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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渡斯里蘭卡遊 西格利亞 康堤 南部海濱 六天四飛直航團(團號CMB4-6-D) (航空公司
UL/KA/HU/CX/TG/EY/MU/HX/SQ/MH)
出發日期:
成人團費:
小童團費(十二歲以下，不佔床位):
單人房附加費
印度洋上的明珠~斯里蘭卡

TR

印度洋上的明珠，寶石王國——斯里蘭卡被馬可波羅譽為 “最美麗的海岛＂，舊稱錫蘭。因其有美麗的海濱，神秘莫測的古城，豐
富的文化遺產以及獨特迷人的佛教文化 。这是一個古老而神秘的國度，這裡有虔誠的佛教信仰、輝煌的寺廟、曲折綿長的海岸綫、
原始質樸的生態、質樸的人民……这一切的一切，讓斯里蘭卡這片樂土充滿着無窮的魅力。
在斯里蘭卡，殖民地的氣息、佛教的感化、熱帶的風情、多民族的聚居，以及悠久的歷史，在海風的吹拂下合成一曲莫名的調子，
帶着舒適、慵懶、懷舊和一點點感傷、一點點幻想的閑情逸致，猶如午后淡淡陽光下一杯红茶，醇香而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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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城市: 遊覽首都科倫坡、聖城康堤、南部海濱精選酒店，殖民地和佛教文化
經典景點: 佛牙古廟: 手捧蓮花，許下美好心願
特別安排: 神秘特殊紀念禮品; 贈送康堤文化舞蹈表演; 品嘗純正錫蘭紅茶; 體驗千與千尋原景海一列車，欣賞印度洋沿
途美麗風景。
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天數

行程

香港 (中轉)科倫坡
1

請於指定時間到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坐客機往曼谷或星加坡或吉隆坡或印度或上海或昆明或其他口岸，轉乘客機前往東西
方文化的交滙點，古都科倫坡國際機場，前往斯里蘭卡首都科倫坡，抵達後送往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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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尼甘有 Full Moon 或同級酒店

生效日期： 21-JULY-2018 / SY / 19-JULY-2018 / CMB4-6-D

午X

晚-航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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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西格利亞 Saunter Paradise 或者同級酒店

