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札西德樂假期古國尼泊爾.喜馬拉雅仙境 9day 

世界文化遺產.加德滿都. 巴克塔布.帕坦古都.+帕賓聖地 

特別安排 2段內陸飛機省去拉車之苦 

 

 



 



 

12.本行程貼心考量已經安排【莎朗闊】雪山日出，故將不重複安排 路途遙遠 正在修路的【那加闊

特】。勿讓市面上抄襲的行程所誤導… 

航班參考安排：(航班時間會因為季節而做調整~行程將會依據航班做順序調整) 

【去程】TPE/廣州/ KTM  參考時間 14:35-16:40 +19:10-22:15 

【回程】KTM /廣州/TPE  參考時間 23:15-05:30+1 +11:30-13:30 

※注意如-中轉大陸等地區請備妥台胞相關證件 



簽證安排：尼泊爾落地簽證 

【尼泊爾 The Kingdom of Nepal】亞洲古國之一。西元前 6世紀，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出生於今

日的藍毗尼古迦毗羅衛國境內。喜瑪拉雅山脈為尼泊爾和中國的天然國界，因此包括珠穆朗瑪峰

（尼泊爾稱的薩加瑪塔峰，又稱聖母峰）在內，世界 10大高峰中有 8個在尼泊爾境內；除了連綿

的雪山、重山峻嶺、溪壑谷地、冰河…外，尼泊爾更有眾多聞名於世的精緻寺廟工藝，在在讓人

踏入古都便能體會所謂滿天神佛、〝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神比人多、廟宇比房屋多〞的亙

古懷舊之意境。尼泊爾觀光旅遊已全面恢復 ;歡迎蒞臨尼泊爾旅遊 ;協助當地經濟復

甦 ! 

行程特色 ： 

◆ 深度探索加德滿都谷地－諸神庇護的三大古都之旅～加德滿都、帕坦、巴克塔布 

◆ 尼泊爾境內安排二段內陸飛機 (加德滿都 /奇旺及波卡拉 /加德滿都 )。   

這兩段路單程要花 6-10 小時車程 ;主因是路況不佳及容易塞車之故 ;故搭機是最佳的

選擇 ;省卻舟車勞頓。  

◆ 世界文化遺產~蘇瓦揚布拿佛塔－猴廟，眺望整個加德滿都的谷地及平原 

◆ 參觀具有 2500 年歷史之四眼天神廟 (博達塔 )。 (參觀時別忘記要依順時間方向繞

行 ) 

◆ 尼泊爾因山而聞名，山中傳奇特別企劃波卡拉 -沙林寇看日出，欣賞安納普娜山系最美 

   處女峰 - 魚尾峰，絕美景色，  保證您叫絕！ 

◆ 費娃湖遊船賞景，欣賞湖邊美麗風景及遠處魚尾峰雪山靄靄秀麗風光。  

◆ 奇旺國家公園：安排騎乘大象深入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尋訪白犀牛、孟加拉虎 .. 

等野生動物的蹤跡。 (另加贈安排獨木舟遊河之旅 ) 

◆ 安排欣賞當地塔魯族 THARU STICK DANCE 民俗舞蹈表演。  

◆ 日出之旅：領略雪山晨曦美景。  

◆  獨家安排:前往聖地祈福~深度走訪蓮花生大師修行帕賓聖地 

 

http://nepal.go2c.info/others/bodnath.htm
http://nepal.go2c.info/others/pokhara.htm
http://nepal.go2c.info/others/chitwan.htm
http://www.go2kathmandu.com/park4.htm
http://www.worldisround.com/articles/225503/photo16.html


 



 



 

 



DAY 1: 桃園機場/各轉機城市/加德滿都 (尼泊爾)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隨後搭乘豪華客機經轉機地，前往位於喜瑪拉雅山山麓的神秘古國─尼泊

爾，展開知性神秘的古文明之旅。抵達後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尼泊爾為南亞山區內陸國家，位於喜瑪拉雅山，北與中國西藏相接，其餘 3面與印度為鄰，中尼邊界

的珠穆朗瑪峰為全世界最高的山峰。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與人文，境內人民有 80%信奉印度教，但卻

有擁豐富的佛塔與佛寺，不過當地的印度教早已與佛教密切交融，因為印度教的傳說中，佛陀也是保

護神毗濕奴的化身之一，而藍毗尼更是佛陀的誕生地。 

尼泊爾境內擁有 2大自然遺產和 8處文化遺產，為全球世界遺產最密集的地方。一般團體行程都會安

排前往的，包括 1979年列為文化遺產的加德滿都谷地（Kathmandu Valley）及 1984年列為自然遺產

的奇旺國家公園（Royal Chitwan National Park）。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為一個盆地的地形，地處亞

