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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里求斯：原版伊甸园

“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仿造毛里求斯创造了伊甸园。”——马克�吐温

在非洲地图上，顺着马达加斯加的边缘朝东移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点，便是被誉为“印度洋上

明珠”的海岛国家毛里求斯。深邃的海洋、美丽的珊瑚礁、灿烂的阳光、绵延的沙滩、茂密的原

始森林，正等待着您开始一段探索“原版伊甸园”之旅。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它地处近南回归线，属非洲的海岛，享有亚热带气候，温度宜人。它拥有着一张典型的非洲面孔

——热烈而奔放，骨子里却透露着法国的浪漫、英国的优雅和印度的妩媚。它犹如印度洋上的一

颗明珠，成为恋人们的蜜月圣地，欧洲富豪们的“后花园”。来到毛里求斯可以同时感受到法国

的风情，英国的优雅，非洲的奔放与印度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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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地图

毛里求斯，一个令人痴迷的天堂般国度，在这里你会感到心灵净化。在这里每位游者都会得到特

殊的关照，每次不同的邂逅您都会发现友善的脸庞，每张笑脸都向您承诺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假日

。这座位于碧蓝色印度洋中的海岛，保有传统和现代的缤纷色彩。这里是平静安宁的绿洲，在这

里过去和现在微妙地混合在一起。毛里求斯之旅，将为您的人生留下隽永美好的回忆！

最佳旅游时间：

毛里求斯的气候全年温暖，平均气温是摄氏25度，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1月的天气最为舒适，这期

间去毛里求斯旅游是再适合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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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中国公民在毛里求斯停留期不超过60天可办理落地签。需提交的材料如下：

1、有效，确定日期的回程机票，并提供影印件。

2、足够支付在毛里求斯费用的经济证明或银行存款，建议按毛里求斯停留天数×50美元/人的标

准携带现金，以供移民局官员核查。

3、在毛里求斯下榻酒店的定单，需注明旅馆名址，订房日期，停住几日等，并要有酒店的确认。

4、身份证明材料。

中国公民申请以下签证，需到毛里求斯驻华使馆申请：

1、申请长达2-6个月的旅游签证；

2、申请长达2-3个月的商务签证；

3、受毛里求斯社会文化部的邀请，前往毛进行社会文化活动，需申请长达一个月的社会签证。

除上述外，申请人申请以下签证需在入境前获得毛里求斯移民部门的许可：

1、前往毛里求斯进行宗教活动；

2、前往毛里求斯任职；

3、前往毛里求斯留学。

签证要求：

合格的标准

1、护照有效期超多6个月

2、回国或居留地的有效航班机票

3、入住确认（宾馆，或有毛里求斯人作为保证人。要为保证行为提供有效证据。写明名字、地址

、职业、社会关系、国民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4、对于住宿要有足够的支付的能力（每晚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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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证不从事任何盈利活动

申请程序

1、请从http://passport、gov、mu网址下载申请书，按时填写并签署该申请书。

2、所需提供以下的文件：

a、两张护照大小的照片，护照首页信息复印件；

b、具有3个月的有效来往多次的签证的复印件

3、完整提供所有相关材料后，申请处理一般需要五个工作日。

毛里求斯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

地址：东直门外大街23号东外外交办公楼202

电话：65325695 65325698（领事处）

传真：65325706

电子邮件：mebj@public.bta.net.cn 

旅人提示：请以毛里求斯共和国驻华使领馆签证部门提供的最新信息为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2、海关信息

1、18岁以上的游客可以携带以下的免税商品：250克的烟草制品（包括雪茄和青烟）、1公升的酒

精、2公升的葡萄酒、麦芽酒或啤酒、0.25升的淡香水或者香水和不超过100毫升。

2、植物进口必须事先得到农业部的允许，包括：插穗、花卉、鳞茎、新鲜水果、蔬菜以及种子。

3、禁止引进甘蔗的任何一个部分，土壤微生物、无脊椎动物、所有进口的动物以及其他农业产品

，需取得农业部的进口批准以及原产地的健康证明。

4、走私毒品将会被处以重刑。

5、枪支弹药需要进口许可，并且必须在地大师申报。

   

3、货币和小费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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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通用货币是毛里求斯卢比（Rs）。纸币面额为25卢比、50卢比、100卢比、500卢比、1000

卢比和2000卢比；硬币面额为5分、20分、50分、1卢比、5卢比和10卢比。 

小费：

毛里求斯由于曾经为英、法殖民地，长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当地服务生也有收小费的习惯

，但并不是强制要求的，一般情况而言小费是对服务满意的一种表示，原则是以服务为交换，在

未完成前不要支付。

旅人提示：10%的政府税金已包括在住宿和餐饮账单内。

兑换：

在主要的银行、货币兑换处和大的酒店都可以进行货币兑换。货币兑换处的汇率要比银行优惠一

些，但是差别很小。酒店的兑换汇率最不划算，而且还会加收一些服务费。通常，旅行支票的兑

换率要比现金更优惠。

银行兑换货币不收取手续费。记得兑换货币时要带上您的护照。在您假期结束时，想要将毛里求

斯卢比兑换回外币，您需要持有兑现表格。在机场出入境、出境大厅均设有银行的窗口。

银行卡：银行、大部分酒店、饭店和旅游时商店都接受信用卡，其中维萨卡和万事达卡是使用最

方便的。在主要旅游地区之外的地方主要接受的还是现金。

ATM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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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自动取款机分布很广，不过罗得里格斯岛自动取款机很少。它们大部分都位于银行外面

，此外您在机场、大型超市和一些购物场所也能找到自动取款机。大部分取款机都接受维萨卡和

万事达卡。

旅人提示：出发时带上美元或者欧元，到了毛球机场可以方便的兑换，不过大部分地方也都收各

种货币，2010年1月22日，银联开通毛里求斯商户的受理业务。

   

4、其他

通信：

国际电话设备可以使用在当地购买的国际电话卡，大部分城镇和村庄都设有邮局，在网吧或使用

GMS可以上网，许多酒店都有邮寄和因特网服务。

从毛里求斯拨打海外电话时：外线国际+国码+区码+电话号码（0086+区码+电话号码）比如：座

机0086-21（上海）-88888888，手机：0086-888888888888

时差：

毛里求斯属东四区，比北京晚四个小时。

语言：

官方语言为英语；但法语普遍使用，如报纸、杂志、电视均以法语为主；克里奥尔语则是岛民最

常用口语。

插座：

毛里求斯使用的电压为220v，电源插座为英标插座。请携带转换插座。

饮水：

毛里求斯酒店的自来水不可直接饮用。酒店一般内不设有免费的热水供应，如客人要求酒店提供

，可能酒店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气温服装：

毛里求斯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分夏、冬两季，以穿着薄的便服为主，但海边度假酒店早晚

温差大，除了带夏装以外还需携带薄的长袖衬衫和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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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里求斯最棒体验

