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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渡斯裡蘭卡遊 西格裡亞 康堤 努沃勒埃利耶 南部海濱 加勒古城 本托塔八天四飛直航團
(團號CMB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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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歲以下不佔床)
單人房附加費
印度洋上的明珠~斯裡蘭卡

CH
IN

A

TR

斯里蘭卡，全稱斯里蘭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舊稱錫蘭，是個熱帶島國，位於印度
洋海上，英聯邦成員國之一。中國古代曾經稱其為獅子國、師子國、僧伽羅。斯里蘭卡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而該國最重要的出口產
品是錫蘭紅茶。該國亦為世界三大產茶國之一。他在僧伽羅語中意為“樂土＂或“光明富庶的土地＂，有“寶石王國＂、“印度洋
上的明珠＂的美稱，被馬可·波羅認為是最美麗的島嶼。
在斯裡蘭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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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舒適、慵懶、懷舊和一點點感傷、一點點幻想的閒情逸致，猶如午後淡淡陽光下一杯紅茶，醇香而值得回味。
人們喜歡徒步，不僅可以欣賞到沿途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另外，一路上的奇花異草、珍禽異獸也為徒步旅行增色不少。徒步旅
行中山景也許是最吸引人的，但旅行者們還發現了其他的誘人之處：美麗的小山村，別具風格的房舍，整潔的山野，引人入勝的廟
宇......當你越走越高時，綠地、綿延數裡的森林、水流湍急的溪流和深不可測的峽穀代替了風光，並且山景隨季節而變化，春種秋收，
花開花謝，卻總是一派迷人景象。當然，你的徒步旅行同伴也是快樂旅行的一個重要原因，旅行能夠增進家人朋友之間的情誼。
精選城市: 安排入住 2 晚著名海邊度假城市：體驗海島風情。首都可倫坡，聖城康堤，殖民地&佛教文化。
經典景點: 獅子岩：見證王子復仇的驚心歷史；佛牙古廟：手捧蓮花，許下美好心願。
特別安排: 各種親子活動：大象孤兒院，看大象洗澡，給大象餵食。紐西蘭牧場觀察奶牛擠奶。
懷舊童話: 千與千尋原景海上列車，欣賞沿途印度洋美麗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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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收領隊、導遊、司機全程建議服務費。

行程

香港機場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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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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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斯裡蘭卡首都科倫坡，抵達後送往酒店休息。

早X

M

晚宿尼甘有 Full Moon 或同級酒店

生效日期： 21-JULY-2018 / SY / 19-JULY-2018 / CMB4-8-D

午X

晚-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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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倫坡 Colombo 西格裡亞 Sigiriya（車程約 4 小時）

2

早-

午-

晚-

AG

晚宿西格利亞 Saunter Paradise 或者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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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驅車前往大象孤兒院，大象孤兒院建立于1975年，這裡是專門收養哪些無家可歸的和被遺棄的大象。前往世界獨一無二
的大象孤兒院與這龐然大物零距離接觸，這裡有可愛賣萌的小象，有調皮愛捉弄人的大象和威嚴正宗的長牙象，光是瞧著這象
群百態，您會樂此不疲。如果還讓您給小象餵奶，或者洗澡，和它們親密交流，那您會覺得不枉此行。再看看數百隻大象小象
一起洗澡後返回路對面家的浩大場面一定更讓您大呼過癮。車途比較遠，
途中安排午餐，品嘗當地著名的黃金椰子。
驅車前往石城【西格利亞】（車程約4小時），它的原名辛哈基利，其意就是獅子岩，沿著岩石拾級而上，登上5世紀的西格利
亞石頭堡壘，這個堡壘由Kashyapa國王 (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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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
表現得淋漓盡致：林蔭下的花園、小徑與水榭樓臺交融一體；對稱和非對稱的建築元素相得益彰；古城內矗立的高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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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兩個矩形城區。於1982年被列入了世界文化遺產目錄。

