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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馬拉雅山原鄉之旅八日遊
2022 年 5 月 15 日～22 日
為魂縈美麗山林 冀望獨享晨昏月夜的您 提供的喜馬拉雅秘境露營團
毋須自行負重 / 步行深入原住民村落 / 聆聽夜晚森林之音 / 欣賞無光害下的雲河 /
野花成海 / 現烤清澈溪水飬養的鱒魚 / 追尋鳥蹤!
第1天
台北/德里 CI181 07:35/11:50
交通工具：飛機
2022/05/15
早上在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中
Sun
華航空公司班機由台灣飛印度首都
德里，出關後轉國內航班 UK637
17:10/18:15 赴昌迪加爾。

宿: Hotel Park Plaza
第2天
2022/05/16
Mon

昌迪加爾/ 巴虎 (265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乘車北行進入喜
馬偕爾省：位於喜馬拉
雅山西北角的山麓，城
鎮規模雖不大，但鄉村
傳統房舍造型特殊，通
常分為三層，只有頂樓
才是人們活動的空間。
不論是在叢山峻嶺或平
坦河谷，印度教寺廟林
立；山坡上是松樹、樅樹、橡木與杜鵑屬的植物。
抵達目的地後開始步行約 1 公里，進入原住民保留區，四周是參天古杉。
宿: 森林營地

第3天
2022/05/17
Tue

巴虎/蒂爾村(Teel Village/6km)
今日開始我們精采的健行：整裝出
發,早餐後進入山區健行，在松木林
中穿梭，緩升坡，土路，全程約 6
公里：沿途有 松林、古廟、民居、
小店、學校；途經一些類似於古希
臘建築和雕塑的古廟宇，證明了當
地人與希臘人和其他古代遷徙部落
的關係。
抵蒂提爾村後入住村民的家。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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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的建材是喜馬拉雅杉木與片岩(是區域變質的產物，其特徵是片理構
造，由片狀，板狀纖維狀礦物相互平行排列，粒度較粗，肉眼可辨別，主
要礦物為雲母，石英)。一樓圈養牲畜、二樓是起居間、臥室，三樓是廚房，
因為最暖和，也是人們冬天大雪時聚會睡覺的地方。夏天廚房搬到樓下，
有浴室供我們盥洗。我們可以親身體驗編織當地的衣服，彩色的襪子等。
嘗試他們獨特的傳統服飾，並在晚餐時品嚐當地美食。在 3,000.米高的山
頂上的喜馬拉雅鄉村度過難忘的夜晚。
宿: 民居

第4天
2022/05/18
Wed

韋亞納

交通工具：巴士
美好的一天開始於傳統早餐:現
擠的鮮奶煮的印度奶茶、配上
全麥烙餅、純度 100%的牛油、
新鮮蔬果等。
早餐後，安排參觀村中公立學
校。中學的朝會全部由學生主
持，唱國歌、宣誓、背書..。女
生一律紮辮子，穿傳統服裝，
大方和善；男生則相對調皮，
但都會願意與我們互動。
之後開始穿越茂密的雪松，藍
松，橡樹和數百種喜馬拉雅原始樹木和植物的徒步旅行。途中，偶爾在村
莊休息一下（參觀果園並採摘一袋時令水果）。休息片刻，享受叢林和草
地。喜馬拉雅山有許多植物，我們隨機介紹當地人可用的草藥及其用法。
越過溪流和瀑布，到達草地。在這片迷人的草地上，守衛著碩大的冷杉，
雲杉，橡樹和其他古老珍貴的樹木和灌木叢的森林，另一側則是如詩如畫
的水磨坊，這是一片令人著迷的山野秘境。
到達營地後可以自由活動直到開飯:在漆黑的夜晚，伴隨著溫暖的篝火品嚐
當地肥美的鱒魚，是一輩子難忘的經驗。
宿: 營地

第5天
2022/05/19
Thu

峽谷區

交通工具：巴士

清晨在鳥鳴中起床，欣賞日出鳥兒
的交響曲。
早餐過後踏上百花盛開的草原進入
森林深處探險尋奇。走在村民的放
牧小徑上，不期然可以看到遺世獨
立的村莊、部落生活、羊群、曬穀、
各種生態體驗，豐富多彩。雖然食
宿簡陋，但高山上有源源不絕的能
量，讓愛好大自然的我們神清氣爽。
下午趁著陽光仍盛，回到營地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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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衣，在旁邊的清澈溪流中玩水兼沐浴，似乎找回記憶裡的童心。
露營的最後一晚，跟工作人員(當地村民組成的廚師、雜役、打柴、燒火、
運行李、紮營、補給..)同樂，在營火旁邊看原住民舞蹈。
宿: 營地

第6天
2022/05/20
Fri

峽谷區/古魯(Kullu/70km)

交通工具：巴士
出山區後搭車蜿蜒至
蘋果谷地，這裡是印度
出產蘋果的基地，每個
山谷的民族都有自己
獨特的帽子與服飾；印
度河上游的清澈溪
流、蘋果樹和李子樹的
果園、喜馬拉雅杉林、
身穿傳統服裝的高地
民族、純樸的山間村落

和自然美景使人身心舒暢。
下午遊覽當地 Kullu 國王的後代居住的皇宮、老廟。這裡的原住民是希臘
人的後裔，有自己的村委會、風俗與習慣；除非由當地原住民帶領，外人
難以接近，尚屬非開發區,從大自然的生態到人種都保留原始型態。
每年十月是最重要的 Dussera 十日節慶典活動：山谷裡各個農村把村中
的神像打扮光鮮亮麗、由壯丁們抬著神轎集中於廣場，去向當地的國王
致敬，神像代表村子的面子，因此也是爭奇鬥豔、互別苗頭的機會。遊
覽傳統老市場：群山中間難得有較為平坦的地方，提供山民們所有日常
所需的百貨、蔬果。
宿：Apply Valley Resort

第7天
2022/05/21
Sat

古魯/昌迪加爾(26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平原區，搭
機返回德里。
UK638 18:50/19:55 昌
迪加爾/德里 抵德里
後飯店晚餐。

宿: Continenta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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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
2022/05/22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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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台北

交通工具：巴士
早上享用豐
富自助餐後
赴機場出
境，平安返
回甜蜜的
家！
德里/台北
CI 182
13:10/22:00

航班與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價格說明》NT$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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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簽證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門票、工作人員小費。印簽
自理減 USD10.費用不含：床頭小費（USD$1/間）
。國際段升等商務艙加價 NT$35,000; 指
定單房加價 NT$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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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相片規格 5 公分 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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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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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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