   

1、不只是“蜜月”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天天都在

(图片由网友 @木偶的悲伤°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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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的白沙海滩让毛里求斯烙上了“浪漫”的LOGO，而这里远不止拥有阳光、海岸。有人说它

骨子里透着法国的浪漫、英国的优雅和印度的妩媚，这里更是世界上5大婚礼及蜜月胜地之一。旖

旎的自然风光，温暖的热带气候，浪漫的酒店以及那毛里求斯人与生俱来的热情，让这里的浪漫

处处存在。在这里漫步在洁白如缎的海滩，沐浴在清澈蔚蓝的海洋，与您的恋人一同穿越毛里求

斯，探寻这片多姿多彩的“伊甸园”中的处处浪漫。

   

2、海堤漫步——追逐阳光海水与清风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清澈的海水，无尽的沙滩——毛里求斯是一个实现您热带梦想的地方。漫步在这里洁白细细的沙

滩上，感受海风的轻抚，看近处的海碧绿透明，清若水晶；远处的海湛蓝深邃，亮丽如玉。对于

每一位期望感受壮阔大海，沐浴热烈阳光的人们来说，这里这晶莹透彻，瑰丽无比的海以及那绵

延的细软沙滩，无疑都是伊甸园般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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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壮阔的大海为背景 在绿萌碧海中挥杆入洞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在梦幻般的小岛上度假打高尔夫无疑可以让你的球技迅速得到提高，临海的高尔夫球场绝对让您

惊叹。岛上的球场多以壮阔的大海为背景，在绿萌碧海中挥杆的经验，将让您永生难忘。这里高

尔夫球历史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英国和印度。毛里求斯的金卡纳俱乐部（Gymkhana Club）是

南半球最古老的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世界上第四大古老的俱乐部（1844）。目前，全岛一共有7座

标准18洞的高尔夫球场，分别是：The Legend & The Links，Four Season Golf Course, Gymkhana

Club，Heritage Golf and Spa Bel Ombre，Le Touessrok Golf Course，Le Paradis at Le Morne，Tamarina

Golf Course。另外还有5个九洞球场。

旅人提示：一般来说，所有酒店的俱乐部里都有更衣室和高尔夫用品店，供顾客放置和购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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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配备有教练(包括私人教练)；尔夫球，俱乐部和球童可租用；旅客需交纳入场费。

高尔夫球场信息表： 

   

4、美妙潜水探访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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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潜水是毛里求斯水上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项，游客只需要一个裸泳面具和一双蛙鞋，轻便的潜水装

备，或者只有一套泳衣就可以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愉悦。毛里求斯的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在25米深的海底可以观赏缤纷夺目的珊瑚和多于1000种的鱼类。清澈透明的珊瑚礁和宏伟壮观的

珊瑚床成为色彩鲜艳的小鱼的家。还有潜伏在这里大海鳗会使到此一游的您惊讶不已。

旅人提示：

潜水方式一：潜水艇BLUE SAFARI –THE SUBMARINE

体验深度的潜水，惬意地坐在空调压力舱内，在35米深的海洋中开启一段海洋生物和珊瑚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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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

营业时间：冬时令8:30-15:30,夏时令8:30-16:30

旅程耗时：共两小时，水下时间45分钟

潜水方式二：海底摩托车BLUE SAFARI–THE SUBSCOOTER

绝对新颖的海底摩托车带有一个密封头盔，带上头盔，驾驶员和乘客便可透过透明的保护空腔舒

适地观赏360度海底全景。

营业时间：冬时令8:30-15:30,夏时令8:30-16:30

旅程耗时：共两小时，水下时间35分钟

注意事项：

1、不会潜水者和不会游泳者不会有安全问题

2、驾驶员须16岁以上，乘客须8岁以上

3、孕妇以及患幽闭恐惧症，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以及耳腔疾病者禁止参加该项活动

4、自带泳衣或短裤，免费提供毛巾、潜水服

   

5、在世界第二古老的赛马俱乐部观赏最激情的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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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毛里求斯以它蒸蒸日上和久经考验的赛马团而引以为豪，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赛马骑师。岛上1

812年建立于路易斯港的Champ de Mars跑马场是南半球最大的赛马场，毛里求斯赛马俱乐部是世

界上第二古老的赛马俱乐部，历史仅次于英国赛马俱乐部。赛马经常在5月至11月的周六或者周日

举行，每次赛马都会吸引将近3万人前来观看。用于比赛的骏马也从南非，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

进口优良马匹。在这样热烈而又古老的赛马场中看一场赛马让激情迸发。

   

6、海底漫步 “旱鸭子”也能体验炫目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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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这对于那些不会游泳但又想领略毛里求斯海底美丽的珊瑚和神奇的海洋生物的人来说，海底漫步

是个绝好的体验机会。只要接受几分钟的指导之后，就可以头戴连接呼吸管的潜水头盔并配备安

全绳，开始漫步之旅。配备专用装备在海底漫步，即使你整个人都浸在海水里，你的头部也不会

被浸湿。五彩缤纷的鱼儿视你而不见，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你还可以用面包喂食鱼儿，与海底生

物的亲密接触。

   

7、在欢快的塞卡舞中体验毛里求斯的奔放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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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塞卡 (Sega) 是毛里求斯一种本土独有民间音乐和舞蹈的统称，每一位毛里求斯人可以说都是伴随

着塞卡舞长大的。在塞卡舞中少不了马拉瓦纳木沙盒和三角铁所奏出的欢快节奏，有节奏的鼓声

，滑移的脚步和摇摆的臀部成为音乐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舞蹈对毛里求斯人来说非常特别，因

为它来源于非洲黑奴。一天的辛劳之后，围着篝火跳一段舞，成为他们消遣的方式，将生活的艰

辛暂时放在一边。今天，无论在海滩上，还是在商店或者酒店里，都可以看到塞卡舞的影子，它

成为了人们的娱乐消遣的方式。

   

8、深海垂钓 超过1000中的鱼类您不心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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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静静躺在印度洋怀中的毛里求斯可谓是垂钓爱好者的天堂。这里美丽的海面之下蕴藏着丰富的鱼

类资源，多于1000种的鱼类您心动了吗？其中最受垂钓者喜爱的蓝色和黑色的枪鱼、类别众多的

深海鱼、黄金枪鱼还有凶猛的马寇鲨等。此外这里还保持着世纪上多个垂钓记录，包括1430磅的

蓝色马林鱼、1115磅的马寇鲨鱼400磅的蓝鲨等等。在海上抛出一杆，没准下一个世纪记录的创造

着就是您！

   

9、“风筝冲浪”体验翱翔于天际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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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毛里求斯是全球最棒的风筝冲浪地之一，这是一项时髦的运动，脚踩冲浪板，身体套上30米长的

