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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德干高原生態賞鳥之旅八日遊

印度德干高原生態賞鳥之旅八日遊
2022 年 12 月 15 日～22 日
德干高原是印度秘境 文明似乎從未降臨過斯土 也是少數民族之鄉 走進山野密林
沼澤溼地 尋幽蘭香氣 聽嘹亮鳥鳴 這是東印度的山海經
第1天
2022/12/15
Thu

台北/德里/布本內須瓦 CI181
07:35/11:50 , UK781 17:50/19:55
早上在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中華航
空公司班機由台灣飛印度首都德里
，轉機赴布本內須瓦。

交通工具：飛機

宿: Hotel Crown Plaza

第2天
2022/12/16
Fri

布本內須瓦/比達卡尼卡國家公園)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到印度最為貧窮落
後的地區之ㄧ、相對也保留
下來最為原始的自然生態
與居民生活：42 公里以外
的比達卡尼卡國家公園因
為是德干高原上五條河流
匯入孟加拉灣的回水區
（back water）
，有最典型的
淡鹹水混合的沼澤地，人類
足跡無法踏入，是各種鳥
類、兩棲動物的天堂。這裡不像巽達班斯有危險的孟加拉虎，也沒有任何
居民破壞環境，因此是觀察生物的最佳地點。
包船進入河道。這裡特有的 24 種翠鳥或稱魚狗（kingfisher）
：全紅（brown
winged kingfisher）、黑白花的（pied kingfisher）在這裡很普遍，最難得的
是粉紅色的（Ruby Kingfisher）
，它只在冬季飛來這裡避冬，是唯一一種候
鳥（Winter Migrant）
。
如葉脈般延伸的水道兩旁是沼澤地，你可以看到所有溼地上該有的生物：
紅樹林、水筆仔、通心草、蘆葦、弾塗魚、招潮蟹、紅冠水雞、小白鷺、
鷸行鳥科、雁鴨科之外，最特殊的能近距離看到全世界最多數量的河口鱷
魚（estuarine crocodile）
，公的和小的呈淺灰色，俗稱白鱷魚；中午時分一
定可見到牠們由掩蔽的草叢”溜滑”到沼澤地上曬太陽。
我們將在鳥島（bird island）靠岸，晚餐享用河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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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螃蟹個頭不大，肉質卻細嫩飽滿；當地人加入少許香料烹煮，鮮美
無比!
宿: 政府招待所

第3天
2022/12/17
Sat

比達卡尼卡國家公園/布本內須瓦
交通工具：巴士
早上在住宿的樹林
中被眾鳥爭鳴聲吵
醒，開始一天精彩
行程。
紅樹林除了以上的
物種外，還可見到
梅花鹿(spotted
Deer)、孟加拉大蜥
蝪(Bengal Monitor
Lizard):是科摩多龍
的近親，體型稍小
而已。步行觀察鳥巢、水蜥蜴、梅花鹿、野豬等，鬃狗是這裡食物鏈的頂
級，因此非常安全。
這裡的村莊必須靠船隻往返，村民以種冬稻為生，雨季時大水會淹沒家
園，生活極為辛苦，因此除了當年被印度政府安排來此的孟加拉難民外，
其他人不願涉足；生態環境因而未被破壞，保留完好。
我們搭船沿途尋找鳥蹤，偶爾上岸拜訪農村，他們日常生活與信仰最是傳
統。
宿: Crown Plaza Hotel

第4天

布本內須瓦/曼喀拉丘帝(60km) /布本內
須瓦

2022/12/18
Sun

搭車前往比達卡尼卡國家
公園的濕地，換乘手划小
船進入河道：近距離觀看
黑尾鷸、赤麻鴨、紫水雞、
白頸鸛、尖尾鴨、高翹鴴、
水雉等。
每年 12 月至一月有許多候
鳥遠從西伯利亞前來過
冬，愛鳥族不可錯過。
Chilika 湖是孟加拉灣的潟
湖，面積 1100 平方公里，
南北長 75 公里。搭乘快艇遊湖一圈，一路海鷗跟隨。有機會看到江豚。
宿: Crown Plaz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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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2022/12/19
Mon

