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20.01.25 斯里蘭卡 9 日~五大世界文化遺產 
全程五星飯店、佛蹟聖地、獅子岩、香料園、高山茶園火車 

團費 NT:87,000/人(含稅、簽證費、導領&行李小費、每人一張網卡) 

 斯里蘭卡地圖 

 

 

 

 

 



 



 



 

 



 



 



 

行參考航班    ★★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日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第 1 天 馬來西亞航空 MH367 桃園國際機場 15:10 吉隆坡機場 20:05 

第 1 天 馬來西亞航空 MH179 吉隆坡機場 22:25 可倫坡機場 23:15 

第 9 天 馬來西亞航空 MH178 可倫坡機場 00:15 吉隆坡機場 06:25 

第 9 天 馬來西亞航空 MH366 吉隆坡機場 09:25 桃園國際機場 14:1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機場 / 吉隆坡國際機場 / 可倫坡 

今日群集於桃園機場，將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吉隆坡，抵達後隨即轉機飛往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

抵達後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斯里蘭卡：位於印度東南方一個形狀像菩提葉般的島國，自古以來就是

東非、歐洲、西亞、東南亞、與中國海運商旅交會的重要樞紐，形成其多元文化、種族、語言的特

色，古代稱「楞伽島」、「獅子國」、「僧伽羅國」、「細蘭」、「錫蘭」。有「印度洋上的珍

珠」、「寶石王國」、「紅茶之國」等美稱，也曾被馬可波羅認定是最美的島嶼。目前全國約有

2000 萬人口，是一個典型的佛教國家，人口中 70%以上為佛教徒。面積約台灣 1.8 倍大的島上。 
 

餐 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旅 館：五星級 Taj Airport Garden hotel 或 Suria Luxuy resort 或同級 

   

第 2 天  動物樂園~米內日亞國家公園 Minneriya National Park~吉普車獵遊 



【米內日亞國家公園 Minneriya National Park】： 在這黃金三角地區的東北方有一國家公園－。經

濟不富裕的斯里蘭卡，在自然保護這個領域卻是大國。兩

個海南島大的國土，擁有 13 座國家公園、52 個動植物自

然保護區、41 個人類生物園保護區。今日享用完早餐後，

便搭乘吉普車進入米內日亞國家公園 Minneriya National 

Park，這邊最多的動物就是大象了，在米內日亞國家公園

Minneriya National Park 會有來自馬塔拉、波隆納魯瓦和亭

可馬里等地區的象群，最多可以到兩三百隻，據說可以看

到長牙的大象是很難得的。當然除了大象之外，更有很多

野生動物等你來發掘。 

【行車距離】可倫坡- 「約 3.5 小時」-丹布拉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旅 館：五星級 Deer park Hotel 或 Cinnamon Lodge 或同級 

 

第 3 天  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世界遺產 UNSECO）~斯基里亞 Sigiriya（世

界遺產 UNSECO）～天空之城【斯基里亞獅子岩 Sigiriya Lion Rock】 

【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於 1982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斯里蘭卡 1059 至 1207 年的國

都所在。歷史的黃金時期是國王 Parakkamabahu I (1153-86)與 Nissanka Malla(1187-1196)兩位國王

在位時。這個階段無論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發展都達到最盛。爾後前往 Parakrama Samudra

