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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中海：one island one resort

“当这上天赐与凡间的美丽天堂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帕瓦罗蒂。帕瓦罗

蒂的话印在绿中海度假村宣传手册的扉页上，看得人心神荡漾。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你以为绿中海是片海？不，绿中海是个美丽迷人的小岛⋯⋯不知是哪位高人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小

岛赐予了一片海的名字，因为它真的很美。

绿中海，是马来西亚邦咯群岛（Pangkor Laut）其中的一个小岛，面积只有300英亩，被私人富商

买下建立了豪华的旅游度假酒店。岛上碧海银沙，风景如画，曾被评为全球排名第三的岛屿度假

观光胜地。世界十大著名沙滩之一的翡翠湾，就在岛屿的西北方。

绿中海的标语是:“one island，one resort(一岛一酒店)”，顾名思义，跟马尔代夫的岛屿一样，绿

中海整个岛上只有一座立名国际的绿中海度假村（Pangkor Laut Resort）。虽然这个岛屿拥有30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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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的面积，但只有一小部分被开发成酒店及度假村，保留住了大片的200万年历史的热带雨林

。理所当然的，只有入住这个酒店的客人才可以登陆这个小岛。整个小岛都为绿中海度假村的客

人所享用，尊贵，私密可见一斑。

预定绿中海度假村，分为很多种package可以选择，有包括了一日三餐的套餐，也有只含早餐的，

还有包含spa的，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入住客人可以免费参加很多度假村的活动，详

情请见度假村官网：http://www.pangkorlautresort.com

列举一下绿中海度假村的获奖记录，你就会更加心驰神往的探索它到底是怎样的迷人：

英国Tatler Travel Guide评选为【全球最好的101家饭店之一】

澳洲Australian Gourmet Traveller Magazine 评选为【全球20大最顶级spa之一】

英国The Sunday Telegraph评选为【全球25大最顶级spa之一】

德国Senses Wellness Guide评选为【最佳海滩度假村】

英国Conde Nast Traveller评选为【世界第一海滩度假村】

英国Conde Nast Traveller评选为【世界最佳海岛第二名】

美国The American Academy of Hospitality Sciences评选为【2002、2003、2004&2005年五星钻石奖】

英国Tatler评选为【十大极致奢华spa】

英国Harpers & Queen评选为【最佳度假村spa】

所以，如果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不妨去马来西亚的绿中海放松一下。这里，没有污染、没有噪音

，只有阳光、海水、沙滩、私密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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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中海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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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因马来西亚位于赤道附近，属于热带雨林海洋性气候，无明显的四季之分，一年之中的温差变化

极小，平均温度在26—29℃之间，全年雨量充沛，10—12月是雨季，总的来说，3-10月份都比较适

宜。

   

2、签证

欲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都必须持有有效的护照或受承认的旅游证件，其证件必须还有最少6个月的

有效期。

请以马来西亚驻华使领馆签证部门提供的最新信息为准，以下信息仅供参考：

签证种类

- 个人社交/旅游签证

- 个人商务签证

- 团体签证

办理地址

马来西亚大使馆签证处：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亮马桥北街2号

电 话：010-65322531/32/33转208

马来西亚驻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上海市长宁区黄金城道682号2楼

电话：021-62121700

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签证处：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1915-1918室

电 话：020-87395660,38770766,38770763转222

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馆签证处：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29号樱花酒店4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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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71-3165888转 6241/6242

办理签证所需材料

1. 个人社交/旅游签证

- 剩余有效期超过6个月的个人护照

- 二寸个人近期证件照2张（白底彩色）

- 手续费人民币80.0元

- 在签证处柜台领取签证申请表及申请登记表各一张，现场填写并粘贴照片（详情请咨询签证处

官员）

2. 个人商务签证

- 剩余有效期超过6个月的个人护照

- 二寸个人近期证件照1张（彩色）

- 手续费人民币80.0元

- 在签证处柜台领取签证申请表及申请登记表各一张，现场填写并粘贴照片（详情请咨询签证处

官员）

- 中方企业(派员企业)证明函(证明签证申请人于此企业工作)

