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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塞舌尔：地球最后的伊甸园

塞舌尔被誉为地球最后的伊甸园，它隶属非洲，却不在非洲大陆上。它是位于非洲大陆东部印度

洋西南部的群岛国家，由115个大小岛屿组成。拥有很多如珍珠般散落的花岗岩和珊瑚礁岛屿。美

国大片《侏罗纪公园》曾在这里取景，好莱坞侦探电影也把这里作为外景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007》。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这个位于东非印度洋海面的国家，一般人形容它是另一个马尔代夫，老实说，是贬低了它。因为

马尔代夫除了美丽的海滩、超豪华的酒店和茁壮的椰树，便什么都没有；而塞舌尔除了每年被国

际旅游杂志评选为拥有“全球最美丽的海滩”外，它更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如全世界最大、外

貌古怪得像女性臀部的海椰子、体积大过餐桌的陆上巨龟，还有全世界最容易见到鲸鲨的潜水胜

地。

相对于备受追捧的巴厘岛、被众多人列为终身理想的马尔代夫以及热度逐渐增长的关岛，塞舌尔

最可贵的是它远离文明千里之外的那份宁静。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每一位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游

客都要经历10多个小时的飞行。也正因此，在塞舌尔，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宁静、浪漫、悠闲、慵懒，在这里你可以静静地“雕琢”时光，恣意地享受原生态的沐浴和滋养

。海天一体的自然环境，悠闲的生活节奏，善良纯朴的岛国居民，椰林处处，不时从天空掠过的

飞鸟，还有水晶般的海底世界，使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深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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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方位：

塞舌尔西距肯尼亚和索马里1500多公里，西南和马达加斯加相距700公里，东北隔海和马尔代夫遥

遥相望。首都Victoria维多利亚是塞舌尔惟一的城市和港口，坐落在马埃岛的东北角，城市依山傍

水，环境幽雅秀丽。 

塞舌尔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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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内岛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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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塞舌尔可谓得天独厚，地处赤道无风带；终年气温恒定；无任何诸如飓风、地震、暴雨之类的自

然灾害，因此没有真正的淡季。每年6-8月间气候相对朗爽、干燥，空气通透，适合摄影。6月应

该最适合蜜月夫妻，因为此时游客较少。随着夏季的到来，游人也会逐渐增多。每年11-次年4月

间，塞舌尔温暖多雨。当地年平均气温在23.8-31℃之间。尽量避开圣诞高峰季节，高温多雨，并

且房价高得离谱。

优惠时段：每年5月和10月，由于旅游旺季刚过，因此游客们会获得一些折扣优惠。

   

2、签证

去塞舌尔旅游是免签证的，只要提供有效护照、机票以及住宿证明就可以了。入境时间最长是1个

月，必要时可免费申请延长至3个月。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回答来旅游，预计旅游天数就可以了

。对于大陆游客，需申请第三国签证，经由第三国入境，符合前述条件即可入境。

塞舌尔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尚都国际中心1105室,100020

电话：010-58701192

传真：010-58701219

E-mail：amb.legall@yahoo.com

旅人提示：入境后请妥善保管入境单的底联，入住酒店时需要填写上面的入境编号。

   

3、货币与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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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当地币是塞舌尔卢比（SCR），欧元比美元更流行，汇率大概是1Eur=15/16SCR（具体请查阅Centr

al Bank of Seychelles:http://www.cbs.sc/ ），现在货币可以自由流通，所以不存在什么黑市更高的问

题，随用随换只有酒店是按照欧元结算，剩下的都可以使用卢比，而且很多项目卢比更划算，比

如租自行车是每天100卢比或者10欧。而且汇率是每天更新的。 

建议游客去塞舌尔的首都维多利亚小镇上去换（有很多换钱的地方），毕竟在塞舌尔还是用当地

币更划算一点。补充一点，在塞舌尔美元、欧元都是通用的，如果你不想使用卢比，用美元、欧

元支付任何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一些大型度假村和饭馆，欧元、美元、VISA、万事达和美国运通信用卡都可以，但购买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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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地市场食品建议用塞舌尔卢比。

小费：

不会出现恶意索要的现象，但是小费很受欢迎。一般代提行李的行李员可以给25卢比，酒店房间

打扫按当地习俗惯例每天每间1欧元。

   

4、通讯网络

塞舌尔拥有比较发达的电力通信体系，多数国家手机用户可漫游至塞舌尔（包括中国）。

塞舌尔国际区号为00248，因此用中国国内号码拨打当地电话：00248+号码；用当地号码打往国内

的座机：0086+区号（区号首位为0需省去）+号码；拨打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塞舌尔的电压为240伏交流电；电源插座为英式标准，方脚三头。

时差：

塞舌尔群岛时间早于格林威治时间(GMT)4小时，晚于北京时间4小时。

   

6、行李装备

关于衣着：

鉴于日间气温很少低于27°C，建议穿轻薄的棉麻T恤、衬衫以及轻便的休闲鞋或运动鞋。建议随

时携带泳装，因为你所处的是一个水的世界。

防暑降温：

塞舌尔群岛靠近赤道，紫外线照射相当强烈。因此，要做好防晒准备，防晒霜、草帽、太阳镜等

防晒用品必备，并尽量避免在10∶30和15∶30之间受阳光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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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语言帮助

塞舌尔群岛本来并没有居民，现时的居民都

是从其他地方移居过来的移民后人，他们主要都是来自法国、非 洲

、印度及中国，而非洲移民以班图人为主。这些混种居民多信奉天主教，

在岛上主要讲一种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但英语也通用。

   

8、出入境须知

在飞机下降之前，空乘会为每位游客发一份入境申请表，按照上面的格式填好即可，出关的时候

连同你的往返机票行程单一起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后（只要有英

语基础，都OK），盖章放人，同时会给你一个入境证明，这个一定要收好，出境时要收回的。海

关一般会问的问题：地接社是什么，在塞舌尔停留几天，来塞舌尔的目的，同行人员（即是一个

人来塞舌尔还是和他人一起）。入境时可携带香水200毫升、香烟200支、烟草250克、酒精饮料1.5

升。

   

9、紧急救援

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 

地址：St�Louis,Victoria,Maha,Seychelles

信箱：P.O.BOX 680

电话：00248-671700（总机）、00248-713988（值班）、00248-710271（领事证件）

传真：00248-671730

电子信箱：CHINA@SEYCHELLES.NET ECCHINA@SEYCHELLES.NET（经商处）

塞舌尔共和国驻香港名誉领事馆

地址：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2座3508室

电话：00852-310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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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旅游局

