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泊爾深度豪華之旅 9天 
 

●班    機： 

◆台北出發：國泰航空 CX ＋ 港龍航空 KA 

日 期 星期 航           段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台  北 － 香  港 國  泰航空 CX  467 台  北 15：10 香  港 16：55 1時 45分 

  香  港－加德滿都 港  龍航空 KA  104 香  港 18：55 加德滿都 22：10 4時 55分 

  加德滿都－香  港 港  龍航空 KA  195 加德滿都 23：20 香  港 07：55+1 4時 25分 

  香  港 － 台  北 國  泰航空 CX  474 香  港 08：50 台  北 10：20 1時 35分 

●行程特色： 

■【最方便、順暢的交通安排，給您最多的觀光旅遊時間，捕捉尼泊爾的萬種風情】： 

★專業安排國泰接港龍航空，香港直飛加德滿都，當天抵達有最充足的時間休息，迎接隔日精采的行程！ 

★另特別安排─波卡拉／加德滿都 搭乘國內線飛機，免去長途搭車之苦，為您創造更多的旅遊時間！ 

■【帶著輕鬆的心情、簡便的行囊，帶您深入體驗尼泊爾、喜馬拉雅的國度、一探神比人多的奧秘】： 

★加德滿都～尼泊爾的心臟地帶，喜瑪拉雅山傳說中的另一個香格里拉。 

■【人間仙境波卡拉簡介】： 

★位於尼泊爾中部的波卡拉，是尼泊爾唯一坐擁湖光山色的小城，到此您可乘舟遠遊，仰觀群峰之美，

遙望山城之秀麗，優美的大自然、閒適的氣氛，所有的煩惱和不快，都會在此煙消雲散！ 

★費娃湖泛舟：天氣晴朗時，乘著輕舟於費娃湖上，可以看到遠方的魚尾峰倒映於清澈的湖水上，也可

一覽湖畔綠色山林。 

■【那加閣簡介】： 

★海拔高約 2175 公尺的日出之城，天氣晴朗時可清楚的望見聖母峰和喜瑪拉雅山的群峰雄姿，坐落山

間的村落景緻，動人之美，不容您錯過！ 

■【走訪加德滿都谷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保護的歷史古城】： 

★巴丹古都～加德滿都谷地第二大城，世上最古老的佛教城。 

★巴克塔布（巴特崗）～加德滿都谷地第三大城，馬拉王朝藝術文化的顛峰。 

■【貼心的安排】： 

★每人每日提供兩瓶礦泉水。 

★全程安排經驗豐富、專業、服務熱誠、負責的隨團領隊及當地中文導遊，讓您充分感受貼心而精緻的

服務。並提供簡易的導覽資訊，讓您在旅遊的過程中，可深入簡出地配合中、英文導遊的解說，探尋

尼泊爾的風情之美。 

 

 

 

 

 

 



1 台北  香港（HONG KONG）  加德滿都（KATHMANDU，尼泊爾）  

有緣千里來相會！相見歡！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專車】迎往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經【香港】