- 马方企业(邀请企业)邀请函(说明商务活动性质、目的、邀请人员逗留时间等)

- 如果已预订机票，请携带航班行程备用

3. 团体签证

敬请咨询代办机构或旅行社相关人员

受理时间

马来西亚大使馆（驻北京）签证处：

- 递交材料：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 领取签证：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马来西亚驻上海 总领事馆签证处：

- 递交材料：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 领取签证：周一至周五 下午14：00-17：00

马来西亚驻广州 总领事馆签证处：

- 递交材料：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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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取签证：周一至周五 下午16：30-17：00

   

3、货币与小费

现金兑换

马来西亚的货币称作令吉(Ringgit Malaysia) ，1马来西亚元=2.0386人民币元（仅供参考）。国内的

银行没有马币兑换服务，可以在国内先换好美金，到了马来西亚再换马币，这样更划算一些。用

人民币在马来西亚换马币汇率比较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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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钞的面值有1令吉、5令吉、10令吉、50令吉和100令吉。硬币的面额则有1分、5分、10分、20分

和50分。

银行卡

银联卡在马来西亚有四家银行能用，分别是MAYBANK（马来亚银行）、HONG LEONG

BANK（丰隆银行）、RHB BANK、PUBLIC

BANK（大众银行），这四家银行能用也基本差不多了，各个银行卡支取的手续费都有所不同。

各个银行的异国取款手续费如下：

工商银行（牡丹借记卡）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的百分之1+2元（最低3元，最高52元）

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每笔12元+取款金额的百分之1

                                               10 / 45



�������

绿中海:完美无瑕
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每笔15元

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的百分之1+10元

招商银行（一卡通）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的百分之0.5（最低10元，最高25元）

交通银行（太平洋卡）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百分之1+12元（最低15元，最高62元）

浦发银行（东方借记卡）每笔18元

华夏银行（华夏卡）每日前三笔取款不收取任何费用

希望这些可以给大家有所帮助，信息如有变动以银行最新标准为准！

消费的话VISA和万事达都很普及，多数的高级酒店、购物中心、大型的餐厅和商店都有提供国际

信用卡服务。

旅人提示：

绿中海度假酒店接受运通信用卡、Visa、Master，Diners和JCB等各类国际信用卡。建议少量现金+

国际信用卡的组合去绿中海度假。

   

4、通讯网络

在马来西亚，有三种SIM卡可供选择购买。

HOTlink卡

HOTlink卡8.8RM，内含4RM话费，实行单向收费，可从多数便利店购买。打回国内时，打固定电

话时需在号码前加“0086”，0.2RM/分钟。拨打手机需加“131+0086”，0.5RM/分钟。查询话费

及有效期：*122#

DIGI卡

DIGI卡售价8.5RM，包含5RM话费，实行单向收费。打回国内时，无论是打固定电话还是手机，

只需在号码前加拨“0086”即可，固定电话0.18RM/分钟,手机0.43RM/分钟。查询话费及有效期：*

126#。

旅人提示：此卡默认开通国际漫游，可在中国使用。

CELCOM卡

CELCOM卡售价10RM，含5RM话费，单向收费。打回国内时需加拨“131+0086”，固定电话0.2R

M/分钟，手机0.45RM/分钟。查询话费余额及有效期：*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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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压与时差

电压：马来西亚电压为240V，频率50HZ，其中三孔为英式标准，需带转换器。

时差：绿中海与中国无时差

   

6、行李装备

护照、现金、信用卡、机票、转换插头、相机、记事本、笔、蚊不叮、常用药品、适合海岛度假

的衣衣、长袖衣裤、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泳衣等。

   

