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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2 月 04～13 日
行程特色：
深入印度塔爾沙漠：全世界最生意盎然的沙漠、古絲路貿易路線。
避免觀光路線，帶領大家體驗遊牧民族與動物最真實的相處與互動。
親眼看到數以千計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簑羽鶴 Demoiselle，在塔爾沙漠的邊緣、拉加斯坦省
度過暖冬。
精選市場上絕無僅有的特色皇宮飯店、體驗貴族生活、品味道地風味餐、欣賞沙漠民族
歌舞。
第1天
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台北/德里 CI181 08:00/13:05
2018/02/04
桃園機場集合出發,飛行共約 7 小時，有早餐供應。出關後德里市區遊覽。
赴飯店休息。
宿： Crowne Plaza Hotel
德里/
德里/阿西沙

第2天
2018/02/05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開始我們拉加斯坦的璀璨之旅：首站赴
古城阿西沙：昔日的絲路重鎮，因經商所累積
的大量財富表現在自家豪宅上，以鮮麗的壁畫
流傳於後世。地理上屬於半沙漠景觀，安排住
宿於豪宅飯店，極具民俗特色;四周景色天然
原始。
下午步行參觀村莊的豪宅壁畫：完全採用天然顏料，因而數百年來不會褪
色。路旁的村落民居各有特色，可隨時進行家訪。
遊覽重點：小鎮生活、豪宅與溼壁畫。遊覽重點：小鎮生活、豪宅與溼壁
畫。
宿：豪宅飯店

第3天
2018/02/06

阿西沙/
交通工具：巴士
阿西沙/碧卡那（220km）
碧卡那
早上出發參觀碧卡那老街的市集：居民百態、商
品琳瑯滿目，十分有趣。看最傳統的店家、黃砂
岩的石雕豪宅。
參觀亞洲最大的駱駝
養殖中心：品嚐駱駝奶
製品（奶咖啡、冰淇
淋）。入住森林皇宮,紅沙岩的城堡、豪華的客
廳、寧靜的湖泊；有廣大的庭院自由活動；早晚
的鳥鳴驚人,附近也是生態保育區,環境清幽美
麗。晚上有沙漠民俗歌舞表演。
遊覽重點：老市集、沙岩雕刻皇宮與豪宅、民俗歌舞、老樹、鸚鵡、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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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鳥群、駱駝。
宿: 森林皇宮

第4天
2018/02/07

碧卡那/
交通工具：巴士
碧卡那/金莎堡
參觀全印度（全世界?）唯一的一座老鼠廟，那
裡有吃不完的美食，人鼠互不干擾，是很特異的
經驗。大理石的雕刻栩栩如生，每一個都是藝術
精品，值得細細觀摩。
下午乘吉普車到黑頸羊保育區,還有亞洲最大的
藍羚、瞪羚、沙雞、野兔等。傍晚進沙漠，欣賞
日落美景。
住宿皇宮飯店：四周保留有城牆，廢墟餐廳是其特色；晚上自由觀看吉普
賽女郎蛇腰舞、木偶戲等。
宿: 城堡皇宮

第5天
2018/02/08

碧卡那/
碧卡那/帕朵利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進入塔爾沙漠的邊緣，住宿當地富商改建
的豪宅飯店。近距離觀察大批簑羽鶴(demoiselle)
在農村聚集，蔚為奇觀。參
觀耆那教的寺廟 Sachiya
Mata Temple，11-12 世紀所
建，入口處開始就是一串精
雕細琢的石階長廊、裝飾著精緻無比的銀雕、樣式極
為典雅，引人入勝。石雕美女栩栩如生、肌膚吹彈可
破般的雕工引人入勝。
遊覽重點：印度廟石雕、善男信女的宗教活動、簑羽鶴。
宿: 城堡皇宮

第6天
2018/02/09

金莎堡/
交通工具：巴士
金莎堡/捷布
早餐後赴捷布：拉加斯坦邦的首府,又名粉紅城,
是印度著名的觀光城市。拉加斯坦的拉吉普
(Rajput)民族驍勇善戰,每個皇族據地為王,互相
攻伐,以掠取美女、珠寶
為樂,以興建豪華城堡
為風尚。
下午至高點的勝利堡
勝利堡(Jai
Garh),有全世界最大的
勝利堡
輪砲車、舊宮殿、瞭望台可以鳥瞰到整個齋普爾
的市區和重巒疊翠的景象。堅固的城牆也可遠眺
到長城和烽火台。
宿：Hotel Golden Tu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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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布/
捷布/巴拉普

