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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尔代夫：印度洋上的花环群岛

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不需要你背上行囊匆匆赶赴，只需你停下脚步，享受一段“静态”的旅行，

在一个独特静谧的度假村度过一段无压力、无纷扰的真空时光——它们远离污染、噪音、快节奏

，具有非凡的美景，提供各种新奇的心灵疗法。在这里，打开视界增长见识，绝不会是你来此旅

行的主要意义，如何从旅行中汲取“心”养分，才是左右此次旅行计划的重要因素。这里就是—

—马尔代夫！没去过马尔代夫，你穷尽想象都无法知道它有多美；去过马尔代夫，你用尽所有语

言都不能描述它的美。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马尔代夫位于印度洋宽广的蓝色海域中，它的国土由上千个小岛组成，好似上帝抖落的一串珍珠

。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马尔代夫宛若天堂的美。热情的阳光、缤纷的海洋、梦幻般的沙滩，将

世界各地的游客吸引至此。

在马尔代夫1190个岛屿中，有87个以“一岛一饭店”的模式开发成度假酒店，设计师们在方寸土

地之间发挥无尽想象，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舒适的

酒店设施，众多的娱乐项目，无微不至的服务，吸引着那些只想抛开一切纷扰度过一个纯净假期

的游客。在这里，最劳顿的观光活动，也不过是下海潜水或划着独木舟到更原始的无人岛上来一

次小小探险。另有201个岛屿由当地人居住，其中就包括面积仅有2

平方公里的“首都马累岛”，以及国际机场所在的“HUHULE

岛”。岛屿间往来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只和水上飞机。

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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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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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马尔代夫分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12-4月受东北季风影响为空气干爽、气候稳定的旱季，此时也

为旅游旺季，其中12月中旬-1月初刚好遇到欧美的圣诞假期和新年，此时最火爆，价格进一步上

扬。5-11月受西南季风影响为强风多雨的雨季，海浪也相对变高，此时是淡季。3-10月是冲浪的

季节，这段时间也是度假酒店价格最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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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旅人提示

：游览马尔代夫一年四季皆宜，但如果你有兴趣在马累或其他有人居住的岛屿逗留，应该避免在

斋月前往。届时餐厅不再营业，而且人们的情绪不总是那么高涨。但如果你是住在度假村，将不

会受到影响。

伊斯兰斋月从新月时开始，持续28天。具体时间取决于麦加看到新月的时间，以下是近一年的开

始时间：2013年7月9日。

   

2、签证

                                               9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49&do=album&picid=46791&goto=down


�������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马尔代夫是可以入境以后落地签的，因为是免费的，相当于免签，30天有效期，不需要第三国签

证，只要在机场出关时出示护照及去马累机场的登机牌即可顺利出关。

   

3、货币与小费

货币：

马尔代夫货币为Rufiya（Rf），亦称马尔代夫拉菲亚。与美元汇率大约为1美元=15.41卢比（具体

视汇率变化而定）。一般酒店以使用美元为主，大部分度假小岛均接受通行的信用卡，如美国运

通卡（American Express）、用餐俱乐部卡（Diners Club）、欧元卡（Euro Card）、万事达信用卡

、Visa信用卡都被接受。首都马累则二者都通行。游人最好随身带上一些小面额的美元，方便零

用。

小费：

在岛上用餐是要给服务生小费的，所以在身边准备一些美元零钱很重要。一般1至2美元即可。每

天放在床头的小费不能省（1美元/天），入住和离去时最好也付给行李员小费（1美元）。参加外

出海钓等活动时的小费，不太好给(有时船上船员太多)，视其服务的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也

可以私下给你觉得特别满意的。用餐时，如果餐厅加收了服务费（一般10%)，可以不给）。所有

在岛上的消费，都是签单的（所以到马尔代夫除了准备小费，只要准备一张信用卡就可以了），

到离开的时候一并结算，岛上的任何消费均要加10%的服务费。

   

4、电压与时差

电压：

电压220-240V，频率50Hz；插头多为双头扁脚，亦有三头圆脚、三脚扁头（香港式的，2脚在一直

线，1脚居中垂直）。不过一些高档的度假村都可以免费提供转换器。

时差：

马尔代夫比中国大陆晚3小时，但是有些小岛是2个小时。首都马累星期日至星期四07:30 ~14:30是

公务机关上班时段，09:00-17:00是私人机关上班时段，星期五是放假日，有些商家在星期六上半

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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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李装备

衣物：

来到马尔代夫这么美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回忆，照出漂亮的相片很重要，因此行前下功夫挑一

下服装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基尼至少两套，可以保证不总穿湿的泳衣。长裙也是必不可少的，穿

起来也简单方便。建议颜色可以丰富一些。薄的长袖衫带两件，在飞机上用的着，另外怕晒黑的

女士可以穿着去浮潜。吊带和短裤带一件也是非常好的，在玩水上项目和海钓的时候可以穿在泳

衣外面。喜欢瑜伽的朋友还可以带上拉伸性好的长裤，参加海上日出瑜伽。

配件：

草编的帽子很实用，防晒和照相都好；买两副夸张点的耳环或者项链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墨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游泳镜也可以一并带上。如果有草编的包包也带上，在岛上很需要，也

应景。

防晒：

在马尔代夫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日晒，因此防晒霜一定要买50PA+++的。要注意涂得够厚、够匀

，尤其是穿上游泳衣裤后与皮肤的边缘处。

药品：

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带上肠胃药、感冒药、止疼药、脱敏药、防中暑的药。晕车药即便是平时不

晕车的人最好也备一些，因为出海浮潜的时候可能遇上很大的浪，船晃的厉害，特别是船停下的

时候。防蚊虫的药一定要带，马尔代夫的蚊子很厉害，能带上电蚊香也再好不过了。

   

6、选择航班

从中国前往马尔代夫的航班有以下几种选择，通过各大旅行社或online

book都可以预定到，根据时间，起飞地点及航空公司的不同，价格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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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马累转机图

 1、斯里兰卡航空（UL）

路线大致为北京-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曼谷（经停一小时）-马累。飞机在北京的起飞时间是

每周三五日下午14：40，到达科伦坡的时间是21：15（当地时间），转机大约在01：10（当地时

间）到达马累机场，总路途加上候机时间要近10小时，且有延误情况发生。回程时每周二四六晚

上22：00马累飞北京，第二天下午13：20抵达北京。

此线路优点就是便宜；弊端是时间花费太长，而且要先到北京，搭乘国际航班至科伦坡后，转机

至马累，使得路途十分劳累。

2、新加坡航空（SQ）

线路大致与斯里兰卡航空相同为：北京-新加坡-马累。北京-新加坡08：45-15：15，新加坡到马累

20：40-22：10。回程时马累-新加坡 23：25-07：05+一小时经停，新加坡-北京08：45-14：50 。

此路线优点是服务极好，空姐也很漂亮，机上伙食很不错。航线的时间要较斯里兰卡航空提前一

些，到达马累时间也会有所提前。缺点也是花费昂贵，时间也较长。国内除了北京起飞，还有从

南京、上海、香港出发，然后新加坡转机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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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来西亚航空

马来西亚航空的价位介于斯里兰卡航空与新加坡航之间，也是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出发，在

曼谷转机，然后到达马累。

以上三种航空，价格排序依次为新航>马航>斯航。

旅人提示：

在科伦坡转机，最好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否则，繁琐的安全检查会让你感到时间紧张的透不过气

来。在科伦坡机场离境时，换了登机牌之后，一定要先换好当地货币鲁菲之后，再去排队买机场

税，否则，人家不收美元又得白跑一趟。

4、中东航空

阿联酋航空EK（迪拜）

最近越来越流行，价格便宜，就是要在迪拜绕一大圈。因为飞机到达马累时是白天，比较适合要

坐水上飞机的人。

阿提哈德航空EY（阿布扎比）

硬件设施比较好，服务、餐饮等软件设施也很不错，就是比较绕远。3个小时的中转时间。到达斯

里兰卡时间约下午一点左右，如果要乘水上飞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卡塔尔航空QR（多哈）

卡塔尔航空的价格比之以上两个“兄弟”航空，很具诱惑力，但转机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有点

紧张。

5、直飞

通常这种路线有出行时间限制，还要通过旅行社预定。价格和新航相差无几，还可能更便宜一些

。但最吸引人的优点是，它们都是直飞，减少了途中很多麻烦。目前直飞的有南航、海南航空、

东航、川航和美佳环球航空。其中川航和美佳无法单独订票，备受争议；东航口碑一般，比如严

重晚点or小事故；海航2012年11月开通直飞马累的航班，航程8小时，中午到达。

   

7、出入境须知

来自黄热病感染国家的游客，需有一份国际承认的接种免疫证明。

携带酒类饮料、猪肉制品或其他伊斯兰教忌讳的东西进入马尔代夫都是非法的。同时，携带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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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船只残骸碎片、岛上的贝壳（不是可购买商品）或珊瑚出马尔代夫也不可以。购买由海龟

制成的物品也属违法。军火、武器、色情刊物、毒品及酒类都严禁入境。 

   

8、如何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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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自己的行程时间？

5-10月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国庆、五一除外），11-4月是旺季（欧洲人多），其中6-7月多雨，剩

余月份下雨相对较少。选择淡季前往可以节省预算，例如淡季经常有住4晚付3晚或免费升级房间

等促销。

2、准备去马尔代夫几天？

如果只选一个岛，那么5-7天为最佳；想双岛游至少要10天，因为换岛要回到马累，再上岛入住，

需半天以上的时间。

3、确定预算大概多少？

根据网友的经验总结，去马尔代夫旅游的预算大概分为：两个人2-2.5万元人民币，算是比较经济

的预算；3万元人民币的预算可以玩的比较好了；而到了3.5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对时间和档次都有

比较高的要求了；4万元人民币以上就可以考虑一些比较顶级的岛了。

马代岛的价格可参见IMPEX网A—Z岛的列表报价：

http://www.mal-dives.com/maldives/holidays/resorts/az_list.php

4、从哪里出发？准备什么航空公司？

具体参见行前准备的（6）。

5、需要快艇上岛还是水上飞机上岛再或者比较远的岛屿需要内陆飞机？

马累到各个岛的交通有快艇、水上飞机和国内小飞机三种。40公里以内的都是乘快艇，40-100公

里的乘水上飞机，超过100公里的乘国内小飞机。价格由低到高依次为：快艇>水上飞机>国内小

飞机

6、上岛后需要什么房型？沙屋？水屋？

马尔代夫的岛屿主要房型有三种：花园房garden villa、沙滩屋beach villa、水屋water

villa，价格由低到高，差价很大。

花园房：一般是在岛中间的树丛中，出门不对海滩，价格最便宜。

沙滩屋：就在海边，出门对沙滩，价格比花园房贵，比水屋便宜，性价比适中。

水屋：建在水上的房，房间较大，设施较好，有直接从阳台入水的楼梯。有些水屋有玻璃地板装

有射灯，可照在水上，吸引鱼晚上游过来。有些水屋分日落或日出水屋，可直接看日落或日出。

这三种之外还有些升级版的房型：如豪华沙滩屋、带按摩浴缸的沙滩屋等，预订具体房型要以英

文为准，以免有误。有时运气好，比如6-7月的淡季，订了沙滩屋，岛上给免费升级到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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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较喜欢什么装修风格？现代奢华型还是马代古朴型？

每个星级的岛各有不同，有些设施陈旧，有些比较奢华或有特色，可自行咨询或留意岛的装修情

况。装修期间最好不要前往，会比较吵。

8、是否要求岛屿浮潜和深潜环境？

去马代是不能不到水下世界探秘一番的，浮潜和深潜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浮潜A级岛是最佳选择

，像Lily、Vilamendhoo、Nika、Filitheyo等，旅行社多推荐卡尼、太阳、满月、天堂、美人蕉等珊

瑚少的岛，要坐船出海才能浮潜看鱼，而珊瑚多的岛则是出门下海随时能浮潜。

可通过谷歌地图的航拍图，看该岛的珊瑚情况，例如：岛周边有深色斑点的珊瑚圈，和足够多的

白色水道为最佳；如果周边只有白色浅水区那就是只有死珊瑚，没有太多的鱼类或鱼群；如果是

岛边没有珊瑚群直入海沟的，那又缺少了珊瑚层次，光线受很大影响。

如果不喜欢浮潜且是全家游，可选择面积较大的岛，娱乐设施相对多一些，海滩也比较大，比如

库拉玛提Kuramathi、Hilton Irufushi等。

9、需要什么餐标？有一价全包、有BB（早餐）HB（早晚餐）FB（全餐）

马尔代夫岛屿的餐标一般分为：BB、HB、FB、AI四种，价格由低到高，都是自助餐，不同酒店

可选类型不同。

BB：breakfast board只含早餐

HB：half board早、晚餐

FB：full board三餐

AI：all inclusive：既包三餐，也包括一些水和饮料，以及酒吧的小吃和一些免费活动项目，每个岛

AI会有内容详单。

从节约费用角度看，HB和FB最合适，如果不想带水就选AI。其中V岛只有FB和AI两种。

10、服务如何？

服务质量对你在马尔代夫的体验将会有很大影响，需要对岛的真实情况多做了解。你可以关注一

些论坛，也可在到到网和AGODA看评论，会有许多外国人对岛的评价。

   

9、紧急救援

马尔代夫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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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政府官方网站为http://www.visitmaldives.com/

，可以查询一些基本信息，如有哪些航班，所有注册酒店列表，马尔代夫当地旅行社列表等。

大使馆：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于2012年开馆。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

地址：381a,bauddhalokamawatha,colombo7,srilanka

电话：00960-7458160

传真：00960-3307826

邮箱：chinaemb_lk@mfa.gov.cn

当地电话：

马尔代夫当地紧急呼叫112；火警118；匪警119；救护电话102

   

10、其它

自由行or跟团？

目前国内大部分都是跟团，跟团有如下缺憾：第一，中国旅行社通常比马尔代夫当地旅行社价格

贵很多；第二，这些国内旅行社手中掌握的酒店就只有那么几个，如中国团最常去的岛屿满月岛

（Full Moon），拉古娜岛（Laguna），天堂岛（Paradise Island），卡尼岛（Club Med Kani）等，

选择面相当窄。到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如同置身于三亚；第三，中国旅行社的信誉通常没有马尔

代夫当地旅行社好。当然找中国旅行社也有好处，那就是你不用用英文联系，而且付款也比较方

便，不像马尔代夫当地旅行社有可能需要你电汇全款。

在马尔代夫独自旅行有些难度，因为当地对外国人在度假村以外的地方活动设了种种限制。不过

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行，但你仍然需要旅行社的帮助，由于旅行公司可以享受折扣，因此就算你是

下定决心要去非旅游区的独自旅行者，通过一家好的旅行社或旅游运营商来安排行程，也是有利

无弊的。通常你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事先安排你的行程：在国内找旅行社或在马累找当地旅行社