7、语言帮助

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称为马来西亚语，简称马来语；第二语言为英语，一种口音很重的马来式英

语。在马来西亚中文也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包括闽南语、粤语等方言。

常用语

Helo 你好 Selamat Pagi 早上好 Selamat petang 下午好

Ya 是 Tidak 不是

Terima kasih 谢谢 Saya Minta Maaf 对不起 Di mana? 在哪？

救命的马来语叫：tolong 念多（发特和哦的音）隆

文字标识

Masuk 入口 Keluar 出口 Jalan 街 Jetty 码头 Tandas 公厕 Masjid 清真寺

Istana 王宫 Muzium 博物馆 Dilarang 禁止

   

8、选择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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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绿中海旅行没有航班直达，乘飞机的话需到吉隆坡之后乘车+船前往。前往吉隆坡可以找一些

廉价航空公司来节省成本，比如可以乘坐亚航、马航飞抵吉隆坡等。

可参考的廉价航空网站：

亚洲航空:http://www.airasia.com/cn/zh/home.html

亚航15日票价查询:http://www.airasiaplus.com/index.php

捷星航空:http://www.jetstar.com/sg/zh/index.aspx

马来西亚航空:http://www.malaysiaairlines.com/cn/zh.html

穷游廉航网:http://www.fly2save.com/

廉价航空搜索网:http://cn.skyscanner.com/

wegolo国际机票网:https://www.wegolo.com/

   

9、地理方位

绿中海是马来西亚邦咯岛的数十个群岛中的一座，面积只有300英亩，位于印度洋、安达曼海域，

岛上只有一个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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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中海地图

   

10、出入境须知

入境可携带物品：

相机、手表、笔、手提收录音机、香水、化妆品以及打火机等为免税品；

2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或225公克烟草、1公升的烈酒或葡萄酒或啤酒、价格在RM200以内之香水

一瓶、总价不超过RM200之礼品或纪念品可免税携入境；

其他物品携入境须暂先付进口税（税率通常为该物品价值的50%），待出境时再持收据证明退税

。

管制与危禁物品：

禁止自以色列进口物品、无医师处方之药物或禁药、武器、色情书刊、印有可兰经文之面料或衣

物、携带毒品最高可处死刑。

   

11、紧急救援

常用电话：

紧急救援电话：999

火警电话：994

电话查号：103

吉隆坡海关：0060320955133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0060321411729

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006032935188

吉隆坡机场问询：006037465707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地址：马来西亚吉隆坡市安邦路2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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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网站：http://my.chineseembassy.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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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绿中海最棒体验

   

1、迷醉在翡翠湾的金色早晨

翡翠湾是世界十大著名沙滩之一，为绿中海唯一的度假村所拥有，僻静海湾环绕的古老沙滩、晚

霞辉映的天空和酒店住客专享的宁静氛围。这是入住綠中海度假村所享受的特权。 

(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翡翠湾最美丽的时光是清晨。清晨七点，去海边看日出。阳光从山上穿过树梢，散落在海滩上。

由于小岛的山势不高，因此太阳很轻柔、很平和的照到翡翠湾清澈的海水和沙滩上。海水被早晨

的阳光照的清亮，泛着淡淡的绿色，一波一波的在荡漾，打在腿上，返回一圈圈的波纹，闪着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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粼的金光，迷幻起来。随着海水轻轻的荡漾，仰望远处澄净天空中的白云，披上朝霞送来的金色

衣裳，迷醉在翡翠湾的早晨。

   

2、和谐生态 坐在阳台上喂孔雀

岛上的孔雀总是很悠闲的游荡在阳台上，把零食放在阳台上，它就会一扫而光。当你走过去一点

，它就很警觉，总是保持一点距离，但也不放过扔过去的任何的好吃的。看着它优哉游哉的在阳

台上休息，间或打些牙祭，或清理一下翅膀，不由得让人觉得，在绿中海的美景里，做这样一只

孔雀，还真是让人羡慕。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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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上栈桥 和你一起去看海