第7天
2018/02/10

交通工具：巴士
上午遊覽風之宮殿 hawa mahal：953 扇窗戶構成的外
牆，是捷布的地標；附近是熱鬧的市集區。拉加斯坦
省的織品多半鑲有鏡片、亮片，以駱駝、孔雀、大象
及花朵植物為主題，色彩豐富，分別製成服飾、門簾、
桌巾、床單等，兼具實用與收藏價值。
參觀安珀堡 amber fort：捷布國王曾經是蒙兀兒帝國的將軍、公主嫁給了
第三任的阿克巴大帝，也是第四任皇帝的母親，因
此在當年勢力強大，享盡榮華富貴。鏡宮是拉加斯
坦省最大、最有特色的宮殿。
午餐後赴巴拉普。
入住一間小皇宮改建的飯店,每間房間都不一樣,
小巧但溫馨。
宿：Laxmi Palace Hotel

第8天
2018/02/11

巴拉普/
巴拉普/亞格拉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參觀世界聞名的泰姬瑪哈陵
泰姬瑪哈陵:
泰姬瑪哈陵 沙賈汗為
妻子興建的大理石墓、兩萬人花費 22 年的時間
工作，所有的藍圖、人物都於興建完成後消失，
讓此鉅作成為空前絕後，世界七大奇蹟之ㄧ。全
部由白色大理石雕砌而成,五彩寶石鑲嵌其中,
是蒙兀兒王朝顛峰之作。
附近水庫在冬季有各種鳥類：赤頸鸛、黑頸鶴、彩鸛、朱鷺、琵鷺、蒼鷺、
樹鵲、翠鳥、番鵑、野鴨及各種水鳥；去過泰姬瑪哈陵的人可選擇全日山
區健行、賞鳥。
宿：Jaypee Palace Hotel

第9天
2018/02/12

亞格拉/
亞格拉/德里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參觀另一座聯合國
核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亞格
亞格
拉堡:歷經阿克巴、賈汗
拉堡
季、沙加漢三位皇帝修建的
宮殿,紅砂岩的雕刻竟有著
木雕般的細緻工藝,令人嘆為觀止。
午餐後返回德里。自由購買土特產品。
宿：Vasant Continental Hotel

第 10 天
德里/台北 CI182 14:10/22:25
交通工具：飛機
2018/02/13
早餐後搭機離境，結束精彩之旅！
印度不止泰姬瑪哈陵而已！
印度不止泰姬瑪哈陵而已！拉加斯坦這個彩色之地（
拉加斯坦這個彩色之地（Land of Colors）
Colors）最適合攝影
之旅；除了經典的觀光路線，
除了經典的觀光路線，更深觸沙漠居民的食衣住行育樂、
更深觸沙漠居民的食衣住行育樂、安排居住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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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宮或城堡、
的皇宮或城堡、穿插塔爾沙漠裡各種鳥
穿插塔爾沙漠裡各種鳥、獸生態觀察與攝影，
生態觀察與攝影，還有蘇明最佳導遊帶
領解說，
領解說，不論是印度的初訪或再訪者，
不論是印度的初訪或再訪者，都不容錯過這個最佳知性之旅！
都不容錯過這個最佳知性之旅！
《價格說明》

NT$88,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國內經濟艙團體機位、印度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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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小費，無購物。
三餐飯店自助餐、五星級飯店住宿與皇宮飯店)指定住單房價差 NT$35,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進入「南亞館」後找到您要參
加的行程，按上方

填妥報名表單後送出，本公司收到後即有同仁與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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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印度簽證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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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影本.
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清晰的影本.
3.相片規格
相片規格 5 公分 x5 公分（最近六個月內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公分（最近六個月內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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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電話與手機號碼/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5.以前曾去過印度經核發之簽證的清晰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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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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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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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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