。

国内找旅行社

国内找一些有资质的旅行社，多比价一下价格，选择服务最好，价格最合理的旅行社来安排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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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马累找当地旅行社

马累是开始独自旅行的极佳地点，在这里找几家旅行社，让他们安排接下来的行程、住宿，甚至

是远足旅行和潜水。希望租一条探险船的独自旅行游客，必须在马累做好安排。这样你就可以将

马累机场作为交通枢纽，从这里乘坐快艇、多尼船和水上飞机往返于不同的度假村，行程松紧完

全由自己决定。不过，这样旅行费用会很高，而且必须事先做好计划，尤其是在旺季（11-4月）

，届时许多地方早已订满。出了马累机场你会看到有二十几个旅行社的柜台，代理着差不多八十

个度假村的酒店，丰俭由人，有些还能侃价。

旅人推荐：

Inner Maldives旅行社

地址：Ameer Ahmed Magu

电话：3315499

网址：www.innermaldives.com.mv

推荐理由：这是家迎合独自旅行者需求的最佳旅行社，它可以专门为你定制行程，并提供始终如

一的服务。

其它选择：

Crown Tours

地址：Fasmeeru Bldg，5楼，Boduthakurufaanu Magu

电话：3329889

网址：www.crowntoursmaldives.com

Sultans of the Sea

地址：Fasmeeru Bldg，地下一楼，Boduthakurufaanu Magu

电话：3329889

网址：www.sultansoftheseas.com

Voyages Maldives

地址：Chandhanee Magu

电话：3323617

网址：www.voyagesmald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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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马尔代夫最棒的体验

   

1、对着大海练瑜伽 让心境在海天一色中升华

(图片由网友 @会唱歌的熊猫 提供)

在马尔代夫，几乎每个度假都会提供海上日出和日落瑜伽课程训练，从易到难供君选择。甚至有

专门的海景瑜伽亭，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有顶尖的专业瑜伽老师在这里授课。想象一下，在一望

无际、湛蓝的海边，瑜伽老师那“闭上眼睛，吸气、呼气”的声音在耳边轻轻萦绕，和着微微起

伏的波涛亲吻白沙的声音，身体在此时舒展，内心在此时平静。睁开眼睛，海上初升的朝阳正把

霞光铺向水面，抑或是黄昏下第一颗星星正调皮的向你眨着眼睛，你会突然满心欢喜，原来濯洗

灵魂，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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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住浪漫水上屋 枕着波涛入眠

如果说马尔代夫1000多个岛屿犹如颗颗钻石镶嵌在碧蓝的大海上，那么水上屋就是这颗颗钻石上

的名片：既在述说着马尔代夫美丽的昨天，也在展示着马尔代夫辉煌的今天。因此到马尔代夫不

能不住一下水上屋。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水上屋是马尔代夫海边的特色建筑，直接建在蔚蓝透明的海水之上，住在其中，不仅能饱览海里

五彩斑斓的热带鱼、鲜艳夺目的珊瑚礁以及岸边雪白晶莹的沙滩、婆娑美丽的椰树、返璞归真的

茅草屋，也能聆听清亮的海鸟鸣叫。

水上屋的另一亮点就是露台，一般面积都很大，放几把躺椅，或是一张水上吊床，你可以仰卧躺

椅，也可以斜倚吊床。清晨欣赏绚丽、纯静的海上日出；晚上在满天繁星下，任思绪飞扬，沉醉

在天堂般的幻境之中。此时寂静无声，除却海浪声，真的是枕着波涛入眠。露台还是下海畅游嬉

戏的地方，你可以直接从露台经过梯子，下到海里进行海水浴，方便至极。

旅人提示：关于马尔代夫水上屋度假村参见六。

   

3、深蓝世界里潜水观鱼，与鲸鲨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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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是全球三大潜水圣地之一，来到这里如果没有潜水，可就枉来一趟了。如果不能深潜，

就享受一下浮潜，只需租上一副潜水镜、救生衣和脚蹼，就可以跃入清澈的海中与鱼儿共舞。即

便真的没法潜水，也可以涉足看鱼。

潜水费用在马尔代夫各个岛上大同小异，通常要坐多尼船入海进行船潜（Boatdiving）。其中潜水

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看鲸鲨。马尔代夫是世界上可以观察到鲸鲨活动的地区之一，而能看到鲸鲨

是每个潜水人梦寐以求的。虽然鲸鲨拥有巨大的身躯，但其个性是相当温和的，不会对人类造成

重大的危害，甚至会与潜水人员嬉戏。教练会站在甲板上观察鲸鲨的踪迹，一旦有发现，大家会

齐跃水中，乘风破浪朝着同一方向急冲，场面之壮观，让人不知是人在追鲨，还是鲨在追人。即

便没有拍到鲸鲨的雄姿，如此百米速度的冲刺追逐不也很调皮可爱吗！

如果你的技术可以，在夜里带着光源潜水的美妙也是无与伦比的。太阳落到海平面以下时，珊瑚

虫们就伸展开他们花朵般的触须，小虾也挥动着它们的夹子大行其道，还有各种夜间的食肉动物

在深沉黑暗的海水中游荡。这时想采集一些鱼类照片相对于白天要容易的多了，因为鱼类也处于

休眠状态。夜幕降临，珊瑚礁也呈现了不同的颜色。如果幸运的话，你会碰到发光鱼，关掉电源

，静静等待，一会你就会发现闪着绿光的鱼儿，一条、两条、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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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旅人提示：

1）刚开始浮潜最好从海水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如果脚蹼不怎么会用，就干脆穿那种有洞的鞋子比

较好，不会被珊瑚划伤。

2）要经常检查深度仪和潜水表。这里的水是如此清澈，以至于你很容易就超过安全的潜水深度。

更多关于马尔代夫潜水的信息请参见十（3）。

   

4、乘水上飞机鸟瞰印度洋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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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提供)

真正用心寻访马尔代夫的人一定不会错过从空中鸟瞰它，因为只有将自己投掷到天空中，在空中

看到它的全貌，才会明白印度洋中的一颗遗珠之称的意义，才能体会欣赏到这些天际抖落而下一

块块翠玉的惊喜。搭乘小飞机翱翔于马尔代夫上空，从机舱口鸟瞰海面，将会看到星罗棋布一个

个如花环般的小岛，小岛中央是绿色，四周是白色，离岛近些的海水是浅蓝、水蓝、深邃的蓝，

逐次渐层，印度洋犹如一面蓝色的天鹅绒布，缀饰着一串串翡翠宝石。与这样纯粹的蓝相遇，心

底的杂念荡然无存。莫问我来自何方，我家住在水中央⋯⋯

   

5、在世界第一座海底SPA馆柔软身心

在马尔代夫这个度假天堂，如果你没有试过这里的SPA，没有在按摩床上让精油与花瓣和着印度

洋的海风抚摸过你的肌肤，那么只能说你还未得马尔代夫的休闲精髓。在这里，SPA水疗按摩的

概念，早已不再是肌肉的放松，而是一种能让身心陶醉、思绪放松的高品质生活概念。尤其是Hu

vafen Fushi的海底SPA，更是你到此不可不尝试的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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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这里的海底SPA是世界第一座海底SPA馆，经过精密设计建造而成，从地板到天花板全由透明树脂

所组成，此建材超越了薄玻璃，更提供了清晰的视野，三面的玻璃让人能180度的瞻仰这片蓝色的

海洋。光是置身于这片印度洋的蔚蓝中就足以让你身心愉悦了，再加上此时按摩师用温柔而细腻

的手掌卸去你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的矜持，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就这么被实实在在地握

在手里。

SPA结束后, 可以趴在休息区的沙发上看着游来游去的鱼儿和七彩的珊瑚礁，太阳的光折射进来，

整个SPA馆晶莹剔透。轻音曼妙，芳香袅袅，让人不觉昏昏欲睡，就在此刻，柔软你的身心，停

下来享受幸福。

   

6、入住海底“洞房” 我们的爱在海底深处

提起蜜月旅行目的地，大多新婚夫妇都会不惜重金打造他们的完美假期，那么或许海底洞房花烛

夜会是他们的所爱。马尔代夫伦格里群岛的康拉德酒店，在其5周年之际，把原名伊萨（Ithaa

Undersea Restaurant）的海底餐厅、圆顶“反向水族馆”换成了一个专门为新婚夫妇准备的水下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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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卧室位于印度洋水下5米处，四壁完全由玻璃制成，灯光能辐射到周围180度的水域，房间外

围放置了很多的珊瑚，引来众多蝴蝶鱼、黄貂鱼，还有蓝脸的天使鱼游来游去。在如此童话般的

仙境中入眠，一抬头一晃眼，就能看到一群群五彩的鱼儿翩然游过，这难道不是每个人童年时的

梦想吗？如有机会就成全自己儿时的天真梦想，来此入眠，重返童话园。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提供)

这个套房提供香槟晚餐和送到床前的早餐服务。需要提醒的是，酒店采用“价格申请”政策，海

底套房并未列在酒店网站上，有意申请的游客至少提前14天提交个人预订，套房不接受突然造访

的客人，而且，这个预定的单子必须是书面提交的。可以说，海底蜜月体验不适合省钱一族。

旅人提示：Ithaa位于康纳德拉格利岛（Conrad Maldives Rangali

island），关于该岛的详细情况参见五（4）。

   

7、踏海浪 做风口浪尖上的鱼儿

对于冲浪爱好者来说，冲浪是一种舞蹈，人和浪的双人舞，它帅气、迷人而又激情。在冲浪者的

眼里，海浪甚至是有生命的，它的呼吸，它的心跳，它的激情，都能一一被感知。如今冲浪已成

为马尔代夫迅速成长的水上活动，几个冲浪点已被冲浪爱好者熟知，而年度的冲浪重头戏O’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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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Deep Blue竞赛更让马尔代夫在世界冲浪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平均浪高4-5英尺，在冲浪季候

风下，浪高会升至8-10尺。如果你技术娴熟，赶上一个浪可以随着它前进2公里。如果你有足够的

勇气，那就在汹涌的海浪中，冲在浪峰的前面，随波逐浪，与大海融为一体，做一只风口浪尖上

的鱼儿。 

(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旅人提示：如果是初学者，记得随时都要穿戴礁鞋Booties

、避免在潮水低的时候冲浪。更多关于马尔代夫冲浪的信息参见十（5）。

   

8、乘船出海 观看“海洋天使”曼妙的芭蕾旋舞

海豚是到马尔代夫必观赏的。在这里出海看海豚7天有5天是能看着的，几率很高。度假村一般会

安排乘游艇或多尼船出海。途中服务人员会热情的放音乐，甚至拉游客一起跳舞，活跃气氛。其

实是有原因的，据说海豚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尽量弄点声音出来吸引海豚。但悬念总是在不经意

间被打破，刚才还一片平静的海平面，随着一只跃出海面的海豚和大家的惊呼声，表演的序幕就

拉开了。不久就有第二只、第三只、慢慢出现成群的海豚，它们会跟着游艇，甚至跟船竞速。海

豚天生就是游泳高手，跟着船的水流游可以节省体力，而且船开过把海深处的鱼和浮游生物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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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海面上，海豚趁机就能吃到鱼。

目前世界上有17个属、约40种的海豚，其中一种叫东方飞旋海豚的，喜欢跃出水面，达3-4英尺，

并以身体纵轴为轴，可以芭蕾旋舞，旋转至少3次，最多时可达7次，故俗称“飞旋海豚”，而其

它的海豚只是偶尔会有跃出水面的旋转动作。如果有幸，你会看到飞旋海豚跳跃的整个过程：跃

起、空中平行、一半水上一半落入水里到完全潜入海里，还有它们那招牌式芭蕾旋舞。 

寻找海豚的教练(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9、余晖中体味海钓无穷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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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海钓有“海上高尔夫”之称，在马尔代夫是非常受欢迎的项目，大多数度假村都会提供日落、日

出或者夜钓的短途旅行。此地盛产大石斑，即使是新手也能轻易钓起大鱼。由度假村搭乘小船驶

向珊瑚礁，定锚后抛线而下，彩霞余晖令人陶醉心动。边垂钓，边享受星空下的宁静和祥和。此

时海风习习，海浪声声，尖叫声中大鱼上钩，一声声的激动，带来许久未有的欢笑与兴奋。晚间

的烧烤鲜鱼大餐，加上美酒、烛光、海滩星空，良辰美景，令人浑然忘我。 

(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提供)

   

10、游览有人栖居的岛屿，体验岛国风情

大多数度假村会提供从所在度假村出发的环岛游，带你到另一个度假村，荒岛及有人居住的岛屿

，体验岛国风情。这是少有的可以了解马尔代夫的方式之一，因为若不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无法进

入到那些岛屿。乘船出发，拜访当地人居住的岛屿，只见一幢幢灰白相间的石屋，民房巷弄古朴

而又恬静，穿梭其间，悠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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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岛上的婚礼(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度假村也提供参观马累的一日游活动。马累是马尔代夫的首都，有不少的历史古迹和具有历史价

值的回教堂，不妨去走一走。那里没有刻意铺设的柏油马路，放眼望去尽是晶亮洁白的白沙路。

炫目的白色珊瑚礁和多半漆成蓝色、绿色的门窗形成强烈的色差，房子通常筑得又高又窄，据说

是为了避免恶魔入侵，由于曾受英国管辖，因此也有部分建筑带着浓厚英式气息。有着金黄色屋

顶的新伊斯兰教中心是马累岛上最显眼的建筑物，它反映的不只是岛上回教徒的虔诚信仰，更是

马尔代夫繁荣的象征。“星期五回教堂”是马累岛上最美丽的回教堂，建于1656年，教堂内外的

墙壁都刻上了阿拉伯字体及挂着琳琅满目的装饰。回教堂的周围还围绕着几座墓碑，这些墓碑都

刻有精致细腻的雕刻，纪念古代的苏丹及尊贵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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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四、马尔代夫五大回归自然度假胜地

   

1、尼卡岛 Nika Island

此岛位于北阿里环礁（North Ari Atoll），为四星级岛，名气在国内没有卡尼名气大，但是它的环

境要比卡尼好多了，沙滩非常的漂亮，潜点也多，水下风景相当的不错。住在这里的游客中意大

利人占绝大多数，该度假村提倡保护环境和回归自然，影响了马尔代夫全国的度假村。最大的亮

点就是其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每个房间都以尼卡整个岛的形状来设计，到处都圆圆的。另一亮点

就是岛上每个房间都有私密的沙滩，每个房间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隐密性。这个非常适宜蜜月游

的旅行者们。岛屿虽然属于小型岛，但由于房间只有40间，房均面积超大。 

尼卡岛全貌(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官网：www.nikaisland.com.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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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电话：6660515

