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皇宮假期八日                 (聯合出團適用) 

~聽吧，我的心，請靜聽這世界的低語和關懷。造化的奧秘有如夜的黑暗，多麼偉大！ 

智識的幻影，不過是晨間之霧。別把你的愛置於懸崖之上，因為那太高不可攀。 

 ~印度詩人泰戈爾" 

～世界文化遺產～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印度詩人泰戈爾說：泰姬瑪哈陵是「一滴愛的淚珠」；「沙迦罕，你知道，生命

和青春，財富和榮耀，都會隨光陰流逝……只有這一顆淚珠，泰姬瑪哈陵，在歲月長河的流淌裏，光彩

奪目，永遠，永遠。」譽為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泰姬瑪哈陵，白色大理石的陵墓，每天隨著不同的光線

改變顏色。不論就建築的角度來看，還是背後那段感人的愛情故事，都讓泰姬瑪哈陵成為旅客到印度必

訪的景點。西元 1983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阿格拉堡 Agra Fort：聳立在亞穆拉河畔的城堡，是阿克巴 Akbar大帝於 1565年興建，為蒙兀兒帝國的

首都。阿格拉紅堡具有宮殿和城堡的雙重功能，城堡週圍護城河長 2.5公里牆高 20餘米，壯觀的城牆

助顯得神聖不容侵犯。阿格拉紅堡是用鄰近所產的紅色沙岩為主建材，因此又稱紅堡。西元 1983年入

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法特普希克里 Fotehpur Sikri ：法特普希克里原義為勝利之城；蒙兀兒阿克巴大帝建於 16世紀，為

阿克巴精心規化的新都，三面城牆，長 6公里，7座城門，動員數不清的工匠，融合伊斯蘭和印度教、

耆那教的裝置藝術的獨特建築。為不明的原因，法特普希克里僅使用約 15年，阿克巴一聲令下又遷回

舊都，法特普希克里一度成廢墟。西元 1986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古德卜高塔建築群 Qutb Minar and its Monuments Delhi：融合了印度教與回教色彩的五層石塔，是德

里最具代表性的遺跡。擁有全印度最高石塔的古德卜高塔建築群，是印度最早的伊斯蘭教統治者興建的

建築。古德卜高塔是奴隸王朝德里蘇丹國的創立者，古德卜烏德汀艾巴克 Qutab-ud-din Aibak為紀念

1192年，阿富汗回教征服印度教拉吉普特王國而建的勝利之塔。西元 1993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德里 Delhi：許多人對德里的印象是新與舊、貧窮與富裕、混亂和整齊的兩極化矛盾，身為印度首都的

城市，總是帶給初次造訪印度的旅人深刻印象。 

阿格拉 Agra：擁有三個世界文化遺產的阿格拉，可說是印度最受旅人青睞的觀光城市。不僅是伊斯蘭文

化風情濃郁的古都，同時也是教育、經濟的中心地。 

佳浦爾 Jaipur：賈沙瓦傑辛格二世於西元 1728年，依照古印度地圖，將佳浦爾劃分成象徵宇宙九大分

土的長方形區域；建築物風格融合印度寺廟、耆那寺廟和蒙兀兒建築風格。 

拉克希米維拉斯 LAXMI VILAS PALACE(王宮級飯店) 
建於 1890 年。大君 Sayajirao Gaekwad III 委託傑出的建築師，少校查爾斯曼特，建立這個壯麗的大

廈。在 1994年，作出了一項決定，轉換成酒店宮殿，宮殿始建於印度-撒拉遜風格的建築，各類融合了

http://laxmivilas.com/


印度，伊斯蘭和歐洲元素。拉克希米維拉斯宮巴羅達承認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內飾，其中包括多種顏色的

