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翔舟朝聖尋根之旅
2019/01/12

斯里蘭卡深度文化暨佛牙寺朝聖 9 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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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斯里蘭卡被譽為<印度眉間閃爍之珍珠>，舊名錫蘭。
釋迦牟尼佛曾三度造訪此地，使得這個島嶼受到了極高的敬重，是原始佛教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廣弘佛教，派遣子女親自將佛法、佛舍利及大菩提樹之分枝送來錫蘭，
佛法遂大興於此，此期間並完成「貝葉經」之巴利聖典，成為原始佛法之重要寶典。印度佛法衰落之後，
鍚蘭更成為東南亞、中國及全世界各地求法的根源地。
錫蘭島魅力天成，蘊藏大自然美景和豐富的歷史古蹟，島上保存了 2000 多年來的佛教遺跡、
優美人工湖景、古老水利灌溉系統，以及近代興建的舍利塔、寺院、道場、佛像雕塑等，其中最古老的
城市 – 阿努拉德普勒和康提等地都妥善保存了歷代王宮和佛殿的歷史痕跡，置身其中，天地悠悠，引
人思古之幽情。
斯里蘭卡的首都＞可倫坡(Colombo)位於錫蘭島的西南海岸，是在辛哈里語(Sinhalese)的意思裡，
「可倫坡」意指「海的天堂」。誠然，這個鎮日擁抱海洋的城市，是斯里蘭卡的臨海之門。由於它地處東
西水陸的要衝，更是外國船隻匯集的國際商港，早在殖民地時代前，這裡便與加耳(Galle)和貝爾瓦拉
(Beruwale)同為阿拉伯人登陸的港口。在葡萄牙、荷蘭及英國人相繼殖民的時期，可倫坡受到了最多的
眷顧，於是逐漸發展成斯里蘭卡最大的港都城市，在共和國正式獨立之時，這座海的天堂，更順理成章
地擔負首都的要職。在人口超過六十萬的可倫坡街頭，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影響與傳統社會混合景象。
整個斯里蘭卡的政治、經濟皆以此為中心。「東西合璧」是所有外來旅客對此最大的印象，在可倫坡的街
頭，穿著入時的現代女性與身著沙麗（印度服裝）的傳統人士，相映成趣。

行程特色：
全程特別安排多達六處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體會歷史上偉大先人遺風
1.聖城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
2.古城波羅那露瓦 POLONNAUWA
3.古城獅子岩錫吉里耶 SIGIR1IYA
4.聖城康提 KANDY
5.黃金寺院丹布拉 DAMBULLA
6.高爾古城 Galle
7.瑪喜洋噶納 MAHIYANGANA - 佛陀第一次親臨斯國的佛教聖地
8.蒂瑟默哈拉默 THISSAMAHARAMA
※參觀佛祖釋迦牟尼曾親自前往的凱拉尼亞寺 KELANIYA-第三次造訪斯國的聖地
※參觀世界佛教景仰中心，佛祖釋迦牟尼佛牙所在之佛牙寺，並觀賞歷史悠久、
神聖隆重的佛牙寺(Esala Perahera)
※參觀難得一見的香料園，見識各種不同的香料種類
※ 全程餐食安排以飯店內享用豐富自助餐為主 (兼有西式.中式及印度式和素食等)。

地理位置：
印度東南方的島國，由於地處東西貿易要道，自古以來就是東非、歐洲、西亞、東南亞、與中國海運商旅交會
的重要樞紐，形成其多元文化、種族、語言的特色。
古代阿拉伯人稱斯里蘭卡為「珍珠島」
，因此有「印度洋上的珍珠」美稱；古印度人稱她為「愣伽島」
；島上以
僧伽羅人居多，而僧伽羅的本意是「馴獅人」
，東晉高僧法顯稱她為「獅子國」；宋朝稱她為「細蘭」
，到明朝才改
稱「錫蘭」
。並沿用至 1972 年正式改稱斯里蘭卡為止。目前全國約有 2100 萬人口，是個典型的佛教國家，人口中
70%以上為佛教徒，面積約台灣的 1.8 倍大。

