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札西德樂假期 菩提迦耶+恆河聖地+古文明全覽+國內 2 段機 

印度十天朝聖+古文明貴族巡禮心靈之旅 

  
文字曰：印度叫做“眾神與信仰之國” 

但是，如果那裡是天堂，我們所在的就是地獄嗎？ 

如果將那裡稱為地獄，我們這裡就是天堂嗎？ 

天堂，地獄都是諸神主宰的世界，為什麼不去那裡看看呢？我看到了什麼？。。。。。 

特別規劃 朝聖+古文明貴族巡禮 感受印度極大落差的生活 
 歷經三代皇帝建造的 Agra Fort 阿格拉堡(1983) 、和世界七大奇景—Taj 

Mahal 泰姬瑪哈陵(1983)。讓您感受有內涵的深度之旅。 

 佛陀苦行及證道聖地 .............................. 菩提迦耶。 

 佛陀初轉法輪聖地 .................................. 鹿野苑。 

 探訪古代印度佛教最高學府和學術中心-【那爛陀大學】遺址 

 【瓦拉那西古城】搭船欣賞【永恆之河】恆河美麗的日出奇景。 

 【卡修拉荷】列入聯合國自然文化財產保護區，大膽描繪世間男女情慾。 

 【捷布】盡覽粉紅城市，城市宮殿博物館、風之宮殿，歷史藝術價值極高

令您回味無窮。 

 【國內 2 段機】輕鬆又節省時間。 

 特別安排印度傳統瑜珈體驗課程，讓貴賓感受身心靈的寧靜。 

 早晚餐皆在飯店享用豐盛的自助餐(德里安排中式料理)，讓貴賓住得舒適

吃得衛生又健康。 

 經驗豐富、服務熱誠的專業領隊及隨團導遊，讓您充分感受貼心服務。 

 費用已包含：含稅簽 1600、導遊司機領隊等服務小費(每位貴賓每日美金 

10 元)。 

 10月~3月份為當地最佳旅遊季節，11月份之溫度早晚約25度,中午約25-30

度。 

 ★貼心贈送：免費體驗瑜伽課程！贈送每人每天 1 瓶礦泉水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公司  CX565  TPE/HKG  13:45/15:45 

印度航空公司  AI-317  HKG/DEL  18:05/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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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1 臺北 taipei /香港/德里 Delhi 

今日齊集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香港飛往印

度首都－【新德里】。抵達後專人接機，隨即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早餐：x     中餐：x    晚餐：x 
住宿: ITC Dwarka 或同級 
 

DAY 02 德里(Delhi) →帕特納 airport (PAT) AI409 (07:15 / 08:55) →( 110 Kms / 2.5 

Hrs)王舍城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比哈爾( Bihar)首府--巴特

那~其名來自於佛教和耆那教經書裡面所提及的華

氏城(Patali)或波吒厘子城(Pataligrama)，此城舊時

曾是摩揭陀王朝的國都，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

經過千百年的歷史變遷，位於加格拉（Ghagra）、宋

河（Son）與甘達克（Ganda）三水交匯處，恆河流

淌到這裡看起來更像大海，氣勢恢宏，奔流不息。午餐後前往【那爛陀】，此城

名原意是『賜蓮之地』或『神知之地』，佛陀曾在那爛陀一帶講經宏揚佛法，後

來那爛陀更成為佛教學術思想的一大中心，前往參訪【古代佛教大學遺蹟】，及

為玄奘大師的母校，5 世紀至 12 世紀， 這裡是佛教學的一大中心。7 世紀玄奘

在此留學時，來此求學的僧人達到 1 萬多人。中國很多的著名僧人都來此留學，

如玄奘、玄照、義淨、智弘、無行。【那爛陀大學】遺址，那爛陀以古代學府著

稱，是世界上成立最早且最為完善的大學。從考古文物和考古過程發現這裡是一

座建築複雜、規模宏大的大學遺址。它由 gupta 皇帝們出資興建，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大學遺址之一。佛教和耆那教的兩位聖祖皆參觀過這座大學。據記載中國

大唐慧恩和尚曾在這裡學習和任教很多年。接著前往【王舍城】參觀玄奘紀念堂。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 Hotel Rajgir Residency 或同級 

 
DAY 03 王舍城 →菩提迦耶 ( 80 Kms / 1.5 Hrs) 

