
※國家地理雜誌評為『全球 10大樂土』、『人生必遊的 50 個地方之一』※ 

 

  

 南印度著名的渡假勝地～『喀拉拉 KERALA省』，以古蹟、文化及自然生態聞名於世，不論是否曾經
去過印度，從孟買往南方走，您將會跳脫對印度落後、貧窮、汙穢、混亂的刻板印象，而您會發現一個
很不一樣的印度新風貌。美國國家地理旅人雜誌經過兩年審查，於 1999年曾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評選為「人一生一定要去的 50個地方」之一，以其多元地形，包括：瀑布、潟湖、陽光海岸、綠野，
展現熱帶原始風光而獲選。根據印度傳說，印度教神 Vishnu的第六個化身將他的戰斧丟入大海後，在
印度西南部創造了擁有綜橫交錯如迷宮河道的喀拉拉邦，因此又被稱為是 God's own country --上帝的
國度。南印度的喀拉拉邦更被選為人間十大天堂之一。Kerala喀拉拉在印度語就是”椰子之鄉”的意
思，除了美麗的椰林及擁有全印度最美的科沃蘭海灘之外，那裡的人民是過著安寧幸福的日子，見識一
個完全不同的印度。 

 
南印度喀拉拉簡介 
喀拉拉省大約三萬 8000平方公里，比台灣稍大，人口 3000多萬。在歷史的變遷中，南印度才更具印度
的原汁原味。當 16世紀北方的蒙兀兒王朝(泰姬瑪哈陸陵的建造者)陸續擴展王朝勢力時，南方的喀拉
拉正忙於海上香料之路的興盛貿易，首先葡萄牙人達伽瑪 繞過非洲好望角來到喀拉拉的科欽，不僅建
立了西人東來的香料之路，並建立了全印度最古老的聖芳濟教堂．從此之後，荷蘭人／英國人／猶太人
等陸續前來，建立了數百年的殖民歷史．南印度有不同的民族，自己的語言文字，音樂文化也大異其趣，
兩地比較，南印度生活環境和人文素質整齊和北印度貧富差距很強烈呈現在街頭有所不同。因此在南印
度此旅行，的氛圍大不同，也悠閒適意多了。南方古蹟古樸生動，不但能体驗印度原味文化遺產，更能
感受到南印度包融力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古式按摩療法阿育吠陀（Ayurveda）與卡塔卡利
(Kathakali)聞名天下，是南印度獨有的特色。喀拉拉是由河與湖形成Ｂackwaters(迴水)的地方，從西
高止山下來的 44條河與其支流貫穿喀拉拉。無數個湖泊不僅是喀拉拉美麗的自然景觀，茂盛的椰子樹
更是喀拉拉最具代表性的美景。據說喀拉拉的詞即源自表示椰子樹的Ｋeram。 
 
喀拉拉的特色 
◎全印度最美的海灘(Beaches) 

在印度最美麗的海灘都位于喀拉拉，總長達 600km的喀拉拉海岸由沙
灘和岩石組成的岬以及椰子裝扮得連綿不斷。每年有越來越多的人來
到這充滿椰子樹的地方度假。特別安排前往【印度半島最南端】的科
摩林角，這裡是孟加拉灣／印度洋／阿拉伯海的交界處，並擁有全世
界第二大規模的風力發電設施．並且拜訪甘地紀念館，每年十月二日
聖雄甘地生日之時，太陽光會穿透屋頂的圓孔，直射甘地陵寢，代表
對這位偉人的崇敬。 

 
◎印度的水鄉(Backwater) 

喀拉拉位於西高止山的西側，山上的水往西流入阿拉伯海，此處是由
數不清的潟湖、湖水、運河、江口、還有流進阿拉伯海的 44條江混合
在一起形成了複雜的三角 洲。這個像迷宮般的水路長達 900km，可以
航行。在旱季時，海水流入平衡了這些水流，形成著名的〔回水〕
(Backwater)，成為喀拉拉獨特的水鄉澤國；流水密佈遍流陸地，水邊
人家逐水而居，出入以船代車，水流十分乾淨，其規模之大，綿延整
個喀拉拉中南部。在此區域衍生出的另一特色就是【屋船
(Houseboat) 】，當地人稱之為 Kettuvallum，船上客廳／套房／廚房
／電視／冷氣一應俱全，這裡的屋船各色各樣，別有特色，偶而穿梭



