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里蘭卡佛國古蹟之旅十一日 

斯里蘭卡有著秀麗的風景和豐富的自然資源， 
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美稱。 

在這片土地上具備了大自然與多元文化、以及不同的宗教， 

是真正令人驚艷的耀眼明珠。 

斯里蘭卡擁有兩千多年豐富的佛教文化遺產， 

一個非常純真的佛教國度，雖然不是佛教的發源地， 

可是卻保留著佛陀最原始的教法及精神， 

且典藏了佛陀的菩提樹、舍利塔及佛像。  

位於可倫坡市的卡拉尼亞神廟 KELANIYA TEMPLE， 

在佛教編年史 MAHAWANSA 中指出 

KELANIYA 是釋迦牟尼佛 ( 公元前 5 世紀 ) 到過的地方。 



參考航班 
班機 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2020/05/18 TG-633 泰國航空 桃園 曼谷 14:05 16:50 

2020/05/18 TG-307 泰國航空 曼谷 可倫坡 22:10 00:01+1 

回程 
2020/05/28 TG-308 泰國航空 可倫坡 曼谷 01:20 06:15 

2020/05/28 TG-632 泰國航空 曼谷 桃園 08:25 13:05 

*時差：斯里蘭卡比台灣慢兩小時半，灰底為當地時間 

 

[地圖]  



行程特色 

斯里蘭卡有著秀麗的風景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美稱。 

在這片土地上具備了大自然與多元文化、以及不同的宗教，是真正令人驚艷的耀眼明珠 。  

斯里蘭卡擁有兩千多年豐富的佛教文化遺產，一個非常純真的佛教國度，雖然不是佛教的發源地， 

可是卻保留著佛陀最原始的教法及精神，且典藏了佛陀的菩提樹、舍利塔及佛像 。  

位於可倫坡市的卡拉尼亞神廟 KELANIYA TEMPLE ，在佛教編年史 MAHAWANSA 中指出  

KELANIYA 是釋迦牟尼佛 ( 公元前 5 世紀 ) 到過的地方。 

 

全程安排參觀五處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區： 

1.古城波羅那露瓦 POLONNAUWA  

2.古城獅子岩斯基里亞 SIGIRIYA 

3.聖城肯迪 KANDY  

4.古鎮加耳 GALLE 

5.黃金寺院丹布拉 DAMBULLA 

 

※ 參觀斯里蘭卡必遊勝地之一－康迪 Kandy，目前為斯里蘭卡第二大城，這裡擁有存有釋迦牟尼佛

牙的佛牙寺。 

※ 安排傳統的錫蘭民族舞蹈表演。 

※ 安排參觀聞名於世的錫蘭正統珠寶及舉世皆知的錫蘭紅茶工廠，並品嚐香純的錫蘭紅茶。 

※ 安排搭乘吉普車深入叢林在全斯里蘭卡最大的雅拉野生動物保護區。 

※ 安排搭乘遊艇沿著叢林河道欣賞兩岸可人的動植物。 

※ 全程準備礦泉水每位貴賓每日一瓶。 

※ 全程餐食安排以飯店內享用豐盛自助餐為主（兼有西式、中式及印度式之多種選擇）。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 TPE／曼谷 BKK／可倫坡 COLOMBO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站泰國航空公司團體櫃台，將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泰國－曼谷，隨即

轉機飛往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抵達後專車接往飯店休息。 

斯里蘭卡：位於印度東南方一個形狀像菩提葉般的島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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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稱「楞伽島」、「獅子

國」、「僧伽羅國」、「細蘭」、「錫蘭」。有「印度洋上的珍珠」、「寶石王國」、「紅茶之國」等美稱，

也曾被馬可波羅認定是最美的島嶼。目前全國約有 2186 萬人口，是一個典型的佛教國家， 70%

以上為佛教徒。面積約台灣 1.8 倍大的島上。 
 

早餐：Ｘ 午餐：X 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Full moon garden 或 Airport garden 或 Ramada Katunayake 或同級 