在游船靠岸的栈桥，或是通向sea villa的栈桥，都是看海的绝佳地点。 

(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海里的珊瑚都是活的，虽然不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珊瑚，但都是可以变颜色的。你如果拿棍子碰一

碰它们，他们就会从深棕色变成很浅和海滩一样的颜色。珊瑚的形状很多，大部分像菜花一样，

也有几个鹿角形的，还有几个像口朝上的大瓦罐一样的珊瑚，很可爱。这里有很多种鱼，有黄绿

色花纹的小鱼，也有深蓝色的尖嘴长鱼，当地人叫buno，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群群的小鱼在比较

深的海水中游来游去。海边的岩石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螃蟹，不过你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它们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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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像各有各的领地。有的一动不动，有的好像在寻找什么。定睛仔细数，一

般会有个十来只的样子。

我们能观察到的海边就这样奇妙，那在未知的海底深处，又会隐藏着怎样的生机和惊奇呢？

   

4、穿越200万年前的热带雨林

 (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游客们可以乘坐远洋游轮，和常驻博物学家一起，去古老的热带雨林中探险。只要提前跟酒店预

约，就可搭乘免费班车进入雨林，然后按照地图，或者跟着向导（如果你的英文过硬的话），穿

越热带雨林，见识岛上的各种植被，还有各种鸟、猴子、孔雀。这种探险并不太累，而且你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由决定什么时候走哪段。

   

5、海风轻抚面颊 奢华spa唤醒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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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中海屡获殊荣的温泉村将呈现三种不同风格的民族温泉水疗方式。来到这个占地 4英亩的温泉

村，你可以在户外庭院中享受日光浴，也可以在亭台楼阁中欣赏无边无垠的美丽海景，以及荷花

池中醉人的风景。漫步在这个人间天堂中，来自印度草医、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温泉水疗师将带你

进入一个神秘而静谧的世界。 

(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每一个温泉村都提供该地区的各种温泉水疗服务，芳香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松弛你的神经，渗

入你的身心深处，唤醒你的心灵。

首先会有服务生告诉你每一个步骤和需要注意的细节。接着坐在凉亭里，有专人过来给你洗脚。

简单清洗之后，用锤子轻轻地敲脚。曲径通幽，踩着青石小径来到洗澡的院落。褪去所有的衣服

后即用大马特有的纱笼（sarong）浑身包裹起来，四角的石盆里薫蒸着四种不同的草药，汩汩地

冒着热浪，药味的芳香四处弥散。薫蒸完毕后，你会被引领到一个小木屋，木房梁、木地板，木

家具。坐在小木凳上，有专人拿着木桶往身上泼水、为你洗浴。然后来到木屋外的温水池，浸泡

五分钟的温水浴。经过这一系列的流程，身体感到有些疲乏，但同时又非常放松。温水浴后，躺

在床上，自然有人将你的身体轻柔地、慢慢地擦干，然后用一块新的美丽的纱笼（在结束完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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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块纱笼将作为礼物送给你留作纪念）将你包裹起来。最后，带你来到海边的休息室小憩，

等待专业的技师为你按摩。

休息等待的时光，服务生会为你送上一壶绿中海特制的姜茶。微辣的略带回甜的液体，从舌尖滑

到舌根，流溢在唇齿间，沁入心脾。

躺在按摩床上，面对大海，置身花林深处。让莹泽的精油滋润每一寸肌肤，让馥郁的芬芳渗透每

一个毛孔；鸟鸣、虫叫、风声、花语，空灵的乐曲伴着海水的呢喃，如同天外来音，让人飘然入

醉，不知身在何方。芳疗师的手指在身上滑动、游走，继而是轻快而有力的按摩、油压。此时，

只感身体魂魄与天地万物完全融为一体，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契合。渐渐地，意识开始模糊，

