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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五星印度】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堡、瑜珈體驗 6 日 
 

NT:38,500 元/人 含稅簽、導領小費、晚餐西餐含水酒(每人一杯)、 

四人一台 WIFI 機  
 

行程內容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安排印度專業中文導遊，詳細解說，令您不虛此行。 

◎安排導覽耳機，讓您自在趴趴走，專業導覽不漏聽。 

 
◎特別安排~四人一台 WIFI 

 
1.特別安排四人一台網路分享器，如不使用亦不退費。 

2.此網路分享器皆與各不同電信公司配合，各國或各區的頻率不同故速度亦不同。 

3.電信於鄉村及郊外電信訊號較弱，此時分享器會有一直處於搜尋訊號狀態，請耐心等候。 





 



 
 

參考飯店 
◎德里 Delih 一晚~Country Inn & Suites 或同等級 

 
◎阿格拉 Agra 兩晚~Mansingh 或同等級 

 



◎齋浦爾 Jaipu 兩晚 r~Clarks Amber 或同等級 

 
  

 
參考航班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飛行時間 

第 1 天 07:20 11:50 桃園/新德里 中華航空 CI181 7 小時 

第 6 天 13:30 22:20 新德里/桃園 中華航空 CI182 6 小時 20 分 

＊ 以上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仍需確認以當團之班機為主 ＊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德里 DELHI─阿格拉 AGRA 
今日齊聚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成班機由台北直飛令人不可思議的國

度—印度。 

  

抵達首都-新德里後，後專車前往－阿格拉。位於印度的北方邦，有亞穆納河流經，初建於

六世紀早期，曾幾度成蒙兀兒王朝首都。1566 年阿克巴王從德里遷都至此，開始阿格拉的

輝煌時期，經歷三位知名蒙兀兒王阿克巴、賈汗吉爾和沙賈汗，在此建立流傳後世的代表建

築。今晚入住於此。 

 
 

住宿：五星 Mansingh 或 五星 Hotel Clarks Shiraz 或 五星 Crystal Sarovar 或同等級 

早餐 X：敬請自理  中餐 X：機上套餐  晚餐 O：飯店內自助餐  

 

第 2 天 阿格拉 AGRA【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堡、大理石廠、印度下午茶】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參觀雄偉壯觀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座落在亞穆納河

河岸花園間，為蒙兀兒帝國沙賈罕為其妻慕塔芝瑪哈所建，此陵由二萬名工匠費時 22 年才建造完成，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經形容過泰姬瑪哈陵是"tear on the face of eternity"，意為「在臉上的永恆

淚珠」的意思，充份表現出沙賈罕對其愛妃永恆紀念，鑲滿寶石的白色大理石建築，融合印度、波

斯、中亞、伊斯蘭教等風格，述說著世界上最偉大的愛情故事！ 泰姬瑪哈陵在 1983 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特別贈送每人一張團體合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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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偉的阿格拉堡和泰姬瑪哈陵一樣，是到阿格拉必定參訪的著名景點，

位於亞穆納河西岸，與泰姬陵遙遙相朢。此城堡乃是阿克巴大帝於 1565 年動工興建，具有宮殿和城

堡的雙重功能，城內大多數建築物都是採用紅色砂岩建造而成，因此稱為「紅堡」，此堡壘四周圍

繞著護城河以及城牆，助顯得神聖不容侵犯。城堡內護衛著包括賈汗季宮、哈斯瑪哈勒宮...等美麗

的宮殿，美麗的廳院、豐富多樣的石雕，精緻的橫樑、棟柱，值得一看。據說沙賈罕王晚年被其三

子囚禁於此堡內的八角形樓塔中，每日凝望著愛妻的陵寢直到撒手人寰。 阿格拉堡在 1983 年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午後接著安排享用 簡易的【印度式下午茶】，度過一個優閒的午後時光。 

爾後安排前往【大理石工廠】參觀，精美的雕刻另人嘆為觀止。 

  

★門票景點：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堡。 

★入內參觀：大理石工廠。 

★特別安排：印度式下午茶(茶或咖啡+餅乾)。 

 
 

住宿：五星 Mansingh 或 五星 Hotel Clarks Shiraz 或 五星 Crystal Sarovar 或同等級 

早餐 O：飯店內早餐  中餐 O：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 O：飯店內自助餐  

 