洲古文明中心，擁有 7組佛教和印度教遺跡群，與 3處各具特色的古皇宮和住宅遺址，這 3座古皇城：

加德滿都、帕坦及巴克塔布，把尼泊爾藝術的精髓發揮得淋漓盡致。境內 130多個遺跡群，則包括了

朝聖中心、廟宇、浴池及花園，這些均為佛教與印度教共同尊崇之地。奇旺國家公園位於喜馬拉雅山

腳的奇旺國家公園，是少數幾個未曾遭受破壞的達賴溼地，其範圍曾廣及印度和尼泊爾之山麓地帶。

區內蘊藏有豐富的動植物生態，除了為最後一群的單角亞洲犀牛之棲居地外，亦為珍稀的孟加拉虎最

後的庇護所之一。(航班時間會因為季節而做調整~行程將會依據航班做順序調整)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溫暖的家或機上點心 晚餐／機上(或機場過境旅館) 

住宿： Himalayan Hotel或同級 

 

DAY 2 : 加德滿都 ─PHARPING 聖地─帕坦古都─加德滿都 

早上前往蓮花生大師修行聖地祈福 PHARPING聖地。(貼心提醒: PHARPING 地區路況顛頗 請做好心理建設準備，

山上並無高級豪華餐廳提供世界各國旅客使用，下山後午餐會晚點吃.建議旅客可自行先準備點乾糧) 

此處據傳大師受 36代藏王赤松德贊之邀請，

前往西藏時曾在此修行。同時在此山下寺

院，象頭財神~ 嘎尼喜，雕刻神像旁自然顯

現綠度母之神像，為近百年自然冒出，因此

PHAPPING也是綠度母之道場，七世紀，約 1350

年前，尼泊爾公主~赤尊公主(稱綠度母)，唐

朝~文成公主(稱白度母) 下嫁 32代藏王~松

贊干布，將佛法帶入西藏，百年後蓮花生大

師，自印度那爛陀大學出發前往西藏弘揚大

乘佛法，也就是至今普遍影響世界的~藏傳佛教。深度朝聖走訪:【蓮花生大師閉關處】-【綠度母寺】

-【金剛亥母寺】…隨後行經遠眺尼泊爾【蓮師大佛】，烏金喇嘛懇請根本上師貝諾法王開示，上師貝

諾法王為多位信眾傳授皈依，且開示興建蓮師大佛像的功德利益，美好緣起在尼泊爾蓮師聖地，建立

一座蓮師大佛供世人瞻仰，並提供大家一個 心靈歸依之所。 



午餐後前往參觀傳為世上最古老的【佛教城】－【帕坦古都】。是尼泊爾古都，亦是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為尼泊爾佛教中心，舊皇宮以雕刻藝術聞名於世，也是尼國手工藝品的主要生產地。由於市

容美觀又被尊稱為拉力得普，帕坦古色古香的建築群有「美麗之都 LALITPUR」之稱。帕坦城裡有兩

座露天浴場，這水是山上溶化的雪水流入地下引到這裡，是尼國最原始的水龍頭。 

●【帕坦王宮杜巴廣場】是整座城市的中心、桑答理宮院、黑天寺、瑪哈佛塔、千佛塔…等等街道本

身就是建築工藝技術的極致表現。 

●【黃金廟又稱克瓦寺（Kwa Bahal）】由 Durbar Square徒步可達。黃金廟建於西元 12世紀，以其

金屬雕刻聞名於世。黃金廟是一座三層屋頂的建築，正面裝飾有很多精緻的銅雕，中庭的小廟屋頂和

屋簷都是鍍金的雕飾，還有包金的構帶，非常華麗。寺內有小彌僧為此廟的住持。 

早餐：HOTEL 午餐：中式料理/尼泊爾地方餐 晚餐：中式料理/尼泊爾地方餐 

住宿：Himalayan Hotel或同級 

 

