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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浪岛：夏日么么茶

是否还记得2000年的夏天，天气湿热，因为泪如雨下的看了一场电影，我们听说了热浪岛，我们

梦想能够和爱人一起去那里，在海边手牵手看日落⋯⋯想起来了么，那个电影叫《夏日么么茶》

~~ 

(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热浪岛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东方南的中国海上，由大大小小共９个海岛组成，目前仍然维持自然

风貌，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底景观和自然生态，大受欢迎。热浪主岛的形状像是造物者刻意

划出的心形，因此它赢得了一个美丽的封号“海洋之心”。

为了保护岛上珍贵的自然遗产，热浪岛人开发的区域十分有限，除了几座度假村外，其余建筑物

不多，保留了大片热带雨林；也因为岛上容量有限，所以尚未出现蜂拥而至的观光客，洁净的沙

滩及海水仍保持着最佳状况，静静等待着有缘者的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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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岛在马来西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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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5-10月是热浪岛的旅游旺季，水清浪平，阳光充足。而在11月至来年4月间，由于经常有台

风侵袭，海水不够清澈，海上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可能交通中断。

   

2、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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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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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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东银大厦B栋9层01、04室

电话：021-609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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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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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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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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四 下午 14：00-16：00     周五 下午 14：30-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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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取签证：周一至周五 下午 16：30-17：00

旅人提示：

如果您持有非中国公民护照，或者需要了解更加详细的信息，请访问马来西亚移民局网站

www.imi.gov.my （此网站暂不提供中文内容）或拨打马来西亚驻华使领馆签证处电话咨询。

   

3、货币与小费

货币

马来西亚的货币称作令吉(Ringgit Malaysia) ，1马来西亚元=2.0460人民币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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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56

http://www.imi.gov.my


�������

热浪岛:浮潜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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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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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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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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费

在酒店、旅馆、餐馆价格中均加收10%服务费和5%的政府税。马来西亚不提倡收小费。

在热浪岛上给小费不是惯例。在酒店与餐馆，因为帐单上已附加一项10％的服务费，所以不必给

小费；若帐单上注明要另付服务费（ServiceCharge），可付约10％的服务费。

游客对饭店服务员、行李搬运工，可酌情给一点小费；对饭店门卫、计程车司机可不必给。

   

4、通讯网络

马来西亚有三大移动通信服务商，分别为Maxis、DIGI、Celcom。著名的亚航TuneTalk就是和Celc

om合作的。在机场、车站以及路边会见到大大小小的购买点，不过尽量到专柜购买，充值就更加

方便了，在市区的各大便利店、小杂货店都可以充值。

在LCCT的Maxis专柜可以购买其旗下Hotlink的SIM卡，在国内到达的出口KFC旁边。DIGI于中央

车站(KL Sentral)一楼有专柜。Celcom在KLIA的国际到达厅(3层)有专柜。TuneTalk在亚航网站订票

时可以购买，LCCT也有专柜，网上预定时一定要在抵达马来西亚的那程机票中添加预订，不要

在单独的返程机票中订，否则就要等你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才能拿到那张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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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

