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天印度金三國(亞格拉、新德里、齋浦爾)、泰姬陵、喀什米爾古國探索遊
BINA/BINB

第1天
第2天
第5/6天
第6天
第8天
第8/9天

香港 / 孟買
孟買 / 齋浦爾
新德里/ 香港
新德里/ 斯里納迦
斯里納迦/ 新德里
新德里/ 香港

9W075
9W2053
9W072
9W605
9W606
9W072

1915 / 0005+1
1835 / 2005
2245 / 0620+1
1115/1235
1330/1455
2245 / 0620+1

(注意：航班時間，最後以茶會資料為準。)
喀什米爾

行程特點
★ 全程享用酒店豐富自助式早餐
★ 泰姬陵 ~ 象徵沙查翰皇對蒙泰
姬˙瑪哈皇后永恆的愛。亦
是世界七大建築奇蹟之一
★率先暢遊印度生活指數最
高、最繁榮及最富有的經貿
商業大城市「孟買」，並住
宿一晚酒店
★ 遊覽孟買宏偉的建築「印度
之門」
★ 前往有粉紅色城市之齌浦爾
觀看由953道扇窗所組成之
風之宮
★ 包乘大象登上有萬鏡之宮的
琥珀堡，感受古印度皇室貴
族風範
★ 包印度著名傳統的印度歌舞
表演
★ 住宿2晚有東方瑞士之稱的喀
什米爾豪華船屋
★ 全程旅途中包每日一支礦泉水
★ 包一小時瑜珈課程，由印度
瑜珈大師教授，使閣下親身
領略其博大精心奧秘
琥珀堡

出發日期、價目
出發日期、團費及建議服務費，請參閱價目
表，旺季期間均有加班團(詳情請與特約旅行
社職員查詢)

Day 1
香港
孟買
Hong Kong
Mumbai
是日由翠明假期經驗豐富領隊陪同下，乘坐捷特
航空公司豪華客機飛往印度城市~孟買。抵達後專
車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EMERALD或WESTEND或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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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 斯里納迦

B
BIN
天
9
INA
6天 B
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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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