在狹小河流中，時而來到遠不見邊際的瀉湖，無論是清早賞鳥，或是傍晚看夕陽，都是人生至高的享受。 
 
◎古印度療法-阿育吠陀(Ayurveda) 

公元前 600多年，在印度發展起了一個新的治療方法。這種方法不僅
適用於治療，還強調疾病的預防。後來，這種方法被稱為阿育吠陀 
(Ayurveda)。這種傳統的健康療法傳播到印度大部分地區，至今還被
留傳下來。如今，阿育吠陀(Ayurveda)成了獨特而必不可少的一種醫
學療法，是通過調理體液均衡而治療的完全自然的治療方式。阿育吠
陀(Ayurveda)不僅僅只針對疼痛部位，它還治療全身，通過天然療法
試圖實現人類之完美的健康和調和。阿育吠陀(Ayurveda)不是按摩，
也不是 SPA，它是流傳印度 2000多年的古印度療法，基本原理在於去
除人體內可能導致生病的元素，保持人體的健康．歐美人士來到喀拉
拉進行阿育吠陀，可能是 7天/14天/21天或更長的療程，以達到身心
靈的健康。每次的阿育吠陀療法，必定使用數種純天然的植物油在身
體不同的部位進行之，並視每人不同的生理狀況而調整．既然來到喀
拉拉，我們特別安排旅客進行一次阿育吠陀體驗！ 

 
◎印度傳統表演藝術(The Performing Arts)～卡塔卡利(Kathakali) 

卡塔卡利(Kathakali)是傳統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戲劇，發展
於十五世紀初期的一種藝術表演。Kathalali是印度西南部的方言馬
來亞拉姆語（Malayalama），Katha的意思為故事，Kali的意思為表
演、扮演。這類藝術表演結合了啞劇、戲劇、音樂、吟唱等。表演者
不說話，以豐富的肢體和面部表情來表達故事，後方音樂表演者演奏
及吟唱故事內容。卡塔卡利(Kathakali)由用華麗的衣裳、長靴裝扮的
舞蹈演員用全身演繹一段故事的舞蹈劇，是印度舞蹈中唯一的舞蹈
劇。卡塔卡利被視為是第一個把想象中的世界用舞蹈劇的形式演繹出
來的舞台劇。 

 
行程特色 

【金雞報喜．寒假春節預購．好禮 2選 1】 

◆報名日期：即日起報名付訂成團享有優惠內容 

◆優惠內容： 

○1 I PHONE7 32G 免費兌換卷(需搭配亞太電信門號，相關規定依兌換券說明為主)  

○2馬印航空台北直飛吉隆坡或沙巴亦或是越捷航空台北直飛河內或峴港或胡志明，五種航點任選其一。 

 
※搭乘【馬印航空 OD 】，經吉隆坡轉機飛往南印度椰風之邦。 
※安排住宿【渡假飯店】。我們特別推薦把飯店當作景點，讓您在飯店內即融入喀拉拉的悠閒與美麗，

即適合情侶／夫妻／退休族／全家渡假。 
※安排每人一次體驗【阿育吠陀古印度療法】。(如果不了解的話，當作是 SPA較容易懂) 
※安排搭乘水路浪漫的豪華【觀光船】。欣賞 Kerala最美麗的風景，體會可愛淳樸的風土人情。 
※安排欣賞最著名的文化特色～【南印度古典舞蹈】 --卡塔卡利，帶您逼窺印度古典文化之美。 
※安排印度香料之都，歐洲人進入印度的科欽市，參觀海權殖民時期葡萄牙人、荷蘭人、猶太人留下的