Central point买DIGI电话卡，电话号码是014打头的制药8.5马币（其中包含5马币的通话费），016

打头的要10马币，每分钟0.5元左右。卖卡的人会要游客的护照，然后当场开通。宽频：386

手机拨打方法：

拨打当地移动电话：以当地拨号方式为准（如司机阿福，直接拨打0168361890）

拨打国际电话：“＋”号＋国家代码＋对方号码

拨打国内移动电话：“＋86”＋11位移动电话号码（即：拨0086＋11位手机号码。注意，手机号

码前不用加0）

拨打国内固定电话：“＋86”＋长途区号＋对方号码（如北京电话，拨008610＋8位电话号码。）

全球通在当地收费，2011年1月大幅下调过一次价：用maxis网络，打当地电话0.99元/分，打回国

内2.99元/分，接听2.99，发信息回国内0.39元/条，gprs漫游10.24元/M。

旅人提示：

本地电话可在任何电话亭拨打，用硬币或电话卡均可。国际电话须在可使用电话卡的电话亭或电

讯通信办事处才可拨打。一般的酒店旅馆均设有直拨国际电话IDD的服务，但须付些服务费。

邮政与明信片

买到明信片后可以让酒店的服务台给邮寄，一般代邮是1～２马币一张。

网络

热浪岛的咖啡馆、酒店、酒吧一般都能免费无线上网。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电源插座:   A       C       G      

电压:  240V 频率:  50HZ

时差：热浪岛和中国无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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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李装备

护照、现金、信用卡、机票、转换插头、相机、手机、记事本、笔、常用药品、短袖衣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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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亚航是廉价航空公司，经常有打折机票，相对较便宜。

一般来热浪岛都会选择亚航，多留意亚航官网，亚航会不定期的推出各种优惠，免费机票很常见

。亚航的机票要早下手，理论上是越早订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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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航机票不能退票，如果你不能成行，连税也是不退的。但一般都可以改期，个别舱位也许不能

改期，但可以更改名字，需要支付一定手续费。

亚航实用网址

亚航网址：http://www.airasia.com/cn/zh/home.page

中文咨询电话：020-22817666

工作时间：08:00-21:00

亚航吉隆坡LCCT TUNE酒店网址：www.tunehotels.com/our-hotels/klia-lcct-airport

亚航微博：t.sina.com.cn/airasia

航班时刻查询：www.airasia.com/cn/zh/flightinfo/flightschedule.page

亚航吉隆坡LCCT机场网址：www.lcct.com.my/

亚航吉隆坡LCCT机场SKYBUS时刻表：www.skybus.com.my/schedule.html

 吉隆坡3个机场：

 吉隆坡国际机场（简写KLIA）

网址：http://www.klia.com.my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在这里起抵。 三字代码：KUL。

 低成本运营航站楼（简写LCCT）

网址：http://www.lcct.com.my

准确的说它不是一个机场，是航站楼而已，亚航的航班都是在这里起降。它的机场三字代码也是

KUL，大家乘飞机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看都是KUL就以为都在一个地方，其实还有15分钟的车程

呢。在这个机场乘坐亚航航班飞往登嘉楼（又称丁加奴）机场。

 苏丹阿都阿兹沙机场（简写WMSA，原来梳邦国际机场）

这里可以乘坐Berjaya的飞机（https://www.berjaya-air.com

）从吉隆坡直接到达热浪岛的机场，请注意只有此航班可以直飞到热浪岛，貌似只有48个座位。

票价在RM141—376之间/单程，飞行时间约1小时。这个机场位于吉隆坡市区西边，距离前2个机

场比较远，大约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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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理方位

热浪岛（PulauRedang）位于马来西亚丁加奴州海岸外45公里处，离西马不远，被马来西亚政府列

为海洋公园保护区，热浪岛与其邻近的八个小岛(Lima岛、PakuBesar岛、PakuKecil岛、KerenggaBes

ar岛、KerenggaKecil岛、EkorTebu岛、Ling岛和Pinang岛)被统称为南中国海海域的阳光天堂。热浪

岛长约7公里，宽约2公里，是9个岛中最大的。 

图为热浪岛在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图

   

10、出入境须知

中国出境须知

1) 出境允许携带货币：每人限带人民币现金不超过美金5000元或人民币20000元，旅客携带的旅行

支票数量及金额不受限制；

2) 携带中成药价值人民币300元、工艺品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下，免税烟一条，酒一瓶。携带一个

以上摄像机、高级照相机必须在海关申报，以免返回时过关要上税；

3) 随身携带的行李规格：每人限2件托运行李，每件行李限重23公斤。一般正常托运行李尺寸是15

8规格（长+宽+高），手提行李每人限1件，手提重量约7公斤左右，手提为115规格（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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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电脑不计分量；