1 阿格拉
齋浦爾

1 孟買
香港

Day 2
孟買 ~ 市內觀光 ~
維多利亞火車站(世界文化遺產) ~
威爾斯王子博物館 ~ 印度門
齋浦爾
**〈孟買
齋浦爾﹕直航內陸機〉**
Mumbai ~ City Tour ~
Victoria Terminus(UNESCO) ~
Prince of Wales Museum ~ Gateway of
India
Jaipur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位於阿拉伯海海
濱、於1911年為紀念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到訪而建
的印度門。建築帶有古吉特拉式風格，融合波斯文
化的特色，是孟買地標與象徵，也是政府迎接各國
貴賓的重要場地。而在當年最後一批英國軍隊，就
是從這裡離開印度，正式成全印度獨立。繼而前往
「世界文化遺產」之維多利亞火車站，車站建於
1887年，是維多利亞混合歌德式建築，四周地面
又融入印度宮廷式建築特有風格。及後前往孟買最
大、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威爾斯王子博物館。
是為了慶祝威爾斯王子於1905年首度到訪印度而
建。博物館的外觀就非常值得欣賞，它座落在花園
的中央，館藏以雕塑品和迷你精緻畫聞名，尤其是
來自象窟、古吉拉達邦的石雕最具價值。另外還
有印度河谷文明的陶器、印度教神像石雕、裝飾
藝術、武器、海洋歷史、歐洲繪畫等藝術品(此站
不設入內參觀)，團友只可藉此機會拍攝其宏偉外
觀。午餐於當地餐廳。稍後乘內陸航機飛往齋浦
爾。齋浦爾曾經是沙漠王國拉迦斯坦省之首都，市
內建築多由此地盛產的紅砂岩建造，故有『粉紅色
城市』的稱號。抵達後乘專車返回酒店。晚餐於酒
店餐廳。
住宿：MANSINGH或CLARKS AMER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Day 3
齋浦爾 ~ 瑜珈課程 ~ 風之宮殿 ~ 天文台 ~
城市宮殿博物館 ~ 琥珀堡(乘大象或吉普
車登堡) ~ 萬鏡宮
Jaipur ~ Yoga Class ~ Hawa Mahal ~
Jantar Mantar ~ City Palace ~
Amber Fort ~ Sheesh Mahal
早上特別安排一小時免費正宗瑜珈課程。及後早餐
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風之宮殿。宮殿南面的
牆，經過細雕鏤空設有953個小窗，是古代國王為
了給宮中妃嬪可以在宮內觀看宮外熱鬧情景而建。
及後前往古天文台，建於1716年的天文台，觀測
天象之精密準確，至今仍可準確計算出時間及星宿
位置，定能讓閣下對天文台加深了解。遊罷乘車前
往城市宮殿，此殿是十八世紀初期建造，內有精巧
繪畫、博物館及衣飾博物館，展示當時宮中生活的
情況。稍後乘車前往市區東北面山上的琥珀堡，團
友可騎大象漫步於這個歷史古都或乘吉普車前往。
﹝印度旅遊局基於安全理由，且大象數目正不斷
減少，故如輪侯時間太長，將改乘吉普車前往，
敬請留意﹞。因堡內很多宮殿的大理石門窗、牆壁
均用琥珀鑲嵌成各種圖案及花紋，故被稱為「琥珀
堡」。而在傑．辛格三世(Jai Singh III)時，因他喜
歡夜空中的星星，於是在一座八角形寢宮內從四周
牆壁到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嵌貼萬片玻璃鏡片，只
要點一盞燈或臘燭，整個宮殿便反射出奇妙閃爍、
點點亮亮的「繁星」，故被稱為「萬鏡宮」。午、
晚餐於酒店餐廳。
住宿：MANSINGH或CLARKS AMER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Day 4
齋浦爾 ~ 地氈廠 ~ 亞格拉 ~ 泰姬陵 ~
亞格拉堡(紅堡) ~ 法特普．
西克里(勝利之城)
Jaipur ~ Carpet Factory ~ Agra ~
Taj Mahal ~ Agra Fort(Red Fort) ~
Fatehpur Sikri(City of Victory)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參觀地氈廠，團友可自
由選購手工精美的地氈以作紀念。稍後驅車前往蒙
兀兒皇朝之首都∼亞格拉。首先前往參觀世界七大
建築奇跡之一「泰姬陵」TAJMAHAL。這神奇完
美的建築背後，有著一段感人肺腑的不朽愛情傳
奇。當年沙查翰皇為紀念蒙泰姬．瑪哈皇后興建這
座陵墓。陵墓採用純潔的大理石為主要材料，陵內
並配以寶石鑲飾而成。整個工程耗費龐大，動用無
數工人，將歷代先王所累積下來的國庫幾乎用之一
空，施工期長達二十二年時之久。沙查翰兒子因痛
恨父王的痴情而耗盡國庫，篡位後遂將他囚禁在亞
格拉堡的茉莉塔內。使沙查翰王每天只可從茉莉塔
內淚眼遠眺約1公里外的泰姬陵，以慰藉心靈上對
紅堡

亡妻思念。被幽禁了九年的老國王終在抑鬱悽楚中
病逝。及後前往隔河對岸的亞格拉堡。亞格拉堡因
取材於紅砂岩建造而成，故又名「紅堡」。印度主
要的紅堡分別位於德里、亞格拉和西克里，按面積
大小而分，最大的是位於亞格拉的紅堡，與德里的
紅堡同爭光輝。抵達後前往亞格拉堡眺望茉莉塔和
遠處的泰姬陵，從而感受一下當年沙查翰王對泰姬
沉重而無助的思念。亞格拉乃古皇都所在，故城內
融合了回教與印度教色彩，宏偉且奢華。遊罷前往
法特普．西克里古城。蒙兀兒王朝第三代的阿卡巴
大帝(Akbar)於1570年在亞格拉城西南方約35公里
外小山丘上新建一座王城，並由亞格拉城遷都該城
及取名「法特普．西克里」，又名「勝利之城」原
因是阿卡巴王為紀念祖父彪炳的戰績及鞭策自己效
法先祖的大無畏戰鬥精神。在繁盛時期，此城曾一
度成為印度北部的政治、貿易、文化中心，但經過
十二年後，卻因氣候變化導致水源完全乾涸，最後
遭受廢城的命運，皇都重返亞格拉。午、晚餐於當
地餐廳。
住宿：MANSINGH或CLARKS SHIRAZ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紅堡

