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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天 桃園／德里→沙瑞絲卡                               (參考航班)  CI-181 07:10/11:40 

旅行，就是為了體驗與平常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有時候旅行看的不只是風景，而是探索另一座新的

城市、體會不一樣的文化魅力，因為不是每處風景

都能從潑墨山水畫中領略到它的美，不是每處文化

都能從言語口傳中有個一知半解。面對世界四大文

明之一印度像是一個讓人永遠摸不透的神秘女

郎，不知道下一刻會帶來什麼樣的驚喜給你，對於

崇尚冒險精神的你，記得帶著你的好奇心，絕對是

一趟刺激、過癮的異國旅途。 

沙瑞絲卡皇宮飯店 

19、20世紀皇室貴族居住而改建的皇宮飯店--紗瑞

絲卡皇宮飯店，您可想像早期皇室貴族般的生活情

形，及狩獵時所留下的動物標本，亦可使用飯店設施。 

 

特別說明 

1. 德里是印度的首都，位於印度的西北部，居於在恆河

支流亞慕那河西岸，也是進出北印度的門戶，曾歷經印度

７個王朝建城，如今新德里呈現一番繁榮，是全國的政

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許多重要國際會議、亞洲運動

會都在此舉行。 

2. 前往位於拉賈斯坦省著名的野生動物保護區－紗瑞

絲卡，此保護區於 19世紀時為印度皇室家族的狩獵區，

佔地 800多平方公里的園區內的野生動物包含了印度虎、豹、犀牛、鹿等，為目前印度最著名的野生動物

探索區。 

貼心提醒 

1. 航班飛行時間：桃園→（７ 小時３０分）德里 

2. 參考行車距離：德里→（１９０公里）沙瑞絲卡 

3. 時差：比台灣慢 ２.５小時 

4. 第一天搭飛機，建議您穿著舒適的衣服及寬鬆的鞋子，當天抵達。 

5. 由於航程關係，請攜帶口罩、眼罩、空水瓶、保暖外套，睡個好眠，培養體力。 

6. 因長途飛行，有配戴隱形眼鏡的貴賓，請隨身攜帶藥水隨身包。 

7. 出發前，請來公司或電話開說明會，我們的領隊將為您講解說明行前的注意事項。 

8. 如有特殊餐食(不吃牛、雞、羊、海鮮、蛋奶素或嚴格素)，請務必於團體出發日前五天告知。 

9. 雙重國籍者、或持多本護照的貴賓，請自備相關之證照或文件，以免自誤無法出境，影響行程 

餐食：午//機上精緻簡餐  晚//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SARISKA PALACE HOTEL或同等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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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天沙瑞絲卡→沙瑞絲卡國家公園→曼達瓦古堡 

 
沙瑞絲卡國家公園 

印度西北部拉賈斯坦邦阿爾瓦爾縣的野生動物保護區，1955年建於薩里斯卡森林。是英國殖民時代英國

貴族和印度皇室家族最知名的狩獵場之一，佔地寬廣 800平方公里的園區。1978年被賦予老虎保留區的

地位而成為老虎保育計劃的ㄧ部分。 

搭乘吉普車(4~5人一台) 

特別安排專業嚮導人員帶您搭乘吉普車，進入野生叢林及草原中探尋真實的野生動物生活情形。園區內有

刺槐竹叢覆蓋的丘陵和深谷，有印度虎、豹、犀牛、鹿、箭豬、野兔、長尾葉猴、亞洲胡狼、並有多種珍

稀的鳥類.....等。 

曼達瓦古堡飯店 

古絲路驛站─【曼達瓦】，建於西元 1755年，原來屬於熱帶潮溼的氣候，但在一萬年前森林和其它植物消

失，氣候逐漸變得乾燥，使得整個地區沙漠，居住其間的民族至今仍充滿謎樣的色彩。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搭乘吉普車(4~5人一台) 、沙瑞絲卡國家公園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沙瑞絲卡→（１８８公里） 曼達瓦 

2. 曼達瓦古堡－位於城鎮中心地帶，是 1760年所建造的，外觀仍維持古老的城堡模樣，內部已被改為

可供遊客住宿的旅館。曼達瓦古堡入口的門房，多半身穿紅色袍服，頭上包裹著鮮艷的頭巾（Turban），

留著又長又翹的鬍子，就像昔日皇室侍衛一般。今晚我們就住宿曼達瓦古堡一晚並在曼達瓦古堡中庭的草

地享用自助晚餐，餐桌上的蠟燭是唯一的照明，飯店服務人員手持火把，在拉賈斯坦傳統音樂中舞蹈，具

有獨特的氣氛喔！(天氣許可下會在戶外用餐，請依當地為準) 