水庫：堤岸長 13 公里多，高 12 米，面積 24 平方公里，可灌溉 70 餘平方公里，湖水清澈透底。它

通過 11 個運河將水運送到其他較小的水庫，從 13 世紀延續至今，是最大的灌溉系統，而且目前還

在使用當中。續往帕拉克馬巴胡宮殿 Parakkamabahu I Palace：原來殿高 7 層，宮殿長、寬各 50

公尺，由 30 根柱子支撐著，單一層樓就有 1 百多間房

間，這也是當地人傳說中的「千房宮」，現存的宮殿遺

蹟只到二樓台階。周圍還有石造皇家浴池及國王臨朝聽

政與眾臣會商國家大事的議政廳。聖台區 Sacred 

Quadrangle：位於遺址的中心位置，為皇族膜拜、祈

禱、禪修、冥想之處，是整個遺址中最神聖的地方。 

遊覽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 有幾件事情要注意： 

１、斯里蘭卡人對佛教相當尊重，不要在寺廟內嘻笑打

鬧 ２、不可背對佛像拍照 ３、往菩提樹的路上有許多

猴子，不要餵食，會整群猴子跑過來！ ４、進入佛塔需要脫鞋、脫帽，記得穿襪子，赤腳踩地是非

常熱的 ５、菩提樹若有樹葉落下，可以撿起來，這是會替人祈福的樹葉 

【天空之城斯基里亞獅子岩 Sigiriya Lion Rock】：結合了澳洲艾爾斯岩自然奇景、彩繪壁畫、巧奪

天工的千年宮殿，莫不讓每位初到的遊客瞠目結舌地大嘆神奇。被高聳林木包圍的天然大砂岩，西

元 5 世紀時，卡斯亞帕(Kasyapa)國王在岩石最上方建造一座

佔地 3 公頃的空中宮殿，入口處原有一座張著大口的獅型石

雕，岩石下方則規劃約 70 公頃的噴泉花園廣場，居高臨下，

隨時監控敵人的動靜，同時也可讓他享受奢華的宮廷生活。整

座獅子岩山崖岩洞中原有 500 多幅彩繪壁畫，目前半山所存頭

戴皇冠、手持鮮花、露著宛如「蒙娜麗莎的微笑」的半裸仕女

圖，是保存最好的幾幅，顯示出當時的藝術水準之高。登上



600 英呎高的獅子岩參觀舊皇宮遺址及其附近原始泥土顏料畫成的古仕女壁畫，精采絕倫，令人嘆

為觀止。 

【行車距離】飯店-波羅那露瓦－「約 30 分鐘」-斯基里亞－「約 1 小時」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旅 館：五星級 Cinnamon Lodge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丹布拉(Dambulla)~岩洞寺廟 ROCKTEMPLE(世界遺產)肯迪~佛牙寺~香料

園~傳統民俗舞蹈表演 

【丹布拉岩洞寺廟 Dambulla Cave Temple】：相傳

西元前一世紀，首都阿奴拉達普拉遭到印度人入侵，

國王被迫逃到丹布拉，為當地的佛教徒所救，在這裏

的岩洞中度過長達 14 年臥薪嚐膽的避難生涯。重拾

王位後，修建了全島令人歎為觀止的岩洞寺廟。整個

洞窟寺廟總共有五個石窟，占地兩萬五千平方尺的石

洞，洞穴中有全世界最大、最古老的壁畫群。廟中有

各種坐、臥佛等石刻雕像 157 尊，有多種不同宗教的

雕塑，最多為佛教，其次為印度教等宗教，隱匿在狹

長石壁下的天然洞穴中。其中第二窟王之窟是最大、

保存最好的一個。 斯基里亞 Sigiriya、丹布拉 Dambulla、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這三個城市，

是斯里蘭卡的三大古城，其所在的相對地理位置，剛好排列成三角形，亦被斯國人稱為黃金三角地

區。 

【香料園 Spices Garden】： 十六世紀起斯里蘭卡因為盛產值錢的香料，而吸引了葡萄牙人、荷蘭

人、英國人的先後殖民，今日我們一起進入香料園，親自認識可可、胡椒、荳蔻、小荳蔻、香草、

肉桂…各種香料植物。 

【佛牙寺 Dalada Maligawa】：佛牙及佛缽舍利是王位正統的象徵，誰有佛牙誰就是國王，故無論

遷都或逃難到那，都儘量將佛牙帶在身邊，待一切安頓後即興建佛牙寺供奉。此寺建於十七世紀，

佛牙是宗教的象徵，佛牙寺是獅族的驕傲，從葡萄牙人到荷蘭人再到英國人，獅族人民抵抗的心是

一致的，而支撐他們信念，給與他們勇氣的，便是這座不凋之廟－佛牙寺了．佛牙寺卓然挺立數百

年。 

【民族舞蹈表演】：含蓋喜慶舞蹈、宗教舞蹈等

等，每一場表演都很好看，而且越到後面越精彩，

看到他們搏命演出，拿火在身上燒、吞火或從紅通

通的木炭上走過，真的很令人捏一把冷汗。 

【行車距離】飯店-香料園約 1 小時-肯迪約 1 小時  

安全提示：佛牙寺保安嚴密，門口由軍警把守，入

寺者前須經過檢查，且須脫鞋，服裝必須端莊。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旅 館：五星級 Mahaweli Reach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皇家植物園(Peradeniya Garden)肯迪(Kandy)市區觀光~寶石工廠~搭乘高