地址：Bel Ombre,PO Box,1262,Victoria,Mahe,Seychelles

电话：248-467-1300

网址：http://www.seychelles.travel/en/home/index.php

塞舌尔警察局

电话：00248-288000

传真：00248-322005

e-mail：compol@seychelles.net

移民局：

电话：00248-611110

网址：www.seychelles.com

维多利亚医院

电话：00248-388000

传真：00248-224792

e-mail: dgadmin@moh.gov.sc

交通管理部门

电话：00248-611100

传真：00248-224035

网址：www.msa.sc；www.seychelles.com

海关

电话：00248-225258/321844

传真：00248-323971

e-mail: director@tradetax.gov.sc

塞舌尔航空公司

电话：00248-381000(航班查询：384400)

传真：00248-224305

网址：www.airseychelles.com

Creole Holiday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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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248-280100

传真：00248-324010

网址：www.creoletravelservices.net

Mason’s Travel旅行社

电话：00248-288888

传真：00248-225273

网址：www.masonstravel.com

紧急救护：999

   

10、其它

参团：

  对于计划游览两个岛以上的游客来说，最好是联系当地的旅行社参团游览，这样会便宜和方便

一些。因为来往马埃岛和普拉兰岛之间的快船每天只有早晚各一班，并且价格为45欧元单程。加

上午餐、交通、门票等，费用远远高于跟团游览。

塞舌尔共有五家具有接待中国游客资格的旅行社，但是有接待中国游客经验的只有Creole

Holidays和Sea Shell Tour两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如下网站：www.aspureasitgets.com/en   

一般需要8天左右，计划游览两个岛以上的游客，最好联系当地旅行社。

关于摄影的建议：

永远也不要让相机离开你的身体，岛上虽然治安良好，但是海滩上的小偷却是防不胜防；永远也

不要靠近海浪拍照，否则很可能损失一个相机；时刻注意相机防潮，在船上的时候，最好把相机

包在一个塑料袋里。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最好用细布沾上清水擦洗机身，因为空气里的含盐量很

高；最好的拍摄时间当然是在清晨和黄昏，但是上午9-10点钟的光线，却最能表现绿宝石一般晶

莹的海水；岛上的居民一般都乐于被拍照，但要在被征求意见以后；带上一个微距镜头吧，美丽

的花果植物无处不。

其它：

行车方向与我国相反，为左侧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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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在塞舌尔的最棒体验

   

1、实现关于大海的终极幻想

Seychelles, as pure as it gets.

塞舌尔的海，纯净到极致。

没有一个人不爱海，

蓝宝石一样纯净的大海，

珍珠粉一样细白的沙滩。

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塞舌尔的海满足了一个人对于海的终极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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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蓝天白云、碧海银沙、阳光耀眼、植被茂胜。有别于其它岛国的是，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极至

。这里的海滩，永远空阔无人；这里的天空，永远飞鸟盘旋。无需什么Spa music，也无需这样那

样的疗法，就静静的躺在海滩上，体会全身心的放松吧。没有马代那般备受宠爱的盛名，没有夏

威夷那般的热烈飞扬的激情，更没有巴厘岛那般吸人眼球的小资，它只是温柔地、婉约地，静卧

在浩瀚的印度洋上，呈现出动人心魄的绿宝石色。站在浅海处，看着层层叠叠的海浪向自己涌来

，感觉自己就象要被碎玉埋没一样。

   

2、迷醉在奇幻丛林五月谷

如果说塞舌尔是人间天堂，五月谷就是这天堂里的伊甸园。当早期的探险家发现五月谷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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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伊甸园。五月谷因其中7000多棵海椰子树而闻名于世，除了海椰子，这

里还有以塞舌尔黑鹦鹉为代表的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堪称珍奇大观园。 

举世闻名的海椰子(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一踏入这里，便能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原始风情。各种高大挺拔的棕榈科植物张狂地耸立着，它们

肆无忌惮地直插云霄。还有低矮一族，紧紧地簇拥在地上，密不透风，一团一团的，让人无法拨

开任何一株。高大密集的树群把阳光撕扯成了一丝一丝的，一片片阔叶再把阳光切割得四分五裂

。置身于这片热带风情浓厚的丛林，会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似乎这里真的就是善男信女们所向

往的伊甸园。

   

3、穿梭巨龟家园，与象龟擦肩而过

在塞舌尔，如果谁家有婴儿诞生，这个家庭就会收养一只小象龟，让它伴着宝宝一同成长。塞舌

尔的钱币上也印有象龟的图案，可见龟在塞舌尔国民心中的地位。塞舌尔是陆上巨龟的天堂，这

些家伙笨重而悠闲，时不时会与你狭路相逢，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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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这些大家伙，有的身长2米，体重200多公斤，个别的甚至达到四五百公斤，形似大象，因而有“

象龟”之称。象龟喜欢大白天躲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只是早晚时分才出来进餐。日光强烈的正午

时分，人们在阴凉之处总能看到拥挤不堪的象龟。等到日光退却后，这些庞然大物又开始集体出

来觅食。远远地看去，它们就像是笨重的装甲车在慢慢地匍匐前进，让人忍俊不禁。

   

4、纵情鸟岛，让心灵同鸟儿一同翱翔

每年5月到10月，有接近300万只燕鸥在鸟岛交配繁殖。岛上没有居民，只有一个酒店，灯光也是

最低限度的照明，一切似乎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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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岛上的小鸟多得让人无法想象，它们随时会从你头上盘旋而过。俯身、仰望时，它们都有可能与

你亲密触碰。这些小鸟对陌生的“入侵者”不畏惧。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鸟儿一家其乐融融的

温馨画面，也可以看到雏鸟们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可爱模样，还可以看到可敬的母亲小心翼翼

呵护着子女的场面。小小的鸟儿将孤寂的小岛装扮得格外温馨。抛却纷扰，和这些翱翔的鸟儿们

，一同奔向自由吧！

   

5、迷失于非洲角落的摄影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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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塞舌尔以其秀丽风光著称于世，阳光、沙滩、碧海、蓝天、椰风、棕影⋯⋯除此之外，塞舌尔还

