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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餐食:品嘗西式餐食及美味北印當地料理。

特優待遇

�� 個人隨身遊覽耳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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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安排

印度

北印金三角必遊景點:泰姬瑪哈陵（世界七大奇景之

一）、阿格拉紅堡、琥珀堡、風之宮殿、城市宮殿

博物館、天文台、卡修拉荷�(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

產)�、古達明那高塔、印度門、國會大廈、總統府...

獨家安排入住古皇宮改建的古堡皇宮飯店，體驗昔日

古堡風華、古代皇家生活。騎乘大象及恆河遊船。贈

送精美印度紗麗。

www.travelgogo.com
CST-21236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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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OMAN
阿曼

OMAN
阿曼

Abu Dhabi
阿布達比

杜拜

七星Burj Al Arab 帆船飯店享用豪華午餐。

搭乘傳統水上計程車Abra及沙漠衝沙體驗。



www.travelgogo.com

標誌:   ★- 入內參觀；    ▲- 景點外拍照

第1天 美國USA 德里Delhi, 印度India
今日搭機飛往神秘古國印度首都－德里，夜宿機
上。

第2天 德里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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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精選酒店自助晚餐

【住宿】JW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第3天 德里Delhi  瓦拉納西Varanasi
鹿野苑Sarnath:�佛教八大聖地之一，2500年前釋
迦牟尼佛解脫世俗後第一次佈道的地方，釋迦牟
尼佛向五個弟子初轉法輪的聖地。

��鹿野苑博物館Sarnath Museum:�是佛陀所有聖
地中最值得參觀的博物館之一，在這裡總共挖
掘出將近三百尊的佛像與重要碑文等古物，包
括阿育王石柱Ashoka Pillar遺跡。

��遊恆河Ganges River Boat ride:傍晚欣賞河岸邊點
燈及祭火儀式Evening Arti。印度是四大文明古
國之一，曾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著名的“ 恆河文
明”。恒河被印度人民尊稱�
為“ 聖河”和“ 印度的母親”。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
【晚餐】Radisson Hotel特製印度晚餐

【住宿】The Gateway Varanasi或同等級酒店
Delhi – (by air) – Varanasi

第4天 瓦拉納西Varanasi 卡修拉荷Khajuraho
��恆河遊船Ganges River Boat ride: 欣賞晨光，一
層層的薄霧瀰漫在河面上，一直到太陽完全出
現，看恆河畔的印度教徒在聖河沐浴、默拜等
生活習慣及傳統禮儀。�

��克久拉霍神廟東西性廟群Western & Eastern 
Group of Temples:廟宇以男女之間親密關係的
精緻雕像為主題，真實反應印度教意裡歌詠人

類繁殖生生不息的崇敬。觀賞列入聯合國自然
文化財產保護區，為最具有代表的印度建築藝
術之一。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酒店午餐�
【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The Lalit或同等級酒店
Varanasi – (by air) – Khajuraho

第5天 卡修拉荷Khajuraho  歐恰Orccha  捷西
Jhansi  阿格拉Agra

歐恰Orchha:坐落於貝德瓦河兩岸，中古風味十分
濃厚。城內可欣賞綠蔭山巒的景致，體驗當地悠
閒的生活步調。

��歐恰古城Orchha Fort:這個隱蔽於貝德瓦河畔的
靜謐古城，原意是隱蔽之地。建於16世紀，擁
有好幾座保留相當完善的歷史建築。

到達捷西Jhansi搭乘火車前往阿格拉Agra:世界七
大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的所在地。

傍晚您可以悠閒自在地漫步於阿格拉市區，保有
中世紀風，街道狹窄，往來人潮熱鬧可見。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
【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Khajuraho – (190 km) – Jhansi (by train) – Agra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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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之旅將為您拍攝團
體大合照以為您此趟印度之旅留下深刻的回憶。



第8天 捷布Jaipur  薩摩德Samode
▲風之宮殿Hawa Mahal:由953扇窗巧妙組成的高
大牆面，目的是給昔日宮中嬪妃觀看外面的花花
世界，又不必擔心其容顏受到外界窺視，設計別
出心裁，圖案富麗華美。

��琥珀城堡Amber Fort:建於17世紀，堡內城門雄
偉，宮廷建築引人注目。將安排騎乘大象體驗。

入住皇宮古堡飯店Samode Palace:差點被遺忘的古
堡，在設計師的巧手改造之下，成為極具美感且古
色古香的皇宮古堡度假飯店，讓您在此真正體驗古
代王族居住在城堡中的奢華。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
【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Samode Palace或同等級酒店
Jaipur – (50 km) – Samode