轉機，飛往位於喜馬拉雅山山麓的神秘古國【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抵達後，專

車迎往【下榻飯店】，辦理入住手續。養精蓄銳，以加德滿都為起點，展開為期 9 天精彩的尼

泊爾山中古國傳奇高山健行驚豔之旅。 

住宿：五星 SOALTEE CROWN PLAZA HOTEL 或 同級 

網址：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cp/1/en/hotel/ktmnp 

早：  X             午：X  

晚：機上精緻套餐 

2 加德滿都 奇旺國家動物保護區 

早餐後，安排市區觀光，參觀加德滿都舊皇宮杜巴廣場附近的古蹟群，如著名的活女神廟 KUMARI  

BAHAL；活女神的職責除保護王室、接受信徒膜拜外，旅客只要隨手奉喜，再拍手呼喚，活女 

神便會現身窗口(但嚴禁拍照)。午餐後，驅車前往奇旺野生動物保護區。抵達園區後由專人接 

往森林區，我們特別安排騎大象之旅；騎在象背上漫步在原始森林中，探訪難得一見的野生動 

物，尋找野生動物的蹤跡，將有機會見到生活於此的野生動物，如犀牛、鹿、 猴子、 孔雀等… 

獸群及各式鳥類生態。晚上欣賞當地塔魯族民俗舞蹈表演。晚上夜宿於富有原始風味的茅屋 

中，令您回味無窮。 

住宿： CHITWAN ADVENTURE RESORT 或

JUNGLE SAFARI RESORT 或同級 

早：HTL美式自助餐     午：中華料理餐 

晚：HTL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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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旺國家動物保護區 

天剛破曉，迎接晨曦乘坐獨木舟順流而下，沿途可欣賞各種鳥類，聆聽百籟齊鳴，彷彿置身於

世外桃源（乘坐獨木舟視水位狀況而定）; 早餐後在森森林渡假村休息，享受林內的寧靜！午

後前往大象撫育中心 ELEPHANT BREEDING CENTER；參觀大象撫育的介紹；每頭大象

懷孕期達 18 個月至 2 年且每次只有一胎，已列入保育類動物。接著再前往小村落探

訪當地居民的居生活。黃昏時續安排★賞鳥生態之旅 BIRD WATCHING；公園內常見的鳥

類有魚鷹、鸚鵡、黑環..等琳琅滿目的鳥類，若您有攜帶望眼鏡前來，將有更多的

收穫。  

住宿： CHITWAN ADVENTURE RESORT 或

JUNGLE SAFARI RESORT 或同級 

早：HTL美式自助餐     午：HTL自助餐 

晚：HTL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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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旺國家動物保護區  波卡拉（POKHARA） （市區觀光＋費娃湖遊船） 

早餐後，繼程專車前往尼泊爾擁有絕美湖光山色的渡假勝地—【波卡拉】。此處因為得天獨厚

的地理環境，而成為遊客必訪之地。午後安排搭乘【遊船】，瀏覽欣賞【費娃湖】，碧綠清澈的

湖面上，映照出周圍【安娜普娜山脈】群峰的倒影，遠望白雪皚皚【魚尾峰】的巍峨雄姿，享

受最快樂、最休閒的渡假情懷。【自由活動】，您可選擇再度前往費娃湖，漫步湖畔，自由地閒

逛購物，偷得浮生半日閒，度過一個愉快而悠閒的午後歡樂時光！ 

住宿：POKARA GRAND HOTEL 或  

FULBARI HOTEL 或 FISH TAIL 或同級 

早：HTL美式自助餐     午：HTL自助餐 

晚：HTL自助餐 

http://www.ichotelsgroup.com/h/d/cp/1/en/hotel/ktmnp
http://www.chiwanresort.com/
http://www.junglesafariresort.com/
javascript:;
http://www.chiwanresort.com/
http://www.junglesafariresort.com/
http://www.pokharagrande.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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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卡拉  沙朗闊（SARANKOT）（觀賞日出）  波卡拉 

今日起個大早！清晨專車前往波卡拉西北邊、海拔 1592公尺的山丘—【沙朗闊】，欣賞【魚尾

峰】及【安那普娜群峰】的美麗【日出】，並俯瞰波卡拉及費娃湖的湖光山色美景。繼程專車

返回【飯店】，一邊【享用早餐】，一邊欣賞因太陽的照射，而色彩炫麗多變的安娜普娜群峰，

宛如置身於人間仙境的美景中。午餐後【市區觀光】：遊覽【西藏村】、【舊市集】、【戴維絲斷

層瀑布】及【瑪亨達洞窟】等名勝。 

住宿：POKARA GRAND HOTEL 或  

FULBARI HOTEL 或 FISH TAIL 或同級 

早：HTL美式自助餐     午：HTL自助餐 

晚：HTL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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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卡拉  加德滿都  巴克塔布（BHAKTAPUR）  那嘉閣（NAGARKOT） 