西格裡亞 Sigiriya康提 Kandy（車程約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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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早餐後，驅車前往康提途徑香料園，在這裡你可以認識各種各樣斯里蘭卡特色的香料
植物免費贈送：5分鐘蘭卡特有阿與吠陀按摩{不含小費100盧比}。。
之後前往聖城【康堤】。康提聖城是佛教徒的朝聖之地，是辛哈拉國王統治時期的最後一
個首都，在1815年被英國人征服之前，曾享有2500多年的文化繁榮，於1988年被列入了世
界文化遺產目錄。後前往【寶石展覽館】參觀，斯里蘭卡是寶石王國，在這裡會為您介紹
寶石從開採加工到成品的過程。斯里蘭卡的皇家藍寶一直是英國皇室的御用選擇，多年前
的戴安娜王妃，如今的凱特王妃都是佩戴斯里蘭卡出品的皇家藍寶石出席自己的婚禮的。
前往【康提湖】（約20分鐘）享受日落時刻的寧靜。康提湖是1807年由康提王國最後一位
國王Sri Wickrama Rajasinha下令建成的人工湖。傍晚的康提湖畔寧靜怡人，圍欄上的斯里
蘭卡國旗迎風招展，人們三三兩兩地坐在路邊，望著佛牙寺，放空心境，這裡是斯里蘭卡
人心靈的歸宿。沿湖散步是一件賞心悅目之事，如鏡的湖面把天空的倒影連成一體，累了
還可以在湖旁的座椅上小坐，觀枯藤老樹昏鴉，看人來人往。
朝拜神聖的【佛牙寺】，這是斯里蘭卡最重要的佛教寺廟，供奉著釋迦牟尼佛的舍利子（佛
牙）。大殿內的有石雕、木雕、象牙雕、金銀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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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欣賞錫蘭傳統的民族歌舞表演【贈送項目，約1小時，如時間不允許自動取消不做賠償】,舞者的耳朵脖子胳膊腳踝都綴著
晶晶亮的飾品，在雅酷貝拉鼓和小鼓嗚達及的合音裡跳躍和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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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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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於康提 Serandip Stone Bunglow 或者同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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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堤Kandy 努沃勒埃利耶Nuwara Eliya紅茶工廠（時間大概3.5小時）
之後驅車前往【努沃勒埃利耶】途中安排體驗一段高山茶園小火車。前往斯
里蘭卡最佳的良質紅茶產地－，海拔一千八百八十九公尺，是斯里蘭卡山
區產茶城市的中心，以及優良紅荼產地。早期是由英國人開闢而成，這裡
也是一處相當有歐洲風格的高原避暑勝地，沿途欣賞一層層迭迭的紅茶園
及遠處的瀑布，空氣中並不時的傳來陣陣的茶香。參觀英格蘭小鎮，鎮上
有別具特色的粉紅郵局，可以郵寄明信片。途徑葛列格里湖，湖邊聚集了
大量野生鳥類，生態環境一流。
在努瓦艾麗婭郊外15-20公里有兩個奶牛場和牛奶廠，戲稱紐西蘭牧場。
當地人很喜歡一到假期或小週末便一家老小來牧場玩耍，好讓小朋友能近
距離接觸動物及參觀奶牛廠。這裡有著“飄零燕＂的童話風景，此起彼伏
的山坡上時不時能看見一群群奶牛在懶洋洋的曬太陽，偶爾也看見一些牧
人在就躺在奶牛的旁邊，享受著日光浴休息。讓人不小心誤以為真的到了
“紐西蘭＂，也被這裡更加散漫的生活氣息感染而不願離開。（如果時間
趕的話，景點參觀順延至後一天）之後入住酒店休息。
備註：茶園小火車一般安排的是二等座，座位也是先到先得，不能保證一
定有座位，
備註：茶園山區較冷，請自備春季外套

晚宿於奴娃拉伊利雅 Ramboda Falls 或同級酒店

5

早-

努沃勒埃利耶Nuwara Eliya  南部海濱Wasduwa
生效日期： 21-JULY-2018 / SY / 19-JULY-2018 / CMB4-8-D

午-

晚-

南部海濱加勒古城 Galle-高跷立钓

晚-

AG

早上乘車前往前往觀看斯里蘭卡特有的古老釣魚方式立釣【遊覽約30分鐘】，
幾位漁夫鎮靜地坐在一根只能用“不可思議＂來形容的木杆上，緊盯著投放在
海裡的魚鉤。忽然間輕挑細軟的
漁杆，將上鉤的沙丁魚裝入口袋
中，又熟練地迅速甩開漁杆，將
無餌之鉤投回海中……這一切一
定會吸引您眼球。
參觀高爾古堡，這個位於斯里蘭
卡最南端的海角上的古城，處處
透著舊殖民地風情。寧靜的古城
內小街交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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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荷蘭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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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老城內信步走來，或許會有不經意的收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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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入住海邊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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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於南部海滨 long beach 或者同级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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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參觀當地傳統紅茶廠，【約1小時】，這裡是斯里蘭卡最為古老的茶種植基地，160多年來一直種植、採摘、加工最優質
的錫蘭紅茶.茶廠內還會有身穿民族服裝的接待員帶領參觀並講解錫蘭茶的製作流程和工藝。
後乘車前往南部海濱，抵達後前往餐廳用晚餐，後入住酒店。本托塔位於本托塔河的入海口處，因擁有斯里蘭卡著名的黃金海
灘，現已是著名的海濱旅遊勝地。小城四周點綴著高大的棕櫚樹，在美麗的海灘岸邊建有現代化的旅館和游泳設施，遊人可以
自由地戲水弄浪。

晚宿南部海滨 long beach 或者同级 酒店

午-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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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托塔 科倫坡Colombo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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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您可以在酒店享受印度洋的悠閒時光。下午返回科倫坡，在途中贈送體驗 1 小時左右千與千尋原景的海上火車（火車
無空調，現場買票，火車時間經常變化，可能會無座位）。抵達後可倫坡市區觀光和購買手信。市區觀光如中國人民大會堂
般的班達拉奈克國際會議中心（外觀），像美國國會大廈的市政府大樓（外觀），古老建築的獨立紀念廣場，希臘古建築式
的舊國會大廈（外觀）等。隨後參觀當地購物中心，可自由選購當地特色產品。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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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於尼甘布 Full Moon 或同级 酒店

午-

晚-

科倫坡 Colombo (中轉)香港機場散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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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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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斯裡蘭卡之旅。

***行程至此完滿結速，祝君旅行愉快***

早-

午-X

晚-X

商店特色

大約活動時間

備註

康提寶石廠

紅藍寶石

90 分鐘

紅藍寶石，所有寶石都有國際認可的質量保証書，享有斯裡
蘭卡珠寶公平協會提供的購物保障；

香料園

香料園工作人員帶領參觀
並介紹、出售各種香料

約 60 分鐘

瞭解當地有名香料

茶葉

斯裡蘭卡主產紅茶 綠茶

60 分鐘

帶上當地特色茶葉

M

商店

生效日期： 21-JULY-2018 / SY / 19-JULY-2018 / CMB4-8-D

自費項目約定：此團無任何強迫自費專案安排，完全自願參加。其他街邊購物點。我社無法安排，
遊客如自行前往，則屬於個人行為，與本公司無關。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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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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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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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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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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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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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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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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