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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丹布勒石窟

項目名稱和內容

活動時間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成行人數
(約)
(約)
(約)

共有五個石窟，內有百多尊以整塊岩石雕刻成的石雕佛像，每
尊佛像的姿勢都不同，所有佛像的腳底都被塗成紅色來紀念當 1.5 小時
地人的祖先在抵抗印度入侵時腳底沾滿紅土的艱辛。整個洞窟
的牆壁上都是彩繪壁畫，幾千年後卻依然鮮明如昔，令人讚嘆
不已。
西畿利亞古城
參觀建於公元五世紀，歷時十一年，全城面積二百多畝。主皇
城建於高二百多米之巨大紅石磐上，巨石四周有平滑如鏡之鏡 3 小時
牆。城內曾建有四個泳池之夏宮及天然噴水池等，全城氣勢磅
礡，顥示古人的智慧及細膩的手工。
Minneriya National Game Park
乘坐吉普車追蹤大象，另沿途有機會觀賞猴子，各種鳥類等。 2.5 小時

每位收費(美金) 不參加客人之
安排
成人 小童

到達該地區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期間進行

$27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 45 分鐘 8 人或以上
期間進行

$45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 2 小時 8 人或以上
期間進行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45 分鐘 4 人或以上

$60
$30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享受香薰油按摩，消除疲勞，繼續精彩行程。(因應香薰油種 1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30 分鐘 4 人或以上
類而價錢另議)
鴿子島(珊瑚)
Pigeon Island for Coral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暢遊鴿子島，觀賞海中美麗珊瑚。
浮潛 Snorkeling
1.5 小時 到達該地區
進行浮潛活動。
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30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45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酒店內/附近
自由活動

騎象歷險之旅

騎象展開探險旅程，穿越樹林溪澗，驚險刺激。

香薰按摩

賞鯨魚及海豚之旅 Whale and Dolphin Watching
出海觀賞海豚及鯨魚，親親大自然。

4 小時 到達該地區
期間進行 1 小時

8 人或以上

$25
$75

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
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
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
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
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
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生效日期：09/01/2016

PDT-I-OPT-SRI-IMS-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