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來 斯 樂 旅 遊 

   南印度人間天堂、印度教 12 日 
美國國家地理旅人雜誌經過兩年審查，於 1999 年選出 50 個真正的旅人此生必遊之地。南印度的喀拉

邦更被選為人間十大天堂之一。喀拉拉在印度語就是「椰子之鄉」的意思，位在印度西南方，地形多

元的喀拉拉邦，包含了：瀑布、潟湖、陽光海岸、綠野，展現熱帶原始風光，那裡的人民過著安寧幸

福的日子，見識一個完全不同的印度。 

 



【行程特色】 

1. 精心策劃特色行程： 

【特殊景點】  

◎南印度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文化之旅：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石窟藝術雕刻文化的大本營，包括

阿旃陀石窟、艾羅拉石窟，不但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且面積之大令人驚嘆！而石窟雕刻藝術之精緻，

令人咋舌！ 

◎喀拉拉邦是富庶的人間樂土，國家地理雜誌將它列為『人生必遊 50 處』中，10 個人間天堂之一，椰

林海灘、純樸自然的美景是其最大特色。 

◎泰米爾納度邦是藝術的文化寶藏，自古以來就很少受外族影響，所以完整的保留著印度教的文化，

寺廟建築、雕刻藝術，皆為代表特色。 

◎造訪海上香料之都－可欽，明朝鄭和七次下西洋皆停靠此港。 

◎搭乘國家公園遊船進入佩里亞野生動物保護區，最能輕鬆的享受大自然之寧靜美。 

◎庫馬拉康因其土壤氣候和自然環境，成為候鳥遷徙停留之地，特別安排搭傳統「船屋」遊覽文伯納

德湖並在此住宿一夜，欣賞夕陽美景，成片的椰林水鄉，更是古印度阿育吠陀藥草養生療程最佳的

地方。 

◎馬哈巴麗普蘭不但擁有美麗的海灘，同時石雕藝術及寺廟建築更是精品寶藏。 

 

【特殊世界遺產景點】 

◎參觀六處世界遺產：印度孟買、維多利亞火車站、阿旃陀石窟、艾羅拉石窟、瑪哈巴利普蘭神廟群

及南印度的「卡塔卡莉」舞蹈（口述與無形人類遺產）。 

 

2. 減少旅途舟車勞頓： 

【特殊交通工具景點】 

◎搭船前往象島，參觀建於西元 6 至 8 世紀所建的「象窟」。 

◎安排「10 大人間天堂」喀拉拉邦的阿樂裴迴水遊船之旅，欣賞運河為生的村莊和動植物。 

◎搭船遊覽佩麗雅野生動物保護區，體驗生態之旅！ 

 

3. 精心安排食宿風味餐： 

特別安排平均每天至少品嚐一餐當地美食，以餐食的多樣化與豐富的內容，滿足您挑剔的味蕾，體驗

當地傳統風味，一場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住宿以四、五星飯店為主或當地具有特色之酒店。 

◎全程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早餐。 

◎中式料理六菜一湯、西式料理三道式。 

 

4. 豐富旅行紀念： 

◎特別安排南印度著名的「卡塔卡莉」舞蹈，此為喀拉拉文化的表徵，約 600 年歷史，是南印度口述

與無形人類遺產，其以戲劇、舞蹈、音樂、詩詞、服裝、臉譜及宗教祈福方式呈現，以訴說三千年前

人們的生活，素有「歷史窗口」之稱。 



出發日期：12/03、3/03 

 

第 01 天 台北香港孟買 MUMBAI(印度) 

CX 401/663 1555/1800、2010/0010+1 (飛行時間 02：05、06：30 時) 

今日搭機飛往印度第一大城－孟買，她位於印度的西邊，臨阿拉伯海，同時也是全國最大的

工商、金融中心。原本只是個由七個小島組成的小漁村，後來英國人用填海的方式將七個小

島聯結而成為半島，發展至今已成為全印度最大城市。這裏也是全球最大的影 3 城，孟買每

年製作的電影有九百部，印度人暱稱為「寶萊塢」。於隔日凌晨抵達後隨即接往酒店休息。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 