【聖芳濟教堂、荷蘭宮、猶太會館】。 
※安排搭乘遊艇遊覽逆水海岸地區及凡邦納德湖，欣賞科欽古城鎮美妙的水上景色。 

※參觀 1300年間鄭和下西洋船隊遺傳下來的【中國漁網 CHINESE FISHING NETS】，至今仍在科欽堡的出
海口附近繼續運作。 

※參觀印度半島的最南端～【肯亞庫馬利(科摩林角)】，是印度唯一可見三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及孟
加拉灣於此交會處。 

※參觀【印度傳統古王宮】，由於蒙兀兒王朝(伊斯蘭)勢力並未到達喀拉拉，因此完整保留傳統印度教
傳承的完整建築。 

※參觀印度國父【印地紀念館】，每年 10月 2日甘地生日那天，陽光會穿透屋頂的圓孔，直射在甘地的



陵寢，表達對這位偉人的崇敬。 
※每人每日提供一瓶礦泉水。 
 
飯店介紹 
◆Le Meridien Kochi(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 http://www.lemeridienkochi.com/ 
位於艾娜庫蘭的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是您旅遊探索科欽和其周邊地區的最佳選擇。這家飯店離市中心不
遠，僅有 8 KM，去機場也僅需要 60分鐘。 從飯店到市內幾大地標相當方便，例如 Abad Nucleus Mall, 
民俗博物館, Ethnic Creations。同時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提供多種多樣的設施，令您在科欽期間的旅
程更豐富。24小時送餐服務, 所有房型皆附免費 WiFi, 24小時保全, 每日客房清潔服務, 紀念禮品店
是部分讓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在本市飯店中脫穎而出的原因。體驗高質感的舒適休憩空間，部分客房配
有保險箱, 衣櫥, 浴巾, 原木地板, 開放式衣櫥，讓您回房之後能好好地放鬆休息。 在飯店內可找到
瑜珈室, 健身房, 桑拿三溫暖, 室外游泳池, Spa等多種精彩的娛樂設施。專業的服務與豐富的特色活
動盡在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 

 
 
◆Turtle On The Beach（海灘之龜酒店）http://www.turtleonthebeach.com/ 
體驗海灘之龜酒店的世界級服務，我們的可瓦蘭首選住宿。 從住宿步行 7 分鐘即可抵達海灘。 Turtle 
On The Beach酒店距離維錫尼加姆海洋水族館（Vizhinjam Marine Aquarium）有 3公里，提供眺望著
阿拉伯海美景的客房，設有阿育吠陀 Spa和游泳池。現代客房配有木飾裝飾和傳統的印度風格。陽台享
有壯麗的景色，配有戶外休息區。每個房間都提供 DVD播放機和平面電視。客人可以盡情享受傳統的印
度美容護理或在陽光露台上曬太陽。酒店的旅遊諮詢台可以協助安排觀光行程。沙灘上提供水上運動設
施。四間小餐館等待著酒店客人光臨，包括 Rumours Coffee Shop咖啡店和 Centre Point café咖啡店。
游泳池畔的 Catamaram餐廳提供國際美食。 

 
 
◆EASTEND LAKESONG http://eastend.in/lakesong/ 
Lakesong是一個自然愛好者天堂。坐落在 Kumarakom風景如畫的回水之中，它是一個寧靜的撤退，它帶
你到寧靜的世界。橫跨一個廣闊的景觀休閒土地與許多水體，它提供了你無數的原因浸泡在無數自然的
色調。 Lakesong是一個建築奇蹟，它是基於傳統的喀拉拉風格。小屋是鵝卵石，有瓦屋頂。外部是沒
有抹灰，這是這個地區的傳統房子的風格 redolent。小屋有 4星級的設施。客房擁有精美的室內設計和
所有的城市奢華。這裡的主要吸引力是別墅基於傳統的馬拉巴爾風格的建築。他們是 Vembanad和
Ashtamudi。另一個類別是 Punnamada，它是環保的，由互鎖磚構成。總共有 48個奇妙的馬拉巴爾風格
的房間和 20個令人驚嘆的古雅的別墅，所有的潟湖面對湖。 

http://www.lemeridienkochi.com/
http://www.turtleonthebeach.com/
http://eastend.in/lakesong/


 

 

※所有航班以訂位回覆後班次時間為準，謝謝! 

