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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旅 10天

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的伊瑪目開幕。這座清

真寺於公元1656年建成，有三座大門，四座

塔樓和兩座40米高的尖塔，由紅砂岩和白

色大理石建成。庭院可容納超過25,000人。

在City Restaurant餐廳享用午餐。餐後參

觀胡馬雍陵墓，該墓由胡馬雍的第一任妻

子Bega Begum（Haji Begum）於1569 - 70

年委託設計，由Bega Begum選擇的波斯建築

師Mirak Mirza Ghiyas設計。它是印度次大

陸上的第一座花園墓，位於在印度德里的

Nizamuddin East，靠近Dina-panah城堡，

也被稱為Purana Qila（舊堡），Humayun

成立於1533年。Qutab Minar是世界上最高

最著名的塔樓之一。它被稱為紅砂岩塔;它

的建造始於1202年左右，由德里第一個穆斯

林蘇丹Qutub ud-Din Aibak開始。它有五

層，是印度最高的石塔。探索當地的購物中

心 19:00：前往當地城市餐廳享用晚餐：餐

後返回酒店。

早餐後前往機場乘飛機前往瓦拉納西,瓦拉

納西市位於印度北部北方邦的恒河西岸。也

被稱為Benaras，是印度教徒的重要朝聖中

心。這座城市在Mahabharata和Ramayana的

偉大史詩中得到了提及。這是一個繁榮的貿

易中心，並保留了印度教哲學的儀式和傳

統。多年來，來自遙遠國度的朝聖者來到瓦

拉納西，尋求神聖的祝福。出發前往觀光鹿

野苑-在獲得啟蒙之後，佛陀來到鹿野苑，

在那裡他宣講了他的第一篇講道。在一個鹿

園的森林環境中，他開始了他的前五個門徒

進入佛教僧侶。這裡開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

美國/德里（機上航班）登上德里的夜間航

班。

Glorious India Tours將將以萬壽菊花環

迎接每位會員。德里被譽為印度的文化之

都。舊德里有巨大的紅堡（裡面有一個有

350年曆史的城市Shahjehanabad），賈馬清

真寺，擁擠的Chandni Chowk集市和聖雄甘

地的火葬場所（新德里，英國統治印度的創

建，有莊嚴的總統府，議會。及時轉移到酒

店晚餐和過夜入住酒店。

在酒店享用早餐。前往城市遊覽：Raj Ghat 

：紅堡和賈瑪清真寺紅堡：紅堡是印度莫臥

兒皇帝的住所近200年，擁有許多博物館。

除了容納皇帝及其家庭外，它還是莫臥兒

政府的儀式和政治中心。紅堡以其巨大的

紅砂岩圍牆命名，毗鄰由伊斯蘭教沙裡蘇

瑞於1546年建造的老薩利姆加爾堡。Jama 

Masjid：德里的Jama Masjid，是印度最大

的清真寺。它由莫臥兒皇帝沙賈汗於1644年

至1656年間建造，耗資100萬盧比，由現今

宗教之一。阿育王皇帝在這裡豎立了一座宏

偉的佛塔。被遺忘了幾個世紀，Sarnath於

1836年被英國考古學家挖掘出來。之後參觀

鹿野苑考古博物館鹿野苑博物館-是印度考

古調查最古老的遺址博物館，收藏了大量

的文物和過去的遺跡。博物館以古代的各

種文物而聞名，如阿育王柱遺址，著名的

Ashokan獅子之都，並成為印度國徽和印度

國旗上的國家象徵。博物館還藏有著名的精

緻的菩薩形象，佛像為佛法輪。Mulagadh 

Kuti Vihar是由摩訶菩提社建立的現代化寺

廟。它擁有日本最重要的畫家Kosetu Notu

的優秀壁畫，是豐富的佛教文學資料庫。離

Mulagandha Kuti Vihar寺幾步之遙，菩提

樹是從Sri的Anuradhapura，Sri Sri Maha 

Bodhi樹的一個分支種植的。晚上見證了恒

河高止山脈的阿爾蒂。