DAY3:加德滿都─博卡拉 KTM-PKR 參考航班時間: 09:45 - 10:10 

享用早餐後，前往安納普娜山腳的渡假城市 600公尺高度的波卡拉，喜馬拉雅山雪水溶化匯積成美麗

的費娃湖，更有尚未被征服的處女峰魚尾峰，湖光山色景色絕美，抵達後，於飯店內享用午餐，隨後

展開波卡拉市區觀光，安排【費娃湖游船】 及參觀【瓦拉辛廟】 隨後湖邊自由活動欣賞湖邊之美。 

 
【波卡拉】是尼泊爾第二大受歡迎的旅遊點，此地依偎於高積雪的安娜普娜山嶺之下，位於加德滿都

西邊 200 公里蒼翠繁茂區域，並贏得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所愛，許多遊客對尼泊爾的印象是〝魚尾峰〞

聳立在空中的輪廓線，或是反射在〝費娃湖〞的寧靜湖水中。搭乘船遊【費娃湖】（Phewa lake），

費娃湖是為尼泊爾第二大湖，水源來自安納普爾納山的冰川，是天然的淡水湖，湖水晶瑩澄澈，盛產

鲤魚、鳟魚。由於它的美，使得波卡拉成為遊客趨之若鶩的觀光景點。泛舟於費娃湖是欣賞該湖泊的

最佳的方式，遠方白皚皚的魚尾峰（Machapuchare，為尼國聖山）和安娜普娜群峰 （Mt.Annapurna），

倒映於清澈碧綠的湖水中，湖光山色恬淡幽閒，在此時間彷彿停止，讓人悠然自得。Annapurna在尼

泊爾語有「糧食供給者」或「收成之神」的意思。費娃湖一日景色變化多端，中午過後湖上水氣逐漸

增加，湖面會開始產生一些霧氣，使得費娃湖看起來像是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瓦拉辛廟】，即坐落在美麗的費娃湖旁，因此又有湖廟之稱。兩層式塔廟建築供奉著印度女神巴拉

希，就是女武神杜加，她是印度教性力派的重要崇拜對象。傳統上被認為是濕婆之妻雪山神女的兩個

兇相化身之一。杜加最主要職能是降魔。她是與惡魔戰鬥的可怕的女武士的形象，有 10隻手，3隻

眼，拿著許多武器和法器（樓陀羅的三股叉，因陀羅的雷杵，弓，彎刀，等等）。她的坐騎有時是一

頭獅子，有時是一隻虎。【魚尾峰 Fish Tail】尼泊爾聖山，遠眺白雲皚皚的尼泊爾聖山，因峰頂形

狀似魚尾而得名。欣賞魚尾峰倒映在碧綠的費娃湖，湖光山色恬淡幽閒讓人悠然自得。 

餐 食：飯店早餐 午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晚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Pokhara Grande Hotel or  Yatra Country yard Resort 或同級 



DAY4: 博卡拉 

在湖光山色中醒來，清晨前往【莎朗闊】（Sarangkot），這兒是波卡拉觀賞喜馬拉雅日出最佳的地

方！第一道陽光從雲層裡頭射出來，照射在大地上，隨

著雲層撥開，安娜普娜群峰、魚尾峰、喜馬拉雅山山裙

帶一一呈現在您的眼前，7、8仟公尺的群山盡收眼底，

隨著太陽慢慢升起，火燒似的紅光，照印在山頭，漸漸

打亮每座高峰，令人驚嘆！ 

走訪【戴維斯瀑布】&【瑪亨達洞窟】，尼泊爾語稱之為

〝Pattale–chhango〞，其意為地下瀑布（Underground 

Falls），是唯一由喜瑪拉雅山融雪侵蝕切割而成的，

來自於費娃湖的湖水在此墬落至 100公尺的斷崖下，湍

急流水又不斷侵蝕兩旁河岸，形成險峻的峽谷瀑布景觀，河水這裡墜入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成為地底