 

第一天 桃園吉隆坡『阿拉伯海女皇』美譽的城市～科欽(Kochi) 
 
早餐：XX      午餐：X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住宿：LE MERIDIEN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 或同級 

 
今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吉隆坡】轉機前往南印度
喀拉拉邦的經濟文化所在地，與素有『阿拉伯海女皇』、『香料歷史古都』美譽的城市～【科欽】。 
▓【科欽 Kochi】：先後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全球 10大樂土』、『人生必遊的 50個地方之一』，由半島
及周圍許多島嶼所構成，擁有阿拉伯海最好的天然港口，也是今日喀拉拉省之省會及商業重鎮，自十四
世紀以來，即為歐洲文化與印度文化激盪薈萃之處。以往被稱為 "Cochin"，是一個迷人的南印度都市，
過去曾是殖民地，英國、荷蘭、葡萄牙、中國、阿拉伯和猶太文化的影響讓這裡巧妙融合了各式文化的
精隨。許多人因為科欽的環境充滿協調的氛圍又有廣大的開放式空間而移居到此地。這個地區因為美麗
的海濱、特殊的瀉湖地形、天際線和令人讚嘆的風景而出名，令人不禁大嘆：這麼有魅力的地方，難怪
歐洲人會賴在這裡殖民 500年不走。還有中國的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就在 kochi停留了六次之多！除此
之外這裡也對印度整體經濟提供許多珍貴資源。 
 
 

第二天 【荷蘭王宮 Mattancherry Palace (Dutch Palace)】、【猶太教禮拜堂

Jewish Synagogue】、【聖法蘭西斯大教堂 St. Francis Xavier Church】
等著名古蹟→【中國漁夫網 Chinese Fishing Nets】→【凡邦納德湖

遊船 Vambanad Lake】→【南印度古典舞蹈 Kathakali Traditional 

dance show】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去 程 馬印航空 OD-633 桃  園 吉隆坡 1245 1730 

中 段 馬印航空 OD-231 吉隆坡 科欽 2105 2235 

中 段 馬印航空 OD-260 特拉凡德倫 吉隆坡 2300 0540 

回 程 馬印航空 OD-632 吉隆坡 桃  園 0715 1145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當地餐廳)     晚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住宿：LE MERIDIEN艾美飯店科欽度假村 或同級 
車程: 市區觀光 

 
▓【荷蘭王宮 Mattancherry Palace (Dutch Palace)】：荷蘭人建於十六世紀的荷蘭王宮，總面積將近 900
平方公尺，時間橫跨 300年的壁畫，最早可以追溯到 16世紀晚則到 19 世紀，絕對是可以和米開郎基羅
主導的西斯丁大教堂或是斯里蘭卡 Sigirar石窟等量、齊觀的世界級作品，保留了在中國敦煌和 Ajanta
早已灰飛湮滅了的珍貴壁畫技法。 
▓【猶太教禮拜堂 Jewish Synagogue】：16世紀建，一覽猶太教獨具特色的傳統、碩果僅存的猶太社區。 
▓【聖法蘭西斯大教堂 St. Francis Xavier Church】：1524年建，此教堂曾埋藏著名的航海家 " 達迦
瑪 ", 他於 15世紀時, 發現往印度之航線, 而開啟了之後的 " 大航海 " 時代，甚具歷史意義。 
▓【中國式魚網 Chinese Fishing Nets】：當地人稱之為 Cheena vala，十五世紀" 鄭和下西洋時期 "
引進的捕魚技術，至今成為科欽港的文化人文特色。 
▓【凡邦納德湖遊船 Vambanad Lake】：遊覽逆水海岸地區及凡邦納德湖，欣賞科欽古城鎮美妙的水上景
色。 
▓【南印度古典舞蹈 Kathakali Traditional dance show】：欣賞克拉拉省最著名 KATHAKALI舞蹈，表
演者根據傳統阿育吠陀的智慧，精心設計特殊的裝扮，演譯古老的印度史詩。 
 

