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度 金三角 + 杜 拜 豪華 12 天
INDIA

Golden Triangle

+ DUBAI

Luxury Tour

最佳季節： 2018 年 1 月 9 日 (小團出發 上限 24 人)

全程豪華 5 星酒店 ★ 德 里 ★ 阿 格 拉 ★ 齋 浦 爾
帶您輕鬆走訪北印度最閃亮六大世界文化遺產
★ 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

★ 阿格拉古堡 Agra Fort

★ 法塔赫布爾西格里 Fatehpur Sikri

★ 胡馬雍陵 Humayun’s Tomb

★ 簡塔曼塔天文臺 Jantar Mantar

★ 顧特卜古塔 Qutab Minar

乘大象。坐人力三輪車 獨特好玩體驗
★ 齋浦爾乘大象登上琥珀堡 Amber Fort
★ 德里坐人力三輪車穿梭古老市集

精心嚴選及安排地道餐食。衛生無疑慮
★ 印度全程於五星酒店
享用豐富 早餐及晚餐
★ 午餐於景點區優質餐廳
更充分利用觀光時間

謝赫扎伊德清真寺 Sheikh Zayed Mosque
建立 9.5 公尺的小山丘上，白色典雅的外觀，襯在蔚藍的天空下，顯得
格外莊嚴。整座清真寺皆以意大利大理石材打造，內部以數以萬計的寶
石貝殼鑲嵌，充滿伊斯蘭風情，這裡是擁有全球最大圓頂的清真寺。

中東 沙漠中的奇跡：杜拜 + 阿布扎比 Dubai & Abu Dhabi
遊覽過精彩印度之旅後， 乘搭 阿聯酋航空 直航飛往杜拜
最舒適 及 稱心安排 ★杜拜 5 星豪華住宿 包 所有活動門票
感受東西文化交匯, 古老傳統與現代奢華結合的阿拉伯城市
★ 帶大家登上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哈里發塔 Burj Khalifa Tower】
★ 於【杜拜購物中心】 觀賞音樂水舞噴泉 (比 Bellagio 酒店 噴泉大四分之一)
★ 遊覽中東阿拉伯半島上最富裕的國家 阿布扎比 ；【觀賞大清真寺】 及 市區巡禮
★ 一同走訪【黃金、香料市集】、【杜拜博物館】，更會乘坐【水上的士 Abra】
★ 踏上世界第六大奇跡 【 棕櫚島 Palm Island 】，安排於著名【亞特蘭提斯飯店
Atlantis The Palm 】享用自助午餐。

★ 四輪驅動吉普車沙漠馳騁之旅
當然亦可體驗騎駱駝的滋味!

Day 1: 加拿大 溫哥華  印度 新德里
Vancouver Canada  New Delhi India
今日集合於溫哥華國際機場，乘搭 Air Canada 加拿大航
空公司，乘直航機前往神秘古國印度首都─新德里。

Day 2: 德里 Delhi
班機於本天下午抵達新德里，這裡為印度第三大城，也是
全國政治、文化經濟和交通的中心。通關後前往酒店休息
及享用晚餐。

Day 3: 德里 DELHI

Day 5: 亞格拉  捷普 // Agar  Jaipur
首先參觀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
一的【泰姬陵 Taj Mahal】，
UNESCO 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保護名單。此陵墓為蒙臥兒帝
國沙賈汗王對其愛妃所立下的
永久紀念。泰姬瑪哈陵的造型
完美無缺，她的平衡、對稱更
是建築學上的奇蹟，雖然其主
體建築為白色大理石，但仍有
各種顏色的寶石、翡翠、孔雀
石、馬賽克、水晶等，鑲嵌而
成美麗的圖案與花紋，泰姬瑪
哈陵的藝術名聲因而獲得後世
極大評價。之後驅車前往拉賈斯坦省首府-捷普。又名粉
紅城的捷普，是一座印度的傳統古城，全市古蹟保存完整
無缺，令人印像深刻流連忘返。並且可以在這裡可以看到
比人命更值錢的聖牛，在街上無拘無束的遊蕩。途徑【法
塔赫布爾西格里 Fatehpur Sikri】UNESCO 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保護名單。十六世紀阿克巴大帝所建的勝利之都，
花費十六年才建造完成，城內多用紅頁岩興建各式豪宅，
充滿穩健厚實的風味。我們更到訪一個小村莊
Abhaneri，它的【月亮水井 Chand Baori 】舉世聞名。