直到沉沉睡去⋯⋯

不知何时，悄然起身。海风轻拂着纱笼，海浪抚摸着脚踝，抬眼望：青山泛彩，碧海生波，海仗

山势，山依海景。景这般好，人只有沉醉其中了⋯⋯

   

6、极致浪漫 躺在浴缸里数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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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如果你预定的房间是海滩别墅以上的房型，都会配有私人露天浴室。浴室中配有超大型浴缸，你

可以在沐浴的同时欣赏美丽的海景。太阳落了，天黑下来了。把热水放好，把浴盐撒上，把灯熄

了，把身体沉在水里，将头抬起，仰望星空。虽然只有一小块星空，但却是属于你的星空。

   

7、海边运动 在网球场上PK一下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海边的网球场，是网球迷们的最爱，在迷人的美景里，做点什么都是心旷神怡的事儿。重点是时

常有一些美女和帅哥在这大展身手，就算自己球技一般，饱饱眼福也是个美差事。在太阳渐渐西

下的傍晚，流汗了，打累了，洗个澡，晚上大吃一顿，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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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中海的别致风景

在绿中海寻找景点本身就是个困难的事情，因为哪里都是风景，处处都很迷人。当你站在这个岛

上的一刻起，你就置身于这片灵动的风景里。选出几处最经典的，供大家参考。 

                                               24 / 45



�������

绿中海:完美无瑕

                                               25 / 45



�������

绿中海:完美无瑕

绿中海及周边景点分布图

   

1、栈桥

栈桥从陆地向海面延伸，站在高处看栈桥，你会不停的谋杀菲林，翡翠绿色的海面配上别致的木

桥，你只会赞叹：好美好美！接近栈桥末端，看到洁净非常的海岸和清澈的海水，让人有种欲投

入其中的冲动，银色的沙滩上几乎找不到脚印，倍显此地的原始神秘色彩。 

(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2、翡翠湾 Emerald Bay

这个世界十大海滩之一的翡翠湾，现在只属于你和现在住在酒店的客人所拥有了哦，happy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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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中海的游客除了要体验酒店的舒适与休闲，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翡翠湾。 翡翠湾除了有翡翠色

的海水，还呈现出一个典型的海湾状，一片弯月型的沙滩和三面被沙滩围绕的海水是对这里的典

型描述。这片著名海滩拥有白色的沙滩和翠绿色的海水，由于是私人岛屿且花费高昂，来到这里

的游客并不算很多，因此翡翠湾的水质保养的很好。 

(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3、热带雨林

绿中海上有生长了两百万年的雨林，沿着分布山涧水湄的小木屋旁，走在森林小径上，伴随着鸟

叫虫鸣的悦耳声，自在的寻幽探秘。这边有古老的绳索桥，还有世界惟一一座依山而建的电梯，

有千奇百怪的热带动物和目不暇接的雨林植物，徜徉其中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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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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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边的迷人风光

邦咯岛

邦咯岛是马来西亚霹雳州上的一个迷人岛屿，岛上风景秀美，景色宜人，一直以来都是疲倦的海

上商人、探险家以及海盗钟情的中途休息站。这个岛屿虽然算是马来西亚开发最早的岛屿之一，

但岛上居住的人们却不那么商业，反而很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令邦咯岛在今时今日依然能够保存

原始淳朴的风情，成为世人向往的世外桃源。邦咯岛上存留了许多古迹，上岛之后，你可以去参

观荷兰人遗留下来的古堡和军火库，香火极盛的福临宫庙宇，看看那面被岛民奉为宝物的可以长

出牛毛的牛皮大鼓。 

(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许多中国人来到邦咯岛都会觉得很亲切，因为在这个岛屿上2.2万的居民中，华人就占了多数。岛