 

第二天 可倫坡 COLOMBO－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 

 

 

 

 

 

 

 
阿努拉德普勒聖城是斯里蘭卡的古都和佛教聖地，位於斯里蘭卡中北部，在首都可倫坡東北 205

公里處，始建於西元前 5 世紀，西元前 3 世紀至西元 10 世紀一直是僧伽羅王朝的都城，歷史上曾

繁盛一時。2000 多年前，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子，印度高僧摩哂陀攜佛經渡海到此，開創了斯里蘭

卡的佛教歷史，阿努拉德普勒逐漸成了斯里蘭卡最早的佛教聖地，後逐漸荒廢。19 世紀重新發現

並整修，現成為佛教朝禮中心及遊覽勝地，1982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片被認定的世界

遺產景區很大，其中的景點林林總總。 
 

◎最古老的聖菩提樹 Sri Maha Bodhi Tree：高達摩大佛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人類被尊崇的人

實現了 Samma Sambodhi 或啟蒙的永恆幸福，結束輪回的輪回。這件美妙的事情發生在 2600 年

前，他背對坐在印度博多加亞的尼蘭賈納河邊的一棵伊薩圖樹下，當苦行僧悉達多在以掃樹的樹蔭

下到達桑博迪 Gnana 時，這棵備受尊崇的樹被稱為「菩提」。西元前 236 年，在達摩索卡皇帝的

贊助下，阿羅漢•桑哈密塔•馬哈特雷（Arahant Sanghamitta MahaTheree）隆重地將菩提樹的南

枝帶到斯里蘭卡國王德瓦那姆皮亞提薩，在阿努拉德哈普拉的皇家公園「大馬哈-梅格哈瓦那-烏迪

亞納亞」裡，在阿羅漢特-密印度教-大馬哈-塞羅的指導下，種植了這棵菩提樹從那時起，這一高

度神聖的菩提，堪比活佛居住在那裡閃耀著榮耀阿努拉達普拉（Anuradhapura）的菩提樹（Jaya 

Sri Maha Bodhi），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樹，有著悠久的歷史。 
 

◎伊蘇魯姆尼亞石廟(Isurumuniya Vihara)是古城非常受歡迎的景點之一，以摩崖石刻聞名。這座

岩石石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天愛帝須王（西元前 247~前 207 年）統治時期，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僧

院被保留了下來，其他都經過了重新整修。鎮廟之寶：「情人」，「國王一家」和「騎手」三件石雕，

是根據印度 Gupta 王朝在西元 4、5 世紀時期的藝術風格建造的，造型優美，線條生動，堪稱僧伽

羅版笈多藝術的代表。在一個由 Tissa Wewa 供水的方池旁的石壁上，有一兩件作品（包括大象戲

水）是從這裡初建時便立於此，不過其他的大多數已經被搬到了寺廟裡的一座小型博物館中。寺廟

前面有一座可愛的蓮花池塘。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Rajarata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 
 

 

 

 

 
 

 

 

 

◎魯梵維利薩亞佛塔(Ruwanwelisaya Stupa)，又稱為「大塔寺」，建於西元前 2 世紀，是古城裡

修繕最完好也最有生命力的佛塔（周長 290 米、高 103 米，直徑約 95 米）。這座舍利塔建造於西

元前 2 世紀，公認是由杜圖伽摩尼國王建造的最美的建築物。魯梵維利薩亞是 Maha Vihara 教派

的佛塔，擁有著一個頗具規模的寺院。這裡還有佛殿、藏金閣、菩提樹寺、僧人居所、食堂、浴池

等待。魯梵維利薩亞佛塔的院牆是由許多個肩並肩並排站立的大象雕刻組成。雖然這些大象雕刻因

為太過嶄新而失去了遙遠的價值，但是他們仍然給人們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和一種支撐佛塔的象徵

意義。 

 

