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印度沙漠城堡皇宮十日遊

印 度 沙 漠 城 堡 皇 宮 十 日 遊
2023 年 01 月 20～29 日
行程特色:
1. 深入印度塔爾沙漠：全世界最生意盎然的沙漠、古絲路貿易路線。避免觀光路線，
帶領大家體驗遊牧民族與動物最真實的相處與互動。
2. 住宿皇宮飯店體驗貴族生活。
3. 到簑羽鶴過冬的村莊近距離觀賞這種唯一能飛越喜馬拉雅山的候鳥。
第1天
2023/01/20
Fri

台北/香港/德里 ( 30 度)
交通工具：飛機
搭乘國泰航空公司班機由台灣經香港飛印度首
都德里。CX475 14:15/16:20,CX695
17:25/21:25 高雄/香港 KA441 13:10/15:05
下機後赴飯店休息，準備迎接精彩之旅!
宿:Holiday Inn Hotel

第2天
2023/01/21
Sat

德里/悉卡(164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拉加斯坦省。入住一
間由皇宮城堡改建的飯店，隸
屬於印度最後一個皇家的後
代，鮮少人知道的地方。
下午輕
鬆步行
約一公里山路遊覽帕坦
堡廢
墟，荒草荊棘湮沒中的斷
垣殘
壁，昔日的水井還保存著
涓涓清流。
隨意家訪村落民居、學校
等。
宿:帕坦皇宮飯店

第3天
2023/01/22
Sun

悉卡/金莎堡(27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塔爾沙漠:世
界第七大沙漠，有著
美麗的沙丘與灌木
叢，因此成為罕見的
人與動物和平共處的
生態景觀。路上可見
羚羊、各種鳥類、牧羊人、村婦頂水缸等自然原始的畫面。
抵達金莎堡，位於塔爾沙漠的東部邊緣。這座堡壘由焦特布爾的 Rao Jodha
的第八個兒子 Rao Karamsji 於 1523 年建造。這座令人驚嘆的堡壘經過
500 年的時間考驗，提供住客一生一次的體驗。
晚上在城牆上面享用燭光晚餐，月光映照著星空燦爛，地上有燈光，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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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建築的剪影...每個角度都讓人驚豔、讚嘆!
如果在歐洲，這種情調起碼要花五百美金一晚吧！
宿:皇宮飯店

第4天
2023/01/23
Mon

金莎堡/帕洛帝(8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鹽田:
這是沙漠裡的
鹽鹼地生產的
鹽；各鹽池的滷
水因為蒸發程

度不同、陽光照耀下顯
射出來不同的顏色，視
附近的沙漠有一個個
中處、有的是水鳥(包括
羚羊類集中處；是喜愛
天堂!
下午搭吉普車欣賞沙丘落日。

示出不同礦物質反
覺上極美。
綠洲，有的是牲畜集
火鶴)集中處、有的是
觀賞自然生態者的

宿:度假小屋
第5天

2023/01/24
Tue

帕洛帝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簑羽鶴集中群聚的地方，看牠們呼
應鳴叫、尋覓食物等；簑羽鶴靠著上升的暖
氣流，飛越高聳的雪峰，利用叫聲彼此聯繫，
在缺水無糧的虛弱狀態下，連續 7 天飛越
3000 公
里；除了要
對抗高聳
山岳的強大亂流和突如其來的暴風外，還
要避開虎視眈眈的天敵—金雕 的攻擊；
闖過重重難關的倖存者，會在塔爾沙漠邊
緣的拉
加斯坦
省度冬，休養生息後再返回北方。我們臨
場感受大自然的奧妙，更讓我們為它們的
勇敢堅毅喝采。這個農村的村民與鶴群親
密接觸，渭為奇觀!
這裡有一群守護沙漠的公牛族，奉行:Sar
Santey Rookh Tahe To Bhi Sasto Jaan 我們以人頭換取一棵樹木的存活；
至今，當地這種 Kheiri 樹是拉加斯坦的省樹，而黑頸羚羊更是主要保育
動物。
我們要深入其農村參觀各種活動:紡織、製酸奶、烙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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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度假小屋

第6天
2023/01/25
Wed

帕洛帝/碧卡內(16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進入塔爾
沙漠金三角的另
一角：碧卡內。
參觀當地特有的
女神廟 Kani
Mata Temple：村
民們相信人死後不入天堂或地獄，而是投胎變成老鼠；所以廟裡有一種特
殊的老鼠整天大吃大喝，接受供養。曾多次被電視節
目介紹，是世界上唯一的奇廟。
入住森林皇宮,紅沙岩的城
堡、豪華的客廳、寧靜的湖
泊；有廣大的庭院自由活
動；早晚的鳥鳴驚人，附近
也是生態保育區，環境清幽
美麗。
晚上有沙漠民俗歌舞表演。他們是屬於特別的種姓，男的演奏樂器、用滄
涼的歌聲貫徹無垠大漠；女的表演舞蹈，靈活如蛇。技藝代代相傳。
宿：Gajner Palace

第7天
2023/01/26
Thu

碧卡內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自由逛皇宮森林。中午搭車赴碧卡那
老市場的耆那教老廟。耆那教，是起源於古
印度的古老
宗教之一，興
起於公元前 6
世紀。該教是
一種禁慾宗

教，耆那教徒不從事以屠宰為生的職業，也
不從事農業。主要從事商業、貿易或工業。
因為信徒富有，廟內的壁畫與雕像特別富麗
堂皇。
下午到全亞洲最大的駱駝養殖場，近距離看
各品種的駱駝、小駱駝吃奶等;還可品嚐駱駝
奶製作的雪糕、奶茶、奶咖啡。參觀中心的遊客可以看到不同品種的駱駝
及其行為。駱駝博物館可以了解駱駝在沙漠生態系統中的發展和研究。
駱駝奶店是一個特別的吸引力，因為它供應獨特的駱駝奶產品，如冰淇
淋、冷熱飲料。
宿：Gajner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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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
2023/01/27
Fri

碧卡內/阿西莎(230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赴古城阿西沙：昔日的絲路重鎮，因經
商所累積的大量財富表現在自家豪宅上，以鮮
麗的壁畫流傳於後
世。地理上屬於半沙漠
景觀。在 Shekhawati
的 Alsisar 村歷史悠久且藝術豐富的土地上，矗立
著一座宏偉而令人嘆為觀止的宮殿—“Alsisar
Mahal”: 擁有令人瞠目結舌的壁畫、宏偉的庭院、
宏偉的餐飲拱廊以及迷人的傳統客房和套房。
午餐後步行參觀村莊的豪宅壁畫：完全採用天然顏料，因而數百年來不會
褪色。
宿:豪宅飯店

第9天
2023/01/28
Sat

阿西莎/德里機場

交通工具：巴士、飛機
早餐後返回德里，途經
蘇坦普國家公園
(240km)：冬季可看到大
批候鳥：鴨科、鷸科、
彩鸛、翠鳥。森林區有
狐狸、山貓等。
晚餐後搭機返台。結束精彩之旅!
德里/香港 CX698 22:35/06:15+1
宿：機上過夜

第 10 天
香港/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2023/01/28
清晨抵達香港隨即轉機返回台灣。CX564 08:30/10:15 或
Sun
香港/高雄 KA432 08:50/10:20)
詳細地圖與住宿資料於說明會時提供。
《價格說明》
售價 NT$78,000. (限量小團、國泰商務艙價差 NT$45,000/人、單房差 NT$20,000/人)
(費用包含往返機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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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飯店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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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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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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影本.
2.身份證正反面清晰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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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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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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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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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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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