拥有诸多珍稀动植物。如：世界上仅有的约250只绶带鸟，叫声婉转动听的黑鹦鹉，世界最小的树

蛙，有“爱情圣果”之称的海椰子，罕见的兜树和兰花，奇异的瓶子草，极为稀有的海蜇草⋯⋯

所有的这一切，造就了摄影者的天堂。在这个非洲角落里的摄影天堂，观赏美景的眼睛不能挺，

留住美景的快门更无法停止。

   

6、同爱人尽享最浪漫的私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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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无论是在昂贵的马尔代夫，还是浪漫的巴厘岛，你都无法想象拥有如此完全隐秘的个人空间。拥

有无数私人海滩以及未开放海滩的塞舌尔，即使是最漂亮的海滩很多时间也是游客罕见，因此，

很多欧洲人喜欢在塞舌尔的一些小岛上裸泳。塞舌尔拥有“世界十大最贵酒店”排行榜上排名第

二和第三的豪华酒店，在这里你会时时感受到克里奥人的热情和友好。同时，你也能享受完全私

密的隐视空间，度过一个无人打扰、与世隔绝、如天堂般享受的宁静假期。就连威廉王子同妻子

凯特也选择在塞舌尔度过了为期十天的浪漫蜜月假期。

   

7、体验极致奢华的酒店服务

2005年的世界十大最昂贵酒店排名中，塞舌尔的北岛酒店（North

Island）和弗雷格特酒店（Fregate Island）分列二、三位，标志着它们在旅游界的尊贵地位。如果

你入住的话，你拥有的就是一个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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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即便是以奢华酒店著称的马尔代夫，也不足以与塞舌尔的酒店相比，大部分酒店每天限制游客接

待人数，各项配套设施也极具浪漫与尊贵气质，可以让你享受到极致高调的浪漫，当然价格也高

得令人咂舌，但只要你亲自入住一晚，就知道你享受到的顶级服务完全值此价格。

   

8、游弋海底世界，与鲸鲨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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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塞舌尔名震潜水界的原因，除了拥有多达900种鱼类、100多种贝壳、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外，还

因为这里是最容易见到鲨鱼的地方。这里很多种鲨鱼如眼镜鲨、礁石鲨从不咬人。每年9月至11月

，一群群的鲸鲨都会出没于塞舌尔的浅水处。单是浮潜已可近距离接触鲸鲨，与它们共泳。宁静

的塞舌尔而大鱼的种类特别多，能见度超高的海底也是水下摄影的天堂。

   

9、恋上最纯粹的原始村落

                                               21 / 6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84&do=album&picid=27235


�������

塞舌尔：人间伊甸园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塞舌尔处处可寻觅法国殖民文化的印迹。这里的一切，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但依然一副我行我

素、沧桑不改的模样。岛上的一切保留自己本来的面目，按照自己的风格随心所欲地延续。岛上

的居民很淳朴，全无那种被尘世熏染了的世故，他们的代步工具是牛车或自行车。没有现代工业

的进入，这里的空气显得无比清新，阵阵清香时常会扑鼻而来。

   

10、体验各色休闲活动

由于塞舌尔有着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沙滩和纯净的海水，所以这里也被人们称之为潜水胜地。在塞

舌尔潜水，你可以尽情观赏这里独特的鱼种及珊瑚礁等动植物，享受大自然的瑰丽所带来的自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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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塞舌尔的Lemuria酒店拥有世界排名第15位的锦标赛级18洞高尔夫球场。热爱高尔夫运动的朋友可

以在这里享受大师级的待遇与服务，感受在世界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所带来的畅快淋漓的感觉。

布法隆酒店的赌场具有浓郁的克里奥地域特色，在这里除了小试一把之外，还可以欣赏博瓦隆海

滩唯美的景色。在渔人酒店及其它一些度假酒店，你更可以享受到独立的Spa按摩，缓解压力，放

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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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舌尔岛屿大搜罗

   

1、马埃岛 Mahe Island

马埃岛（Mahe Island）和普拉兰岛（Praslin）、拉迪格岛（La Digue）是塞舌尔最主要的三个岛屿

。其中，马埃岛是最大岛屿，面积148平方公里(57平方哩)。岛上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也是国

际机场和首都的所在地，岛上密布着65处美丽的海滩。 

(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马埃岛上有洛奈港国家海洋公园(Port Launay Marine National Park)和圣安妮国家海洋公园(Sainte

Anne Marine National Park)。岛的东北岸是首都维多利亚——塞舌尔惟一的城市和港口。城市依山

傍水，环境幽雅秀丽。在市中心的独立大街，矗立着一座模拟三只海鸥的大型纪念塑像，它是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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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尔祖先在200多年以前从欧、亚、非三大洲飞越大洋来这个荒岛开发生息的象征。

踏上马埃岛，眼前便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色：奇峰幽谷，巍峨多姿。云遮雾障的群峰之上，林木扶

疏，葱茏碧透，千藤万蔓，铺天匝地，景色清幽而绚丽。还有遍布海滨、山坡、高地的一块块奇

岸异石，有的似睡狮，有的像花鹰，有的如奔马，有的类仙鹤。好一个巧夺天工的天然雕塑场！

马埃岛一共有大大小小70多个海滩，适合游泳的有20多处。最有名，游客最多光顾的就要算是布

法隆海滩了。延伸近4公里的精细白沙，无一丝杂质的清澈海水，海滩上林林总总的大小酒店，构

成这个岛上的最繁华地带。布法隆海滩也凭其优质的海水和沙滩而曾被列入世界十大海滩之一。 

马埃岛地图

                                               25 / 62



�������

塞舌尔：人间伊甸园

马埃岛地图中文版

马埃岛主要景点：

海洋公园

游客可以乘坐旅行社提供的玻璃底船观赏珊瑚和热带鱼，同时还可以带上潜水面罩、通气管,穿上

鸭蹼凫水。在享受克里奥尔风味午餐后，在白沙滩上静静的睡一个下午，什么是天堂，这就是天

堂！

世界上最小的首都维多利亚

塞舌尔的首都维多利亚（Victoria）堪称世界上最小，就在马埃岛上。这个首都小得可爱，不用半

小时就能够走完一圈，感觉很像电脑游戏“Sim City”里的模拟城市，很“玩具”。马埃岛上绿荫

成林，鸟语花香，置身其中仿佛走入了原始森林，人与自然是如此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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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小本钟(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您将看到古老的钟塔，现代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和喧闹的维多利亚市场。穿过曲折回旋

