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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日

行程
香港 > 德里

在 IGI 國際機場將有專人專車接機，之後送您前往旅館並辦理 Check-in。

住宿
銀級

Jaypee Vasant
Continental (5*)
City Park Airport (3*)

金級

Ramada Plaza JHV (5*)

銀級

Ideal Tower (3*)

金級

Radisson Blu (5*)

銀級

The Retreat (3*)

金級

德里 > 瓦拉納西 (1.5 小時飛機程) > 鹿野苑





第2日



飯店用早餐
搭乘前往瓦拉納西的班機(早上內陸機時間待定)。
到達瓦拉納西後，先前往今夜下榻的旅館 check-in。
瓦拉納西－印度最神聖的城市 一，也是熱門的朝聖和觀光地。從很久以前這個城市就是
印度教的宗教重地。為在神聖的恆河邊，瓦拉納西在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是文化發展的重
鎮，根據 最早的文字記載摩訶婆羅多還有富蘭納迦葉，這個地方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經存
在，這可能是印度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身為一個宗教聖城，瓦拉納西每年都會吸引
成千上萬的朝聖者來這裡，許多印度教徒在晚年時都希望可以在這裡度過餘生。瓦拉納
西這個名字原是是卡西(Kashi)，意指光與光明，而這個城市正如其名的照耀了許多人的
心。瓦魯納河和阿西河從北和南在這裡匯入恆河，從中古到二十世紀中期， 這裡被稱為
巴納雷，瓦拉納西似乎是將瓦魯納河和阿西河兩個名字河在一起的結果。整個城市裡充
滿著寺廟還有迷宮般的街道，當然還有擁擠的人群。瓦拉納西是一個比沒有辦法形容的
城市－你只能親身去體驗。
參觀鹿野苑，這裡是釋迦牟尼成佛後第一次為他五個使徒講經說道的地方，距今已兩千
五百年。鹿野苑是佛教重要的中心，它在現今指標意義更為重要，印度現有約 660 萬的
佛教徒，而印度教教徒則高達 6.7 億，佔了印度總人口數的八成。那時釋迦牟尼在菩提
迦納一地成佛後，來到鹿野苑這個小村莊講解涅盤。由於阿育王的支持，鹿野苑成為佛
教中心。在西元 640 年時，一位中國旅者發現有一千五百名的僧侶投宿於鹿野苑裡一百
公尺高的石塔。由於穆斯林入侵並大肆破壞此地，隨後印度王朝衰敗，這城市也逐漸被
世人遺忘。1836 年英國的考古學家開始開鑿。晚上回到飯店並過夜休息。當天傍晚將享
受悠閒的恆河船之旅，然後你會觀賞古老 Aarti 的宗教儀式。

瓦拉納西 > 恆河 > 阿格拉
第3日

清晨乘船遊恆河，早上可以看見許多虔誠的教徒在河邊對太陽神禮拜，這種場面會讓人精神為
之一振。印度教的信仰是非常深澳且神祕的，在生活當中無處不在:在門上的裝飾、在壯麗的寺
廟裡、在神聖的鐘聲裡，在僧侶的吟唱中，在奉獻花朵的香味裡。清晨許多印度教徒會在恆河
聖水中沐浴，接著還會經過燃燒火化用的河壇，稍後回到飯店用早餐。 之後送您前往機場搭乘
班機回到德里(內陸機時間待定)，在機場有私家車等候，直接送你到阿格拉。夜晚入宿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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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阿格拉 – 法第普克里西城 - 捷布(4-5 小時車程)


第4日





早起走訪印度舉世聞名的建築—美麗的泰姬瑪哈陵 - 1983 列入聯合國 UNESCO 文化遺
址，巨大的大理石造泰姬瑪哈陵，建於 1631~1653 是蒙兀兒王朝沙賈汗皇帝為紀念他
的愛妻泰姬瑪哈逝世而興建的陵墓。泰姬瑪哈陵墓不僅是蒙兀兒王朝最完美的建築，其
藝術工藝的成就舉世無雙，在世界遺產中屈指可數的傑作並為世界 7 大奇景！泰姬瑪哈
陵座落在雅姆那河 (Yamuna river)河岸花園間，總共動用工匠大約 2 萬名，費時 23 年
才建造完成。 樣式融合印度、波斯、中亞伊斯蘭教等風格。沙賈汗將早死的妻子葬於此
處，在這位君王死後，後人將他與妻子同葬。泰姬陵在早晨呈現寧靜祥和之美。太陽初
升起時照射在潔白的大理石上十分適合拍照。
拜訪由 70 呎高城牆固守的阿格拉紅堡。裡面還有迦漢基爾宮、公眾大廳、私人大廳、
明珠清真寺等美麗的建築。整座建築寺方都有用紅色砂岩砌成的宏偉大門，內部則有美
麗的大廳、精緻的雕刻、巧奪天工的拱門、角柱還有梁柱。
驅車前往粉紅城市捷布。沿途參訪勝利之城- 法第普克里西城，1986 列入聯合國
UNESCO 文化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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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內皇宮、雕梁畫楝的覲見宮、土耳其
蘇丹宮、社交天井、流動涼水池、後宮、陵墓和印度最大的回教寺院 Jama Masj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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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替布賜僅使用 15 年(有的說 10 年)阿克巴一聲令下又遷回舊都，一度成為廢墟，被後
人稱鬼城。大門上刻有銘言:世界是座橋，行經它，勿在其上蓋屋；不要貪得無厭。想要
多一點時間的人必會想要得到永恆的生命。