 

 

 

 

 

 

 

 

◎Jethawanaramaya佛塔是在 3 世紀時，由摩訶斯納王命令修建的, 122 米高的在古老的斯里蘭卡

人工的最大的建築。從古至今傑特瓦納拉瑪舍利塔都是與魯梵維裡薩亞舍利塔和無畏山大塔起名的

阿努拉德普勒的地標建築之一。傑特瓦納拉瑪也是跟 maha vihara 一樣另外的一個教派。這個舍

利塔之所以出名，除了它巨大之外，還因為 1982 年，在這裡發現了用梵文書寫與金板上的大般若

經典。作為現存梵文經典，它是極其寶貴的文化財富 

 

 

 

 

 

 

 



在安放聖菩提樹的廟宇外圍是◎黃銅宮 Brazen Palace，亦稱為「伯拉貞宮」的遺址。黃銅宮（是

在公元前一世紀因樹而建的寺廟，維闍耶王朝杜多伽摩尼在位（西元前 161－前 137 年）期間建

造。宮內有 900 間房屋供僧侶修行居住。普通僧侶住底層，能佈道者住二層，依次遞升，證阿羅

漢果者住最上層。 
 

◎奧卡納大佛 Avukana Buddhist statue 是在西元五世紀時候 Dathusena 國王命令修建的，12

多米高的佛像。雕刻家的能力和耐心遍佈能看見。這美妙的雕像保存完整的，直到現在能尊崇釋迦

摩尼佛陀的四大無量心。佛像附近的 Kala 水庫加層更美麗的環境。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Habarana village 或同級 

 

第四天 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西吉利亞 SIGIRIYA(獅子岩)－波羅那露

瓦 POLONNARUWA 
 

 

 

 

 

 

 

 

今日早餐後驅車往◎佛教勝地西吉利亞 Sigiriya(獅子岩)，原名「辛哈基利」，辛哈是獅子之意，基

利是岩石。原野中的一座參天巨石，有 1500 年歷史，被淹埋在叢林中，直到 19 世紀才被英國人

發現挖掘出來，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觀，1982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斯里蘭卡的天空之城，結

合了澳洲艾爾斯岩自然奇景、彩繪壁畫、巧奪天工的千年宮殿，讓初到的遊客瞠目結舌的大嘆神奇。

登上 600 英呎高的獅子岩參觀舊皇宮遺址，以原始泥土顏料彩繪的古仕女壁畫。西元 5 世紀時，

卡斯亞帕（Kasyapa）國王在岩石最上方建造一座佔地 3 公頃的空中宮殿，入口處原有一座張著大

口的獅型石雕，岩石下方則規劃約 70 公頃的噴泉花園廣場，居高臨下，隨時監控敵人的動靜。整

座獅子岩山崖岩洞中原有 500 多幅彩繪壁畫，目前半山所存頭戴皇冠、手持鮮花、露著宛如「蒙

娜麗莎的微笑」的半裸仕女圖，是保存最好的幾幅，顯示出當時的藝術水準。  

 

 

 

 

 

 



◎丹布拉石窟寺 (Dambulla Cave Temple)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始建於一、二世紀期間，

位於丹布拉市南部的一座巨石山上，丹布拉石窟寺迄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了，以其精美的壁畫和石

刻雕像千百年來吸引著朝聖者的注視。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Habarana village 或同級 

 

第五天 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 
 

 

 

 

 

 