前往Sacred River Ganges Ghat乘船遊覽

火葬高止山脈，並見證世界上最古老，

最重要的宗教之一的生活傳統。您還可

以參觀城市觀光景點，參觀位於Bath-

ing Ghats＆Bharat Mata Temple寺廟旁

的各種印度教寺廟，前往機場登上克久拉

霍航班克久拉霍.Khajuraho是一個小鎮，

位於中央邦（Madhya Pradesh）中北部的

Bundelkhand森林平原之中。克久拉霍的

美麗寺廟據信是由公元9世紀和10世紀強

大的Chandela統治者建造的。這些寺廟的

雕刻是感性和色情，描繪了人類整個人類

情感和關係的優美親密場景。每個立面

牆，窗戶，柱子和天花板都刻有神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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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HIGHLIGHTS：
• 暢遊德里,紅堡,賈瑪清真寺紅堡,瓦拉納

 西,Jama Masjid, 胡馬雍陵墓,紅砂岩塔,

 鹿野苑考古博物館,阿格拉紅堡,西坎德拉

 堡,泰姬陵,齋浦爾,Amber Fort 城堡,Birla  

  Temple-Temple, 琥珀堡,Jal Mahal天文台

  Rashtrapati Bhavan總統府等。

• 包含豪華酒店,特定餐,門票及中英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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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佛教，耆那教的主題。參觀當地

的購物中心。轉移到酒店享用晚餐。

參觀世界著名的泰姬陵，享受從酒店到泰

姬陵紀念碑大門的湯加（乘坐馬車）。泰

姬陵 - [泰姬陵字面意思是皇宮 - 世界

著名的“愛情”紀念碑]，今天的泰姬陵

是數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的吸引力源

泉。白色大理石建築似乎根據日光的變化

改變其色調。驅車前往齋浦爾途中參觀Ab-

hanerii：參觀Stepwells和Harsh Marta 

Temple,在Abhaneri村餐廳享用午餐。開車

前往齋浦爾齋浦爾-值得一遊的重要古蹟

是Amber Fort-Kachhawaha城堡，天文台-

由齋浦爾的創始人-Maharaja Jai Singh

於17世紀建造。Hawa Mahal 一座精緻的

建築，外面鑲嵌著精緻的蜂窩狀屏風，

後面雕刻著陽台，皇室女士可以觀看市

場活動。城市宮殿是拉賈斯坦邦首都最

美麗和最著名的地標之一，在齋浦爾的

各個堡壘和宮殿中，城市宮殿以其傑出

的藝術和建築而與眾不同。該處所包括

Chandra Mahal，Mubarak Mahal，Mukut 

Mahal，Maharani’s Palace，Shri Govind 

Dev Temple和City Palace Museum等幾座建

築。Birla Temple -Temple完全由精細的白

色大理石建成，這座寺廟是獻給Vishnu領

歷史淵源的人物。出發前往觀光西部寺廟

和東部群寺廟西部著名寺廟，Kandariya 

Mahadev，Chaunsat Yogini，Chitragupta

寺，Lakshamana寺：Matangeswara寺：

東部集團，距離城市 2 . 4 公里包括七

個寺廟（四個耆那教和三個印度教）

。Parsvanath，Adinath，Shantinath

和 G h a n t a i 寺 廟 屬 於 耆 那 教 徒 ， 而

Vamana，Javari和Brahma是印度教寺廟。在

酒店享用晚餐晚餐和過夜入住酒店。

 

