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斯里蘭卡 - 位於遼闊的印度洋上，因國家的
版圖就像一滴淚珠，故有「印度洋上的明
珠」之美譽。除了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明媚
風光外，當中更蘊藏着豐富的生態環境及資
源。

生物多樣性高的雨林和濕地孕育出不同品種
的植物、昆蟲、兩棲爬蟲類，亦吸引不同鳥
類在此繁衍及作為遷徙中途站，每年無數鳥
類愛好者前來探索當中獨有品種，故亦被列
為一個世界級的觀鳥地點。而其森林保護區
中更是大型哺乳類動物如大象、花豹、懶熊
等的棲身地。

特色
 不同地域觀察，行程遍及濕地、雨林、國

家公園及雀鳥保護區

 探索認識斯里蘭卡的鳥類、找尋斯里蘭卡
獨有鳥種

 追探最大海洋哺乳動物藍鯨

 3個重點保護區停留，重點探索

 保護區採用內4星級住宿，充份休息

 採用國泰直航客機往返、當地專車接送

www.ecotravel.hk
3105 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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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香港國際機埸集合，乘國泰航機直航斯里蘭卡
首都可倫坡，到達後乘專車往酒店休息。 

第1天 Hong Kong  Sri Lanka

第2天 Colombo > Galle > Mirissa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Gateway Hotel (4星級) 或同級

清晨離開 Yala，前往國際重要濕地 Bundala 
(本達拉國家公園)，乘吉普車觀察水鳥、涉禽
及候鳥遷徙。午餐後往鲁努加姆维拉國家公
園 Lunugamvehera National Park。

第5天 Yala > Bundala > Lunugamvehera 

早餐後出發往南面城市 Mirissa (米利沙)，途經
海邊城市 Galle (加勒)，參觀四百多年前由荷蘭
人沿海興建的加勒城堡（Galle Dutch Fort）。
沿途上更有機會看到高蹺魚夫立釣場景。

住宿     Fisherman Bay/Paradues Beach/
            Manadara Resort (4星級)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4天 Yala

清晨出發，全天探索Yala National Park 亞拉國
家公園內之動物及雀鳥蹤影。配合獵遊車前往
不同區域探索。Yala National Park 亞拉國家公
園是全亞洲最大機會看到野生豹的地方。其它大
型動物如 Sloth bear 懶熊、Mugger Crocodile 
沼澤鱷亦有機會看到。而鳥類觀賞重點有
malabar pied hornbill 冠斑犀鳥、Painted Stork
彩鸛、Lesser Adjutant 禿鸛等。

住宿     Kithala Resort (4星級)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3天 Mirissa >Tissamaharamala

清晨早起，乘觀鯨船出海，於船上品嚐早餐，
有機會看到殺人鯨（Orcas）、鬚鯨（Fin 
Whales）、抹香鯨（Sperm Whales）、座頭
鯨（Humpback Whales）和海豚。而地球現存
最大海洋哺乳動物藍鯨（Blue Whales）更是探
索焦點所在。下午繼續出發至Tissamaharama 
蒂塞馬哈拉瑪。

住宿     Kithala Resort (4星級)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清晨出發，前往 Udawalawe National Park 烏
達瓦拉維國家公園，於園內不同區域探索。這
裡是著名觀察野生大象及象群出沒地點，亦有
機會觀察到 Hawk Eagles熊鷹、Black Eagles
林鵰、Malabar Pied Hornbill 冠斑犀鳥、
OpenBills 鉗咀鸛、Stork-billed Kingfishers 鸛
嘴翡翠等雀鳥蹤影。

第6天 Udawala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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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Kithala Resort (4星級)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Grand Udawalawe hotel (4星級)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後於 Udawalawe National Park 烏達瓦拉
維國家公園繼續探索，午餐後往 Sinharaja Rain 
Forest 辛哈拉加雨林保護區尋找獨有鳥種，如
Sri Lanka Jungle fowl 斯裡蘭卡原雞、Sri Lanka 
Blue Magpie 斯裡蘭卡藍鵲、Red-faced Malkoha 
紅面地鵑、領蛙嘴夜鷹 Sri Lanka Frogmouth 
等珍貴鳥類品種。

第7天 Udawalawe >Sinharaja

早餐後繼續探索Sinharaja Rain Forest 辛哈拉
加雨林保護區，午餐後乘專車返回 Colombo 可
倫坡，於市內遊覽這充滿殖民地色彩城市，購
買紀念品或於市內景點遊覽 (視乎實際時間 ) ，
晚餐後往機場乘搭國泰航機直航返港。於翌日
清晨到達香港國際機場，行程順圓滿結束。

第9天 Sinharaja >Colombo (車程 5.5小時)  香港

住宿     Blue Magpie Lodge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清晨出發，全天於 Sinharaja Rain Forest 辛哈拉
加雨林保護區探索，這裡被聯合國列為世界自然
文化遺產保護區，也是生態旅遊者必訪之地，更
是世界級觀察雀鳥(鳥群)行為的賞鳥寶地。在這
獨特的熱帶雨林生態環境中，曾紀錄到95%斯里
蘭卡的特有鳥種。而更有機會看到 Purple faced 
leaf monkeys 紫臉葉猴、Indian Squirrel 印度巨松
鼠等罕見動物。

第8天 Sinharaja 

住宿     Blue Magpie Lodge 或同級

早餐 午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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