大理石，瓷磚，家具，華麗的設計和各種藝術作品。拱形入口的棕櫚庭院和噴泉是顯著的。DARBAR 廳，

呈現華麗的意大利馬賽克地板，還有美麗的彩繪玻璃窗，因此被用為音樂會和其他文化活動的場地 

～印度風味料理～ 
全程住宿飯店享用自助式早餐，除首都德里會特別安排中式料理七菜一湯，其餘都在住宿飯店享用西式

印度風味餐自助餐。色彩豐富、複雜多變的印度料理，嚐一口更是酸甜苦辣、五味雜陳，可謂是人生的

滋味呀！  

●麵食：印度麵食餅類種類很多，每種都有特色，記得都要試試！  

烤餅 NAN 是用精製的小麥粉經過發酵貼在烤爐上烘烤而成。而普里 PURI則是小麥粉加水油炸而成中空

的麵餅。兩者都適合沾各式不同種類香濃的咖哩醬汁或豆類醬汁來食用！  

●主食：因印度教不食牛肉，而回教不食豬肉，所以肉類以羊肉或雞肉為主！  

印度人非常會料理羊肉，香嫩可口又無羊羶味，常教旅人們念念不忘！而坦都里烤雞，是北印度有名的

燒烤料理之統稱，是用 Tandoor(坦都)這種缸狀高溫烤爐做出來的。除非素食，坦都對北印度的料理非

常重要。坦都里烤雞除了用事先用優格加香料的醬汁醃泡入味過，內色呈紅顏色，味香不油，很有咬勁！

是印度名菜之一，因此在印度及全世界印度料理以坦都里或坦都為名的不計其數！  

●飲料：印度有鹹口味的飲料，請記得嚐試！  

拉西 LASSI，是由酸奶酪做成，口味有甜也有鹹，口味就像優酪乳很順口好喝！  

馬薩拉茶 MASALA TEA，是一種香料奶茶，先將水煮開，再將香料茶煮至香濃，起鍋前再加牛奶稍煮。倒

入杯中再按各人喜好加入糖。 

專業熱忱印度人講中文的導遊，為您講解古老的印度文化。 

貼心提供每人每日礦泉水一瓶。 

搭乘中華航空直飛德里班機，飛行時間最短，早去午回，最佳旅遊時間。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起程地 抵達地 起程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 181 台北 德里 07 : 10 11 : 40 

中華航空 CI 182 德里 台北 13 : 35 22 : 25 

本公司盡量忠於原行程，但仍保有行程順序與飯店同等級調整之權利。敬請明瞭  謝謝 ！ 

 

第一天 台北TAIPEI／德里DELHI 

懷著快樂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中華航空客機，由台北直飛神祕

古國印度首都－德里，展開市區觀光。 

英國統治時期所精心規劃的新德里市區： 

國會大廈Parliament House：現代德里的象徵，在寬廣草地上，擁有雄偉柱廊式的圓形建築呈現優雅

的格調。 

總統官邸 Rashtrapati Bhavan：原為英國殖民地時總督府，融合了印度傳統式樣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

的建築式樣。外觀融合蒙兀兒式和西方格調，擁有巨大的銅製圓頂，裏面有340個房間和佔地廣闊的蒙

兀兒花園。 

印度門紀念碑 India Gate：英國政府彷照凱旋門風格建立，為紀念一次大戰陣亡的印度官兵，左右對

稱的陣亡的印度官兵，並在門上刻了陣亡將士的名字。印度門的四周綠草如蔭，旁邊有水池及鐘樓，宛

如一座城市公園，流連新舊之間，恍若穿越時空之旅，讓您對德里有更深的認識。 

甘地紀念碑Raj Ghat：位於亞穆拉河畔，是許多人前來對印度之父-甘地 表示尊重緬懷的地方。在甘地

1948年被刺殺後，根據印度教的習俗，他的遺體就被搬到德里的亞穆拉河畔被焚化，就是現在這片美麗

的花園。 



 

 

 

 

 

 

 

 

 

 

 

第二天 德里DELHI—佳浦爾JAIPUR 
在一百年前，佳浦爾市為歡迎一位皇子到訪，特別把市內所有建築物漆上粉紅色。自此之後，佳浦爾市

便一直保留著粉紅色的面貌。漫步在佳浦爾市，街景瀰漫濃濃中世紀氣氛；光與影的交錯下，穿著原色

沙麗的女子們來往交織，駱駝拉車緩緩地從旁經過，像穿越劇般的，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城市宮殿City Palace：是捷普唯一不是粉紅色的建築，樓高共七層，裝飾著馬賽克拼鑲圖案和繪畫，

宮殿內的皇宮博物館展示古代服飾和器物，當中以兩只純銀打造的巨大銀壺最為特別，據說是君王為了

前往倫敦參加愛德華王子加冕典禮時，為了沿途能飲用、沐浴恆河聖水而特別訂製的。 

傑特曼特天文台Jantar Mantar：堪稱為全球最大的石製傑特曼特天文台；由熱愛天文的君王所建造之

戶外16種造型精巧、有趣的天文觀測儀器。三角形表示此地的緯度，圓形則用以觀測太陽的軌道等等，

具有測知天文時間的功能。另還有由十二星座組成星學的觀測儀。 

午餐後，安排體驗穿著印度女子的莎麗服。 

風之宮殿Hawa Mahal：風之宮殿是佳浦爾最著名的景點；磚紅色的美麗建築很難不吸引旅人的目光。之

所以稱為”風之宮殿”原因是站在宮殿裡面每個角落，都可以感覺有風吹入。建造此宮殿的目地是昔日

帝王專為方便嬪妃觀看外面花花世界，而不讓人見到自己容顏狀況下，能夠站在宛如蜂窩狀的窗戶後

面，透透氣、吹涼風，並觀看城裡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群。 

崔波萊市集Tripolia Bazaar：為佳浦爾最熱鬧的街，您可以自由逛街shopping，在這裡你可以找到許

多印度風格的小首飾、手環、髮圈等等 。 

行車時間： 德里-(約260公里) 佳浦爾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飯店內自助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INDANA PALACE HOTEL 或  FORTUNE SELECT METROPOLITAN HOTEL 或同等級   