3.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

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敬請貴賓們諒解。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飯店自助式午餐  晚//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MANDAWA CASTLE HOTEL 或 MANDAWA DESERT RESORT或同等級旅館 

 

第 03天 曼達瓦（哈維麗建築巡禮、沙漠騎駱駝巡禮）→捷布 

哈維麗建築巡禮 

城內保存許多 18~19世紀『豪宅』稱作哈維麗 Haveli建築。古印度來往絲路經商致富的商人所建！這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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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主要特色在房宅窗櫺四周和牆壁上，繪飾風格鮮明的彩色壁畫，風格獨特的建築及極具特殊風味的壁畫

令人讚賞，有些已列入古蹟保護。 

 

沙漠騎駱駝巡禮 

被附近清真寺的祈禱聲喚醒，騎駱駝穿越小鎮，體驗以往王公貴族們的生活風情、沙漠子民們的生活點滴！

鄰近熱鬧市集，到處都有商店和小販。有許多回教徒居住，城裡清真寺林立，喚拜塔一日五次盡職

可蘭經，我們彷彿進入中東的回教世界。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哈維麗建築巡禮、沙漠騎駱駝巡禮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曼達瓦→（１６９公里）捷布 

2. 前往拉賈斯坦省首府：捷布。在 1876年捷布國王為歡迎英國威爾斯王子（Prince of Wales）到訪，下

令漆成粉紅色。成為全球獨一無二建築有【粉紅城市】美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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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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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飯店自助式午餐  晚//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HILTON HOTEL JAIPUR 或MARRIOT HOTEL JAIPUR 或 CROWN PLAZA HOTEL或同等級旅館 

 

第 04天 捷布（城市宮殿博物館、天文台、風之宮殿、崔波萊市集、瑜珈冥想） 

風之宮殿 

捷布聞名的【風之宮殿】是由 953扇窗戶組成的高大牆面，

目的是給宮中婦女觀看花花世界的管道，又可以掩護不愛

外界窺視，外觀為粉紅色，繪飾白色邊框和圖案，這座五

層式的建築從正面看好像一座巨大的宮殿，其實內部只是

一片厚城牆的寬度，風之宮殿的設計建造，其實是為了讓

昔日國王的嬪妃、宮女可以透過窗櫺觀看外面的街市，同

時也不必擔心自己的容顏被窺見，設計別出心裁，圖案富

麗華美。 

mailto:carlossu@ara.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註冊編號 7992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536-6251 傳真:(02)2536-1983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E-Mail： carlossu@ara.seed.net.tw 
 

體驗瑜珈冥想 

全世界或許只有在印度才能安排此獨特的行程，印度人相信瑜珈可擺脫輪

迴的痛苦，藉由深沈的觀想和靜定，直覺內在尋求心靈的平靜。就如當地

的 GURU(導師)所言"瑜珈動作並不求高深，抱持一切簡單隨緣，少說話，感

官內收即可…"。 

城市宮殿博物館 

館內收藏當時皇朝貴族所留下來的衣物、器具、兵器及藝術品等，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二只純銀打造的大水甕，是當年捷布王公前往倫敦參加愛德

華王子婚禮時特別打造的。 

【世界遺產】疆塔爾．曼塔爾天文台 

建於十八世紀，堪稱全世界最大的石造天文台，其內所收藏的各項天文觀測儀器，至今都還非常準確，足

見古時天文科學已成就非凡。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城市宮殿博物館、天文台 

2. 下車參觀：風之宮殿、崔波萊市集、地毯編織工廠 

3. 全新體驗：瑜珈冥想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捷布 

2. 捷布最熱鬧的【崔波萊市集】：您可以自由逛街購物，在這裡你可以找到許多印度風格的小首飾、手

環、髮圈等、、。 

3. 地毯編織工廠：讓您了解地毯的編織過程，及參觀純手工製作過程及印度女子所穿著的莎麗服。 於

捷布安排沙麗裝扮體驗，團員可著沙麗享用晚餐，當一晚印度人。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飯店自助式午餐  晚//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HILTON HOTEL JAIPUR 或MARRIOT HOTEL JAIPUR 或 ITC SHERATON RAJPUTANA HOTEL JAIPUR同級 

 

第 05天 捷布（安珀堡、水之宮殿、貝拉廟）→地下皇宮→巴拉特普爾 

 

