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印度11日深度遊
$2,900 • 出發日期： 3/14/2019, 10/17/2019, 11/28/2019, 12/19/2019

精選行程:

1. 胡馬雍陵Humayun Tomb–印度第一座花園陵寢

2. 古達明納塔Qutub Minar–印度最高的宣禮塔

3. 蓮花寺Lotus Temple–印度最美的宗教建築

4. 泰姬瑪哈陵Taj Mahal–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5. 阿格拉紅堡Agra Red Fort–印度三大紅堡之一

6. 風之宮Hawa Mahal–“粉紅之城” 捷布的地標

7. 琥珀堡Amber Fort–UNESCO世界遺產

8. 聖湖Pushkar Lake–印度人朝聖地之一

9. 皮丘拉湖Lake Pichola–007系列影片拍攝地

10. 象島石窟Elephanta Caves–孟買必遊景點

精選住宿:全程入住豪華5旅館，保證您旅途中

的休息質量。 

精選餐食:品嘗西式餐食及美味北印當地料理 

特色安排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用唯美的詩句在他的作品《太陽頌》

里描述這個文明古國-印度，令人想起一張張紗麗掩蓋住

的神秘的臉，眉間的硃砂，具有濃厚的印度宗教氣息。

深入印度金三角，觀賞印度昔日建築藝術，體驗印度傳

統人文風情。 

www.travelg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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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待遇

  贈送旅遊平安保險

  全程自由絕無購物

  每日贈瓶裝礦泉水

  酒店行李搬運服務

  經驗豐富領隊帶團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德里Delhi, 印度India
今日抵達德里，抵達後服務人員於機場接待，隨
即專車迎往飯店休息以消除長途飛行的疲勞。

【住宿】JW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第2天 德里Delhi
 甘地墓 Raj Ghat: 甘地墓是印度國父莫罕達斯·
卡拉姆昌德·甘地的陵墓，位於新德里的朱木
拿河畔，甘地墓佔地開闊，但墓園並不大，呈
凹形。四周有幾堵白色矮牆，矮牆外面是草
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遠的地方，有一圈黃石
高台，把整個墓園圍住。

 德里市區觀光:乘坐人工騎車Rikshaw Ride遊覽
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印度門India Gate。 

行車經過國會大廈Government Building。

 胡馬雍陵Humayun Tomb: 建於1570年，位於印
度首都新德里的東南郊亞穆納河畔。此陵是莫
臥兒帝國創始人巴卑爾之子，帝國第二代君主
胡馬雍及其皇妃的陵墓。胡馬雍陵是伊斯蘭教
與印度教建築風格的典型結合，並為印度第一
座花園陵寢。1993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古達明納塔Qutub Minar: 印度最高的宣禮
塔。古達明納塔是一個刻有阿拉伯語銘文
的古代伊斯蘭建築，它以紅砂岩和大理石為
建築材料，高72.5 米，共有379級台階，
直徑從底部的14.3米逐步縮小至頂層的2.7
米。1993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

 蓮花寺Lotus Temple: 是一座巴哈伊信仰的靈曦
堂，也是德里的主要名勝之一。目前是世界上
被訪問次數最多的建築物之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JW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德里Delhi  阿格拉 Agra
晚上欣賞印度舉世聞名的愛情歷史傳奇–泰姬陵歌
舞秀Mohabatein-Taj Show。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酒店午餐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Delhi – (230 km) – Agra

第4天 阿格拉 Agra
 泰姬瑪哈陵Taj Mahal: 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蒙兀
兒帝國沙迦罕王為愛妃泰姬瑪哈所建，敘述著
世界上最偉大的愛情故事！  

 阿格拉紅堡Agra Red Fort: 此城堡乃是阿克巴大
帝於1565年動工興建，城內大多數建築物都是
採用紅色砂岩建造而成，故稱為“ 紅堡”。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酒店午餐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第5天 阿格拉 Agra  法泰赫普爾西克里 Fatehpur 
Sikri  捷布 Jaipur

法泰赫普爾西克里Fatehpur Sikri: 又被稱作“勝利
之城”，是阿格拉的一個歷史悠久、宗教氣息濃厚
的城市。是阿克巴大帝的另一座宮殿式的建築群
體，包含數座宮殿，政府行政機關，清真寺等宗
教設施，以及花園，圖書館和醫院等。

