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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印度 喀什米爾 Lidder 谷地及 Sindh 高山湖區健行 12 天 

   
 

出發日期： 2019/08/25-9/05 

費用： 

 

每位約$80,000 元 (不包括當地登山嚮導及挑夫小費)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兩個月前最後確認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地食宿、交通、領隊

小費、保險、行政費用等等。 

訂金： 每位 $20,000 元需於出團 2個月前繳交 

活動等級： B 級適合健腳 

追加德里阿格拉 4 天 3 夜火車之旅 15 天，約加 15000 元=95000 元 

日 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8/25 日 

桃園-德里 Delhi -斯里那加 Srinagar 2.4.7 飛 CI181 0735/1240 

上午搭乘華航班機直飛德里，抵達轉搭國內班機前往喀什米爾首府斯里那加。夜宿湖上

船屋，特別的感受。 

第二天 

8/26 一 

斯里那加 Srinagar(1585m) 

全日觀光:遊大湖、Nagin 湖、蒙兀爾花園、Shankaracharya 寺 及 Hazratbal 清真

寺。夜宿湖上船屋。 

第三天 

8/27 二 

斯里那加-巴哈甘 Pahalgam2740m-阿祿 Aru-利德瓦 Lidder Wat 

早餐後專車前往牧羊人山谷巴哈甘，路程約 96 公里需 3 個小時，沿途景緻宛如歐洲，

車至阿祿開始健行 11 公里，到利德瓦漂亮河畔紮營。 

第四天 

8/28 三 

Lidder Wat-觀賞 Kolahoi 冰河 

今天攀登喜馬拉雅雄偉壯觀的山脈，近觀 Kolahoi 冰河美景，來回約 13 公里。 

第五天 

8/29 四 

Lidder Wat-巴哈甘-斯里那加 

今天健行回往巴哈甘，出步道專車接回往斯里那加船屋過夜。 

第六天 

8/30 五 

斯里那加-Sonamarg2800m –Nichnai 營地 3500m  

健行路程:11 公里，時間:5-6 小時 

清晨搭車 3 小時前往 Sonamarg，然後展開高山湖泊健行，下行沿 Sindh 河畔樹林前

進，上坡到 Shekdur 約 3 小時，再 2 小時就抵達 Nichnai 營地休息 

第七天 

8/31 六 

Nichnai–Nichnai 埡口 4120m-Vishansar 湖 3650m 

健行路程:12 公里，時間:7 小時 

今天路程由 3500 公尺的 Nichnai 營地，經冰磧碎石坡走到 4120 公尺的 Nachnai 埡

口，在此俯望整個 Sonamarg 山系和冰河，再下降到谷地盡頭的 Vishansar 湖營地，

約 7 小時，紮營後前往欣賞四面環山的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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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9/1 日 

Vishansar-Krishansar 湖-Gadsar 埡口 4220m- Gadsar 營地 3650m 

健行路程:10 公里，健行時間:5 小時 

今天先走約 45分，可走到下個湖Krishansar湖參訪，然後爬升到 4220公尺的Gadsar

埡口，也是此行最高點。可清楚看到剛經過的 Krishansar 湖和 Vishansar 湖。下坡第

一座山頭。四周陡峭山壁和冰斗是典型的冰河地形。再經過一座 4 千山頭往 Gadsar 湖

前進。 

第九天 

9/2 一 

Gadsar 湖 3650m- Satsar 湖 3650M 

健行路程:10 公里，時間:6 小時 

經 Gadsar 護照檢查哨，不久壯闊的克拉崑崙山縱谷出現眼前，經過一片片的花海。到

眺望點可見位於巴基斯坦，名列世界第九高峰，海拔 8,125 公尺的 Nanga Parbat 山。

再一路繞著山腰，走在平緩大草原的羊腸小徑上到營區。從護照檢查哨到 Satsar 湖群

營區約 3 個小時可到。 

第十天 

9/3 二 

Satsar 3650m-Zaj 埡口 3960m-Gangabal3500m 雙湖區 

健行路程:10 公里，健行時間:6 小時 

早上先上上下下，走半小時到 Satsar 湖群的最大也是最後一個湖觀賞，然後下降 1.5

小時到森林，再上坡 2 小時，經過三個嶺頭到 Zaj 埡口可看見雙湖並列，近的是 Nundkol 

湖，遠的是 Gangabal 湖，由此陡下 1.5 小時到草原區可看見 Harmukh 神山及

Harmukh 冰河，約再 30 分抵 Gangabal 湖畔，也是本次造訪最大的湖，繞湖一周約

5 個小時。本湖有豐富的鱒魚，每年吸引不少釣客，找個平地紮營。 

第十一天 

9/4 三 

Gangabal 3500m-Naranag 2250m-Srinagar 斯里那加 

健行路程:15 公里，健行時間:7 小時 

今天將陡下 1250 米，小心行走，先下 1 小時到達樹林，後面是經高山松葉林，平緩 6

公里路，最後 4 公里才是陡降 900 米的路段，抵 Naranag 後搭車回斯里那加。 

第十二天 

9/5 四 

斯里那加(-德里-桃園) 

清晨前往水上市場參觀，交易熱鬧加上大湖的寧靜，別有一番風味。然後全天放鬆自由

活動，解除連日來的辛苦。 

(上午參觀水上市場後，搭機回德里，轉機回桃園) 

第十三天

9/6 五 

斯里那加-德里-阿格拉 

上午搭機回德里後搭乘火車前往阿格拉，抵達後安排參觀世界遺產，印度最偉大的建築—

泰姬瑪哈陵及阿格拉堡。 

第十四天

9/7 六 

阿格拉-Fatehpur Skiri(廢城)-阿格拉-德里 

專車約 1 小時前往廢城 Fatehpur Skiri 參觀，下午搭火車回德里。 

第十五天 

9/8 日 

德里-桃園 2.4.7 飛 CI182 1410/2225 

上午市區觀光新舊德里後，搭機返回桃園，結束神秘的喀什米爾健行之旅。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行程中列明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遊方式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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