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泊尔时光——去浮世中的天堂，做一场醒着的梦

如果说世界上有 10 个最值得去的地方，那么尼泊尔

一定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神秘、美丽而又古老的

国度，这里有着“雪山王国”的美誉，这里是人间的纯

净天堂，是伟大文明的交叉口，拥有众多的世界遗

产。去这浮世中的天堂，做一场醒着的梦……一场有

关追求、有关自由、有关信仰的白日梦。在这里，

你会重新解析生命的意义，会更透彻地理解所谓信仰、所谓纯粹、所谓朴素、所谓富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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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浮世中的天堂，做一场醒着的梦

尼泊尔“雪山王国”九天



不可错过的旅途

博达哈大佛塔 Boudhananth

这里是藏文化的缩影、藏传佛教的圣地，俗称“小西藏”。其悠久历史可追溯到 14 世纪，

在宏大的白色穹形上矗立着一个方形塔，四面画有洞察世俗的大佛眼，是南亚最大的佛塔。

海娜手绘

手绘艺术者将天然植物提炼出的浓汁轻轻在你们手上绘制出图案，待图案干透后进行擦拭，

就可以完整保留手绘。



巴德岗杜巴广场

“中世纪尼泊尔艺术的精华和宝库”，皇后浴池、55 窗宫、巴特萨拉女神庙、尼亚塔波拉

塔，在这里融入历史的相框。

奇特旺野生动物园

尼泊尔的“密林之心”



雪山日出

童话城堡平台观赏雪山日出，看着一轮金光从浮凸的山间跃动而出、庄严而寂静的安娜普

纳雪山群峰及鱼尾峰从黑夜的神秘苍茫沐浴阳光后焕发出一身金光，绚烂无比的景色顿时

浮现在眼中、映入相机中、篆刻到心中，这便是金顶日出！

梦想花园

梦想花园是上世纪 20 年代建造的纯正巴洛克式庭院，虽然不大，但非常典雅精致，与周边

的喧闹环境相比，这里可谓加都的一处世外桃源，漫步其中仿佛置身欧洲，尽享午后加都

的小资时光。



旅途体验
美食体验

尼泊尔皇家御宴餐、巴德岗老酸奶、马萨拉奶茶。

网红酒店打卡

传统尼式顶级特色遗产酒店，真正的“古董酒店”。

异国旅拍

专属闺蜜旅拍，记录美好瞬间。

奇妙动物园

体验现实版的爱丽丝漫游仙境。

丛林

酒店

摄影

美食



酒店推荐

加德满都德瓦里卡酒店
Dwarika's Hotel

该酒店曾获得亚太地区旅游协会颁发的

文化遗产奖，是名副其实的“古董酒店”。

进入酒店，一股浓郁的历史风情便铺面

而来，砖红的外墙、古朴的木雕花窗、

以及抽象的神化雕塑，无不昭显了当年

的时代沧桑与美学。

鱼尾小屋旅馆
Fish tail Lodge

Fish Tail Lodge 旅馆位于半岛上；半岛的

一边是 Fewa Lake 湖，另一边是森林覆盖

的山丘；旅馆享有全方位美景，使其成为

一个独特的湖区度假圣地。旅馆距离

Pokhara Bus 巴士站有 1 公里，拥有室外

泳池和免费私人停车场。



遗产酒店

Hotel Heritage

Hotel Heritage 酒店距离巴克塔普尔杜巴

广场（Bhaktapur Durbar Square）有 7 分

钟步行路程，酒店距离陶器广场（Pottery

Square）500 米，提供空调客房、旅游咨

询台、免费WiFi和内部免费私人停车场。

奇旺绿色公园
Green Park Chitwan

奇旺绿色公园位于奇特旺国家公园，是奇

特旺国家公园不可错过的酒店之一。在这

里，您将深深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愉悦与惬

意。舒适度作为奇旺绿色公园所有的客房

首要标准，一切设施都以此为目标。



美食推荐

FOODIE

美食探索

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
生活方式，尼泊尔丰富多样的民族和文化使这
里的美食种类繁多。当你第一次接触尼泊尔传
统食物时，它们的种类可能会让你眼花缭乱。