4)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乘航班的旅客，如携带电子产品中有锂电池，将

不允许跟随行李托运。但旅客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用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如：手表、计算器、

照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DV等。携带备用锂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止短路，且只允许每

人在手提行李中携带2块备用电池。如在托运的行李中发现有锂电池，航空部门将拒绝托运，退还

给旅客。

马来西亚入境须知

1) 赴马来西亚的旅游者，必须持有所在国护照或其他获得国际承认的旅行证件以及马来西亚的旅

游签证；

2) 入境时护照有效期不很少于6个月；

3) 马来西亚海关规定可以携带入境的免税商品为：纸烟200支（烟丝225克）、酒类1瓶（950毫升

左右）以及价值在200马元以内的化妆品、土特产品、胶卷（限量5卷）或电影胶片（限量2卷）；

4) 旅游者如携带超过规定量的烈性酒、含有酒精的饮料、香烟和烟草入境时，需要交纳关税，但

也可以在入境时暂寄存在海关，离境时取走；

5)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走私或携带毒品者可判处死刑。

   

11、紧急救援

固话拨打紧急电话：999

手机拨打紧急电话：112

火警电话：994

电话查号：103

马来西亚旅游局：006032935188

吉隆坡机场问询：006037465707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地址：229,Jalan Ampang,50450 Kuala Lumpur

电话：0060321428496

传真：006032141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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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值班手机：0060123720197

   

12、其他

如何选择海滩：

热浪岛很小，基本上沿海的各个海滩都能称得上是潜水的好去处，所以，如果要满足潜水需求的

话，在热浪岛各处都可以，其中海洋公园（Marine

Park）小岛最受潜客欢迎，因为不用出海，岛上的白沙滩下方就可以看到缤纷的珊瑚礁生态。

而Rantau Abang海滩是观察海龟产卵的胜地，游客在每年5-9月有机会在夜幕中静静守侯到海龟产

卵的场景，若想在热浪岛的旅行中有此项体验，可以去Rantau Abang海滩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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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热浪岛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1、潜入海洋之心，骑着海龟水中游

离热浪岛只有五分钟船程的海洋公园研究中心（Marine Park Information Centre ），是游客的必到

之处。这里有超过五百种的珊瑚礁群与一千三百多种热带鱼，是潜水迷的天堂。由于海水透明度

可达三十五英尺，你只需沿着沙滩往水中走几步——一点不夸张，就可以与美丽的海洋鱼共舞了

。拿着面包喂鱼，肯定会被大群大群激动的鱼儿围攻，不是你摸它们而是它们主动骚扰你，它们

还会透过水面贪婪地盯着你举在水面上的面包，让人产生错觉：美丽温柔的小丑鱼怎么越看越像

食人鱼！如果幸运，在海底你还会看见海龟，是不是马上想到夏日么么茶的主题曲：我要你陪着

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18 / 5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17&do=album&picid=53751


�������

热浪岛:浮潜天堂
旅人提示：

如果你更有进取心，还可以拿个潜水执照。热浪岛四周海域有22个各具特色的潜水点，游客可以

参加各种潜水教学课程。比较大的度假村都有潜水中心提供教学服务，可以颁发国际潜水证书。

取得OW证书（OPEN

WATER，开放水域即初级潜水证书）需经过4天的学习，费用为750马币，约1800元人民币。

   

2、在夜晚寻找带来好运的蓝色星沙

夜色笼罩之下的海滩也同样的醉人，在岛上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片沙滩在晚上会发出闪耀的蓝光