伏流。 

【Bindabasini 寺廟】此百年印度廟坐落在波卡拉附近

繁忙的老市集旁，此寺廟被安娜普娜峰和喜馬拉雅山脈

所環繞，抬頭可望雄偉的白雪覆蓋的群山和彌漫著清新

的草木香味，給寺廟帶來寧靜和輕鬆的氣氛。寺院供奉

著印度教女神杜爾迦，祂被視為博卡拉的守護神，也是

尼泊爾的印度教徒的最重要的聖地之一。  

【藏胞村】（Tashi Ling）探尋當地特殊人文風情，觀

賞手工藝品中心及西藏地毯製造之過程。藏胞村是波卡

拉的另一大特色，該地分散著幾座各由數十來戶的藏胞組成的村落，此地為尼泊爾最大西藏難民營，

每年平均仍有二千五百藏人逃離西藏家園來此生活或中途轉入印度，目前定居的藏人已有老、中、青

三代；這裡的藏人住的大多是土角屋，婦女編織藏毯以貼補家用，村內有藏人賴以為生的手工地毯工

廠，純手工的製作過程，在欣賞之餘也使人敬佩藏人在環境的壓迫下所顯現出來的不屈毅力和勇氣。 

【世界和平塔 World Peace Pagoda】這座塔建於 1998年，由尼泊爾、泰國、斯裡蘭卡與日本四國合

資興建，佛塔四面各有一座金色佛像。登上階梯，第一尊佛像為日本所建的坐佛像；順時針方向依 序

為尼泊爾所建的立佛像（佛祖出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斯裡蘭卡的坐佛像（佛陀悟道）、泰國

所見的臥佛像（佛陀涅盤）。享受山中芬多精的洗禮，並充 分感受到震撼心靈的正是大自然的偉大。

天氣好的話，可見到魚尾峰(6993 公尺)，迄今仍為處女峰，雄偉山形。 

餐 食：飯店早餐 午餐／湖濱景觀餐廳風味 晚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Pokhara Grande Hotel or  Yatra Country yard Hotel Resort 或同級 

 

DAY 5: 博卡拉─奇旺(世界自然遺產)  

神秘國度旅程正式由【奇旺國家公園】開始， 奇

旺國家公園位於尼泊爾南部，在尼泊爾未獨立前，

曾是英國、印度的王室貴族專用的狩獵場，1973

年，為了保護珍貴的野生動植物，因此成立了奇旺

國家公園，並禁止區內各種狩獵行為。1984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是尼泊爾著

名的遊覽勝地。奇旺國家公園面積大約 932公里，

國家公園內佈滿叢林、河流、沼澤、象草

(Elephantgrass)和婆羅雙數(Sal)等，以及約 50



種以上哺乳類動物、超過 800 種的鳥類，此外還有許多像是獨角犀牛和孟加拉老虎等幾近滅絕的野

生動物，是尼泊爾野生動物和鳥類的天堂。午後來場令人驚喜【叢林探險體驗 Jungle Safari】是連

當地人都樂此不疲的活動。一望無際的亞熱帶森林是奇旺地區的一大特色，公園的 70%都 覆蓋著茂

密的婆羅雙樹樹林，婆籮雙樹是 Terai平原最為典型的頂級植被，適合在潮濕氣候中生長的落葉樹

木。公園五分之一的地方是由納那揚河、拉普提河和若依河衝擊而成的漫灘。這些漫灘覆蓋著大面積

的草原和當地特有的森林，河灘森林。河灘森林的主要植被是印度黃檀和阿拉伯膠樹，還零星的分佈

著絲光木棉。在草原中有您會發現 50多種不同的野生灌木，其中最有名的是奇旺高像草，最高可達

8米，某些長得較矮的灌木被當地人廣泛應用來修建他們的屋頂。讓這個公園感到自豪的是它已經成

為多種瀕危動物的保護棲息地。今天，就在大自然中與萬物融合為一，找回最原始純真的自己。 

我們將在此優閒放鬆【草原日落之旅】，晚間欣賞特有民族【THARU舞蹈表演】；此舞蹈源於持木棍攻

擊敵人或嚇阻猛獸，後演變成傳統舞蹈，高亢激昂的節奏韻律，頗具文化特色。 

**奇旺國家公園為受政府保護之禁止過度開發區，此區不予許國際級五星飯店開發，故此區飯店僅提供乾淨簡單設備，

我們安排當區最好的品質飯店，也請各位將自身交付給大自然，體驗難得的原始生活。 

餐 食：飯店早餐 午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晚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Jungle Nepal Resort or Parkland Resort 或同級 

 

DAY 6: 奇旺(世界自然遺產)  