歷史文化：
斯里蘭卡在新石器時代即有居民，到西元前 6 到 5 世紀左右，印度雅利安人的一個分支「僧伽羅人」渡海移居
至此，建立僧伽羅的第一個王朝，並於西元前 4 世紀定都阿努拉德普勒。西元前 247 年阿育王的兒子摩曬陀將佛教
帶入斯里蘭卡，此後佛教就成為僧伽羅人的信仰，並深深影響之後兩千餘年的斯里蘭卡歷史。西元 993 年南印度的
朱羅王朝入侵，蘭卡人民被迫南遷，之後雖然用了兩個世紀才成功驅逐朱羅王朝，蘭卡人認為南方的波羅那露瓦較
易防守，所以遷都至此，並延續至 13 世紀。14 世紀左右斯里蘭卡全島分裂為幾個小邦，蘭卡人的國名稱為「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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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te Kingdom)，一度是最強盛帝國，可惜在 16 世紀遇到葡萄牙人入侵而滅亡。此時一個附屬於柯特帝國、根據
在康提(Kandy)的小邦持續抵抗侵略，並成功獨立為-康提王國，直到 1815 年被英國人統治為止。
斯里蘭卡的歷史，圍繞在阿努拉德普勒、波羅那露瓦與康提，由於三個都市的相對位置形成一個三角形，被稱
為「文化金三角」
；又由於蘭卡的小邦林立，信奉佛教的蘭卡人民認為持有佛牙的國王才有權威，歷次遷都必定帶
著佛牙出走，到了新都也必然營造佛牙寺，因此蘭卡的歷史，實在就是佛教在蘭卡發展的經歷。

集合時間/地點：2019 年 01 月 12 日/ 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廈 國泰航空團體櫃台 &
中清泉崗機場或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台

班機時間：
參
考
航
班

國泰航空 CX 467
國泰航空 CX5437
去程 1/12 (六)

回程 1/20 (日)

國泰航空ＫＡ491

桃園 TPE/HKG 香港
高雄 KHH/HKG 香港
台中ＲＭＱ/HKG 香港

14:50 / 16:55
15:10 / 16:50
14:45 / 16:30

國泰航空 CX 611

香港 HKG/CMB 可倫坡

20:10 / 23:40

國泰航空 CX 610

可倫坡 CMB/HKG 香港

00:55 / 08:40

國泰航空 CX 494
國泰航空 CX5442

香港 HKG/TPE 桃園
香港 HKG/KHH 高雄
香港 HKG/ＲＭＱ台中

10:00 / 11:45
10:45 / 12:15
12:15 / 13:50

國泰航空ＫＡ490

第 1 天 1/12(六) 桃園 TPE (RMQ 台中、高雄 KHH)
香港 HKG
可倫坡 CMB - 尼甘布 Negombo
請於 12:50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國泰航空櫃檯前集合，搭乘國泰航空公司班機，至香港轉機，飛往斯里
蘭卡首都「可倫坡」；抵達班達拉奈克國際機場後，接機前往尼甘布（距機場車程約 15 分鐘）的飯店休息。
早餐：Ｘ
午餐：X
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Amagi Lagoon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1/13(日) 尼甘布 Negombo  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密印塔列 Mihintale
尼甘布- 阿努拉德普勒 192 公里/ 5 小時; 阿努拉德普勒– 密印塔列 22KM/30 分
早晨起床前，可先去海邊散步，享受清晨優閒時光。早餐後，前往阿努拉德普勒。距離阿努拉德普勒約 15 分
鐘車程，就是【密印塔列 MIHINTALE】
。相傳在西元前 247 年，阿育王之子就是在此與阿努拉德普勒國王 Deva nampiya
Tissa 提薩在米特勒腳下的平原狩獵，遇到了印度佛祖阿育王皇子摩哂陀 Mahinda，在他的勸說下，國王代表僧伽
羅民族選擇了昄依佛教。攀上入口處 1840 級石階，石階疊疊，古意濃濃，山頂上的【 Mahaseya 佛塔 】建於西元
一世紀, 【 白色的佛像 】高高地挺立在山頂， 給人以至高無上的感覺, 攀上【 Mihintale Rock 】風景盡入眼
簾，而【 Ambasthale Dagoba 佛塔】相傳是國王提薩和摩哂陀 Mahinda 的相遇之地，及佛陀曾到的 Sela Catiya。
Kantaka 寶塔與阿育王之子當年住過的石窟等，這裡每年都會有盛大的 Poson Poya 節，此地是斯里蘭卡佛教最初
的發源地之一。佛法從此傳播到斯里蘭卡各地。是一個重要的佛教文化遺址世界文化遺產
傍晚參訪【拉賈摩訶精舍 RAJAMAHA VIHARAYA】(位在 MIHINTALE)-拜訪達馬沙那長老，達馬沙那長老曾於
2017 年拜訪福智僧團。 回到阿努拉德普勒後，於飯店用晚餐並住宿。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住宿：Rajarata Hotel 或同等級

午餐：飯店內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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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飯店自助餐

第 3 天 1/14(一) 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  菩提聖樹 Bodhi Tree魯班瓦利沙雅塔 Ruvan
-velisaya 法顯大師博物館 Abayagiriya Museum丹布拉 Dambulla錫吉里耶 Sigirya
阿努拉德普勒-丹布拉 67 公里/ 90 分 ; 丹布拉-錫吉里耶 20 公里/ 40 分