山火車(贈送)++++ 奴娃拉伊利雅(Nuwara Eliya)~茶園~市區觀光 

今日享用完早餐後，前往肯迪 Kandy：四周佈滿茂盛的森林，清爽宜人的氣候與層巒疊翠的山林，

同時為著名的避暑勝地，此山城也是 15-19 世紀斯里蘭卡首都，山城中央座落著肯迪湖，碧坡如洗

的湖畔周圍，林立著風格各異的寺廟，哥德式的別墅及花園是此地的另一項特色。 

【皇家植物園】：其面積約 147 英畝，園區內共分 25 個部門，幅員遼闊，園區內並設有蝙蝠區，

內有各種果樹、名人所栽種的樹、及許許多多奇特的樹，如:外型酷似雨傘的樹…等。 

【寶石工廠】： 斯國為亞洲非金屬礦石種類最為豐富的國家，種類繁多的紅、藍寶石、黃玉、紫晶

石、貓眼石、電氣石、鋯石、橄欖石、蛇紋石、石榴石、大理石、金剛砂、正、月長石、雲母石、

石灰石、陶土等，如果以遍地璀璨來形容這個「寶石的故鄉」一點也不為過。 

【高山火車】：後續我們前往火車站準備搭乘火車，前往奴娃

拉伊利雅 Nuwara Eliya.位於斯國最高峰 Pidurutalagala 山之

腳，周圍山陵翠綠，峽谷縱橫，飛瀑流泉，所出產的紅茶是斯

國高山茶的代表。宜人的氣溫，像極了故鄉英國，懂得享受的

英國人，更大幅興建度假別墅、旅館、高爾夫球場等，讓整座

山城宛如一座英國小鎮般，濃濃的英倫風情飄散在各個角落，

所以此地又號稱「小英倫」。然而這段前往奴娃拉伊利雅的路

上，沿途的風景是最漂亮的。 在緩慢行進的車上，可以欣賞

到車窗外起伏有如綠色地毯的茶園風光。車窗外，泰米爾採茶

女們穿著五顏六色的絲質紗麗服，點綴著那片綠油油的茶田。 

【錫蘭紅茶工廠】：也許有機會試試採茶之樂,更可以在美麗的山頂茶園好好品嘗優雅的錫蘭紅茶, 

行程備註: 

1.如遇天侯因素導致鐵路中斷火車停駛或火車客滿，則將改以原旅遊巴士上山。 

2.斯里蘭卡的鐵路基本都是在英殖民時期修建的，1948 年英國殖民統治結束後，斯里蘭卡政府沒有

能力繼續修建新的鐵路，於是這些繼續存在的變為百年歷史的列車，儘管老舊、時速只有 30-40 公

里，但卻也運行正常，四通八達。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旅 館：五星級 Hill Club Hotel 或 Green Hill 或同級 

 

第 6 天  悠遊印度洋度假海濱區～海龜復育中心～全包式飯店 

今日享用完早餐後，今日將前往海濱渡假區。沿途有傳統的水果攤及特殊的手工水牛優格小攤，不

妨試試獨特的健康優格風味。沿途會看到蔚藍海洋及潔白的沙灘渡假區，風景彷如明信片優美 



【海龜復育中心】: 讓您一睹小小綠觿龜可愛的模

樣。 抵達海濱渡假區後自由活動，您可自在的徜

徉於浪漫海灘，在沙灘上享受日光浴，或 於印度

洋上游水玩耍，閒適漫遊於婆娑多姿的美麗椰林

間，讓您身心輕鬆舒坦忘卻所 有世俗煩憂，陶醉

大自然迷人的懷抱裡。 

【行車距離】奴瓦拉伊利亞-RIU 飯店約 4.5 小時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旅 館：五星級 RIU Hotel 或同級此為全包式度假飯店 

 