的无忧路（Sans Souci road）时，想象一下当年第一批到马埃到旅游的游客坐着人力车或走过无忧

路的情景。路两旁有着百年历史的参天大树也是马埃岛最美丽的景观之一。

在山顶的教会学校遗址可以俯瞰山下种植园中的茶树。沿着马埃岛西南部驾车行驶，一路美景不

断。沿途您将看到马路两旁高大的香草树，小豆蔻，桂树，茂盛的红姜花。空气中弥漫着热带雨

林里特有的清香和芬芳。还将有机会看到传统艺人们在那儿现场制作并出售的油画，椰子工艺品

，船只模型以及当地有特色的珠宝首饰。

 布法隆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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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有三处最知名的海滩曾先后被列入世界十大海滩之一，他们分别是布法隆海滩（Beau

Vallon）、拉齐奥海滩（Anse Lazio）和德阿让海滩（Anse Source D’Argent）。

长达3公里的博瓦隆白沙滩是欧洲旅游者的圣地。细腻如泥的白沙和碧蓝如水晶般透明的海水每年

吸引着10多万欧洲有钱人来这里“朝圣”。可爱的儿童笨拙的用沙铲堆砌着他们梦想中的城堡，

热恋中的年轻人或者蜜月中的情侣们尽情享受火辣的阳光，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牵着手伴着夕阳在

海滩上散步⋯⋯ 

(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长长的弧形沙滩上共有三家酒店，分别是子午线渔人饭店（5星），博瓦隆酒店（4星）以及珊瑚

礁饭店（3星），可满足游客不同的需要。

   

2、普拉兰岛 Praslin

南出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港48公里，便是世界罕见的植物海椰树的家乡普拉斯兰岛。岛长1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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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8公里，面积为40．4平方公里。普拉斯兰岛位于主岛马埃(Mahe)岛东北40公里(25哩)，科多尔

(Cote d'Or)海滩、大海湾(Grande Anse)及圣安妮湾是旅游胜地。有两条平行公路纵贯全岛。这是

一座花岗岩岛，地势崎岖，繁茂的棕榈树、高大挺拔的海椰树和终年盛开的山花满山遍野，风景

如画，一派热带原始森林的绮丽风光，是塞舍尔著名的旅游胜地。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普拉斯兰岛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有4000多棵海椰树林的地方。海椰树的果实是塞舍尔的特产，由于

海椰子外形奇特，又很少见，所以人们编出了各种神话般的传说，并认为它是生长在海底，于是

就称其为海椰子。其实海椰子是生长在陆地上的一种椰子树结出来的。海椰树高5．6米，有的高

达30多米，被称为“树中大象”。海椰树雌雄异株，公树和母树总是并排生长。公树高耸挺拔，

最高可达100多英尺，一般要比母树高出20多英尺左右。公树像雄武的卫士，终日守卫在果实累累

的母树身旁，所以当地人也有把海椰子称为“爱情之果”的说法。

Praslin的交通比起马埃岛要不方便许多，因为公交的线路比较少、且间隔时间长，主要靠打车。

                                               29 / 6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53&do=album&picid=27363


�������

塞舌尔：人间伊甸园

普拉兰岛主要景点

拉齐奥海滩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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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奥海滩(Lazio beach)，仅次于博瓦隆海滩位于普拉兰岛东北，长约1公里。那里的海水更为清

澈，游人也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交通不便，如能住宿在普拉兰岛上，就能尽情享受这一海滩。

五月谷

坐落在普拉兰岛中心的五月谷是世界上最小的自然遗产，面积只有 19.5 公顷。因其中7000 多棵海

椰子树而闻名于世。但是除了海椰子，这里还有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堪称珍奇大观园

。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五月谷至今仍保留原始风貌，除了外围的防火林，其中的所有植物都是天然生长的。谷中各种奇

异的棕榈科植物挺拔耸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斑驳的阳光从阔大的枝叶间洒下，照着不时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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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来的可爱的小蜥蜴，不知名的鸟儿在林子里婉转的鸣叫，溪水欢快的从脚下流过。整个山谷只

有三条沿山势辟出的1 米宽的小径供游人通行。除了海椰子，游人最感兴趣的应该是黑鹦鹉，濒

临灭绝的黑鹦鹉是塞舌尔的国鸟，叫声婉转动听，全世界也只有这里才能见到。

当早期的探险家发现五月谷时，他们坚信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伊甸园。

旅人提示：

从马埃到Praslin只有一家船运公司Cat Cocos（公司正式名字是Inter Island Boats

LTD），官网上有船次表（即DAILY SCHEDULE，11-4月是一个版本，5-10月又一个）：

E-mail : reservation@catcocos.com

Website: www.catcocos.com

保险的话，可提前通过邮件要最新的schedule并预定船票，反馈非常快。只需提供Time,

Name，Surname，The preferred

class（经济舱每人690SCR）；预订成功会发给你一个RESERVATION

CONFIRMED表格，船出发前付款即可（现金收SCR, Euros, USD, Uk Pound sterling, 也可用Visa or

MasterCard）

不可错过的娱乐：

深海捕鱼（租船价格400欧元，捕鱼价格400欧元）

潜水（租船价格30欧元，潜水价格35欧元）

赌场（需穿正装出席）

夜总会（常有当地知名艺术家现场演出）

推荐住宿：Paradise Sun Hotel 酒店位于岛屿东北海岸，所有房间都是简洁干净的法国克里奥式红

木屋，房间温馨雅致，阳台都朝着大海的方向。

旅人提示：

这里的公交车班次少，所以赶时间的话最好是打车。

   

3、拉迪格岛 La D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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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迪格岛上的德阿让海滩是欧洲情色影片《艾曼纽》（Emmanuelle）的外景地，所以德阿让海滩

在欧洲小有名气，当时为拍摄电影搭建的栈桥至今依然存在。拉迪格岛（La Digue）是塞舌尔第三

大岛，因为他的原始被列入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拉迪格岛距离马埃岛43公里，距离普拉兰岛不

足7公里。该岛占地面积只有15平方公里，人口6000。岛上设有天然港口，并被珊瑚环礁包围，是

以岛上热带风情浓郁，民风淳朴，处处给人世外桃源之感。岛上没有机动车，唯一的交通工具是

自行车。骑自行车环岛一周大概要两个小时。

码头(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不可错过：

德阿让海滩：岛上的德阿让海滩绝对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滩之一，也是世界上被拍摄次数最多的海