出發前往Jhansi，這曾經是邦德拉國王的首

都。沿著Betwa河岸建造。在各種壯觀的建

築物中，特別感興趣的是由Raja Bir Singh 

Deo建造的Jehangiri Mahal，以紀念莫臥

兒皇帝Jehangir，Raj Mahal和Laxmi Na-

rayan寺廟的訪問，兩者都以其精美的壁畫

和壁畫而聞名。抵達Orchha後，前往城市餐

廳，在Orchha的Raj Mahal享用午餐。參觀

Orcha Fort Complex有三個宮殿設置在一

個開放式四邊形中，並且該建築群由一座

多拱橋組成。Jahangir Mahall由16世紀的

Raja Bir Singh Ju Deo建造，用於紀念Raj 

Mahal：Sawon Badho雙塔：巧妙的波斯冷卻

系統，以兩個塔（或dastagirs）的形式稱

為Sawon Badho Pillars，在頂部穿孔以捕

捉風，而塔的下部連接到水庫水. 繼續駕駛

Jhansi火車站登上火車12001 NDLS Shatab-

di Exp。抵達阿格拉。阿格拉還有其他美麗

的古蹟，如阿格拉堡，西坎德拉和Itimad-

ud-Daulah。傍晚轉移到酒店享用晚餐。

參觀阿格拉堡:由阿克巴皇帝建造，並由Je-

hangir的宮殿和花園美化，新月形的堡壘有

20米高，2.4公里的外牆，包含一個迷宮般的

建築物，形成一個城市內的小城市。人們只

能通過Amar Singh 門進入堡壘。探索當地的

購物中心，檢查大理石鑲嵌工作。返回酒店

享用午餐，參觀西坎德拉堡，是阿克巴的陵

墓。這種結構完美融合了印度教，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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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Narayan）的。在這裡，您將參觀Eth-

nic Indian Jewelry＆Carpets Emporium。

早餐後前往齋浦爾參觀琥珀堡和天文台參

觀城市：Uphill Jeep - Downhill Jeep琥

珀堡位於山頂，它令人生畏的外表掩蓋了

內心的天堂莫臥兒和印度教風格融合的美

麗融合在其中。在吉普車觀光板後返回堡

壘的基地。後來照片停在Jal Mahal：參觀

天文台天文台 Jantar Mantar - 由Maha-

raja Sawai Jai Singh II於18世紀建造，

巨大的磚石工具被用來研究天空中星座和

恆星的運動。巨大的太陽表提供準確的時

間，擁有大量的建築天文儀器。開車前往

德里。抵達並轉移到城市餐廳享用晚餐。

酒店早餐休閒日自由活動，在City餐廳享

用午餐。Rashtrapati Bhavan是印度總統

的官邸，位於印度新德里的新德里。直到

1950年，它被稱為“Viceroy’s House”

，並作為印度總督的住所。Lutyens’德里

的地區的中心國家博物館或甘地紀念博物

館是位於新德里的博物館，展示了聖雄甘

地的生活和原則。博物館搬遷了幾次，然

後於1961年搬到新德里的Rajghat. 探索當

地的購物中心，最後前往城市餐廳舉行告

別晚宴。晚餐後轉機到機場登上往返目的

地的航班。

         AGRA - ABHANERI - JAIPUR 

             (早/午/晚餐) 10

         齋浦爾 - 德里 

             (早/午/晚餐) 11

      德里 - 美國 (早/午/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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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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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不包括 / 注意事項：

※ 國際機票自理， 國內機票USD360

※ 全程小費：USD 120

美國亞洲旅行社
America Asia Travel Center
服務您的精神 39年如一日

阿凱迪亞 626-821-1986
爾      灣  949-559-8088

羅 蘭 崗 626-810-4388
喜 瑞 都 562-402-2558

鑽   石   崗 909-612-5777
聖 地 牙 哥 619-255-4806

奇   諾   崗 909-270-5515
拉斯維加斯 702-876-9696

西柯汶納 626-338-1100
           SOT# 1018680-10

微
信

＊選擇有誠信，好口碑的旅行社，不再浪費寶貴的時間與金錢＊

蒙市總公司 626-571-2988,877-917-9126   地址 117 E. 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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