Day 5/6
亞格拉 ~ 新德里 ~ 印度門 ~ 國會大廈 ~
總統官邸 ~ 甘地紀念碑 ~ 蓮花廟 ~
民族歌舞晚宴
香港
Agra ~ New Delhi ~ India Gate ~
Parliament ~ Rashtrapati Bhavan ~
Gandhi Monument ~ Lotus Temple ~
Folkore Party
Hong Kong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驅車前往新德里，遊覽新德
里市內名勝。新德里是一個現代化城市，高樓大廈
林立、圓形的國會大廈座落於康諾特廣場。此廣場
酷似法國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印度總統官邸是新
德里重要的地標之一，外觀融合了蒙兀兒與西方格
調，擁有巨大的銅製圓頂。而「印度門」更模仿
巴黎「凱旋門建造」。隨後途經印度國父--甘地紀
念碑等古跡。午餐於中國餐館。餐後驅車前往蓮
花廟，此廟形狀似蓮花，由百多塊純白雲石建築
而成，並由6個藍色聖泉所圍繞著，彷似在蓮花池
中。晚餐於當地餐廳及欣賞印度傳統歌舞表演。參
加6天BINA之團友於餐後即安排專車前往機場，乘
機由新德里直航飛返香港，航機於第6天早上抵達
香港國際機場。
(早、午、晚餐)
參加9天BINB(喀什米爾)之團友，於第5天晚餐
後，即入住新德里酒店休息。
住宿：SIDDHARTH 或同級酒店(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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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姬陵

參加9天BINB(喀什米爾)，第6天行程如下

Day 6
新德里
喀什米爾 ~ (斯里納迦)
New Delhi
Kashmir ~ (Srinagar)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乘內陸客機飛往有「東方瑞
士」之稱的喀什米爾首都∼斯里納迦。這個種植花
草林木的的古城建於公元三世紀、人種、風俗及生
活習慣均異於印度本土。午餐於豪華船屋。餐後驅
車前往參觀蒙兀兒花園(MUGHAL GARDEN)。花園
位於喜瑪拉雅山麓，風景自然優美，蒙兀兒王朝建
成的這個舉世無雙的花園，奇花異卉，稱得上世外
桃園。晚餐於豪華船屋。
住宿：DELUXE HOUSE BOAT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Day 7
斯里納迦 ~ 古爾瑪 ~ 多爾湖 ~
參觀地氈廠
Srinagar ~ Gulmarg ~ Dal Lake Cruise ~
Carpet Factory
早餐後前往有「花之牧場」之稱的古爾瑪。置身於
這平坦高原，一望無際的綠草如茵，蔥蔥的森林令
人心曠神怡，眼界大開。這美麗的高原春天時百花
盛開，冬天白露皚皚，為著名的滑雪勝地，這裡亦
擁有世界最高(海拔2700米)最大及最美麗的高爾夫
球場。午餐於豪華船屋。餐後乘小船暢遊多爾湖，
沿途風光如畫。稍後參觀地氈廠，手工巧奪天工，
團友可隨意挑選各款心愛地氈。晚餐於豪華船屋。
住宿：DELUXE HOUSE BOAT或同級酒店
(早、午、晚餐)

Day 8/9
斯里納迦 新德里 ~ 自由購物 香港
Srinagar
New Delhi ~
Free For Shopping
Hong Kong
早餐後再一次欣賞這湖光山色的多爾湖，繼而乘內
陸機飛返新德里。由於航班時間，是日午餐自備。
抵達後專車返回市區自由活動，團友可自由前往露
天市集，搜購當地特式土產如涼鞋、服裝、印花布
床單或銅製花瓶等，各式其色手工藝品。晚餐於當
地餐廳。餐後安排專車前往機場，乘坐捷特航空公
司豪華客機飛返香港。航機於第9天早上抵達香港
國際機場。
(早、晚餐)
備註：行程之任何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
或休息，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