滩之一，海滩上的岩石奇特而优美，拍到片子里非常富于表现力。德阿让海滩在欧洲闻名的另一

个原因有些滑稽，因为这里是情色影片《艾曼纽》（Emmanuelle）的外景地。当年为了拍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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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搭入海中的栈桥至今尚在。在海滩上你可以发呆，看日出日落，玩水，观察水里的生物，干什

么都行。

坐牛车：骑自行车、坐直升飞机已经过时了，这里一定要做下牛车，不光是为了代步，也多了份

跟朋友炫耀的资本。

旅人提示

住宿：Indian Ocean Lodge位于附近海岛普拉兰岛西海岸，该酒店提供到周围岛屿的短途游，从普

拉兰岛到拉迪格岛乘坐小型飞机仅需8分钟，轮渡仅需15分钟。

饮食

午饭和晚饭可以到超市买东西回旅店自己煮，也可以到码头附近的KWEN IDEAL餐馆解决。这家

餐馆位于码头附近的三岔路口，招牌很醒目。这里的盒饭包括咖喱鸡、咖喱牛肉、炒面等等，味

道很好，份量足，价格适中，30卢比一份。

   

4、鸟岛 Bird Island

鸟岛（BirdIsland）位于马埃岛西北，面积很小，每天下午有17座的小型飞机往来接送客人，大约

半个小时行程，岛上有接近300万只燕鸥，想象一下满天飞鸟的情景吧。没有居民只有一间酒店，

没有电话，不通手机，门窗无锁，来这里的游客可说是与世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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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旅人提示：

a. 最好的观鸟季节是6、7、8月份。气候也最凉爽。

b. 备好耳塞。第一夜你是绝对用得着的，成千上万只鸟在你周围吵闹，对神经绝对是个考验。第

二夜就好了。

c. 所有的摄影爱好者都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有到鸟岛的访客应该记住的一点是：在这里，鸟是

主人，人类是客人。

d.岛上的一切都不要动，尤其是鸟蛋。

   

5、库金岛 Cousi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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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位于普拉兰西海岸6公里处。距离普拉兰岛只有半个小时的船程，距离首都所在地马埃岛则要飞机

先到达普拉兰岛。该岛呈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为地球上难得的一块洞天福地。是一座占地27公

顷的花岗岩石岛屿，靠近塞舌尔群岛中的普拉兰岛。在1968年，国际鸟盟为了保护仅有的啭鸟将

其收购，岛上有大量的鸟，巨大的海龟，同时也是海鸟的繁殖地。每年吸引了10,000多的游客，

平时都是开放的（晚上不提供服务）。大量的鸟种和鸟类栖息地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其是

对度蜜月将会是有独特的旅行经历。

   

6、华烟岛 Moyenn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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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华烟岛距离马埃岛只有十分钟的船程。海水清澈透明，鱼类种类丰富，珊瑚处处。 岛上有一个现

代鲁滨逊，这个英国作家已经住在这里30多年了，在没有游客到访的时候，每天与象龟和蝙蝠为

伴，怡然自得。

   

7、库瑞尔岛 Curieuse Island

库瑞尔岛(Curieuse Island)，比邻普拉兰岛，岛上只有7户居民。植物茂盛，海水清澈透明，岛上遍

布旱龟及各种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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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库瑞尔岛和库金岛在一条旅游线上。通常是上午去库金岛，中午到这里吃饭，游泳。最喜欢这里

的海滩和海水，干净的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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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塞舌尔交通

塞舌尔为群岛国家，交通运输以空运和水运为主，从马埃岛可乘小型飞机或轮船抵达其它岛屿旅

游景点。岛内主要交通工具则为公共汽车和出租车。

   

1、前往塞舌尔

中国到塞舌尔没有直飞航班，通常游客可以申请新加坡、卡塔尔或迪拜的签证，然后再转机到塞

舌尔。国内去塞舌尔的只有三家，阿联酋、卡塔尔、肯尼亚，后者口碑不好，前二者比较，阿航

更便宜，北京等地出发，可在新加坡转机，至塞舌尔。或者从香港出发经毛里求斯转机。塞舌尔

马埃岛机场每周有定期飞往毛里求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罗马、新加坡、孟买、莫斯科、

科摩罗等地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每周一、二、四、六各有一班航班从多哈飞往塞舌尔；阿联

酋航供公司每周二、四、五、六也有航班从迪拜到塞舌尔；新加坡每周四有航班飞往塞舌尔。

从中国国内出发通常路线：

北京—香港—毛里求斯—塞舌尔、北京-上海-新加坡-塞舌尔、北京—多哈—塞舌尔、上海/北京/

广州--迪拜--塞舌尔。

航班情况：

1、阿联酋航空公司

去程：EK 307  PEK（北京）   DXB（迪拜）    2330    0450+1

      EK 707  DXB（迪拜）   SEZ（塞舌尔）  0845+1  1315+1

回程：EK 708  SEZ（塞舌尔） DXB（迪拜）    0145    0615 

      EK 308  DXB（迪拜）   PEK（北京）    1100    2205 

2、新加坡航空公司

去程：SQ 803         PEK（北京）     SIN（新加坡）    0845   

1510  

      HM（SQ）063    SIN（新加坡）   SEZ（塞舌尔）    1825    2105

回程：HM（SQ）062    SEZ（塞舌尔）   SIN（新加坡）    2025    0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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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 802         SIN（新加坡）   PEK （北京）     0845+1  1450+1

   

2、塞舌尔内部交通

塞舌尔的阿维斯、欧罗卡和赫茨等30多家租车公司，可以提供各种旅游用车。出租车按行车里程

数确定费用。费用大约250～500卢比左右。

塞舌尔的公共交通其实很方便，主要是时刻表要仔细研究，搞清楚路过自己车站的时间。注意，

司机个个都是F1的赛车手，车都会提早飙到！另外，有些偏僻的地方如Mission

Lodge，一天才三班，自己要安排好时间。

车票无论去哪里，上车就是SCR 7，末班车是SCR 10。

http://www.virtualseychelles.sc/gover/para_sptc.htm

时刻表如上，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准时更新。特别注意末班车时间，他们很早就收车！！而且末班