到马累机场距离：70 公里

乘水上飞机时间：25 分钟，每人往返需要250美元

乘快艇时间：90分钟

岛大小：环岛一圈15-20分钟

饮用水：每天送6瓶水，水在尼卡不是问题。

游泳池： 没有

时差：和马累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和北京时间差一个小时。

住宿：共40间

沙滩屋：

分为普通沙滩屋和日落沙滩屋两种，均价690美元，下面以日落屋为准：有WIFI信号，免费；比水

屋大，舒适，每家前都有私密性比较好的私人沙滩，沙滩上有秋千，摇椅，小船和露天浴缸；日

落屋比普通的大些，朝向好。

水上屋：

水屋比较有特色，圆圆的，两层，均价835美元。露台上还有一小片人造的沙滩。WIFI信号不稳定

，要上网需要到前台旁的图书馆找信号，或者去里面有2台公用的台式机；双层水上屋，2层有躺

椅，可以看星星，遗憾的是没有浴缸。

Sultan Suite：全岛只有一间，适合家庭居住

旅人提示：

驴友普遍认为，此岛的水上屋住2天感觉一下即可，沙滩屋比水上屋更好，价格更低一些。在这里

划船也很有意思，免费，自己拖出去就好。

其它设施：水上活动中心，潜水中心，商店，图书室，SPA,网球场（草地的哦），健身中心 

餐饮：

Main Restaurant

岛上只有一个主餐厅，提供意大利，马尔代夫等地的食物。用餐时间：8:30 、14:30 和19:30。卡尼

岛每天的晚餐会有一个主题，最好尽量配合主题着装（主题有：法式浪漫、亚洲风情、纯白、高

贵、红白，基本就是这几个来回变）。

套餐：全包的好处是午饭和晚餐也提供饮料（雪碧芬达咖啡等），只有早餐有果汁。半包午餐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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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餐不提供饮料，单点可乐大概1.5欧元300ML，目前是所有人都赠送25分钟SPA，以及海上垂钓，

蜜月送香槟和蛋糕。

潜水

：这里的潜水费用比其它度假村高很多，但潜水组很小，因此每个人都能得到个别照顾。你还可

以参加钓鱼、风帆冲浪、网球等其他活动。

   

2、马库努都岛 Makunudu Island

位于北马累环礁，为五星级岛，面积只有6英亩，看起来就快被茂密的植被压入海里了。这里的一

切都极具品位，但又十分低调，有着藏在茂密树林中的带茅草屋顶的私人小屋。所有房间都面向

海滩，有带纹理的白色墙面和露天浴室。除了故意不添置的电视机意外，这里有你需要的全部便

利设施。服务质量极高，食物也很完美。早餐和晚餐是自助形式。晚餐时，客人可以坐在四面通

风的迷人餐馆里，从一系列已拟好的菜单中进行选择。每周都有海滩烤肉。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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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官网：http://www.makunudu.com/

电话：6646464

到马累机场距离：38公里

乘快艇时间：5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70美元

岛大小：占地6英亩

房间总数：36间（单间402美元，双人间473美元）

潜水：

这一地区有着完美的潜水点，房礁很适合浮潜，而且小潜水学校的潜水介绍是免费的。潜水团一

般较小且友好。风帆冲浪、帆船航行和短途旅行是免费的。

旅人推荐：

如果你寻找的是一个小巧、时髦而充满自然气息的度假村，马库努都岛就是马尔代夫这类度假村

中最好的选择之一。

   

3、苏尼瓦 Soneva Fushi

苏尼瓦位于马累以北巴阿（Baa Atoll）环礁的昆夫纳杜岛Kunfunadhoo island，为二星级岛，是Six S

enses下属的酒店，在中国游客中的知名度较低。岛上基本没有中国游客，也没有会说中文的员工

，所以去该岛需要具备基本的英文交流能力。该岛距离马累30分钟水上飞机的路程，没有水上屋

。Soneva Fushi走的是原始风格，务求营造出一种漂流荒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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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提供)

这里的每栋别墅都像一座用天然材质建成的小房子，其中装潢设计别具匠心，但显得纯朴天然。

房间里有各种高级设施（空调和CD播放器等），但绝大多数都很隐蔽——在这里，你看不到塑料

制品。别墅在岛屿边缘，空间充足，并提供完全的私密性——别墅之间只靠蜿蜒于密林之中的细

沙小径连接。这些小径保留了最自然地风貌。由于岛屿面积广大，这里的客人往往骑自行车往来

全岛，因此，过不了几天你就会熟悉那些一开始让你头晕的小路，并挖掘出隐藏于林中各式各样

的好玩设施。别墅的种类和价位十分多样，即使是15间“标准”Rehendi房间，一夜的住宿价格也

不会超过四位数。五个绝妙的餐馆（其中包括美妙的树屋型餐馆Fresh in the Garden，你需要走过

一座索桥才能到达自己的餐桌）所提供的食物绝对无可挑剔，而且可供选择的种类越来越多。

官网www. sixsenses.com/soneva-fushi

电话：6600304 

 

到马累机场距离：9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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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乘水上飞机时间：30 分钟，每人往返需要360美元

岛大小：长1400米，宽400米

住宿：共65间，价格662美元起

活动：这里的娱乐活动应有尽有，而且许多都广受好评。Soleni dive

school潜水学校（www.soleni.com）拥有在Soneva周围潜水的丰富经验；完美的Six Senses温泉浴场

能使你好好宠爱自己一番。更不同寻常的（免费的）活动包括在迷人的Paradiso影院观看露天电影

，还有在马尔代夫唯一的天文台观看满天繁星。 

岛上的天文台(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4、希维利海滩 Rihiveli Beach Resort

位于Mahaana Elhi Huraa island，为九星级岛，是一位在此地居住了20年的法国人的心血，尽管他现

在已经不再经营这个度假村，但其传说仍在延续。这家几乎被法国人和瑞士人“占领”的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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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保留了爱护自然和避世远居的印记。确实，这里是马尔代夫第一家提出“拒绝打扰，拒绝穿鞋”

度假理念的度假村，如今这一理念成为全国度假村的共识。因此，如果你在到达后很长一段时间

还穿着鞋子，会显得很滑稽。 

(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这座岛上只有48栋乡村风格的迷你水上小屋，都是用现在已被禁用的珊瑚石材料建成，有着传统

的茅草屋顶。每栋都有热水等基础设施，但没有任何可被列入“奢侈”范围的东西，如空调、冰

箱、电话或电视机等。这是它成功的秘诀，它也由此永远不会因川流不息的全包旅行团而负载过

重。

露天酒吧有着沙质地板和成荫的树木。餐馆建在礁湖上，风景迷人，食物可口。这里用螺号通知

客人用餐，而且每位客人都被邀请在下午5点半与员工一起喝茶。在岛上停留期间，在大厅用无线

网络上网会一次性收取40美元的费用。

对于欣赏简约事物的人来说，有着轻松气氛，法国情调和天然魅力的Rihiveli绝对是一个特别而有

个性的度假村。

官网：www. rihiveli-maldives.com

电话：664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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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交通：机场交通1小时，每人往返需要170美元

住宿：共48间，全膳单间321美元，双人间498美元，水上小屋700美元

活动：

通常的水上运动、网球和短途旅行费用都包括在房价中，因此你在这里永远不会感到无聊。可以

涉水到另外两座无人岛上，度假村的餐馆会定期在那里烹制烧烤午餐。去其它房礁的定期乘船旅

行弥补了岛屿附近没有浮潜之地的缺憾。主要的潜水目的地在附近的Hathikolhu

Kandu周围，还有一小处沉船遗址可供你探险。

   

5、马迪瓦鲁悦榕庄 Banyan Tree Madivaru

位于北Ari环礁的Beyrumadivaru island，是马尔代夫著名奢侈连锁品牌的第二处令人兴奋之地（在

北马累环礁的首个奢侈连锁品牌的度假村，是全国最好的之一）。这个新增的度假村不仅为阿里

环礁整体的旅游图景添了一抹亮色，其简单理念的成功实践也俘虏了人们的心。 

(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Beyrumadivaru岛即使就当地标准而言也是一座小岛。孟加拉榕树使这里成为同时具有简约和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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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色彩的迷你度假村。岛上的六栋建筑史“帐篷型泳池别墅”：三个装饰华美的大帐篷环绕着一个

大型私人游泳池，每个帐篷的地板和家具都有木质的，并以华丽的装饰为特色。其它特色设施包

括一个室外淋浴、一个室内大浴室和两张方便在自己房间里做疗养按摩的单人床。

在这里，人们通常在别墅内用餐，如果你真想离开帐篷别墅去用餐，有以下选择：位于沙堤上的

主要餐馆Boa Keyo；还有Madi餐馆的“就餐体验“——在巡回于附近各岛的游艇上用餐。

官网：www. rihiveli-maldives.com

电话：6660760

到马累机场距离：64公里

乘水上飞机时间：2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380美元

岛大小：170mx100m

住宿：房间2700美元，有6个帐篷式别墅

活动：

如果想进行其它较为普通的活动，有潜水（当地有许多一流潜水电可供选择）、各种各样的短途

旅行和活动可以选择。总之，这是一个完全逃离世俗喧嚣的浪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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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尔代夫五大奢华度假胜地

   

1、瑞堤拉岛 One & Olny Reethi Rah

位于Medhufinolhu island，为一星级岛，今天仍是马尔代夫度假村之王。也许有许多消费更高的度

假村，然而没有一个能超过这个独特的地方——它仍是这个国家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度假村。 

(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Reethi Rah绝对是一个富有魔力的时髦之地。如果你不适应使人头晕目眩的奢华与放纵，还有一流

的享受，那么这里可能不是你要来的地方。房间有着你能想到的所有便利设施，其中一些房间是

马尔代夫最大的，有高而宽的天花板和融合各种亚洲现代风格的漂亮家具。有的房间自带游泳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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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Reethi Rah最具争议的地方也整是它的魅力所在——这座岛屿大部分是人工建成，因此有众多新月

形海滩环绕全岛。岛屿从最初的15.8公顷扩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4公顷。最具冲击性的是，一

切都如此美丽，使人难以相信全岛大部分都是造出来的。

大部分客人都骑自行车在全岛往来穿行，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可以从接待处打电话，让度假村派汽

车来接送——这座岛太大了，不适合步行。其它特色之处包括为使海水流经全岛而开通的运河（

这是马尔代夫群岛中的特例）、建在岛外海面上的奢华跳水游泳池和巴厘岛宫殿般的接待处。 

(图片由网友 @会唱歌的熊猫 提供)

这里有三家一流的餐馆：主要餐馆Reethi、别致的日式餐馆Tapasake和位于岛屿北端的也许是最神

奇的露天餐馆Fanditha——一个不那么正式的马尔代夫东部风格餐馆，客人们都是再海滩上用餐。

尽可能早早预订，因为如果不提前很长一段时间预订，是不可能订到房间的。Reethi

Rah现在仍是马尔代夫最热门的度假村，其中一个原因是，畅销书Beach

Babylon声称小说中所描写的度假村原型便是Reethi Rah——确实，这本书里描绘的度假地与Reethi

Rah十分相似。

官网：www. oneandolnyresorts.com

电话：66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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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水上飞机时间：10分钟，价格不定

乘豪华快艇时间：5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65美元

住宿：130间，房间1250美元，水上小屋1800美元起

活动：

ESPA经营的庞大的温泉浴场擅长于亚洲式疗养，包括巴厘岛和泰式按摩。这座岛屿的其它引人之

处有：两个网球场及一位专业网球教练、一个一流的潜水学校和一个全备的水上运动项目。客人

大多来自德国、英国、俄罗斯和日本，其中很多事度蜜月的夫妇。

   

2、马迪瓦鲁悦榕庄 Banyan Tree Madivaru

详细内容见四（5）。

   

3、神仙珊瑚岛 Island Hideaway

位于Dhonakhli island，为二星级岛，隐藏在马尔代夫最北端的环礁中。在许多岛屿努力标榜自己

远离马累和繁忙的国际机场时，这座岛屿却毫不费力到做到了这一点，许多客人都是从附近的Ha

nimaadhoo机场乘私人飞机或可停泊在度假村的游艇（这里有30个最大可以容纳长80米游艇的泊位

，全部由Walcon Marine建造，是其理念的全部体现）抵达。

自2005年开张以来，Island Hideaway就好评如潮，并且一直都被当作马尔代夫群岛奢华程度的标准

。建在一座新月形的华丽岛屿上，两边各有1.5公里常的海滩，使这里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最美的

度假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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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会唱歌的熊猫 提供)

官网：www. island -hideaway.com

电话：6501515

到马累机场距离：290公里

乘水上飞机加快艇时间：8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340美元

岛大小：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500公尺

住宿：43间，房间1110美元，水上小屋1830美元。房间分为5个等级。最低标准是海滩上的Funa Pa

vilions，不过还是很大，有176平方米。这些白色墙壁的房子有单独的卧室和起居室、柚木地板、

以缟玛瑙装饰的户外石板浴室，还有包括从DVD播放器到咖啡机在内的一切你能想到的便利设施

，以及独具特色的私人花园。令人赞叹不已的壮丽水上别墅和超乎想象的两座Hideaway宫殿（142

0平方米，收取每晚4000美元的天价）构成这一度假村的最高级别。

活动：Meridis Diving

School潜水学校（www.meridis.de

）会提供十分精致的奢华船只，并组织人数很少的小组，当然很贵。这里对孩子很友好，而且有

一个非常棒且免费的儿童俱乐部。同样令人怦然心动的还有Mandara温泉浴场、大游泳池和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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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列餐馆、精品店。去岛周围的天然房礁和更远处的人迹罕至之地也是人们选择这里的理由。

   

4、康纳德拉格利岛（Conrad Maldives Rangali island）

位于Rangalifinolhu& Rangali island，这座岛屿长期以来是希尔顿集团经营的马尔代夫度假村，并于2

007年被归入这一集团旗下最有名的品牌Conrad。正如许多一流公司一样，Conrad的服务无可指摘

，带有金色公司品牌标志的水上飞机运送客人往返机场，途中不会为喧嚷的人群停留。

这一度假村占据了两座岛屿。Rangalifinolhu岛上是度假村中心，包括主大厅、餐馆、酒吧、水上

运动中心、潜水中心和100座水上别墅；Rangali上有两个餐馆和一个酒吧、一个单独的接待区和独

具特色的奢华水上别墅。一座桥跨过宽阔的礁湖，连接了两座岛屿。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岛上七个餐馆提供的食物有你可以想到的全部种类：从当地马尔代夫到日本和欧洲口味，因此你

在就餐方面有很多选择。

官网：www. conradhotels1.hil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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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60629