遗产酒店特色皇室 6道菜，
虽只有 6道，但确是真正的
尼泊尔皇家御宴餐，古时尼
泊尔皇室每逢重大节日或
宴请大臣，才会上这套隆重
而极佳的料理！

皇室 6 道菜

巴德岗老酸奶

奶油味浓厚的粘稠酸奶，
这种纯天然无添加剂的
酸奶味道浓郁，在当地有
“酸奶之王”的美。

咕咚咕咚冒着热气泡的纯
牛奶中熬制这芳香浓郁的
红茶，再加上特有香料，一
搅一拌中香气四溢，一啜一
饮中口齿生香。

马萨拉奶茶



行程概览

广州/香港-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奇特旺

奇特旺-班迪布尔-博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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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9

DAY
03

DAY
06

DAY
02

DAY
04

DAY
05

DAY
07 DAY

08

DAY
01

博卡拉

博卡拉—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广州/香港

博卡拉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DAY
01 广州/香港-加德满都

参考航班：

（广州口岸出发）南航 CZ：CZ3067 CANKTM 1540/1815

（广州口岸出发）南航 CZ：CZ6067 CANKTM 0835/1050

（香港口岸出发）尼航 RA：RA410 HKGKTM 1750/2050

参考酒店：加德满都德瓦里卡酒店 Dwarika's Hotel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X 午：X 晚：遗产酒店特色皇室 6 道菜

旅客自行前往广州/香港国际机场，自行办理登机手续。搭乘从广州/香港飞往加德

满都的航班，抵达布里特万国际机场，欢迎花环接机。

安排入住传统尼式顶级特色遗产酒店—加德满都德瓦里卡酒店，该酒店曾获得亚太

地区旅游协会颁发的文化遗产奖，是名副其实的“古董酒店”。

加德满都城区景点游览：博达哈大佛塔（Boudhananth 世界文化遗产）【约 1.5

小时】，这里是藏文化的缩影、藏传佛教的圣地，俗称“小西藏”。

回到酒店安排了南亚特色的海娜手绘！（如到达时间较晚，将安排在次日早上进行

该项目）

晚餐特别安排：遗产酒店特色皇室 6 道菜，虽只有 6 道，但确是真正的尼泊尔皇家

御宴餐，古时尼泊尔皇室每逢重大节日或宴请大臣，才会上这套隆重而极佳的料理！

DAY
02 加德满都

参考酒店：加德满都德瓦里卡酒店 Dwarika's Hotel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X 晚：酒店晚餐

——融入画卷的旅拍之行

早餐后我们的专业旅拍团队已经到达。换上酒店精心准备的当地民俗华服，再撸个

美美的妆，一对漂亮的异国少女就这样诞生了！

9 点正式开拍！在摄影师的指导下，先在“古董”酒店里拍摄。（酒店拍摄时间约

2 小时)。

午餐将由你们自由掌控（用餐时间约 1 小时）。



午餐后启程前往巴德岗杜巴广场（Bhaktapur Durbar Square 世界文化遗产），

此时仿佛置身于 500 年前那个繁华的王都场景：皇后浴池中温婉优雅地嬉闹戏水，

55 窗宫，依偎着窗沿的宫女，巴特萨拉女神庙中婆罗门祭祀呢喃的祝福，尼亚塔

波拉塔上工匠们专心致志的雕琢着吉祥天女……（拍摄时间为 3 小时）。

拍摄结束后，手捧一杯香浓的巴德岗老酸奶（网红打卡），清澈的星河与你们近在

咫尺，仿佛一伸手便可抓住天边的星星。（由于当地条件限制，晚餐安排在酒店）。

DAY
03 加德满都—奇特旺【车程约 5.5 小时】

参考酒店：Green Park Chitwan/Park Safari Resort/Landmark Forest Park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当地午餐 晚：酒店晚餐

