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里兰卡 9 日路线

【佛牙朝圣祈福之旅】



行程特色：

※远观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尊贵

无比

※沙滩奢华度假，尊享印度洋的壮

美澎湃

※文化古迹，滨海风情，媲美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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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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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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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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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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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北京-科伦坡-尼甘布-锡吉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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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科伦坡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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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国际机场是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的机场，是该国最主要国际

机场之一·

尼甘布沙滩

Negombo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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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机场的原因，这里很可能是你在斯里兰卡的第一站或者最后一站，

尼甘布许多酒店都在沙滩边上，只需要步行不够 5 分钟就能到。虽然

海水和沙子比不上东南亚，但在这里看看当地小朋友在沙滩上玩耍以及

看看日出，无疑是个很棒的体验。

门票价格

完全公共沙滩，免门票

开放时间

24 小时开放

地址

斯里兰卡尼甘布

到达方式

从尼甘布步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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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内日亚国家公园

Minneriya National Park

Minneriya National Park 位于 Sigiriya 和 Polonnaruwa 之间，拥

有森林、湖泊和野生动物，占地约有九十平方公里，是该国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大象栖息地。成群的鸟儿，比如小鸬鹚、彩绘鹳、苍鹭和大

大鹈鹕也会到这浅浅的水边捕鱼，还有可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大象。站

在敞蓬的吉普车上迎着扑面的热浪，风驰电掣，一幅幅美丽的原野展

现在眼前，一派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景象。

游玩时长

6 人 1 辆吉普车，游览约 3 小时

地址

Sigiriya 和 Polonnaruwa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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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锡吉里耶-康堤

观看佛牙节游行，最大的亮点就是身批彩灯的大象队伍，冉多里游

行也是每晚举行一次。由大象队伍、康提舞者、杂技演员等上千人

组成的游行队伍在佛牙寺集结后，绕整个康提城区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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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岩

Sigiriya Lion Rock

狮子岩坐落在丹布勒的东部，曾经形貌如同一只雄伟的狮子，但目前

受到严重的风化只剩下狮身， 并保留了一座巨大的空中花园。这座花

园是由摩利耶王朝的国王 Kasyapa 所建，传说他弑父后夺取了王位，

但却被人民所反对，并且自己也整日饱受良心的谴责，因此他远离了

壮丽的首都 Anuradhapura，深入斯里兰卡中部的森林锡吉里耶，在一

座 600 英尺高的岩石上建造了他的新首都-由郁郁葱葱的花园，宫殿

和亭台楼阁构成，庭中有国王的石制宝座，蓄水池，宴会厅，议事

厅，国王寝宫等。以当时的建筑，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晚年的

Kasyapa 在这里也实施了很多善行，为自己的良知找到了一丝救赎。

小贴士：

从入口到狮子岩，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道，两边是旧时的花园和水池，

依稀可见当时的繁华。远远可以看到狮子岩这块巨大的石头，继续往里

走，通过螺旋型的楼梯可以欣赏世界著名的锡吉里耶“天使般的少女”壁
画，这是 Kasyapa 国王为了安抚父亲的亡灵而命工匠在悬崖绘制的。

这些天女画像各以红，黄，绿，黑为主色，她们头戴宝冠，身披缨络，

下身在迷蒙云气中，上身裸露，似飞天散花等舞蹈姿势，形态绝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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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仅存的壁画是斯里兰卡古代艺术的珍品，也是古代东南亚四大艺术

