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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每位收費(美金)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古爾瑪 
Gulmarg 
 《夏季》 從古爾瑪山麓登山是飽覽喜馬拉雅山最理想的。山上一大片草原地區，還有一種揉合歐陸風情及蒙古草原的情調，海闊天空，任君遨遊，遇上春天，滿地更灑遍野花。 

 《冬季》    冬季的古爾瑪山上積滿了一層的白雪，更可在山區的最高處乘坐雪兜，觀賞整個喜馬拉雅山的風境。 

1小時 早上/中午 1小時 6人 $17 大小同價 自由活動 喀什米爾 市內觀光 

City Tour 迦瑪寺(Jama Masjid)位於達爾湖的西岸舊市街，為罕見的木造清真寺，自 1400 年建成至今。另一印度教廟，位於達爾湖東岸 305米高的山頂上。其後可到舊市內街市及市集購物或體驗一下當地人的生活。 

2小時 早上/中午 1小時 6人 $27 $22 於酒店休息 

亞格拉 
亞格拉堡 

Agra Fort 「亞格拉堡」座落在亞穆納河畔，與泰姬陵遙遙相望。這座堡壘處處隱藏著防衛設計。例如：入口的斜坡、城牆上投擲石彈的開孔，目的都是為了抵禦敵人入侵。在亞格拉堡，可以看出阿克巴大帝建造的門扉，採用印度明特珠有的紅色砂岩，樣式粗獷但氣勢雄偉。亞格拉堡內由許多宮殿組成，包括有：賈汗季宮、公眾大廳、私人大廳、明珠清真寺、虛什瑪哈勤宮、蒙弋爾花園等。 

1小時 早上/中午 30分鐘 15人 $19 大小同價 自由活動 

市內觀光 

City Tour 一座市內很有名的大理石製成的印度教廟，與泰姬陵所用的材料相同。其後往市內的當地市集，可盡嘗當地購物樂趣。 

2小時 早上/中午 30分鐘 15人 $25 $20 自由活動 

印

度 

齋浦爾 城市宮殿博物館 

City Palace 建於 1728年，是市中心的一座宮殿，內有衣服及武器博物館。更有兩大銀甕，是列入為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為全世界最大的銀製器皿。 

1小時 早上/中午 30分鐘 15人 $20 $15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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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每位收費(美金) 地區 項目名稱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印

度 新德里 
加德古塔 

Qutb Minar 這座高塔是勝利的象徵，也是清真寺的喚拜樓，主要功能是要襯托奎瓦吐勒伊斯蘭清真寺的氣勢。加德古塔是1193年顧特卜德汀(Qutab-ud-din)所建，樣式融合阿富汗式和加茲尼式。高塔塔身為多角形搭配直線雕刻，共有5層：下面3層是由印度特有的紅砂岩砌成，上面2層採用大理石和砂岩結構。每一層四周都裝飾著阿拉伯文字與圖紋。 

1小時 早上/中午 30分鐘 15人 $19 $10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