线所连接的风筝，利用控制杆操作，当冲浪者以时速40公里的速度滑行水面，借助风筝拉力跳跃

腾空20米，将会体会无拘无束的刺激感。

旅人提示：

1、毛里求斯每年9月举办国际风筝冲浪活动，邀请国际冲浪明星参加，譬如来自澳洲的Felix Pivec,

阿根廷的Martin Vari(三届世界冠军得住)、英国的Will James、美国的John

Amudson、法国的Bertrand Fleury 及西班牙的Jaime Herraize等。

2、全岛有许多训练中心，分布在比较平静的海域，为初学者提供入门课程。

   

10、在路易港的某个午后独享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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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路易港三面群山环抱，一边临海，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更是毛里求斯的首都。在某个午后的路易

港，太阳如火如荼地照耀全城，每个角落都光辉灿烂、生机勃勃。可是它看起来又有些复杂：现

代化的玻璃墙大厦、印度教的庙宇、伊斯兰式样的民居、中国的神龛和店铺，甚至欧洲哥特风格

的教堂，新旧交错，东西混杂，仿佛不肯轻易被人认识⋯⋯

   

11、追寻《爱丽斯梦游奇境记》中的渡渡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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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在毛里求斯几乎所有出售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种像大胖鸭子的动物纪念品

，有草编的，有木雕的，还有印在明信片和T恤上的，它就是毛里求斯特产的渡渡鸟（DODO）

，《爱丽斯梦游奇境记》里面的DODO鸟，正是它。虽然渡渡鸟已经灭绝了将近300年，却依然激

发着众多游客的好奇心，不远万里去到毛里求斯的路易港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一睹渡渡鸟的容貌

。

   

12、造访一次温泉享受毛里求斯式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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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在毛里求斯，您的旅途中一定要为自己的幸福而放慢脚步，造访一次这里的温泉，体验一次毛里

求斯式SPA。在众多如娇韵诗、纪梵希、娇兰、蓓丽和资生堂等国际一线品牌的赞助下，毛里求

斯所提供的水疗服务是世界顶级的。此外在毛里求斯您更可以尝试以当地花草植物为原料，来自

古老的非洲和克里奥尔的药物疗法。

   

13、观海龟下蛋感叹生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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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每年五六月间是海龟产卵的好日子，也是毛里求斯最值得一看的胜景。大腹便便的雌海龟会在月

黑风高之夜从海里悄悄摸上沙滩，生下一窝窝白花花的海龟蛋，再用沙小心盖好。海龟经常下蛋

的地方通常有标志，还有望远镜出租。不过，在看海龟下蛋时，只能在50米以外躲在礁石后面看

，也不许打手电，因为海龟不能受惊吓，否则就不下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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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游毛里求斯

   

1、路易港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路易港是毛里求斯全岛最大港口，又是全国政治、经济、商业、文化和运输中心。市内群山环抱，有点儿似南

非的开普敦市。但市内建设却显得比较复杂，有现代化的玻璃墙大厦，亦有伊斯兰古堡，甚至古典的欧洲式建

筑物，真正新旧交错，互相辉映。最难得的是在市区大道上种植了林木花草，高高的排列整齐的椰树及棕榈树

配衬着花园内的彩色杜鹃花，充满热带风情，环境显得更加清雅。

路易港中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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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中央市场位于路易港市中心，是毛里求斯传统型的市场，有各种香料、手工艺品和当地特产等。

工艺品中最具有本地特色的是木帆船，手工精细，是家中摆设装饰品的首选。当地的皮革制品如

牛皮袋、皮鞋、皮带等都别具非洲特色。在这里还可以买到毛里求斯特有的香草加味红茶，醇香

浓郁，沁人心脾。

地址：毛里求斯路易港

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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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不光是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地方有唐人街，即便是毛里求斯，也有带着浓厚中国味道的唐人街。

原来早在六十年代便有中国人移居毛里求斯岛，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一带，多是客家人，绝

大多数从事贸易及生意买卖，更有一些是当地大集团的老板，地位举足轻重。

地址：毛里求斯路易港

庞普勒穆斯皇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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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植物园得名于园中栽种的一种爪哇橘树-庞普勒穆斯。始建于1735年为当时法国殖民总督拉波多内

名为“我的乐园”的私人花园。 1768年，法国园艺家皮埃尔�普瓦沃（Pierre POIVRE）迁居到此

，开始引进世界各地特有的植物和动物。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经营，现已成为一个占地60英亩、国

际知名的大型植物园。园中植物种类繁多，其中有80种从巴西、马达加斯加和中国等地引进的棕

榈科植物和近20种西南印度洋特有物种，包括巨棕榈树、辣椒树、乌木树、红木树、露兜树和蒲

葵属植物等。特别著名的是一池池叶大如盘的古睡莲——王莲，这种巨型莲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莲

花，它们的叶子直径一般在2米左右，据说可以承受住一个婴儿的重量。王莲的花通常在下午绽放

，第一天是白色的，第二天花会变成粉红色的。此外，园内还有一些独特动物，其中有来自塞舌

尔的巨龟、印度尼西亚的鹿和马达加斯加的红嘴鸟等。

地址：Pamplemousses, Mauritius

糖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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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毛里求斯的经济主要以制糖业为主，因此如果你想了解毛里求斯世界主义文化的起源以及毛里求

斯人民的文化精髓，糖业博物馆是一个好地方。糖业博物馆开放于2002年10月28日，占地约5000

平方米，坐落在一所废旧的制糖工厂里。这个古老的制糖工厂于1999年关闭，经过三年的辛苦重

建变成了现在的糖业博物馆。糖业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四个多世纪以来与制糖工业息息相关的毛

里求斯小岛的发展过程，同时它也记载了终身投入制糖事业的工人们的辛劳汗水。另外，它也不

忘通过图片以及真实的机器工具等生动的方式向人们展现制糖的过程。糖业博物馆包括三个部分

——生态博物馆、Boutik村和Le Fangourin 餐馆。生态博物馆展览了一些原始的制糖机器，向游客

展现了制糖工业的诞生和进程、毛里求斯的人口发展，同时也会向旅客介绍制糖植物、制糖流程

和糖业市场的情况。

地址：毛里求斯路易港

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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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位于黑河区，占地面积10多公顷，1979年建成。园内饲养有160种、21个族类的2500多只鸟，其中

较珍贵的有南美大鹦鹉、巨嘴鸟、粉红鹳、丹顶鹤、冠鸠等。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标本陈列

室，在那里可以看到世界濒危保护鸟类—毛里求斯长颈粉鸽。园中还设有水族馆并饲养虎、豹、

狐猴、龟、小型袋鼠等动物。

地址：Route Royale Flic en Flac, Mauritius

炮台山

  位于首都路易港市中心，在山顶可俯瞰整个路易港市容。山上堡垒名为阿德莱伊德城堡，建于

1834-1840年间，城堡名称源自当时英国国王纪尧姆四世之妻的名字，修建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当时