第 3 天 阿格拉 AGRA─艾芭奈麗 ABHANERI【哈莎特、瑪他女神廟、夏恩、芭歐利地

底宮殿】─咖哩烹調教學─齋浦爾 JAIPUR(粉紅城市) 
【哈莎特．瑪他女神廟 Hatshat Mata】為古印度帶來歡樂與光明的女神，衪降臨在美麗的艾芭

奈麗，神廟為當地建築的代表。  

【地下皇宮 Ghand Baori】印度式階梯井的代表作建築夏恩．芭歐利地底宮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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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特王想到了一個好辦法，由地表往

下挖掘，約挖 11 層樓的深度，造就一座歷史上華麗的地底宮殿。這座蘊含古人的智慧結晶－層層建

物往地底下開拓，最低處於冰涼水池之上，是夏季調節氣溫的奇想設計。 

【咖哩烹調教學】印度菜辛香口味多變，多使用各種香料搭配烹調，印度的家家戶戶都有自己專

屬的香料配方，烹調出來的咖哩也各有風味。印度的咖哩大多使用雞肉、羊肉或魚當底，加入辣椒、

茴香、薑黃粉等，再佐以洋蔥或番茄等辛香料混合烹製而成。今天特別安排咖哩教學體驗，認識印

度美食。 

   

續前往『金盞花大酒店』(The Best ExoticMarigold Hotel)精選拍攝景點，亦有「粉紅城市」美譽

之稱的─齋浦爾市今晚住宿於此。 

  

★門票景點：哈莎特．瑪他女神廟、地下皇宮。 

★特別安排：咖裡烹調教學體驗。 

 



住宿：五星 Mansingh 或 五星 Hotel Clarks Amber 或 五星 Clarks Amer 或同等級 

早餐 O：飯店內早餐  中餐 O：當地料理  晚餐 O：飯店內自助餐  

 

第 4 天 齋浦爾 JAIPUR【瑜珈體驗、琥珀堡、城市宮殿、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地

毯編織工廠、傳統服裝體驗、舞蹈表演】 
拉賈斯坦邦地區的粉紅城市－齋浦爾市，在 1876 年為迎接英國威爾斯王子的蒞臨親訪，將

齋浦原本淡灰色的建築、宮殿、城門、市集等，全部漆成粉紅色，外加白色邊框之故而聞名，

這股粉紅風潮到現今已經成為齋浦的特色。 

今早帶您體驗印度著名的【瑜珈冥想課程】(約 1 小時)，全世界或許只有在印度才能安排此

獨特的行程，印度人相信瑜珈可擺脫輪迴的痛苦，藉由深沈的觀想和靜定，直覺內在，尋求

心靈的平靜。。 

【琥珀堡 Amer Fort】位於齋浦爾城郊的一座山丘上，，依山勢興建極為壯觀，曾為印度首

都長達六世紀之久，佔地廣大的建築群建於西元 1600-1727 年間，由奶白、淺黃、玫瑰紅

及純白石料建成，遠看猶如琥珀，所以又稱之為琥珀堡。抵達後安排搭乘★吉普車上下琥珀

堡，讓您更輕鬆，，參觀由鑲滿寶石之寢宮及鏡殿看出當年皇室生活之奢靡及虛虛瑪哈又名

[萬鏡之宮]，叫人如置五里霧中，分不清何者為虛，何者為實。 

【城市宮殿 City Palace】融合拉賈斯坦式與蒙兀兒風格的城市宮殿，內有博物館；館內珍

藏無數蒙兀兒時期王宮貴族的用具與文物。城市宮殿內另有兩只純銀打造的巨大水缸最為特

別，據說是捷普王公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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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 Jantar Mantar】參觀十八世紀時由辛傑格二世所建的疆塔爾.曼

塔爾天文台，共有十六種造型輕巧有趣的天文觀測儀，至今還是非常準確。smarat yantra 

觀測儀高 27.4m，是天文台內最大的觀測儀，在日晷功能，則能以 2 秒鐘為單位測量出時間，

可見其儀器之大。 

【風之宮殿 Haw  Hawa Mahal】是由 953 扇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目的是給宮中婦女觀看

