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南印度咖啡之旅
南印度咖啡之旅十
之旅十日

FORTUNA HOLIDAY

南印度咖啡之旅
南印度咖啡之旅十
之旅十日

2018 年 11 月 24 日～12
日～ 月 03 日
行程特色：
1. 卡那塔克省的山體大佛
山體大佛印度廟建
山體大佛印度廟建極品
印度廟建極品。
極品
2. 住宿頂極
頂極度假飯店
頂極度假飯店，領略別出心裁的樹屋特色。
度假飯店
3. 南印咖啡與香料園巡禮
咖啡與香料園巡禮。
咖啡與香料園巡禮
4. 安排品嚐各地風味餐
風味餐，蘇明全程導覽
風味餐
第1天
2018/11/24
Sat

第2天
2018/11/25
Sun

第3天
2018/11/26
Mon

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台北/香港/
香港/德里
中午桃園
中午桃園國際
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搭乘班機飛往
國際機場出發，搭乘班機飛往香港轉赴德里
機場出發，搭乘班機飛往香港轉赴德里 BR855 14:10/16:00
轉 AI315 18:05/21:20。
。
宿: Holiday Inn
德里/
交通工具：巴士
德里/班加羅爾/
班加羅爾/海桑
早餐後搭機赴南印度 AI506
09:45/12:30。途經十世紀建
造的耆那教大佛
(Sravanabelagola),高七十餘
米,與山體合 一，完美矗立
於山巔；每 12 年信徒用牛
奶、檀香、椰汁、蜂蜜澆灌
其身 以祈神佑，千餘年來已讓石體呈現如玉石般的潤澤。沿石階而上遍
佈大小廟宇，邊爬邊群覽花崗岩美景。整座山雕鑿而成,鬼斧神工。
（可搭
轎上下山）
宿：度假飯店 Hoysala Village Resort
海桑/
海桑/貝勒瓦底

交通工具：巴士

海桑保存另一種世界級
的遺產:海勒比(Halebid)
的廟結合東部和南部的
形式,以黑石雕刻,如此
細膩繁複,藝術價值無人
能出其右。
下午參觀貝勒瓦底廟：以
其整齊排列的圓石柱見長，因為知名度不高、可以隨意
拍攝一向神秘的神像照片；每座廟有特定婆羅門的家庭
世代守護：為神像供花、祭祀、照顧環境…，如今全印度僅餘 3000 個家
庭可彼此通婚，我們可見識到印度這種特殊奇異的傳統人物。
宿：度假飯店 Hoysala Village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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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2018/11/27
Tue

貝勒瓦底/
貝勒瓦底/庫克

交通工具：巴士

今日要進入印度最大的咖啡種植基地：和喜馬拉雅山的大吉嶺紅茶一樣，
咖啡取代了茶樹，從 19 世紀由英國人引進後，如今在西高止山各個山區、

村莊，穿插在稻田間的都是一叢叢整齊排列、間種有銀樺、椰子、檳榔等
20-25 種能快速生長又不太茂密的樹種為咖啡遮陰。入住一間標榜”享受
寧靜”的飯店：26 幢小木屋分佈在 180 英畝的山上，往來餐廳或牧場、
咖啡店都需乘園區電瓶車免費接送；所有的房屋都以鋼條架在坡地上，推
開落地窗就是西高止山的原始林，與樹梢同高度，鳥兒飛來飛去近在咫
尺。它的餐廳有一個玻璃地板，下方是瀑布溪谷竹林苔石；整個餐廳在溪
谷之上，包圍在雨林也似的自然環境中。
宿: Tamara Resort

第5天
2018/11/28
Wed

庫克/卡畢尼
庫克 卡畢尼 Kabini(13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要進行西高止山的半日健行:跟
著森林導遊，循著人跡罕至的小路，我們上到山頂俯視谷地;一路可看到
隱藏在原始林中的鳥類:漂亮的山椒鳥、活潑的鵯、啄木鳥、番鹃…;導遊
會介紹各種植物:檀香木、玫瑰木、藥樹的作用等。途經 Kodava 族的村莊
家訪:此民族和南印度其他人種由服裝到傳統、長像、飲食習慣都不一樣；
有一說他們是北邊亞利安人南遷的一支、一說是 327BC 隨亞歷山大大帝東
征時留下來的希臘士兵後代;膚色較白、男子腰帶兵器、女子斜肩披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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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有自己的祖先屋、不與外族通婚等
都是其特殊之處。
下午是自由活動的休閒時光：可自己動
手操作咖啡研磨與品嚐;咖啡的生長環
境大約需要在 1000m 海拔高度而排水
良好的坡地，年降雨量在 300-1500 毫
米左右；這裡用天然的檸姆樹（苦楝科）
製成的農藥殺蟲、手工摘果、為的都是
永續經營。下午沿著高止山赴南行。
宿：The Serai