旨在推翻奴隶制度的反抗运动。该城堡曾因长年弃用而成为废墟，上世纪90年代被重新翻修。

地址：毛里求斯路易港

   

2、帕里斯民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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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想体验毛里求斯的乡村生活吗？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帕里斯民俗村。依偎在帕里斯山谷中的帕里斯

民俗村，会将你完全带入时光倒流的迷人古代情境：富有美感的殖民时期的建筑，靠牛拉车制糖

的磨坊，大街上疾行的马车，以及高级餐厅令人难忘的烹调。这里有甘蔗叶铺成的屋顶，屋顶上

有法国风格的垂饰，而垂饰上的图案又带着印度风情。民俗村相当大，可以乘坐马车参观周围的

甘蔗园、茅草屋，还可以看到当地人示范制作的咖啡豆，欣赏热情洋溢的赛加舞。

地址：毛里求斯卡特勒博尔纳

   

3、鸠必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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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岛上另一个住宅区Curepipe亦是迷人的小镇，那里大部分建筑均具欧洲色彩，拥有教堂、购物中

心，成为本地人和游客的购物及饮食胜地。这里原来有一座死火山(Trou Aux Cerfs)，鸠必火山口

直径200米，深85米，中央仍有湖水。在山上欣赏火山湖外，更可以一览全市景色，相当不错。位

于附近Quatre

Bornes咭磅市的另一座中央市场，建筑特别，有如一座科幻城堡，远眺近看都别有一番景象。

地址：Curepipe, Mauritius

   

4、七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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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七色土”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七种不同颜色泥土的地区。据说这里可找到七种以

上颜色的泥土，是火山灰形成的奇观。据说即使把山坡上不同颜色的土翻耕后再混合在一起，只

要经过一场大雨，又会恢复原状。不妨以玻璃试管入满各色泥土作为纪念，非常独特。

地址：Chamarel, Rivière Noire, Maurice

   

5、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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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鹿岛是镶嵌在毛岛东端海岸的一个小岛，拥有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滩，不到此一游将终身遗憾。鹿

岛被称作“天堂群岛”之一，位于毛岛东部，乘船20分钟到达。过去时有鹿群涉水渡过海湾，鹿

岛由此而得名。拥有天然优美的礁湖，水面宽阔平静，沙滩洁白细腻。岛上遍生椰子树和一种叫F

ilaos的植物，建筑物均为原始古朴的石房或茅屋。游客可享受各种海上运动：帆板、快艇、玻璃

底船、水上滑翔伞、香蕉船等，还可品尝克里奥尔（土著）风味食物。餐馆多为拙朴可爱的小凉

亭。有一狭窄水道将鹿岛与其近邻“东部岛”隔开，游客可游水或趁退潮时步行到那里。岛上风

景优美，最著名的就是那片不会游泳的人也可走进去几百米而不用担心被淹到的浅滩。

地址：毛里求斯东部

   

6、黑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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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黑河山是毛里求斯岛上的名山，位于岛西南部，紧靠海岸。黑河山的最高点是小黑河峰，高达826

米，黑河山峰峦起伏，诸峰间百涧奔流，每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溪流涨水，渲嚣而下，风景十分

美丽。

地址：毛里求斯舍曼格勒涅

   

7、鳄鱼公园

                                               36 / 7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91&do=album&picid=28989


�������

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属自然保护区，1985年对外开放。园内呈茂密的热带雨林景观，饲养着包括鳄鱼在内的数十种西

南印度洋群岛的野生动物，是毛的一个小型动物园。曾为香草种植园，后澳大利亚动物学家Owen

Griffiths及其毛里求斯籍妻子发现该地适于养殖尼罗河鳄，遂从马达加斯加引进了五条。目前该园

是毛饲养和繁殖鳄鱼的基地，除供观赏外，还可制作鳄鱼标本、鳄鱼皮包、皮带和首饰等手工艺

品。园内设有快餐厅，可供游客品尝鳄鱼肉。除鳄鱼外，园中还有猴子、野猪、鹿、巨龟、蜥蜴

、蝙蝠等爬行和小型哺乳动物。

地址：毛里求斯舍曼格勒涅

   

8、Belle Mare 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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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位于东部的Belle Mare海滩可以说是其中最美丽也最著名的海滩。Belle Mare绵延十余公里的洁白沙

滩静谧得宛如传说，在黑色的礁石上看绚烂的晚霞仿如置身仙境。在Belle Mare 海滩海水是带着淡

绿色的蓝，清澈地宛如置身童话世界，凹凸有致的白色海滩则使童话感觉又浓烈了许多。

地址：Belle Mare, Flacq, Mauritius

   

9、大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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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大湾市是毛里求斯西北部海岸的一个港湾小镇，位于路易港以北20公里处。这个昔日的小渔村现

在已经发展成为毛里求斯岛最著名的疗养胜地和度假天堂。大湾三面为陆地环绕，海水如湖水般

平静。沿着港湾形成一片蜿蜒的白色沙滩，岸边有很多餐馆、酒吧、音像店和纪念品商店。当夕

阳西下，沙滩上没有了炙热的太阳，不同肤色的人们纷纷出现在海边，他们有的和孩子嬉戏，有

的一把吉他弹唱，有的在沙滩椅上看书⋯⋯漫步此处，无疑是置身于悠闲天堂之中。

地址：Coastal Road, Grand Gaube, Grand Baie, Mauritius, Grand Ba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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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五、毛里求斯美食

毛里求斯以其美食在历史上取得的荣誉引以为豪，同时它的现代的美食也在世界享有盛誉。因地

理和历史关系，它的菜式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丰富多样的，在超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传统的毛里

求斯烹调是集合了欧洲、非洲和亚洲菜式的大成；现代的毛里求斯烹调在秉承传统方法之余，也

不断融入新的菜式，挑战新的风格。

百万富翁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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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之所以有这么独特的名称，是因为沙律是由当地盛产的棕榈树心（Heart of Palm）烹调而成的，一

棵棕榈需五年的时间长成，只有树心能吃，一棵只够八人享用，可谓桌上珍品。

朗胟酒

毛里求斯人喜欢喝当地一种甘蔗酿的朗胟酒（Ram），这酒后劲足，容易醉，不过如果往酒里兑

水，就不会那么容易醉了。

毛里求斯明虾鸡肉咖喱

顾名思义，是用明虾、鸡肉这两种食材混搭烹制的一道咖喱菜肴，但是这儿用的咖喱跟平常概念

中的咖喱有所不同。毛岛咖喱不甚辛辣，味甘微酸；去皮鸡肉嫩软入味，明虾虾仁鲜香筋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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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味蕾的同时，也带来无尽的咀嚼享受。