布本內須瓦/來普(Jagdalpur)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遊覽密教天母
廟。印度教有一派是
以母系女神為敬，他
們認為一個女子有著
64(或 8 的倍數)種面
貌，因此密教之一的
天母廟應運而生，特
殊日子要舉行血祭。
人們對祂又怕又敬，
多半隱晦避談，廟建
與雕像一般都建在僻
靜處。
觀賞東印度最經典的 Odissi 舞蹈:它遵循著一種獨特的肢體規範,在結構上
與整個文化的圖象相呼應;其三角 bhanga 的表演,是將身軀扭成三度彎曲,
難度和藝術性都極高。舞者原先在神殿表演給神衹,才色俱佳,社會地位非
常高;目前也算是最高級的舞者,自小習舞之外,還要學習詩歌、歷史、舞台
管理、服裝等。
午餐後搭機經加爾各答赴德干高原的恰提斯嘎省：是由原來的中央邦分立
出來的新獨立省份，60%被茂密山林所覆蓋。
這裡的人種丕變,少數民族精於鐵製手工藝、竹木雕刻、手工紡紗織布、陶
土工藝等，2006 年 10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將此省列入人生 50 個必遊點之ㄧ。
宿: 來普

第6天
2022/12/20
Tue

來普/傑格普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德干高原中部的小
鎮，巴斯達（Bastar）族自治區
的首府傑格普。在 2001 年 1 月
4 日建省以前疏於開發,一直是
神秘地區;但隨著公路的建設,
到底還是讓外界發現了這裡的
自然人文之美。
這裡的原住民面貌黝黑，五官
輪廓較平，髮髻梳法不同，有
的還在手臂或身上刺青，同樣穿沙麗，不著上衣，僅以花布纏身，時可看
到穿幫鏡頭，裙長及膝而非及地；不同的民族戴的裝飾不一，但似乎都穿
鼻環，而且不只一兩個而已。愈內地的民族愈原始，逢趕集日他們天不亮
就自各方村落集結，滿山遍野頭頂著籮筐，裝著農產品、手織布匹、日用
品等據地交易；最有意思的是男人們，為在一堆販賣自己釀的酒，只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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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少，忙著到處品酒，吸著自捲的煙草，不理外界一切，極專注認真的
利用大好機會享樂一番，幹活兒做生意都是女人家的事吧。往往中午過
後，就有酒醉打架鬧市場面，大家紛紛走避，也就算是收市了。
宿：度假小屋

第7天
2022/12/21
Wed

傑格普/來普/德里

交通工具：巴士
遊覽印度最大的瀑布、國家
自然保護區，原始森林青鬱
茂盛，有柚木、芒果樹、婆
羅雙樹、羅望子等熱帶喬
木；這裡當然也是鳥類的天
堂。許多原住民村落散佈其
中,樹幹上偶有留言,據說是
當地游擊隊的聯絡記號。在

原始森林中健行；花崗岩峽谷：巨石中間是湍急
的河水形成多變化的痕跡。有媲美大峽谷的地縫
奇景。
觀賞原住民的牛角舞蹈（Muria 族）。喜愛大紅
色，加上民族五彩繽紛的服飾襯以青山綠地,令
人目不暇給。晚餐後搭機赴德里休息過夜。
宿: Vasant Continental Hotel

第8天
2022/12/22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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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182
13:10/22:00 平安返抵台灣!

印度東部的奧里薩省是我一直喜愛的一個地方，知名度不高，但它的內涵深邃、內容多
元，可以久久回味而且有其獨特性。
這裡是阿育王放下屠刀、皈依為佛教徒的地方，所以有佛教遺跡、東印度古老經典廟宇
是吳哥窟的前身、河流入孟加拉灣的河口國家公園等；特別是那神廟祭舞奧迪西，令人
震撼的至美藝術！
由奧里薩省劃分出去的恰提斯加省，離開海邊一轉入山區，稻香撲鼻、滿眼綠意，含鐵
的紅土配上黑色的花崗岩丘陵，原住民們身著色彩鮮豔的沙麗在田中插秧，不啻為視覺
饗宴!
此省是原住民保留區：有拜白旗子的 Sanatani 族、全身刺青喜戴特殊式樣銀飾的 Gond
族、還有頭上戴花的 Baiga 族...，都在怪奇物語的週間市集裡可以看到。
短短八天，經驗到的卻是另一個時空般的異域!
第 4 頁，共 6 頁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印度德干高原生態賞鳥之旅八日遊

航班與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價格說明》NT$6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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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不含：床頭小費（USD$1/間）
。國際段升等商務艙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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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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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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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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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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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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