上的渔村仍极大地保留了古时的样子，恍然间还以为到了中国南部的小渔村。岛上的渔村一律是

典型的浮楼建筑，连绵数百座，居住着淳朴的居民，大家愉快地享受着自在的生活，见到游客，

有时候还会主动打个招呼。

旅人提示：绿中海到达邦咯岛需要20分钟船程，绿中海度假村可以预约邦咯岛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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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绿中海的美食飨宴

绿中海度假村是品尝该地区各种美食的绝佳去处，精心准备独具海洋特色的美味佳肴。在这里，

大自然就是主厨，为客人献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岛上的每一道菜肴都充满阳光的快乐、星光的灿

烂。

如果你预定的是包含一日三餐的package，那么住宿绿中海度假村期间，你可以自由享用早午晚餐

。正餐可以选择三个菜，量非常足，肯定够吃。这一顿饭如果自己掏腰包两人至少要三百多马币

，包餐非常划算。

早餐：在Feast Village享用。 

午餐：可自选在 Royal Bay Beach Club 或 Chapman’s Bar at Emerald Bay 享用。

晚餐：可自选在 Feast Village 或 Uncle Lim's Restaurant 享用。

早餐时间：7:00am-11:00am

午餐时间：14:00pm-19:00pm

晚餐时间：19:00pm-24:00pm

如果你预定的是不含全餐的，那么你可以自由的在各个餐厅点餐了，不过费用应该不低，用餐时

间也是同样适用的呢。岛上任何消费都只要签上房号和名字，退房时结算。

   

1、特色食品 

别看绿中海只有一个度假村，里面的餐厅形形色色，可以提供的美食种类也是相当的丰富，特别

推荐以下几种。

装在椰子里的水果沙拉

Chapman's Bar里的一道菜，强烈推荐他家的水果沙拉，是装在椰子里的，水果沙拉还混着新鲜的

椰蓉，非常的别致和爽口。

马来特色：沙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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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爹是传统马来美食——腌好的牛肉、羊肉、鸡肉串以适度的火候炭烤后，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蘸

一层厚厚的沙爹酱一起入口。沙爹酱由花生酱、椰酱、幼虾等调制而成，香醇无比，吃了肯定令

人眷恋不已。享用一串串沙爹的同时，再配以椰叶或班兰叶包裹的传统马来米饭、小黄瓜及洋葱

等，入口的沙爹味道更加分明。

马来版咖喱

马来西亚咖喱一般会加入芭蕉叶、椰丝及椰浆等当地特产，味道偏辣。绿中海度假村提供东南亚

美食的餐厅有各种咖喱鸡肉，咖喱牛肉等咖喱风味可以选择⋯⋯  爱吃咖喱的有福了哦！

旅人提示：马来美食在Feast Village美食村，查普曼酒吧和海峡餐厅可以品尝。

   

2、推荐餐厅

Feast Village美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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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来自亚太地区的各种美食，体验活力无限的互动就餐经历。美食村还特别设

有法式糕饼房、咖啡屋和酒窖，游客可选购各种红酒。

早餐时间为 7.30am至 11.00am,晚餐时间为 7.00pm至 11.00pm。

餐位数 : 148位。  

皇家海湾俱乐部 Royal Bay Beach Club

可以在皇家海湾俱乐部的露台上休息放松，远眺广阔无垠的大海。傍晚，这里就成了别致的休闲

酒吧。

午餐时间为 12.00pm至 4.00pm。

餐位数 : 60位。

翡翠海湾查普曼酒吧 Chapman’s Bar at Emerald Bay

查普曼酒吧供应新鲜沙拉、面食、汉堡、三明治和各种本地特色食品。

午餐时间为 12.00pm至 5.00pm，12.00pm至 8.00pm间供应各种清凉饮料。

餐位数 : 70位。

Jamu酒吧 Jamu Bar

酒吧位于温泉村内，与游泳池相邻。早餐供应欧式早餐，午餐供应日本料理。

早餐时间为 8.00am至 10.30am,午餐时间为 11.30am至 4.00pm，私人餐会时间为 7.30pm至11.00pm。

餐位数 : 24位。

渔夫的小海湾餐厅fisherman’s cove

渔夫的小海湾餐厅毗邻温泉村，专营各色精致美食。餐厅的特色食品有西式烤肉、新鲜海味、意

大利菜和精美的餐后甜点。

营业时间为 7.00pm至 11.00pm。周四和周六不营业。

餐位数 : 80位。

海峡餐厅 the s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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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餐厅的特色食品是独具特色的东南亚风味美食。这家餐厅背靠礁石而建，邻近海滩，环境优

