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值印度皇宮假期 6日 
出發日期／date 成人團費／adult 備註／remark 

2020年 4月 14.21日 限量優惠價：新台幣 28,800元  

限定四月份/星期二出發   

 印度 

1972 年 11 月 16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在巴黎通過著名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開啟了近年世界遺產熱的序幕。依公約目標，是為保護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建立一

個以現代科學方法制訂的永久性制度；並為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紀念物（monuments）、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s）、場所（sites）、自然面貌和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提供緊急和長期的保護。 

印度古文明文化，是亞洲文明中發展最輝煌，影響極其深遠的一支。無論是蒙兀兒帝國沙伽罕王對

其愛妃所立永久的一個紀念所建的泰姬瑪哈陵或佛陀初次與五位弟子講經之地的鹿野苑，

都為印度留下了清楚而深刻的文化印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 1979 年起陸續登錄了代表不同時期的印度紀念物、建築群與場所，為世界人類

留下了保護無價的文化遺產最好的典範。印度文化瑰寶之旅帶您探訪以下的印度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評定之世界文化遺產：Taj Mahal : 泰姬瑪哈陵 (1983) 、Agra Fort : 阿格

拉堡 (1983)，讓您感受有內涵的深度文化之旅。 

 
★費用包含 

1. 國際段台北/德里/台北，搭乘中華航空公司團體經濟艙機票和稅金。 

2. 保証使用 5年內 41 人座豪華冷氣遊覽車和中文導遊。 

3. 兩人一室住宿含行程所列之三餐和門票。(指定住宿單人房須補差額 6,000元) 

4. 印度電子單次簽証費。 

5. 旅行社責任保險倆佰萬元和意外醫療險十萬元。 

6. 全程無限提供當地飲用礦泉水。 

印度簽証所須資料: 

護照影本 (六個月內之效期)、身分證影印本、5X5公分彩色照片 1張、住家電話、公司名稱職務和電話。 

 
★費用不含 
 護照新辦之工本費用 NT1500 元。 

新辦護照需準備資料：彩色 2吋相片 2張(穿著深色衣服)、身分證正本(14歲以下孩童需要戶口名簿正本

或謄本)、緊急連絡人姓名、電話與關係，工作天 7天）。    

 領隊、導遊、司機、行李等小費。每人建議每日美金 10元，6天合計 60元。 

 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30公斤）。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酒精類的飲料費、房間服務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行程特色 
                                     ◆ 
 

 

 

印度門紀念碑 India Gate 
                                 ◆ 

英國政府彷照凱旋門風格建立，為紀念一次大戰陣亡的印度官兵，

左右對稱的陣亡的印度官兵，並在門上刻了陣亡將士的名字。印度

門的四周綠草如蔭，旁邊有水池及鐘樓，宛如一座城市公園，流連

新舊之間，恍若穿越時空之旅，讓您對德里有更深的認識。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 
                                     ◆ 
譽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泰姬瑪哈陵，白色大理石的陵

墓，每天隨著不同的光線改變顏色。不論就建築的角度來

看，還是背後那段感人的愛情故事，都讓泰姬瑪哈陵成為

旅客到印度必訪的景點。西元 1983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UNESCO 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阿格拉堡 Agra Fort 
                                      ◆ 
立在亞穆拉河畔的城堡，是阿克巴 Akbar大帝於 1565 年興

建，為蒙兀兒帝國的首都。阿格拉紅堡具有宮殿和城堡的雙

重功能，城堡週圍護城河長 2.5 公里牆高 20 餘米，壯觀的

城牆助顯得神聖不容侵犯。阿格拉紅堡是用鄰近所產的紅色

沙岩為主建材，因此又稱紅堡。西元 1983 年入選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德里 
DELHI 

阿格拉 
Agra 



 

 

 

 

風之宮殿 Hawa Mahal 
由953扇大小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 

其目的是給宮內婦女觀看外面世界「崔波萊

市集」。 

 

      城市宮殿 City Palace 

建於 1728年，融合拉斯坦及蒙兀兒建築藝術之精華，

其華麗無比的宮殿內展示眾多的珍貴文物。 

 

 

 

 

 

 
安珀堡 Amber Fort 
貴賓們將★乘坐色彩繽紛的大象，慢步登上美麗

城堡。此城堡建於 1592 年，為築於山丘上厚實城

牆環繞的古城堡，其城堡內之宮殿群皆採用黃褐

色的大理石為建材，顏色如琥珀一般美麗。勝利

廳，乃大君接見貴賓之大廳，是琥珀堡內最美麗

的宮殿，宮殿四壁都鑲嵌著寶石與彩色玻璃鏡

片，所有又被稱為『鏡廳』。 

 
【美食饗宴】 
全程住宿飯店享用自助式早餐，色彩豐富、複雜多變的印度料理，嚐一口更是酸甜苦辣、

五味雜陳，可謂是人生的滋味呀！ 

 

捷布 
Jaipur 



特色飯店 
                           ◆ 
普拉特普 LAXMI VILAS PALACE(王宮級飯店) 

 
 
 

 

 

印度地圖 



 

 

 

【航班時間】航空公司有調整航班時間之權利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181 桃 園 07：20 德 里 11：40 

中華航空 CI182 德 里 14：10 桃 園 22：25 

 

 

 

 

第一天 台北(飛航約 6 時 55 分)德里(車程約 4 時 00 分)阿格拉 

今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印度首都－德
里。專車接機後，驅車前往歷史文化之都，也是蒙兀兒王朝首都—阿格拉。 