全日市區觀光新舊德里：【顧
特卜塔及其古建築 Qutub Minar】UNESCO 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保護名單。十三世紀所
建造的融合印度教與回教色彩
的五層石塔，是德里最具代表
性的遺跡。【印度門 India G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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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馬雍陵 Humanyuns Tomb】UNESCO 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的保護名單。這座伊斯蘭風格的建築建於 1556
年，配合幾合型的噴泉庭園，非常的迷人，為後代蒙兀兒
建築的典範，又有「德里的泰姬瑪哈陵」之稱。【賈瑪清
真寺 Jama Masjid】參觀這座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及乘三
輪車穿越【月光市集 Chandni Chowk bazaar】琳琅滿目 Day 6: 捷普 Jaipur
的錫器、香料、紅茶….等零售攤位，見識異國在地生活 今天探索中世紀氣氛濃厚的捷
的生動景象。
普市。 【琥珀城堡 Amber
Fort】建於一座名叫琥珀的山
Day 4: 德里  亞格拉 // Delhi  Agar
丘上而得名。特別安排你【騎
早上參觀【蓮花寺 Lotus Tem乘大象】上山參觀。城堡內面
ple】巴哈夷教之靈曦堂，其
積較大，有數座獨立建築物。
獨特的造型酷似蓮花，故名
【疆塔爾‧曼塔爾古天文臺】
「蓮花寺」。下午驅車前往亞 堪稱全世界最大的石造天文
格拉，參觀歷經三代皇帝建造
臺，目前共有 16 種造型精巧
的【亞格拉堡 Agra Fort】由 有趣的天文觀測儀。之後參觀捷普石最著名的景點-【風
阿克拜大帝建於 1565 年，歷經 3 代皇帝一直到沙賈汗才
之宮殿】。獨特的設計使宮殿內每一個角落都能感受到微
完成，八角塔樓是沙賈汗王晚年被囚禁遙望愛妻陵寢之
風吹過，因此得名。美麗的磚紅色建築群令它成為最受歡
所。建築相當壯觀，共蓋了 95 年，光護城牆就蓋了 9
迎的拍照景點。【城市宮殿博物館 City Palace Muse年，城牆長達 2.5 公里，高 20 公尺，全部採用紅色沙岩
um】：建於 1726 年，是為了紀念曼辛格大公而建造。
砌成，因此又稱紅堡。

Day 7: 捷普  德里 // Jaipur  Delhi

Day 10: 杜拜 Dubai

本天驅車返回德里，抵達後參觀壯觀的【阿克薩達姆神廟
Akshardham】，位於新德里亞穆那河畔，佔地 100 公
頃。該廟由 11000 名工匠耗時五年建造，於 2005 年 11
月落成，全部工程耗資 20 億盧比。整個建築由赭紅砂石
和白色大理石構成。主殿結構坐落於 148 只全尺寸大象
雕像上。殿中有 3 米高納拉揚鍍金神像一座及 2000 多座
印度教其它神像。主殿四周為二層柱廊環繞，柱廊內刻有
印度史詩故事。神廟內綠茵遍地，佈滿蓮花狀水池。

今天是杜拜市內游。
著名的【朱美拉清真
寺】於 1998 年落
成，被譽為全杜拜最
美麗的清真寺之一，
也是杜拜傳統文化地
標。在杜拜奢華繁榮
面貌的背後，仍可看見當地穆斯林信眾謙恭謹慎的一面。
而在清真寺的東面有兩座高高聳立的宣禮塔。日光照射在
清真寺圓頂上的菠蘿紋閃閃發光，宣示着古蘭經的莊嚴。
【杜拜博物館】建於 1800 年 Al-Fahidi 堡壘，曾經是政
府總部、統治者的居所，甚至是監獄，阿聯酋成立之後被
用作博物館，展示阿拉伯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我們更會在

Day 8 : 德里  杜拜 // Delhi  Dubai
本天早上乘搭 Emirates
阿聯酋航空，直飛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之第二大
之酋長國－杜拜。之後
前往【杜拜購物廣場】
面積相等於五十個標準
足球場大小，內設全世
界最大觀景玻璃的室內
水族館、熱帶雨林生態區等。 【哈里法塔】大廈高達
828 米，現今世界上最高的大廈，登上位於 124 層的 At
The Top 觀景台可遠眺 60 英里之外景色。在哈利法塔旁
是【杜拜音樂噴泉】由美國 Bellagio 噴泉的製造商 Wet
公司設計的，現今世界最大的音樂噴泉。總長度為 275
米，最高可以噴到 150 米，相當於一棟 50 層樓的高度。

Day 9: 杜拜 Dubai
早上特別安排【沙漠越野
四驅車之旅】乘坐越野四
驅車奔馳於沙丘，欣賞茫
茫大漠之美景，更有機會
一嘗滑沙滋味。刺激的衝
沙過後可【騎駱駝】拍照
留念，讓你從驚險刺激，到休閒舒適，切身感受一回阿拉
伯文化的魅力。中午在【棕櫚島 Atlantis the Palm 亞特
蘭提斯酒店】享用豐富午餐。【Lost Chambers 水族
館】位於棕櫚島上的亞特蘭提斯酒店內，館內擁有
65,000 條魚及 250 種海洋生物，以不同形狀的魚缸組成
了奇幻旅程。

【帆船酒店】前拍照留念，乘坐水上的士穿過杜拜河，探
訪傳統的香料市集和黃金街。

Day 11: 阿布扎比 Abu Dhabi
本天遊覽中東阿拉伯半島
上最富裕的國家 阿布扎
比。【扎伊德大清真寺】
耗資 25 億美元，是世界
第八大清真寺，可同時容
納 4 萬人進行禮拜。主堂
內擺放著世界最大手工編
制地毯(5,627 平方米) 及
價值 800 多萬美元德國製造的世界最大水晶吊燈 (如遇宗
教儀式，將改於寺外拍照留念) 。 【首都門】建築物樓
高 35 層、高 160 米，其傾斜角度達 18 度，較義大利比
薩斜塔更斜 4 倍。 晚上專車送往機場，經由多倫多轉
機，返回溫哥華 。