DHOLL PURRI

这是一种当地很受欢迎的薄饼，它是填满了黄豌豆的小麦煎饼，配合着当地特有的咖喱和番茄酱

在淋上一些辣酱或是“咖喱角”十分美味。

海鲜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毗邻非洲马达加斯加东部的岛屿，是个未受污染的怡人小岛，因此海产特

别丰富，如玛玲鱼、鲜吞拿鱼、烟剑鱼、生蚝、迷你龙虾。其中烟剑鱼更是十分出名，鱼质跟三

文鱼相若，但颜色偏红。

咖喱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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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咖喱风味的烤肉串，蘸着当地风味的辣酱吃，鲜美的肉汁留在嘴里让人爱不释口。

海胆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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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海胆在中国的北方也称“刺锅子”。长得浑身都是刺，像刺猬。里面的“黄”，极其鲜美，可以

生吃，做汤。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吃法便是海胆炒蛋了。把鸡蛋和海胆的鲜美全部精华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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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六、毛里求斯特产及购物

   

1、特产

古船模型 

(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毛里求斯的第一军舰模型制作公司（First Fleet Reproduction Ltd）的工作室汇集了代表军舰设计领

域最高水平的专家们，精准度极高，这里的古船模型是模型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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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毛里求斯是以纺织品而闻名，如套头毛衣等针织品。名牌衬衫、西服、女士服装及泳衣短裤等价

格均宜。

食品 

喜爱烹调的旅客可以购买水果冻、辣椒以及其他香料和腌制品。用油、香料及辣椒泡制的剩菜也

是著名特产。

玻璃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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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毛里求斯的传统手工艺师傅以精湛的技艺吧熔融的玻璃转变为造型独特的酒杯或是餐具或是很据

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如渡渡鸟，濒危鸟类，钟表等。

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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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毛里求斯的箩筐编织品、刺绣、陶器和石刻等也都深受游客欢迎。

皮具

当地的皮革制品如牛皮袋、皮鞋、皮带等都别具非洲特色。

香草红茶

在这里还可以买到毛里求斯特有的香草加味红茶，醇香浓郁，沁人心脾。

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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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毛里求斯的珠宝也很有名，在毛里求斯的珠宝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中西合璧的独特款式和设计。

奢侈品珠宝品牌Bijem 在此有专卖店，这是一个来自摩纳哥的珠宝品牌，许多产品都是在毛里求斯

本地制造、生产、出口，并且可以严格按照你的要求设计制作。

旅人提示：

1、购物关税：免税的项目包括流行的照相摄影设备与配件，手表手机以及其他电话设备，画作、

雕刻品、古董、太阳眼镜以及双筒望远镜。皮革与珠宝也是免税项目，香水和关税也有关税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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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免。

2、购物退税：游客回国时，在机场专柜出示购买的产品及其收据后，可以办理附加价值税的退税

。

3、游客观光时须出示护照及机票。

4、只有在经过授权的店铺才能销售免税商品。

   

2、购物地推荐

路易斯港中央市场

想要购物的朋友可以到位于路易斯港中心的中央市场（Central Market）内选购。毛里求斯的工艺

品相当不错，特别是木帆船，手工精致。另外，草编篮子也是毛里求斯的一大特色，鲜艳夺目。

路易斯港的东方集市

来毛里求斯千万不要错过首都路易斯港的东方集市（Oriental

Market），这里物品众多，物美价廉，极具地方特色。

大湾

游客还可以去大湾的主要购物中心，在那里吸引人们目光的暖色系建筑内有许多商店，你可以买

到手工制品，礼物盒，当地流行的商品，船和飞机的模型，油画和珠宝等，并且度过一段轻松美

好的时光。

旅人提示：

1、现在免关税的物品包括流行的摄影及电影设备及其配件，钟表产品，移动电话和其他类型的电

话元件，画作，雕刻和古董，太阳眼镜以及双目望远镜。

2、皮草和珠宝首饰也不征收关税。特殊的订单在下单后几天之内便可送达。

3、毛里求斯还有很多沿公路的购物小镇，可以购买当地的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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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七、毛里求斯住宿

毛里求斯历来是欧洲中上阶层的逍遥地，环岛尽是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岛上迷人的自然景色以

及政府的税收激励制度吸引了许多其他有名的国际宾馆，例如，希尔顿大酒店、奥拜瑞大酒店、

索菲特大酒店以及艾美大酒店。岛上高级度假饭店多达80余家，是印度洋上著名的休闲度假岛，

被称为“饭店岛”。

1、印度水疗度假村 

位于伊甸园般小岛的毛里求斯，有这样一家度假村，满眼望去，尽是印度风情。从大堂到客房，

从SPA到饮食，这里的一切定会让您留恋忘返、驻足慨叹！作为奢华四星级的酒店，印度水疗度

假村（Indian Resort & Spa Luxe）是Apavou酒店集团旗下备受称赞的度假村之一。2008年度假村进

行重新装修，并购置全新家具（包括房间和公共区域），目前，它正以独具匠心的设计理念和舒

适的入住体验迎接各方宾朋的到来！

地址：Pointe Sud Ouest Le Morne 1, Le Morne 9999

网址：http://www.apavou-hotels.com/

电话：230-2618000

参考价格：双人间92欧元

2、One & Only 圣葛兰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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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One & Only圣葛兰度假村在毛里求斯享有盛名，30多年来一直深得名人垂青，戴安娜王妃最为钟

情的酒店就是此家，英国威廉王子曾住于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也是这里的

常客，日本明星藤原纪香的蜜月也在这里甜蜜度过的。凭着无可比拟的格调与服务，它向来被荣

誉为印度洋最具本土特色的度假村。

地址：Poste de Flacq, Belle Mare, Pres de la Plage, Poste de Flacq

电话：230-4011688

网址：http://www.oneandonlyresorts.com/

参考价格：双人间765欧元

3、Heritage Le Tel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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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坐落于西南部海岸村，是“全球小型奢华酒店”成员之一，地理位置优越，酒店环境优雅，距机

场35km，离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斯港40km。贴身管家服务彰显了酒店将人性化的服务作为高品质质

量代名词的信念，独具一格的五星级陈设，被注入了一丝殖民地时期甘蔗园风情，沁人心脾的热

带花园尽收眼底，Citronniers河从花丛中缓缓流淌而过，宛若可以穿过时光隧道，化为一段记忆，

流连在客人心里。络绎不绝前来入住的众多游客强有力地证明了该度假村殖民时期风格独特建筑

的魅力所在！

地址：B9, Bel Ombre, 毛里求斯

电话：230-6015500

网址：http://www.heritageresorts.mu/

参考房价：高级海景双人间475欧元

4、索菲特皇家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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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索菲特(Sofitel)皇家度假村就坐落在毛里求斯的西海岸。这座占地9英亩的热带花园宁静又奢华，