早餐後，前往【靈鷲山】，靈鷲山是有名的佛教聖

地，中國古代的高僧墨寶、玄樊、義淨都到這裡參

拜和居住過，山頂據說是當年佛陀講法華經的聖

地，佛陀曾於此地駐達 12 年之久，並參訪玄奘大

師及阿難尊者所居住的洞穴，佛陀亦曾於此講經達

五年之久。午後前往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竹林精

舍】，摩揭陀國王舍城迦蘭陀長者為佛陀及其弟子

的生活態度所感動，捐獻竹林園，讓頻比沙羅王建造精舍，叫作迦蘭陀竹園，是

為迦蘭陀長者所有。之後驅車前往【菩提伽耶】，菩提伽耶又稱菩提道場，是印

度佛教四大聖地之一，位於印度東北部恒河支流帕爾古河岸，因相傳這裡是佛祖



釋迦牟尼在菩提伽耶樹下得道成佛之地，故這座小城遂成了佛教信徒心目中的聖

地。四世紀斯里蘭卡國王來此朝聖，在佛得道處建大菩提寺，被毀後經由十四世

紀緬甸國王重建。【摩訶菩提寺 Mahabodhi Temple】是菩提迦耶的中心，這座

小城市古稱為迦耶 Gaya，由於佛陀在此成道，菩提的意思等於 BUDDHA 覺
者之意，此地就被稱為菩提迦耶，能夠來到佛陀成道聖地是許多佛教徒的心願。

在摩訶菩提寺手機是絕對禁止攜帶，沒有辦法在此打卡或攝影，帶相機進去就要

酌收攝影費用(約 100 盧幣)，身上有帶相機要另外購票才可以進入。摩訶菩提

寺（正覺大塔），佛陀在這座寺院旁的菩提樹成道，加上寺廟造型呈現尖塔外貌，

也被稱為正覺大塔，摩訶菩提寺廟總高約五十二公尺，這個金字形的佛塔，是延

續二世紀的佛塔造型而來。特徵便是在佛塔頂部有層層循上漸小的傘蓋。禮朝【正

覺大塔】、【菩提樹】、【金剛寶座】...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Hotel Bodhgaya Regency或同級 

 

DAY 04 菩提迦耶→瓦拉納西(Varanasi) (260 Kms / 06 Hrs) 
清晨繼續參訪佛陀開悟成佛的地方~七處佛陀成道前禪

定觀想地~菩提迦耶的菩提樹，是昔日佛陀靜坐 7 天 7 夜

之後，終於參悟佛理的地方。樹下有佛陀打坐之金剛寶

座，大塔周圍石欄栒上刻有阿育王時代幾何圖案。在正

覺大塔內可自費參與更換佛衣及加持，並於大精舍周圍

繞塔。於早餐後更可環繞菩提迦耶參觀世界各國所建立

的道場，如泰國寺、不丹皇寺、錫金寺…。 
午後專車前往古城【瓦拉納西】，此地和古羅馬城同樣擁

有『永恆之城』的美名。佛陀亦曾於此地以恆河的水來

比喻無量無邊的眾生。印度人

視瓦拉那西為最神聖的城

市，並稱之為「永恆之城」，因為印度教三位最主要

的神之一濕婆神，是此城的守護神故又稱「濕婆之

城」。事實上，此城歷史悠久，其文物至少可追溯到

佛陀時代。長遠以來，都是印度學術及宗教文化的中

心，城中充滿着傳統色彩。依到達時間~若時間引許

可參訪夜晚的恆河夜祭~(恆河當地道路大巴無法進入

~須轉當地人力車(125/人盧幣)進入)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Rivatas Hotel 或同級 

 

 

 



