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南印度克拉拉十二年花之旅

FORTUNA HOLIDAY

南印度克拉拉十二年花之旅
2018 年 8 月 26 日-9 月 01 日

行程特色：
尖藥花:印度西南的克拉拉省山區，每 12 年才有一次開花，極盛。西高止山、內陸
河川、茶園等地理風貌，行程內容有多樣性的安排。
克拉拉人的飲食、傳統建築、廟宇、舞蹈都獨熾一格，還有聞名國際的阿育吠陀古老
傳統療法、影響世界歷史的香料、南印度特有的故事劇卡塔卡利舞。蘇明全程導覽。
第1天
臺北/
交通工具：飛機、巴士
臺北/新加坡/
新加坡/科欽
2018/08/26
中午搭機經由新加坡轉機來到克拉拉省境內 SQ877 14:20/18:45,
Sun
SQ/MI5368 20:00/22:00,這裡人種、語言、景色迥異;是印度最乾淨、識字
率最高、人民平均壽命最長的一省。
宿：Holiday Inn
第2天
2018/08/27
Mon

第3天
2018/08/28
Tue

科欽

交通工具：巴士
上午到科欽堡開始步行遊覽：葡萄
牙人達迦瑪於 1498 年為找香料航
行至此，建立據點，卻從此開啟了
歐洲人由海上入侵印度並造成數
百年的殖民史；走完一圈科欽堡，
當年各列強：葡萄牙、荷蘭、西班
牙、法國、英國都多多少少留下他
們的遺跡，短短半日，似乎遍歷了
400 多年的近代史，和台灣的遭遇類同，特別引人慨歎。海邊有竹編的中
國網，可現場看漁民操作。參觀猶太城：猶太人會所（1568 年至今，有廣
州出口的中國手繪柳紋地磁磚、希伯來石板碑文、舊約卷軸等）。
下午到漁村參觀漁業養殖所，晚餐撈取新鮮海產現場烹煮。
參觀當地居民如何取椰奶、編椰葉等。
宿：Holiday Inn

科欽/
交通工具：巴士
科欽/崔蘇/
崔蘇/科欽
印度舞者在身體上繪製老虎的圖
案，參加慶祝歐南節結束的表演活
動。據悉，歐南節是慶祝喀拉拉神話
中的統治者瑪哈巴立國王(King
Mahabali)的黃金年齡。該節日為迎接
瑪哈巴立國王的靈魂並向他保證他
的人民是幸福快樂的。
宿：Holiday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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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2018/08/29
Wed

科欽/
科欽/姆納 (140km)

交通工具：巴士
前進到西高止山，這裡海拔 1600 米，是
印度少數出產高海拔茶葉的集散地。
英國人將茶葉帶到此區，形成鋪天蓋地
的茶園：種植樺樹遮陰、還可供胡椒藤
攀爬，造成多種經濟作物同時生長。
我們將參觀茶工廠、在附近山區輕鬆健
行、遊覽蔬菜市場。

宿：姆那度假飯店

第5天
2018/08/30
Thu

第6天
2018/08/31
Fri

姆納/
交通工具：巴士
姆納/苦苓吉馬拉保育區
全日遊覽山區，看藍花山。尖藥花:草
本，莖稍木質化或小灌木，高達 1 米，
全株各部分多少被灰白色綿毛，尤以花
序和嫩枝，葉為顯著。葉片橢圓形至橢
圓狀矩圓形，長 4.5-13 釐米，寬 2.8-5.5
釐米，頂端尖，基部近圓形至心形，邊
略具圓齒，有線狀鐘乳體，具 1-3 釐米
長的柄，被黃色多節腺毛。花 3-8 朵成
一簇，間斷著生於圓錐花序的分枝上， 圓錐花序長達 30 釐米；苞片條形，
長約 1.2 釐米，外面雜有腺毛，小苞片狹舌狀與和花萼裂片等長或為其一
半，長約 5 毫米；花萼 5 裂至 基部；花冠淡紫色，長約 2.5 釐米，漏斗狀
鐘形，外面無毛，裡面近喉部有 2 列柔毛，冠簷裂片 5，幾相等，長約 5
毫米；雄蕊 4，2 強，花絲基部有膜相連，2 短雄蕊之間有 1 退化雄蕊殘跡，
花藥藥隔頂端有小尖頭。花粉橢圓形，具肋條紋飾。
（據毛品一 6047）
。蒴
果長約 10 毫米，有微毛，有種子 2-4 粒。
宿：姆那度假飯店
姆納/
姆納/科欽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返回海邊，途中參觀香料園；
最重要的是胡椒：藤屬類，必須種植
於喬木旁，讓它得以攀爬生長。4 年
成熟，雌雄同株，在雨季的時候（6-8
月）藉著雨水授粉，因此葉片呈尖
狀，雨水流過雄蕊而使雌蕊授粉結
果。11-12 月的綠色果實可作為綠胡
椒，但味道平淡，人們較少使用。1
月摘取下來的顆粒拿去曬乾、烘烤磨粉後成為黑胡椒，味道辛辣，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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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等同黃金，因而有「黑金」之稱。3 月果實成熟了之後，果皮呈紅色，
經過去皮磨粉就成為白胡椒。一株樹可以活 40 年。生長條件為：溫度 10-32
度間、山坡地可迅速排水、年降雨量 3000 厘米。
全世界 65%(1300 噸)的胡椒產於南印度,150 萬的胡椒農,竟然只控制在科
欽的 15 個經紀人手中,這也是印度種姓制度下特有的家傳企業。
晚上觀賞只有男人才能表演的卡塔卡利舞蹈：原本是用於廟前酬神的戲
碼，為介紹給遊客，已簡短演出時間，增加演員化妝過程與示範各種臉部
表情、動作。
赴機場搭機返台，結束精彩的克拉拉風情之旅！
科欽/
科欽/新加坡 SQ/MI5367 22:55/05:55+1
宿：機上過夜
機上過夜

第7天
2018/09/01
Sat

新加坡/台北
交通工具：巴士
班機於清晨 05:55 飛抵新加坡，辦理轉機隨後搭乘 SQ876 08:35/13:20 返
抵台北溫暖的家。
日期：2018 年 8 月 26 日-9 月 01 日(航班與飯店以實際訂到為準)
《價格說明》
售價 NT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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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小費，無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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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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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影本.
需簽名
2.台胞證正面清晰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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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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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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