到马累机场距离：95.6公里

乘水上飞机时间：35分钟，每人往返需要400美元

住宿：

150个房间，房间850美元，水上小屋1220美元。房间风格各异，设计巧妙、漂亮，标准的海滩别

墅中最大的可达150平方米。房间都健在海滩边，因此能看到海景，而且都有露天阳台和同样能看

到海景的露天浴室。壮丽的水上别墅都有私人阳台和豪华的木质室内装修，更奢华的别墅还有玻

璃地板。

活动：

在这里可以参加潜水、水上运动、短途旅行和轻松的娱乐活动，但Conrad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其恭谨低调、高效有好的服务和美味的难以置信的葡萄酒和食物。

   

5、Four Seasons Landaavaru

位于Landaa Giraavaru island，这里犹如一座宫殿，有着天才般的设计、宽敞的房间、美丽的海滩和

四季集团级别的服务，这一切使它理所当然成为马尔代夫最高级的度假村之一。

这一度假村原是一个椰子农场，经过改造后，于2006年下半年作为度假村开放。这里将传统马尔

代夫乡村风格和简约主义融合至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步：浅蓝色的门、用回收的珊瑚石砌的墙壁和

黄色门框，里面是光滑的工业化水泥地板，还有传统的亚洲黒木家具。几乎所有级别的房间都有

大型私人游泳池，陆地上的房间则有大花园和露天起居室、吊床和直通海滩的小路。

官网：www. fourseasons.com/maldiveslg

电话：6600888

水上飞机时间：3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395美元

住宿：102个房间，房间1200美元，水上小屋1300美元起。

活动：

这里不会让你轻易感到厌倦，它有三个大游泳池、四个很棒的餐馆、一公顷的水上温泉浴场、一

个儿童俱乐部、一个青少年俱乐部、免费的水上运动中心，还有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一家奢侈

的潜水学校分别在上下午提供每队不超过12人的短途旅行——附近有20个潜水电，在9月，鲸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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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鲼很常见。

                                             45 / 110



�������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六、马尔代夫五大水上别墅度假胜地

   

1、苏尼瓦吉利岛（Soneva Gili）

位于Lankanfushi island，这里所有建筑都使用天然材料建造，从亚洲其它地方进口的木材是主要材

料，所有别墅都尽可能敞开，仅卧室有空调，其它部分均为露天，在这里，对细节的注重达到了

极致，奢华的享受蕴含在天然织物的一针一线中，表明这是马尔代夫最有环保意识的度假村之一

。 

(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岛屿本身十分漂亮，交叉小路遍布全岛，客人可以骑自行车通过这些小路前往主要的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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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在那里，巨大的游泳池俯瞰海滩，迷人的酒吧和海滩餐馆都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官网：www.sixsenses.com

电话：6640304

到马累机场距离：14公里

快艇到达时间：2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50美元

住宿：

45个房间，水上小屋1352美元。这里没有单间，所有别墅都在水上，分为两个等级：标准Villa

Suite有三个房间，带海上花园、阳台和可观赏星星的屋顶床位；不可思议的Private

Reserve是位于礁湖上的套房，离主岛只有一水之遥，可住9人。

活动：

潜水学校会提供带侍者的多尼船供人使用。水上运动中心免费提供一切非动力类水上运动。礁湖

较远处、离从属于度假村的废弃岛“one palm

island“较劲的地方很适合浮潜。这里最新增添了一个奢华的地下区域Gournet

Cellar，客人可以在巨大的流木餐桌旁举行私人晚宴和品酒活动。

   

2、瑞堤拉岛（One & Olny Reethi Rah）

详情参见五（1）。

   

3、芙花芬岛（Huvafen Fushi）

位于Nakatchafushi island，200年在一片喝彩中开业后就受到了极大的追捧，几乎立刻引发了全国范

围内无数度假村的效仿。尽管Huvafen Fushi的私人游泳池树立了全国性的标准，但极少有模仿者

能像它那样以低调的形式展示其奢华或其品位、气氛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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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会唱歌的熊猫 提供)

Huvafen Fushi低调而奢华，在私密性和现代化的浪漫情调上达到了极致。房间有着惊人的简约、

空间和设计上的巧思，还能容纳40英寸等离子电视机、博士环绕立体音响、ipad接口、咖啡机和

能远程遥控的任何东西。被广泛仿造的水上别墅在马尔代夫仍算引人注目，每栋水上别墅的密封

阳台上都有能俯瞰大海的大型跳水游泳池，并由联通礁湖的楼梯通道。卧室和浴室都十分宽敞，

并有热带雨林花洒淋浴等奢侈设备，其中有些房间有很大的床。亚麻赤贫来自Frette，家具则是Fra

nk Gehry等厂家初禅的——这些别墅完全是由一流设计师精心打造而成的。

不仅如此，这里的氛围也十分轻松随意。客人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是蜜月旅行者和夫妇，他们白

天大多在能俯瞰大海的巨大游泳池中度过，在4家一流餐馆（Celsius供应国际菜式，Salt供应雨和

海味、Raw供应日本菜、Foglian’s供应比萨饼）中的其中一家享用午餐，并在温泉浴场享受疗养

——水下疗养室独具特色。还有一个很大的葡萄酒酒窖。

官网：www. huvafenfushi.com

电话：6644222

到马累机场距离：24公里

机场交通时间：3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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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43个房间，普通房间1600美元，水上小屋1352美元。

活动：

这里提供各种潜水和水上运动。设计者的精妙设计使整个度假村即使在客满时也显得异常安静，

对蜜月之旅和浪漫又不失奇趣的休假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4、宁静岛（W Retreat & Spa）

位于阿里环礁中部的Fesdhoo island，整洁而富有梦幻色彩，是比整个国家任何其它地方更精美奢

华的冒险之地。它成功地做到了尽善尽美——员工轻松友好，接待处的服务如此高效，基本看不

到有人在那排队等候，度假村本身也极其经验。 

(图片由网友 @会唱歌的熊猫 提供)

Fesdhoo岛的海滩十分迷人，在很棒的房礁能看到海龟、鳐鱼和礁石鲨。岛上的房间是标准间，但

其美妙程度绝不逊于星级房间——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私人跳水游泳池，最引人入胜的也许是茅

草屋顶上的沙发床和观景平台。较高级的房间在水上，其中四间大套房最为高级。所有房间都凉

爽得令人难以置信，线条简洁优美，并有博士立体音响设备和巨大的私人阳台。这里还有三个绝

妙的餐馆，三个迷人的酒吧、房间内免费的上网设施和一个超大游泳池，甚至一片供游客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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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私人海滩。因此，这里很自然地成为高品位有钱人的首选。

官网：www.whotels.com

电话：6662222

到马累机场距离：80公里

乘水上飞机时间：25分钟，每人往返需要362美元

住宿：78个房间，普通房间1000美元，水上小屋1700美元。

活动：

这里的活动和设施也很不错，从非动力型水上运动和一家很棒的潜水学校到一流的温泉浴场，让

你仿佛置身在不同于马尔代夫的另一个世界，还有马尔代夫少有的夜总会。这个一周开放三次的

夜总会绝对是全过最漂亮的，还提供品种齐全的伏特加。

   

5、波杜希蒂岛（Coco Palm Bodu Hithi）

位于Boduhithi island，在海啸后的整修中恢复了生气，现在是马尔代夫著名的奢华度假村之一。Bo

duhithi虽然很大，但它那华丽的房间、时髦的公共区域和高效的工作人员都给人不一样的特别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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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房间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岛上别墅十分现代化，有位于房间中央的大浴缸和许多想象不到的奇

特设备。顶级的是位于私人水上码头的“胜地中的胜地”——Escape别墅和房屋。这些房子都非

常整洁，有面向海洋的大窗户、私人跳水游泳池、大浴室和莫顿布朗牌卫浴产品。住在Escape的

客人在岛上任何地方都能享受乘坐电瓶车的服务。

岛上其它地方尽量满足游客各种不同的需求：5家一流餐馆、妙不可言的葡萄酒馆、漂亮的大温泉

浴场、免费无限上网、壮丽的海滩忽然马尔代夫最有趣的游泳池之一。

伴随新外观而来的是其进步的环保理念：Coco

Palm决心成为马尔代夫第一个碳中性度假村，并由其海洋生物部门提供寓教于乐的活动。

官网：www.cococollection.com.mv

电话：3345555

到马累机场距离：29公里

快艇到达时间：4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80美元

住宿：100个房间，普通单间997美元，双人间1052美元，水上小屋1700美元。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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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供从水上滑板到风帆冲浪等所有运动的水上运动中心，能带人前往附近完美潜水电的顶级

潜水学校。

                                             52 / 110



�������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七、马尔代夫五大浪漫度假胜地

   

1、马库努都岛（Makunudu island）

详情参见四（2）。

   

2、蜜莉喜岛（Mirihi）

位于Mirihi island，这个度假村中的瑰宝得名于环绕其周围的黄色花朵，其经营的理念就是尽量保

持其原有的简单与自然。奇妙的海滩环绕着中部茂密的植被，岛旁就是美丽如梦的房礁。现在Mir

ihi被改造成一座具有高品位现代风格的岛屿，虽然小巧，但因为有30个房间都早在水上，因此并

不显得拥挤，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让人觉得十分宽敞。

海滩别墅的装潢令人赞叹不已：优雅的木质家具、白色的亚麻织品，其它装饰大多都是红色或棕

色系的。包括CD播放器、电视机和咖啡机在内的设备也十分齐全。水上房间有以上所说的全套装

备，更能享受水上风光和私密的自助美食，客人们可以在露台或沙滩上享用。有时，餐馆会在晚

上提供特殊点餐或主题晚餐。位于水上防波堤的Muraka餐馆以烤肉和海鲜为主打菜肴。

Mirihi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被充分利用的同时却避免了过度开发。同时，作为一处别具风格的度假村

、浪漫的世外桃源和不错的潜水岛屿也很有吸引力。

官网：www.mirihi.com

电话：6680500

到马累机场距离：85公里

水上飞机时间：25分钟，每人往返需要280美元

岛大小：长350米，宽50米

住宿：36个房间，普通单间640美元，双人间670美元，三人间740美元，水上小屋700美元。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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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健身房、一个小温泉浴场，以及包括甲板运动、风帆冲浪运动和皮艇等各种活动。潜

水者一般以此为基地，前往南阿里环礁的各种潜水地点。Ocean-Pro dive centre潜水中心（www.

oceanpro- diveteam.com）提供的服务价位如下：每次的潜水带设备85美元，不带设备65美元，开

放水域潜水课程732美元。

   

3、苏尼瓦吉利岛（Soneva Gili）

详情见六（1）。

   

4、巴洛斯岛（Baros Maldives）

位于Baros island，这一度假村的瑰宝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餐馆Lighthouse，一流的白色环形用餐场所

和鸡尾酒吧，给人一种高级游艇俱乐部的感觉。另一处不那么正式的餐馆是俯瞰礁石的Cayenne G

rill，在这里，你能要求厨师们以你喜欢的方法烹饪。所有住在这里的客人都选择床铺+早餐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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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这里的氛围私密而又安静——6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允许进入这里的。这个高档的地方完全是欧洲蜜

月旅行者的地盘。三个等级的房间都很漂亮。标准型的“奢华别墅”有95平方米，华丽精巧，并

带有奢华的室外浴室。当初建造水上小屋的理念就是“打造一生中最难忘的假期”，因此品质一

流。

Baros和许多高级度假村一样，也没有游泳池。这个华丽的度假村吸引了大批忠实顾客，是一个奢

侈浪漫的遁世之所。

官网：www.baros.com

电话：6642672

到马累机场距离：7公里

快艇到达时间：3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10美元

岛大小：属于小岛，走一圈也就20分钟左右

住宿：75个房间，普通房间560美元，水上小屋775美元。

活动：

夜生活的大致内容是每周三次爵士乐和马尔代夫音乐演奏。白天，人们似乎都在享受潜水、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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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和奢华温泉浴场中的疗养。

   

5、可可亚岛（Cocoa island）

位于北马累环礁，为一星级岛，这座小岛上根本没有房间——所有的房间都建在水上，并依照岛

屿本身的形状排列。不仅如此，这些房间的外形都仿照马尔代夫传统的多尼船，内部装修像一本

展开的纸质光滑的杂志，线条十分简洁，所用材料都是白色棉布和黑色木材。较新的阁楼别墅都

有两层，由白色木材制成的家具更为炫目。其它很棒的设施包括露天浴室、从房间直通海上的通

道、免费无线上网和COMO Shmbhala出品的豪华浴室用品。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在这座岛上，大型游泳池、生气勃勃的海滩、提供多种菜式的一流餐馆、雅致的鸡尾酒吧和高级

的温泉浴场、健身房和潜水中心，每一样都奢华得恰到好处。总之，这是一个低调奢华的顶级住

宿地。

官网：www.cocoaisland.com.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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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电话：6641818

到马累机场距离：30公里

机场交通：

45分钟，每人往返需要200美元，4到12岁小孩为100美元，1到3岁婴儿免费。如果单独租一艘船，

需要330美元。

岛大小：岛很小，走一圈10多分钟。

住宿：30个房间，水上小屋880美元。

活动：潜水中心，SPA，YOGA教室，有个室内的按摩小池子。

优点：人少安静，各方面硬件软件都不错。岛上风景也比较好。海钓上来的鱼是免费加工的。

特点：所有房型均为水屋，而且均为DHONI船形状。

旅人推荐：适合喜欢安静的，对各方面都有一定要求，预算也有一定要求的蜜月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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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马尔代夫五大潜水度假胜地

   

1、海伦吉利岛（Helengeli）

位于北马累环礁的Helengeli island 上，这个度假村是最隐蔽的度假村之一，这个偏僻之地是潜水者

的天堂，也是北马累环礁王冠上的宝石，从这里可以到达约40个潜水电，那些潜水点的潜水者大

多是Helengeli的客人，也有偶尔经过的游船上的游客。这是一个完全为欧洲游客打造的潜水型度

假村，瑞士人占了85%，其余客人来自德国、奥地利和英国。 

(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住宿是两居室的小屋，简单干净，令人愉快，都有空调、小吧台、保险柜和室外浴室。2004年进

行过改造，但仍谈不上奢华，却绝对舒服。公共区域用的是沙质地板，可以赤脚走在上面。这一

度假村的游泳池和酒吧餐馆区不错，每日三餐都以自助形式提供。Wi-fi每天15美元，在图书馆终

                                             58 / 11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47&do=album&picid=46999&goto=down


�������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端上网每15分钟5美元。

官网：www.helengeli.net

电话：6641818

到马累机场距离：43公里

水上飞机到达时间：15分钟，每人往返需要230美元

快艇到达时间：1小时，每人往返需要180美元

岛大小：属于中型岛，走一圈约30分钟

住宿：50个房间，单间185美元，双人间210美元，三人间280美元。

活动：

2公里长的房礁十分完美，因此无须远行就能享受一流的浮潜。技术达到相应水平的潜水者可以从

海滩出发进行戴水中呼吸器的无向导潜水。临近的Helengeli Thila被认为是马尔代夫最好的潜水点

之一。潜水费用如下：带氧气瓶和重物的乘船潜水是最低规格，46美元；提供全套装备的五次潜

水套餐，315美元；开放水域潜水课程698美元。Ocean-Pro dive

base潜水基地（www.oceanpro-diveteam.com

）以个人化服务为目标，尽量让客人在停留期间跟随一位向导进行潜水。

这里不提供风帆冲浪、帆船航行或其它水上运动，但提供少数短途旅行，包括观赏海豚和前往附

近居民岛Gaafaru的活动。岛上还有一个小温泉浴场。晚间活动十分低调，一般是在迷人的海滩酒

吧里喝点饮品，或在傍晚为第二天的潜水活动做准备。

   