第 7 天  加耳古城區(Galle)~ 紅樹林遊船欣~賞傳統立釣~全包式飯店 

【紅樹林湖】 在平靜的湖面上尋找特別的植物、動物，從潛在水中的小鸕鶿到跳躍的彈塗魚，一

路上享受這些美麗的稀有林木和水道。紅樹林對斯里蘭卡海岸和沿海居民的生活起必不可少的

保護作用——但如今也受到嚴重的威脅。目前只剩餘 0.5%的森林仍然留存，熱帶雨林國際救援隊正

盡全力去保存和修復這些重要的棲息地。 後將前往加耳古都，途中經過瓦勒迦瑪海濱特殊的立釣 

【立釣】 布滿礁岩的海面上矗立著一根根褐色的木桿子，遠遠看去蔚為奇觀，幸運的話您可以看

到，漁夫坐在插立於海中的木竿上垂釣的特殊景象，世界僅有。 

【加耳古都，UNESCO】 加耳為天然良港且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是兵家必爭之地，在大航海時期

先後歷經葡萄牙人、荷蘭人與英國人的統治，因此老城中充滿了各 種殖民式風格的建築。位於印度

洋海濱的加耳古城，是 16 世紀由葡萄牙人建造的， 融

合了歐洲的建築及南亞的文化傳統風貌，傳統的鄉間生

活，壯觀的碼頭，吸引無數 遊艇前來停靠渡假。幽靜的

小城，配上氣勢磅礡的碼頭，充滿著葡萄牙風的異國風

情。 這樣的配對絕迷倒久居文明世界的人們...我們將將帶

您沿著古城牆漫步，欣賞加耳要塞 The Galle Fort、燈

塔、法院等古老建築。1988 年列入世界遺產。 

【行車距離】飯店-加耳約 30 分-立釣約 30 分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風味自助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旅 館：五星級 RIU Hotel 或同級此為全包式度假飯店 

 

第 8 天  尋找千與千尋～海邊火車～可倫坡市區觀光～可倫坡機場 



早上一整天在飯店享受飯店設施下午搭乘據說是宮崎駿的《千與千尋》海上火車的原型的海上火車

之旅的沿海鐵路返回可倫坡。如果！世界上有真實的海上火車，那

就在斯里蘭卡。由可倫坡到加耳的這段鐵路因為依海邊而建，其鐵

道離海岸最近處只有 3 米。一面是鬱鬱蔥蔥的森林和稻田，一面是

湛藍的印度洋，火車馳騁在海邊，每一個人都會心曠神怡。下午回

到可倫坡市區觀光 

【班達拉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Bandaranaike Memor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BMICH】紀念已故的斯里蘭卡總理，由中國贊助興建，是斯里蘭卡舉行重大 國

際、國內會議的場所，也是招商集資展覽會的重要地點。 

【獨立紀念廣場 Independence Memorial Hall】廣場的主建築

物有一個紀念堂， 還有一個噴水池，紀念堂的四周環繞著象徵

斯里蘭卡的獅子雕像，紀念堂仿肯迪佛牙 寺後方的佛殿而建，

以一根根方形的柱子支撐的構造，柱子上與屋簷下都有精緻的

雕刻。壁上並繪有斯國建國歷史。 

爾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夜宿機上。 

【行車距離】:搭乘海上火車約 30 分-可倫坡約 2 小時 

餐 食：早餐／飯店內西式自助餐 午餐／飯店內自助餐(含酒水) 晚餐／螃蟹海鮮餐(含酒水) 

旅 館：飛機上 

 

第 9 天 可倫坡 / 吉隆坡國際機場 / 桃園國際機場 

於清晨達抵吉隆坡後隨即轉機返回桃園機場，結束這趟九天斯里蘭卡，融合知性與感性的難忘旅程，

回到甜蜜的家。 

餐 食：早餐／機上精緻套餐   午餐／機上輕食   晚餐／X 

旅 館：溫暖的家 

 

【本行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出團備註： 

簽證: 

前往斯里蘭卡旅遊需辦理簽證。辦理簽證需備以下證件資料： 

1.我國護照且效期在六個月以上、簽名欄需本人親自簽名 

2.相片：二吋彩色白底近照。(辦證無需附上，入境時帶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