早-

西格利亞 Sigiriya康提 Kandy

午-

晚-

AG

早餐之後驅車前往康提途徑香料園，在這里你可以認識各種各樣斯里蘭卡特色的香料植物免费赠送：5分鐘蘭卡特
有阿與吠陀按摩{不含小費100盧比}。然后前往聖城康提——斯里蘭卡國王的最后一個都城-山崗上的首都，佛牙節
舉辦地，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康提(Kandy)，當時皇族的存在，使康提匯聚了斯里蘭卡文化的精華。途中可以品嘗
當地著名的黄金椰子
參觀斯里蘭卡寶石城【約50分鍾】，這裡有蘭卡最頂級的藍寶，紅寶，貓眼石，漂亮地完全挪不開眼，選一款犒
勞一下自己也不错哦。
晚上欣賞錫蘭傳統的民族歌舞表演【贈送，約1小時如時間不允許自動取消無賠償】,舞者的耳朵脖子胳膊脚踝都缀
着晶晶亮的飾品，在雅酷貝拉鼓和小鼓鳴達及的合音里跳躍和旋轉。
温馨提示：進寺廟，着裝請注意，女士不可穿無袖和短裙，男士不可以穿短褲，衣服要有袖子，褲裙過膝蓋以下。
晚宿於康提 Serandip Stone Bunglow 或者同級酒店
早-
午-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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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倫坡 Colombo 西格利亞 Sigiriya
早餐後前往前往参觀尼甘布漁市場，尼甘布魚市場是《孤獨的星球》推荐的
景點之一，也是人文攝影愛好者的天堂。 游客来到尼甘布的魚市一下車就能
聞到一股魚腥味，抬眼望去，長長的海灘上到處都是堆成長方形的魚陣，遠
處的漁民把打撈上來的魚整理好之後，部分直接在海邊曬乾部分就拿去邊上
的魚市直接販賣。
如果時間允許還可以去參觀聖瑪麗教堂，尼甘布是斯里蘭卡天主教中心，有
“小羅馬＂之稱。居民大都信仰羅馬天主教，因而教堂很多。其中最大，最
豪華的是聖瑪麗教堂。1874年開始修建，精雕细刻，總共修了50年。教堂裝
飾莊嚴典雅，十分講究。
驅車前往石城【西格利亞】（車程约4小時），它的原名辛哈基利，其意就是
狮子岩，沿着岩石拾级而上，登上5世纪的西格利亞石頭堡壘，这個堡壘由
Kashyapa國王 (公元477-495) 建造，它矗立在叢林灌木中，高達200米。斯里蘭卡傳統建築風格在這里表現得淋漓盡致：林蔭下
的花園、小徑與水榭樓台交融一體；對稱和非對稱的建築元素相得益彰；古城内矗立的高達200米的中心巨石拔地而起；城東
和城西，兩條護城河和三面城牆環繞着兩個矩形城區。于1982年被列入了世界文化遺產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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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堤Kandy  南部海濱Galle/Bent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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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參觀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佛牙寺【遊覽約1小時】，以供奉佛祖釋迦牟尼的佛牙而聞名。斯里蘭卡的佛教徒將佛牙視為至
聖寶物，供奉在佛牙寺大殿暗室中。佛牙寺建於西元 15 世紀，經過歷代國王的擴建後，宏大雄偉。整個寺院建在高約 6 米
的台基上，四周有諼寺河。寺內主要建築有大殿、鼓殿、長廳、大寶庫、誦經廳等，其中最重要的建築是中心大殿。大殿內的
有石雕、木雕、象牙雕、金銀鉓、銅飾、鑄鐵飾、赤陶等各種裝飾，牆壁、樑柱、天花板上佈滿了彩繪，整個大殿被認為是康
提藝術的博物館。殿中有一尊巨大的坐佛。大殿左側是供奉佛牙的暗室，暗室中有一座金塔，塔中套塔，共有 7 層。 據傳，
佛祖釋迦牟尼的佛牙只有兩顆流傳人間，一顆珍藏在中國北京西山八大處的佛牙塔內，另一顆就供奉在康提的佛牙寺。據說這
顆佛牙是 1500 多年前傳到斯里蘭卡的，歷代帝王精心守護，代代相傳。
因而這裡也是佛教中心。
時間允許的話中途參觀當地傳統紅茶工廠。
下午抵達南部海濱酒店（車程約4小時），盡享陽光、在沙灘上奔跑，
甚至暢遊海洋，與魚兒嬉戲！這裡的沙灘平緩細膩，人煙稀徒步其中，
可以感受遠離塵囂的自由。 傍晚時分，殘陽如血，無垠的大海上是成
群的烏鴉，糅合著蕉風椰影，更是別有風味。
在酒店享受印度洋的黃昏，舒適的生活讓你盡消疲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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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於康提 Serandip Stone Bunglow 或者同級酒店

早-

午-

晚-

南部海滨科倫坡 Colomb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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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后前往高爾古堡，這個位于斯里蘭卡最南端的海角上的古城，處處透着舊殖民地風情。寧靜的古城内小街交錯，葡萄牙和
荷蘭殖民時期的風格建築處處可見，300多年前修建的城牆至今仍沿用着荷蘭名稱。斑駁的城牆、典雅的小咖啡館、巨大的錨
鏈、古老的教堂、街邊的手工藝品店……在老城内信步走來，或許會有不經意的收獲。海邊荷蘭人留下的荷蘭燈塔，是一處非
常值得留影的美麗背景，白色的塔身，在湛藍天空和深藍大海的映襯下，顯得如此醒目和美麗。
生效日期： 21-JULY-2018 / SY / 19-JULY-2018 / CMB4-6-D