 

 

 

 

 

 

 

早餐：X X X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當地中式料理餐廳 

住宿：COUNTRY INN & SUITES (SAHIBABAD) 或同等級    



第三天 佳浦爾JAIPUR 

 

 

安珀城堡 Amber Fort：建築於山丘上的安珀城堡，是ㄧ座居高臨下巨大城堡。這裡是喀加瓦王國

(Kachwaha安珀王國)的首都；包括有象頭神門、公眾大廳、歡喜廳、勝利廳、蒙兀兒花園等。在市內

設計了水道環繞四周，可以想像曾經在此度過涼快、舒適生活的王公家族歡樂宴會的場所。勝利廳的四

周牆壁鑲著寶石和彩色玻璃鏡片，由如萬鏡之宮般的(鑲嵌鏡片和彩色寶石手法，與泰姬瑪哈陵如出一

轍)，富麗堂皇之精緻，可說是堡內最美麗的宮殿。 

午後前往地毯編織工廠及珠寶店，了解製作程序並參觀 

貝拉廟 Birla Temple：由當地富商出資興建的白色大理石建築，又稱之為印度財神廟之貝拉廟；在粉

紅佳浦爾市內，全白的外觀顯的很特別。建築樣式是傳統的印度廟，但內部的風格非常獨特。有基督教

堂的彩繪玻璃；當然是以印度神話的諸神為主題，白色寺廟配上色彩繽紛的彩繪玻璃，極為漂亮。 

特別安排：搭乘吉普車上下城堡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飯店內自助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INDANA PALACE HOTEL 或  FORTUNE SELECT METROPOLITAN HOTEL 或同等級 

 

第四天 佳浦爾JAIPUR—艾芭奈麗ABHANERI—凱奧拉德奧國家公園KEOLADEO 

NATIONAL PARK—巴拉特普爾BHARATPUR 

艾芭奈麗地下宮殿Abhaneri：亦稱月亮水井，距今1300年的古宮殿建築模式。因為拉賈斯坦邦為印度

的沙漠區，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會思考如何蓋一座完美的避暑宮殿；而在西元九世紀的時候，執政的拉基．

夏特王想到了一個特別的好辦法，他命人由地表往下挖掘，約挖了11層樓的深度，造就一座歷史上最華



麗的地下宮殿。凱奧拉德奧國家公園Keoladeo National Park：又稱凱奧拉德奧•蓋納國家公園，位於

印度拉賈斯坦邦珀勒德布爾，印度的國家公園之一。它是著名的鳥類保護區，在冬季時，有許多候鳥會

在此棲息。 

蓋奧拉笛歐國家公園Keoladeo National Park 1985列入聯合國UNESCO文化遺址 位於印度西北部的

拉賈斯坦邦，佔地面積29萬平方公里，曾經是過去王公貴族的守獵天堂，也是冬季中國、西伯利亞、阿

富汗、土耳其的水鳥的樂園，其中包括珍貴的西伯利堅丹頂鶴鳥在內，共有360多種鳥類在此棲息，3

分之1在此築卵、是愛鳥人的夢幻樂園；其他也有機會看到鹿、印度朦、叢林貓、狐、豺、羚羊奇珍異

獸。 

行車距離：佳浦爾-(約190公里) 巴拉特普爾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印度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拉克希米維拉斯 Laxmi Vilas Palace 或 同等級   

 

第五天 巴拉特普爾BHARATPUR—法特普希克里城FOTEHPUR SIKRI—阿格拉AGRA  

阿格拉從1526年巴伯爾大帝建國開始，就成為蒙兀兒帝國的首都。尤其在阿克巴大帝、賈汗季王與沙賈

汗三位君王統治期間，阿格拉更成為繁榮的國都。現在的阿格拉，不僅是伊斯蘭文化風情濃郁的古都，

同時也是教育、經濟的中心地。 

法特普希克里 Fotehpur Sikri ：法特普希克里原義為勝利之城；蒙兀兒阿克巴大帝建於16世紀，為阿

克巴精心規化的新都，三面城牆，長6公里，7座城門，動員數不清的工匠，融合伊斯蘭和印度教、耆那

教的裝置藝術的獨特建築。為不明的原因，法特普希克里僅使用約15年，阿克巴一聲令下又遷回舊都，

法特普希克里一度成廢墟。西元1986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 

 

 

 

 

 

 

 

 

 