胜迹之一。但经岁月侵蚀及人为破坏，一些已无法呈现原貌，但其色

彩仍鲜丽如初。

从旋转楼梯往前，就是 Mirror Wall，有警示牌告知不要触摸哦~再经

过一番攀爬就来到狮子脚下了，在狮爪平台休息一下就要向顶部前进

了，爬到顶部往下看一览无余，周围的树林就像一条大大的地毯。最高

峰也是看日落的最佳景点。除了这座大石头以外，您还可以去狮子岩博

物馆，含在狮子岩的套票中，位于狮子岩入口的地方。这里更值得细细

游览，让您在欣赏自然美景之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文化的重要性。

注意事项: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拍壁画！不要拍壁画！不要拍壁画！如果被

工作人员发现拍壁画，会被扣下来手机，要求删掉照片，以及罚款

2000 卢比哦！大家一起维护国人的好形象吧~

•在爬山的时候会有很多当地人主动搭讪，这些都是要收费的，不需要

的话一定要拒绝。还要小心附近神出鬼没的野生猴子，看好自己的包。

•爬狮子岩建议穿着长裤或短裤，尽量不要穿裙子。带好充足的水，穿

运动鞋。

•售票处有洗手间，上去就没有了，进去之前先去一下。

开放时间

8:00-18:00

游玩时长

2-3 个小时

地址

Sigiriya,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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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牙寺

Sacred Temple of the Tooth Relic

佛牙寺内供奉着斯里兰卡国宝释迦牟尼牙舍利，这也是康堤为何是世

界佛教徒圣地的重要原因。佛牙寺位于康堤湖畔，如一朵漂浮在湖面

的白莲花。佛牙寺兴建于 15 世纪，以供奉斯里兰卡国宝释迦牟尼舍

利而闻名。寺院有上下两层，厅堂套厅堂，四周护城河围绕，角楼护

卫，体现了僧伽罗民族建筑的典型风格。

圣佛牙舍利传说是在公元前 483 年佛祖涅槃的葬礼上于火堆中抢夺而

来，而后在公元 4 世纪，印度的一位公主将这颗牙齿藏在自己的头发

里，偷偷地带进了斯里兰卡。然后又随着斯里兰卡的历史发展而颠沛流

离地游走在各地，最终来到了康提。之后这颗圣佛牙舍利渐渐地就成了

王权的象征，斯里兰卡的人民认为谁拥有了它，谁就有权统治这座岛

屿。现在，佛牙被供奉在二层的内殿密室宝塔上，，加盖金顶保护，并

装饰有 585 颗蓝宝石、775 颗珍珠和 115 颗钻石，佛塔异常精美，必

然是寺中核心。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们相信，这里是一生中至少要来朝圣

一次的圣地。在这里祈祷，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小贴士：

进入佛牙寺之前，会男女分开进行安检。进门处一般会有莲花供信徒供奉使

用，游客在取莲花的时候需要留下一些钱，具体多少视个人情况而定。然后

要通过一条顶部画满壁画的甬道，壁画描绘的是佛牙节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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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牙供奉在二层的内殿佛牙塔内，每天早晨 5:30、中午 9:30、黄昏 18:30

定时打开三次供人礼拜佛牙塔，每次约半个小时，信徒可以在这段时间

瞻仰和祈祷膜拜供奉佛牙的佛牙塔。非信徒的游人也可以感受虔诚肃穆

的氛围。

位于旧圣堂后的三层 Alut Maligawa，是泰国神龛风格的建筑，陈列有

泰国信徒捐赠的多尊坐佛。上面两层建有佛牙寺博物馆，这里展示着寺

庙获赠的许多镀金礼品。自英国统治时期保留下来的信件和日记，展示

了殖民者们对这颗佛牙遗迹让人意外的崇高敬意。另有一些近年的照片

记录了 1998 年猛虎组织炸弹爆炸事件给这里造成的破坏。

穿过佛牙寺，到达院子北端的观众厅，内有一头死于 1988 年的长牙象

-Rajah 的完整遗体。

出了佛牙寺，正对面有一堵老墙围起来的院子，里边供奉着现今世界上

最早的一颗菩提树，很多信徒会围坐在树下诵经念佛，非常虔诚。不妨

跟他们一样坐下来，感受身心片刻的宁静吧~

注意事项：

1.入寺必须赤脚并脱帽，地面灼热，可带一双袜子。存鞋需要小费（20

卢比/人），也可自带袋子装鞋.出来时不要理会找你收费的当地人，

假装听不懂即可。2.穿着不宜太过暴露，若想近距离观察佛牙，最好

白衣白裤。女生请务必着过膝长裤或者长裙。

3.如果携带相机进入，需额外支付 300 卢比的费用。

4.佛牙寺内不可将臀部对着佛像合影。

5.出门时如果有人拿废纸帮你踩脚一定要拒绝，是要收费的。

门票价格

1500 卢比（费用已含）

开放时间

5:30-20:00

游玩时长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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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Sri Dalada Maligawa，Sri Dalada Veediya，Kandy Central 20000 Sri

Lanka.