早-

晚宿尼甘布 Full Moon 或同級酒店

午-

晚-

Y

科伦坡 Colombo (中轉)香港機場散團

早上前往科倫坡國際機場，乘坐客機往曼谷或星加坡或吉隆坡或印度或上海或昆明或其他口岸，轉乘客機回香港，婀束愉快
的斯里蘭卡之旅。

***行程至此完滿結速，祝君旅行愉快***

早-

商店

大約活動時間

康堤

康提寶石廠+香料園

90 分鐘

科倫坡茶葉

斯里蘭卡主產紅茶 綠茶

60 分鐘

午-X

晚-X

備註

所有寶石都有國際認可的質量保証書，享有斯里蘭卡珠寶公平協
會提供的購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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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前往觀看斯里蘭卡特有的古老釣魚方式立釣【游覽約30分鐘】，幾位漁夫鎮靜静地坐在一根只能用“不可思議＂來形容的
木杆上，緊盯着投放在海里的魚鈎。忽然間輕挑細軟的漁杆，將上鈎的沙丁魚裝入口袋中，又熟練地迅速甩開漁杆，將無鉺之
鈎投回海中……这一切一定會吸引您眼球。
之后搭乘海濱小火車經過科倫坡西南部海岸，你會看到現實版的宫崎駿漫畫《千與千尋》的海濱火車鐵軌。最近的地方，火車
離大海不過半米的距離。但值得提醒的是，斯里蘭卡海邊火車條件比較差，座位先到先得，並和當地人混合在一起，可能比較
擁擠。
抵達科倫坡后時間允許的話進行首都科倫坡市區觀光，像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首都那樣，科倫坡也在迅速地改變他的面貌。幾乎
一夜之間，以前的舊建築變成了摩天大樓。然而在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昔日的魅力。例如， 這裡有一個有着 100 年歷
史的塔樓還有一些英國人建造的殖民建築。其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Pettah 巴扎—買東西砍價的地方，印度教寺廟和佛教寺廟。
居民區—在居民區可以看到富人的豪華古宅，還有班達拉奈克國際會議中心（BMICH）—這是中華人民共和置贈給斯里蘭卡的
禮物以及國會大厦、解放廣埸、精舍摩訶德維公園、Gangaramaya 寺和工藝品中心、珠竇和茶商城、賭場等。