早餐後，前往斯里蘭卡古國的第一個首都-【 阿努拉達普拉聖城 Anuradhapura 】，建都於西元前 377 年；斯裡
蘭卡最古老的城市和佛教聖地及參拜【 菩提樹 Sri Maha Bodhiya 】。西元前 247 年-阿育王的女兒將分枝至阿努
拉德普勒，交給國王 Devanampiya Tissa 種植，印度阿育王的女兒僧伽蜜多來到斯裡蘭卡弘揚佛教，從印度的
Bodhgaya 將釋迦牟尼佛證道所在的菩提樹的一根枝幹帶到這裡，這株菩提聖樹生長至今已有超過兩千三百年的歷
史，是世界文獻記載中，歷史最悠久的樹。由於佛教已成為當時人民的普遍信仰，眾多的佛教建築都圍繞著菩提
聖樹建造，可說是當時阿努拉德普勒的核心。依蘭卡人民的習俗，不可摘取菩提樹上的葉子，但可以拾取落葉，
有庇護持有者的加持力。，以後阿努拉達普拉城就以這株菩提樹為中心發展起來，成為昌盛一時的政治、宗教首
都。作為王城的西古城在歷史上維持了 1300 年，直至西元 10 世紀印度入侵，才遷都於東古城（波隆納魯沃）。
阿努拉德普勒於 1982 年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每年有成千上萬的朝拜者和遊客紛遝而來。當中我們
會參拜【菩提樹 Sri Maha Bodhiya】 , 參訪【梅地利格利亞遺址 Mirisawetiya Vihara】、【魯班瓦利沙雅
Ruwanvelisaya、Thuparama Vihara】 、參觀東晉【法顯大師博物館 Abayagiriya Museum)，法顯大師曾於西元
409-411 在大無畏山寺修習二年，曾作”佛國記”一書，並帶回長經律阿舍經四部。、Jetayanarama , 這些都佛
陀 3 次聖訪蘭卡踏足之地。
菩提聖樹往北走不到 200 公尺，就是【銅宮 Brazen Palace）。這原本是西元前 156 年建造給僧眾居住的寺院，
後來屢遭火災與兵禍，數次重建均無法留下原始的建築；現仍留下 1600 根石柱，可以想見當時規模的壯觀。 再往
北 600 公尺，來到阿努拉德普勒最壯觀的建築：【魯班瓦利沙雅 Ruvanvelisaya】
，建於西元前二世紀。在傳說中，
除了收藏眾多佛教遺物之外，它當初建造出渾圓外觀的技術，也是現代古蹟修繕工藝仍無法精確復原的。蘭卡人參
拜魯班瓦利沙雅塔時，除了獻花以外（獻花是普遍的習俗），也會穿著純白的衣物以示尊重。也建議您帶一件白色
的上衣，讓您在參訪時更有融入當地的感覺。
前往【杜帕拉瑪舍利塔 Dupalama Stupa】
，斯里蘭卡最古老的佛
塔，於佛教傳入蘭卡後不久即興建，距今已約有 2300 年的歷史。
歷代蘭卡的國王都曾著意修繕、裝飾，雖然遭朱羅王朝入侵而洗劫
一空，12 世紀時曾重建過，現在則是 19 世紀中修繕後的模樣。
隨後驅車前往參訪下一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丹布拉石窟
寺 Dambulla Cave Temple 】
：位於斯里蘭卡的中部，文化三角的
核心地帶，雖說是「寺」
，它其實是個石窟，石窟寺迄今已有兩千
多年歷史了，內有大小、樣貌不同的 157 尊佛像，其中最大的是臥
佛長十四公尺，以及精美的壁畫和石刻雕像，千百年來吸引著朝聖
者的注視。也是斯里蘭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洞穴廟宇。；由於佔地遼闊（約兩千平方公尺）、歷史淵源可追朔
至西元前一世紀，佛像數量在西元 5 到 13 世紀之間逐漸增加，未受太大破壞，使它成為東南亞獨特佛教藝術的代
表; 極具宗教藝術價值，展示了佛教藝術的魅力。 不論在佛教、文化及藝術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餐廳午餐
晚餐：飯店自助餐
住宿：Sigiriya Village Hotel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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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1/15(二) 錫吉里耶 Sigirya獅子岩 Sigirya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 錫吉里耶 Sigirya
錫吉里耶-波羅那露瓦 56 公里/ 1 小時 40 分
早餐後，前往錫吉里耶的【 獅子岩 Sigiriya Rock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198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遺產。「獅子岩」是叢林之中聳立近兩百米巨石上的天上宮闕、頂端面積約兩公頃的巨石；由遠處看，獅子岩
就像是俯伏在平地上的大獅子- 頂部平坦貌似獅子的大石，獅頭風化掉落，只剩下孤伶伶的獅身，背上藏了一個建
在二百米高空的花園宮殿。這座天上宮闕是由達都舍那王朝的國王卡西雅伯（Kashyapa）於西元 447 - 495 年在此
建立宮殿。卡西雅伯國王弑父登基，為了逃避為父報仇的同父異母弟弟莫加蘭（ Mogallana）的攻擊，十八年間，
選擇在此天險四周沿山建造了這座軍事防護重於統治意義的碉堡宮殿。畫等。以當時的建築，古人精心設計的宮殿、
庭中有國王寢宮、石制寶座、宴會廳、議事廳及石身的鏡牆及壁、花園、蓄水池，與供水系統仍然使用中規模之大，
令人讚嘆不已。獅子岩周邊有石梯、與後來建造的鐵製棧道，可供遊客攀登；主要的景點是宮殿遺跡、牆面上以礦
石顏料繪畫的古仕女壁畫（古東南亞四大藝術遺跡之一）
、以及兩百公尺俯瞰大地的風光，令人不可思議。(登上獅
子岩來回需 2.5 小時)然後驅車約 2.5 小時,
午餐後，駛往【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
。西元 993 年印度朱羅王朝（Chola Dynasty）入侵阿努拉德普勒，
居民被迫南遷移居至現在的波羅那露瓦；經過兩百年的努力，在十一世紀成功驅逐印度人。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
（Sinhalese）認為波羅那露瓦的地理位置相較於舊都阿努拉德普勒更適合作為首都，因此放棄阿努拉德普勒，改
立波羅那露瓦成為斯里蘭卡史上的第二個首都。現存 (1)塔米爾人建造的婆羅門塔、(2)十二世紀由 Parakramabahu
國王建造的「花園城市」
、(3)以「全石建造」而著名的加爾寺(Gal Vihara)，有四尊巨大的石雕佛像：坐佛、供養
佛、立佛與臥佛、(4)Hetadage、Atadage 及 Dalada Maligawa 等三座陸續建造的佛牙塔跡。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中式午餐
住宿：Sigiriya Village Hotel 或同等級