，那是因为有一种像萤火虫一样晚上会发出蓝光的小生物躲在沙子里。当地人管这种小生物叫“

蓝星”或叫“星沙”，并说能找到蓝星就能带来好运。要找到它可不容易啊，要趴在沙堆里，挖

呀挖，好不容易看到后想捉住它，却往往被它从指缝中逃走。所以，当你真的捉到了，就会兴奋

的又跳又叫，热浪岛让你无拘无束。 

(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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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具体的位置是穿过拉古娜门前木板桥，然后是一个潜水中心，那里走下去有片很小的沙滩。

   

3、愉悦的跟“不速之客”互动

岛上到处可以看到可爱的小松鼠，就算你呆在酒店的房间里，也会跟它们不期而遇。小松鼠不怕

人，你拿着吃的在手上，它们会小心翼翼的从你手上拿过去，一点点的塞进它自己鼓囊囊的腮帮

子里，可有趣了！ 

(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4、看浪漫海边日出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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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浪岛上，不仅白天大日头的时候景色优美，一早一晚的景色也同样美不胜收。早晨的日出，

缕缕晨曦照耀平静的海面，淡淡的阳光下，吹着轻轻的海风，心情想不舒畅都难。而下午，夕阳

西下的时候，红霞万丈，洒在海平面上，渔船回港的情景也是美得令人咋舌。在欣赏这美丽而浪

漫的日出日落的时候，有个绝好的地点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夏日嬷嬷茶》中男主角经营的民

宿。这个民宿是座粉红色的建筑物，虽然这座为拍戏而搭起的可爱两层楼现在成了纪念品店和咖

啡厅，但其神韵还在，其所能眺望的美景也还在，而且喝咖啡赏日出和日落、眺望大海，也是极

具神韵的。

(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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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朝大海，重温夏日么么茶场景

还记得《夏日么么茶》里，郑秀文和任贤齐面朝大海，坐在沙滩上的那个场景吗？现在你们就是

男女主角，安静的找个海滩坐下来，一起面对着大海，轻轻依靠着彼此，不用说话，听海浪轻拍

沙滩，懒洋洋的吹着海风，这一刻多难得~ 

旅人提示：

麽麽茶屋（More More Tea Inn）原是电影《夏日么么茶》在热浪岛拍摄时，建起的一座五彩小木

屋。现在小木屋虽然已经拆除，但在原址建造的一座红绿相间的房子仍然命名为“麽麽茶屋”，

并且仍然吸引着众多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游客，是热浪岛上最热门的景点和留影地点。目前这座两

层房子一层是商店，二层是酒吧。

   

6、丛林漫步，探访热带雨林原住民

热浪岛有山，喜欢登山的人可以来个丛林漫步。山林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和动物。最令人

惊喜的当属红豆！红豆生南国，蹲在高大的相思树下，从厚厚的落叶中拾取点点血红的红豆，不

知道想谁也会产生相思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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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最令人震惊的是，山林里的“原住民”，这住着许多蜥蜴！当你看到一只有展开双臂那么长的蜥

蜴的时候，可能只是惊讶，当你看到20多只这么大的蜥蜴扭来扭去的时候，一定会震惊了：侏罗

纪公园！放心，与你怕它们的程度相比，这些蜥蜴更怕你，它们不会伤害人。除了蜥蜴，还有猴

子，会偷人食物的猴子！

   

7、出海垂钓，做一次悠闲姜子牙

热浪岛的度假村可以安排游客出海钓鱼。乘一艘小艇来到静静大海中间，坐在船舷将新鲜的鱿鱼

条往鱼钩上一穿，放下一大砣沉甸甸的铅坠，没有鱼杆，只需左手持轮，右手控线，姿势有点像

放风筝，感觉海底有东西拽你手里的线就赶紧收线，晚餐能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是很不错的感

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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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旅人提示：

出海钓鱼的价格为租船380元马币4个小时。几个人合租比较划算。

   