安珀堡搭乘吉普車上下城堡:堡內城門雄偉，城牆蜿蜒伸長，宮廷建築引人注目，加上迴廊樓榭，樓梯寬

敞典雅，可想當時的蒙兀兒帝國是如此的強盛，堪稱印度第一大城堡。【鏡宮】四牆嵌有精妙的鏡面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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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是一根小小的蠟燭，經過萬鏡反射之後，就如置身於滿天星空中。 

遠眺水之宮殿:此宮殿為當初貴族，因天氣燥熱所蓋在水上的城堡；雨季漲水時，宮殿依山傍水加上水中

倒影，景致如詩如畫。但宮殿不對外開放，只能遠眺觀賞美麗宮殿。 

白色大理石貝拉廟:印度大富豪所建，體會大理石本身的質感，讓人感覺舒適，貝拉廟確實是一座不同印

度其它廟宇的美麗建築。 

地下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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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安珀堡、吉普車、貝拉廟、地下皇宮 

2. 下車參觀：遠眺水之宮殿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捷布→（２２５公里）阿格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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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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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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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飯店自助式午餐  晚//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JAYPEE PALACE AGRA 或 ITC MUGHAL SHERATON ARGA 或 RADISSON HOTEL AGRA或同等級 

 

第 06天 阿格拉（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城堡） 

 

【世界遺產】世界七大奇景泰姬瑪哈陵 

蒙兀兒帝國沙賈罕王為愛妃泰姬瑪哈所建白色大理石陵寢花 22年的時間，動用二萬人力才完成，佇立其

上，融合印度、中亞、波斯等回教風格，以白色大理石建構雄偉莊嚴，建築史藝術結晶，讓人對這段世世

代代傳頌的盪氣迴腸的愛情故事更感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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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阿格拉城堡（又稱紅堡） 

與泰姬瑪哈陵隔亞穆納河相望，經三代皇帝建造採用紅色砂岩建造而成，許多不同宮殿組成，建築相當宏

偉壯觀且奢華，顯示當年輝煌盛世，融合傳統印度及回教文化的建築。八角塔樓是沙賈罕國王晚年被囚禁

遙望愛妻陵寢之所，見證了這段不朽的愛情。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泰姬瑪哈陵、阿格拉城堡 

2. 下車參觀：大理石切割工廠、印度傳統服飾及著名的羊毛披肩 

3. 全新體驗：各位於泰姬瑪哈陵前面拍攝團體照一張。 

貼心提醒 

1. 泰姬瑪哈陵每週五關閉，行程若遇週五參觀泰姬陵，公司有權保留調整前後日行程參觀順序，請見諒! 

2. 泰姬瑪哈陵~被譽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建於西元 1631年，共花費了 23年才完成。整個建築風格融

合了印度、波斯、中亞伊斯蘭教風格，是遊客造訪印度時必去的景點。 

3. 泰姬瑪哈陵位亞穆納河畔，是蒙兀兒第五代君王沙．賈汗為皇后慕塔芝所建造的陵墓，其名稱取自皇

后頭銜「慕塔芝．瑪哈」，就指「思念瑪哈」。 

4. 泰姬瑪哈陵整體建築而言，大約有 28種寶石被鑲嵌入白色大理石中，其建築概念來自於平衡、對稱

且與數字「4」有關。在伊斯蘭教信仰中，數字「4」代表著非常神聖的數字，因此泰姬瑪哈陵有 4座小圓

塔、4支尖塔和四角形庭園，都是代表著神聖的象徵。 

5. 阿格拉建築成就要歸功於蒙兀兒帝國有一群優秀的建築師和手藝精巧的工匠，他們的後代仍保有這項

傳承，所以阿格拉的鑲嵌、大理石雕、滑石雕刻、鑲邊刺繡等工藝品知名度居全國之冠，安排前往【大理

石工廠參觀】，精美的雕刻另人嘆為觀止，及【印度傳統服飾及著名的羊毛披肩】。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飯店自助式午餐  晚//飯店自助式晚餐 

住宿：JAYPEE PALACE AGRA 或 ITC MUGHAL SHERATON ARGA 或 RADISSON HOTEL AGRA 或同等級 

 

第 07天  阿格拉→德里(市區觀光)  

 

【世界遺產】古達明那高塔 

建於 1199年，為全印度最高的石塔，為 12世紀紀念阿富汗回教國征服印度教王國所建，整個古達明那高

塔共分 5層，塔高 72.5公尺，塔的四周點綴著阿拉伯圖文及可蘭經文，結合了波斯及印度式的文化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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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於其中，最早期阿富汗建築的典範。 