晚餐：飯店自助餐

第 5 天 1/16(三) 錫吉里耶 Sigirya  那爛陀寺 Nalanda  阿盧寺 Aluvihara  馬塔勒 Matale 
康提 KANDY
阿盧寺- 馬塔勒 35 公里/ 1 小時 30 分; 馬塔勒- 康提 30 公里/ 1 小時
於旅館享用早餐後，踏上前往康提的 A9 公路，今天的景點都在 A9 的路上，首先抵達的是那爛陀寺（Nalanda
Gedige）
。
「那爛陀」源自印度語 na-alam-da，意為「施無饜」
；Gedige 則源自僧伽羅語，意為「鐘屋」
：報時的地
方。這裡有斯里蘭卡最古老的石造建築之一，建築混合了佛教與印度教的風格。之後前往阿盧寺（Aluvihara）參
觀貝葉經，同樣是石窟寺廟，不過它在佛教史上的意義深遠：這裡是佛教第四次結集的地方，又稱阿盧寺結集
（Aluvihara） ，之後並將佛法寫為文字保存(佛經刻在貝葉上)。公元前 29 年於馬特萊（Matale）的阿盧寺舉行
結集，以第一次大會的方式重述和比對經典，並將其寫在葉子上，這就是貝葉經。唐李商隱“憶 奉蓮花座，兼聞
貝葉經”即此。對阿盧寺結集，大乘僧團不予承認。
之後經過【馬塔勒 Matale】香料園，由於氣候因素，斯里蘭卡（尤其在馬塔勒、康提與 Mawanella）盛產各式
各樣的香料，包括肉桂、桂皮、胡椒、丁香、肉荳蔲、薑黃、孜然粉、蕃紅花及檸檬草等。參觀完香料園後，前往
世界文化遺產－【康提】
，也是金三角的最後一站。康提是斯里蘭卡王朝（康提王朝）的最後一個首都，直到 1815
年被英國納入統治為止；現在則是斯里蘭卡中部重要的商業與觀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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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來到【康提 Kandy 】康提建立於西元 14 世紀，是斯裡蘭卡第七個首都，也是被英國殖明後的最後一個古都康
提。到達後，前往【康提湖】
。 晚上約 6 時，來到 一年一度的斯裡蘭卡【佛牙節巡遊】地點，準備觀賞佛教最盛
大的節日。相傳最初的佛牙節巡遊 (Esala Perahera) 可追溯至西元前 3 世紀，當時人們以此神聖的儀式來求求降
雨。後來佛牙節巡遊到了西元 4 世紀, 因為佛牙舍利來到了斯裡蘭卡, 更多添上了另一層意義 - 對供奉在康提聖
牙寺的釋迦牟尼的佛牙舍利表示敬意。活動開幕當晚，數十支盛裝打扮的大象會在一隻名為 Maligawa Tusker（康
提最後一個國王的大象的名字）的領頭象的帶領下華麗出場, 龐大的遊行隊伍，由險象環生的舞火把隊，揮動旗幟
的旗手，節奏感十足的鼓手，服裝華麗的舞者，還有趣味的雜技團等組成，在大街上載歌載舞，點亮全城夜晚，直
至深夜達到沸騰。
之後參觀康提博物館後，前往【佛牙寺 Dalada Maligawa 】朝拜。參觀世界著名之佛牙寺，佛牙寺在佛教世界上
更是最神聖的地方之一，從山間瞭望，佛牙寺坐落于國王宮殿的康提湖畔，如一朵漂浮在湖面的白蓮花。寺廟內部
結構極其精美複雜，大殿天花板上佈滿了彩繪和金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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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傳到斯裡蘭卡的，
歷代帝王精心守護，代代相傳。斯裡蘭卡的佛教徒也將佛牙視為至聖寶物，供奉在佛牙寺大殿暗室中。佛牙是國家
權勢的象徵加上壯麗的彩繪，成為全國人民信仰的中心。每年的八月月圓時，會在此地舉辦佛牙節，屆時會有盛大
的祭典，活動始於西元前 3 世紀，本為求神祈雨的宗教活動。18 世紀中葉當時的國王將鎮國之寶佛祖佛牙舍利加
入該活動中，使普通民眾也能參觀佛牙風采。目前康提佛牙遊行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佛教盛會，每年全球數
以萬計的佛教徒和旅遊者都會參觀這一盛事，是斯里蘭卡的國寶而成為佛教徒的朝聖之地。由於大般涅槃經譯版不
同，所述佛牙舍利的地點也各異，但斯里蘭卡所供奉的佛牙舍利並沒有受到爭議，斯里蘭卡歷代的國王也以供奉佛
牙作為權力的表彰。康提的佛牙寺即是如此，由當時的國王維摩羅達摩所初建造；後來因戰亂而多有損壞，現在的
佛牙寺於 17 世紀重建，至今仍是當地人心目中的聖地，每天都有無數的群眾至寺前獻花。非常值得前往參觀。晚
間回到飯店用餐並住宿。
參訪佛牙寺後，拜訪佛牙寺附近【蘇曼格勒僧王 Ven.Tibbatuwawe Sri Siddhartha Sumangala
的寺廟。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晚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 香草花園午餐