8、玩一次沙滩排球，尽情挥洒汗水

在城市有多久没做运动了？下班已经累到懒得动了。在如此美景下小住了几天后，所有生命的原

动力都重新回到身体里。海滩上就有排球网，别浪费这么绝佳的场地，跟同行的朋友们，或者临

时找几个也在岛上度假的游客，一起打场沙滩排球吧！当你跃起拍球，汗流浃背的时候，那种久

违的简单快乐就那么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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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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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浪岛景点

热浪岛拥有蔚蓝恬静的海水，海水可以用绿色翡翠来形容。去热浪岛一定要出海游附近的海龟岛

以及海洋公园。在海龟岛，当你漂浮在能见度超过10米的海面上，海底的世界一览无余时，心里

会产生一丝畏惧的感觉。而在海洋公园，在伸手可及的鱼群和海底五彩斑斓的活珊瑚中畅游，你

会忘记一切。

热浪岛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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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麽麽茶屋 More More Tea Inn

麽麽茶屋（More More Tea Inn）原是电影《夏日么么茶》在热浪岛拍摄时，建起的一座五彩小木

屋。现在小木屋虽然已经拆除，但在原址建造的一座红绿相间的房子仍然命名为“麽麽茶屋”，

并且仍然吸引着众多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游客，是热浪岛上最热门的景点和留影地点。目前这座两

层房子一层是商店，二层是酒吧。 

(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2、长沙滩 Long Beach

长沙滩（Long Beach），就是电影《夏日么么茶》的主要拍摄场景，是最多旅客投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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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3、热浪岛海洋公园 Redang Seapark

热浪岛海洋生态公园乐浪岛海洋生态公园区域一共包含大小7座岛屿，是马来西亚政府公布的生态

保护区，因此，细致的白沙、不受污染的水域、骄傲优游的鱼群，可全都是国家珍视的宝藏。当

快艇由碧绿色的南中国海色转为蓝宝石的光泽时，就表示进入热浪岛海洋生态公园的海域范围了

。让人惊讶的不仅仅是澄净的海水、湛蓝的天，更甚于白的细沙、向天争高的椰树以及清楚优游

在陆棚的彩色鱼群，都叫人惊艳不已。

旅人提示：进入海洋保护区需缴纳5马币的维护费

   

4、热浪岛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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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人非常注意环保，所以，水域保持的非常清澈透明，阳光照耀下的热浪岛海水透明度可

达35尺深，也难怪潜水爱好者非常向往这个“海洋博物馆”，水域中可以看见种类繁多、色彩鲜

艳的软硬珊瑚、各种模样可爱的热带鱼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海中生物，让人不禁佩服大自然孕育

的奥妙。此外，每年五月到九月间还会有海龟在岛上产卵，在岛上的海龟保护区里，让你亲眼目

睹海龟产卵的生态奇迹。 

(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5、水晶沙滩 Crystal Beach

热浪岛北方的心形海湾内是绵延250公尺的沙滩，由于沙质绵细柔软、纯净白皙，因此有水晶沙滩

的美名。沙岸平缓向海中延伸，及胸的海水依然清澈透明见底，掀起朵朵柔和浪花仿若向你招手

，非常适合玩水嬉戏；如果你想来点儿刺激的水上活动，这里是玩风帆或独木舟的好地方，在专

人的指导下，乐于冒险的玩家们也能亲身体验乘风破浪的乐趣。而到了夕阳西下黄昏时，彩霞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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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飞，像是一幅上帝手绘的风景油画，情侣可以徜徉在夕照里细诉情话，也可以在入夜后并躺在

沙滩上，听着海潮，仰望夜空星光灿烂，或者在椰影徐风之下共享美酒，光是想像就觉得无比浪

漫诗意。 

(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6、纯朴渔村 Marang

典型的渔村景致也是一大特色，岛上有个叫做Marang的纯朴渔村，游客可欣赏迎风摇曳的高耸椰

林、呼吸来自海洋的新鲜空气，一览宁静优美的港口和停靠在岸边顺序排列的捕鱼船。这里没有

匆忙的步调，你可在岸边选个舒服的小店，静静观赏渔夫们满载而归的喜悦，将一箱箱渔获搬到

岸上及收网的画面。

                                               30 / 5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21&do=album&picid=53909