——神奇动物在哪里

早餐后前往奇特旺野生动物园（Chitwan 世界自然遗产）。

途中的休息点品尝一下南亚特有的马萨拉奶茶（Masala Tea）。

若抵达时间尚早，一道两难的选择题：进入丛林探险是骑上憨厚雄壮的大象？还是

乘坐丛林吉普车？做出选择后开始丛林探索！【约 2 小时】。

结束探险活动后返回丛林度假村，晚上用餐期间或用餐之后还会欣赏到塔奴族部落

的特色民族舞蹈（奇达旺丛林野趣项目游玩顺序以实际安排为准）。

夜晚观星：奇特旺的星空不同于加都的近在咫尺，她具有别样的深邃，众星用光芒

在她之上勾勒出茫茫星河，通透的令人沉醉其中！（TOPS：APP 可下载星座软件，

顿时可对应星空）。

DAY
04 奇特旺

参考酒店：Green Park Chitwan/Park Safari Resort/Landmark Forest Park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酒店午餐 晚：酒店晚餐



——爱丽丝再游仙境

早餐后参加刺激有趣的独木舟探险活动【约 2 小时】。

下了独木舟开始丛林徒步（徒步时请严格听从向导指挥，不得擅自行动和做出有危

险性的行为！）。

前往大象繁殖村【约 1 小时】，进一步了解大象的生活作息，观赏一下萌哒哒的小

象，再回到河滩边观看大象洗澡，也可以挽起衣袖裤腿，下河与它们来一次难忘的

人象共浴哦。

午餐后休息片刻，参观塔奴族部落【约 1 小时】。

观赏美丽的黄昏落日【约 0.5 小时】。

DAY
05 奇特旺—班迪布尔—博卡拉【车程约 6 小时】

参考酒店：Fish tail Lodge /Mountain Glory Forest Resort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当地午餐 晚：“闺蜜大餐”

—— 一段心与心的邂逅

早餐后前往云端上的古镇—班迪布尔（Bandipur，海拔 1056 米）【约 1.5 小时】，

深入了解尼泊尔。

之后我们将坐车前往尼泊尔第二大城市，素有亚洲瑞士之称的博卡拉

抵达后前往湖边区（Lake Side）漫步。

晚餐品尝当地网红餐厅特制的“闺蜜大餐”。

DAY
06 博卡拉

参考酒店：Fish tail Lodge /Mountain Glory Forest Resort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费瓦湖小资特色餐厅 晚：酒店晚餐

——亚洲户外运动圣地

早起！早起！早起！清早特别安排童话城堡平台观赏雪山日出【约 2 小时】。

日出之后是回去继续补睡美容觉？还是自费参加博卡拉网红户外滑翔伞等体验项

目？无论你们的选择如何，我们都将满足。



博卡拉（Pokhara，海拔 885 米），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清澈的湖水、逶迤

的田园风光，加上屹立在北方壮丽的安娜普纳山脉（数座山峰超过 8000 米），无

不彰显着它拥有作为世界级极限运动圣地的资本，直升机、滑翔伞、动力滑翔翼等

多种高空运动在此地绽放光彩。

午餐安排在秀美宁静的费瓦湖（Fewa Lake）边小资特色餐厅【约 1.5 小时】，边

欣赏这美丽的湖景边享受着特色美食，顺便自拍几张丢在朋友圈，让朋友们羡慕去

吧！

餐后泛舟费瓦湖【约 1.5 小时】，泛舟湖上不免被湖中的一处孤岛所吸引，这里是

夏克蒂女神庙（Barali）【约 0.5 小时】，女神夏克蒂是所有女性的保护神，她掌

握着力量的神力，传闻在此祈福，都会获得女神的庇护。

坐车上山前往和平塔【约 1 小时】，世纪之交的 2000 年，日本、泰国、斯里兰卡

及尼泊尔四个国家集资兴建。在这里可以俯视整个费瓦湖、美丽的博卡拉谷地。

结束游玩后可选择返回酒店，或自行闲逛湖滨区。

DAY
07 博卡拉

参考酒店：Fish tail Lodge /Mountain Glory Forest Resort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X 晚：X