Mahanayaka Thero】

住宿：Golden Crown Hotel 或同等級

第 06 天 1/17(四)康提 KANDY -瑪喜洋噶納 MAHIYANGANA –蒂瑟默哈拉默 THISSAMAHARAMA
康提 -瑪喜洋噶納 75 公里/ 2 小時 ; 瑪喜洋噶納–蒂瑟默哈拉默 153 公里/ 4 小時
早餐之後，如果因緣成熟，希望我們會有機會可以覲見僧王Tibbatuwawe Sri Siddhartha Sumangata Mahanayake
Thero。爾等多祈求發願我們能有殊勝見因緣拜見到僧王。
之後前往【馬喜洋嘎納 Mahiyangana】是位於靠近馬哈威利河在鎮巴杜勒區，烏瓦省的斯里蘭卡。此地是二千五
百多年前在 1 月的 Poya 日滿月佛陀第一次親臨斯國的佛教聖地，為了解決 Yakkas 和 Nagas 之間出現的爭端（兩個
部落居住在這個地區），這是他第一次訪問斯里蘭卡。然後，佛陀將佛法傳給了這個地區的領袖蘇馬納薩曼，佛陀
給了他一把頭髮遺物，當時建的舍利塔至今仍供奉著佛陀了神聖的頭髮遺物，以及沙勒布羅漢帶來的佛陀鎖骨舍
利，以便人們可以敬拜。是 16 個佛教聖地之一，巡遊聖地，彷彿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因此，這座歷史悠久的小
鎮對佛教徒來說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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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前往【蒂瑟默哈拉默 Tissamaharama】從公元前 3 世紀到公元 11 世紀，Tissamaharama 修道院被認為是斯里
蘭卡南部一個著名的佛教教育中心。位於修道院內的 Tissamaharama Dagoba 是斯里蘭卡最大的佛塔之一。它曾經
是僧伽 羅王國的魯胡納王國的首都。今天仍然可以看到那個時期的少數建築物。2010 年考古發掘後確認了 普通
早期泰米爾人的存在。在印度阿育王統治時期（公元前 304-232），許多著名的佛教僧侶被派往鄰國傳教，以傳播
佛教哲學。作為這些任務的一部分，Asoka 皇帝的兒子 Arhant Mahinda Thera 在公元前 3 世紀阿努拉德普勒國王
Devanampiya Tissa 統治期間抵達斯里蘭卡。在斯里蘭卡建立佛 Sasana 後，主要的佛教寺院，如阿努拉德普勒瑪
哈 Viharaya 和 Mihintale 拉賈詩 Viharaya 建立在該國的北部中心地區，而 Tissamaharama 拉賈詩 Viharaya 和
Sithulpawwa Rajamaha Viharaya 建立在南部區域。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住宿： Hotel Chandrika 或同等級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飯店自助餐