第三天 科欽→庫馬蘭肯 Kumarakom→古印度療法～阿育吠陀 Ayurveda 

Massage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晚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住宿： EASTEND LAKESONG 或同等級 
車程: 科欽→48km庫瑪蘭肯 (行車時間約 2小時 / 一般公路) 

 
▓【庫馬蘭肯 Kumarakom】：最南國風情的水鄉地帶 Backwater--庫馬蘭肯，乃是此地區船屋旅遊，和水
岸豪華休閒渡假飯店的中心地帶。抵達後記得將車上的物品帶下車，我們將暫別遊覽車，搭乘飯店提供
且有椰風特色的接駁船，前往飯店 Check in。 
▓【古印度療法～阿育吠陀 Ayurveda Massage】：為貴賓特別安排體驗一次阿育吠陀(約 45分鐘)療程，
透過天然療法實現完美的健康與調和。(由於體驗療程是預約制，時間安排由療程中心排定)。 
 

第四天 庫馬蘭肯★Backwater 迴水遊船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晚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住宿： EASTEND LAKESONG 或同等級 
車程：遊船時間約 2小時 



 
早餐後，體驗渡假飯店內的各項活動安排。搭乘觀光船經過逆水地區最美麗的景點與小湖，欣賞 Kerala
最美麗的風景，體會可愛淳樸的風土人情，讓您渡過愜意浪漫的時光。★Backwater迴水遊船之旅，欣
賞以運河為生的村莊和兩岸的椰子林，讓人體驗到另一種大自然風情。之後建議貴賓參加飯店所提供的
身心靈瑜珈體驗課程、生態觀賞當地各種鳥類之旅以及湖區村落之旅等多元的活動。傍晚搭乘飯店提供
的遊船，欣賞庫馬蘭肯湖的落日餘暉。 
 

第五天 庫馬蘭肯→特拉凡德倫市區觀光：中央車站、印度寺院→可瓦蘭

Kovalam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晚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住宿： TURTLE ON THE BEACH海灘之龜酒店 或同級 
車程: 庫瑪蘭肯→165km特拉凡德倫(行車時間約 4.5小時/一般公路)→20km可瓦蘭(行車時間 50分) 

 
▓【特拉凡德倫 Trivandrum】：為喀拉拉省的省會,此地曾是特拉凡考爾國王王宮的所在地，整座城市道
路筆直寬廣，隨處可見公園綠意盎然。 
▓【特拉凡德倫市區觀光】：◆『中央車站』，將城市的新舊區域劃分開來。◆『印度寺院 Padmanabhaswamy 

Temple 』(寺院僅開放給印度教徒)，從寺院外觀欣賞美麗的塔門乃由雕刻所裝飾，此乃是本城市的象
徵。 
▓【可瓦蘭 Kovalam】：距特拉凡德倫只有 16公里的路程，南印度最美麗的海灘，椰子樹茂盛的海灘襯
著蔚藍的海，漫步沙灘上，聽得到踩入潮濕沙中的腳步聲，等待阿拉伯海上的日落美景是最棒的享受。
可瓦蘭是一個國際著名海灘，自二十世紀 30年代以來，它一直是遊客最喜愛的好去處，特別是歐洲遊
客。海灘上隆起的巨大岩石海角營造了美麗的靜水海灣，是享受海水浴的理想之地。 
 

第六天 可瓦蘭→肯亞庫馬利 (科摩林角) Kanyakumari →甘地紀念館→可瓦
蘭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當地餐廳)     晚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飯店內) 
住宿： TURTLE ON THE BEACH海灘之龜酒店 或同級 
車程: 可瓦蘭→82km科摩林角(行車時間約 3小時/一般公路) 

 