——自由之光（徒步和休闲的自由选择）

澳大利亚营徒步 1 日体验

尼泊尔境内的安纳普纳群峰是许多徒步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圣地！该徒步适合没有任

何户外经验的人群，也没有年龄限制。整个徒步路线海拔最高点在两千米左右，没

有任何高山反应，它会让你们尽情地欣赏最美最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沿途不仅风

景优美，还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将穿越茂密的原始森林，穿过安静祥和的

古老山村，前行中风景如画，不仅是视觉上的洗礼，更能心灵的洗涤！

当然，如果想做一个安静的淑女，那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适合淑女的游玩线路！

贝格纳斯湖半日休闲 +特色烤湖鱼

贝格纳斯湖位于博克拉市区东边约 15 公里，是博克拉谷地的第二大湖。这里很少

有游客前来，因此相较于费瓦湖边的游人如织，贝格纳斯湖越显得静谧很多。若是



在假日至此，则可见难得的热闹，诸多尼泊尔阖家大小一同到来，在湖边戏水野餐，

载歌载舞。来贝格纳斯湖一定要来品尝这里最有特色的烤湖鱼，听本地人说这是博

卡拉最鲜美的烤鱼了，鱼肚里塞着满满的食材，加上特有的酱汁调味，咬上一口，

喷香四溢，唇齿之间回味无穷。

DAY
08 博卡拉—加德满都【飞行约 25 分钟】

参考酒店：Dwarika's Resort / Baber Mahal Vilas,the Boutique Hotel / Hotel Mulberry

或同级酒店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特色网红披萨店 晚：X

——在尼的欧式休闲

早餐后，搭乘内陆航班返回加德满都，免去长时间坐车的枯燥。

中午安排在特色网红披萨店享用意大利披萨，在尼泊尔享用着意大利风情满满的披

萨，这真是一种另类的体验。

用餐完毕后前往梦想花园【约 0.5 小时】游玩。

体验过后再次前往加德满都的购物区泰美尔街【约 2 小时】，这里店铺林立，融汇

了诸多工艺品，就连偏巷里也摆摊设点。

晚餐可自行在泰美尔区搜罗美食，也可参考我们推荐的特色餐厅。

DAY
09 加德满都-广州/香港

参考航班：

（广州口岸出发）南航 CZ：CZ3068 KTMCAN 1930/0205

（广州口岸出发）南航 CZ：CZ6068 KTMCAN 1215/1855

（香港口岸出发）尼航 RA：RA409 KTMHKG 1005/1650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X 晚：X

早餐后稍作休息，根据当日航班情况安排送机，带着满满的甜蜜与收获返回国内。

备注：行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出发日期 成人价格/广州出发 成人价格/香港出发

2+0 ￥28800 元/人 ￥23380 元/人

4+0 ￥21880 元/人 ￥22380 元/人

6+0 ￥20880 元/人 ￥21380 元/人

费用包含

1.国际交通 按行程所列全程舱位机票及机场税

2.内陆航空 按行程所列内陆段机票及机场税

3.住宿安排 当地住宿，以两人共享一双人房为标准

4.餐食安排 全程 8 早餐 11 正餐

5.景点/活动 各项游览节目均按照行程表内所述及包括景点首道入场费

6.签证 免费落地签

7.导游服务 中文导游

8.用车 舒适的旅游车辆

费用不含
“费用包含”所列以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个人消费及杂费。

2.单人房差。

3.个别景区拍照拍摄许可费。

4.行李搬运小费及部分寺庙鞋子寄存费。

5.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及超重行李托运费、管理费等。

6.因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非我公司原因（如天灾、战争、罢工等）或航空公司航班延误或
取消、领馆签证延误等特殊原因，我公司有权取消或变更行程，一切超出费用（在外延期签



证费、住、食、交通费及国家航空运价调整等），我司有权追加差价。

7.个人旅游意外险。

您的旅行定制师 朱丽姗 0756-8892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