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印度鹽漠極地跨年之旅

FORTUNA HOLIDAY

印度鹽漠極地跨年之旅
2017 年 12 月 26 日～2018
年 1 月 03 日
日～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世界獨一無二的白色鹽鹼地冬季節慶、
世界獨一無二的白色鹽鹼地冬季節慶、充滿人文與色彩豐富的沙漠生態:
充滿人文與色彩豐富的沙漠生態:
臨阿拉伯海與巴基斯坦交界的鹽鹼地，原本是海升起的陸地，加上雨水和河流的侵蝕，
一片貧瘠，僅少數耐旱耐鹹的灌木得以生長。可是在這種不適於生存的環境中，竟然
有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他們儘管物質條件艱苦，卻依然樂天善良，世世代代守著傳
承的手藝與生活形式。
台北/
/香港/
交通工具：飛機
台北
香港/孟買
第1天
2017/12/26 午後桃園機場出發，搭乘班機飛往香港轉赴孟買 CI915 14:40/16:25
9W075 19:55/00:20+1 抵孟買後赴飯店。
宿: Holiday Inn
孟買/
孟買/布吉
第2天
2017/12/27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遊覽孟買市區，午餐後國內機場搭機直飛鹽漠的
首府布吉。9W340 15:10/16:35 這裡是舉世無雙的土
地：區內終年乾燥，滿地食鹽結晶、
寸草不生，卻有許多少數民族在此生
活；深入印巴邊境時只見一望無際的
白色鹽鹼地，投宿在當地特色的圓形土房、晚上在無光
害的鹽漠大地仰望星月，是極難得的經驗。
宿: Prince Hotel

布吉/
布吉/曼達維
第3天
2017/12/28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鹽漠拜訪農村:
這裡的民居別具特色，喜
愛用鏡子與玻璃裝飾他們
的土房;這裡的女紅繡冠
全印，和我們苗族類似，
但配色上似乎更勝一籌; 女孩子四歲開始學刺
繡，到出嫁時必須有 40 件
女紅作品帶去夫家，逐件都
要展示在全村人面前接受
品評，這可是很現實的考
驗，所以每個人都不敢鬆
懈，只求自己的作品能更精進、更創新。
午餐後到阿拉海邊的一處人跡罕至的沙灘近看紅鶴排隊來回走動覓食。
宿: 度假帳篷

第4天

曼達維
曼達維/布吉

交通工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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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早上向剛返航的漁船採購新鮮
漁獲烹飪煮食後，前往港口造船
屋塢:這裡自古是印度通往阿拉
伯最便捷的貿易路線：絲路由中
國的西域越過蔥嶺進入印度後
沿途交換當地的珠寶、鴉片、香料等，在此地換船由海路轉進阿拉伯以及
歐洲、非洲。絲路雖不再，但貿易仍持續；現在印度以洋蔥、大蒜、糖、
糧食等換回阿拉伯國家的石化產品和椰棗。沿著海岸前行 3/4 天無須太大
的船、當然也不能太小，特殊的大型木造船塢因此保存了下來：木材由馬
來西亞進口，完全手工斧鑿而成；我們參觀製造過程、要去海港旁邊的小
街小巷尋訪昔日生活影象、參觀木造船隻的博物館。
宿: Prince Hotel

布吉/
交通工具：巴士
布吉/達撒答/
達撒答/阿曼得巴德
第5天
沿路可看到各樣水鳥聚集湖上，蔚為
2017/12/30
奇觀，而鹽田處處，是攝影的好題材。
沿著整片的鹽田西行：滿眼白色、時
而鹽山、時而大海…,這裡的海鹽不但
供應全國甚且外銷。
下午乘吉普車赴鹽鹼沼澤地，黃昏時滿天水鳥歸巢：鵜鶘、彩鹳、火鶴等。
品嚐特有的新鮮水果冰淇淋：古吉拉特乳酪業居全國之冠，鮮奶加上各種
水果、花瓣、乾果等不同口味的冰淇淋，是難得的體驗。
宿：Hotel Pride
第6天

阿曼得巴德

第7天

阿曼得巴德/
阿曼得巴德/敦加普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先參觀一個建築
2017/12/31
奇蹟：9-12 世紀是古吉
拉特 Solanki 朝代執政
的黃金歲月，靠著地處
絲路貿易由陸地轉入海
上徵收的稅金，造就此
王朝文化與經濟的鼎盛。巴坦廢墟遺址宏偉華
麗，一米左右的石雕佈滿兩側，精彩程度筆墨難以形容。
中午在回教家庭享用古吉拉特素食風味餐；這裡的回教 Bohra 人是很早以前
由葉門移民來此作生意，富有並且有教養，民居建築也獨幟一格。
宿：Hotel Pride
交通工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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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拉加斯坦省的最南
部，敦加普王國：這
裡的國王嗜好狩獵，
他的皇宮從大廳、飯
廳到接待室，全部懸
掛動物標本，其中半數是非州猛獸，栩栩如
生，是此地最大的特色；皇宮面湖，水鳥眾
多，加上位於森林中，生氣盎然。這裡每個房間都不同，全部保有百年家
俱、印花壁紙、古董，十分特殊。
下午自由漫步於森林區，可以近距離的觀察鳥類生
觀察鳥類生
態：白鸕（egrets）、蒼鸕（night & pond herons）、白
頸鸛（white necked & painted storks）、彩鸛、黑鴨
（coots）、水鴨（winter or resident ducks）棲息於湖邊；
森林內則可以看到犀鳥（Grey
Hornbill）、鷓鴣（Grey Partridge）、
綠鴿（Green Pigeon）、孔雀、啄木
鳥（Golden backed woodpecker）
、赤
頸鶴（Saras Cranes）、Ibis、池鷺等。
宿：皇宮飯店
請閱得之部落格 http://blog.yam.com/annatrip＜
＜相簿＞：
相簿＞：洪力合眼中的皇宮飯店
＞：洪力合眼中的皇宮飯店
第8天
敦加普/
交通工具：巴士
敦加普/阿曼得巴德/
阿曼得巴德/德里
參觀老皇宮
老皇宮（
）
，高
老皇宮（JUNA PALACE）
2018/01/02
約 500 米、七層樓的建築，有精美
的牆雕、壁畫和鏡殿。
全拉加斯坦最有錢的家族歷年來收
藏的古董車與汽車、機車、飛機的
模型，海報等讓人大開眼界的車吧(Garage Bar)。
晚餐後搭機返回德里自由採購土特產品，結束印度精彩之旅。
宿：機上過夜
2018/01/01

德里/
交通工具：飛機
德里/香港/
香港/台北
2018/01/03 凌晨搭機飛往香港 9W078 02:30/09:55，抵達香港隨即轉機返回台灣。
CI642 11:55/13:30
詳細地圖與住宿資料於說明會時提供。
第9天

《價格說明》

售價 NT$75,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團體機位，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加
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門票、吉普車、工作人員小費，無購物。
指定住單房價差 NT$18,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南亞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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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所需文件: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護照
護照"
護照"持照人簽名處"
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
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相片規格 5 公分 x5 公分（最近六個月內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3.相片規格
公分（最近六個月內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4.公司中英文名稱、職稱、地址、電話、E-MAIL
6.住家電話與手機號碼
7.教育程度
8.信奉宗教種類。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1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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