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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特别优惠 

 

出团

日期 

2017年8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期

间任意天可发团，一人即可成团 

计划出团

人数：  
一人起发，无

上限人数要求 

酒店标准： 

参考特色客栈/经济型酒

店 

• Paradise Village 

Negombo 

• JC Village 

Dambulla 

• Natural Walk 

Reosrt / Kandyan 

Crown 

• Royal Hotel/Green 

Star Hotel 

• Peacock Reach 

Hotel/ Kent Hotel 

• Gloria Grand Hotel 

• VJ City 

参考全程3～4星酒店： 

• Paradise Beach Hotel 

• Kassapa Lion Rock 

Hotel 

• Queen’s Hotel 

• Heaven Seven Hotel 

• Priyankara Hotel 

• Thaproban Pavilion 

Resort & Spa 

• Grand Oriental Hotel 

参考全程4～5星酒店: 

• Jetwing Lagoon 

• Sigiriya Village 

• Mahaweli Reach 

Hotel 

• Heaven Seven Hotel 

• The Safari Hotel 

• Thaproban Pavilion 

Resort & Spa 

• Galadari Hotel 

报价

包含 

1. 酒店标准：行程中所列星级酒店的双人间（标准为二人一房，如需入

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 

2.  用餐标准：酒店内西式自助早餐，餐食不含酒水及饮料费用。如因

自身原因放弃用餐，则餐费不退。 

3. 用车标准：1-3人，三厢小轿车；4-6人，小型商务车；7-



9人，中型商务车；10人及以上请提前联系确认车型。 

4. 向导/司机标准：境外专业司机兼英文向导；包含司机食宿费用。 

5. 半日雅拉野生动物园越野吉普租赁费用 

报价

不含 

1.  签证及护照费用 

2.  往返机票费用 

3.  全程单房差 

4. 所有景点门票费用 

5. 行李物品的搬运费、保管费及超重费；如行李或物品丢失、被盗等意

外损失费用 

6. 一切个人消费（如：电话、传真、电视付费频道、洗衣、饮料等）； 

7. 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8. 非我社所能控制因素下引起的额外费用，如：自然灾害、罢工、境外

当地政策或民俗禁忌、景点维修等； 

9. 游客人身意外保险及客人往返出境口岸的一切费用； 

10. 司机小费。 

付款

方式 

截止出团前5天，支付30%团费，到达斯里兰卡当天或第二天支付剩余70%

团费。 

特殊人群提

示： 

未成年人参团提示： 

1. 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18周岁以下旅游者单独报名出

游，敬请谅解 

2. 未成年人参团必须由家属陪同 

 

老年人参团提示： 

1. 因服务能力所限，无法接待80周岁以上的旅游者报名出游

，敬请谅解 

2. 70周岁以上老年人预订出游，须有家属或朋友陪同方可出

游 

 

斯里兰卡8天7晚生态文化之旅 

• 参观多项世界文化遗产，领略佛国魅力，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 安排入海滨度假酒店以及生态酒店，身心体验原生态的休闲假期。 

• 餐饮安排多为酒店自助。 



• 丰富的，多元化的玩法，深入探秘斯里兰卡，感受当地的生活情趣。 

 

行 程 内 容 

 

第一天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昆明/香港/-

科伦坡国际机场Colo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住宿：尼甘布Negombo 

 

上午抵达游客可游览称为小罗马的尼甘布小镇或去当

地鱼市逛上一圈。 

晚间抵达游客直接送往酒店休息。 

 

第二天 

 

尼甘布Negombo-品纳瓦拉Pinnawala（约2小时）—

丹布勒Dambulla（约2.5小时）         住宿：丹布勒 

 

上午：早餐后，前往西格里亚的狮子岩。沿途欣赏南亚田园风光，途中参

观【平纳瓦拉大象孤儿院】（约1小时）。这座大象孤儿院建于1975年，

救助受伤的大象和失去父母的小象，现共有70头左右的大象，是亚洲唯一

的一座大象孤儿院。 

 

下午：乘车前往丹布勒，游览著名的【石窟寺】石窟寺是联合国世界文化

遗产之一，有2000年的历史，199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长16公里、高15

0米的石窟内共有五座洞庙，佛像150尊、2100平方米的壁画染料是天然树

汁和矿物，至今色彩艳丽，极为难得，这里会令游客怀疑这般精致又规模

巨大的神来之作真像借助了天外之力；（游览时间约1小时） 

 

 



 

第三天 

 

西吉里耶Sigiriya-康提Kandy (约3小时)                   住宿：康提 

 

上午：参观【狮子岩】，它结合了澳洲艾尔岩自然奇观、彩绘壁画、巧夺

天工的千年宫殿，成为斯里兰卡的名片之一。整座狮子岩岩洞中原来有50

0幅彩绘壁画，目前半山腰的岩洞中还有宛如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半裸仕女

图。（游览时间约2小时） 

 

