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印度特別企劃-印度觀賞老虎六日遊

FORTUNA HOLIDAY

印度特別企劃-印度觀賞老虎六日遊

2019 年 05 月 07～12 日
行程特色:
在地球上也許沒有一個國家,,像印度一樣擁有多樣化及驚人的野生動物及自
行程特色 在地球上也許沒有一個國家
然生態。
然生態。 印度有超過 450 座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保護區，
座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保護區，儘管表面上似乎不可能克服
一些條件,
一些條件, 少數一些國家公園仍用心努力的保存它們的原產野生動植物； 甘哈國家公園
是其中一座,
的機率可能看到老虎。
是其中一座,夏季有 75%的機率可能看到老虎
的機率可能看到老虎。
第1天
2019/05/07
Tue

台北交通工具：
台北-德里 CI181 07:20/11:35
交通工具：飛機
早上出發赴德里。下機後直接到國內機場轉機至中央邦。
宿: 傑巴普

第2天
2019/05/08
Wed

傑巴普/
傑巴普/甘哈國家公園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車前往甘哈國家公園
(Kanha National Park)

（164km/4H）：在 20 世紀 30 年代，
甘哈被劃分為 250 和 300 平方公里分
為兩個保護區。甘哈國家公園是 1955 年 6 月 1 日創建的。今天，它橫跨
在兩區共擁有 940 公里平方米的面積、再加上 1,067 平方公里周圍緩衝地
帶和鄰近 110 平方公里，形成印度中
部最大的老虎保護區。
除
了
老
虎，沼鹿
沼鹿（學名：Rucervus
duvaucelii），
沼鹿
又名澤鹿
澤鹿，是原住於印度及尼泊爾的鹿。
澤鹿
在印度中部，沼鹿只在甘哈國家公園存
活。其數量由 1950 年代早期的 3000 頭，
10 年內下降至少於 100 頭。到了 1970 年，就只餘下少於 66 頭。沼鹿消失
的原因是被獵殺、烹食及失去棲息雄鹿肩高 132 厘米，重 170-18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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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在彎前長 75厘米，周圍長 13 厘米。最大的鹿角在彎前長 104.1 厘米。
雄鹿的鹿角分開為 10-14 個叉，有些甚至達至 20 個。沼鹿的繁殖期是在 9
月至 4 月，妊娠期為 240-250 日。每胎會產一隻
幼鹿。飼養的沼鹿壽命可達 23 歲。
在中央邦，群族內雄鹿與雌鹿的比例是 2:1。平
均成員數量為 8-20 頭，最多可達 60 頭。在發情
期時，牠們會組成很大的群族。

宿: 度假飯店

第3天
2019/05/09
Thu

甘哈國家公園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巴士
公園（面積：1,945 平方公里/ 海拔：
600-900 米）內的高度吸引力是公園
的日落點，水鹿和野牛在夕陽的背
景下，更增添了攝影的魅力。
除了其多樣的野生動物和鳥類種
群，老虎在甘哈野生動物保護區漫

遊的頻繁出沒仍然是最令人期待的。
早上和黃昏各一次搭乘吉普車獵
遊：6 月是雨季來臨前乾季的尾聲，
池塘的水急遽的減少，高溫與乾旱迫
使動物們冒險在白天也到僅有的水
池邊解渴。因此看動物的機率大增。
宿: 度假飯店

第4天
2019/05/10
Fri

甘哈國家公園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巴士

再次搭車前往公園：在公園裡的野生動物主要景點有虎、野牛、水鹿、
白斑鹿赤麂、黑麂、鼠鹿、懶熊、豺狐、豪豬、鬣狗、叢林貓、蟒蛇、兔、
猴、貓鼬、豹。鳥類包括鸛、水鴨、針尾鴨、池鷺、白鷺、孔雀、鷓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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鵪鶉、鴿鳩類、斑鸚鵡、綠鴿、岩鴿、蜂虎、戴勝、卷尾、翠鳥、啄木鳥、
黃鸝，貓頭鷹等。
宿: 度假飯店

第5天
2019/05/11
Sat

交通工具：巴士
巴士、
甘哈國家公園/
交通工具：
巴士
、飛機
甘哈國家公園/傑巴普/
傑巴普/德里
早餐後返回傑巴普搭機赴德里 AI/9I 9618 17:50/19:35，入住飯店休息。
宿: Vasant Continental Hotel

第6天
2019/05/12
Sun

德里/
交通工具：飛機
德里/台北 CI182 13:10/22:00
交通工具：飛機
早餐後搭機返台，結束印度老虎之旅！

《價格說明》

售價 NT$84,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與國內段經濟艙機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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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小費，無購物)指定單
房價差 NT$24,000.。國際段商務艙加價 NT$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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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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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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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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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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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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