DAY 05 瓦拉納西 → 鹿野苑 ( SARNATH ) →卡修拉荷  

參考航班: 瓦拉那西/卡修拉荷 印度航空 12:25/13:15 
清晨前往【恆河】迎接第一道曙光,遊恆河及參訪

印度教三千年來的傳統習俗，不同裝束的印度教

徒都懷著虔誠的心靈，來到恒河邊盡情沐浴，享

受聖水的洗禮，以求用聖水沖刷自己身上的污濁

或罪孽，並將此視為莫大的榮幸。由於前來的人

太多了，歷代王朝於是先後在河兩岸修築了大小

64 個臺階碼頭，供人們作沐浴禮拜之用。教徒們相信，在他們的一生之中，至

少要有一次來到恆河沐浴淨身，並希望死後能在這聖城的聖河邊舉行火葬，把骨

灰撒入恒河。因此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信徒會在這裡接受洗禮、進行火葬，每年

都有超過百萬以上的印度教徒來此聚集沐浴淨身並舉行大型宗教集會。對他們來

說，瓦拉納西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佛陀一生教化民眾，無數次渡過恆河，佛經

中亦無數次提到恆河之沙。【搭船遊恆河】(如須要金鋼沙請自備小布袋及聖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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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鹿野苑(佛陀悟道後第一次遇五比丘處五比丘迎佛塔)】，參觀佛

陀初轉法輪之處─【達美克塔】、【阿育王石柱】、【法王塔】，

【僧房遺址】及佛陀第一次結夏安居的【摩鍵陀俱提寺】。

當年 釋迦牟尼佛就是在鹿野苑初次對弟子說法。當時在佛

陀旁邊聽法的 5 位比丘和尚，是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僧侶與

僧團。約佛陀入滅後大約兩百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

在此建立佛塔和佛寺，並且豎立 1 根巨大的石柱，以紀念

佛陀初轉法輪之地。阿育王石柱四面都刻飾有獅子雕像，目前印度紙鈔上就是以

這個古印度徽章作為標誌。如時間許可將前往【鹿野苑博物館】。該館完工於西

元一九一○年，大廳所陳列的雕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獅子柱頭。它曾是阿育王

石柱的頂冠，高達二點三一公尺，包括四部分。底座是鐘形，覆以內捲的蓮葉雕

刻。上面是圓形的柱頭板，刻有四種奔跑的動物，包括象、鹿、馬和獅子，大廳

的南半部陳列有佛陀的立像和坐像，其中有一個石碑，由四塊石板組成，上面刻

有佛陀從出生、成道、轉法輪到涅槃的情況。另一個石碑則是佛陀八相成道圖，

其中四個圖與上面所述類似，另外四個圖分別是弟子以蜜供養佛陀、佛陀降服狂

象、佛陀從三十三天下降人間及佛陀在舍衛城顯神通化身千萬。結束參訪後搭乘

國內班機前往以性廟聞名於世的卡修拉荷。 

【卡修拉荷】10-13 世紀時昌德拉(CHANDELLA)王朝的首都，在西元 950~1050

年之間，是卡修拉荷的全盛時期，當時印度教寺廟多達 80 幾座。觀賞列入聯合

國自然文化財產保護區，大膽描繪世間男女情慾，栩栩如生之【東西南性廟群】，

此為最具有代表的印度建築藝術之一。航班飛行時間：瓦拉那西／2H15MINS
卡修拉荷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五星級 RADISSON KHAJURAHO 或同級 
 
DAY 06 卡修拉荷→歐恰→阿格拉 

【歐恰古城】坐落於貝德瓦河兩岸，富有濃郁中古時期的氣息，城內可欣賞綠蔭

山巒的景。迄今生活步調依舊是悠閒，雖然世界文明快速發展。之後參觀皇室紀

念塔、蒙兀兒皇朝宮殿…… 

之後前往捷辛，搭乘懷舊火車(車程約 2 小時)前往世界七大奇景泰姬瑪哈陵的所

在地－阿格拉。 

【阿格拉】曾經一度是全國政經、文化、藝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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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行車時間及參考行車距離：卡休拉荷／漢西火車站(180 公里；中途停歐

恰古城散步觀光) 漢西／阿格拉 (約 2 小時)(火車之旅)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五星級 Jaypee Palace Hotel 或同級 
 
DAY 07 阿格拉 Agra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 , 阿格拉堡 Agra Fort) →地下皇宮→