2、巴塔拉度假村（Adaaran Club Bathala）

位于阿里环礁的Bathalaa island，它是马尔代夫最好的潜水度假村之一，一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忠实

顾客经常光顾这座小巧的美丽岛屿。岛屿于1992年开放，是Adaaran公司在马尔代夫的首个度假村

。

海滩茅舍式的小屋简单而充满乡村风味，但基本设施齐全，如空调和室外浴室的热水。在这里，

人们对潜水抱有极大的热情——潜水学校积极鼓励初学者参加他们在完全开放水域的课程，这种

课程一般持续5天以上，每组最多有3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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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潜水费用相对较低，但如果租用全套设备，费用就会增加不少。因此对自带装备的潜水者来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里也提供包含各种潜水的服务套餐。如果可能，待上你自己的潜

水服。这一处房礁的四边都是急剧下降的陡坡，从海滩很容易到达，由防波堤过去更为方便。

官网：www.adaaran.com

电话：6660587

到马累机场距离：54公里

水上飞机到达时间：2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90美元

岛大小：属于小岛，走一圈十多分钟

住宿：46个房间，全膳单间190美元，双人间230美元，三人间2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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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浮潜。除了浮潜还是浮潜。另有儿童乐园，水上运动中心，纪念品商店。

缺点：房间相当简陋,岛比较小，吃的也一般。

旅人推荐：适合那种去过N次马代，只为浮潜的人。

   

3、赤道度假村（Equator Village）

位于南部环礁的Gan island上，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可以说这里是马尔代夫最物有所值的度假村之

一。从马累飞到甘岛的额外费用都被极低的房费和全包服务费用抵消了。除此之外，在这里你还

有机会看到其他地方少有的马尔代夫“日常生活”——这里不是美丽如画得马尔代夫无人岛度假

村，而是更具有马尔代夫当地气息的度假村。 

(图片由网友 @会唱歌的熊猫 提供)

甘岛曾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它将这种遗产的作用发挥至极：排列整齐的房屋从中央的接待处向

四处散开，并被精心培育、种着异国鲜花和树木的花园环绕。

房间现代、简约，没有一点浪漫气息，这里可不是度蜜月的好地方。这里房间很大，有包括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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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和空调在内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不过没有电视和电话。

用餐是自助式的，菜式很少，而且大多是英国口味的。咖喱、烤牛肉、土豆泥和正餐的惯偷水果

，还有早饭的香肠、鸡蛋和麦片粥，值得品尝。马尔代夫式自助烤肉是一周内最美味的食物。大

多数客人享受全包服务，因此能就着烤肉喝啤酒或自制葡萄酒。

甘岛唯一的海滩位于度假村东部数百米处，并不怎么样。在马尔代夫，少有度假村缺乏绿宝石般

的大海和白色沙滩，这里就是一个。完全独自旅行者和任何想体验真实马尔代夫的人会特别喜欢

赤道度假村，你可以看到更多马尔代夫的日常生活。通过新路骑车前往Hithadoo，通常都可以在

这里享受更高程度的自由。

官网：www.equatorvillage.com

电话：6898721

交通：Island Aviation航空公司在马累至甘岛指间每天有两到三次航班，30分钟，300美元；“3分

钟”公共汽车往返机场8美元。

住宿：78个房间，全包单间130美元，双人间188美元，三人间240美元。

活动：

一半以上的人来这里是为了潜水，你可以每半天或一天以5美元或10美元的价格租借自行车前往附

近的岛屿探险，在全包服务中它们是免费的，其它免费活动还有岛上短途旅行、夜晚钓鱼旅行和

一天两次乘船至Viligili进行浮潜、享受海滩时光。

   

4、埃拉胡岛（Chaaya Reef Ellaidhoo）

位于阿里环礁的Ellaidhoo上，这座岛很小，而且有些开发过度。岛上是一个很大的德国和意大利

式度假村。房间都有基本的家具、空调、热水、电视机、电话和临近海滩的空地。几乎每餐都是

固定菜谱，包括印度菜和许多新鲜鱼类，但每周也有几个晚上提供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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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提供)

官网：www.chaayahotels.com

电话：6660586

到马累机场距离：42公里

水上飞机时间：2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225美元

乘快艇时间：1小时

住宿：112个房间，单间180美元，双人间200美元，水上小屋280美元。

活动：

潜水学校提供前往附近潜水点的各种课程、夜间潜水和短途旅行等服务，价格都很适中。一流的

Maaya Thila潜水点就在附近，是观赏鲨鱼的好地方。

   

5、库拉玛提岛（Kuramathi）

位于阿里环礁的Kuramathi island，此岛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它与政府所钟爱的“一岛一圣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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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抗，有三个以上度假村。Kuramathi的三个度假村都由同一管理队伍经营，均属于Universal

度假村公司，由于岛屿面积巨大，可以容纳三个度假村并面向不同的游客群体。单间300美元，双

人间310美元。 

(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Kuramathi Village是Kuramathi最大、价格最低的度假村。这里的游客主要是大批喜欢聚会的年轻人

。房间设施是最基本的，其中最好的有热水淋浴和空调，但绝无其它任何称得上舒适之处。高级

一点的房间会提供一些更好的设备，但也只是一般水平的那种。

Kuramathi Cottage & Spa在岛屿中央，是温泉疗养度假村。这里的顾客往往是为疗养、享受美食和

彻底的放松而来。这里有50栋不可思议的水上小屋，都被打造得十分漂亮。单间398美元，双人间

411美元，水上小屋473美元。

Kuramathi Blue Lagoon在岛屿比较偏远的一端，更安静也更高级。这个度假村有50栋很受蜜月旅行

者欢迎的水上小屋和36栋很受家庭度假者喜爱的沙滩小屋。单间435美元，双人间460美元，水上

小屋580美元。

这三个度假村共享所有设施，因此，如果你想参与大量活动、享用很多设施，这个岛屿是不错的

选择。这里有一个海洋生物中心，提供潜游和潜水指导，还有对从珊瑚形成到礁石构造等海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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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世界的详尽介绍。

官网：http://www.kuramathi.com

电话：6660527

到马累机场距离：70公里

快艇时间：2个小时，每人往返需要140美元

岛大小：长距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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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马尔代夫五大时尚中档度假胜地

这些度假胜地很有风格，有吸引人的风景，而且价格相对能够承受。

   

1、双鱼岛（Olhuveli Beach & Spa）

又名欧芙菲利岛，位于马累南环礁，是2001年、2002年及2006年的“最佳海滨奖”得主，拥有长

达2公里的洁白美丽的海滩。

官网：http://www.olhuveli.com/

电话：6642788

到马累机场距离：34公里

乘快艇时间：5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90美元

岛大小：占地6英亩，中型岛，一圈约半个小时

饮用水：没有免费水提供。

宽带：没有免费的宽带，上网要钱，大概8美元/时。

转换插头：有

游泳池：有两个

时差：双鱼岛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

其它设施：商店，珠宝店，儿童乐园，水上活动中心，潜水中心，健身房，小诊所

房间总数：129间（单间280美元，双人间590美元，水上屋价格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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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水上屋

双鱼岛有Jacuzzi Water Villa和Deluxe Water Villa这两种水上屋，唯一差别在于泡澡浴缸的位置（设

于浴室内或是小阳台上），至于价格上则相差不多。选择哪一种房型，可以视是否想要享受在星

空下泡澡的浪漫而定。每间水上屋都还有一个向外延伸的阳台，阳台上备有休闲躺椅可做私人日

光浴，另有一个平台，该平台旁有阶梯可直接下海。

沙滩屋

双鱼岛沙滩屋是独立建筑且位于沙滩边，隔着双层玻璃门外就是一个木造大阳台，可观看美丽的

沙滩。沙滩屋房内均备有屋顶吊扇、冷气空调、国际直拨电话、卫星电视、Queen size大床、休息

用座椅、书桌，以及豪华特制柚木家具与特别设计的灯光系统，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更衣区和一

面全身镜。宽敞的浴室采半露天设计，但保有最大的个人隐私；全套卫浴设备包括半露天浴缸、

冷热水、吹风机等。

普通屋

岛上最多也是最经济的房型，一整栋建筑物中有四间房，楼上楼下各两间房。普通屋分别位在岛

屿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对于日落或日出有特别偏好者，可于订房时要求入住面向特定方向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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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榻普通屋的1楼或2楼各有好处，一楼离沙滩近，落地玻璃门一开就是沙滩；二楼则比较不会

被树挡住，景观比较好。普通屋提供以下设施∶屋顶吊扇、冷气空调、迷你bar、国际直拨电话、

卫星电视、四柱卧床、保险箱、休息用座椅与书桌。不过，普通屋的浴室没有浴缸，只有淋浴间

，但全天供应热水，也提供吹风机。此外，普通屋每天提供新的大小毛巾，也有沐浴乳和洗发液

。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餐饮：Lagoon Bar赠送给蜜月夫妻一顿蜜月晚餐（需提前1天以上预约），用餐位置原则上在室内

，但是也可以请服务人员移到室外海滩边。每天晚上在舞台区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如DISCO舞会

，电影欣赏等）。日本料理餐厅菜单上最便宜的餐点是20美元的日式凉面，寿司一份29美元，最

贵的套餐大约60美元。凉面十分清爽，中午吃起来很过瘾；生鱼片的新鲜度够，但是种类不多。

两个Bar除Lagoon Bar外，还有两个位在淡水游泳池边、提供各式饮料及酒类的bar。

活动：

潜水学校（包括设备租赁）、单/双人皮划艇租赁、日夜垂钓、健美中心、游泳池、网球场、羽毛

球、棋艺活动、香蕉船、玻璃船、帆板、冲浪、专业的沙滩排球场和黄昏赏海豚巡航。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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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岛属于比较综合，各方面都很完善的一个岛。适合有一定预算，对浮潜不太在意，蜜月和家庭

出游都ok。

   

2、康杜玛度假村（Kandooma）

康杜玛度假村位于马累西礁，临近康杜玛海峡、洞穴和海底山石等专业潜水的绝佳地点，全岛覆

盖无线宽带给客人带来无限便利。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度假村共有160栋别墅，房间风格设计简洁，分布在四个主要的沙滩区和花园区，全部配有无线宽

带，空调、平面电视机、MP3和IPOD的接口，室内室外的沐浴区。餐饮方面，酒店设有2个餐厅

，4个酒吧。酒店另设有潜水中心、室外游泳池、室外按摩池、儿童活动中心、健身房、SPA等设

施。

官网：http://www.kandooma-maldives.com/

电话：66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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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累机场距离：20公里

乘快艇时间：5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140美元；乘传统多尼船（Dhoni）需2个小时

岛大小：1.3平方公顷，围绕小岛步行一圈需20分钟

房间总数：160间（普通房间261美元，水上屋580美元）

   

3、可伦巴岛（Kurumba Maldives）

又名椰子岛，五星级岛，临近马累首都与马累国际机场，是国际政要经常汇集指定住宿地点。

该度假村设有2个室外淡水游泳池、3个网球场和1个健身中心。酒店提供多种理疗手段，酒店的温

泉浴场内设有瑜伽馆和休息室。客人可以选择跳岛旅行和钓鱼之旅，也可以定制自己的旅行方案

。

Kurumba有9间餐厅，包括意大利、日本、印度、黎巴嫩等多种口味可供选择。龙都酒廊（Rendez

vous Lounge）提供鸡尾酒酒单和卡拉OK设施，而Beach

Bar酒吧则提供现场音乐和DJ。酒店也可以安排客人在私人海滩或在别墅内用餐。

官网：http:// www.kurumba.com/

电话：6642324

到马累机场距离：6公里

乘快艇时间：15分钟，每人往返需要78美元

岛大小：岛不大，转一圈20多分钟。

饮用水：每天提供3瓶免费的矿泉水

换插头：有

游泳池：有

房间总数：180间（单间420美元，双人间430美元，三人间550美元）

其它设施：潜水中心，服装店，网球场，儿童乐园，SPA，健身中心

缺点：

距离马累太近了，海景一般，岛上的风景相对也一般。没有水屋，人工痕迹比较重，属于比较没

有马代特色的酒店。

优点：价格不错，岛上的房型，餐厅选择性都比较多，口味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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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距离马累近，当晚就可以上岛，而且只要15分钟。

旅人提示：比较适合双岛游的人群，可以先住在Kurumba过渡一下。

   

4、库达拉J度假村（J Resort Kudarah）

库达拉J度假村座落于阿里环礁岛， 是一处小巧精致又奢华的度假村。它原本是意大利人享受旅行

套餐服务的目的地，经过J公司的再开发后，现在变得整洁有序，成为一个拥有高品质设备和华丽

房屋的度假村。 

(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这个度假村位置一流，因为离绝佳的潜水地Kudaran

Thila很近，使得这里很受潜水者的欢迎，不过海滩不怎么样。

官网：http:// www.jhotelsandresorts.com/

电话：6660549

乘水上飞机时间：30分钟，每人往返需要27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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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快艇时间：90分钟

房间总数：50间（单间485美元，双人间580美元）

其它设施：优质的网球场、全备的水上运动中心、海洋知识教育课程和专业的潜水学校。

   

5、月桂岛（Cinnamon Island Resort & Spa）

又译希娜梦岛（Cinnamon Island Alidhoo），位于马尔地夫群岛最北的哈阿里夫环礁Haa Alifu，拥

有最优秀的柔软白沙，随风招摇的棕榈树。这是一个圆形的岛屿，超过35英亩，拥有天然的惊人

的海底世界以及锦绣的珊瑚王国。 

(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房型有：

Beach Villas 海景精致别墅

别墅可观赏海洋的风采，雅致的内部以鲜艳大胆勇敢的颜色为特色，高级的木质地板加上传统的

马尔地夫式的茅草盖屋顶。落地窗前的阳台提供私家休息区域，可观海景也可作日光浴。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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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服务。