一早在叢林中的芬多精中伴隨著蟲鳴

鳥叫醒來，用過早餐後安排乘坐【獨木

舟】，漫遊於台拉河上，小舟靜靜的划

過湖水，緩緩駛進叢林深處，帶著您尋

訪奇旺國家公園內棲息多達三百六十

餘種的鳥及鱷，一邊聆聽鳥兒們的天籟

合奏，徜徉在大自然中，身心靈都得到滿足，彷彿置身於世外桃源！ 

整個公園覆蓋著西瓦利克山脈中大片的落葉林以及下游的沖積平

原，佔據了尼泊爾最富饒的土地，一望無際的草原上點綴著水流湍急

的河流及茂盛的亞熱帶森林。您在公園內可以看到珍稀的孟加拉虎、

大象、犀牛、虎豹、鱷魚、長毛熊、野豬、獼猴、灰色葉猴、梅花鹿

等幾十種動物，找到世界上最後一個白肢野牛（世界最大的野生牛）

的保留地，您還會驚喜地發現這裡有包括孟加拉鴇、犀鳥、紅頭咬鵑、噪鵲、燕卷尾、孔雀等數百種

鳥類，像水鳥、婆羅門鴨、針尾 鴨和無帽鴨這些冬鳥常常吸引著冬天來這裡的遊客。現在，奇旺已

經成為這里數百種野生動物和鳥類的保護地，為其繁衍生活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環境。爾後前往【大象

撫育中心】參觀大象撫育的介紹；每頭大象懷孕期達 18個月至 2年且每次只有一胎，已列入保育類

動物。午後前往參觀當地【THARU 村落及 THARU博物館】，THARU 村落擁有自己的語言、服飾和風

俗習慣，多半以農耕為生、或畜養牛、羊等動物，與早期台灣務農時期非常相似，生活雖

不優渥，但這就是知足常樂的 THARU 村人。晚餐後寂靜夜晚來臨時，滿天星星伴您入睡，

真是人生的奇妙的旅遊經驗! 

餐 食：飯店早餐 午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晚餐／飯店尼泊爾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Jungle Nepal Resort or Parkland Resort 或同級 

 

 

 



DAY 7: 奇旺─ 加德滿都 (參考航班時間: 11:10 - 11:35 ) 

今日搭機飛返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前往【蘇瓦揚布

拿寺】，建在加德滿都以西的一座小山頂上，相傳釋迦牟尼

曾親臨此地，所以每年的佛祖誕生日時這裡都要舉行盛大

的法會。因為廟裡到處是被奉為神靈的猴子，所以又稱為

猴廟（Monkey Temple），也稱四眼天神廟，是亞洲最古老

的佛教聖跡之一。 

Swayambhu 在尼泊爾語的意思是「自然升起」。傳說古代的

加德滿都谷地是一個大湖，湖中的小山丘 Swayambhu就像

湖中升起的蓮花，後來佛教菩薩手持神劍把山劈開，湖水

流乾成了現在的加德滿都谷地。這裡也是俯瞰加德滿都全

景的最佳地點。蘇瓦揚布塔擁有金色的塔身，四面都有巨

大的佛眼，象徵著無所不在的佛正在注視著腳下的蕓蕓眾

生。佛眼下方的鼻子像是一個問號 “？” ，實際是尼泊

爾數字的 “1”，代表著和諧歸一。 在佛的兩眼上面還有

一個紅點是第 3隻眼，象徵佛能洞悉一切。 

前往遊覽【博拿佛塔】: 世界上最大的佛塔，位於城東約

三公里處，是藏傳佛教徒日常轉經膜拜的地方。佛塔的四

週環列著一個個可以轉動的小圓筒，稱作祈禱輪，可依順

時針方向轉祈禱輪並繞塔而行，以祈來生輪回轉運，以喇

嘛教徒冥想圖案－曼達拉(MANDALA)向上爬升擴展的方式

建築而成，並有一層層寬大的台階通往塔基。白色塔基外

緣建有 108個壁龕，裡面各刻著一尊佛陀浮雕。此塔更是

電影「小活佛」中主要的拍攝場景。在此可見到身穿傳統

服飾的西藏人、不丹人或來自印度、錫金、拉達克的佛教

徒或喇嘛虔誠地繞行佛塔誦經祈禱。 

今日特別安排入住【塔梅爾區】時尚飯店~前往【塔梅爾

區】Thamel，這裡是加德滿都谷地著名的商區，販賣各式

琳瑯滿目的商品：食物、蔬果、旅行裝備、音樂、手工藝

品、服飾等等，這裡同時是旅社、攤販、餐廳的匯集地，狹窄的巷弄中穿梭著四個輪子、三個輪子的

到兩個輪子的各種交通工具，好不熱鬧。是旅行者到尼泊爾必來的朝聖地。 

餐 食：飯店早餐 午餐／尼泊爾式中華料理 晚餐／尼泊爾式中華料理 

住宿：Fairfield by Marriot 或 Himalayan Hotel 或同級 

 