希金達拉Sikandra：阿克巴大帝陵寢這座陵墓是由阿克巴大帝下令建造的，卻是由他的兒子賈汗季王於

1613年完成，採用紅色砂岩加上白色大理石圓頂打造而成，位於南面正門以 馬賽克綴成的圖飾，構想

大膽又極盡華麗。 

行車距離：巴拉特普爾-(約60公里) 阿格拉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飯店內自助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CRYSTAL SAROVAR PREMIER HOTEL 或 Ramada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六天 阿格拉巡禮~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 

如果愧疚在這裡找到庇護，像一個人得到寬恕，他就可以脫離罪惡感而自由。 

如果一個罪人尋路來到這裡 他過往的錯就可以洗滌面淨。 

廳堂裡的嘆息引起更多悲鳴，連太陽、月亮都留下眼淚。 

在這世上有了這座建築，造物者的榮耀才因而顯現。    ～沙迦罕～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懾震人心、建築史上的藝術結晶，於1983列入聯合國UNESCO文化遺產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融合印度、中亞、波斯等地回教風格，由於造型比例完美，使其享有世界七

大奇觀之一盛名。泰姬瑪哈陵的名稱，是沙迦罕皇帝鍾愛的皇后 慕塔芝˙瑪哈之名變化而來的，並非

宮殿，而是一座巨大的陵墓。中央主體以白色大理石建構出雄偉莊嚴的白色殿堂；主體正面門扉裝飾著

優美的回教可蘭經文。占地範圍很廣，包括 : 前庭、正門、蒙兀兒花園、水道、噴水池、墓主體和左

右兩座清真寺。建築概念來自平衡、對稱，並且與數字4有關。在伊斯蘭教信仰中，4 是非常神聖的數

字，其中的4 座小圓塔、4 支尖塔和4角庭園等，都是平和與神聖的象徵。從入口進入後，先經過前庭，

即可看見位於右方的正門，頂端前、後各有11個白色小圓頂，1個圓頂代表1 年，表示建造的時間為22 

年。由導遊詳細敘說浪漫的愛情故事及其建築結構，讓您對這段世世代代傳頌、盪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留

下刻深的感觸。 

(泰姬瑪哈陵每週五關閉，行程若遇週五參觀泰姬陵，公司有權保留調整前後日行程參觀順序，敬請見諒) 

阿格拉堡 Agra Fort：由紅色砂石所建築而成並於1983列入聯合國UNESCO阿格拉堡 (Agra Fort)，又



名紅堡。高大的城門和城牆，樣式融合印度及中亞風格，洋溢著粗獷氣質。當時城堡主要功能是為了防

禦敵人，後來才變成皇室住所。堡內的建築物，由許多不同風格的宮殿所組合而成，都是歷任的蒙兀兒

君王所建。您可感受街道較狹窄，並保有中古世紀的風貌。 

 

第七天 格拉AGRA—德里DELHI 

早餐後搭車返回德里： 

古德卜高塔建築群Qutb Minar and its Monuments Delhi：

融合了印度教與回教色彩的五層石塔，是德里最具代表性的遺

跡。擁有全印度最高石塔的古德卜高塔建築群，是印度最早的

伊斯蘭教統治者興建的建築。古德卜高塔是奴隸王朝德里蘇丹

國的創立者，古德卜烏德汀艾巴克Qutab-ud-din Aibak為紀念

1192年，阿富汗回教征服印度教拉吉普特王國而建的勝利之

塔。(如時間許可)將安排前往茶葉店購買紀念品及新德里的購

物天堂-詹帕特(Janpath. St)；琳琅滿目的錫器、香料、手工刺

繡、披肩等等讓您愛不釋手。 

行車距離：阿格拉-(約204公里)德里 

午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當地中式料理餐廳 晚餐：當地中式料理餐廳 

住宿：COUNTRY INN & SUITES (SAHIBABAD) 或同等級   

 

第八天 德里DELHI／台北TAIPEI 

早餐後，前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帶著充滿驚嘆號以及游離於亙古與現代的矛盾情結，多日來的印度歷

練，相信您對生活，對生命會有另一番體驗。 Incredible India!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費用包含: 

1.國際段台北/德里/台北,搭乘中華航空公司團體經濟艙機票和稅金。 

2.使用 5 年內豪華冷氣遊覽車和中文導遊。 

3.兩人一室住宿含行程所列之三餐和門票。 

4.印度電子簽証費(單次)。 

5.旅行社責任保險倆佰萬元和意外醫療險二十萬元。 

6.全程無限提供當地飲用礦泉水。 

團費不包含: 

1.領隊導遊司機行李等服務小費。 

2.個人額外消費。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飯店內自助式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CRYSTAL SAROVAR PREMIER HOTEL 或 Ramada Hotel 或 同等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