 
◎波隆納魯瓦古城是在 10 世紀由喬拉斯建立的首都，名為賈納納塔普拉姆（Jananathapuram）拉

賈•拉賈•喬拉一世建造了瓦納萬•馬哈德維瓦拉姆（Vanavan Mahadevivaram），這是波隆納魯瓦

（Polonnaruwa）的一座濕婆廟，以其王后的名字命名，現在被稱為濕婆神 （Siva Devale） 。

這座廟中還包括甘尼薩（Ganesa）和帕瓦蒂（Parvati）的青銅雕像。斯裡蘭卡在這一時期直接被

拉詹德拉•喬拉一世，西元 1070 年結束了島上的朱拉統治。波隆納魯瓦被維賈亞巴胡一世佔領。

在國王的庇護下，貿易和農業蓬勃發展，國王如此堅定地認為，從天而降的一滴水不會被浪費，每

滴水都將用於土地開發灌溉系統，遠遠優於阿努拉德哈普拉時代的灌溉系統，是在巴拉克拉瑪巴胡

統治時期建造的，這些灌溉系統至今為該國東部炎熱的旱季的水稻種植提供必要的水，這些系統中

最偉大的是帕拉克拉瑪薩穆德拉（Parakrama Samudra）或帕拉克拉瑪海（Sea of Parakrama）。

在帕拉克拉瑪巴胡國王統治時期，波隆納魯瓦王國是完全自給自足的。除了他的直接繼承人尼桑卡

馬拉一世之外，波隆納魯瓦的所有其他君主都意志薄弱，傾向於在自己的宮廷內挑起爭鬥。他們還

繼續與更強大的南印度王國結成更親密的婚姻聯盟，直到這些婚姻紐帶取代了當地皇室血統，這促

使了西元 1214 年雅利卡克拉瓦蒂王朝國王卡林加•瑪迦的入侵，他建立了賈夫納王國（西元

1215-1624 年）。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Habarana village 或同級 

 

第六天 波羅那露瓦 POLONNARUWA－康迪 Kandy 
◎康堤 Kandy 是斯里蘭卡末代王朝的首都, 「康堤」 一詞的本意是高貴和神聖, 在那裡至今還保留

著蘭卡許多優秀的民間傳統和習俗。這座山城 是斯里蘭卡的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在這裡,我們

還會參觀著名的佛教聖地。 

◎Aluviharaya 岩洞寺廟（Aluviharaya Rock Cave Temple）位於 Matale 的北部, 距康堤 30 公

里。寺廟的入口就在特亭可馬利路路邊，一塊大石頭上刻著寺廟的名字。大象淺浮雕裝飾的複合牆

體標誌著 Aluvihāra 岩洞寺廟的入口。山脈環繞著寺廟，周邊有令人歎為觀止的常綠植物景觀，環

境非常寧靜和自然。全世界上佛教的三藏把貝葉上第一次寫的地方是(Aluviharaya) 阿盧寺廟。 

 

◎佛牙寺 Dalada Maligawa（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佛牙寺

位於康提湖 畔,始建於 15 世紀,以供奉釋佛牙寺。聖牙舍利廟是

斯里蘭卡康提市的一座佛教寺廟。在前康提王國的皇宮建築群

中，裡面藏有佛牙遺跡。自古以來，文物在當地政治中起著重

要作用，因為人們相信擁有文物的人可以控制國家。康提是斯

里蘭卡國王的最後一個首都，也是世界遺產，主要歸功於聖殿。 
 

◎Natha Devalaya寺廟為佛牙寺旁三間印度廟中最古老的一座，Natha Devale 出現於 14 世紀。

在這個佛教與印度教融合的國度裡，Natha Deval 雖然建築擁有深受印度神廟影響的風格，但是卻

供奉著最具佛教意象，同時也是坎迪最重要的神祇，Natha 屬於大乘菩薩中觀世音 (Avalokitesvara) 

的其中一種化身，祂受重視的程度可以從坎迪王朝的每個新國王登基前，都必須到此參拜的行為中

得知。 

晚上將可欣賞錫蘭傳統的★【民族舞蹈表演】：含蓋喜慶舞蹈、宗教舞蹈等等，每一場表演都很好

看，而且越到後面越精彩，看到他們搏命演出，拿火在身上燒、吞火或從紅通通的木炭上走過，真

的很令人揑一把冷汗。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Cinnamon Citadel 或同級 

 



