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里蘭卡 朝聖之旅 8 日 

出發日期／date 成人團費／adult 備註／remark 

2017年 5-12月 新台幣 00,000元  

  

 

 

 

 

 

 

 

 

   斯里蘭卡 即使經過戰爭的洗禮，在大多數人心裏，斯里蘭卡仍享有天堂的盛譽。斯里蘭卡不僅 

有連綿千里金色閃閃發光的棕櫚樹海灘，更有二千年悠遠豐富的文化。好幾世紀來，斯里蘭卡以香料、

寶石、錫蘭茶最為世人熟悉，之所以稱錫蘭茶是因為斯里蘭卡之前被稱為錫蘭的緣故。斯里蘭卡這個盛

產茶葉的國度，茶園佔地遼闊，青蔥色的綠葉一望無際，更遑論滿佈蔥鬱青草的山原，蜿蜒在山間的小

徑兩旁長滿了爭奇鬥艷的花朵，空氣中隱約傳來鳳梨的香氣。斯里蘭卡位於印度半島南部，面積為 65,610

平方公里，景觀豐富不單調，有迷人的熱帶海灘，蔥鬱茂盛的熱帶植物以及歷史悠遠的古蹟及紀念碑等

建築。主要農作物為椰子、橡膠、蔗糖及茶葉等，而新改選的政府人員，大力推動外國企業在國內投資，

以帶動斯國經濟。 

  

 

 

 

 

 

 

 

行程特色: 
1. 搭乘亞洲最佳、服務第一的【國泰航空公司】。 
2. 參觀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阿努拉德布拉古城遺跡 
3. 參觀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希吉利亞獅子岩古城堡遺跡 
4. 參觀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波羅那魯娃佛教古城 
5. 參觀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丹布拉佛窟 
6. 參觀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坎迪城市(全城) 
7. 參訪最受錫蘭人民信仰的--佛牙寺, 感受斯國人民對宗教的熱忱 
8. 溫馨安排住宿傳統茶葉區的經典特色飯店，體驗山中傳奇的茶香風情。 
9. 早餐皆安排在住宿飯店內享受精緻豐盛的自助餐 

10. 安排當地中文導遊熱情服務，專業解說介紹斯里蘭卡歷史文化。  

 

 當 日 主 題 建  議  行  程  內  容 

第 

一 

天 

台北 

 

香港 

 

可倫坡 

集合於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豪華客機經香港飛往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抵達

後專車接往豪華酒店休息。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公司     CX511 1315/1500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公司     CX711 1620/2240 

 早: 請自理 午: 請自理 晚: 機上精緻套餐 



 宿: 4 星級  Gateway Hotel by Taj 或同等級 

第 

二 

天 

可倫坡 
(行車約 3.5 時) 

 
阿努拉德布拉 

早餐後驅車前往斯里蘭卡最古老的城市，亦是佛教聖

地的阿努拉德布拉古城。阿努拉達普拉是斯里蘭卡最

古老的城市。她作為蘭卡首都達一千年，同時她也是

蘭卡最早的佛教聖地，開創了蘭卡的佛教歷史。後

來，阿努拉達普拉在荏苒的時光中逐漸荒廢，直到十

九世紀英國人發現這座古城，重新散發光輝。這座城

市似乎被光陰浸潤，人們的生活方式仿佛和幾百年前沒有大多差別，古樸虔誠又

安詳。環列在古城市區內的佛塔，具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圓錐形的塔身和周遭配

置的建築，精刻雕飾都是斯國藝術精華的最高表現；環繞著塔身遊走舖陳在眼前

的不僅是佛教走過的良痕跡，也呈現了斯國藝術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參觀後前

往飯店晚餐和住宿休息。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 : 精緻素食套餐或自助餐 晚: 飯店自助餐 

 宿: 4 星級 The palm garden village hotel 或同等級 

第 

三 

天 

阿努拉德布拉 
(行車約 2 小時) 

 
奧卡納大佛 

(行車約 1.5 小時) 

 
希吉莉雅 

(行車約 0.5 小時) 
 

哈巴拉那 

早餐後驅車前往【奧卡納大佛】位於斯里蘭卡北中

省，經常被讚歎為該國眾多佛陀立像中最壯大美妙

者。這尊全然由花崗岩雕刻而成、高達十二米的釋迦

牟尼佛造像保存得異常完整。佛像右手向天直舉，五

指拼攏，掌心朝向左方，可以算得上是無畏印的變

體；而它的左手手執衣擺將其放置於及肩處，舉止莊

重而詳和，兼且站立在具吉祥、清淨可喜等象徵的蓮花上，更見優美。至於僧袍

的衣褶雕工精細，一絲不苟的超群技巧盡現眼前，堪稱佛教藝術的奇跡。午餐後

前往參觀石城—希吉莉雅，這座西元五世紀的古城建在 200 公尺高的花崗岩峰上，

遊客循石階攀登而上參觀著名的半身裸仕女石窟壁畫以及金黃色的「鏡牆」，還有

未完成的巨大石砌獅爪古蹟與峰頂上的水上庭園城堡。結束參觀後驅車前往哈巴

拉那的渡假飯店。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精緻素食套餐或自助餐(當地餐廳) 晚: 飯店自助餐 