�������

热浪岛:浮潜天堂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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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边的迷人风光

   

1、棉花岛 Cotton Island

棉花岛以洁净的海水，细白的沙滩以及迎风摇曳的棕榈树著称，不过相当的僻静。这个迷人的岛

屿位于Marang外，岛上有四百个古墓。其中很多葬的是经过这里的船只在海上逝世的船员。他们

有些是印度和中国的海员。 

(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棉花岛面积不大，热带雨林覆盖了全岛。从空中俯瞰下去，棉花岛像是湛蓝大海中漂浮着的一块

绿洲，远离城镇喧扰，浓密的热带雨林植被和绵软的细沙滩，使它成为南中国海大海龟的理想繁

殖地。棉花岛是众多品种硬体珊瑚与软体珊瑚的聚生地，环岛水域也有丰富的贝壳类、鱼类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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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

此岛悠闲的气氛让人倍觉轻松，不过它也是喜好游泳、浮潜、风帆、划船及垂钓者的好去处。 岛

上有一家度假村提供舒适的小木屋。即使没有浮潜、帆板、皮划艇这些有趣的水上活动，棉花岛

绵柔的白色沙滩、水晶般清澈的海水、青翠的丛林和清新的空气也足以让人心旷神怡。躺在沙滩

躺椅上欣赏摇曳的树影和快活的人们，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非周末时间这里非常宁静。

交通：

棉花岛距Marang仅6公里，坐渡船10分钟即可到达，慢船RM15，快船RM25，凑足4人即开船。

   

2、停泊岛 Pulau Perhentian

停泊岛距离丁加奴海岸约21公里，由大停泊岛(Pulau Perhentian Besar)与小停泊岛(Pulau Perhentian K

ecil)所组成。披盖着原始森林，迎风摇曳的棕榈，洁白粉状的沙滩，以及四周湛蓝海水。此岛是

渔民、候鸟以及度假旅客的庇护所。 

(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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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热浪岛海洋公园边缘的停泊岛，其珊瑚礁环抱的清澈海水，是马来西亚最好的潜水点之一。

也可安排环岛巡游，或租用船只到僻静的小海湾去游泳。热爱风帆，独木舟与深海垂钓者，绝不

可错过此两座岛屿。小停泊岛风景较美，不过设备却不如大停泊岛上开发的完善，大停泊岛上有

小木屋供宿及露营地，岛上设施虽然简单，却很舒适。

交通：

1、直接包船，无论从停泊岛出发还是从热浪岛出发都是500RM一艘单程，人多合算。酒店都提供

这种服务。

2、热浪岛坐船（单程40RM每人）到Merang，然后包车60RM到瓜拉巴苏（Kuala

Besut），从码头坐船去停泊岛，单程40RM慢船，60RM快艇。

3、热浪岛到Merang，然后背对码头，沿着左边的小路走到大马路上，横过马路，在对面坐上去瓜

拉巴苏的大巴士S.P.BUMI,4.5RM一个人，到了瓜拉巴苏下来走到码头，买好船票去停泊岛。Kuala

Besut码头是到停泊岛必经地点。从Kuala Besut码头坐船到停泊岛很方便，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4

点有很多班次，基本是每个小时都有，快艇60马币/人往返，另外上船前还要买5马币/人的国家海

洋公园维护费。

   