早餐後，安排【搭機】飛返【加德滿都】。抵達後，專車前往遊覽建於第九世紀，有藝術之城

美名的—【巴克塔布古都】（別名巴特崗）（BHAKTAPUR），此地由馬拉王朝於 12至 18世紀所建，

融合了宮殿、庭院、寺廟特色於一體的建築風貌，它亦兼容了社會、宗教、都市樞紐的重心，

故被遊客推崇為「活的博物館」之城的美譽，記載著輝煌歷史的舊皇宮裏，裝著五十五扇精緻

木雕窗門，還有那富麗堂皇的黃金門，讓您目不暇給，另外在城裏建有尼泊爾境內最高的 ”

那塔波拉” 五層方塔廟，雄偉狀麗的建築外觀，常令遊客駐足歎為觀止。繼程前往加德滿都

郊區最美麗的山城—【那嘉閣】。夜宿於此。 

住 宿 ： COUNTRY VILLA 或 FORT 

RESORT 或 NIVA NIWA LODGE 或同級 

早：HTL自助餐        午：中華料理餐 

晚：HTL自助餐 

7 
 

那嘉閣  加德滿都（高山遠足半日遊＋自由活動） 

今日可起個大早，欣賞喜馬拉雅山的日出，及白雪藹藹的群峰，享受一個無拘無束的清晨。貴 

賓也可以選擇早起並安排一趟輕鬆寫意的【高山遠足半日遊】，於此您可欣賞到喜馬拉雅群峰 

的美景，運氣好的話，亦可親眼目睹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的雄姿。午餐後再專車返回加 

德滿都。並安排參觀世界上最大的佛塔－博達佛塔，佛塔的四週環列著一個個可以轉動的小圓 

筒，稱作祈禱輪，可依順時針方向轉祈禱輪並繞塔而行，以祈來生輪回轉運。隨後再前往加德 

滿都最著名的【塔美爾區】（THAMEL），享受逛街購物的樂趣。 

住宿：五星 SOALTEE CROWN PLAZA HOTEL或同級 早：HTL自助餐    午：自助餐或中式料理 

晚：中華料理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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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滿都  巴丹古城（PATAN CITY）  加德滿都  香港 

早餐後，專車前往拜訪尼泊爾最著名的古都所在—【巴丹】，體驗尼泊爾神比人多，廟比屋多

的中古世紀城鎮。抵達後，參觀古色古香的建築古蹟：【皇宮】、【黃金廟】、【千佛塔】等名勝，

而街道建築本身，即是手工藝技術的表現。午後前往參觀有著兩千年歷史的四眼天神廟（斯瓦

揚布那）。晚餐特別安排享用【尼泊爾風味惜別晚宴餐】，在導遊的示範下，體會尼泊爾人用右

手抓飯吃的樂趣，並欣賞精彩的【尼泊爾傳統舞蹈表演】。餐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

班機飛往香港。 

住宿：飛機上  

 

早：HTL美式自助餐        午：中華料理餐 

晚：尼泊爾風味惜別晚宴餐 

http://www.pokharagrande.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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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台北(TAIPEI，台灣)  

上午經【香港】轉機，飛返【台北】。於今日返抵國門，帶著滿心喜悅的回憶，互道珍重，正

式結束此次愉快而難忘的 2014年尼泊爾古國傳奇之旅，期待下一次更精彩的旅程規劃。 

住宿：甜蜜的家 早：機上精緻套餐       

 

註：於行程參觀內容不減之原則下，依航空公司班機及旅館之實際情形，得調整順序，以行前說明會手冊為準。 

出發日期：2016年 10月份起 (每週五出發) 

直業價：每人新台幣 56,900元 

※團費包含落地簽証美金 25元 

◎不包含領隊導遊司機行李象夫船夫餐廳服務生等服務小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