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星印度 恆河聖地 皇室風華 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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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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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聖城瓦拉那西 Varanasi：瓦拉那西是一則比任何神話傳奇還要更早的傳奇…. 猶如一座印

度教文藝復興城市般佇立於恆河畔，同時也是北印度的文化中心。世界各地的印度教信徒不管來自多

遠，定期造訪這座聖城，印度教徒的人生 4 大樂趣是：「住瓦拉那西、結交聖人、飲恆河水、敬濕

婆神」。能夠在恆河畔祭拜、沐浴、淨身是上天給予最大的祝福！ 

 

 

鹿野苑Sarnath－佛教八大遺蹟之一：當年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次對弟子說法，為最早的佛教僧侶

與僧團。是佛陀初轉法輪之地並是古佛教的遺蹟，體驗佛陀在菩提樹下揭示五大苦行僧，「苦諦」、

「集諦」、「滅諦」與「道締」等四大聖締。這是佛陀悟道、脫離人生苦海的心得。 

 

 

藝術石廟群薈萃的卡修拉荷 Khajuraho：許多人對於卡修拉荷寺廟上令人臉紅心跳的性愛雕刻，或

多或少都會帶著不安分的遐想。廟宇上的性愛雕刻純粹是一種藝術及宗教形式的象徵。然而，卡修拉

荷寺廟的雕刻之所以離不開性愛的呈現，其主要是來自於宗教上的意義，印度教主要是供奉「濕婆

神」、「毗濕奴神」、「戴維女神」以及這些神祇的坐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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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之宮殿 Hawa Mahal：風之宮殿之名是源自於前來風之宮殿裡面的每個角落，都可以感覺有風吹

入。這座宮殿建於 1799 年，主要是由 953 扇窗戶構成，宮殿外觀為粉紅色及繪飾白色邊框和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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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室風華體驗～ 



 

喜福維納斯宮殿飯店 SHIV VILAS PALACE  : 以宮殿主題復興印度皇家之特點，結合了現代科技的

整體建設揉合維多利亞、波斯、蒙兀兒王朝建築學融合出秀麗而莊嚴的氣氛；以宮殿題材的主題來突

顯本身的純粹、豪華與皇家的盛大氣息。 

 

捷波宮殿飯店 JAYPEE PALACE : 波斯式的花園造景，酒店距離阿格拉的泰姬瑪哈陵僅約 2.5 公里。

讓您擁有充份的時間遊歷最有名的泰姬瑪哈陵以及阿格拉紅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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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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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12 : 40 

維斯塔拉航空 UK 671 德里 瓦拉那西 16 : 15 17 : 40 

維斯塔拉航空 UK 631 瓦拉那西 卡修拉荷 12 : 45 13 : 45 

中華航空 CI 182 德里 台北 1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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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瓦拉那西VARAN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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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往金磚四國之一的古國印度首都

─德里。班機抵達德里後，轉機前往恆河聖地-瓦拉納西。 

曾經，佛陀從近三百公里外的菩提迦耶獨行至鹿野苑，將自己證得的世間正法首傳授給五比丘。曾經，

佛、法、僧三寶在這裡初次齊聚一堂。曾經，六十位早期僧侶從鹿野苑出發，將佛法傳遍印度大陸。

曾經，這裡是僧侶聚集論法的教室、玄奘筆下的佛法修學中心。如今，這個法輪轉動的故鄉，擠滿人

來人往的觀光客和偶爾出現的比丘身影。 



瓦拉那西Varanasi：建於西元前800年的「光之城」，位於印度北部、恆河左岸，因為恆河在此180

度轉彎，且與另外兩河交會，被認為是奇蹟之城；中國唐朝高僧玄奘當年歷經千辛萬苦，最終要到的

極樂西天，指的就是瓦拉納西。它是印度教徒心中的聖地，當地擁有2千多座寺廟、100多萬尊佛像，

一年365天中，至少563個節慶。 

行車距離：德里 /（飛行約1小時15分）瓦拉那西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RADISSON HOTEL VARANASI 或 RAMADA PLAZA JHV VARANASI 或同級   

第二天  瓦拉那西VARANASI（恆河聖地）—鹿野苑SARNATH（佛陀初轉法輪地）

／卡修拉荷KHAJURAHO（性廟巡禮） 

一早前往印度聖河～【恆河GANGA RIVER】，迎接第一道曙光... 恆河等於是印度人的代表，身為

印度教徒的一份子，一生至少必須到恆河淨身一次。 

搭船遊恆河：欣賞日出，那一層層的薄霧瀰漫在河面上，一直到太陽完全出現，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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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已有三千年之久的傳統文化，放蓮花燈及參