第9天 薩摩德Samode  德里Delhi 
德里Delhi:�印度最繁忙的首都。這裡經歷過印度
人、回教徒、蒙兀兒王朝還有英國的殖民統治。

德里市區觀光:�行車經過總統府President 
House、印度門India Gate、國會大廈Government 
Building。
��古達明那高塔Qutub Minar:建於1199年，為紀念
12世紀阿富汗回教國征服印度教王國所建。塔櫜
2.5公尺，為全印度最高的石塔。塔四周點綴著
阿拉伯圖文及可蘭經文，結合了波斯及印度式的
文化及藝術，是早期阿富汗建築的典範。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
【晚餐】歡送晚宴

【住宿】JW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Samode – (240 km) –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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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巴大帝陵Sikandara Fort:始建於阿克巴大帝
在位時的1604年，但直到他去世後的 1612-1614 
年間才建成。陵墓離阿格拉市中心約10公里，佔
地甚廣，由東南西北四座門樓簇擁著中央的主建
築。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印度風格午餐(無
餐具)【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Courtyard By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第7天 阿格拉Agra  捷布Jai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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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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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erva-
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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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請享用英式下午茶High tea。
��貝拉廟Birla Temple:位於捷布新城區，供奉毗濕
奴和吉祥天女。純白外墻不同於傳統印度廟宇
的彩色。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精選當地餐廳�
【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Jaipur Marriott或同等級酒店

Agra – (260 km) – Jai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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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日期 Departure Date 不含機票 Land Only 單人房差價 Single Room+

11/07/2017 $3,400 $1,400

12/19/2017 $3,600 $1,600

第10天 德里Delhi 杜拜Dubai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前往杜拜。抵達後轉往飯店辦
理住宿手續。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飛機餐�
【晚餐】精選酒店晚餐

【住宿】Hyatt Regency Creek Heights Hotel –  
Regency Room或同等級酒店

第11天 杜拜Dubai
��黃金香料市集Gold & Spice Souk:這裡擁有琳瑯滿
目、燦爛奪目的黃金藝品，及各式各樣的進口香
科，您可自由選購喜愛之金飾及紀念品。

隨後搭乘傳統★水上計程車 ABRA:跨過將都市分為
兩部份的杜拜灣，帶您欣賞兩岸的現代化建築，親
身感受這城市的獨特氣息。

��杜拜博物館Dubai Museum:由阿拉伯堡壘改建而
成。館內可看到杜拜從古至今的歷史遺蹟，運用
高科技設計出鮮活的多元呈現。

參觀世界頂級奢華的7星級杜拜卓美亞帆船酒店并
享用自助午餐。

帆船飯店內餐廳服裝穿著建議:

1. 男士請穿者有領子的襯衫、休閒長褲或牛仔褲
及不露腳趾的鞋子。

2. 女士請穿著較正式的上衣、及膝裙、長褲或長
裙、包鞋或休閒鞋、請勿穿著拖鞋、運動鞋。

��體驗沙漠衝沙。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帆船酒店自助餐�
【晚餐】BBQ晚餐與肚皮舞民俗表演

【住宿】Hyatt Regency Creek Heights Hotel –  
Regency Room或同等級酒店

第12天 杜拜Dubai  阿布達比AbuDhabi  杜拜Dubai
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

��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世界第三大清真寺。

大清真寺參觀服裝規定:

1. 男士:長褲+上衣長袖及短袖皆可，不可穿短褲
及無袖上衣。

2. 女士:長褲+長袖，需自行準備絲巾包頭，衣著
不能看出體態。

隨後，回到杜拜參觀▲世界最大的法拉利專門店，�
▲棕櫚島Palm Island，和▲杜拜商場Dubai Mall。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午餐】Emirati自助餐�
【晚餐】黎巴嫩式料理

【住宿】Hyatt Regency Creek Heights Hotel –  
Regency Room或同等級酒店
Dubai – (158 km) – Abu Dhabi

第13天 杜拜Dubai 美國USA
早餐後專車前往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家園。圓滿
完成令您終生難忘的印度、杜拜13日知性之旅。

【早餐】酒店自助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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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不包含國際段機票，包含第3天Delhi至Varanasi及第4天Varanasi至Khajuraho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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