       【宿】：TAJ PRESIDENT 或 TRIDENT NARIMAN POINT 或同級 

 

第 02 天 孟買奧蘭卡巴 AURANGABAD 

AI 442 1525/1645  (飛行時間：01：20 時) 

        今日孟買市區觀光包括：孟買的▲海濱大道，是當地市民沿途散步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位

在南孟買最高點的馬拉巴爾山的▲空中花園、地標▲印度門；建於 1887 年至今仍在使用的 ▲

維多利亞火車站和其附近的▲克勞德福市場；建於 1905 年有回教風格、宏偉壯觀的★威爾斯

王子博物館，館內收藏著考古文物、藝術品及繪畫等。午後搭機飛往奧蘭卡巴，這個城市曾

經是蒙兀兒最重要、最具爭議性也是最後一位盛世的國王奧朗哲布所大力發展的城市。 

早餐：旅館內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RAMA INTERNATIONAL HOTEL 或 LEMON TREE 或同級 

 

第 03 天 奧蘭卡巴 AURANGABAD 92km 阿旃陀石窟 AJANTA CAVES 92km 奧蘭卡巴 

        上午前往建於西元前二世紀至七世紀的 ★阿旃陀石窟，此石窟曾經荒廢了千年之久，直至十

九世紀初英國軍官約翰·史密斯因獵虎而發現此保持完整的佛教石窟。中國唐代僧人玄奘遊學

印度﹐於 638 年(唐貞觀十二年)到達南印度摩訶剌陀國，也曾提到石窟，是文獻最早的記載。

阿旃陀石窟建於瓦和河畔的石壁內，呈馬蹄形狀，共有 29 座石窟，而分別建為佛殿、寺廟、

僧院及精舍等不同大小的廳院。石窟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壁畫，用以描述佛祖的生平與前世

的生平史蹟。阿旃陀壁畫和雕刻的優秀藝術，不僅對後來印度的美術產生了巨大作用，而且

對於東方佛教所曾傳布的國家和地區﹐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中國莫高窟的壁畫，日本法隆

寺的壁畫，還有斯里蘭卡錫吉里耶的壁畫都與之遙相呼應。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RAMA INTERNATIONAL HOTEL, LEMON TREE 或同級 

 

 

 

 

 

 



第 04 天 奧蘭卡巴 24km 艾羅拉石窟 ELLORA CAVES 24km 奧蘭卡巴孟買 

AI 441 2020/2135 (飛行時間：01：20 時) 

上午往另一個重要石窟遺址 ★艾羅拉石窟建於綿延兩公里長的玄武岩上，共有 34 座石窟，

且分為 12 座佛教、17 座印度教、5 座耆那教等三種不同宗教的石窟，其中以第十六號石窟的

印度教凱拉薩神廟最雄偉壯觀，它建於八世紀中期，是紀念克里希納國王戰爭勝利而建的，

高約 33 公尺、面積是希臘雅典巴特農神殿的兩倍大，約耗時 150 年才完工，這座神廟是祭拜

印度教濕婆，更象徵濕婆神之偉大。今天將逐一參觀這些偉大、壯觀的石窟雕刻文化，並領

略數千年歷史的印度文化的精緻。下午回到奧蘭卡巴，參觀有”小泰姬瑪哈陵”之稱的★比

比卡瑪巴拉陵，它是由建造泰姬瑪哈陵的沙賈汗的孫子為其摯愛的母親所建的陵寢。傍晚前

往機場搭機飛返孟買。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TAJ PRESIDENT 或 TRIDENT NARIMAN POINT 或同級 

 

第 05 天 孟買可欽 KOCHIN 

AI 681 1705/1915(飛行時間 02：10 時) 