 月亮水井Chand Baori: 是一座階梯井，位於印度



第7天 捷布Jaipur  普斯赫卡爾 Pushkar  
 ▲聖湖Pushkar Lake: 湖泊傳說是梵天神手上蓮花
掉落在地、湧出泉源形成，並擁有全印度唯一
主祀梵天神的梵天寺，因此朝聖者絡繹不絕，
全城白色基調，宛若印度小地中海。

 梵天寺Brahma Temple: 興建於14世紀，白色的
大理石寺廟端座於一座高台上，一道筆直的階
梯通往其中。一隻雕刻瑰麗的銀龜面對神龕蹲
坐在地上，它四周的大理石地板上裝飾著成千
上百個銀幣，上頭刻著捐獻者的姓名。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酒店午餐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Westin Pushkar Resort and Spa或同等級 
   酒店

Jaipur – (150 km) – Pushkar

第8天  普斯赫卡爾 Pushka  烏代浦 Udaipur
烏代浦Udaipur: 印度拉賈斯坦邦的一個城市。它坐
落在距離邦首府齋浦爾西南方403千米處，是舊時
梅臥兒國(Kingdom of Mewar)的都城。由於舊城的
建築幾乎都是白色的，因此又“白色之城“的稱號。
除了它的歷史，文化和風景秀麗的地理位置，它同
樣出名在它在拉其普特時期建成的宮殿，諸如位於
皮丘拉湖上聲名遠揚的水上宮殿。烏代浦也由此被
稱為了東方威尼斯。

晚上在洛克卡拉博物館觀賞木偶劇表演。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Lalit Laxmi Vilas Palace或同等級酒店
Pushkar – (280 km) – Udaipur

第9天 烏代浦 Udaipur 
 榮譽少女花園Saheliyon ki Bari: 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烏
代浦的主要花園和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它位於城
市北部，設有噴泉和報亭，蓮池和大理石大象。

 烏代布城市宮殿City Palace: 是一個宮殿建築
群，位於印度拉賈斯坦邦烏代布爾，建築年代
持續長達近400年，由土王烏代辛格二世於1553
年開始建造。它位於比焦拉湖東岸的高處，在
此可以欣賞該市的全景，包括比焦拉湖上的湖
之宮殿、島之宮殿、賈格迪什神廟和季風宮。
這些建築曾出現在詹姆斯·邦德電影《八爪
女》中。 

 猶太教寺廟Jagdish temple: 位於拉賈斯坦邦烏
代布爾中部的一個大型印度教寺廟，就在皇宮
外。它是烏代浦的一個主要紀念碑。

 皮丘拉湖Lake Pichola: 坐落於拉賈斯坦邦
的烏代浦，是一個人工淡水湖，建造於公元
1362年，名字源於附近一個叫做皮丘拉的
小村莊。湖中有2 個美麗多姿的小島，為其
增添了不少景色，被譽為印度最上鏡、最美
麗、最浪漫的湖泊。皮丘拉湖為烏代浦的靈
魂，正是擁有了皮丘拉湖，烏代浦才成為幹
旱的拉賈斯坦邦戈壁沙漠裏的綠洲，煥發出

拉賈斯坦邦齋浦爾附近，月亮井是拉賈斯坦邦
最受觀光客歡迎的景點之一，建造於西元800年
至900年之間，也是印度最深，規模最大的階梯
井之一。

 女神廟Harshat Mata Temple: 建於西元八、九世
紀，供奉歡愉女神哈沙特·瑪他。根據神話，
女神總是傳播快樂、喜悅和幸福。 

特別安排體驗騎乘駱駝。

捷布Jaipur:100年前為歡迎英國亞伯特親王，特將
全城房屋漆成粉紅色，故有「粉紅城市」之稱。
莊嚴肅穆的宮殿，七彩繽紛的市集，彌漫濃厚的
中世紀氛圍。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Jaipur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Agra – (35 km) – Fatehpur Sikri – (205 km) – Jaipur