第6天
2018/11/29
Thu

卡畢尼 Kabini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國家公園健行; 植物有野生腰果樹、竹、柳、波羅蜜、芒果、柚木、
橡膠樹、藤類、尤加利樹等，還有人們刻意栽種的椰子、檳榔以及大片的
稻田。路旁有各種各樣的鳥；魚狗、藍燕、有機會看到不同於印度其他地
方的金毛葉侯、罕見的黑毛獼猴等。
卡納塔克省南部森林，佔地 874 平方公里，印度 15 個老虎保育區之一。隔
壁還有 Nagarhole 國家公園（643 平方公里）
、Mudumalai 國家公園（320 平
方公里）
、Wynad Wildlife Sacturary 野生動物保育區（344 平方公里）
，形成
南印度最大最重要的生態環境:自然生態極為豐富。
下午乘吉普車追動物 safari，大約可以保證看到的是大象、水鹿、野牛、
野豬、熊、野狗等，老虎或豹子則可遇不求。
宿：The Serai

第7天
2018/11/30
Fri

卡畢尼/
卡畢尼/邁索爾 80km

交通工具：巴士

卡納塔克省南部森林，佔地 874 平方公里，印度 15 個老虎保育區之一。
隔壁還有 Nagarhole 國家公園（643 平方公里）
、Mudumalai 國家公園（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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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Wynad Wildlife Sacturary 野生動物保育區（344 平方公里），
形成南印度最大最重要的生態環境:自然生態極為豐富。
早餐後乘吉普車追動物 safari，大約可以保證看到的是大象、水鹿、野牛、
野豬、熊、野狗等，老虎或豹子則可遇不求。
午餐後赴邁索爾:是 Wodeyar 王朝的首都，昔日宮殿夜景特別漂亮。
宿：Royal Orchid Metropole

第8天
2018/12/01
Sat

邁索爾/
邁索爾/班加羅爾/
班加羅爾/德里

交通工具：巴士
參觀南印度於十六世
紀建築保留最好的廟
宇:雷帕西神廟。幾乎
每一個露出的表面上
都有大量雕刻和繪畫
作品。大廳的天花板上

充滿了壁畫，描繪了史
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
那和普拉納斯的場景，以
及聖殿恩人的生活草
圖。藍色和綠色與石灰水
混合的植物和礦物顏
色組成; 背景通常以紅
色塗上。這些繪畫作
品引人注目，其中特別強調了時代服飾和面部表情。下午搭機返回德里。
AI503 17:00/19:50
宿：Crowne Plaza Hotel

第9天
2018/12/02
Sun

德里/
德里/香港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到鳥
類保育區看
各種來自北
方避冬的美
麗候鳥，是印
度冬天特有
的風景。
午餐後參觀
中世紀地下階梯水井、火車博物館。
晚餐後出境，結束精彩的印度咖啡風情之旅！
AI310 2305/0650+1
宿：機上過夜

第 10 天
香港/
交通工具：飛機
香港/台北
2018/12/03
班機清晨抵達香港，隨即轉機返回台北 BR892 09:50/11:30
Mon
詳細地圖與住宿資料於說明會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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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克省橫跨德干高原、西高止山、濱阿拉伯海，和台灣一樣有著豐富多變化的
地理、人文；外界多半只聽過其省會班格婁－印度著名的軟體中心，2007 年的探路
之旅卻讓我驚訝不已於它的精彩：璀璨的古蹟、咖啡的原產地、殖民風情、豐富的
生態、多變化的飲食特色；而這種種正是形成一個完美旅程內容的要素。住宿頂級
度假飯店慢遊各地，正值咖啡收成與烘焙季節，愛喝咖啡的朋友幸勿錯過喔!
《價格說明》

售價 NT$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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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無購物。) 商務艙加 NT$48,000.指定
單人房住宿價差 NT$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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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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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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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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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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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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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周雅琳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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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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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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