 早: X  午: 飛機上套餐+三明治 晚: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宿: 國際級飯店  ROYALE REGENT/CRYSTAL SAROVAR PREMIERE 或同等級 

 

第二天 阿格拉 
早餐後，參訪世界文化遺產，亦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此陵為蒙兀兒帝
國沙伽罕王對其愛妃所立下的永久紀念，總共花費了二十二年的時間，動用了兩萬人力
才完成，佇立其上，不禁令人為這段流傳千古的愛情低迴不已；泰姬瑪哈陵的造型完美
無缺，她的平衡、對稱更是建築學上的奇蹟，雖然其主體建築為白色大理石，但仍有各
種顏色的寶石、翡翠、孔雀石、馬賽克、水晶..等，鑲嵌而成美麗的圖案與花紋，泰姬
瑪哈陵的藝術名聲因而獲得後世極大評價。 
 
 
 
 
 
 
 
 
午餐後，參訪◆世界文化遺產古蹟 -- 阿格拉城堡，此城歷經三代皇帝，採用紅色砂岩
所建的阿格拉城堡，與德里的紅堡齊名，由許多不同風格的宮殿所組成，建築相當壯觀。 

 早: 飯店內 午: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晚: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宿: 國際級飯店 ROYALE REGENT/CRYSTAL SAROVAR PREMIERE 或同等級 

參考航班 

行程內容 



 
第三天 阿格拉 (車程約 2 時 30 分)凱奧拉德奧國家公園(車程約 0 時 20 分)巴拉特普爾 

早餐後驅車前往●凱奧拉德奧國家公園

Keoladeo National Park：又稱凱奧拉德奧•

蓋納國家公園，位於印度拉賈斯坦邦珀勒德

布爾，印度的國家公園之一。它是著名的鳥

類保護區，在冬季時，有許多候鳥會在此棲

息。蓋奧拉笛歐國家公園Keoladeo National 

Park 1985列入聯合國UNESCO文化遺址 

位於印度西北部的拉賈斯坦邦，佔地面積29

萬平方公里，曾經是過去王公貴族的守獵天

堂，也是冬季中國、西伯利亞、阿富汗、土

耳其的水鳥的樂園，其中包括珍貴的西伯利

堅丹頂鶴鳥在內，共有360多種鳥類在此棲息，3分之1在此築卵、是愛鳥人的夢幻樂園；

其他也有機會看到鹿、印度朦、叢林貓、狐、豺、羚羊奇珍異獸。 

 

 早: 飯店內 午: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晚: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宿: 經典級 皇宮飯店 Laxmi Vilas Palace 或同等級   



 
第四天 巴拉特普爾(車程約 4 時 00 分)捷布 

早餐後，驅車前往十九世紀時，為了迎接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夫婿艾伯特親王蒞
臨親訪，下令將此城漆成粉紅色而有"粉
紅城市"之稱的捷布。午後參觀◆『城市宮
殿』（建於1728年，融合拉斯坦及蒙兀兒

建築藝術之精華，其華麗無比的宮殿內展示
眾多的珍貴文物。◆城市宮殿博物館（建於
1728年，融合拉賈斯坦及蒙兀兒建築藝術之
精華，其華麗無比的宮殿內展示眾多的珍貴
文物。◆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1728~1734

年所建，內有太陽刻度盤、星球儀、子午線儀…等各種天文觀測儀器。於2010年正式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風之宮殿」由953扇大小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其目的是給宮內婦女觀看外面世界
「崔波萊市集」。 
 

 早: 飯店內 午: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晚:  飯店內自助餐(不含飲料) 
 宿: 國際級飯店 K.K. ROYAL HOTEL 或同等級 



 

 

第五天 捷布(車程約 5 時 30 分)德里 

早餐後，驅車前往◆安珀堡，又稱琥珀堡；貴賓們將乘坐專用吉普車登上美麗城堡。此
城堡建於 1592 年，為築於山丘上厚實城牆環繞的古城堡，其城堡內之宮殿群皆採用黃
褐色的大理石為建材，顏色如琥珀一般美麗。勝利廳，乃大君接見貴賓之大廳，是琥珀
堡內最美麗的宮殿，宮殿四壁都鑲嵌著寶石與彩色玻璃鏡片，所有又被稱為『鏡廳』。
隨後驅車返回印度首都－德里。 

 
 
 
 
 
 
 
 
 

 

 早: 飯店內 午: 當地餐廳料理(不含飲料) 晚:當地中式料理餐廳(不含飲料) 
 宿:國際級飯店 COUNTRY INN SUITES (SAHIBABAD) Hotel 或同等級 

 
第六天 德里(飛航約 6 時 20 分)台北 

早餐後，安排參觀【新舊德里】：途經「總
統府」昔為英國殖民地時期之總督府、「印
度門」為紀念第一次世
界大戰陣亡的九萬印
度軍人。結束參觀後驅
車前往機場搭乘中華
航空班機飛往台北，完
成此次印度古文明之
旅。  
 
 早: 飯店內 午: 機上套餐 晚: 敬請自理 
 宿: 甜蜜的家 

推薦旅行社： 

發現者旅行社(簡介)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 樓(請點入位置地圖)  

交觀甲字第 6862 號  品保協會會員證號：北 1573 號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travel104@yahoo.com.tw 更多訊息、照片在 發現者 FACEBOOK   
 

http://www.travel104.com.tw/guide.htm
http://www.travel104.com.tw/comp.htm
https://www.facebook.com/discoverertour?fref=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