正在等候您的光临。从亚洲风格的温泉疗养，到纯白的沙滩，再加上各式各样的餐厅，所有这一

切都是为您度身打造，以确保您能在精致高雅的氛围中尽情放松。洁白的沙滩，清澈晶莹的海水

，让人窒息的美景使毛里求斯成为了所有旅行者的梦幻天堂。在个神奇的小岛上，你既可以领略

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又能享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款待。

地址：Beau Champs Bel Ombre 0, Mauritius

电话：230-6055800

网址：http://www.sofitel.com/gb/home/index.shtml

参考房价：标准间456欧元

5、Le Touessr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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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星级的豪华酒店，Le Touessrok是情侣和家庭旅游的最佳选择，它拥有齐全的设施，包括广

泛的水上运动和地上运动设施，5家餐厅，著名的Givenchy spa和贴身管家服务。这个度假村也以

拥有三间豪华的水边别墅为特色，这也重新定义了在毛里求斯豪华奢侈的标准。这三间别墅于200

5年5月份开放，提供超级豪华与宽敞的住宿环境，采用最新科技满足客人的需求。

地址：Flacq, 毛里求斯

电话：230-4027720

网址：http://www.letouessrokresort.com/mauritius/touessrok-golf-course.html

参考房价：参考房价豪华双人间754欧元

6、Belle Mare Plage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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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坐落于两千米长的白色沙滩上，围绕在15公顷的热带公园之中。这里的沙滩有珊瑚礁的保护，因

此非常适合游泳和潜水等水上活动。度假村的特色之一就是它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因为这里

不仅有24小时的保姆服务，还专为来此的每位小朋友精心准备了欢迎仪式。该度假村是CONSTA

NCE旗下颇具盛名的度假村之一。

地址：Poste de Flacq, 毛里求斯

电话：230-4022600

参考价格：双人间465欧元

7、Legends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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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水哲学贯穿于整个酒店。这里金、木、水、火、土五行演化生生不息的环境，有助于积极

的活力循环流通。传奇度假村坐落于北海岸温和的沙滩上，是印度洋地区唯一的风水酒店，给人

以身心休息的绝好机会。那种空间效果——天然的或暗褐色的装饰、美丽的竹子、石墙和编钟所

发出的柔和的声音，这一切都在提示这是一个风水世界。

地址：Rivière du Rempart, 3 Pointe Regant B14, Grand Gaube

电话：230-2041919

网址：http://naiade.com/en/hotels/mauritius/legends/

参考房价：高级双人间273欧元

8、Troux aux Biches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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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毛里求斯西北海岸,隶属于Beachcomber酒店集团,临海而建并置身于郁郁葱葱的花园中，是

夫妇或者情侣的浪漫胜地。这里不管是套房还是别墅既有热带风情又不失优雅。宽敞舒适的空间

，宁静祥和的环境，与自然的交融都能让客人感受到度假村的独特氛围。度假村不仅环境优美，

而且地理位置优越，距离首都路易港仅20千米，距离大海湾购物中心仅8千米。度假村拥有自己的

沙滩，这也是毛里求斯最美丽的沙滩之一。度假村共有333套房和别墅， 6家餐厅供客人选择。同

时还有水疗馆，免费陆地和水上活动以及“青少年俱乐部”供客人休闲娱乐。

地址：Trou aux biches - Triolet - Mauritius, Trou aux Biches

电话：230-2046565

网址：http://www.trouauxbiches-hotel.com/

参考房价：高级双人间458欧元

9、La Palmeraie(帕默拉依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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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默拉依酒店是一家采用摩洛哥主题设计的小型精品酒店。户外泳池独具特色，池底铺着石板。

长条形的白色沙滩僻静安宁。酒店的设计和装饰独具特色，温馨宜人。可安排多种休闲活动，包

括沙滩排球、划皮船、潜水和小型SPA。还为3－12岁的儿童准备了儿童俱乐部。酒店主餐厅可眺

望泳池和大海，供应东方菜肴和西餐。每周数日供应自助餐，在其他时间，客人可选择单点菜肴

。酒店还有一家摩洛哥餐厅，供应晚餐。

地址：Coastal Road, Bella Mare, Palmar

电话：230-4018500

网址：http://www.hotel-palmeraie.com/

参考房价：单人间218美元

10、Four Seasons At Anahita(阿娜希塔四级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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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希塔四级季酒店是毛里求斯一家全新的豪华酒店，是岛上最好的酒店之一。非常适合那些喜

欢更多隐私和宁静假日的人，其每栋别墅都提供充足的空间和豪华设施，如私人跃入式泳池和露

天坐卧两用长椅。此外，酒店提供公共泳池、设施齐全的水疗和12种水中护理室、设备完善的健

身房。酒店主餐厅靠近大堂，提供早餐和晚餐，主要供应现代法式菜肴。酒店的开敞式餐厅位于

私人小岛ILES AUX CHATS上，供应当代意大利菜，特别是海鲜。另一家餐厅也在这个私人小岛

上，主要提供亚洲美食品，包括寿司吧和日式铁板烧。

地址：Beau Champ，Mauritius

电话：230-4023100

网址：http://www.fourseasons.com/mauritius/

参考房价：双人间3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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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毛里求斯交通

   

1、入境交通

从中国出发前往毛里求斯的航班原来仅有从香港转机的航班，2011年7月初毛里求斯航空于开通至

中国上海的直航航线。上海因此将成为毛里求斯国家航空的第25个航点及东亚的第4个航点。自此

您可以选择从上海直飞的航班，也可以选择从香港转机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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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班 

上海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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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现有两个机场，即位于普莱桑斯的拉姆古兰国际机场和罗德里格岛民用机场。前者由中

国援建，航站楼面积3.2万平方米，可以起降大型客机。罗岛机场原只能起降小飞机。2001年，毛

政府成立公营公司，统一经营和管理该机场并负责机场扩建工作。

普莱桑斯国际机场

机场（英文：Plaisance International Airport）（IATA代码：MRU， ICAO代码：FIMP），

也称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国际机场（英文：Sir Seewoosagur Ramgoolam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是毛里求斯共和国首都路易港的国际机场，距市中心48公里，是该国最大的机场，由中国援

建，是毛里求斯航空的基地和枢纽机场。

地址：Mauritius， Department of Civil Aviation， SSR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aine-Magnien

机场使用语言：法语

机场国际时区：GMT格林威治时间+4

机场资讯：机场年客运量 1.500.000， 20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 4 个登机口，

个登机栈桥，900个临时停车位，邮局，银行，外币兑换，货币自动兑换机，饮食，餐厅，酒吧，

贵宾休息室，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在机场提供租车服务的公司，出在机场提

供租车服务的公司 急救中心，残疾人设施。

旅人提示：毛里求斯航空网址http://www.airmauritius.com/

   

2、境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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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9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靠海运。路易港是毛国唯一的国际商港，1993年被宣布为自由港。