住宿

金級

Marriott Jaipur (5*)

銀級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4*)

金級

Marriott Jaipur (5*)

銀級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4*)

捷布琥珀堡 > 風之宮殿



第5日


酒店用早餐
前往琥珀堡，印度皇室住處距此僅 11 公里遠。從前琥珀堡為皇室宮殿，縱使今日還是
能與附近建築和諧融合。我們將安排騎乘大象登上琥珀堡。這個城堡以前曾是王室的居
住地，現在的她是歷史與摩登並列，帶給來訪的客人另一種體驗。整體建築融合了印度
教和回教的文化，用紅砂岩和白色大理石打造。裡面最著名的觀光景點就是虛什瑪哈勒鏡宮，以嵌著寶石玻璃鏡片而聞名的地方。(旺季時大象有情緒問題，每日限乘人數超過
時，以吉普車替代。)
前往風之宮殿，捷布的地標之一，這個五層樓高的建築居高臨下的俯瞰這個古城，整座
城牆上佈滿了粉紅色蜂巢狀的窗戶，當初建成的目的是要讓皇室女眷可以透過些窗戶吹
吹風，看看熙來攘往的人群。由蒙兀兒和拉加斯坦兩種風格兼容所建成的城市皇宮博物
館裡到目前為止還居住著皇室成員，博物館的其他部分則展示了各種織品、畫作、手稿
還有特殊的武器。展示處有兩個巨大的銀甕，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製容器，裝滿水足
夠人飲用一年之久。城市皇宮博物的門口還有兩座石像守護。緊鄰著皇宮的是疆塔爾．
曼塔爾天文台，由拉加．傑．辛格所建，這位王公對於天文的熱情遠近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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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捷布 > 新德里 > 戰爭紀念印度門 > 古德卜高塔建築群 > 香港





第6日

第7日



旅館用早餐
退房後驅車回到新德里
參觀印度最有名的戰爭紀念印度門，由艾德華．路特洋所設計的 42 公尺高的大門是為
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印度軍人。而今門下有一把永遠燃燒的火焰稱做 Amar
Jawan Jyoti，用以紀念 1971 年在巴基斯坦戰爭中去世的無名軍人和殉道者。
拜訪古德卜高塔建築群，1993 列入聯合國 UNESCO 文化遺址，位於印度首都德里南部，
塔高 72.5 米，紅砂尖塔建於 13 世紀初。遺址的週邊分佈著 1311 年建造的印度回教的
宏偉壯觀的阿拉伊達瓦查(Alai Darwaza)和北印度最古老的建築於奎瓦圖-伊斯蘭時期
的兩座清真寺。從西元五世紀開始，那裡就矗立了一根鐵柱，迄今屹立不搖而且完全沒
有生鏽。據說只要抱住這個鐵柱並且許願，你的願望就會實現。結束後再開車經過總統
官邸、國會大廈。
晚上至國際機場搭乘返國班機。


香港

返回溫暖的家里

住宿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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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票包括:








印度航空或捷特航空來回新德里機票乙張
5 晚飯店住宿,名單見下
空調私家用車
英語導遊景點導覽
瓦拉納西 2 次恆河船之旅(1 早 1 晚)
內含每日早餐
行程所列景點門票。

出發人數

銀級酒店

金級酒店

2 人

HK$9,100/位

HK$10,500/位

4人

HK$8,600/位

HK$10,200/位

6人

HK$8,100/位

HK$9,500/位

每人

單人房附加費

HK$2,200/位

HK$3,500/位

HK$1,100

**餐食(如客人須要提供當地餐廳餐食(不包飲料)，附加費:

酒店名單:
銀級酒店

金級酒店

德里

City Park Airport (3*)

Jaypee Vasant Continental (5*)

瓦拉納西

Ideal Tower (3*)

Ramada Plaza JHV (5*)

阿格拉

The Retreat (3*)

Radisson Blu (5*)

捷布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4*)

Marriott Jaipur (5*)

條款及細則：

機票有效期 1 個月。

機票訂位確定後，需付報名訂金每位$2,000；套票確認後
會另行通知餘款付款期限。付款期限前不能清付餘款當作
自動取消，訂金恕不退還。

套票須最少 2 人同行，行程、航班必須相同，並必須於去
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記手續。

上述費用不包括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機場稅、燃油附加
費、當地機場稅、當地離境稅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

以上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需持有 6 個月有效期之旅遊證件方可出發，部份國家需簽
證。

不包含:
 印度簽證 (我司可代辦，香港特區護照收費為 HKD500，其
他護照收費不一)
 2 程內陸機票 (德里 - 瓦拉納西 / 瓦拉納西 - 德里)
 行程中未列之其他餐食(午餐及晚餐)或飲料**
 司機服務費 ( 5 美金/每人/每日)
 英文導遊服務費 (5 美金/每人/每日)
 因個人產生之各項收費:飯店電話、洗衣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