第七天 康迪+++茶園火車 Tea Train+++奴娃拉伊利雅 

 

 

 

 

 
這天，我們將從斯里蘭卡島中部康迪 KANDY 古城前往高山產茶區奴娃拉伊利雅 NuwaraEliya，這

段被譽為【世上最美的高山火車線】。斯里蘭卡火車和印度的火車一樣，全程不報站，火車大門也

是全程敞開的，火車緩緩穿梭於蜿蜒的熱帶叢林，旖旎風光在窗外慢慢流走，欣賞著斯里蘭卡高山

茶園風光的同時，你也能感受到斯里蘭卡人民的熱情，一路上掛著火車的斯里蘭卡人會不吝嗇地送

上他們最淳樸的笑容。碧綠的茶園悠悠飄香，坐著火車，享受愜意，開啟一頓慵懶的火車之旅。 

◎奴娃拉伊利雅是斯里蘭卡著名的紅茶出產地。四面環山，風景優美，氣候涼爽舒適，所以也成為

了許多高級休閒度假山莊的喜愛之地。蔓延滿山滿坡的青青茶樹與悠悠山澗和懸垂的銀瀑交織出

了一副猶如仙境的美麗畫面。同時這裡還出產全球最棒的紅茶。山林間散佈著英荷殖民時期留下

的歐式建築，色彩繽紛的花園以及開闊的高爾夫球場更為這淳樸的山林高地添加了許多樂趣和美

麗。遊覽該地茶園茶廠，品嘗一杯最純正的錫蘭紅茶。南亞最好的 18 洞高爾夫球場之一也位於努

瓦勒埃利耶。 

參觀◎【紅茶工廠 Tea factory】：英國殖民時期引進中國滇紅茶樹開始，使她成為世界四大紅茶產

區之一，不僅包裝與口味相當的「歐化」，連茶具器皿也很「貴族」，茶葉採下後需經萎凋、揉撚、

發酵、烘焙、分級篩選等過程，來到紅茶之鄉，除參觀之外，當然必須品嚐一下甘醇芬芳，氣韻

迷人的原汁原味英式紅茶，感受一下那種貴族的閑情。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Green hills/ Green city/ Galway heights/ st. Andrews 或同級 

 

第八天 奴娃拉伊利雅－雅拉野生動物園 Yala Safari  
◎雅拉野生動物園是斯里蘭卡最大的野生動物園所在

地，抵達雅拉後前往雅拉野生動物園，這座國家公園

面積廣達近 13 萬公頃，包括平原、岩地、叢林、鹽湖

等各種不同的地形與生態。將搭乘吉普車進入叢林探

險，尋訪各種的野生動物。國家公園中則以象群聞名，

動物除了大象之外，也有許多的鹿、鳥類、水牛、豹

與孔雀，好像置身於原始的叢林生態，享受著原始而

刺激的叢林生活情趣。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Cinnamon Wild 或同級 



第九天 雅拉野生動物園 Yala Safari－加耳 Galle 

 

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加耳古堡。加勒古城位於西南海濱，面向廣闊的印度洋，建於 16 世紀，先後

被葡萄牙、荷蘭和英國人掌握，充滿異國風情，徜徉在仿若荷蘭小鎮般的巷陌，路過每一座張揚

著鮮豔花草的院落，時而有人站在視窗揮手微笑，愜意悠長。入住海濱度假酒店，放鬆身心，享

受休閒的快樂時光。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Cinnamon bay 或同級 

 

第十天 加耳 Galle－可倫坡 COLOMBO 
早餐後坐車前往可倫坡 COLOMBO，展開全日市區觀光，首先前往◎卡拉尼亞 Kelaniya寺，據載

此地為釋迦牟尼佛第三次親臨斯里蘭卡的聖地，佛陀在悟道後第 8 年的 5 月，帶領著 500 個信徒

來到卡拉尼亞，而當時講經佈道的地點，也就是現在寺廟佛塔的所在位置。戶外的天鵝、逗趣可

愛小童、大象外牆的浮雕裝飾，精雕細琢的藝術雕工，俏皮模樣的栩栩如生，都足以令人咋舌讚

嘆、流連忘返。室內精緻的壁畫,藝術價值甚高,非常值得細細品味。走一趟卡拉尼亞神廟，鉅細靡

遺地欣賞和了解一座在蘭卡人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寺廟，更能認識和體會這個以佛立國的國家和人