车人多到象塞沙丁鱼，如果你不想打taxi回酒店，还是乖乖提前最少十五分钟到总站上车！

如果行李多，不建议从机场坐公车到酒店，因为车很烂，人很多，所谓国际机场，小的不得了，

机场安检外的商品比里面便宜，要把最后的现金用完，最好在外面买。  www.catcocos.com

www.seychelles-info.com/praslinexpress.htm

Mahe去Praslin有两家船运公司：Cat Coco和Praslin Express。

Cat Coco: 单程Mahe to Praslin EUR 42，来回EUR 84

Praslin Express: 单程Mahe to Praslin EUR 35，来回EUR 60

www.seychelles.net/iif/start.htm

Praslin和La Digue之间只有一家Inter Island Ferry

单程EUR 12，来回EUR 20

另外，千万不要坐上层露天甲板；上了露天甲板，也千万不要坐拉下挡水布的一面，那将会令你

一路洗澡到Praslin。

小型飞机：在塞舌尔国内的小型飞机，一般可乘9至20人，目前有10多个小岛通航，以马埃岛为中

心，往来于各个小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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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拉兰岛，限制机动交通工具，最常用的是自行车，如果时间充足，也可以选用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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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在天堂般的塞舌尔

塞舌尔是不允许游行者下飞机之后却没有合适的住处。不过，大多数的住处相对来说都比较贵，

而且有一些小岛只有一间酒店。最好的预算还是租一间平房或公寓，当然那些地方的价格都是非

常合理的。要知道，在旅游高峰期（12月到1月、7月到8月），想找一间旅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了。

这边的酒店都可以直接通过邮件预定，有几点需注意的：

他们的价格一般分两种，B&B（即Bed & Breakfast，只含早餐），以及HB（Half Board，包含早餐

及晚餐），有的已经含税，有的则要再加税前（通常是12%），预定的时候要留意；

房间也主要分两种Superior Room和Standard Room，每个酒店对这两种房间的定义又很不同，塞舌

尔的酒店整体比较奢华，标间已足够，当然，你也可以在预定的时候要求酒店发照片过来（这里

的人还都比较实在，不会给你P的几乎认不出）

预定的时候要提供信用卡信息，每个酒店的手续又有所不同，有的会提前扣50%的预付款，有的

则需要你签一张确认单，但无论如何都要注意的是：一旦你确认了，再取消就要收违约金了，根

据时间不同50%到100%不等，一般最晚也要提前15天取消，务必留意。

尽管自己预订酒店是更实惠也更好的选择，因为国内的旅游团项目太少，酒店的选择也少，但这

一路走来，大部分人（欧美）还都是通过旅行社预定的酒店，所以英文好的同志们，建议直接跟

当地的旅行社联系比比价。两家旅行社最大：

Creole Travel

Services（很好认，标志就是塞舌尔的国花——一朵白色花蕊部分淡黄的花儿

http://www.creoletravelservices.com/en/about_us/index.php ）

Mason’s Travel：http://www.masonstravel.com/

1、 弗雷格特岛酒店（Fregate Island Private Reserve）

世界上第三贵的酒店，它坐落的小岛上，拥有七块由巨岩包围而成的纯白海滩，这一点不仅是岛

上最具特色的风景线，更是游客津津乐道，并将该酒店奉为首选的重要因素。为了将岛上的人口

密度降到最低，在方圆约三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仅建有16间精美别墅和1间总理别墅。并且，酒店

每日只接待少于40位入住客人。这在确保每位客人绝对的私密空间的同时，也有效的保护了自然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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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眼前那些定格于窗棂之中的无限美景已经使人目不暇接，更不用说你还可以在客房宽

阔的阳台上慵懒、安静的睡个午觉，或是泡在无边泳池中享受蔚蓝色的天人合一。

是亿万富翁们旅游的又一处选择。

位置：位于弗雷格特岛

价格：2484美元/天，两人每天的价格不包括15％的附加税和服务收费，不过请不要忘记弗雷格特

岛酒店特私人小岛度假村的16所别墅仅能同时容纳大约40名游客。

交通：从塞舌尔主岛马伊到弗雷格特岛的机票也非常昂贵，旅游旺季时，一张机票的价格高达200

0美元。

2、北岛酒店

  是世界上排名第二贵的酒店，试想一下你在一间450平米的客房内尽情放松的感觉，这个数字

绝非夸大其词，而是北岛酒店赠与每一位入住客人最慷慨的礼物。只这一点便不愧“世界上十大

最昂贵酒店”的称谓了。北岛酒店共建有11间设计品味别出心裁的精致别墅。其中的10间星罗分

散于海滩边，唯有第十一间客房，命名为““北岛别墅””独立于全岛的最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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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筑由非洲艺术家亲手制造而成，极具塞舌尔建筑特色，是酒店所有建筑中的点睛之笔。别墅

建造过程中，不仅家居颜色基本采用原木色，选材、用料上也极其贴近自然，如原木，岩石，透

明玻璃、茅草屋顶等看似简单的建筑原料却营造出了令人心旷神怡的原始风情。除此以外，别墅

还被设计成极其宽敞开放式的空间，令人置身屋内同样视野开阔，每当夜色降临，窗外穹庐之上

的点点繁星会伴你入眠，纵使辜负了这如诗般的夜色，却至少能还你一个好梦香甜。 据说酒店一

共只有7套别墅，完全由塞舌尔当地工匠手工制作，其中面积最小的为4890平方英尺。每位入住这

里的游客显然如同自己拥有了一座豪华庄园！每套别墅中有两个浴室，另外空调、卫星电视和互

联网等设备一应俱全。该酒店提供的食物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本地的植物和草药园。

价格：两人入住北岛酒店需要3217美元/天，包括饮料和用餐费用（特定香槟除外）。

3、塞舌尔四季度假村

四季度假村共拥有62间私密性极佳的小别墅。每间别墅都有一条单独的木制通道直接相连，由于

客房置身于山坡之上，房间内即可俯览印度洋，为此酒店还贴心的为每间别墅配置一个眺望平台

。客房除去起居室空间面积大的特色外，每间别墅还带有私人的无边泳池和户外淋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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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塞舌尔最大岛屿——马埃岛上的四季度假村，秉承了“四季”品牌的高贵品质。酒店地理位