捷布 

早餐後，驅車前往蒙兀兒王朝首都—阿格

拉，參觀『泰姬瑪哈陵』為蒙兀兒帝國君

王－沙迦汗為其皇后所建造之陵墓，1631

年開始興建，費時 22 年才完成。主體全

為白色大理石構成，寶石鑲嵌成的花草圖

案作為裝飾，為世界七大古建築奇蹟之

一。 

午後隨後參觀【阿格拉城堡 AGRA FORT】建於 1565 年 ，由護城河及城牆環

繞之紅色沙岩城堡，城堡內有多種不同建築風格之宮殿群，故又稱紅堡，與首都

德里的紅堡齊名。這座城堡雄偉壯觀，城內的宮殿畫梁和牆壁上精巧的雕刻與設

計，仍隱約保存著昔日富麗堂皇的風貌。16 世紀，阿克

巴大帝選中了阿格拉堡的城址建立首都，並在 1573 年建

成了這座古堡。堡內有著名的 “謁見之廳”，是莫臥兒

王朝帝王接見大臣、使節的地方。亞格拉城堡建築是印

度伊斯蘭藝術頂峰時期的代表作，1983 年被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內有一座八角形的石塔小樓，登臨塔頂，可以看到舉世聞名的泰姬陵。

http://xindeli.alltrip.cn/jingdian/7320
http://xindeli.alltrip.cn/jingdian/45772
http://xindeli.alltrip.cn/jingdian/7320
http://agela.alltrip.cn/
http://agela.alltrip.cn/jingdian/45774


據說當年沙賈汗被其子幽禁在這座古堡時，就經常默默地坐在小樓中，懷著無限

的思念之情眺望泰姬陵。【八角塔樓】阿格拉紅堡裡頭其中一個建築，據說是沙

賈汗王晚年被囚禁遙望愛妻陵墓的所在地，因為如此更是見證了這段不朽的愛

情。更是聯合國保護的文化遺產。 
特別安排 2012好萊塢大片～『金盞花大酒店』(The Best ExoticMarigold Hotel)
精選拍攝景點：艾芭奈麗 ABHANERI 小鎮的夏恩‧芭歐利地底宮殿(CHAND 
BAORI)及哈莎特．瑪他女神廟(HARSHAT MATA) 
【哈莎特．瑪他女神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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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式 STEP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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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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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捷布的水之宮殿，

堪稱異曲同工之妙。  
前往拉賈斯坦省首府－捷布。參考行車距離：阿格拉／255KM 捷布 
【捷布】為拉賈斯坦省之省會；有『粉紅城市』之稱的捷布，起因於 1876 年為

了迎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夫婿艾伯特親王蒞臨訪，下令漆成粉紅色。當你看到

這座古老城市中所有的建築幾乎都是粉紅色的，一定嘖嘖稱奇，陽光將這些建築

照得發亮，尤其是黃昏時分的色彩襯托更為美麗。這股粉紅遍及全市的城門、宮

殿、市集建築…..，還好捷布的粉紅色調偏磚紅、砂岩紅，不至於流為一般俗麗

的粉紅。安排參觀全印度最大的商業傳統市集，七彩繽紛的市集，彌漫濃厚的中

世紀氛圍。這裡匯集全印度的手工藝品。捷布處處都有意外的驚喜，美麗的印度

廟屹立在山腰、廟前千百隻嬉戲的鴿子，無論身穿長裙臉披洋紅嫩黃面紗、滿戴

銀器首飾的女士，或裹頭巾的男子及東倒西歪的駱駝車，皆如夢幻般，令您流連

不忍離開。依到達時間~參訪當地七彩繽紛的市集~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MANDAWA  HAVELI (貴族古蹟飯店) 或同級 

 
DAY 08 捷布 Jaipur (安珀堡 Amber Fort /城市宮殿博物館 City Palace Complex / 風

之宮殿 Hawa Mahal)  