Duplex Beach Villas 海景豪华别墅

别墅的景观可观看海景。分为上下楼，在楼下是恬静的客厅休息室，客厅区域面前是一片宽广的

蓝色海洋。在上层，一间卧室与卫生间以及阳台。可提供管家服务。

Ocean Villas 海上豪华别墅

水上屋分为上下两层，仿如身在豪华游艇内，航向锦绣的海洋，房内装饰高雅，高级的木质地板

加上传统的马尔地夫式的茅草盖屋顶，楼下是恬静的客厅休息室区以及卫浴间，并且多了一个Jac

uzzi，楼上是优雅的卧室。可提供管家服务。

Cinnamon Suite希拉蒙别墅

尊容的希拉蒙别墅，隐密性极佳。附近都是热带植物林，并拥有私家的泳池。内部的家具使用世

界知名家具品牌—肉桂家具，提供豪华恬静宁静的环境。别墅的屋顶使用当地传统茅草式的样式

，屋高宽敞，在宽敞的阳台上，可俯视湛蓝的海洋全景。拥有一间大的起居室,高级的木质地板,并

且提供一个餐厅和茶水间适合全家人聚会。两间卧室都有宽敞的卫浴设备，并附有Jacuzzi。可提

供管家服务。

该度假村的食物多种多样——通常是美味的自助餐，不过按单点菜的餐馆得到的评价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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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官网：http:// www.cinnamonhotels.com/

电话：6501111

到马累机场距离：300公里

交通：内陆机50分钟后20分钟快艇，每人往返需要330美元

岛大小：占地35英亩

房间总数：100间（单间370美元，双人间390美元，水上别墅490美元）

其它设施：

这里有一所潜水学校、水上运动中心、图书馆、奢华的Mandara温泉浴场，还有由度假村组织的

短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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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这里是追求一流水准的中高档度假村，但由于其位于偏远的北端，所以如果想住在这里，一定要

把多余的路程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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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马尔代夫活动项目

马代的度假酒店通常会提供丰富多彩的自费观光项目，可根据身体状况及预算选择参加。提前向

酒店索取观光项目的介绍和价格单（服务费另行计算）。正常情况下，酒店的观光项目需要提前

到前台预订，部分项目要达到一定的报名人数才可成行。当报名时，请查看好集合时间，并于报

名后主动向前台询问成行情况。如果报名人数不足或受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影响，观光活动将有可

能取消。

观光活动参考项目：马累首都岛观光(半日/一日)、跳岛游(到其它居民岛/度假岛观光)、深潜之旅

(水肺潜水)、海豚巡游、海钓之旅、玻璃底船观光、水飞机体验。部分观光活动可能会包含一次

用餐，请提前与酒店确认，以免重复订餐。

   

1、一日游

参加从你所在的度假村出发的一日游，是少有的可以了解马尔代夫的方式之一。即使你是一个完

全独立的旅行者，这仍是见识马尔代夫的很好的方式，因为若不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无法进入那些

岛屿。在几小时中，有足够的东西供你欣赏，购物后满载而归也让这次旅行很值得。另外，这也

是了解马尔代夫人民的极好机会。

另一个流行的一日游选择是去一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可以让大多数人最大限度地看到一个小岛的

社区、传统的房屋、手工艺品和生活方式。这种旅行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感觉是被可以安排的，但

仍可以非常有趣。你参加的团人越少越好，从一些度假村出发，骑着自行车就能轻松进入马尔代

夫的城镇。在所有情况下，度假村的导游认识所有的当地人，这有助于你接触当地人，同时导游

也可以详细给你讲述当地的生活。

   

2、海钓

几乎任何一个度假村都会提供日落、日出或者夜钓的短途旅行。马尔代夫盛产大石斑，无论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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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经验的人都能轻易地钓起大鱼，因此，海钓在这里相当受欢迎。

钓鱼游的花费比较高：一次半天旅行，最多四个人，需要450美元以上，所以如果有多一些人参加

，旅行就会更经济。

   

3、潜水

马尔代夫是全球最佳潜水目的地之一，这里有上千个潜水地点，数量之多简直能从一个潜水点游

到另一个。所有的度假村都迎合潜水者的需求，大多数度假村周围至少有10个潜水点，每天组织

两到三次的潜水短途旅行，还有通常每天至少一次的浮潜旅行。 

(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潜水时间：

1月至4月通常被认为是潜水的最好月份，这期间应该有好的天气和能见度。5月和6月天气状况可

能不稳定，直到9月，风暴和阴天都很常见。10月和11月的天气更晴朗、风更小，但因水中有大量

浮游生物，所以海底能见度可能会稍微差点。不过一些潜水者喜欢这段时期，因为有许多大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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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例如鲸鲨和魔鬼魟鱼，会到海峡里吃浮游生物。12月可能会有暴风雨天气。

潜水种类：

潜水主要分两种，一是水肺潜水，一是浮潜，浮潜比水肺潜水的要求简单得多，只需带上面镜、

呼吸管，穿上蛙鞋及特定救生衣即可。一般是浮在水面观察水底，即使潜入水底，也不过10米左

右。水肺潜水相对复杂一点，用到的仪器亦较多，一般也会潜至20至30米的水底活动，形式也有

多种，如放流潜、沉船潜及夜潜等。马尔代夫同时有这两种潜水活动可供选择，但水肺潜水就受

欢迎得多，因为这里最大的卖点是清澈的海水及各式海洋生态，在水中将会看到多种不同颜色的

珊瑚礁及不同的海洋生物，如魔鬼鱼、珊瑚鱼、海龟，甚至是鳖鱼。

潜水执照：

说到潜水，PADI这个词大家就必须了解。它是英文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专

业潜水教练协会）的简写。在马尔代夫潜水都要出具PADI的潜水执照。对于国内的游客来讲，在

国内考取PADI的执照是不太现实。好在马尔代夫大部分酒店的潜水中心可以提供PADI执照的培

训和考试。一般来讲，通过3天的课程培训就可以考取PADI的潜水执照（这种执照只允许18米之

内的深度，如多加2天的培训便可以取得30米深的潜水执照）。

马尔代夫十佳潜水地点：

1）lankan manta point

位置： lankan finolhu外（天堂岛度假村）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1小时

最佳潜水期：西南季风期（4-12 月）

平均能见度：10-25 米，但能见度最高可达40米

珊瑚礁深度：平均8-20米。最大：30米

特点：魔鬼鱼、海龟、鱼群、巨鲹。

位于天堂岛度假村（lankan finolhu）外环礁。lankanfinolhu礁东南角8-22米的水域有几处巨大的岩

石，西南季风期魔鬼鱼会聚集于此。这些岩石是魔鬼鱼的一个大型清洁站。礁石顶端从8米处开始

，一直到30米处，形成一个缓坡。西南季风期是浮游生物的繁盛期，此时魔鬼鱼聚集于不同的清

洁站，隆头鱼正准备褪去旧皮和寄生物，完成任务后，它们会围绕礁石优雅地游动，捕食浅水中

的浮游动物。魔鬼鱼最大可长到 4 米宽，在整个潜水过程中，它们会在潜水者周围来回游动。即

使看不到它们，不同水平的潜水者也可以获得令人兴奋的潜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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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uda haa（海洋保护区）

位置：魔芋岛度假村北面的环礁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45分钟

最佳潜水期：全年

平均能见度：20-25米

珊瑚礁深度：5-35米

特点：丰富的珊瑚生命和珊瑚鱼

kuda haa是受保护的海洋圣堂，形状酷似双峰驼的背部。从35米深处一直到6米深处，这片美丽的

珊瑚礁布满海绵和珊瑚。这里鱼类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大群的蓝纹鲷鱼在深海漫游；无数花鮨

、炮弹鱼和蝶鱼四处游动，鲨鱼则在浅海区域游弋。还可能看到欧洲海鳗、清洁虾以及罕见的蝎

子鱼和叶鱼。这是马尔代夫观光不可错过的潜水项目。

3）dhon bibi haa

位置：北环礁西南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30分钟

最佳潜水期：全年

平均能见度：20-30米

珊瑚礁深度：3-30米

特点：珊瑚、小动物、石鱼、狮子鱼、襞鱼、带鳗

dhon bibi haa是内环礁中较小的一片圆形珊瑚礁，距离度假村约 30 分钟。最高的珊瑚礁直径约为6

0-70米，顶部从3-4米开始。珊瑚礁壁到多沙的底部深度可达25-30米。17 -24米的区域可以看到色

彩斑斓的珊瑚层。珊瑚礁最有趣的部分是顶部以及可以看到各种鱼类的珊瑚层，如襞鱼、石鱼、

狮子鱼，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带鳗。由于珊瑚礁所处位置不会受到强大的洋流影响，这里适

合不同水平的潜水者。 

4）hulhangu kandu

位置：马累环礁西北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45分钟

最佳潜水期：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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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能见度：20-40米

珊瑚礁深度：10-40米

特点：深海动物、珊瑚鱼、燕魟

位于海峡旁的外礁角上，这里的珊瑚礁有一些“驼峰”（部分珊瑚礁冒出，形成驼峰般的隆起）

。由于珊瑚礁不成一线，所以珊瑚礁形成的保护使洋流不断变化。最高的珊瑚礁从7-10 米深处一

直向下倾斜到50多米深处。开始潜水时，从珊瑚礁边缘跃入深蓝的海水中，周围比较空旷，但当

洋流将你带到珊瑚礁前端时，可以看到大片灰珊瑚礁以及许多银鳍鲨和白鳍鲨在深海游弋。抬头

向上望去，可以看到燕魟、金枪鱼和梭鱼在海水中翩翩起舞。在水下游览一阵后，可以任由洋流

带你欣赏珊瑚礁的其他美景。

5）nassimo thila（天堂岩）

位置：lankanfinolhu 以西1.5公里（天堂岛度假村）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50分钟

最佳潜水期： 全年

平均能见度：20-30米

珊瑚礁深度：10-35米

特点：深海动物、软珊瑚、海扇、珊瑚尖峰

nassimo thila被誉为马累北环礁最好的软珊瑚和海洋生物景点之一。它是一片椭圆形的珊瑚礁，上

层10-15米是几座较大的软珊瑚尖峰，分布在18-2米的不同深度。这些岩石受到洋流的巨大影响，

可以在岩石表面和突起上看到形形色色的软珊瑚。主珊瑚礁北侧15-22米深处可以看到满是黄蓝软

珊瑚的壮观突起。南侧的突起则布满大小各异的海扇和软珊瑚。有时还可以看到拿破仑鱼、大金

枪鱼、鲨鱼、大眼鲹、黑鲷和护士鲨。这个位置可能出现较为强烈的洋流，因此潜水存在一定难

度。只有经验较丰富的潜水者可以做到乐在其中。

6）okobe thila

位置：马累北环礁内环东南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40分钟

最佳潜水期：全年

平均能见度：15-30米

珊瑚礁深度：10-3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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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深海动物、珊瑚鱼、海葵

okobe海洋保护区是马尔代夫最知名的潜水点之一，一个小环礁由10-28米的三座大岩石组成。由

于珊瑚礁的形状，这里使用一条下降线来防止迷失方向。三座岩石布满了角落和裂缝、陡峭的岩

架、突起和岩洞，潜水者可以欣赏到各种海洋生物。高处的珊瑚礁还因为大群的海葵鱼而闻名。

恍若置身于水族馆之中。珊瑚礁不算很大，但是如果要饱览各种珊瑚和鱼类，一次潜水是不够的

。马累北环礁“必游”潜水点。 

7）rasfari（海洋保护区）

位置：rasfari以外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1小时

最佳潜水期：全年

平均能见度：15-30米

珊瑚礁深度：8-40米

特点：鲨鱼、深海动物、燕魟、鲹

rasfari是一处壮观的rasfari岛外礁。这里地形变化众多，宽阔的外礁上满是多沙的海峡和山脊。大

斜壁从10米深处一直延伸到28米深处。28米深处的沙底上可以看到环礁，从外到内下降了30多米

。环礁顶部是欣赏深海动物、灰礁鲨、成群的大眼鲹、大金枪鱼和燕魟的理想位置。海礁鲨也曾

出没于此。由于深度关系，只有经验丰富的潜水者可以做到乐在其中。可能会遇到较强的洋流，

可以作为放流潜水。

8）bodu hithi thila

位置：hithi kandu中的环礁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1小时

最佳潜水期： 全年

平均能见度：8-25米

珊瑚礁深度：5-30米

特点：魔鬼鱼、珊瑚鱼、护士鲨、珊瑚鲨、龙虾

bodu hithi thila是内环礁中部的一处大环礁，距离度假村只有55分钟。礁石顶端水深8-10米，礁石

有三处海湾，沙底水深为15-25米。珊瑚礁顶端的这些多沙海湾有时称为“魔鬼鱼之道”，因为它

们主要聚集于此进行清洁。这里的礁石较长，是南部最好的潜水点。一侧17米深处有一个巨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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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潜水者可以进入其中游览。岩洞中以及礁石顶端经常可以看到护士鲨。硬珊瑚算不上最好，

但这里可以欣赏到大量壮观的淡蓝色软珊瑚。12月到4月间可以看到魔鬼鱼。在潜水过程中，你可

以跪在沙上观察这些巨大的魔鬼鱼在头顶游弋、等待清洁。由于经常可以同时看到十多条魔鬼鱼

，这里吸引了许多新手和老手潜水者。

9）banana reef（海洋保护区）

位置：马累北环礁内环东南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45分钟

最佳潜水期：全年

平均能见度：20-35米

珊瑚礁深度：3-30米

特点：珊瑚、珊瑚鱼、大眼鲹、欧洲海鳗

banana reef是马尔代夫非常知名的潜水点，由于洋流强大，这里是第一批变化莫测的最佳潜水点之

一。在香蕉形的珊瑚礁东侧，一些岩石解体并为各种珊瑚鱼和大型深海动物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栖

息地。较大的突起下栖息着一大群蓝纹鲷鱼。沿着这片香蕉形的珊瑚礁前进，你会发现原始的珊

瑚礁壁中栖息着各种生物，从不同种类的欧洲海鳗到绚丽的珊瑚和鱼类。根据洋流情况，这里适

合不同水平的潜水者。

10）maagiri

位置：马累北环礁东北

距离瓦宾法鲁/伊瑚鲁：1小时

最佳潜水期：全年

平均能见度：15-25米

珊瑚礁深度：7-35米

特点：魔鬼蝠鲼、深海动物、小型鱼类

maagiri是kanduoggiri和lankan finolhu内峡中的一处大环礁，周围有许多小环礁。maagiri北侧称为ma

agiri岩洞，由一些深度为5-30米的小突起构成，20米深处的一块大岩石似乎与珊瑚礁分离，从而形

成一个峡谷。maagiri东侧有一些20米左右的岩石，基本不受强大洋流的影响，为新手和老手潜水

者以及喜欢慢潜的摄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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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PA水疗 

作为一个休闲目的地，马尔代夫也因提供大量的不同理疗而出名。当地顶级水疗度假村有各种主

攻各种美容及舒缓的疗程，不少水疗中心都有国际顶级专业按摩大师坐镇。如下是知名Spa度假村

推荐：

1）Anantara Spa

Anantara度假酒店位于隐秘的环礁湖上。别墅里的每一张床的摆放和安置都极其讲究，甚至会利

用连接天花板和地板的玻璃门的反射，保证客人躺在King-size大床上的任一角落，都不会错过窗

外如画的美景。

Anantara Spa是以传统印度草医药学治疗原理，融合独具异国情调的花朵浴和沼泥浴，在西方香熏

按摩的基础上加入印度香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SPA风格。即使最挑剔的客人也会在她所提供的