巴哈夷教靈曦堂（蓮花寺） 

認為「上帝」、「耶和華」、「阿拉」等等，都是唯一和獨一至高的神。印度建築工程師設計，運用大量幾何

原理建造而成的。建築物裡是禁聲及禁止拍照，裡面空無一物，只作冥想沉思之用途，赤腳走在莊嚴的蓮

花寺裡，讓人有淨化心靈神奇功效！ 

特別說明 

1. 門票景點：古達明那高塔 

2. 入內參觀：羅赭．迦特公園、靈曦堂 

3. 行車經過：國會大廈、總統府、印度門…等，因印度政府安全問題只能車上遊覽喔！ 

貼心提醒 

1. 參考行車距離：阿格拉→（２００公里） 德里 

2. 安排時間讓大家購買印度出名的咖哩粉、大吉嶺茶葉等土產。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午//印度傳統料理  晚//中式料理 

住宿：ITC WELCOM HOTEL DWARKA NEW DELHI 或 RADISSON BLU HOTEL NEW DELHI DWARKA或同等級 

  

第 08天 德里／桃園                                              (參考航班)  CI-182 13:35/22:25 

期待再相逢！ 

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北。帶著充滿驚嘆號以及游離於亙古與現代的矛盾情結，結束回味無窮的探索印度之

旅！ 多日來的印度歷練，在返抵闊別多日的家後，相信您對生活，對生命會有另一番體驗，結束這結合

感性與知性，豐富的心靈印度之旅，將為您留下難以忘懷的美麗回憶。 

貼心提醒 

1. 航班飛行時間：德里→（６ 小時２０分）桃園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早餐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 

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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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 

感謝您對於印度地區團體的青睞，為了使您對於此行操作更加了解，特將印度地區團體旅遊產品有關的操

作情形向您報告，盼能增加您對印度旅遊產品的認識，並做好行前周全的了解。是為本公司應盡告知的責

任，也保障您的權益。 

關於行程的說明： 

以上行程表列時間，為我們累積長期以來團體操作的經驗值，主要是為了讓您在出發前，能初步了解整個

行程操作的情形，當然臨場的領隊會以此為操作標準，但現場若遇特殊情況，在考慮行程的順暢度下，遇

當地導遊及領隊斟酌更改與調整，請您見諒。以上行程說明僅供出發前旅客之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飯

店安排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A.關於印度出遊所需的簽證說明： 

即日起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赴印度旅遊前必須申請簽証。(請注意：持有之護照需有半年以上之有效

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有雙重國籍或其他國

家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業務服務人員。護照持有人，如因個人因素導致當

地海關拒絕入境，請自行負責。如因被拒入境所產生之相關團體損失費用，本公司將依旅遊定型化契約規

範請求被拒旅客賠償。 

B.關於餐食的說明： 

‧印度旅遊一般餐食安排為飯店內西式、印式自助餐或套餐；中式六菜一湯。皆不包含飲料。餐廳內提供

之飲用水皆為礦泉水，其餘飲料皆須另外付費！  

若行程中有特殊餐食需求，如素食、兒童餐或一張大床、嬰兒床等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以利事先作業。本

公司將盡力協助貴賓達成需求。但須以航空公司或餐廳、飯店提供之結果為準。 

‧素食：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之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無法如國內之素食

烹調標準般嚴謹。除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

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所以在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

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請素食貴賓見諒！建議自行準備符合口味及方便攜帶的副食品或點心備用，如

餅乾、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團體旅行中安排在中國餐廳用餐時，只有德里才有中國餐廳，受限於材

料來源、當地飲食民情及廚師素質，實無法與國內相比較。若無法盡善盡美盡如您意，尚請見諒！感謝您

的體諒！  

‧印度人民均習慣生飲自來水，台灣貴賓們每天每人一瓶礦泉水，旅館房間每房有2瓶礦泉水。 

C.關於住宿的說明： 

‧國外團體均是以「兩人一室」為報價基礎，如果您是單一或單數客人報名，提供您建議於出發前參考：  

1.若為享有較隱私之住宿及更好的旅遊品質，而欲單人入住一間房，需補貼單人房差之價差。所入住之房

型則以行程表所載明之房型為準。  

2.由本公司安排同性別團員或領隊同房（恕無法指定）。  

3.三人房國際觀光旅館房間以雙人房2張單人床為基準房型，如遇特殊房型需求(大床房型、三人房、連通

房)，請事先提出需求，但無法保證一定有此房型；印度飯店房間空間較小，大部份飯店無三張正常床型

之三人房，或甚無法提供雙人房加床，如旅客需求三人同住一房，全球飯店幾乎都以統一型式之折疊床為

主（台灣業者所慣稱之行軍床），且加床後室內活動空間會減少，另～每間房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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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僅能加一張床，或無法加床，敬請見諒。如無法接受此安排，建議勿需求三人同住一房；若遇部分飯