康堤舞蹈表演

Kandy Dance

康堤舞蹈是斯里兰卡传统舞蹈，是一种由对自然对宗教的崇拜演变而

来的舞蹈。舞蹈需要配合简单的鼓点，重复着一些动作，虽然看上去

有些乏味，但康堤舞蹈是康堤传统文化的精髓。表演大约每晚 19:00

左右开始，但是前排通常预留给了旅行团。建议提前 15 分钟入场以

便找的更好的观赏位置。

门票价格

约 500 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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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Kandy Lake Club，Sanghamitta Maw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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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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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古堡

Galle Fort

加勒始建于 16 世纪葡萄牙人统治时期，后荷兰殖民者在原来所建城防

基础上，加以改建和扩建。18 世纪开始，加勒就已经初现其作为壁垒

的雏形。加勒以古老的旧城墙作为当地景观的标志性象征，见证着殖民

地时期的变迁。不仅在 16 世纪对军事防护和提供船只讯号起到了重要

作用，在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以及 2004 年那次严重的南亚海啸，依

然以其牢固和坚硬，完好地保存下来。同时它也是古城的守护者，在海

啸中保护了整个古城，使得古的所有建筑没有在海啸中受损，也让今天

的我们还能继续参观这个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处处散发着欧洲风情，街上到处都是香料的味道，混着咸湿的海

风，曾经是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海港枢纽之一，加勒古城中的古老建筑

多为荷兰式，每一座院落内群室环抱着一眼露天井，天井中养殖着一些

名贵的花草，融合了欧洲的建筑艺术和南亚的文化传统，是欧洲人在南

亚及东南亚地区建筑防卫要塞的典型代表。在这座依然保持着古老风韵

的城堡内分布着许多房子和带小商店的旅店可供游客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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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的城墙上，有旗岩与灯塔遥相呼应，在过去这还会给靠近的船