第 07 天 1/18(五) 蒂瑟默哈拉默 Thissamaharama 威立迦瑪 Weligama加勒 Galle可倫坡 COLOMBO
蒂瑟默哈拉默–Weligama 122 公里/ 3 小時-加勒 34 公里/ 0.5 小時; 加勒-可倫坡 125 公里/ 2 小時
早餐後，前往【威立迦瑪 Weligama】漁村，參觀斯里蘭卡著名的「高蹺立釣」(Stilt fishing)。 漁夫們在海中
站在一隻約 20-50 公尺高的桿子上，拋出釣魚線後釣魚，同時須力求身體平衡，這種世代相傳的獨特技巧從何時
開始，已無從考據；然而，傳統「立釣」方式也隨著現代化釣魚方式而逐漸式微中。
高爾古城：也稱【 加勒古城 Galle 】是斯里蘭卡四大經濟重鎮之一，位於斯里蘭卡的最南端，是一座歷史悠
久的城市，在 1988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所以充滿著異國情調。充份體現了殖民時期色彩。它最早的歷史可以
追溯到西元前後的所羅門王朝時期，以色列的所羅門王以加勒為港口，將此地的寶石，香料和孔雀運往耶路撒冷，
後來葡萄牙人於 1589 年在加勒建立了第一座城堡; 1640 年荷蘭人佔領了這裡，為了顯示在斯里蘭卡統治堅不可
摧，在高爾海邊建立了這座占地 36 公頃的城堡，以荷蘭式城堡為中心的 12 個棱堡及防禦設施建築融合了歐洲的
建築藝術和南亞的文化傳統，是歐洲人在南亞及東南地區建築防衛要塞的典型代表，建築上除了設計了網狀街道，
北面的兩層城牆之外，圍繞整個半島還建有防禦牆，以防備來自海上的襲擊，半島與陸地接壤處建有高大的城牆，
依地形在城堡周圍建有以各種神仙名命的炮臺十餘個，如海神、風神等，英國人統治時期再次進行擴建，修建了
客輪碼頭。加勒在 18 世紀達到發展高峰，直到科倫坡防波堤建立後才逐漸衰落。加勒古城除了擁有環城要塞的雄
偉氣勢，你還可以漫步在荷蘭風情的小街小巷，看看充滿港歐陸與斯里蘭卡傳統結合的小樓房，商店與餐廳。
午餐特別安排於位於海邊的餐廳，享用美食之餘，也陶醉於大自然迷人的懷抱。
下午將於迦勒古城內參觀。隨後，乘坐斯里蘭卡聞名於世的海濱火車：宮崎駿筆下所描述的《千與千尋》中，
有一輛夢幻海上火車，動畫中農的千尋和無臉男安靜地坐在火車上，面朝大海，火車行駛在茫茫的大海上，而這輛
夢幻的海上火車的原型就是在斯里蘭卡，真正的貼海行走，觸手可及的大海，馳騁的火車讓人仿佛在海上飛翔，充
滿了的夢幻感。 下火車後，搭車經由高速公路，續往可倫坡 COLOMBO。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 位於海邊的餐廳
住宿：Cinnamon Lake side hotel 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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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中式晚餐

