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斯里蘭卡十日遊

斯里蘭卡十日遊
2022 年 09 月 16 日～25 日
行程特色:
『印度洋上的珍珠』：斯里蘭卡的上空滿是濃郁的香料味道，這片樂土的魅力則憑藉
香氣的瀰漫，籠罩於古城神殿，寺廟森林之上。
『文化金三角外，斯里蘭卡最難得的是它自然生態的美好：巨大的樹木、四季花草、
整潔的民居、處處可見的水塘、沼澤、大量的鳥類，頗符合其國名：Sri Lanka 梵文意
即【淨土】
。
這個國家的年平均收入僅 900 多美金，但給觀光客的飲食卻是極端豐盛：西式、中式、
南印度、馬來風味、本土以外，還有大量的水果與甜點，雖是佛教國家，牛、豬、雞、
魚、羊、各種海鮮無一不少，而且口味也極為講究，不是隨便應付而已。
食宿一流、車好、路況佳、車程短、乾淨、清幽，實在很適合銀髮族或上班族作為度
假休憩的充電之旅。
第1天
2022/09/16
Fri

台北/香港/可倫坡
交通工具：飛機
下午由桃園機場出發，晚上抵達斯里蘭卡第一大城：可倫坡，直接赴飯店
休息，準備迎接未知之旅。CX405 16:15/18:05,CX611 20:00/23:00;
宿：Jetwing Lagoon Hotel 5*

第2天
2022/09/17
Sat

可倫坡/阿努拉達普拉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葡萄牙人達迦瑪於 1498 年落腳印度西
南海岸的科欽後，1816 年終於入侵斯
里蘭卡；接下來的荷蘭以及英國，分別殖民斯地各約 150 年，各自有他們
的主要勢力範圍。我們帶大家參觀遊覽的是一個漁村，荷蘭人把水道溝渠
的建設及天主教引進此村，有非常獨特的風情。河道兩岸各種植物、花、
果，還有蜥蜴不時棲息於岸邊泥地，無懼於人家近距離觀察。午餐後赴東
北部的阿努拉達普拉聖城。
宿：Palm Garden Village 3*

第3天

阿努拉達普拉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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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8
Sun

參觀阿努拉達普拉聖城，1982 年列
世界文化遺產。公元前三世紀，一枝菩提樹苗從印度帶到了斯里蘭卡，以
它為中心，人們建立了此城，它是斯里蘭卡最早的首都。1300 年來，它是
南亞最大的佛教中心，包括中國的法顯在內，多少佛教徒來此朝聖，要參
觀法顯紀念館。城中除了菩提聖樹外，還有多個藏有舍利聖物的佛塔。這
是一個精心規劃的古都，人們能從城市遺址上想像當時雄偉的宮殿、軒昂
的廟宇。
長久以來，許多古蹟一直被埋在熱帶叢林中，挖掘出來的有佛寺、廟宇、
佛塔等遺址、雖然殘破不全，卻是歷史上重要的地方。
宿: Palm Garden Village 3*

第4天
2022/09/19
Mon

阿努拉達普拉/波隆那魯娃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今日到另一聖城：波隆那魯娃：11-13 世紀斯里蘭卡王國首府所在地，彼
時南印度的廟建和石雕正值顛峰，多少影響到它的建築風格。包括供奉佛
牙的大殿、磚雕的佛塔等。古城還有面積達 2400 公頃的人工水庫和加爾
寺的巨型岩壁上，以整塊花崗岩雕刻的佛像群等令人難忘的景觀，1982 年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這是一個精心規劃的古都，人們能從城市遺址上想像
當時雄偉的宮殿、軒昂的廟宇。
宿: Amaara Forest Sigiriy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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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天
2022/09/20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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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隆那魯娃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一早在飯店附近的步道進行賞鳥：斯里蘭卡生態環境良好，鳥種眾多，還
可看到野生象群在水塘邊喝水。
遊覽人跡罕至的廢墟城市：和波隆那魯娃一樣有著佛寺和皇宮遺址，佛教
徒相信佛陀曾親自到訪該處，是僅次於菩提樹的聖地，因為觀光客少，特
別有一種靜謐安祥的感覺。
下午可在度假飯店自費按摩或健行。
宿: Amaara Forest Sigiriya 4*