下午：前往康提参观供奉了释迦牟尼的牙齿舍利的【佛牙寺】（游览约 

40分钟），也是斯里兰卡的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但是信徒们信仰的

对象，同时也是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寺庙香火鼎盛，每天来朝拜的人无以

数计，供桌上堆满紫色睡莲和白色鸡蛋花，每年八月月圆，都会举行盛大

的佛牙节，是斯里兰卡盛大的节日，也是全球最隆重的佛教节日之一 

 

第四天 

 

康提Kandy-努瓦艾丽娅Nuwara Eliya（约3小时）    

            住宿：努瓦艾丽娅 

 

上午：参观宝石博物馆，之后前往【皇家植物园】（游览时间约2小时）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植物园。植物园占地60平方公里，园内有相当数

量的植物品种以及在生物工程，生态学，保存和分类等方面科技资料。公

园每天对外开放，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之后前往努瓦艾丽娅。 

 

下午：沿途参观着名的★锡兰红茶Mackwood茶厂，看看锡兰传统的制茶

过程，还可以品尝一下香醇的红茶，空气中不时的传来，阵阵的茶香、茶

林滴翠 ，引人入胜。之后入住酒店。 

 

 

 

 



第五天 

 

努瓦艾丽娅--艾拉Ella(约3小时)—提撒Tissa（约3小时）      住宿：提撒 

 

上午：搭乘高山火车前往小镇艾拉，体验锡兰特有的无门火车。沿途茶

厂茶山风光美不胜收，司机和车子在艾拉火车站等待，一同前往提撒。

（注：由于当地火车运力有限，如遇山间或海边火车一，二等车厢停运

或爆满，将改为乘坐当地普通车厢或巴士。） 

 

下午： 到达提撒后，在提撒湖边欣赏美丽日落，入住酒店。 

 

第六天 

 

雅拉野生动物园Yala –乌纳瓦图纳Unawatuna（车程约3.5小时）    

住宿：乌纳瓦图纳 

 

上午：早上5点，酒店集合，搭乘越野吉普前往雅拉国家公园。像动物

科考家那样驾着吉普车去追寻野生动物。 

 

雅拉国家公园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国家公园，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以

众多的珍稀野生动物而闻名。公园最出名的是其各种野生动物。斯里兰

卡大象和水鸟，公园中的金钱豹是世界上出现最频繁的珍稀野生动物，

园中麋鹿成群，野象随处可见。 

 

下午：抵达美丽的南部海滩乌纳瓦图纳，观看世界独一无二的高脚渔夫

海钓，海滩自由活动或自费参加各类海上活动。 

 

 

 

 

 

file:///C:/My%20Web%20Sites/sri%20lanka%20tours/www.srilankantours.org/yala-national-park-jeep-safari.html


第七天 

 

乌纳瓦图纳Unawatuna —加勒Galle – 科伦坡Colombo(约2.5小时) 

      住宿：科伦坡 

 

上午：早餐后，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加勒古城】，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

人为了显示在斯里兰卡统治坚不可摧，在加勒建立了一座占地36万平方米

的城堡，标准的欧洲风格。除了城堡之外，加勒还有其他殖民时代的遗迹

，或是小路，或是小洋房，甚至可能只是一道门或一面墙，都能看到他们

流着欧洲的血。 

 

下午：搭乘宫崎骏笔下所描绘的《千与千寻》中那梦幻海上火车返回科伦

坡。（注：由于当地火车运力有限，如遇山间或海边火车一，二等车厢停

运或爆满，将改为乘坐当地普通车厢或巴士。） 

 

第八天 

 

科伦坡Colombo                    住宿：航班上 

 

上午：早餐后前往【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博物馆。馆内珍藏有斯里兰卡各个历

史时期的文物，其中有各种化石、古铜器、铜雕、石雕、宝石、古代武士

面罩、古舆图、旗帜以及康提王朝时期的各种编织品、金属制品、漆器、

瓷器、精湛的手工艺品、著名壁画、最后一代康提国王的铠甲，还有从康

提运来的狮子王座。馆内的自然科学室里展出许多动物、昆虫和地质标本

。图书馆里珍藏20多万册书籍和手稿，其中4000多份是记载斯里兰卡古代

经史及佛教教义的贝叶书。 

 

下午：参观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中心（BMICH）--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赠给斯里兰卡的礼物。国会大厦、解放广场及购物，

之后送往机场 

 

 

 

 



 

第九天 

 

科伦坡/尼甘布-中国 

凌晨搭乘班机回国 

 
上述行程供您参考，可依据最终确认往返航班日期及时间调整第一日和最后一日的行程

，最终团费以实际确认线路安排后价格为准。 

  

贵宾参团须知： 

行程中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费用、餐费、车费等均不退还 

 

 

 

 

 

 

 
For any further clarification or inquiry regarding our programming, philosophy and the tour 

sequences including our policies, kindly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any time. One of our agents 

will attend your inquiry and assist you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In order to book this tour Please email us : info@travel-pal.org 

We will send you Paypal invoice to Pay to you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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