▓【肯亞庫馬利 (科摩林角)】：印度半島的最南端—肯亞庫馬利(科摩林角)，此地乃是印度唯一可以看
見阿拉伯海、印度洋及孟加拉灣，三海於此交會，虔誠的印度教信徒視此為聖地。在科摩林角同時眺望
三面海，是最適合讓身心都放鬆的場所。 
▓【甘地紀念館】：參觀位於海岸邊且有特色建築風格的～甘地紀念館。 
 

第七天 可瓦蘭→特拉凡德倫～Napier 博物館吉隆坡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精緻套餐或自助餐 (當地餐廳)     晚餐：中式精緻餐 (當地中國餐廳) 
住宿：飛機上 
車程: 可瓦蘭→20km特拉凡德倫(行車時間約 50分/一般公路) 

 
早晨睜開雙眼，戶外盡是潔淨可喜的碧海藍天，純白的沙灘，湛藍的海水，讓人忍不住浸浴在美麗的海
水中洗淨繁忙心靈，您可至漂亮迷人的海灘享受海風吹拂。近午時分驅車前往喀拉拉邦首府市區享用午
餐。 
▓【Napier博物館】，有著宮殿風格的獨特外觀建築，有喀拉拉獨特的手工藝品等豐富收藏，該館內有
著豐富的收藏值得欣賞。晚餐後再前往機場搭乘豪華班機飛往台北。夜宿於飛機上。 
 

第八天 吉隆坡桃園 
早餐：飛機上早餐    午餐：X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班機於清晨抵達吉隆坡再轉機返回台北，為這結合休閒與大自然知性的豐富之旅，留下難以忘懷的美麗
回憶。 
 
費用包含 
＊台北經吉隆坡飛到南印度來回台北經濟艙團體機票 (含兩地機埸稅和燃料稅)。 
＊印度簽証費。 
＊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兩人一室、餐食、行程、交通費、門票。 
＊履約責任保險二佰萬、3萬意外醫療給付。 
＊印度簽証所需準備：彩色 5公分 x 5公分相片 2張、身分證影本、護照正本、公司名稱和職稱、電話
地址。 
 
費用不包含 
＊護照新辦之工本費用 NT1,500-。 
（新辦護照需準備：彩色 2吋相片 2張、身分證正本、戶口名簿正本或謄本、工作天 7天）。 
＊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公斤）。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建議每人每天美金 10元。 
 
備註 
＊旅遊平安保險，敬請旅客自行斟酌投保。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本行程之出團名稱、航班及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未出席行前說明會者，一律以郵寄方式送達。 
 
  



印度~申請簽證基本資料表以下資料皆為印度簽證所需資料，請確實填寫。謝謝… 

請以中華民國護照申請；必備資料： 
1. 護照正本(六個月以上之效期)，簽名欄需本人簽名。 
2. 身分証正反面影本(未滿 14 歲者，請申請英文版戶籍騰本) 
3. 5X5cm 美簽規格相片 1 張(彩色白底六個月內) (如有去尼泊爾(含倫比尼)請再加附 2 張 2 吋照片!!) 
4. 基本資料表(如下表) 
5. 持外國護照申請簽證者請附有效期 6 個月以上之居留證影本。 
6. 申請人如為公職或軍職，敬請事前告之，並提供正確之工作資料。如有隱瞞，將導致簽證被拒，日

後亦無法申請！ 

※ 所有國籍進入印度，皆需辦理簽證。 
※ 印簽明文規定，申請簽證時本人需於國內。若經查證導致簽證被拒，後果自行負責。 
※ 工作天數:收齊證件後約 5-7 天(不含六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現居地電話  手機電話  

現居地址 
 

戶籍地址 
□同上 

最後學歷 □學齡前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若退休/無業者須填上之前任職公司資料 ，家庭主婦/學生者則填上配偶/父(母)親之任職公司資料 

工作英文職稱 □有工作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管  □退休 □學生 □待業 

公司英文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E-Mail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若是軍警人員請填單
位名稱、地址、職務和
職級 

 

父親姓名  出生地  國  籍  

母親姓名  出生地  國  籍  

配偶姓名                   出生地  國  籍  

是否去過印度 

□是(請填右欄) 

□否 

簽證號碼  簽證種類 
 

發證日期  發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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