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遊斯里蘭卡】5 天之旅 

 

第 1 天: 出發地>>>科倫坡機場(接機)>>>(車程約 20 分鐘)>>>入住海邊酒店 

 

第 2 天: 酒店早餐>>>尼甘布魚市(車程約 10 分鐘)>>>聖瑪麗教堂(車程約 5 分鐘)>>>品那維拉大象孤

兒院(車程約 2 小時)>>>佛牙寺(車程約 1.5 小時))>>>康提湖日落>>>(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3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 小時)>>>丹布拉石窟寺(朝聖之地)>>>(車程約 40 分鐘)>>>獅子岩(紅色

巨岩上的空中宮殿)>>>(車程約 2 小時 4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4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30 分鐘小時)>>>皇家植物園>>>(車程約 2 小時)>>>高山茶園>>>(車程約

3 小時 45 分鐘)>>>加勒菲斯綠地廣場 ODEL 自由購物>>>(車程約 5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5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 小時 45 分鐘)>>>高蹺漁夫>>>(車程約 1 小時)>>>加勒城堡>>>搭乘海

上火車(宮崎駿《千與千尋》的創作原型)前往科倫坡>>>(車程約分鐘)>>>機場>>>回程地 

 

 

 

 

 

 

 

 

 

 

 

 

 

 

 

 



 

5 天獨立包團費用: 

1. HKD4,430/位 (7 人同行,安排 9 座車) 

2. HKD4,670/位 (6 人同行,安排 9 座車) 

3. HKD4,870/位 (5 人同行,安排 9 座車) 

4. HKD5,290/位 (4 人同行,安排 7 座車) 

5. HKD5,540/位 (3 人同行,安排 7 座車) 

6. HKD6,030/位 (2 人同行,安排 5 座車) 

 

費用包括:  

1. 中文司機的費用 

2. 道路費，油費，停泊費  

3. 酒店 4 晚住宿及次日早餐  

4. 每天 9 小時用車（超時需收取額外費用，等候時間也計算在內） 

 

***以上價錢不包含機票，酒店城市稅，餐食（如有註明除外）和景點門票 

***以上價錢和建議行程只供參考，我們可以按照客人的要求再編製行程 

***旺季需要加收附加費 

 

 

 

 



 

 

 

 

 

 

 

 

 

 

【傲遊斯里蘭卡】5 天之旅 

 

【斯里蘭卡獨立包團系列】斯里蘭卡 Sri Lanka (尼甘佈魚市、大象孤兒院、獅子岩空中宮殿、丹布

拉石窟寺、康提湖、高山茶園、霍頓國家公園、雅拉國家公園…) 

 

出發地: 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歐洲及美加… 

 

第 1 天: 出發地>>>科倫坡機場(接機)>>>(車程約 20 分鐘)>>>入住海邊酒店 

 

酒店: Grandeeza Luxury Hotel 或同級酒店 

Website: http://www.grandeeza.com/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第 2 天: 酒店早餐>>>尼甘布魚市(車程約 10 分鐘)>>>聖瑪麗教堂(車程約 5 分鐘)>>>品那維拉大象孤

兒院(車程約 2 小時)>>>佛牙寺(車程約 1.5 小時))>>>康提湖日落>>>(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Range Hotel Kandy 或同級酒店 

Website: http://therange.lk/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含早餐) 

http://www.grandeeza.com/
http://therange.lk/


 

 
尼甘佈魚市 Negombo Fish Market 

清晨前往尼甘布魚市，每天 5:00-7:00 是這裡最繁忙的時間（若當日中午才到達尼甘布可將魚市安排

在第二天上午）。逛完魚市出來可參觀下教堂，聖瑪麗教堂在魚市不遠處，聖塞巴斯蒂安教堂在海灘

邊。 

 

 

品那維拉大象孤兒院（Elephant Orphanage） 

大象孤兒院由斯里蘭卡野生動物局於 1975 年建造，主要收養那些無家可歸、掉入深坑或陷阱、脫離

象群，尤其是身受重傷或身患疾病的幼象。建院以來，入選孤兒院的物件範圍不斷擴大，那些掉入

陷阱受重傷的、脫離群體迷途的、因戰火負傷的及患病的幼象都有資格住進孤兒院。生活在這裡的

大象均受到精心照顧。為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大象孤兒院定時向遊人開放，一些經過訓練的大象還

會表演節目，以吸引遊人募捐。 

 

 



 

 

佛牙寺 

佛牙寺位於康提湖北面，廟裡安放著斯里蘭卡最重要的佛教聖物——佛祖釋迦牟尼的牙舍利。寺院

有上下兩層，廳堂套廳堂，結構複雜，主要有佛殿、鼓殿、長廳、誦經廳、大寶庫、內殿等，其中

最重要的建築是中心大殿。 

寺廟的安保級別很高，所有遊客都要接受嚴格的安檢，男女分開安檢後方可進入，並且要求參觀者

脫鞋，需穿著覆蓋手臂和膝蓋的長衣服。售票處提供免費的音訊導遊設備。舍利放在盒子裡，聖壇

離遊客所能到達的門口還有 3 米的距離。每個人停留在這個神聖的房間的時間也非常有限。 

 