第6天  捷布 Jaipur
 風之宮Hawa Mahal: 是印度齋浦爾的一座宮殿，
興建於1799年。其獨特的五層樓的外觀有953個
小窗口，類似於蜂箱。如此設計的初衷是為了
讓妃嬪們觀看下面的街道，而不被外面的人看
見，因為她們必須嚴格遵守蒙面的規定。風之
宮使用紅色和粉色砂岩砌築，位於齋浦爾商業
中心的主幹道上。在清晨日出時分，金色的光
芒中，特別壯觀。

 琥珀堡Amber Fort: 位於印度拉賈斯坦邦齋浦
爾以北11公里的山丘上，是齋浦爾地區的主要
名勝。琥珀堡用紅色砂岩和大理石建造。2013
年，琥珀堡作為拉賈斯坦邦的山地要塞的一部
分，被 UNESCO列為世界遺產。特別安排乘坐
大象登上城堡，感受古印度皇室貴族風範。

 ▲水之宮Jal Mahal: 是一座水上宮殿，靜靜漂泊在
傑爾瑪哈湖上，仿若方舟，又似孤島。 

 城市宮殿博物館City Palace Museum: 館內收藏
當時皇族所留下來的衣物、兵器、手稿、藝術
品等。

 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 Jantar Mantar Observato-
ry:十八世紀由傑辛格二世所建，有十六種造型
精巧有趣的天文觀測儀。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酒店午餐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Jaipur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代理旅行社:詳情請洽各大旅行社或菁英假期 www.travelgogo.com • 全美免費電話: 1-888-992-5988 • 傳真: 1-626-606-3097

Please save this PDF file to your computer before you can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m.

行程開始日期  
Tour Start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03/14/2019

$2,900 $1,100
10/17/2019

11/28/2019

12/19/2019

勃勃生機。特別安排夜幕降臨在皮丘拉湖泛
舟遊湖，欣賞湖上美景。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晚宴

【住宿】Lalit Laxmi Vilas Palace或同等級酒店

第10天 烏代浦 Udaipur 孟買 Mumbai
孟買 Mumbai: 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印度最大
的海港和重要的交通樞紐。素有印度“ 西部門戶”之
稱。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
城市之一。 

 ▲維多利亞終點站Victoria Terminus: 孟買郊區
鐵路一座歷史悠久的火車站。它作為印度中
央鐵路公司總部，是印度最繁忙的火車站之
一。2004年這座車站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
產。

 聖多馬座堂 St. Thomas Catherdral: 是印度孟買
的第一座聖公會教堂，建於1718年，現在是北
印度聯合教會在孟買的座堂。這座主教座堂在
2004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
保護獎優異項目獎。

 ▲孟買海濱大道Marine Drive: 是孟買南區一條3千
米長的林蔭大道。孟買海濱大道又被稱為女王
的項鍊，因為在夜間從高處觀看海濱大道沿線
的路燈如同一串珍珠。

【早餐】酒店早餐【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酒店晚餐

【住宿】JW Marriott Mumbai或同等級酒店

Udaipur – (by air) – Mumbai

第11天 孟買Mumbai 美國USA
 象島石窟Elephanta Caves: 位於孟買近海的象島
上，象島石窟寬宏雄偉，大多由岩石外部向內開
鑿，形成了一座座巧奪天工的地下神殿。1987
年被UNESCO列為世界遺產。搭船前往象島遊覽
石窟。

 威爾斯王子博物館Prince of Wales Museum: 建
於 1905年，16世紀伊斯蘭建築風格以威爾斯
王子得名。館內分為美術、考古學及自然史三
部分，收藏了印度各個時期的古典藝術品和雕
刻，其中以莫臥兒帝國的繪畫最為精緻。

 聖雄甘地紀念館Mani Bhawan Museum: 印度民
族主義運動和國大黨領袖甘地的故居，館內展
示了當年甘地思索非暴力哲學思想的各類書籍
及傳記等文件。

夜晚專車送往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家園。圓滿完
成難忘的印度11日之旅。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當地餐廳           
【晚餐】當地餐廳

*The above itinerary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TravelGoGo 
reserved the right to change or modify itinerary without prior 
notice; final itinerary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prior to departure.  
Tour order may also vary due to local weather, traffic or other 
unforeseen situation and our tour guide reserved the right to 
modify your itinerary when necessary. 
**Terms and Condition: please visit www.travelg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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