店無法提供加床服務，則需補單人房差，或與其他客人併房住宿。因大床房型數量有限，若遇旅遊旺季期

間，有時遇飯店無法提供(而安排一般之2張單床之雙人房型)或將兩張單人床合併為一張大床替代，敬請

見諒。  

‧孩童與嬰兒  

1.小孩係指滿2歲至未滿12歲之孩童（以團體出發日為準），小孩須有大人同行；嬰兒係未滿2歲之孩童(以

回程日計算為準)。 

2.嬰兒費用內容僅含機票及保險，且不占床位及車位，費用未包含行程及門票、餐食部份，請旅客自行準

備嬰兒餐食。 

3.因印度消防法規限制，2歲以上小孩皆需有床位，2歲以下嬰兒可不佔床(本公司會盡力需求嬰兒床，但無

法保證！)，尚請諒察。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

煩請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年長者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

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敬請諒察。 

另由於隨團領隊必須於工作時間全面照料所有參團成員，若有不便，尚請海涵。 

許多以印度建築為主房間大小不一，團體房均由飯店主導安排，非本公司所能掌控，亦無差別待遇，敬請

諒察。因印度每個城市全年度有許多大小展覽，如遇展期致飯店客滿，我們將以同等級同性質飯店替代，

尚請諒察。  

‧印度住宿飯店等級說明：國人往往習慣以星級多寡評鑑旅館等級，然而世界各國評鑑旅館標準不一，莫

衷一是，實不應將不同地區之旅館，作同一標準性比較。以東南亞、北美地區地廣人稀的特性而言，較適

合大型旅館發展，故旅館之豪華程度，往往令人咋舌！ 

‧飯店內不主動提供牙刷、牙膏，吹風機亦不是每家飯店都有，並另請自備拖鞋。(衛生用品如必須，可

以在飯店內需求，惟需要自行支付服務小費或相關費用！)  

‧印度飯店內所提供之上網方式仍以須要收費為主，各家飯店的上網費用，如未盡清楚，請於現場詢問領

隊協助了解。 

D.醫療保健藥品部份： 

印度其行程由於當地狀況、交通規劃與台灣較為不同，相對而言，走路行程不算少。同時有可能因為維護

古蹟的考量，古城內的道路狀況多是砌石路面。請考量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參加較為適合之旅遊產品。 

如有上山等行程，多為搭乘纜車或齒軌車上、下山，移動之速度較為和緩，但若個人體質因素，恐有高山

症之徵狀或後遺症影響請考量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參加較為適合之旅遊產品。本公司接受法規之規範，恕

不提供任何醫療藥品，個人藥品及其它必需品請自備。 

E.關於印度的廁所：基本上都是需要"使用者付費"，敬請準備零錢預算斟酌使用。 

F.如何撥打國際電話：印度國碼：91  

◆ 由印度打回台灣00（印度冠碼）＋886（台灣國碼）＋台灣城市區域碼＋電話號碼  

◆ 由台灣打到印度002（台灣冠碼）＋91（印度國碼）＋印度城市區域碼＋電話號碼  

※ 請注意，城市區域碼不需加0，如台北市區域碼為02，撥的時候只需撥2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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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南亞地區適時給予領隊、導遊及服務人員些許小費，是對他們服務態度的肯定，是一種國際禮儀，也

是一種實質性鼓勵與讚許；沒有強制性，但根據各國的風俗不同，有不同的標準，請各位貴賓對表現良好

的領隊、導遊及服務人員給予小費，讓他們良好的服務態度受到肯定及鼓勵。  

＊ 進出飯店之行李小費：以件數為單位，1件美金1元為原則。  

＊ 房間清潔小費：以房間為單位，1間房間美金1元為原則。  

＊ 坐吉普車小費：每人美金１元。 

＊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綜合三項的小費，一天以美金10元為原則。 

例如：7天之行程：(USD10*7)＝USD70.  

         8天之行程：(USD10*8)＝USD80.  

         9天之行程：(USD10*9)＝USD90.  

＊．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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