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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Sri Lanka），曾稱為錫蘭（Ceylon），是一個位於印度洋的島

國。人口約二千多萬，70%的人口為僧伽羅人。斯里蘭卡礦產資源豐富，擁

有各種珍貴木材，故又被稱為「寶石王國」、「森林王國」。

斯里蘭卡的歷史悠久，公元前北印度的僧伽羅人（Sinhalese）在斯里蘭

卡建立國家，南印度的泰米爾人也陸續遷移該島，兩個種族不停征戰。而後

來斯里蘭卡遭到了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的殖民統治。直到1948年，斯里蘭

卡這島國才從殖民統治中獲得獨立。19世紀80年代，部分斯里蘭卡的少數

族群泰米爾人（Tamils）組成泰米爾猛虎組織，與政府展開內戰，更持續到

2009年5月，禍及平民。2004年12月，一場東南亞海嘯捲走了數以萬計的

生命，亦令無數人無家可歸。

地理位置

斯里蘭卡是印度洋上的一個島國，位於印度半島（Indian subcontinent）

的東南端。南北的最大長度為435公里，東西的最大寬度為225公里，南部

寬闊，北部狹窄，形似梨或芒果。印度是斯里蘭卡唯一的近鄰，兩國被馬納

爾灣（Gulf of Mannar）和保克海峽（Palk Strait）所隔。保克海峽的最寬處不

足100公里，深度不超過150米，兩國之間的最短距離僅29公里。

斯里蘭卡東北部瀕臨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西南與馬爾代夫

（Republic of the Maldives）隔海相望，西北繞過印度半島可達阿拉伯海，南面

是浩瀚的印度洋。阿拉伯海的另一岸是阿拉伯半島和隔紅海與之相鄰的非洲

大陸，東部與東南亞遙遙相望。由於地處東南亞、中亞、西亞和非洲的中間位

置，斯里蘭卡自古以來就是印度洋地區海上交通和貿易的要衝，是連接亞洲、

非洲和歐洲的中點站，在歐亞貿易和人民交往的歷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

古代，無論是駛往東南亞的歐洲國家的商船、阿拉伯國家的商船，還是東南亞

國家、中國、印度駛往阿拉伯、歐洲的商船，都要在斯里蘭卡停泊，或交換貨

物，或購買島上出產的香料、寶石、珍珠等物品。在早期人們還不懂得利用季

候風航行的時候，印度等國的商人就已經沿着海岸來到斯里蘭卡進行商業活

動。在人們懂得利用西南季候風和東南季候風航行於阿拉伯海和馬六甲海峽

後，斯里蘭卡更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和海上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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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

從地理學上說，斯里蘭卡島原來是印度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的一

部分。後來印度大陸經過一系列地殼運動，海水淹沒了大陸的一部分，斯里

蘭卡便與印度大陸分開，留下了馬納爾島和現在叫做亞當橋的沙洲作為舊陸

地橋樑的殘餘聯繫。

從地勢上看，斯里蘭卡中部較高，其四周低，南部高，北部低。中部高

地的北、東、西三面是平原，沿海地區為平原低地，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

百分之八十，西北沿海地區多淺灘和沙洲。在中南部高原地區，高山眾多，

地質較硬。北部地勢平坦，山嶺較少，大片肥沃的土地適合耕種。沿海地帶

的海拔約30米，有不少潟湖（Lagoon）和環礁湖。

山脈、河流

中部高原地區平均海拔達600米以上，高山眾多。這裏有全國第一高

峰皮杜魯塔拉格勒峰（Pidurutalagala或稱Mount Pedro），海拔為2,524米。

國旗

1950年，斯里蘭卡第一

任總理唐‧史蒂文‧森納那亞

克（Don Stephen Senanayake）

組織委員會為獨立後的斯里蘭

卡設計新的國旗。國旗的左邊

有兩個相同大小的豎條，綠色

代表了摩爾人（伊比利半島對

穆斯林的稱呼），橙色代表泰

米爾族。右邊的咖啡色框中，獅子的右掌握劍，獅子代表斯里蘭卡的主要族群

僧迦羅人，象徵僧迦羅人的勇猛，而劍則代表了權力。咖啡色框的四角鑲嵌四

片菩提葉，代表佛教以及佛教對斯里蘭卡的影響，也象徵了四種美德：善良、

友好、快樂以及平和。咖啡色代表歐洲中產階級，也是指斯里蘭卡被不同國家

殖民的歷史。國旗的黃色部分代表生活在斯里蘭卡的其他少數族群。由於獅子

是國旗的主角，該國旗又被稱為「獅子旗」，這面國旗也充分證明了斯里蘭卡

對不同種族的包容。

	斯里蘭卡國旗

斯里蘭卡的森林之王

印度是有老虎的，但
是老虎在印度大陸向
南挺進時由於陸地斷
裂而未能到達斯里蘭
卡，所以現在斯里蘭
卡沒有老虎。斯里蘭
卡有豹子，但由於沒
有老虎，豹子便成為
斯里蘭卡的萬獸之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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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杜魯塔拉格勒峰（2,524米） 托塔波拉峰（2,357米）