美好体验中变得神采奕奕、无比放松，令其终生回味无穷。最奇妙的则是在房间内开辟了巨大的

玻璃反射区域，游客能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欣赏迷人的海景。 

(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Spa套餐众多，可以根据游客的不同体质和需求，量身打造，更有为男士准备的护理产品。

推荐疗程：2-Paradise Experience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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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分2天完成，210分钟，270美元

2）Aquum 水下Spa

Aquum

SPA是全世界第一家水下SPA馆，位于马尔代夫北马累珊瑚岛上的胡瓦尼富士酒店（Huvafen Fushi

Hotel）内的一个全封闭的水下舱体里。

拥有六间海洋景观的芳疗室及两间水底SPA芳疗室外，外围设施还有：冰屋、三温暖、蒸气室、

淋浴间、眺望印度洋景致的休闲放松区域、SPA用品专卖店、趾甲修护保养套房、奢华的男士女

士更衣室及接待大厅等等。

水底芳疗室的空气中弥漫着精油及新鲜花朵的香芬气息，浸浴在水光浮动投射出的光影宛如置身"

白色世界"，天花板上布满了一圈一圈创意源自于水母的手工饰品，淡色木质墙面配上自腰际高度

开始展延而上的玻璃景观窗。各式各样的鱼群浮游环绕，偶时成群结队，偶时孤单成影，海面上

的艳阳投入水底照射在鱼群的身上反映出银色的光芒，随着水影发散出一闪一闪礸石般的光影。

推荐疗程：水底芳香疗程

价格：水底芳疗室做疗程一个人需要多加每小时30美金的额外费用 

3）The Rania Experience Spa

  The Rania Experience在整个中东、亚洲及马尔代夫地区都属只此一家的独特度假体验，每次只

限一名客户预订，可谓极尽尊贵。

The Rania Experience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定制项目，包括可以独家使用游艇及小岛、每日出海畅

游多达三小时、精致膳食、所有饮料包括凯歌香槟及其他名酒，最关键的是可以无限制享用水疗

服务。

推荐疗程：印度式五日疗程

价格：全套6小时Spa服务为330美元

4）香格里拉“气”spa

香格里拉度假酒店是位于南半球的马尔代夫群岛上开设的首家豪华度假酒店。酒店所推崇的气”S

PA根据古代中国和喜马拉雅传统理论研究出全新的身体护理方法。中国哲学认为“气”是万物和

人体生命活动的生命动力。要保持健康，体内必须“气”流顺畅，当气流堵塞时，疾病和不适就

会随之而来。因此，运动是疏解自然堵塞的关键因素。锻炼、牵引、按摩、水疗和大脑运动，能

通过放松和沉思来协助身体的自然恢复，形成“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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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疗程：“气”SPA阴阳调理按摩--专为情侣创制的双人按摩护理

价格：2小时，240美元

5）微拉瓦鲁悦椿Spa

悦椿取名于青龙树Angsana，一种高大的亚洲热带雨林树木，并以其不定时绽放金黄色花朵为人所

知。青龙树启发了人们更敏锐的触感，将生命活得更灿烂，提醒人们珍惜分分秒秒的生活体验，

感受生命的真谛。与悦榕Spa师出同门的悦椿Spa，其原料全部取自于天然花卉和鲜果，独家配方

秘制而成。结合东西方精妙手法及古老芳香疗法，全面激活疲惫的身心，彻底放松身、心、灵，

为嘉宾缔造独一无二的精致享受。

最受欢迎的经典疗法：

悦椿按摩

独家的悦椿按摩采用提炼自依兰花，山鸡椒及甜罗勒的欣愉按摩油，有助于彻底放松并舒缓紧张

情绪，促进血液循环。在每一项自选疗程或Spa配套疗程中，增加了三十分钟的休憩时间，让每位

嘉宾都能尽情地感受悦椿Spa体验。护理之前，嘉宾将享受到由技艺精湛的护疗师所带来的足部洗

净及擦拭。而在体验完了活力身心的护理之后，嘉宾们可随性地啜饮我们特别准备的爽口姜茶或

薄荷茶，全然沉浸于悠闲的情趣之中。

光彩照人配套护理

来马尔代夫微拉瓦鲁悦椿Spa，就一定要体验这里特有的光彩照人配套护理。这是适合各种体型的

90分钟按摩护疗，将令人精神振奋，容光焕发。温和的身体磨砂帮助加强循环的同时去除肌肤老

化角质，而充满活力的按摩将彻底放松你的身心。你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盈，肌肤也随之呈现

出迷人光彩。

旅人提示：

由于是独立一岛一饭店的经营特色，度假村的SPA服务一般只供住客使用，可在行程出发前预订

好。

   

5、冲浪

对喜欢冲浪的人来说，马尔代夫是一个冲浪天堂。马尔代夫还举行过国际冲浪比赛，使其成为世

界公认的冲浪天堂。马尔代夫平均浪高4-5英尺，在冲浪季候风下，浪高会升至8-10尺。冲浪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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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从2月底开始到11月中旬结束，一般来说，3月到5月和9月到11月底都是最佳的冲浪佳期。 

(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拥有最佳冲浪点的度假村是Chaaya Dhonveli岛和Adaaran Select Hudhuran Fushi，这两个度假村都有

自己得天独厚的冲浪点，可以说马尔代夫众多度假村中，只有这两个完美地坐落在很好的冲浪点

旁边。

冲浪旅行社推荐：

以下旅行社专门做冲浪旅行，并可预定到马尔代夫的旅行与冲浪巡游之旅。

环礁旅行Atllo Travel

针对环礁探险的澳大利亚国际旅行社，它为Chaaya

Dhonveli岛提供冲浪全包服务，还有去马累环礁内和到外礁的巡游旅行。

地址：PO Box 205, 4 Bridge St，foster，Vic 3960，澳大利亚

电话：03-5682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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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www.atolltravel.com

马尔代夫水肺潜水旅行Maldives Scuba Tours

针对环礁探险的马尔代夫潜水旅行社和英国旅行社，也提供Chaaya Dhonveli岛全包服务。

地址：Innovation House，Boldero Rd，Bury St Edminds，Suffolk，IP32 7BS，英国

电话：01284-748010

网站：www.scubascuba.com

冲浪旅行公司Surf Travel Company

冲浪旅行运营商，能帮冲浪者预定Hudhuran Fushi、Four Seasons Kuda

Huraa和天堂岛的房间。改公司还在这个国家范围内做以游船为基地的旅行。

地址：Level 11，Chifly Sq，Sydney，NSW2000，澳大利亚

电话：02-92228870

网站：www.surftravel.com.au

绿宝石冲浪旅行社Turquoise Surf Travel

这家旅行社提供在Gaaf Dhaal环礁的冲浪巡游之旅，以及在Hudhuran

Fushi的以度假村为基地的冲浪。

地址：8 rue Neuve St Martin，13001 Marseille，法国

电话：0491139482

网站：www.turquoise-voyages.fr

世界冲浪巡游World Surfaris

提供到各种冲浪目的地的旅行，帮助冲浪者预定进入Dhonveli，也做以航船为基地的内礁旅行。

地址：PO Box 180，2/147 Brisbane Rd，Mooloolaba，Qld 4557，澳大利亚

电话：1800-611163,07-54444011

网站：www.worldsurfaris.com

旅人提示：

1、钓鱼需带手电、工作手套；

2、潜水时必备潜水靴和潜水手套，以防止受伤；

3、如想在当地潜水，最好在国内购买面镜、呼吸管和脚蹼，船潜最好在国内租借或购买器材，因

当地价格较贵。另外，在国内接受了潜水培训可以省钱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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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看野生动植物

大多数度假村都会提供海豚乘船观光。在马尔代夫，能看见海豚的几率很大。乘船游览时间为1-3

小时，根据你所在的度假村到所要喂养海豚的地点之间的距离而定，通常是坐多尼帆船前往。这

样的观光常常被宣传为“香槟日落海豚航游”，即使海豚没有出现，你也可以一边享受一杯香槟

酒，一边欣赏美丽的日落。观鲸的活动很少，因为鲸不在环礁里游泳，任何观鲸的船不得不先驶

入开阔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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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马尔代夫岛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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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累北环礁 North Male' Atoll

01可伦巴岛（椰子岛）Kurumba    02 喜来登-满月岛Full Moon    

03芙花芬岛 Huvafen Fushi 04 班度士岛 Bandos                   

05天堂岛 Paradise                 06 梦幻岛（东菲利岛）Dhonveli

07巴洛斯岛 Baros                          08 四季-库达呼拉 Kuda

Huraa 

09阿达郎-白金岛 Hudhuran              10美禄岛

Meeru                               

11苏哈姬莉岛Thulhaagili                    12安莎娜-伊瑚鲁岛

Ihuru                 

13悦榕庄-瓦宾法鲁岛Vabbinfaru       

14马累国际机场岛                             

15马累首都岛 Male                            16瑞提拉岛

Reethi Rah                     

17泰姬珊瑚岛Taj Coral Reef             

18吉娜瓦鲁（魔芋岛）Giravaru       

19哈林吉利岛 Helengeli                     20索尼娃姬莉岛Soneva

Gili              

21波杜希蒂岛 Bodu Hithi                   63卡尼岛Club Med

Kani                    

64 法鲁岛 Club Faru                          67 夏日岛

Summer Island Village

马累南环礁 Sorth Male' Atoll

22薇拉莎露岛 Velassaru                  23瓦度岛 Adaaran Vadoo

24欧芙菲莉岛（双鱼岛）Olhuveli     25安娜塔拉笛古岛 Dhigu

安娜塔拉 薇莉岛 Veli

26   娜拉杜岛 Naladhu                      27   泰姬魅力岛 Taj

Exotica       

28   可可亚岛 Cocoa                        29   茵布杜岛

Embudu                  

30   绚丽岛（伦娜里岛）Rannalhi    31   波莉珊瑚岛（流星岛）Bolifushi

65   卡杜玛岛 Kandooma

亚里北环礁 North Ari Atoll

32   库拉玛蒂-小环礁渡假岛            33   薇莉甘杜岛

Veligandu         

34   多尼蜜姬莉岛 Dhoni Mighili      35   W 宁静岛 W Retreat & Spa     

36   埃拉胡岛 Ellaidhoo                   66   尼卡岛 Nika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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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亚里南环礁 Sorth Ari Atol

37港丽-伦格里（希尔顿）Rangali   38   丽莉岛 Lily Beach Resort     

39   蜜莉喜岛 Mirihi                          40   太阳岛

Sun Island                  

41  假日珊瑚岛 Holiday Island         42   迪瓦岛 Diva

拉薇雅微环礁 Lhaviyani Atoll

43   古丽都岛 Kuredu                      44   卡梦多岛

Komando            

45   肯尼呼拉岛 Kanuhura

尼兰朵北环礁 North Nilandhe

46   菲莉西澳岛 Filitheyo

尼兰朵南环礁 Sorth Nilandhe

47   薇露丽芙岛 Vilu Reef

48   安莎娜-薇拉瓦鲁岛 Velavaru

芭环礁 Baa Atoll

49   四季-兰达吉拉瓦鲁岛                   50   索尼娃芙西岛

Soneva Fushi

51   杜妮可鲁岛 Dhuni Kolhu              68   皇家岛 Royal Island Resort

美慕环礁 Meemu Atoll

52   曼德芙岛 Medhufushi                  53   加雅礁湖-哈库拉岛

哈阿里夫环礁 Haa Alifu Atoll

54   玛娜法鲁岛 Manafaru                   55   希拉蒙岛

Cinnamon            

56   神仙珊瑚岛 Dhonakulhi

诺鲁环礁 Noonu Atoll

57   伊露岛 Irufushi

西努环礁 Seenu Atoll

58   香格里拉 Shangri-La

拉姆环礁 Laamu Atoll

59   拉姆纬度渡假村 Latitude Laamu

卡夫阿里夫环礁 Gaafu Atoll

60   鲁宾逊渡假村 Robinson Club

塔环礁 Thaa Atoll

61   丽晶渡假村 The Regent

拉环礁Raa Atoll

62   美度胡珀鲁岛 Meedhupp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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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马尔代夫交通

   

1、外部交通

马尔代夫有两个国际机场：马累国际机场和甘岛国际机场。不过大部分乘坐的飞机通常在马累国

际机场降落。此机场并不在马累，而是在离马累不远的小岛上，乘船到首都仅需十分钟。机场很

小，只有一条延伸到海里的跑道。候机楼是露天的，上边搭有遮雨棚，两边就是各个岛的接待站

。机场与马累各个地方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水上飞机、快艇和多尼船。机场电话：332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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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上交通工具

水上飞机seaplane

各岛屿到机场距离不同，交通工具也有差异，近的岛大多只提供快艇、多尼船等，远的岛才会提

供水上飞机，如果想体验在天空俯瞰马代美景的话也需要在选岛时将距离作为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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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水上飞机只有白天飞行（下午5点半停飞），如果你抵达时间是夜里，那就必须先订好在马累的住

宿 。另外，水上飞机对行李重量要求很严格，所有的行李都会被称重（不管你是托运还是手提）

，因为水上飞机对重量有要求，超重或一些较重物品需要等另一班飞机或用船来运送。

办理水上飞机的流程：

入关后，去酒店柜台办理登记手续（要看酒店入住店和护照），然后会有人带你去水飞柜台。马

代的水上飞机有两种颜色，蓝黄（南线岛屿）和红白（北线岛屿）。托运后就可以免费坐相应颜

色的中巴车到水上飞机休息室（注意，不是所有酒店都在一个休息室，上车前和下车前都请确认

下），到达休息室只要出示登机牌和护照就可以到旁边沙发休息了。

水上飞机的价格很昂贵，往返费用为150-400美元，具体取决于距离和度假村之间的协定，通常包

括在全包套餐中。如果你是完全独自旅行者，水上飞机会额外收费。

快艇speed boat

从机场步行5分钟即可看到码头，各岛屿饭店所专属的大大小小交通船早就响起轻快的引擎声在码

头待客，近的岛屿只需20分钟的船程，远的岛屿甚至须搭乘4个小时的船程。一般离马累近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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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艇，远的是飞机。快艇24小时运营，往返费用为50-300美元，具体价格取决于距离。一般来说

费用包括在全包套餐中，但会在独自旅行者离岛时收取额外费用。

可用的快艇级别由简单的、外装马达的小快艇到带多层甲板和类似机舱的大型快艇。

多尼船 

 (图片由网友 @微笑的权利 提供)