早餐前附加了瑜珈冥想課程(請貴賓換穿舒適

有彈性的衣褲)。印度人相信瑜珈(Yoga)可擺脫

輪迴的痛苦，藉由深沈的觀想和靜定，尋求心

靈的平靜，當地的導師(Guru)以簡單的瑜珈動

作，引導大家保持靜默平和，感受印度修身養

心的過程。早餐後驅車前往【安珀堡】，又稱琥

http://agela.alltrip.cn/jingdian/45774


珀堡；貴賓們將乘坐吉普車，登上美麗城堡。此城堡建於 1592 年，為築於山丘

上厚實城牆環繞的古城堡，其城堡內之宮殿群皆採用黃褐色的大理石為建材，顏

色如琥珀一般美麗。勝利廳，乃大君接見貴賓之大廳，是琥珀堡內最美麗的宮殿，

宮殿四壁都鑲嵌著寶石與彩色玻璃鏡片，所有又被稱為『鏡廳』。結束參觀後返

回飯店午餐與休息； 

午後再安排參觀【城市宮殿】（建於 1728 年，融合拉

賈斯坦及蒙兀兒建築藝術之精華，其華麗無比的宮殿

內展示眾多的珍貴文物。捷布舊城內有好幾個傳統

市集，都是當地主要的購物區。【風之宮殿】由 953

扇大小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其目的是給宮內婦女觀

看外面世界。位於風之宮殿前面的【崔波萊市

集】，出售物品包括拉賈斯坦地區的黃銅器、皮革製品、布料、織品和民俗

手工藝品，經常可以看到各國遊客雲集。拉賈斯坦地區的織品、印花、蠟

染和手工繡布，多半鑲嵌有鏡片、亮片，或繪飾有駱駝、孔雀、大象、花

朵、植物等圖樣，具有豐富的色彩和主題，充滿濃厚的民俗味。這些繡布

和織品，都分別製成服飾、門簾、桌巾、床單等，具有實用和收藏價值。  

早餐：飯店內     中餐：飯店自助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MANDAWA  HAVELI (貴族古蹟飯店) 或同級 
 

DAY 09 捷布 Jaipur →( 249 Kms / 06 Hrs)德里/香港 

優閒的享受美好早餐後~上午驅車返回新德里，安排

德里當地的中式餐廳~午後市區新舊德里纜車觀光(ex: 

印度門、總統府...) 【國會大廈】英國統治印度時期，

由英國所精心設計之新德里區，是現代德里的象徵，

在寬廣草地上，圓形列柱成排，呈現優雅的格調。 
【總統府】原為英國殖民地時總督府，融合印度傳統

式樣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式樣。 
【印度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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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參觀【古特伯高塔】被稱為“印度斯坦七大奇跡”之一，1193

年由奴隸王朝第一個國王古特伯·烏德·丁開始修建，後由其繼承人在 14 世紀中葉

最後完工。塔高 73 米，塔呈赭紅色，由紅砂石建成。塔身

上鐫刻阿拉伯文的《古蘭經》經文和各種花紋圖案。塔內

有 397 級臺階，可由此直登塔頂懸台。關於塔的起源，很

多人相信建造此塔是為了象徵當時穆斯林在印度的統治。

塔旁之 QUW-EATUL 清真寺（印度最古老的清真寺），同

時建於 1193 年，為德里年代最久的古蹟，整組建築被聯合

國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餐後今晚歡送會，特別安排在

飯店豐盛的自助晚餐，讓貴賓對本次印度之旅留下深刻的

回憶！  



住宿：參考航班:德里/香港 23:05/06:50+1 

DAY10 香港/臺北 taipei 

準備搭乘印度捷達航空公司的豪華班機，經香港轉機飛往臺北，結束此次印度  

古文明與蒙兀王朝假期貴族巡禮之旅，返回溫暖的家，相信此次文化精  

華之旅，必可在您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住宿：甜蜜的家  
 

參考航班:  

印度航空    AI310   DEL/HKG   23:15/06:50+1 

國泰航空公司 CX530  HKG/TPE   08:50/10:45 

 

費用包含: 

台北經香港飛德里經濟艙團體機票 ( 含兩地機埸稅和燃料稅 )。 
二段國內班經濟艙機票。( 含機場稅 )  
國際線來回經濟艙機票印度簽証費。 
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交通費、門票。 

兩佰萬履約保障險、二佰萬責任險、3 萬意外醫療給付。 

 

印度簽證所須証件: (5-7 個工作天)  

１．護照正本（需有六個月以上效期）。  

２．身份証影印本。 

３．5X5 公分彩色照片 1 張美簽規格。         
４．公司名片+手機電話。申請人手機號碼、住家電話、公司名稱、職務和電話。 

 
費用不含: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建議每人每天美金 10 元。 

護照新辦之工本費用 NT.1500 元。（辦護照需準備：彩色 2 吋相片 2 張、身分

證正本、申請人和緊急聯絡人電話~工作天 7 天）。 

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 

飯店行李、餐廳服務生、象夫、船夫等小費，請適度給予鼓勵。(每次每件美金 1 

元)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備註: 

旅遊平安保險，敬請旅客自行斟酌投保。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

容辦理。 

本行程之出團名稱、航班及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未出席行前說明會者，一律

以郵寄方式送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