吉里加爾波塔峰（2,389米） 斯里帕達峰（2,243米）

馬哈威利河
（335公里）

阿魯維阿魯河
（16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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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山峰還有吉里加爾波塔峰（Kirigalpotta，高2,389米）、托塔波拉峰

（Thotupola Peak，高2,357米）、斯里帕達峰（Sri Pada亦稱亞當峰，Adam's 

Peak，高2,243米），全國300米以上的山峰有224座。

島上有河流100多條，都發源於中部山區。由於斯里蘭卡地形是中間

高、四周逐漸變低，所以河流隨着地勢呈輻射狀流向四面八方。由於山區

地勢陡峭，因此瀑布眾多。最長的河流是馬哈威利河（Mahaweli River），

長達335公里；第二大河是阿魯維阿魯河（Malvathu River或稱Aruvi Aru），

長169公里。此外，還有14條運河，最長的運河是托普—普塔拉姆運河

（Negombo-Puttalam Canal），長達89公里。 

海岸線

海岸線總長1,240公里，幾乎完全是寬闊的金色或白色的沙灘。北部和

西北部島嶼眾多，北部和東部海岸線非常曲折，南部和西部的海岸線比較平

整，尤其在西南部，有一段長達200公里而相當整齊的海岸線。在低平的沿

海地區，河水往往夾帶着大量泥沙進入海灣，水流旋動使泥沙沉積，形成零

散的沙洲或沙丘，最後被迅速生長起來的植物固定，慢慢地形成潟湖。有的

潟湖又變成沼澤，但並不影響海水出入。最著名的潟湖是東部地區的巴提卡

洛亞潟湖（Batticaloa Lagoon）。沼澤地多有紅樹林。大多數海岸風景美麗，

到處是椰樹、檳榔樹、扇頭棕櫚、香蕉林以及其他樹木。西南部漫長的金色

海灘是著名的旅遊勝地。

氣候

斯里蘭卡靠近赤道，其氣候有兩個特點：一是濕潤，二是四季如夏。斯

里蘭卡的氣候屬於受季風影響的熱帶氣候，北部屬於熱帶草原氣候，南部為

熱帶雨林氣候。

斯里蘭卡雖然接近赤道，但由於海風的調節作用，總的來說氣候宜

人，不是特別炎熱，只有個別地方氣溫特別高。地勢高的地方，如中部高

原地區，受海風的影響，天氣涼爽，與溫帶地區差不多。全國平均氣溫為

馬哈威利河

斯里蘭卡修建的水力
發電廠主要以馬哈威
利 河 水 為 動 力 。 此
外，利用修築灌渠的
方法，馬哈威利河水
也能灌溉到乾旱地區
的農田，對斯里蘭卡
人的生活及農業有極
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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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氏28度，全年季節溫差很小，雪、霜極為少見，但地勢對氣溫的影響較

大，在海拔300米地區，年均氣溫為攝氏25度，1,000米地區為攝氏21度，

1,500米地區為攝氏16度。由於受東北季風（10月至次年4月）特別是西

南季風（5月至9月）的影響，全島雨量充沛，濕度高，全國平均降雨量為

1,900毫米。即使降雨量最少的乾旱地區平均降雨量也有635–1,265毫米，

降雨量最多的地區達2,540毫米，個別地方更高達5,000毫米以上。在西南

季風期，由於大量降雨，氣溫相對下降，而東北部廣大地區受西南季風影響

較小，氣溫稍高於西部地區，4月至9月平均氣溫可達攝氏30度，其中東部

特亭可馬利地區的氣溫更可達攝氏40度以上。

每年4月至6月，由於西南季風的影響，西部海岸和中部山區幾乎每天都

有傾盆大雨，河水暴漲，災害頻繁。此時東北部和北部卻比較乾燥，天氣晴

	斯里蘭卡四面環海，有長長的海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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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6月底以後，降雨量減少；7月至9月，西部沿海地區為旱季，但降雨量