 宿: 4 星級 Habarana village hotel 或同等級 



第 

四 

天 

哈巴拉那 

(行車約 1.5 小時) 

 

波羅娜魯瓦 

(行車約 1.5 小時) 

 

丹布拉 

 

哈巴拉那 

早餐後前往斯里蘭卡第二大古城－波羅娜魯瓦，是 

第 10 至 12 世紀”新哈里王朝“的首都，此地保存 

著許多聞名的宮殿、佛塔、巨大石壁佛像、浮雕壁 

畫等古蹟，是佛教藝術極度發揮的城市，觸目所及 

，讓您嘆為觀止。午後前往參觀建於西元前一世 

紀的丹布拉岩石神殿，此為斯里蘭卡考古學上的寶 

藏，內有超過兩萬平方公尺的釋迦牟尼佛壁畫及數 

百尊不同石材的佛像，兩千年歷史的佛教古蹟，保 

證讓您大開眼界。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精緻素食套餐或自助餐(當地餐廳) 晚: 飯店自助餐 

 宿: 4 星級 Habarana village hotel 或同等級 

第 

五 

天 

哈巴拉那 

(行車約 2.5 小時) 

 

香料園 

(行車約 1.5 小時) 

 

坎迪 

上午續往位於南方山區，標高 600 公尺的斯國第二大

城－坎迪，是錫蘭最後王朝的古都，也是目前王宮所

在。沿途特別安排參觀香料園，午餐於園內安排錫蘭

當地特色餐點和紅茶，讓貴賓品嚐。隨後再驅車前往

坎迪市區；抵達後，前往建於坎迪湖北岸，也是此地

最值得遊覽的『達拉達- -瑪莉卡瓦』佛牙寺朝聖，這裏供奉著「釋迦牟尼佛」的牙

齒，寺裡另有展示以 20 幅油畫串聯來解說整個與「佛牙」有關的段落章節故事。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精緻素食套餐或自助餐(當地餐廳) 晚: 飯店自助餐 

 宿: 5 星級 Earls Regency Hotel 或同等級 

第 

六 

天 

坎迪 
(行車約 2 小時) 

 

努瓦愛莉雅 

早餐後，前往極負盛名的斯里蘭卡原產藍寶、貓眼、黃玉等寶石加工廠參觀。接著

驅車前往錫蘭山區產茶城市，也是一處具有歐洲風格的高原避暑勝地--努瓦愛莉

雅。抵達市區後先參觀有小倫敦之稱的小鎮：昔日英國殖民地時期的辦公廳、總

督府、郵局、高爾夫球場(18 洞，125 年歷史)、以及英式植物園等。隨後安排參觀

著名的錫蘭紅茶茶園及製茶工廠，這一帶風景秀麗有著斯里蘭卡採茶婦女背著茶

蔞，身著五顏六色的衣裳，為茶園增添不少色彩。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精緻素食套餐或自助餐(當地餐廳) 晚: 中式素食料理 (當地餐廳) 

 宿: 4 星級  Grand Hotel 或同等級 



第 

七 

天 

努瓦愛莉雅 
(行車約 2 小時) 

 
坎迪 

(行車約 4 小時) 
 

可倫坡 

早餐後，驅車經坎迪市區前往首都可倫坡。 

可倫坡 Colombo：可倫坡是一個優良的天然海港，也是羅馬人、阿拉伯人、中國人

貿易的重要港口，在海權殖民時代這裡曾先後被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所佔

領。形成多元文化交匯的現象，尤其是信仰。雖然這是個佛教國家，寺廟林立，

不過在街上你隨處可以看到基督教堂、回教清真寺、還有印度教的寺廟。午後安

排市區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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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搭機返回台灣，夜宿

機上。 

 早: 飯店內自助餐 午:  中式素食料理 (當地餐廳) 晚: 五星級飯店內歐式自助晚餐 

 宿: 夜宿機上 

第 

八 

天 

可倫坡 

 

香港 

 

台北 

上午抵達香港國際機場，轉機返回甜蜜的家，結束此次多彩多姿的文明古國和大

自然之旅。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公司     CX710 0040/1155 

參考航班:  國泰航空公司     CX564 1320/1455 

 早: 機上精緻套餐 午: 機上精緻套餐 晚: 請自理 

 宿: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