2、国内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没有铁路。

3、陆上交通主要是巴士和的士；岛上的巴士很发达，但由于首都路易斯港(Port

Louis)的面积较小，因此市内没有巴士服务。旅客可以租车或乘坐的士。

4、公共交通

有几家巴士公司提供往来全岛各地的公交车服务。从路易港到北部、南部以及其它有名的城镇有

特快公交车。在市区的安排是早上5:30到20:00，在郊区则是从早上6:30到晚上18:30。

旅人提示：长途巴士运行时间为6:00am-6:30pm，短途票价为Rs12-Rs30，（空调巴士是双培票价）

。要记得保留车票，巡警通常会检查。

5、出租车

所有的出租车在他们的车门的两侧都有一个黄色的方形的盒子显示路线，车顶上有出租车的标志

。在飞机场以及酒店也能找到出租车。包出租车价格在Rs1500-Rs2500一天左右。

6、轿车以及自行车租赁服务

（a）有些公司和当地旅行社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轿车出租服务。在毛里求斯必须注意到要在左手边

开车。你可以轻易地开小轿车以及小轮摩托车在岛上的不同区域穿梭。

（b）国际驾照：如果您能够适应在马路左边行驶，您便可以在毛里求斯租辆车自己开车游玩。游

客持自己国家合法的驾照即可。

7、直升机服务

如果您想鸟瞰毛里求斯岛的全貌，就不妨选择直升机服务。这个服务由毛里求斯航空公司和毛里

求斯警察队共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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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毛利求斯运动者的天堂

毛里求斯不单有美丽的海景，静谧的环境可供平时生活忙碌的游客静养、休息，同时还拥有良好

的地势，供游人进行一系列古典或现代的运动，享受身体跟自然的活力互动。每年在毛里求斯举

办的国际赛事就有好几项，内容包括高尔夫、赛马、自行车以及钓鱼节。

高尔夫 ： 

(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高尔夫球在毛里求斯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活动，因此，毛里求斯拥有世界上一流的高尔夫球场，

吸引了不少国外的高尔夫爱好者慕名前来。在这梦幻一般的小岛上打高尔夫无疑是一种雅致的享

受。球场多以壮阔的大海为背景，在绿荫碧海中挥杆的经验，让人永生难忘。

骑马：

风景秀丽的毛里求斯是骑马的理想场所，一望无际的滨海沙滩或者郁郁葱葱的树林都是不错的场

地选择。骑马的最佳时间是清晨或者傍晚，这样可以避开中午炽热的阳光。海边散布着很多马厩

，很多酒店在这里为宾客开展骑马的活动。

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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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建立于路易斯港的Champ de Mars跑马场是南半球最大的赛马场。毛里求斯赛马俱乐部是世

界上第二古老的赛马俱乐部，历史仅次于英国赛马俱乐部。赛马经常在5月至11月的周六或者周日

举行，每次赛马都会吸引将近3万人前来观看。

射箭：

毛里求斯草地与森林资源丰富，可在此进行射箭运动。

徒步：

走入山林探索一下森林，发掘当地特色植物，感受瀑布的壮观和美丽，划一个独木舟，沿着河流

体验充满刺激的奇遇。在自然公园中呆一天，将会有奇妙的发现。徒步，骑着山地车或者驾驶四

轮摩托车去开始激动人心的探索。

徒步跋涉田野，河流和森林，去发现毛里求斯鲜为人知的壮丽风景。

自行车旅行： 

  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进行短途旅行的确是不错的选择。清晨骑着自行车着海岸转一圈会使自

己精力充沛一整天，把车停在村落，然后提着五彩缤纷的篮子，拿着脱下来的T恤满载而归。宾

馆有可供出租的自行车。值得注意的是骑车最好避开主要线路，因为这里交通经常很繁忙。一些

大胆的人还可以沿着山间的山地车小径，骑车到Maccabe森林或者Chamarel和La

Nicolière等地方。

卡丁车&四人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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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面具 提供)

一些公园还为那些更大胆的大自然的爱好者提供了卡丁车和四人自行车，可以驾驶这些车去探索

乡村的风光。

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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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是毛里求斯水上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项，游客只需要一个裸泳面具和一双蛙鞋，轻便的潜水装

备，或者只有一套泳衣就可以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愉悦。

风筝冲浪： 

(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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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是全球最棒的风筝冲浪地之一，风筝冲浪是一项时髦的运动，藉由风筝拉力跳跃腾空20

米，将会体会无拘无束的刺激感。毛里求斯每年9月举办国际风筝冲浪活动，邀请国际冲浪明星参

加，譬如来自澳洲的Felix Pivec, 阿根廷的Martin Vari(三届世界冠军得住)、英国的Will

James、美国的John Amudson、法国的Bertrand Fleury 及西班牙的Jaime

Herraize等。全岛有许多训练中心，分布在比较平静的海域，为初学者提供入门课程。

海底漫步：

只要接受几分钟的指导之后，就可以头戴连接呼吸管的潜水头盔并配备安全索，开始潜水之旅。

配备专用装备在海底漫步，即使你整个人都浸在海水里，你的头部也不会被浸湿。

娱乐赌场：

部分酒店设有赌场提供多种博彩玩意，酒店包括Le Paradis、La

Pirogue、St.Geran。另外位于鸠必市(Curepipe）、仿古大庄园（Domaine Les

Pailles）和路易斯港（Port Louis）的市内亦有赌场。夜间也有不错的酒吧供游客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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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1、毛里求斯6日深度游

线路设计：唐人街→中央市场→皇家植物园→鸟公园→大湾→火山口→七色土→黑河山→Belle

Mare→鹿岛

D1：

上午游览唐人街在了解当地中国人之生活状况之余，淘宝便宜旅游纪念品，还可品尝可口的汤面

和丸子汤。之后去体验多姿多彩的路易港中央市场，这里是当地人聚集的地方。午后，在背靠群

山，面对大洋的路易港内漫步感受这里的优美。

D2：上午游览占地800多亩的植物园Pamplemousses Gardens，种植大量当地及异国不同植物及棕榈

，包括维多利亚亚麻逊睡莲，是世界上最大的浮莲，以可载重45公斤而闻名于世。下午前往鸟公

园Casela birds Park，整个鸟园占地10多公顷，饲养了160多种、21个种族的2500多只珍惜鸟类，可

以观赏到珍贵的南非大鹦鹉、巨嘴鸟、粉红鹳、丹顶鹤、冠鸠等。

D3：

前往毛里求斯西北部海岸的大湾，体验丰富水上项目：滑浪、风帆、独木船、水上单车、浮潜等

等，让人眼花缭乱。

D4：

前往迷人鸠必游览神秘火山口。在山上欣赏火山湖外，更可以一览全市景色，相当不错。午后前

往“七色土”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七种不同颜色泥土的地区，非常独特。

D5：早上前往黑河山，这里溪流涨水，渲嚣而下，风景十分美丽。之后前往位于东部的Belle

Mare海滩，Belle Mare绵延十余公里的洁白沙滩静谧得宛如传说。

D6：

前往镶嵌在毛岛东端海岸的鹿岛，这里拥有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滩，天然优美的礁湖，水面宽阔平