仍可達到4,000毫米；10月至11月為颱風期，颱風兇猛異常，破壞性很大。

此時北部和東北部刮東北風，為雨季，一直延續到翌年2月。

自然資源

植物

斯里蘭卡的植被茂密，幾乎沒有一處裸露的土地，從空中看，就像一張

綠色的地毯。海濱生長着大量熱帶植物，主要是椰樹、棕櫚樹、檳榔的樹和

香蕉樹。在農耕地區，香蕉樹、椰子樹點綴着稻田，一派熱帶田園風光。在

地勢較高的地區，有大片的橡膠林，在山區，綠油油的茶林無邊無際。

斯里蘭卡是花的世界，僅開花的植物就有數千種，重要的花類有：白茉

莉、日間潔白夜晚泛紅的變色花、乳白略帶黃色的雞蛋花、粉紅色和淡紅色

的金合歡、火紅的鳳凰木花、淡紫色和紫色的九重葛和各種色調且氣質高雅

的蘭花。 

斯里蘭卡的香料世界聞名，主要有肉桂、丁香、肉豆蔻、胡椒、香子

蘭、小豆蔻、香茅等。

斯里蘭卡出產多種名貴木材，如麻梨木、檀木、柚木、鐵木、烏木等。

斯里蘭卡的森林資源原本非常豐富，上世紀20年代初期森林覆蓋率達到

70%，人均面積0.81公頃。現在森林面積大大減少，森林覆蓋率僅為30%。

森林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一是隨着人口的增長，木材需求量增加（主要用

於建築和炊事），二是為增加耕地面積而毀林造田，三是亂砍濫伐。斯里蘭

卡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保護森林資源，主要有：第一，通過媒體宣傳保護森

林的必要性；第二，頒佈嚴禁砍伐樹木的法律法規；第三，鼓勵私人和企

業、公司承包山林、興建林場；第四，組建護林隊伍，第五，開展植樹造林

運動，規定每年的3月8日為植樹日。此外，政府還建立森林重點保護區，

其中包括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鳥獸禁獵區和熱帶森林

保護區，目前亂砍濫伐現象基本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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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一年四季水果飄香，主要水果有：香蕉、椰子、芒果、腰果、

芭樂、木瓜、荔枝、山竹、麵包果、鳳梨、番木瓜、菠蘿蜜、榴槤、柑橘、

檸檬。

動物

大象是斯里蘭卡最常見的大型動物。斯里蘭卡大象稱為錫蘭象，是亞洲

象的四個亞種之一，也是亞種象中體型最大的品種。錫蘭象身高2.6米至3.7

米，體重6噸。由於長期以來被大量捕殺，因此現存大象中有象牙的很少，

只有5%至7%的大象有象牙。訓練有素的大象通常被用來搬運重物、犁地和

參加節日遊行。自古以來，大象在斯里蘭卡文化中就佔有重要的地位，被當

	斯里蘭卡水果種類豐富，市集裏售賣林林總總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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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奉若神明。在古代，僧伽羅人訓練大象用於作戰。僧伽羅王國的武裝力

量中，通常都有象兵部隊，國王親征都騎大象。在古代，大象還被用來處決

犯人—大象用腳踏碎鐵砧上犯人的頭。食肉動物有豹、獵豹、山貓。哺乳

類動物有野牛、梅花鹿、水鹿、豚鹿、麝鹿、懶熊、野豬、灰色齡猴、獼

猴、紅臉葉猴、粗毛熊猴。

爬行類動物也不少，最常見的是鱷、蛇、蜥蜴、海龜。海龜是斯里蘭卡

國家保護動物。鱷有兩種，即沼澤鱷和海鱷。沼澤鱷生活在沼澤、江河、湖

泊中；海鱷則出沒於南部河口。蛇的種類有十幾種，其中五種是毒蛇，即眼

鏡蛇、盧塞爾蝰蛇、印度孟加拉毒蛇、錫蘭孟加拉毒蛇和鋸鱗蝰蛇。蜥蜴有

幾十個品種，顏色五花八門，有的十分豔麗，大的蜥蜴可長達兩米，這種蜥

蜴愛吃腐爛之物，是很稱職的清道夫。

斯里蘭卡的鳥類有250種之多，其中21種是本島特有的品種，國鳥是黑尾

原鷄。錫蘭鷯哥、錫蘭吹哨畫眉、黃耳夜鶯等常見於西部和中部山區；而色彩

斑斕的叢林鳥、膽小的褐冠鶯類小鳥則全國隨處可見。烏鴉在斯里蘭卡是數量

最多、隨處可見的鳥類。漁港、露天市場、垃圾堆是烏鴉聚集的地方，往往出

現成百上千隻烏鴉一起搶奪食物的景象，好不壯觀。在中國，人們對烏鴉沒有

好感。但在斯里蘭卡，人們視烏鴉為神鳥，認為它能給人帶來好運，如果有烏

鴉在自己家門前叫幾聲，這家的主人就會覺得很吉利，會有喜事來臨。斯里蘭

卡的烏鴉羽毛烏黑鮮亮，其叫聲短促而有力，目光炯炯有神，神采奕奕，或俯

衝翱翔，或昂首闊步。斯里蘭卡是多宗教的國家，人們不殺生，不嚇唬動物，

錫蘭象

錫蘭象喜甘蔗、香蕉等農作物，過分伐木

導致錫蘭象要進入人類的農田吃食，加劇了錫蘭

象與人類的衝突。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資料顯

示，在1997年間，126頭野生錫蘭象因與人類衝

突而死亡，平均每星期有2.4頭大象死亡。不少錫

蘭象也被捲入了泰米爾猛虎與政府的戰爭。直到

2009年，斯里蘭卡政府才頒佈動植物保護條例，

禁止獵殺錫蘭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