置居高临下，别墅、套房等建筑物梯次耸立于密林之中，而建筑物下方即是柔软绵长的白沙滩和

深远的印度洋。酒店整体带有浓郁的克里奥尔风格。外貌看似原始、简约，却与周边景观映衬的

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4、渔夫谷美丽殿酒店

  由于渔夫谷美丽殿酒店位于马埃岛北端迷人的布法龙海湾(Beau Vallon Bay)边，因此酒店拥有令

人拍手称赏的完美海湾景致。加之，此地海水异常清澈，非常适合热带鱼的生长，这先天的地理

优势为游人营造出了浮潜和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即使水上游乐项目不是你的强项，那么你除了可

以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外，还可以惬意的缓缓行走于细沙之上，让双脚感受白沙细腻的触碰，让

时间悄悄从你身边滑过，再回首时也许已是彤云朵朵，彩霞满天了。

 

  5、悦榕酒店(Banyan Tree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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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坐落在南岛海滩上。酒店全部由别墅客房组成，每一个别墅都有一个面向大海的私人游

泳池，设计别致而奢华。超豪华的设施和服务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一些名人的到访，比如齐达内

和珍尼.杰克逊。

6、布法隆酒店Beau Vallon Bay Resort & Casino：

四星级，坐落在马埃岛的布法隆海滩上。是当地华人最多光顾的酒店，有中餐、赌场，但是酒店

设施相对陈旧，比较嘈杂，距离机场15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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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椰子酒店Coco-de-Mer Hotel：

四星级，位于普拉兰岛私家海滩，差不多是与自然最和谐一体的酒店。服务项目体贴入微，酒店

的老板亲自迎送。距离普拉兰机场15分钟，价格相对公道。酒店提供免费班车去本岛最有名的Ans

e Lazio海滩，提前一天在前台预定一下，早上出发前可去健身房免费领浮潜的工具。海椰子酒店

有1个餐厅，两个咖啡厅，味道也不错，价格偏高，main course要240S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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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外面的栈桥，可以举行婚礼

旅人提示：码头到海椰子酒店，200SCR，都是一口价。（Mob no. 00-248-510707）

酒店周一到周五均免费的班车去Anse

Lazio海滩，9点出发，15点返回，省下大笔银子，因为酒店和沙滩刚好是岛的对角，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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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到五月谷不远，坐公交车去的话返回时很麻烦，建议直接打车吧，单程200SCR

8、日落海滩酒店(Hotel Sunset Beach)：

三星级，位于马埃岛私家海滩。酒店专为蜜月情侣设计，处处体现浪漫情调；坐落在一块巨岩上

的餐厅更是别具一格。房间设计很有特点。拥有私家海滩。距离机场30分钟，价格偏高。

海边餐厅

9、Lemuria Resort

 五星级。坐落于普拉兰岛。酒店非常奢侈的拥有3个私家海滩，并18洞的标准高尔夫球场。该高

尔夫球场据说在世界上排名第15位，拥有无敌风景。齐达内和杜加里曾经在2003年到此度假，不

需额外说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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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塞舌尔太阳天堂酒店 Paradise Sun Beach Resort

柔软的白色沙滩簇拥着豪华的花园，阳光天堂酒店就这样坐落在普拉兰岛东北部的海滩上。

整洁简朴的法国克里奥式牧人小屋尽显奢华、清爽与舒适。每间小屋都有独立的浴室、化妆间、

迷你酒吧、吹风机，保险柜，茶与咖啡制作用具。法式的带有百叶窗的门朝向大海，身在阳台，

花园与海滩的美景尽收眼底。

11、巴蒂斯塔饭店(Restaurant Batista)

位于马埃岛。提供最典型的塞舌尔克里奥风格午餐。价格合理。风景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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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船型宾馆（Hotel Berjaya Mahe Beach）

四星级，但是很老，李鹏曾经下榻于此，因为他曾经到附近的海滩游泳，当地华人就把那个海滩

叫李鹏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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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瑟夫岛(Cerf Island)酒店

坐落在距离马埃岛仅5分钟的船程，游泳也可以到达。三星级。酒店很小，但是很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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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码头（Wharf Hotel）酒店

坐落于马埃岛，三星级，酒店前面风景一般，但是却很有名，因为它有一个码头，经常能看到国

外的豪华私人游艇在此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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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预订酒店可先通过Seychelles的官网筛选

http://www.seychelles.travel/en/about_seychelles/index.php

然后直接发邮件跟酒店预定的，很方便；可选度假村，往往每岛只有一家，真正的私人海滩，更

有特色，如果有明确的酒店选择，可以试着通过旅行社预定，也许会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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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克里奥尔风味美食的诱惑

塞舌尔的克里奥餐和东南亚饮食很相似，既有原汁原味的清新又有很强烈的辛辣味道。塞舌尔的

克里奥尔烹饪风格受到了非洲、中国、英国、法国和印度传统烹饪风格的影响，使用最多的调料

是用椰子汁和面包果按照一定比例配置而成的。面包果的精制过程和土豆的制作过程相似，但是

稍微有点甜味。其他果实和蔬菜包括茄子、葫芦、木瓜、香蕉、芒果、鳄梨、木菠萝、柚子、番

石榴、荔枝、菠萝、瓜、酸橙和金苹果；进口的龙虾、章鱼、猪肉和鸡肉比牛肉和羊肉更为常见

。

在塞舌尔的许多餐馆里也供应少许的带有国际烹调风格的菜品，但是对于鱼和贝的烹饪方法使用

的是传统的克里奥尔烹饪风格。塞舌尔允许人们喝葡萄酒、啤酒等酒精饮料。当地流行的有英国

产的叫Guinness的强性黑啤酒和软饮料，另外当地的茶也很受欢迎。不过在塞舌尔最主要的产品

还是鱼，可以用你想不到的方式去烹调，尤其是红鲷是最受欢迎，最为游人所知的。龙虾和石斑

鱼也很有名，价格也较便宜。这里还有一种很便宜的食物，那就是沙滩上的椰子，学习如何打开

它们出奇麻烦的壳（不是外壳，那简单，是那一层纤维），然后你就可以享受里面的东西了！

当然，塞舌尔奇妙的夜生活，也可以满足喜欢做夜猫的你。激情的夜生活都会在比较大型的酒店

附近，有电影院、剧院、Disco，也有很多有趣新潮的餐馆。如果你想要一杯好的啤酒，一定要试

一下当地的Seybrew啤酒，那味道有点像Bavarian风格，让你享受到温柔的感觉。你也可以在路边

的小店买这些啤酒，一杯黑色的Takamaka朗姆酒就是在满天星下的海边结束在塞舌尔一天旅程的

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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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美食：克里奥尔(Creole)、芒果汁生鲷鱼片、鹦鹉鱼糊、茄子咖哩鸡