第6天
2022/09/21
Wed

波隆那魯娃/康迪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上午到西吉利亞攀爬建立於巨石上的皇宮：200 米高的岩石突出於一望無
際的叢林上，是迦葉波一世（477-495）王宮遺址，此人是庶長子，因弒父
篡位取得王位，但恐懼嫡子的追殺而逃到山上作他的國王，16 年後還是兵
敗而亡，徒留下如今的廢墟；它的美女壁畫是斯里蘭卡的標誌之一。各人
量力可以選擇攀爬到頂或底下遙望。這座 1500 年歷史的古城西吉利耶，
1982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下午赴中部高地的康迪。
宿：Cinnamon Citadel Kandy4*

第7天
2022/09/22
Thu

康迪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佛牙寺：相傳佛陀涅槃後，共有四顆佛牙傳下來，一顆被天上帝釋
天以七寶瓶請回天庭供養；剩下三顆分別在北京、高雄及斯里蘭卡，成為
該國的鎮國之寶。

第 3 頁，共 6 頁

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斯里蘭卡十日遊

到以茶園著稱的高地，這裡海拔約 1800 米，每天下午風起雲湧，氣候類
似英倫半島，有「小英倫」之稱。這裏是一處歐洲風格的高原避暑勝地，
當地山形的屋頂、低矮的窗戶、紫杉、常綠樹、籬笆，以及造型優美的英
國國教教堂，都是以前英國人留下的遺跡。

宿：Cinnamon Citadel Kandy4*
第8天
2022/09/23
Fri

康迪/亞宏加爾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參觀茶工廠，瞭解其作業、品
茗；除了便宜的大量生產的紅茶外，
他們也有一葉茶、半發酵的高級手工
茶。這一帶風景秀麗，沿途茶園景觀
盡收眼底，背著茶簍，穿著五顏六色
的南印度採茶婦女，為綠油油一片的
茶園平添了不少顏色。
下午赴印度洋邊的海濱度假飯店，可
聆聽印度洋澎湃浪濤聲、觀看夕陽美
景或自費享受馬來西亞引進的椰子油按摩浴（spa），享受各種海鮮美食。
傍晚可步行到飯店對面的沙灘散步，觀賞印度洋上的落日。
宿：Heritance Hotel of Ahungala 5*

第9天
2022/09/24
Sat

亞宏加爾/可倫坡

交通工具：旅遊巴士

早餐後早上去小漁村乘坐漁船遊覽河道，兩岸是大片紅樹林、海芒果、黃
槿，還有巨大如鱷魚般的蜥蜴不時棲息於岸邊泥地，無懼於人家近距離觀
察。水面上有竹編的捕蝦架、有魚鷹、魚鵰（fishing eagle）、翠鳥往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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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河水清澈無污染，因為 Matu River 上 86 個小島只有 6 個島嶼准許住
人，為的就是保育環境。登上肉桂島看各種手工表演：椰葉編織、取肉桂
皮、製作椰棕繩索…午餐後返回可倫坡：斯里蘭卡經濟首都可倫坡，一個
擁有 60 萬人口的海港城市，充滿殖民風情。
可到政府工藝品中心選購大象糞紙成品、書籍、音樂帶、明信片等。
晚餐後赴機場出境，結束美好旅程！
宿：機上過夜

第 10 天
2022/09/25
Sun

可倫坡/香港/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可倫坡/香港/台北 CX610 00:45/08:45,CX450 10:10/11:45，抵達台灣結束精
采斯里蘭卡之旅！

《價格說明》
費用:NTD$72,000.含稅（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機位、斯里蘭卡簽證，旅行社責
任險 500 萬元附加意外醫療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門票、國家公園門票、
工作人員小費。
費用不含：床頭小費（USD$1/間）全程商務艙加價 NT$48,000.；指定單房差 NT$28,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程』
進入「南亞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斯里蘭卡簽證所需文件: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護照"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相片規格（最近六個月內 2 吋彩色白底近照一張）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1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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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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