只提示危险岩石的讯号， 现今这里成为了当地人玩高崖跳、欣赏加勒

古城日出日落的地方。

小贴士：

古城不大，不如随意走走，看到哪儿，玩到哪儿。会骑车的话租一辆自

行车来游览古城也是不错的选择。进入古城的大门（北门）Main Gate

后，就能看到古城的示意图，如果您有心仪的景点，完全可以按照它的

指引完成旅行。古城曾经分别被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占领和殖

民，而现在的古城里的主要是荷兰殖民者在葡萄牙殖民建筑上改造而成

的建筑群。这些建筑里有一些历史建筑，有当地居民开的小商店，还有

可供游客居住的旅店。

进入北门，西侧是古堡 Zwart Bastion，由葡萄牙人建立，是要塞内最

古老的一个碉堡。咱们沿着城墙 The Fort Walls 游览，沿途遍布六七

个观景台，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一个叫旗石 Flag Rock，曾经是葡萄牙

人的碉堡，在荷兰人控制的时期，该碉堡用于提醒来往船只小心周边危

险的水下暗礁，旗石因此而得名。旗石是整个古城中最适合观看日落的

地点，如果天气晴好，一定不能错过。每天清晨，站在旗岩上，往灯塔

方向望去，太阳从卢日萨拉方向缓缓升起，整个印度洋被照射成金色，

而傍晚背向灯塔方向可以看到壮丽的印度洋日落。另一个就是灯塔

Lighthouse 了，灯塔下边的碉堡名字是 Point Utrecht Bastion，建于

1938 年。您在漫步的过程中也许会碰到许多当地人，有羞涩的情侣依

偎在一起，还有许多孩子在水域中玩耍嬉戏，十分惬意。在即将回到

北门前，墙外还有一处穆斯林圣徒之墓可供参观。

古城内还有一些荷兰殖民者的建筑，如果您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比

如建于 1901 年的钟楼 Bell Tower，钟楼屹立在城墙之上，目前仍在

使用且非常精准。每天早晨在钟楼附近有升旗仪式， 简洁又庄严，可

以作为不错的拍摄主体。旧荷兰政府大楼 Dutch Government House，

内部并不一定值得参观，拍照留念即可。荷兰归正会 Dutch Reformed

Church 值得一去，教堂的外墙及地面铺满墓碑，如果您感兴趣，工作

人员会耐心为您介绍哪座墓碑属于哪个主人。

还有两个博物馆是古城内少有的需要门票进入的地方。比较值得一看的是国

家海事博物馆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由仓库改建，陈列着大量海下

发掘的文物，这些文物大都来自南部海岸外海沉船，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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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加勒历史、海底文物的介绍，也可以说是斯里兰卡最现代、最

高科技的博物馆。另一家是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名字虽然起

得很大，内容却乏善可陈，展览着一些民俗面具、制作蕾丝的工艺手

法、宗教用品和一些海外的奢华物件。 除此之外，古城内有一家连锁

商店叫做 Luv SL，它是一家专卖礼品工艺品的商店，价格会比街边贵

一些，但质量也会稍好一些，而且价格和国内比起来不知道有多便宜，

可以选择一些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国内的朋友们。

注意事项:

加勒海边有些商人牵着猴子和蟒蛇，请不要随意拍照，那是要收费的。

地址

Galle Fort

安缦加拉酒店

Amang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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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galla 酒店位于拥有 400 年历史的加勒堡（Galle Fort） - 该

城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酒店设有带四柱床和柚木地

板的殖民地风格套房。酒店拥有一个室外游泳池和 spa。

Amangalla 酒店的宽敞套房享有俯瞰加勒堡或热带花园的美景，设有

拱形窗户和大型休息区。除双人梳妆台外，浴室设有淋浴设施和一个

独立式浴缸。

酒店距离可观赏鲸鱼的 Mirissa 港有 40 分钟车程，距离加勒市中心

有 1 公里，距离 Bandaranaike 国际机场有 4 小时的车程。

酒店的 spa 中心设有蒸汽浴室、桑拿浴室、热水浴池和理发/美容

店。客人可以在瑜伽馆冥想或在设有免费网络连接的图书馆享有一段

安静的时间。旅游咨询台可为您安排一日游和水上活动。

酒店大厅设有高天花板和吊灯，并在露台上提供室内或室外用餐。酒

店每日提供便餐、小吃和下午茶。餐厅供应传统的斯里兰卡美食。客

人还可以在客房内用餐。

酒店设施：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BBQ(BBQ):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4:00 时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新婚套房(Honeymoon Suite):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

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贵

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退

房时间(Check-out):12:00 - 14:00 时空

调(Air Conditioning):有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花园(Garden):有

电视(TV):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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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Car Rental):有

客房早餐(Breakfast in the Room):有

小吃吧(Snack Bar):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One child under 2 years

stays free of charge in a crib.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地址

10, Church Street, Fort, 80000 高尔, 斯里兰卡 10, Church

Street, Fort, 80000 Galle,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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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加勒-乌纳瓦图纳

在前往乌纳瓦吐纳途中会经过一个叫科格拉（Koggla）的海滨小

镇，这里有着一种独特古老而有趣的捕鱼方法——★高跷海钓。

渔夫会坐在插入海底的木杆上钓鱼，远远望去像是在踩高跷，因

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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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兮教堂

Dutch Church

荷兰教堂，又称为荷兰归正会教堂(Dutch Reformed Church)，初建于

1640 年，于 1752-1755 年间改建成现在的样子。由荷兰指挥官 Casparus

de Jong 和他的妻子捐赠，用来表达他们对第一个孩子诞生的感谢。教堂

建于一座 17 世纪中叶葡萄牙女修道院的遗址之上，外部以白色为底，轮

廓线条优美，内部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只有一些图案简单的彩色玻璃拼

花窗，以及一个突出于教堂前方左部的讲道坛上方的巨大天蓬。教堂最为

特别的是地面及外墙铺满墓碑，他们是昔日荷兰籍驻加勒居民的墓碑，由

旧荷兰时期的荷兰墓园被搬迁至此，最古老的源于 1662 年，而另一块最

为吸引人的则是加勒指挥官 E.A.H.Abraham 的墓碑，该墓碑位于教堂入口

处不远，墓碑上方装饰着沙漏和头颅。教堂里依然摆放着 1760 年的风

琴，还有用马来西亚运来的东印度乌木制成的布道台，让人印象深刻。每

周日都有牧师在此讲道。

小贴士：

开放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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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免费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9:00-17:00。