雅迷人，各种美食具有异国风情。餐厅两侧都设有私密的用餐亭，其中一侧面朝大海，您可在此

欣赏独一无二的美丽海景。

营业时间为 7.00pm至 11.00pm。需预定餐位。周日不营业。

餐位数 : 36位。

林叔叔的厨房Uncle Lim’s Kitchen

林叔叔餐厅供应传统的福州菜和娘惹 (Nonya)食品。福州食品源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而娘惹食品

则是由马六甲海峡、槟榔屿州和新加坡殖民地居民融合中国和马来风味制作的特色食品。

营业时间为 7.00pm 至 11.00pm。周一和周三不营业。

餐位数 : 90 位。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若想体验更私密的用餐经历，您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绝佳去处。您可以选择在沙滩上用餐，或享

受别墅的室内用餐服务，还可以在温泉水疗露台上享用日本料理，甚至在岩石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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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绿中海购物 

Batik Hut

这是岛上比较有特色的店铺，位于翡翠湾附近，可以买到一些手工制品，其中用meng

kuang叶子编制的手袋是不错的纪念品。另外在下午这里还开设手工课程，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Kazbah Gift Shop

这里是度假村里的购物店，可以选购一些纪念品送给朋友和家人，这里还出售一些日常用品、邮

票、泳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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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绿中海住宿：为它而来

绿中海度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到了绿中海，果然名不虚传，有种原生态的原始感觉。但你千万别以为这种原始的生活态度会忽

略生活的水准。Pangkor Laut Resort(绿中海度假村)是目前顶级豪华的度假酒店之一。这是岛上唯

一的一个度假村———拥有被僻静海湾环绕的古老沙滩、晚霞辉映的天空和游客专享的宁静氛围

。这是入住綠中海 (pangkor laut)海岛所享受的特权。绿中海度假村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种特殊

的经历。这也是一个岛屿只设一个度假村的环保政策带给人们的特殊享受。

酒店的修建风格是顺应自然本身修建。身处酒店,四周全都是树木、花草和动物,让人感觉每个有生

命的物质都很鲜活,连游客本身也成为了这里的一员。绿中海的房间有限,无论什么时候这里最多居

住250位人客,而为这些幸运儿们提供办事的是这里的400位工作人员,其中的50个园丁确保这个修剪

完美的土地上的每朵花都呈现出它们最美的姿态。

1.房型

度假村内共有148间大马式豪华别墅(Villa)及8间壮丽的度假屋(Estate)，建设在靠近海湾的绿中海度

假村的一端。每间别墅、套房和度假屋都具备优雅的设计及家具，同时被大自然的美景环抱着。 

                                               36 / 45



�������

绿中海:完美无瑕

 

2.设施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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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酒店提供的活动

酒店有免费班车通向各个景点，可以到泳池畅游，也可以参加独木舟等各式水上活动，还可以在

网球场上挥拍，或到图书馆看书、上网，或享受顶级SPA，当然，也可以到碧绿如玉的翡翠湾享

受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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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一岛一酒店,所以岛上的游客都是酒店的客人,服务员会私家提供免费的饮料,是岛上特制的,