第 3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 小時)>>>丹布拉石窟寺(朝聖之地)>>>(車程約 40 分鐘)>>>獅子岩(紅色

巨岩上的空中宮殿)>>>(車程約 2 小時 4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Range Hotel Kandy 或同級酒店 

Website: http://therange.lk/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丹布勒石窟寺（Dambulla Cave Temple） 

丹布勒石窟寺位於斯里蘭卡島的中部，距離可倫坡城東北 149 公里，位於古都康提北 60 公里處，建

於西元前 1 世紀，是斯里蘭卡的朝聖之地。丹布勒石窟寺是斯里蘭卡一座比較典型的石窟式寺廟，

坐落在一座石山的斜坡上。從山岩中鑿寺，寺中有各種各樣石刻佛雕像和其他雕刻，並遍佈壁畫。

佛窟包括五所聖堂，是斯里蘭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洞穴廟宇，極具宗教藝術價值，展示了佛教

藝術的魅力。 

http://therange.lk/


 

 

獅子岩( Sigiriya, Rock Fron) 

這是一座用了 18 年時間建造在橘紅色巨岩上的空中宮殿，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是斯里蘭卡“文

化金三角”的頂點，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世界級珍貴遺產。最初巨岩被修建得如同一頭巨大

的獅子模樣，如今只剩下獅身，獅頭早已風化掉落。景區內有獅子岩博物館、皇家花園、壁畫、鏡

子牆、眼鏡蛇洞等景觀，特色十足。 

 

第 4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30 分鐘小時)>>>皇家植物園>>>(車程約 2 小時)>>>高山茶園>>>(車程約

3 小時 45 分鐘)>>>加勒菲斯綠地廣場 ODEL 自由購物>>>(車程約 5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 Grandeeza Luxury Hotel 或同級酒店 

Website: http://www.grandeeza.com/ 

房型: 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 (含早餐) 

 

 

http://www.grandeeza.com/


 

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康提（Kandy）的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號稱是世界上最好的熱帶植物園，也是整個亞

洲最大的植物園，占地超過 60 公頃。植物園始建於西元 1371 年，曾經是康提國王的禦花園。如今

園內種植收藏了超過 4000 種斯裡蘭卡本土以及海外引進種植的植物，不乏一些非常稀有珍貴的熱帶

植物，赤道的熱帶驕陽和康提地區的地中海式氣候使得植物園四季如春，植物茂盛，到處鮮花盛

開。 

 

 

高山茶園 Damro Labookellie Tea Centre  

Damro 茶廠是努沃勒埃利耶最出名的茶廠，也是斯里蘭卡最大最著名的茶廠之一。這個品牌的高山

紅茶已有 160 年的歷史，它所擁有的茶園範圍共有好幾個山頭。 

到茶園裡的參觀是免費的，會由茶廠的工作人員帶領並講解茶葉的製作過程。在這裡可以免費品嘗

地道的紅茶，這裡的巧克力蛋糕相當受歡迎，與紅茶搭配堪稱完美。 

 

第 5 天: 酒店早餐>>>(車程約 2 小時 45 分鐘)>>>高蹺漁夫>>>(車程約 1 小時)>>>加勒城堡>>>搭乘海

上火車(宮崎駿《千與千尋》的創作原型)前往科倫坡>>>(車程約分鐘)>>>機場>>>回程地 

 

 

高蹺漁夫 

斯里蘭卡高蹺漁夫主要集中在西南海岸的淺海區，從加勒（Galle）到米瑞莎（Mirissa）沿岸可以看

到。漁民基本就是涉水到達浸泡在海水中的木樁那裡，爬上去，坐在簡陋的木架上，架開魚竿，接

下來就是釣魚時刻了，他們的目標就是大量遊弋在淺海區的沙丁魚。有時候運氣好，每分鐘都有魚

上鉤，要知道他們的魚竿可是沒有魚餌的，所以不得不稱奇。 



 

 

加勒城堡 

加勒是斯里蘭卡南部海濱城市，它出名並不是由於海灘，而是城堡，他們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在荷蘭殖民時期，荷蘭人為了顯示在斯里蘭卡統治堅不可摧，在加勒建立了一座占地 36 萬平方

米的城堡，標準的歐洲風格。 

除了城堡之外，加勒還有其他殖民時代的遺跡，或許是小路，或許是小洋房，甚至可能只是一道門

或一面牆。除了城堡，加勒便是一個小小的東南亞海濱城市，也有沙灘，也有碧海。但是當這裡有

了那些歐洲建築，這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一種勾兌，全如曼特寧咖啡和蘇格蘭威士卡，所謂異國

情調，就是不明所屬的美好。加勒古堡不大，所以來到這裡最好的遊覽方式就是放慢腳步，悠閒地

走走看看。 

 

 

搭乘海上火車 

仿佛置身於電影《千與千尋》的海上火車情境中。軌道的一側是碧海藍天，另一側則是在南亞的驕

陽下鬱鬱蔥蔥的熱帶森林。據說這裡正是宮崎駿大師在電影《千與千尋》中“海上火車”的靈感來

源。水清沙幼、椰影婆娑，觸手可及的大海，五彩斑斕的房子，和在海上飛翔的火車……這一切，都

充滿了夢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