花花世界的管道，又可以掩護不愛外界窺視，外觀為粉紅色，這座五層式的建築從正面看好

像一座巨大的宮殿，其實內部只是一片厚城牆的寬度，風之宮殿的設計建造，其實是為了讓

昔日國王的嬪妃、宮女可以透過窗櫺觀看外面的街市，不必擔心自己的容顏被窺見。 

【水之宮殿 Jai Mahal】此宮殿為當初貴族因天氣燥熱蓋在水中的城堡。  

安排穿著【傳統服裝體驗】女性的服裝為紗麗，男性另有體驗印度傳統服飾。   

隨後前往參觀地毯工廠參觀純手工製作過程及印度女子所穿著的莎麗服。 

  

晚餐特別安排印度傳統舞蹈表演，您可以邊用餐邊欣賞印度舞者的曼妙舞姿。 

 

★門票景點：吉普車上下琥珀堡、城市宮殿、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 

★入內參觀：地毯編織工廠。 

★下車拍照：水之宮殿、風之宮殿。 

★特別安排：瑜珈課程體驗、傳統服飾體驗、印度傳統舞蹈表演。 

 
 

住宿：五星 Mansingh 或 五星 Hotel Clarks Amber 或 五星 Clarks Amer 或同等級 

早餐 O：飯店內早餐  中餐 O：飯店內自助餐  晚餐 O：飯店內自助餐+印度舞蹈秀晚宴  



第 5 天 齋浦爾 JAIPUR─德里 DELHI【市區觀光:蓮花寺、羅赭．迦特公園、印度門、

總統府＆國會大廈】 
今日參觀保有舊面貌的舊德里區： 

【巴哈夷教靈曦堂 Lotus Temple】其獨特的造型酷似蓮花，又名蓮花寺。建築物裡是禁聲

及禁止拍照，裡面空無一物，只作冥想沉思之用途，赤腳走在莊嚴的蓮花寺裡，讓人有淨化

心靈神奇功效！   (入內需脫鞋參觀，如遇週一或特殊節日休館，則改為參觀貝拉廟) 

【羅赭．迦特公園 Raj Ghat】為聖雄甘地石碑，印度國父—甘地的 1948 年遇刺後的火化

地點。公園內一黑色大理石築成的四方形，平台中央點著一把明火炬，象徵甘地精神永存。

根據印度教傳統，人往生後遺體須火化且骨灰須撒在河裡，此地並未埋甘地的屍骨，公園只

有一座石碑作為紀念，供人憑弔及追思。。 

行車經過【印度門 India Gate】建於西元 1921 年仿凱旋門風格，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

陣亡的印度將士而建。晚上印度門則打上燈光，成為德里的地標。英人統治印度時重建規劃

的總統府、國會大廈。 

  

★下車拍照：蓮花寺、羅赭．迦特公園。 

★行車經過：印度門、總統府、國會大廈。 

★特別安排：印度有名的坦都里烤雞+烤餅。 

 
 

住宿：五星 Country Inn & Suites 或 五星 Golden Tulip 或 五星 Lemon Tree Gurgaon 或同等級

早餐 O：飯店內早餐  中餐 O：坦都里烤雞風味餐 晚餐 O：印式中華料理  

 

第 6 天 德里 DELHI／桃園 
今日享用早餐過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北。班機於今日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此次

難忘的印度 6 天之旅。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早餐  中餐 X：機上套餐  晚餐 X：機上套餐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簽證說明 

※印度：需辦印度電子簽證：請備妥以下相關資料： 

 1.護照彩色掃 1:1 掃描或正本(回國日起算效期六個月以上.本人需簽名，不得塗改)。 

 2.六個月內彩色白底近照 1 張(寬 5 公分 x 長 5 公分、無露齒、臉部清晰、需露耳、白色背景)。 

 3.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請按原比例用 A4 紙 copy 清楚)。 

 4.填妥印度旅客基本資料表 。 

 5.工作天:約 5 天。 

 6.電子觀光簽證一年只能申請 2 次。 

※.未滿 18 歲父母未同行需附英文父母同意書+父母親身分證影本 。 

※.持外國護照者，請於持照國當地辦妥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