DAY 8: 加德滿都─【巴克塔布古都】 

前往被譽為尼泊爾中世紀櫥窗的－巴克塔布市，此為尼泊

爾第三城市。探訪建於第九世紀，有藝術之城美名的【巴

克塔布古都】(世界遺產)。 

【巴卡塔布古都(Bhaktapur)】又名巴特岡 Bhadgaon，1979

年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此古

城像是一座露天博物館，其內之每一景每一物黃金門

Golden Gate、五十五窗宮殿 55 Windows Palace 、尼亞



塔波拉廟 Nyatapola Temple 等等精美的雕刻、老舊的磚房、手

拉胚陶器市場、崎嶇不平的石板路…都值得您探訪並印證這座在

傳奇中掘起的山城歷史。 

●【孔雀窗 Peacodk Window】王宮旁小巷內的布加利寺(Pujari 

Math)的牆上，是 15世紀的黑色木窗，中心透雕一隻孔雀開屏的

形象，雕刻精美，構圖奇妙，是尼泊爾木雕傑作，成為尼泊爾藝

術的標誌性圖形。 

●【尼亞波塔拉廟(五層廟)】廟正面有五級石階，每一級石階都

有一對雕像，第一級是對大力士，第二級是巨像，第三級是獅子

第四級是鷹頭獅身的怪物，第五級是女神。 

●【陶器廣場 Pottery Square】據說尼泊爾 70%的陶器都源自這

裡，這兒也是攝影愛好者喜歡的地方。位於廣場中心的

JethGanesh 神廟，向人們反應了廣場周圍制陶活動的悠久歷史。

爾後驅車前往谷地東邊的山麓小鎮 

繼續前往參觀【加德滿都舊皇宮廣場】門口有一尊撐著小紅傘的

哈魯曼猴神像（Hanuman Dhoka），哈魯曼猴神是印度教「羅摩洐那」史詩中的英雄，因為它幫助國

王羅摩（Rama），救回被惡魔捉走的王后希坦（Sita），而被國王聘為門神。可惜頑皮的哈魯曼猴神

得罪了太陽神，被詛咒終生不能成親。擔心站在性廟前值勤的它，會因性廟上的春宮圖分心，而誤了

當門神的大事，所以它的雙眼始終被紅布包裹著。 

【活女神廟】（庫瑪麗），活女神庫瑪麗的選擇標準很

嚴格，其中幾條是：3歲到 7歲的處女、不能流過血，

從未生病、出身釋迦族金匠種姓、出生時的星象吉祥、

身體要符合 32種優的特徵…一旦確認，就要離開家不

能和家人見面，住在寺廟中。她平日走路都要坐神轎，

雙足不能碰地。平日閉門不出，隻有在特殊的節日和時

間段才會讓民眾前往膜拜並受她祝福。在信眾前不輕易

流露感情，如果她對信眾作出突然的行為或表情，那可

能象徵著信眾的不幸。 

餐 食：飯店早餐 午餐／尼泊爾式中華料理 晚餐／尼泊爾風味餐含歌舞秀 

 

DAY 9: 各轉機城市─台北 

今日經轉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揮別這豐富的心靈饗宴在親友的迎接聲中，為此尼泊爾的古文明之

旅，劃下完美的句點。 

餐 食：機上餐或過境旅館 午餐／x或機上餐 晚餐／x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旅遊手冊之行程表或說明會資

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若遇不可抗拒

之情況(如：天侯因素、罷工...等)基於旅客之安全考量，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

所調整。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因團費以二人一室估算，若一人報名參加團體

或如因個人因素要特別指定需求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價。)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團體需團去團回不可脫

隊!!)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

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以下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小費的建議如下，以供各位貴客參考： 

★★★小費★★★ 

在南亞地區適時給予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也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美金１０元 

房間清潔小費：每房美金１元 

飯店行李小費：每件行李美金１元 (按次計算)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參考: 騎乘大象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乘坐獨木舟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費娃湖遊船小費：每人美金

１元 

【簽證資訊】 (落地簽證 ;請事先準備下列資料 ) 

 A、請準備 2 張 2 吋近照  (請報名時繳交方便領隊事先黏貼於落地簽證表格上 )   

 B、個人基本資料，如中英文姓名、地址、電話、職稱等。  

C、半年以上有效護照正本  。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旅遊手冊之行程表或說明會資

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若遇不可抗拒

之情況(如：天侯因素、罷工...等)基於旅客之安全考量，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增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

所調整。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因團費以二人一室估算，若一人報名參加團體

或如因個人因素要特別指定需求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價。)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團體需團去團回不可脫

隊!!)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

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