第 08 天 1/19(六)可倫坡 COLOMBO凱拉尼亞寺 KELANIYA 寺岡嘎拉馬寺 Gangaramaya市區觀光

早餐後，進行可倫坡市區觀光，包括佛陀第三次造訪斯國的聖地【凱拉尼亞寺 KELANIYA】寺，並 SHOPPING
購物。該寺建在 Kelaniya 河畔，是斯里蘭卡最神聖的地方之一。據信在 2531 年佛教時代，佛祖釋迦牟
尼總共三次親臨斯里蘭卡，第一次是在悟道後 5 個月，來到康堤東邊 Mahiyangana 的地方，第二次是悟
道 5 年後，來到北部傑夫納(Jaffna)外海的 Nagadeepa 小島，在此次造訪時，接受了當時還是王子的 Naga
國國王的邀請，在下次蒞臨時能到該國佈道；三年後王子成年，卻因兄弟間的爭奪王位而準備進行戰爭，
佛祖慈悲為懷，為避免百姓生靈塗炭而趕來化解，同時也到該國佈道，才有這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親臨。
佛祖在悟道後第 8 年的 5 月，帶領著 500 個信徒來到凱拉尼亞 Kelaniya 地區，而當時講經佈道的地點，
也就是現在寺廟佛塔(Dagoba)的所在位置。佛陀親訪該島時，為了讓兩個國王 Chulodara 和 Mahodara 之
間的戰爭平息。特別在有爭議的國土寶座上傳播了佛法教義，讓他們之間維持了久遠的和平。於是自公
元前 543 年在皇帝遺址上建造了偉大的佛塔，從那時起被稱為 Kelaniya Raja Maha Vihara。這座古老
的寺廟被印度南部的德拉威人入侵者又一次地摧毀。每次重建寺廟。中世紀的寺廟於 1510 年被葡萄牙人
摧毀，但在 1967 年由 King Kirthi Sri Rajasingha 重建。新寺廟始於 1927 年，並在慈善家 Helena
Wijewardene 夫人的讚助下於 1946 年完成。
午餐之後回飯店稍作梳洗，整理好行李上車，前往參訪【岡嘎拉馬寺 Gangaramaya 寺廟】岡嘎拉馬寺是
一座融合斯裡蘭卡、泰國、印度和中國建築特點，精雕細琢的建築，是斯裡蘭卡最重要的寺廟之一。寺
廟擁有圖書館、博物館、宿舍和一座三層的佛學院。博物館館內收藏有數尊高大的佛像和數根巨大的象
牙，還有羅漢舍利、珠寶、純金法器、象牙法器以及一些來自日本、緬甸、泰國、中國等地的佛象。據
稱在所有藏品中，最珍貴的是一撮來自佛陀的頭髮，通常被緊鎖於保險箱中，一般人無緣得見。
當夜幕籠罩時，享受飯店為大家準備的豐盛的南洋風味餐，晚餐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專車接往尼肯
坡國際機場，揮別這座美麗的島嶼。夜宿機上經香港轉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印度餐廳
晚餐：Cinnamon hotel 南洋風味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 09 天 1/20(日) 可倫坡 CMB

香港 HKG

桃園 TPE (台中 RMQ & 高雄 KHH)

早晨經香港轉機返回桃園(台中&高雄)，結束這趟九天融合知性與感性、難忘的深度旅程，回到甜蜜的家。

國泰航空 CX 610

可倫坡 CMB/HKG 香港

00:25 / 08:20+1

國泰航空 CX 494
國泰航空 CX5442

香港 HKG/TPE 桃園
香港 HKG/KHH 高雄
香港 HKG/RMQ 台中

10:25 / 12:15
10:55 / 12:25
12: 15 / 13: 50

國泰航空ＫＡ490

最後班機依實際訂位狀況有所變動，行程會有所更改
早餐：機上餐食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X

住宿：甜蜜的家。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行程順序依實際確認之航班而定，並以出發前之說明會資料為主，如遇特殊
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
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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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價

現金優惠 62,000

出團日期

01 /12（六） ~

共計 9 日

01/20（日）

團費包含:
全程機票、機場稅及附加燃料費、行程表內全程餐食／酒店／車資／船資／門票及
活動費、旅遊平安責任險 500 萬+20 萬意外醫療險※0-14 歲及 70 歲以上者，履約責任險投保限額 200 萬
元及意外傷害醫療險 20 萬元。司機、導遊、領隊、助手小費 &斯里蘭卡電子簽證費 60 USD.
※燃油稅及票價之調整，以航空公司實際公告之調漲費用為準。
費用不含：
1、 護照申辦及個人消費、行李、床頭服務生等小費
2、 居住地至機場來回接送、護照工本費、其他私人費用等。
3、 房間床頭清潔小費：每間房每天１美金
4、 飯店行李小費：每件行李進出房間１美金
5、 騎乘大象付美金 1 元。
6、 斯里蘭卡的廁所需要付小費(20 元盧比)。
7、 高北高、高港高來回接駁需另外加價。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 - 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