地址

Church St.与 Middle St.交口处

加勒邮局

galle main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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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main st.,佛像旁

乌纳瓦吏纳海滩

Unawatuna



D5

乌纳瓦图纳是加勒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以美丽的海滩和珊瑚闻名，还

是斯里兰卡著名的海龟养殖基地。乌纳瓦图纳位于加勒郊区东南 5 公里，海

湾呈月牙状，沙滩细长洁白，风平浪静，非常适合游泳和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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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矗立着一栋栋建筑物，各种客栈、酒吧、度假村 沿着海岸线一字

排开，各种提供海上娱乐项目的旅行社、贩卖斯里兰卡纪念品的小商店

比比皆是，这里不愧是受西方人欢迎的休闲度假圣地。乌纳瓦图纳有专

业潜水教练协会(PADI)潜水培训学校，很多游客来到乌纳瓦图纳学习潜

水。在这里你可以潜水观赏珊瑚，还可以到卢马莎拉(Rumassala)俯瞰

加勒、欣赏海鸟。

小贴士：

在潜水过程中，请不要去碰触海洋生物，不要改变它们的生活状态，

不去购买商店出售的珊瑚类、鲨鱼类制品。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天亮到天黑。

地址

Galle-Matara Rd，沙滩距离海岸公里 1 公里远。

到达方式

从加勒乘坐马特勒方向的汽车，在乌纳瓦图纳站下车，步行 15 分钟

即可到达，车程大概需要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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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坦加勒

全天在安缦维拉酒店内欣赏坦加勒静谧海滩风情。游人稀少的

海滩，宽阔的无边泳池，微风下传来徐徐的椰林轻音，让您在

安缦度假酒店中来一次奢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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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缦维拉酒店

Amanwella - 意为“宁静的海滩”，这里拥有干净迷人的漫长海岸钱，也

拥有郁郁葱葱的热带气息。当黄昏的日落染黄了海水的深邃，当茂密的

椰树随着海风轻轻起舞，当海岸的岩石海岬拥抱激荡的浪花，当你的脚

印出现在 Amanwella 的白色沙滩，这个假期注定属于印度洋的壮美澎

湃与奢华非凡。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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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科伦坡

斯里兰卡海边小火车，作为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中海边火

车原型，这段铁路被旅游杂志评为世界美丽风光的铁路之一；

鸿鹄逸游可以为您安排乘坐从芒特拉瓦尼亚到科伦坡的火车，

在火车上欣赏印度洋美丽的海景，大约耗时 30 分钟。但是火

车条件有限，车型环境相对较差，敬请谅解。

城市观光。科伦坡是一个新旧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在这里不仅

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 还有具有百年历史的钟楼和许多英国殖

民时期的建筑。游览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象征中斯友谊的纪念碑，

参观★贾米-埃勒-阿尔法清真苏（穆斯林礼拜期间无法入内参

观），红白相间的砖制条纹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来到★科伦坡国

家博物馆，这里是了解斯里兰卡的文化和历史，馆内值得推荐一

看的藏品有：郑和碑，狮子王座以及贝叶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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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市政厅及博物馆

The Old Town Hall Building

旧市政厅是一座位于贝塔区中央的英式建筑，座落在 Kayman''s 门附

近，距离狼谷教堂不远，结构优雅，站在楼上可以俯瞰熙熙攘攘的贝塔

市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建筑。一层如今是一个邮局，陈列了

一些旧蒸汽机、拖拉机、道路标识等，相当有趣。二层是一个小博物

馆，展览这第一次市政会议成员的蜡像与生活用品。

门票价格

免费

地址

Main St，Colombo 11(Kayman''s 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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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科伦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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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坡国际机场

科伦坡国际机场是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的机场，是该国最主要国际

机场之一·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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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北京-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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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