不可错过的美食地

：“玛丽安东耐特”餐馆，是一座很老的大房子，有100年的历史，菜单也有25年没有换过了，在

里面可以品尝到鹦鹉鱼糊、茄子咖哩鸡等美味。

悦榕庄是品尝各种美食的好去处，美味的克里奥尔(Creole)美食融入了塞舌尔的咖哩、椰子类的菜

肴和香料，值得一尝。在这还可以品尝到东南亚美食等，或者在沙滩上安排一场浪漫的烧烤，都

是不错的选择。在塞舌尔你还可以尝到芒果汁生鲷鱼片。

另外，Victoria市中心的Pirate Arms，绝对是性价比最好的。鱼一般是SCR

120（配饭或薯条加沙拉），新鲜果汁SCR 24（推荐guava番石榴），SeyBrew啤酒SCR

32（老实话不怎么样）。猪牛羊的我们都没有点，价格大概是SCR

120-160吧。都到了海边，吃鱼吧！

另外，每个星期五晚上在Victoria港口都有一个大夜市，是当地人happy happy

relaxy（塞舌尔口音，尾音要全部向上哦）的去处。人山人海，吃喝非常便宜（在Pirate

Arms我们两人一般要SCR 300）。

                                               56 / 62



�������

塞舌尔：人间伊甸园
  

八、败在塞舌尔的乐趣

塞舌尔的工农业都不发达，很多物品都需从国外进口，但这里生产的香料很出名，如肉桂、薄荷

、香草等，还有椰子、茶叶都是出口产品，不妨购买一些。

购物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8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8点到中午12点，星期天大多数店休息。

由于海椰子的名气最大，塞舌尔很多机构的门口都摆放着海椰子形状的雕塑，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上也印着海椰子，而剥了外皮去掉了果肉的海椰子也被摆上了商店的柜台。和当地政府官员每月

几百美元的收入相比，海椰子的价格算是很贵了，每个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以上。外国人如果想

买了带出国，需要塞舌尔有关部门批准，并要贴上特殊标签才能出境。游客如果买不到新鲜的海

椰子果，买点用海椰子果为原料生产的酒也行。盛酒的黑瓶子形如海椰子核，酒汁乳白色，质稠

爽滑，味微甜，酒精浓度为17度，四五十美元一瓶。这种酒深受女士喜爱，她们以品尝该酒为时

尚，所以海椰子酒又称“女士酒”。

(图片由网友 @街角空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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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购物地点是在首都——维多利亚比较受欢迎的是在市中心的Seychelles Buy and Sell不过在Pras

lin（塞舌尔群岛第二大城市）就比较少购物地方。在比较大的酒店会有精品店，不过在塞舌尔，

购物不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在游览的时候，一定要买传统经典的纪念品，coco-de-mer或者nut of

the sea（一种在塞舌尔的地方树种的核，不过西药出口证明）而其他的纪念品，即使不是非常特

别，像贝壳，珍珠项链，纺织品，稻草帽，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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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塞舌尔行程推荐

八日游景点路线（不含鸟岛）

D1：北京首都机场经迪拜转机前往美丽的塞舌尔群岛。夜宿飞机上。

参考航班：EK307  PEKDXB  23:55-04:20+1

（飞行时间8小时25分钟，机型：空客388）

D2：由迪拜乘飞机前往塞舌尔。

参考航班：EK707  DXBSEZ  08:25-13:05

（飞行时间4小时40分钟，机型：空客345）

D3：马埃岛海洋公园一日游

早餐后，前往塞舌尔群岛上最富盛名的圣安娜海上国家公园。在船上可以透过玻璃船底欣赏到美

妙的暗礁世界。午餐后，喜欢潜水的朋友可借助船上的浮潜设施去探索美妙的海底世界。

D4：游马埃岛 

D5：普拉兰岛拉迪格岛一日游

早餐后走入原始的热带丛林五月谷，传说中的伊甸园：参观世界上最独特而神奇的类似人体器官

的海椰子；中午前往最具原始风情的拉迪格岛，参观古老的海椰子庄园，椰油冶炼厂。

D6：马埃岛 

D7：早餐后，前往世界上最小的首都维多利亚，欣赏热带风情的市容；参观塞舌尔早期的教会学

校遗址，在山顶俯瞰马埃岛和远眺塞舌尔散落在印度洋上的珍珠小岛。下午前往岛上的手工艺作

坊村，参观具有早期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建筑，看艺人们用各种棕榈椰子或是贝壳如何制作出古朴

简单而又独特的工艺品。

晚餐后，前往塞舌尔国际机场。

参考航班：EK708  SEZDXB 2355-0425+1

  （飞行时间4小时30分钟，机型：空客345）。

D8：乘机飞往北京

参考航班：EK308    DXBPEK 1100-2220

  （飞行时间7小时20分钟，机型：空客345）

九日游经典路线（包括鸟岛、三岛一日游）

D1：从北京乘机前往迪拜转机

D2：由迪拜乘飞机前往塞舌尔，入住酒店

D3：马埃岛一日游

D4：普拉兰、拉迪格一日游：乘快船前往普拉兰岛，暂别赤道的阳光，走入原始的热带丛林，游

览世界上唯一的海椰子原产地～五月谷。中午乘帆船前往拉迪格岛。午餐后在世界著名的德阿让

海滩游览，休闲。之后乘船返回普拉兰酒店入住。

D5：三岛一日游。Cousin,curieuse & St.Pierre三岛游：Cousin岛是塞舌尔某些最珍贵鸟类生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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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前往curieuse岛，古代麻风病患者聚集地，现以博物馆和迷人的生物多样性包括（海椰子标本

）而闻名。最后，在美丽的St. Pierre

海岛停靠，以令人惊叹的潜水和未人工雕饰的自然美而著称。结束行程乘船返回马埃。

D6：乘小型飞机前往鸟岛。入住酒店休息。

D7：游览鸟岛，下午乘机返回马埃岛。

D8：游马埃岛，晚上千万塞舌尔机场。

D9：乘机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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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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