帶上當地特色茶葉

EL

自費项目約定：此團無任何强迫自費项目安排，完全自願参加。其他街邊購物點。我社無法安排，
游客如自行前往，則属于個人行為，與本公司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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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所需資料：所有旅遊証件，有效期六個月或以上旅遊證件副本、簽証表格 1 份，簽證費$500、需時 5 個工作天。若透
過本社代辦簽證，請於交尾數時或出發前 10 天簽證:。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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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及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旅客出發前購買旅遊綜合保險障;
(2) 本團不包所有會出現的機場稅、機票服務費及燃油附加費、行李保險、保管費及行李生小費(一間房建議給 1 至 2
美元/次、酒店床頭小費一間房一天建議給 1 至 2 美元)等。
(3) 以上行程、餐食(早及正餐因應出車及航班時間安排餐盒)、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按照出入境口岸及航班時間變動)
只供參考，如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4) 酒店在未獲有關單位按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X 星標準』標示酒店級數，以便旅客參考。
(5) 以上行程出入境口岸，如有變動以茶會公佈為準。
(6) 去程如採用零晨班機，客人需要提前一晚深夜集合，回程班機可能會採用深夜或零晨班機，如是這行程的第 7 天早
上才能抵達關口散團(機上過夜)。
(7) 餐廳、廁所、休息站，可能會出現買絲綢字畫、雕刻品茶壺、茶葉…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這種情形基本為全中國性。
(8)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請詳細參閱 報名須知、責任細則及臨時取消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9) 如旅客報名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料，請必須於報名之後 3 天補回資料給本公司(如客人報出發前 7 個工作天之內出
發的團，需要報名時給有關資料)，否則有關訂票部門將取消旅客之預訂。一切責任，本公司恕不負責。
(10) 根據香港旅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不得已理由而取消旅行團(修訂)』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旅行社如因『迫不得
已理由』取消旅行團，旅行社處理退款時可收取主要交通服務 供應商 (即航空公司、郵輪公司、火車公司)等等因
應旅行團取消而徵收的退票及手續費，確實金額以供應商之最終回覆為準，及本社在處理團員退款時容許收取該
指引所列明的手續費為 HK$2000/人(以上所述是本公司所收取之手續費, 並不包括以下所述有關交通服務供應
商所徵收之有關手續費)；詳情請瀏覽香港旅遊業議會(TIC)的網站(www.tichk.org)。
(11) 如受塌坊影嚮需繞道前往或返回。所需支付之超公里費，由各團友分擔。
(12) 如遇匯率浮動或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加費(以航空公司或有關機構最後公佈為準)等，引致來回機場稅、保安
費、航機燃油附加費及代收附加費/稅項服務費增加，客人須於出發前補回差價(如稅項減少，將會出發前向客人退
回差額)，因此必須按數額支付給本社，否則本公司可將訂位作廢，所繳付之訂金及已繳交之所有款項例不發還，
也不得將訂金轉讓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
(13) 如人數不足 15 位客人，本社不安排隨團領隊，從出發開始請您有心理準備，需面對不同的語言，例如：當地導遊
一般只會說普通話或英語/司機一般只會當地語言/酒店服務員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言/機上空中服務員一般只
會說英語(導遊不跟客人乘機)/機場工作人員一般只會說英語或當地語言/餐館服務員等等其他人員 一般只會說英
語或當地語言，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14) 即使只有兩人報名(3 人至 24 人都是相同解讀)，也可能會如期出發(包團除外要從新計價)(須視乎當時成本、機票及
酒店能否確認)，客人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不會再另行通知。
生效日期： 21-JULY-2018 / SY / 19-JULY-2018 / CMB4-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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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行程中基本是按大標提景點前往或有車遊、路經、遠觀、細文有介紹情景、歷史、故事，只是方面客人認識(或許
會有一些錯誤，如果您方便敬請多多指導)，絕不代表會帶您前往或看到，敬請您注意。
(16) 上述行程關鍵字連結有助於行程的了解，但也有可能會因字句在不同的詞句上，導致不同的表現。僅供參考!
(17) 以上相片資料只供大家參考。
(18) 日出日落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19) 此行程為深度之旅。因地處偏遠，部分地區餐食、住宿條件有限，路途艱辛遙遠，有數日需於途中餐館用簡餐，
用餐條件較差，旅客須有心理準備，但沿途美麗的風光，絕對值回票價。
(20) 行程途中如遇天災、氣候等不可抗力之特殊因素影響而封山，致使無法完成行程，有權變更旅程、遊覽項目或更
換食宿。
(21) 部分景區門票是直接向景區要免票的，一般我社是先付門票費，之後再退款給公司，優惠團費絕對沒有計算您們
門票收費，所以請(長者/殘疾)不要提出退門票差價(出示證件買票是登記程序，約貴客不配合出示有效證件，所有
門票由客人自理)。
(22) 若單人報名，不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23) 若行程的酒店遇到客房滿或政府徵用，會安排同級酒店內住，不另作通知。
(24) 遊覽(基本是中小型車及沒行李箱)狀況絕不能與東南亞線（如泰國、馬來西亞、新加坡…等）相提並論，因當地對
旅遊觀光事業的發展較為緩慢、認知較為不足請旅客旅遊時，先調適自己，這樣一來相信您會有美好的旅程，並
記得要入境隨俗。
(25)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出發(因為步分貴賓是遲於30個工作天
報名的)。
(26) 一般安排商務酒店(大堂小一點)。
(27) 景點有時會無預警關閉，必要時請配合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彈性調整（或安排如有門票成本情況下簽收退門票成本）
(如博物館沒有開放側取消參觀，沒有費用退回，以儘量不影響行程為最大原則，感謝您的諒解與配合!
(28) 所有因證件問而引致的延誤或額外開支，包括各項手續費等，均由顧客自付。
(29) 客人報名前，請仔細瞭解本公司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臨時取消細則、個人資料私隱政策聲明》
。亦需要將以
上資料轉述給其所有同行之人士。
(30) 優惠團如私人事故取消訂位或要求改期、扣除團費之100%。團員如在旅途中突然退出或不參予任何團體活動（如
膳食、觀光、住宿等），均當作自動放棄論，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31) 客人報名後需要預訂程序，實際需視乎交通、住宿等其他因素才能確認是否成行出發(因部分貴賓遲報名，所有做
成不便)。
(32) 日出及日落不是我社能控制之內，請客人注意，如果沒有看到會按行程之內景點遊覽。
(33) 您一經報名代表同意以上條款，再不會另行通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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