斯里蘭卡旅遊須知
天

氣：斯里蘭卡屬於南亞的熱帶季風氣候。全年平均氣溫約 27 度，除了中部的高地較涼爽以外，
幾乎都是夏天。 由於氣候炎熱潮溼的緣故，防曬與防蚊用品是必備的。
衣
著：以輕便的夏季服裝為主，建議穿著易洗易乾的白色棉質衣物，可穿著簡便涼鞋。
參訪寺廟：不宜穿著暴露，裙子、褲子需及膝，否則可能會被禁止進入；雖然可以租或買附近小販提供
的圍紗，但索價都偏貴。進寺廟需脫下帽子、鞋子；依參訪時間而定，地面可能被曬得很燙，因此建議
攜帶舊襪子拿來走比較不會覺得心疼。
當地海關規定：嚴禁軍火、武器、毒品入境。旅客可免稅攜帶 200 支香煙或 50 支雪茄兩瓶或一公升含酒
精飲品
貨幣：斯里蘭卡盧比，Sri Lankan Rupee，簡寫為「Rs」。建議準備美元（匯率較佳；銀行也收英鎊跟歐
元，但匯率較差），在機場領取行李後的抵達大廳內，有銀行可換盧比；之後請務必把水單保好，
回國時持水單，當地銀行才接受換回美金，無水單則不受理兌換。盧比在全世界都不能兌換，因此除了
視各人喜好的紀念價值以外，不需要保留。美金兌斯里蘭卡的匯率是 1 USD：170 Rupee (2018 年 11 月）
語言：官方語言是僧伽羅語、泰米爾語；但除了偏遠地區以外，英語可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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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貴重物品及證件應隨身攜帶；晚間外出時請提防扒手，也避免單獨到偏僻地方。
時差：斯里蘭卡的時間比台灣慢兩個半小時，例如台灣時間早上 10:30 是蘭卡的 8:00。
飲食：當地料理的口味都偏辣，尤其咖哩類；椰子常入菜。
當地對素食的定義是「含蔥蒜」，這點請特別留意。不宜飲用飯店的自來水。
電壓：230 伏特，斯里蘭卡為兩個圓頭或三個圓頭的插孔
通訊及上網需求：台灣撥至斯里蘭卡: 002-94-市區代碼-電話號碼
斯里蘭卡撥回台灣: 00-886-2 (台北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其他注意事項：看到軍人、警察執行任務時，請絕對不要對著他們照相。
在某些景點，攜帶照相機及錄影機進入需另外收費。
索取非強迫性的小額捐贈，一般給 5~20Rupee 左右。

注意事項：
1.請自備胃腸藥，感冒藥及個人使用的藥品，當地飲食及衛生均可，若擔心個人飲食方面會不習慣，
可自帶零食。
2.不可大量購買銀製品以及野生動、植物及孔雀羽毛。
3.野生動物、植物或相關產品均嚴禁出口，一些特許出口物品可作隨身行李攜帶但必須取得出口文件
證明書。
4.請於官營酒店和商號購物,較能保障購物的品質與價格。
5.購買風景區小販販售之各式紀念品，記得貨比三家、品質及售價 (一般可殺價)。
6.當地小販及乞丐眾多，請小心錢包及商品品質及售價。
7.進入廟宇，大部分要著拖鞋進入、洗手間多需另給小費，請準備一些零錢備用。
8.某些觀光景點，攜帶相機或攝影機需另加買門票，請記得索取收據。
9.斯里蘭卡景點，只要有安排服務人員，多會向客人索取小費的習慣，請多準備一些零錢備用。
10.常見疾病與醫療狀況：登革熱等熱帶疾病。當地衛生條件有限。建議自備常用藥品。
11.佛教國家。進入寺廟要脫鞋。寺廟內禁止喧嘩、照相。宗教節日期間通常嚴禁飲酒。
12.參觀寺廟要脫鞋；穿著要得體，不要袒胸露背，不可穿無袖上衣和短裙、短褲，宜穿白色為主色的
帶袖衣服，裙、褲長度過膝。不要撫摸和尚的腦袋，禁止屁股對著佛像照相。
13.候機廳內的白椅子，是為宗教人士準備的，即使座位空著，普通人員亦不得佔用。
14.在斯里蘭卡，人們卻以搖頭表示同意，點頭表示不同意。
15.寺廟照相一般需得到許可。與佛像合影時，被拍者必鬚麵對佛像，不可背對佛像，也不能緊貼佛像坐。
嚴禁爬騎在佛像上玩耍、拍照。
16.僧侶面前，應席地而坐，或選擇較矮的凳子就坐，不能與僧侶並排就坐。
17.敬僧侶，在公共汽車上，要為他們讓座。路遇僧侶，要躬身合十，請其先行，不要坐僧侶專座。|
18.斯里蘭卡南亞地區切記入鄉隨俗，清真寺或廟宇謝絕女遊客參觀，沒有徵得管理員同意請不要擅入。

簽證 :
1. 申辦簽證者，本人需在台灣境內才可辦理。
2. 護照正本：效期６個月以上，入境時要有半年以上效期，一定要有簽名，簽名不能塗改，護照要
有至少一頁空白。
3. 前往斯里蘭卡旅遊需辦理簽證。(旅遊、觀光、探訪親友、醫藥治療及瑜伽或參加體育賽事、比賽
和文化表演活動，可辦理電子觀光簽證。)
4. 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持用內載有我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我國護照且效期在六個月以上、簽名欄
需本人親自簽名。請備妥入境斯國後起算效期超過 6 個月之護照、來回機票。」
【需準備文件】
1.護照影本。 相片：二吋彩色白底近照。(辦證無需附上，入境時建議帶著)
2.國人於入境斯國辦理抵境簽證時，須填一份“Declaration of Identity”表格，並請攜帶照片 2 張。
入關時填寫入關單(入關單要帶著，出境時海關需審核)、來回機票、足夠的旅遊費用、旅行目的相關之
資料與落地簽資料

10

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