民，雖然經過數百年的被殖民統治，但內心深處卻為延續這 2500 年的歷史傳統，絲毫不曾動搖過。 



 

 

 

 

 

 

 

 
◎Gangaramaya大廟，是斯里蘭卡最重要的寺廟之一。寺廟中的建築，融合了斯里蘭卡、泰國、

印度和中國的建築特點。寺廟擁有圖書館、博物館、宿舍和一座三層的佛學院。博物館收藏有數

尊高大的佛像和數根巨大的象牙，還有羅漢舍利、珠寶、鍍金法器、象牙法器，以及一些來自中

國、日本、緬甸、泰國等地的佛像。據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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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廟的附屬建築 Seema Malaka 位於 Gamgaramaya 大廟

不遠處的 Beira 湖中，本是大廟僧人受戒、集結的場所-戒壇，現在也是禪修中心。圍繞小廟一圈

的泰國風格佛像極具現代，是蘭卡著名的國際建築設計大師 Geoffrey Bawa 的設計。而後前往用

餐，餐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由專車接往國際機場，揮別這座美麗的島嶼。 

◎加勒菲斯綠地（Galle Face Green）欣賞印度洋落日。 

搭乘客機經曼谷轉機返回台灣，夜宿機上。 

 

早餐：旅館西式自助餐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當地風味餐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一天 可倫坡 COLOMBO／曼谷 BKK／台北 TPE 
於清晨抵達曼谷後，轉機返回台北，結束這趟難忘的斯里蘭卡十一天之旅程，回到甜蜜的家。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本行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變動，以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為準★ 

  



出團日期及團費 
出團日期：2020/05/18(一)~2020/05/28(四) 

團費：每人 NT$80,000 元 

訂金每位：NT$25,000元，單人房差+       元(單人房皆為一張單人床房型) 

 

*此團為無購物行程。 

團費包含：台北到可倫坡來回經濟艙機票、住宿(兩人一室)、旅遊責任險(200萬新台幣意

外險、20萬新台幣醫療險)、行程表內之參觀門票、當地中文導遊、斯里蘭卡

簽證費、交通、餐食等。 

團費不含：小費(司機、領隊、導遊)一天 15元美金、護照新辦費用、通訊費用、個人消

費、行李超重費、床頭小費等。 

 
注意事項： 

1: All the clients should wear proper dress code for entering all the religious sites. 

所有來訪者應穿著正確的著裝規定，進入所有宗教場所.  

2: White color is believed as the purist color among the locals in the country, if possible white 

color or light shades of clothings are preferred for the religious places. 

白色在該國當地人中被認為是純正的顏色，如果可能的話，在宗教場所，最好選擇白色或淺色衣服。 

2: All the clients who wish to enter such religious places should remove their shoes, sandals and 

head wears. If they wish they can wear temple socks inside the site. 

所有希望進入此類宗教場所的顧客都應脫下鞋子，涼鞋和頭飾。如果他們願意，可以在場地內穿廟襪。 

 

 

(簡介) 

交觀甲字第 6862號 品保協會會員證號：北 1573 號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76 號 5樓(請點入位置地圖) 

電話：(02)2567-2616 

傳真：(02)2563-1584 

E-mail：travel104@yahoo.com.tw 

發現者 FACEBOOK 
 
 
 

http://www.travel104.com.tw/guide.htm
http://www.travel104.com.tw/comp.htm
https://www.facebook.com/discoverertour?fref=ts


圖片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