上午★搭船前往象島，參觀建於西元六至八世紀所建的 ★「象窟」，內共有 9 座各種不同的

濕婆神的巨型浮雕，真是鬼斧神工、栩栩如生。午後搭機飛往印度香料之都－可欽，可欽位

於喀拉拉邦，此邦是國家地理雜誌選出『人生必遊 50 處』中，10 個人間天堂之一。自古以來

可欽就是「海上香料之路」必經之地，明朝鄭和下西洋七次都曾在此停駐，也或許是此處漁

網大都是中國式之因。今晚觀賞 ★「卡塔卡莉」舞蹈，此為喀拉拉文化的表徵，約六百年歷

史，是南印度口述與無形人類遺產；其以戲劇、舞蹈、音樂、詩詞、服裝、臉譜及宗教祈福

方式呈現，以訴說三千年前人們的生活，素有「歷史窗口」之稱。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TRIDENT HILTON HOTEL, LE-MERIDIEN, HOLIDAY INN 或同級 

 

 

 

 

 

 

 

 

 

 

 

 

 

 



第 06 天 可欽 55km 阿樂裴 ALLEPPEY 

        可欽是喀拉拉邦的首府，是濱臨阿拉伯海的優良海港，素有「阿拉伯海皇后」的美譽，今日

將參觀可欽包括：16 世紀葡萄牙人建的，現在是博物館的★荷蘭宮殿壁畫；16 世紀建的▲猶

太教堂，是大英國協中最古老的猶太教堂；1503 年建的▲聖法蘭西斯教堂，是印度最古老的

歐洲教堂。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著名的▲香料街就在猶太區，這裡也是古董區，隨後前往海

邊欣賞櫛比鱗次的十五世紀的▲中國式漁網。隨後前往阿樂裴，此地的海邊擁有金色沙灘及

可可椰林的海岸，這就是喀拉拉邦迷人的地方，它有全世界遊客嚮往的金色椰林沙灘，而不

遠處卻是自然又寧靜的河岸，這就是國家地理雜誌將喀拉拉邦列為 10 大人間天堂的原因吧！

來一趟★迴水遊船之旅，乘坐當地傳統的「船屋」，欣賞以運河為生的村莊和兩岸的椰子林；

船夫現場烹調別具特色的當地餐，喀拉拉邦大米、椰香料理等作為今日的午餐。除了欣賞兩

岸風光外更可感到寧靜的幸福，航行於印度最長的湖也是喀拉拉邦最大的湖--文伯納德湖區水

道上，欣賞叢林中飛揚的野鳥、水禽及岸邊捕魚的漁夫或是成群的小水鴨！特別安排住宿船

屋體驗當地傳統生活，欣賞夕陽美景、附近寧靜與純樸的小鎮、空氣中充滿著芬芳及平和。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遊船上當地餐 

【宿】：潟湖水道活動船屋 

 

第 07 天 庫馬拉康 160km(約 4 小時) 堤凱蒂 THEKKADY 

庫馬拉康，因其土壤氣候而擁有大片的紅樹林、稻田和椰林。著名的鳥類保護區有著許多種 

候鳥遷徙來此，如水鳥、杜鵑、鴞梟和西伯利亞鶴等。前往堤凱蒂，午餐後前往★佩里亞野

生動物保護區，搭船來一趟生態之旅，欣賞此地的野生動物及野鳥生態，沿著密集的森林圍

繞的湖岸巡航，可以讓我們看到依賴河邊生活的野生動物如水鹿、大象、野豬等。隨後前往

★香料園參觀如：肉桂、茴香、豆蔻、胡椒….等植物。抵旅館後可自行安排古印度阿育吠陀

(AYURVEDA)藥草養生療程，這個療程意思是指如何維繫生命或長壽的知識。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GREENWOOD RESORTS 或 POETREE SAROVAR PORTICO 或同級 

 

