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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Serving Since 1992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上)

的。看上去雖然不夠美國的產品肥
大，但是，滋味香濃，甚為可囗。

斯里蘭卡于 1972 年之前仍然稱錫
蘭，是位於亞洲南部印度次大陸東南
方外海的島國。

Nuwara Eliya 努沃勒埃利耶優
雅景象成為旅遊勝地，吸引不少該國
以及外國遊客來遊玩。英式的建築到
處都有，甚至活動：高爾夫比賽，賽
馬，飛碟射擊也廣為流行。

參加一場道地的民族表演晚會，
男性演出者較多，他們的音樂幾乎都
用手鼓來演繹，頗有特色。還有橫行
無阻的三輪交通工具「嘟嘟」車，也是
當地一大特色，如果當地沒有這種交
通工具「嘟嘟」車，相信當地人不知如
何生活！因為對他們來說非常方便！
隨時上下車，收費合理，而且它們能
夠靈活的穿梭在繁忙車隊，不耽誤時
間。一按「嘟嘟」車的喇叭，會響起「嘟
嘟」
聲，因此稱為「
嘟嘟」
車。

斯里蘭卡是一個共和國，並通過
總統制管轄的單一制國家。官方語
言：僧伽羅語泰米爾語，英語等等。
佛教佔 70%，印度教 13％，回教 10％
及 Christian7％。科倫坡是斯里蘭卡
的繁華首都，位于該國西海岸，人口
80 萬至百萬人，是該國最大的城市。
這是斯里蘭卡的商業資本發展與現
代發展，同時保留了歷史的文化魅
力，在城市的很多地方都保留舊建
議：舊國會大廈（現總統秘書處）
，佛
教寺廟，古老的教堂，印度教寺廟，清
真寺，國家博物館，獨立宮，紀念班達
拉奈克國際會議廳和動物花園。現代
斯里蘭卡的咖哩非常好吃，分南、
文化：國際美食，歌廳，舞廳，酒店等
北咖哩
，印度咖哩濃香，而斯里蘭卡
等使年輕旅客夜夜昇歌，流連忘返。
的咖哩除了濃香之外還帶純滑。皆因
斯里蘭卡的咖哩香料特別講究，從 8、
9 種香料至 40 多種香料配制的咖喱
粉，連我們這幾位從小就吃咖哩的人
也稱讚不已！

斯里蘭卡著名出產：茶，咖啡，
藍紅寶石，椰子，橡膠斯里蘭卡出產
豐富香料包括肉桂，肉荳蔻、小茴香、
大茴香、薑黄粉、咖哩葉、香菜、芥菜
籽、豆蔻、薑、香松、香芧、蒔蘿、丁香
等等多樣性香辛料。島上包含熱帶雨
林多樣的地貌，大量多樣性的植物。
導遊先生特別自豪地說：他們國家的
椰子-從到外都很有價值。椰子水清
甜可口，椰子肉可以做甜點、小吃，椰
奶煮咖哩，椰子的外殼打碎後，弄成
細纖維就可以做成室外地毯與及掃
把等等實用品。

石窟寺山邊還有一株很大的菩提
樹，菩提樹旁邊是許願池，還願的善
男信女帶來很多去了皮的椰子，一邊
念經一邊使勁的將椰子扔擲在地上，
使椰子破開，椰子汁流出才行，有些
椰子需要扔擲幾次，費盡力氣才能打
開：看著兩位女士一位嘴巴念念有
詞，另一位還願的女士就扔椰子，約
二十粒的椰子也需要半小時才能完
成還願儀式，看到那一位還願的女士
完成還願儀式後，雖然筋疲力盡，卻
帶著愉悅滿足的心情離去。

丹布勒 Dambulla 是一個大鎮，坐
落在 Matale 馬特萊區，斯里蘭卡中央
省，位於 148 公里東北科倫坡和康提
北部 72 公里。由於其在一國主要的
交界處的位置，也是該國蔬菜分布的
中心。

斯里蘭卡主要菜餚除了米飯和咖
哩，包括麵包類 pittu，Kiribath，全麥
的 Roti，由椰奶，棕櫚糖，腰果，雞蛋
做成的甜品。菠蘿蜜有時也代替米飯
和咖哩。傳統的食品供應在芭蕉葉上
食用，與東南亞多個國家類似。還有
加上辛辣香料炒香的豆子、乾麵條和
花生的小吃，頓時，回憶當年兒時貪
嘴情景。
因為荷蘭和葡萄牙的影響，不少
傳統的美食，仍舊被島上的居民喜歡
保留，如 Breudher（荷蘭度假餅乾）
，
博洛 Fiado（葡萄牙式多層蛋糕）
，濃
湯 Lillas 和荷蘭風格的蜂蜜塗甜點等
等。

導遊一直推薦大家去斯里蘭卡最
著名的旅游景点 Kitulgala 泛舟，就因
為它曾經是奧斯卡獲獎佳作“桂河大
橋”的拍攝地。因為時間的關係，美國
的來的旅客對於泛舟，沒有多大的興
趣，大可以回國才參加此項自然探
險，森林徒步旅行，山地自行車等等
體能活動。我們這一次主要目的是為
了要多了解當地歷史和文化。

Nuwara Eliya 努沃勒埃利耶是
一個城市，在中央省，斯里蘭卡的山
國。離科倫坡的斯里蘭卡中部約 150
公里位置，這個城市的名字意思是
“城市之光”
。它是個努沃勒埃利耶地
區的行政首都，以美麗如畫的風景和
宜人溫和的氣候吸引遊客。

這裡有斯里蘭卡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石窟寺。列為世界古蹟遺產之
一。( 丹 布 拉 石 窟 寺 Dambulla cave
temple)離周圍平地 160 米岩石塔，周
邊有 80 多個洞穴。它們建立在山岩
邊緣，主要景點分佈在 5 個洞窟，其
中包括立、坐、臥雕塑和繪畫作品。這
種繪畫和雕塑內容包括佛陀的生活
以 及 佛 陀 的 隨 從 等。共 有 153 尊 佛
像，尊尊莊嚴神聖，有斯里蘭卡國王
雕像，有幾尊女神的雕像。後者包括
印 度 教 神 毗 濕 奴 和 Ganesh 兩 座 雕
像。壁畫覆蓋 2100 平方米的面積。在
洞穴的牆壁描繪包括妖瑪拉和佛陀
的第一次講道。丹布拉石窟寺是難得
一見的古蹟，是愛好古老文化者都想
親身體驗的勝地。

努沃勒埃利耶是斯里蘭卡最高的
城市，在 1890 米以上的海拔，它位於
最高峰 2555 米 Pidurutalagala(山佩德
羅)島之下。被認為在斯里蘭卡茶葉
生產最重要的位置。
衆所皆知斯里蘭卡是世界上最大
的茶葉出口國之一。自斯里蘭卡（鍚
蘭)19 世紀中期至今，努沃勒埃利耶
最好的茶葉早就被英國訂購。同時也
大量出售給本國的茶葉商，他們買回
去包裝後，再加上各自的公司行號出
售。大小商店、購物中心和機場都可
以買到不同的包裝茶葉。斯里蘭卡不
只茶葉沒有農藥，蔬菜水果也是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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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謝謝您!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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