静，沙滩洁白细腻。

   

                                               70 / 78



�������

毛里求斯：人间天堂
2、毛里求斯2日精华游

线路设计：唐人街→中央市场→皇家植物园→鸟公园→火山口→七色土→Belle Mare→鹿岛

D1：

上午唐人街淘宝便宜旅游纪念品，了解当地中国人之生活状况，还可品尝可口的汤面和丸子汤。

之后去体验多姿多彩的路易港中央市场，这里是当地人聚集的地方。下午游览占地800多亩的皇家

植物园Pamplemousses Gardens，园内最著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浮莲，以可载重45公斤而闻名于世

。之后前往鸟公园Casela birds Park，整个鸟园占地10多公顷，饲养了160多种、21个种族的2500多

只珍惜鸟类，可以观赏到珍贵的南非大鹦鹉、巨嘴鸟、粉红鹳、丹顶鹤、冠鸠等。

D2：

前往前往迷人鸠必游览神秘火山口。在山上欣赏火山湖外，更可以一览全市景色，相当不错。之

后前往“七色土”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七种不同颜色泥土的地区，非常独特。下午

前往绵延十余公里的洁白沙滩静谧得宛如传说的Belle Mare海滩，之后乘船前往镶嵌在毛岛东端海

岸的鹿岛，这里有天然优美的礁湖，宽阔平静水面，洁白细腻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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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大使馆

驻毛里求斯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ROYAL ROAD，BELL ROSE，ROSE HILL，MAURITIUS

电话：00230-4549111

传真：00230-4646012，4549111

网址：http://www.ambchine.mu/chn/

电子邮箱： chinaemb_mu@mfa.gov.cn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00，14：30-17：00

领事部：

电话：230-4674600（3000）

传真：230-4645556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1：30

文化处(中国文化中心): 

电话：230-2088596，2088547，2088595

传真：230-2128727

地址：Victor Hugo Road， Bell Village， Port Louis， Republic of Mauritius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14：00-16：30

经商处：

电话：230-4549113

传真：230-4540362

地址：Royal Road， Belle Rose， Republic of Mauritius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00，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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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项

攻略内涉及到的价格及相应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费用为准。

驾驶：

毛里求斯是靠左驾驶。外籍人员只要持有自己国家当局发行的驾驶证就可以在毛里求斯驾驶。

医疗：

分为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两种。公立医院实行免费就医，但医疗质量较差且人满为患。私立医院

条件较为优越，然而价格普遍昂贵。

治安：

总体治安状况良好，国家对枪支管制严格；但近年来刑事犯罪案件有上升趋势，屡次发生针对旅

游者的抢劫甚至伤害案件。因此，单独外出仍需保持警惕。

1、确保您的私人物品一直在您的视线之内

2、当您取钱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3、避免佩戴过于昂贵的珠宝

4、不要把任何东西留在您的车内

5、您旅行和购物一定要选择可靠的旅行社和供应商

6、将您的护照、机票、珠宝首饰和大额钱都放在保险箱内

7、如果发现没有足够的保险措施，您一定不要租船出游

8、如果您单独出海游玩，要和相关负责人保持联系

9、不要去禁止游泳的区域游泳

水下拍摄：

毛里求斯的海底生物十分优美，为了您更好的拍摄可购买相机防水套装或是一次性防水相机。

机场税：凡年龄超过12岁的离境旅客须缴付所需机场税300卢比（购买机票时同时缴付）。

营业时间 ：

政府机构：

星期一至五 09:00-16:00 星期六 09:00-12:00

银行：

星期一至四 09:15-15:15 星期五 09:1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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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星期六 08:00-11:45

位于路易斯港（Port Louis）的商店：

星期一至五 09:30-17:00 星期六 09:00-12:00

位于其他地区，如鸠必市（Curepipe）、吉磅市（Quatre Bornes）等的商店：

星期一、二、三、五、六 10:00-18:00 星期四、日 10:00-12:00

市集：

星期一至五 06:00-18:00 星期六 06:00-12:00

购物时间：

毛里求斯主要城市的购物时间是周一至周六9:30-19:30，部分商店在周日和国定假日仍然会营业到

中午。

动物威胁：

毛里求斯岛上没有有毒的爬虫和危险性动物，但是在大自然中的有些小动物并不介意会给人以难

熬的蛰伤海胆、石鱼是少数几种有危险的动物，建议活动前询问是否有此类鱼，小心不要靠近它

们。如需活动最好穿上泳鞋。

水中活动注意：

游泳、潜水或水中嬉戏时切勿嚼口香糖以免发生窒息的危险情况。若是被激流困住最好的方法是

游泳的方向和岸边平行，一旦脱离激流立即向岸边游去。

常用电话：

紧急电话999

警察：20870197/20

火警：995

毛里求斯共和国旅游局

电话：230-2101545

传真：230-2125142

网址：www.tourism-mauritius.mu

   

3、风俗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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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招呼忌用左手

非洲流行的打招呼方式——举起右手、手掌向着对方，目的是表示“我的手并没有握石头”。它

是友好的象征。

Negro和Black是禁句

非洲人对Negro、Black二词不但有抗拒心理，而且不承认它的含意。强调肤色不同，在非洲是最

大的禁忌。称呼非洲人，最好照他们的国籍来称呼。非洲人国家意识相当强烈，直呼其国名，他

们听来很受用。

African的称呼有特定对象

称非洲黑人为African可犯了严重的错误。在非洲，所谓的African并非泛指所有非洲人，而是指特

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南非共和国荷裔白人。因此，那些非洲土著，碰到别人称他们为African，

就露骨地表示厌恶。

莫拍落后镜头

任何国家都有肮脏透顶、穷人群集的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自尊心很强，这是身为观光客务

必认清的事实。一见落后的景象就想拍照留念，无异在找人家的茬儿，如此欠考虑的行为，还是

不做为妙。

用力握手是善意的表示

在非洲，握手时如果握得有气无力，被称为是“礼貌不周”，虚与委蛇，毫无诚心。他们认为，

用力的程度跟对方好意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最好握得手都感到麻木叫痛。

忌讳照相

非洲人普遍认为相机对准某物，某物的“精气”就给吸收殆尽。人、房屋、家畜一律不准拍摄。

观光客如想拍摄，最好向对方先打个招呼，以免被投石、被吊或挨一顿揍。

   

4、相关影音典藏

《赤道漫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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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办公及毛里求斯亦以自然景观闻名。就连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在其个人游记作品《赤

道漫游记》(Following the Equator)中提到：“有人说上帝创造天堂之前先创造毛里求斯，而那个天

堂其实是依照毛里求斯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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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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