訪印度教三千年來的傳統習俗，佛陀亦曾於此地以恆河的水來比喻無量無邊的眾生。並且可以看到印

度人的生、老、病、死，全靠恆河的難得景觀。延途可看到印度廟－巴拉特神廟、加里神廟等。 

鹿野苑Sarnath：佛陀圓寂大約200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此建立佛塔、佛寺，豎立一根巨大石柱、

達麥克塔等，紀念佛陀初轉法輪之地並是古佛教的遺蹟。 

鹿野苑與印度教聖城之間的距離僅10公里左右，此處為佛陀悟道後第一次說法的地方，故在佛教歷

史上被稱為「初轉法輪」。Sarnathe的名稱來自梵文，意思為鹿王。因為在佛教典故中，菩薩為了

保護此地的鹿群，避免被當時國王獵術，自已化身為鹿王，獻給國王，而國王也因此受到感動，從此

戒殺保護鹿群。阿育王當時在此建立許多佛塔與佛寺，並且禮遇佛教僧侶，並立起一座高達10幾公

尺的石柱，頂端刻有四面獅像，以紀念佛陀在此初傳道，獅像現今也成為印度國徽的圖案。 

卡修拉荷Khajuraho：濕婆神兼具毀滅和創生能力，且印度教徒們相信濕婆和性力女神的結合就是人



類創生的原動力。根據印度教的教義，宗教與性力、生育、多產有著密切的關係。卡修拉荷寺廟上雖

然是以描繪「性事」而馳名，但就整個寺廟的建造技巧和雕刻風格來看，可堪稱早期印度工匠最具代

表的藝術成就。 

航班飛行時間：瓦拉那西一（15分）鹿野苑一（15分）瓦拉那西/（2小時15分）卡修拉荷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印度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 RADISSON HOTEL KHAJURAHO 或 RAMADA HOTEL KHAJURAHO 或同級   

第三天 卡修拉荷KHAJURAHO—歐恰ORCHHA++++阿格拉AGRA 

回教民族入侵與蒙兀兒帝國統治  阿格拉 

曾經一度是全國政經、文化、藝術中心，尤其是阿克巴大帝的統一大業，更是輝煌，地位舉足輕重，

即使如今是一個地方小城，仍是全印度最富有蒙兀兒文化氣息的地方，阿格拉的泰姬瑪哈陵、紅堡也

為蒙兀兒帝國所留下的超越時空壯觀的建築遺跡。 

歐恰古城Orchha：坐落於貝德瓦河邊，富有濃郁中古時期的氣息，城內細緻的雕刻、設計與頗具規

模的城堡建築體，不難想像當時皇室的興盛與奢華，可欣賞綠蔭山巒的景色。雖然世界文明快速發展，

迄今生活步調依舊是悠閒。之後參觀皇室紀念塔、蒙兀兒皇朝宮殿… 

前往捷辛，搭乘懷舊火車(車程約2小時)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泰姬瑪哈陵的所在地－阿格拉。 

行車距離：卡修拉荷→（180公里）歐恰古城-賈西火車站++++（約2小時）阿格拉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印度式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式 

住宿：JAYPEE PALAC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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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前往大理石工廠以及圍巾店參觀，琳琅滿目的石器、手工刺繡、披肩等等讓您愛不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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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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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PEE PALAC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 同等級   

第五天 阿格拉AGRA—希金達拉SIKANDRA—夏恩芭歐利地下宮殿ABHANERI—

佳浦爾JAI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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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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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恩芭歐利地下宮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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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阿格拉-(約4公里)希金達拉-(94公里) 夏恩芭歐利地下宮殿-(150公里)佳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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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OT JAIPUR HOTEL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六天 佳浦爾巡禮  (安珀城堡、貝拉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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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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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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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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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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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安排：搭乘吉普車上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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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宮殿 SHIV VILAS PALACE 或 同等級 

 

第七天 佳浦爾JAIPUR-德里DELHI  

今日早餐後專車返回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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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伊靈曦堂Lotus Temple：由巴哈依教所興建的一座寺廟；巴海教是宣揚人纇和平統一、宗教與

科學調和的伊斯蘭新興宗教。與印度教的世襲階級制度不同，不論是誰都能來這裡進行純粹的祈禱、

冥想。因其以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巨大蓮花造型為外觀，所以又名「蓮花寺」。 



 

行車距離：佳浦爾-(約245公里)德里 

午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料理或印度風味 晚餐：中式料理或印度風味 

住宿：ITC WELCOME HOTEL 或 RADISSON BLU HOTEL 或 同等級   

第八天 德里DELHI／台北TAIPEI 

早餐後專車前往德里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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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餐食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