别的地方可喝不到。接下来还会送给游客一份岛上的特制地图,岛上的很多游乐项目均可以根据地

图引导完成。

4.酒店联系方式

pangkor laut resort

地址：pangkor laut island 32200 lumut, perak, malaysia

网址：www.pangkorlautresort.com

联系电话： +603 2783 1000

传真： +603 2148 7397

电邮：travelcentre@ytlhotels.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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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1、酒店不提供牙膏牙刷、木梳，大家要自备哦。

2、房间内每天免费供应2小瓶矿泉水，其他如可乐RM14/听，啤酒RM25/听。

3、岛上无便利店等购买零食和饮料的地方，所以，有时间的话，在龙目码头可买些带着。

4、岛上所有消费均需加收服务费和税，计15％。

5、如果没吃饱的话，面包是可以要求再加的。

6、西餐厅靠海边的位置要较早预定，很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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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绿中海交通

1.如何到达绿中海

乘车+乘船

乘车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到龙目码头 296公里，约

3小时车程可以在吉隆坡富都长途车站乘坐到龙目码头的大巴，这个网站可以提前预定：

https://www.ticket4u.com.my/transnasional/

再从龙目码头至 Pangkor Laut 度假村 (1小时船程 )

开船时间为 8am, 11am, 2pm, 5pm 9am,中午 12点, 3pm和 6pm

酒店在龙目码头设有接待处，在接待处出示酒店订单并表明想坐哪一班船后，就有专人帮忙托运

行李并带领客人上船，若非酒店住客是不能上岛的。

如果你此次是高预算旅行，那么相当奢华而又轻松的到达方式，那就是在吉隆坡内陆有专用飞机

前往绿中海。

<

2.绿中海岛内的交通

整个海岛其实本来就不大，步行到各个地方都不远，而且在美景里游荡非常舒适，不过要是实在

很懒，可以随时联系酒店前台叫车，度假村有车到达岛上的几个固定地点接送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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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典行程推荐

绿中海一日游

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用罢早餐，就可以开始悠闲之行。上午，可以穿梭于岛上原始热带雨林

间，也可以参观分布在山涧水湄的小木屋。更可以在鸟叫虫鸣的悦耳声中，自在地寻幽探秘。下

午，选个幽静的水岸，悠然地钓鱼，充分感受这份闲情逸致。日落时分，漫步于洒满金色余晖地

沙滩上，将浪漫进行到底。

绿中海二日游

第一天

早餐后，跟随岛上的博物学家一起探索热带雨林，拜访岛上可爱的“原住民”：猴子和各种没见

过的可爱动物们。下午，疲乏了，去顶级spa享受细致的服务，解除劳累，晚上吃个马来大餐，躺

在浴缸数星星。

第二天

可以参加酒店的各种一日游活动，比如邦咯岛游览，沉睡在天堂上的邦喀岛位于绿中海对面，丰

富多彩的城镇，传统的马来房屋和狭窄蜿蜒的街道，可以体验到当地生活的真实一面。

游览包括参观恢复荷兰堡垒，岛上的荷兰殖民历史的遗迹，和傅琳公庙。

如果你有让人羡慕的更长的假期，那么酒店住宿中介绍到的活动，你都可以尽兴体验一下，没有

一个会令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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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风俗禁忌

基本上，握手是男女都能接纳的礼仪。不过，一些马来女性比较习惯以一个点头或一个笑容来欢

迎对方，握手的主动权是由马来女性做主。

请在进入马来西亚人的屋子前，先将鞋子脱掉。

右手通常是用来吃东西、接送东西以及握手之用，以示礼貌。

勿用食指指向人或任何东西，因为这是不礼貌的。正确的是以右手的拇指及其余四手指合于掌心

的指法，才是属于礼貌的动作。

在进入任何祈祷的地方如：回教堂和庙宇前，都必须先脱鞋。一些回教堂会准备长袍和头巾给来

参观的游客们穿戴。

如果游客想在回教堂内或其他宗教祈祷的地方拍照，须事先获得管理人的允许。

敬酒不是马来西亚人的风俗习惯，而且马来西亚的马来族是不喝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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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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