Day 12: 溫哥華 Vancouver
航機於本天抵達溫哥華，結
束精彩【印度金三角 +
杜拜豪華 12 天】之旅。

印度金三角 + 杜拜豪華 12 天
300

出發： 2018 年 1 月 9 日 ~ 首 10 名交訂報名 ! 每房減 加元$

12 天行程 連 來回機票 雙人房每位 加元 $

4980 + 稅 $670

(單人房付加費 $1230)





包 加航 Air Canada 來回機票
包 全程 特色地道 餐食 ( 全程 早,午,晚餐 連 餐飲 )
包 全程 精選 5 星豪華舒適酒店

包 印度 至 杜拜 Emirates 阿聯酋航空 機票
包 所有指定景點門票 (不設自費遊覽項目 )
包 每人每天 免費提供 2 瓶樽裝水






怡家假期

Angela 或 Kenneth 親自主辨及領團 我們具豐富經驗

行程中的 住宿, 餐飲, 交通, 觀光節目 每一項都由我們親自精心安排
溫哥華組團 給大家最安心 和 獨一無二的最佳 印度+杜拜 旅遊體驗

好消息! 本次 印度+ 杜拜之旅
怡家假期旅遊攝影師 Paul Leung
會與領隊 Kenneth 一同隨團出發
大家可以在旅遊同時交流攝影心得

費用包括 請參閱以上行程 / 表格之內容

改，每人需付上手續費 CAD 50 及其他有關改名費用。如要取消行程必需書
面通知。各團友必須準時抵達出發地點及旅途中各集合處，如因遲到不能

費用不包括

成行或錯過任何行程而引至的一切損失，怡家假期恕不付責，團友所付之

旅遊保險；行李超量及超重費；自費活動及私人費用

費用亦恕不退回。

部分旅遊景點之拍照及洗手間費用；酒店李搬運員小費
領隊、各國當地導遊 及 司機小費 ：

責任問題

- 旅遊團 全程 司機, 導遊, 領隊 合共 $150 美元 (於行程介紹會中繳交)

本公司採用各類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如飛機、酒店及遊覽車等，其對客人個人

簽證費 - 持加拿大護照人士 或 香港特區護照

生命及行李的安全問題，各機構均訂立有各種不同之條例，以對客人負責。如遇

- 杜拜 (U.A.E.) 免簽證*

行李遺失等情形，當根據各不同機構公司所訂立之安全條例辦理，一概與本公司

- 印度 需要簽證 (怡家假期可為團員代辦，輕鬆安心)

無關。若遇特殊情况，如政變、罷工或暴動、天氣惡劣或機件故障影響交通、航
機或當地酒店突告客滿、交通阻塞、航機取消或更改時間等，而導至需要將行程

報名細則

更改或取消任何遊覽節目及膳食，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况作出安排。在此情況下

機票 + 旅遊團部份：報名繳交訂金每位 CAD 1500

團友可能會有不能退款之損失，或需支付額外費用，一切根據本公司安排處理。

餘款於 2017 年 11 月 9 日前繳交

怡家假期強烈建議各位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包括行程取消、延誤及醫療保險) 。

(接受 現金 或 支票付款, 信用卡 VISA / Mastercard 付款+3%)

本公司有權保留隨時更改、取消部分或所有行程之權利，內容以本公司最後公佈

* 旅遊團費可能會因匯率調整而有所變動。 已付清款項之顧客，將不受此影響。

為準。如出發前因人數不足而取消行程，怡家假期將全數退回客人所繳交之費用
(簽證費除外)。本公司不需負取消任何行程或出發日期之責任。出境團如因閣下

取消 訂位 — 旅 遊 團 + 機票 部 份 (每位扣除)

證件之問題，無法順利過境，概與本公司無關，費用恕不退還。一切安排及行程

2017 年 11 月 9 日前 – CAD 500

內容，以怡家假期最後之公佈為準。

2017 年 12 月 1 日或之前 – 總費用之 50%
2017 年 12 月 1 日後–總費用之 100%
機票部分：繳訂出票後，如要更改 或 取消航班，恕無退款，敬請留意

旅遊須知
各團友必須自備有效進入各旅遊目的地之護照及簽證，由回程日起計有最
少半年之有效期。* 一切入境簽證要求, 以各國政府最後公佈為準。團友於
報名時請給予我們正確的姓名(必須與旅遊證件上的相同)。如日後需要更

怡 家 假 期 eHome Travel Group Inc.
www.GoFun.ca

訂位專線： 604-278-1668
Unit 3280 - 4000 No. 3 Road , Richmond BC V6X 0J8
列治文 Aberdeen Square 時代廣場 3280 室
(商場三樓 近 Food Court 及 Skytrain 站口 // 最近停車場入口: P4 )

Consumer Protection BC #6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