第 08 天 堤凱蒂 143km(約 4 小時) 馬都萊 MADURAI 

上午前往位於泰米爾納度邦，以寺廟建築為核心的馬都萊市。午餐後，參觀▲甘地紀念博物

館。傍晚時分前往馬都萊市最著名的景點，也是當地信仰中心－★美納克希神廟，始建於七

世紀，而現在所看到的規模是十八世紀才完成的，神廟外牆高大且擁有 12 座高約 50 公尺裝

飾非常繁華的哥普羅塔門，內部的千柱廳更是藝術的極品，每一根石柱就代表一位神祇的化

身。每日晚間皆有盛大的▲祭祀送神儀式，將安排於晚餐後回到廟內從旁觀賞見證，深刻體

驗屬於在地的宗教生活。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TAJ GATEWAY PASUMALAI 或 HERITAGE MADURAI 或同級 

 

 

 



第 09 天 馬都萊清奈 CHENNAI 

SG 3526 1800/1905 (飛行時間：01：05 時) 

今日上午參觀馬都萊納雅克王朝國王十七世紀所建的★提盧馬萊宮殿，是融合達羅毗荼和伊

斯蘭建築風格的宮殿，被認為是南印度奇觀之一。市區的▲馬里亞曼大水池，池中島上有座

獻給象頭神的印度廟。每年一或二月為慶祝納雅克國王誕辰日的慶典活動即在此舉行，月圓

的晚上，燈光點綴照映水面，五光十色煞是美麗，吸引許多印度教的朝聖者。下午搭機飛往

舊稱馬德拉斯的清奈。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CROWNE PLAZA CHENNAI ADYAR PARK 或 TRIDENT CHENNAI 或同級 

 

第 10 天 清奈 55km 馬哈巴麗普蘭 MAHABALIPURAM 50km 麥拉波 5km 清奈 

瑪哈巴麗普蘭擁有綺麗的海灘，也是以寺廟建築及石雕藝術而聞名，自西元前一世紀以來就

是個貿易港，當累積財富之後，文化自然就很發達。 瑪哈巴麗普蘭素稱“七寺城”，在此參

觀▲海岸神廟、▲阿周那修行浮雕、▲克里希納（阿周那的軍師兼馬伕，又稱黑天）奶油球、 

▲五座石窟藝術、▲五座馬車…等藝術極品。下午參觀麥拉波有名的濕婆神廟★卡帕利錫瓦

拉爾寺。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旅館內自助式 

【宿】：CROWNE PLAZA CHENNAI ADYAR PARK 或 TRIDENT CHENNAI 或同級 

 

第 11 天 清奈 

清奈是泰米爾納度邦的首府和最大城，鄰孟加拉灣，有「南印度的大門」之稱，是重要的港 

口和產業重鎮。這裡有多元化族群和豐富的藝術與文學。參觀★政府博物館、▲聖安德魯教 

堂、▲甘地紀念館、▲帕塔薩提神廟等。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香港。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內        午餐：當地餐              晚餐：當地餐 

【宿】：機上 

 

第 12 天 清奈香港台北 

CX 632/474 0200/0935、1130/1135 (飛行時間：05：05、01：45 時) 

上午飛抵香港轉機並飛回到台北，結束神秘南亞之旅。 

 

 

 

【特別說明】： 

          1. 行程表中標示★為入內參觀，標示▲為下車參觀，標示 為世界文化遺產。                    

          2. 行車時間及距離依實際路況為準。 

          3. 航班、飯店與餐食僅供參考，確定行程以出團前之行前說明會為主 

 

 



【所需證件】： 

          1. 護照正本。自出發日起需有九個月以上之效期。 

          2. 護照上需有持照人本人簽名，且不得重覆簽名。 

          3. 六個月內 2 吋彩色照片 4 張。 

          4. 六個月內 5*5 公分彩色白底照片 1 張 

          5.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未領有身分證之子女，得以戶口名簿或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替代) 

          6. 個人基本資料 (家裡電話及公司名稱、電話、地址、職稱)。 

          7. 工作天：10 天。如您需要提早或個別延後簽證，請提早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