在马累，沿着滨水地区走到Boduthakurufaanu Magu东头，你会在机场渡船码头旁边看到许多多尼

船停靠在海港里，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能被租来去附近的岛屿。价格取决于你的目的地、所需时间

和你讨价还价的能力——一般来说一天的价格是Rf1000-2000，但如果你想早上6点出发并一刻不停

地游玩12个小时，就会花不少钱。你也可以在大多数度假村租到多尼船，但会贵一些（一般为每

天300-600美元），而且你只能在其不用于观光和潜水旅行时才能租到一艘。

   

3、岛上交通工具

自行车/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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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岛屿上的路程不过半个小时，因此自行车和摩托车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出租车

如果你的活动区域只在度假岛，那你完全用不上出租车。通常只有在马累市和最南方的阿杜环礁

才有出则车。其中马累出租车统一定价1.5美元或R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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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马尔代夫饮食

美食：

马尔代夫是穆斯林国家，禁食猪肉，不吃贝类和螃蟹。他们的饮食带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特色，地

道的马尔代夫食物除了充满地方色彩，也总离不开大海。 

马尔代夫人喜欢吃加有刺激性芳香调味品的肉、鱼和蔬菜米饭以及红薯、芋等淀粉食物。热带水

果和蔬菜、面包果、椰子、菠萝等则终年不断。随手拈来就有煎鱼、咖喱鱼及鱼汤等，所以他们

餐餐有鱼为伴。

在马尔代夫，最常见的菜是咖喱，其实它并不是马尔代夫的传统菜肴，而是从邻国印度、斯里兰

卡传入的。真正的马尔代夫料理，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咖尔迪亚”，它常出现在马尔代夫人招待

宾客和节庆祝典的宴会上。“咖尔迪亚”的主食部分是蒸香焦、薯类或面糕，菜的部分是切碎的

洋葱、椰肉和青柠檬汁等，此外，还有松鱼肉片汤。一般家庭都是将这几种食物分别盛在大盘子

里，排在餐桌上，以自助餐的形式来享用。在当地人聚集的大众餐厅、即马尔代夫人称之为“H

OTEL”的地方，星期五的下午都会供应“咖尔迪亚”。在有些“HOTEL”平日也能吃到。

当地几种著名的佳肴有炸鱼球，金枪鱼及椰子煮成的古拉（Gula）、辣鱼糕（Kuli

Boakiba）、椰奶加白饭布丁的浮尼玻阿绮巴（Foni Boakiba）和一种称为其露撒把特（Kiru

Sarbat）的甜奶饮品。

杜法意翅泰（Dhufaa Echetai）是马尔代夫群岛盛行的一种嘴嚼的小食。这种小食的材料有槟榔果

、槟榔叶、丁香及酸果、烟叶等。这种小食是岛民每天饭后的零食。在街头小巷的茶店里，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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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品尝滚烫的热茶及美味可口的糕点小食。当地著名的饮料是一种用棕榈树干榨汁制成的甜香

多迪（Toddy）。 

当地人还喜欢嚼用槟榔椰子叶卷成的椰子果碎块和少量石灰浆，所以他们的的牙齿常被染成黑色

。

饮料：

当地人是完全不沾酒类的，首都马累只允许设立不含酒精饮品的酒吧，所有的酒吧都设在旅馆内

。马尔代夫淑女（The Maldive Lady）是当地一种强烈、香醇的调制鸡尾酒，在每个旅游岛屿的酒

吧都有各自不同的配方，以调制这种鸡尾酒。到访马尔代夫，可别错过了这种没有酒精的酒。

马尔代夫唯一的天然自来水就是雨水，雨水储在每一座小岛地下天然储水层里。所有度假村都有

自己的海水淡化厂，以保证足够的水为客人所用。在度假酒店，即使你买得起7美元一瓶的进口依

云矿泉水，为了环保仍然鼓励你喝经过淡化的海水，这完全适合饮用，但可能起初需要慢慢适应

那种味道。

除雨水外，主要的饮品就是进口茶叶以及棕榈汁，后者是从棕榈树树干的冠上、在椰子生长的地

方采摘的。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棕榈汁采摘员。如果你能忍受那股辛辣味道，收获的将是棕榈

汁的香甜和美味。棕榈汁可以在树上汲取之后立即饮用，或者保存一段时间，等糖分发酵后有一

点酒味再饮用。

酒店餐饮分类：

通常情况下马尔代夫的度假酒店会提供以下餐饮包价方式：

1、早餐BB 只含入住期间每日的早餐；午餐和晚餐需要上岛后自行预订

2、半餐HB 包含入住期间每日的早餐和晚餐，午餐需要上岛后自行预订

3、全餐FB 包含入住期间每日三餐。

一般自助早餐都非常丰富，也很可口，建议住房时最好选Bed & Breakfast或者Half Board。午晚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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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餐，如果对西餐不感冒，午晚餐不包也罢，各岛上大多都会有不同口味的餐厅供君选用。 

岛上餐厅分类：

马尔代夫度假酒店内，大多有1-2 家主餐厅，以及数目不等的特色餐厅、水吧和酒吧。选择半餐或

者全餐的客人，已付费的午餐/晚餐将被安排在主餐厅用餐；特色餐厅需要在上岛后，提前向酒店

预订；水吧和酒吧随时欢迎客人光临。建议在上岛的第一天，根据酒店提供的信息制定好用餐计

划，提前预订每日用餐。

用餐方式：

度假酒店的餐厅会提供自助、零点和套餐等不同的用餐方式。多数自助餐厅会在不同日期提供不

同的美食主题，但内容多以西餐和南亚餐为主。部分酒店的餐厅不向客人提供免费饮水，酒水单

上的饮料需要另行付费；部分酒店的餐厅会在你正常点餐费用的基础上，加收5%-15%的服务费。

马尔代夫海岛四面环海，海鲜品种丰富鲜美，各类海鲜是必尝的美食，地处热带，各种热带水果

应有尽有。在海边享受烛光晚餐，是不可多得的浪漫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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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马尔代夫住宿

马尔代夫的旅游景观是一岛一酒店模式，一个岛由一个酒店经营，因此，你选择了要游玩的岛屿

，就意味着选定了要住宿的酒店。马尔代夫的酒店通常都有沙滩屋和水上屋两种。沙滩屋就是建

筑在岸上的小屋，通常有高大茂密的热带植物包围，既有空灵的空气又有很好的私密性。水上屋

是建在水上的小屋，屋边就有阶梯可随时走下小屋，热带鱼在脚边嬉戏，深深浅浅的蓝就在你身

边铺开。 

1、办理入住手续

抵达酒店后，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如果对房间有任何特殊要求，请在前台办理入住时，提前告知酒店工作人员。

在办理入住手续时，部分酒店会要求支付押金(支付400-600

美元现金/刷信用卡预授权)。这部分押金，酒店将在您办理离店手续，查房无问题后退还。

马尔代夫绝大部分酒店只有大床间，没有双床间。如果申请入住双床间，酒店将有可能在大床间

内加床，作为临时的双床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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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入住手续时，酒店可能会要求你填写登记表。如果你在行前申请了蜜月套餐，请务必在表

格中注明“新婚情侣Honeymooner”。通常情况下，酒店为验证蜜月的真实性，将要求出示半年

内结婚证的原件。

2、酒店的入住和退房时间

入住时间

马代酒店的入住时间通常为中午12:00 至下午14:00。如果你在入住时间之前抵达酒店，则需要在大

堂等候。如果提前入住，酒店可能会酌情加收一定费用。

退房时间

马代度假酒店的退房时间通常为上午10:00 至中午12:00，请在入住时提前与酒店确认。如果你在此

规定时间后退房，酒店将会收取你延迟退房的费用。

针对少数酒店和特殊假期，此规定将有变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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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酒店的客房服务

在入住期间，酒店服务生每天都会对房间进行打扫，如果外出不在房间，请一定将钱包或其他贵

重物品存放在保险箱内，同时封闭好门窗。如果房间无需打扫，请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出，或提

前告知客房服务生。

客房的迷你吧或冰箱内通常会放置多种饮料和小食品，请在饮用/食用前确认其是否收费。酒店的

电视常会有收费节目，请在使用前提前了解收费标准。

请在入住期间爱护酒店设施，如有损坏，可能需要个人赔偿。

如果你在入住期间需要吸烟，请提前了解酒店的相关规定，不要在禁烟地点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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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马尔代夫购物

马尔代夫的渔业发达，因此特产也以丰富的海洋水产品为主，当地盛产鲣鱼、马鲛鱼和贝类，游

客可以在所住的酒店品尝到这些特产。除了水产品外，游客在当地可购买的土产有：贝壳产品、

芦苇垫子、木漆盒子等。列岛游的时候，尽量每个商店都进去看一下，商品的价格会比你所住的

岛便宜。另外马累的东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马累街道两旁有着众多的商店，老集市是整个国家的批发与零售中心，那里的鱼市场和北码市场

以及有着悠久历史的清真寺等等这些地方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在天气转冷之后，当

地人很喜欢逛街，尤其是夜晚，在Majeedhee Magu这条街道上有着各式的商店，东西应有尽有，

小到服装、香水，大到家电家具。除了在祷告时间他们会暂时关门15分钟外，所有的商家都会营

业到晚上的11点。

马累许多商店都有金枪鱼罐头出售，还有一些经过真空包装的熏鱼、鱼干等，都是不可错过的美

食和馈赠亲友的佳品。马累的北码头有一个地方集市，这里主要出售一些当地的产品，像蔬菜、

水果、坚果以及一些腌制品等等。这里离街区较远，所以也没有那里紧张忙碌。

马累面积不大，一条主街道横穿东西，另一条横穿南北。纪念品商店就在街道的最北端，有着独

具特色的礼品和纪念品。这里的一些东西有的也是从新加坡进口来的。据说这里最好的东西就是

“马尔代夫席子”，它是用当地的自然纤维做成的。购物时请谨记，当地的红、黑珊瑚、珍珠贝

壳以及龟壳都是禁止携带出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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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书香识马代

《马尔代夫鱼类图片指南》（Photo Guide to Fishes of the Maldives），深潜以及浮潜人士必备之书

，详细介绍了马尔代夫暗礁上生活着的大约700种鱼类，全部配以美丽的图片以及它们生活习性的

描述。

《马尔代夫之谜》（the Maldive Mystery），非常适合希望了解马尔代夫在伊斯兰时期早期的历史

概况及大量未解之谜的读者，但作者的许多理论目前被证明并不可信。 

(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马尔代夫——千岛王国》（Andrew Forbes，Maldive-Kingdom of a Thousand Isles），一本文化概

览、旅游日志及度假指南的奇特组合。关于历史和传统工艺品的部分有最详尽的叙述，被视为同

类书中的首选。

《潜水者指南：马尔代夫鲨鱼》（Divers’Guide to the Sharks of the

Maldives），介绍了潜水者可能在马尔代夫遇见的各种鲨鱼。

《马尔代夫潜水之南》（Dive Guide the

Maldives），一本潜水指南，收录了对这个国家所有主要的深潜和浮潜地点的评论。

《马尔代夫首都：马累》（Adrian Neville，Male’-Capital of  the Maldives）

《马尔代夫神秘主义》（Mysticis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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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ives），记载了迷信事物、与伊斯兰教神灵的相交、超自然现象以及灵异事件。

《马尔代夫传统美食》（Classical Maldivian Cuisine），是一本具有吸引力而且信息量丰富的书，

提供鱼汤、鱼、椰子及咖喱鱼等美味的食谱。

《巴比伦海滩》（Beach Babylon），是一本度假读物，对一家豪华度假酒店的幕后情况进行了有

趣的记述。虽然本书没有直接说明取材于马尔代夫，但据称它是以该国最奢华的度假酒店Reethi

Rah为原型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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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旅人提示

1、水底相机

浮潜前，建议买或租一次性水底相机(水下4米可用)，可以拍到水底漂亮的热带鱼，岛上一次性水

底相机售价17美元，而租一次是25美元的租金。（此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价格为依据）

2、即将消失的国度

马尔代夫的美丽岛屿和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受到世人注目的，但是马尔代夫80%的陆地是低于海平

面一公尺的，海平面些微的上升都是严重的威胁，由于气候变暖生态破坏等原因许多岛屿已遭受

到海水泛滥和海岸侵蚀。根据传说，马尔代夫因地球的温室效应，即将在百年内如亚特兰提斯古

城般消失，淹没在蓝海中。

当你在马尔代夫旅游时，请不要买用龟壳制的珠宝饰物或动植物制品，以保护当地的生态。在浮

游或潜水时，请尽量欣赏美丽的珊瑚，而不要破坏海中生物，穿有保护环境生态的T-SHIRT或环

保肩章等，或协助及加入环保行动。

a）严禁私自在岛上钓鱼、采摘或践踏珊瑚，违者罚款可达5000美元。

b）严禁在酒店房间内煮食，违者罚款可达5000美元。

c）勿在岛上喧哗、吵闹，切勿随地扔垃圾，以确保大自然环境的优美、宁静。

3、读物

一定要带本想读的书去，泡完海水躺在沙滩椅上晒太阳读书，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带去读过的书

如果不想带走，可以留在岛上一个专门的公共书架上，供后来者取阅。

4、马尔代夫民俗节庆活动

马尔代夫国家虽小，建国也不久，但有很多节日。每年的7月26日是马尔代夫的国庆日，该日也是

当地的最大节日，届时全国全岛载歌载舞齐欢庆，为远来的游人平添了一道风景线。

另外，因马尔代夫是个伊斯兰教国家，所以还有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节日，比如：圣纪日，在

伊斯兰教历的第三个月的第十二天，是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升天节，在伊斯兰教历的第七个月

的第二十七天，是纪念穆罕默德从麦加旅行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升天的节日；祭礼节，在伊斯兰

教历的第十二个月的第十天到第十二天，信徒们虔诚地向安拉献祭，赞美安拉的崇高与伟大。

5、语言

当地语言是Maldivian

Divehi，但英文广泛应用，度假岛上的服务人员常会说德、日、法、意，不过会说中文较少。

6、风俗禁忌

马尔代夫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居民岛上不食猪肉，不饮酒，严禁偶像崇拜，妇女出行必须穿遮体

长裙，男士不能穿短裤。外国游客在度假酒店内不用遵守此规定，但到了马累等当地居民岛，就

必须入乡随俗了。马尔代夫居民大多是虔诚的穆斯林，讲礼貌、重礼节、淳朴好客，每天会进行

五次祷告。男士在进清真寺时不能穿短裤，女士则不能穿膝盖以上的短裙和露着手臂的短袖上衣

。而星期五的伊斯兰教安息日则是他们每周的星期假日，商店、学校和公共场所都会在这一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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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歇业。

在岛上旅游时可向居民请教有关风俗习惯等问题，但他们不喜欢凡事都寻根问底的人。在这里施

舍是很普遍的现象，否则会不受欢迎和被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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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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