3、兰道阿邦海滩 Rantau Abang

据说兰道阿邦海滩是世界上最适合海龟产卵的六个地方之一。每年5-9月是海龟产卵的高峰时节，

数以千万计的海龟在夜色中浮出海面，在沙滩上寻找最适合的产卵地点。在兰道阿邦产卵的海龟

以杨桃龟居多，通常成年杨桃龟身长超过2.5米，有的体重超过375公斤。为了保护海龟的生存，

在这里成立了海龟禁猎区，旅客服务中心有关于海龟生长、筑巢的记录长片，定时重复播放。而

产卵季节到来时，则会推出参观行程，并发布观测公告，供参观者参考。 

                                               34 / 56



�������

热浪岛:浮潜天堂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旅人提示：

海龟产卵多是在半夜，想进行观测的游客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与体力去守侯，观测要保持一定距

离和绝对安静，在不惊扰海龟的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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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热浪岛美食

岛上酒店提供的自助餐很丰富,但基本上都是马来食品风味,炒饭、土豆炖鸡肉、牛肉、烤沙丁鱼等

近20种,还有鸡肉粥、番茄汤及水果。咖喱是东南亚的主要调料之一，所以在菜、饭、汤中皆有可

能出现甜辣咖喱味，最好多次少取或先尝后取。

旅人提示：当地居民多为伊斯兰教徒，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点猪肉制品！

   

1、特色食品

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可以说是驰名中外，不但本地人喜欢吃，外地的旅客也同样爱吃海南鸡饭。海南鸡是

以“文昌鸡”出名，宰杀干净后，天鸡腹里放进数片生姜、味精，并在外皮上涂上适量的精盐，

然后把鸡放进烧鸡身四周受热膨胀定弄，随后细火慢煮，至八九成熟时捞起，滚的清汤中翻转，

使抹上麻油，让其自然冷却即成。

越南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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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春卷是热浪岛的特色菜，其馅料分门别类，可以放海鲜、粉丝等材料，包裹方式类似中式春

卷。但不同的是外层是用清爽柔韧的越南米纸。做完之后蘸上酸辣酱，仔细咀嚼之下会有别有一

番风味，颇适合炎热夏日吃的清新菜式。

咖喱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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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个的螃蟹，全身都是饱满的蟹肉，跟咖喱一翻爆炒之后，热腾腾的端到桌上来，看着就已经口

水直流，只能迫不及待狠狠的要下去，弄得满脸满手都是咖喱才够爽啊！

沙嗲 

沙嗲是传统马来美食，醃好的牛肉、羊肉、鸡肉串以适度的火候炭烤后，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沾

着一层厚厚的沙爹酱一起入口。沙爹酱由花生酱、椰酱、幼虾等调製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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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飞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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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飞饼是享誉印度的一道名小吃，是用调和好的面粉在空中用“飞”的绝技做成,它具有美味可

口、浓郁香酥的特点。有10多个品种，成为国内飞速发展、具有异域特色风味的泊来、休闲、时

尚的大众消费食品。

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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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茶，马来回亚拉茶制作除了配料要求严格外，“拉”是关键技术。正是由于对茶汤的反复拉制

， 使茶汤和炼乳的混合更为充分，并且使牛乳颗粒因受到反复倒拉、撞击而破碎，形成乳化状态

，使其既能与茶汤有机结合，又能使茶香和奶香获得充分的发挥。于是，凡是到过马来西亚的人

，无不为能饮到一杯茶香与奶香兼备、又香又滑的拉茶而感到满足，这也是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

多元种族社会里，不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印度人或欧洲人等都酷爱饮用充满南洋风味的拉茶的

原因。

   

2、推荐餐厅

岛上饭店不多，酒店一般都附设餐饮服务，可以在预订酒店时选择含餐，餐费和房费一起结算。

一般酒店三餐的时间安排为早餐7：00-9：00，午餐12：00-3：00，晚餐19：00-20：00。

拉古娜酒店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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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LAGUNA 酒店是岛上很有名的酒店,来热浪岛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到这里的餐厅尝尝，味道很不错,

他家独特的自助餐,搭配得很有特点,让人一看就很有食欲,而且还有特色的BBQ自助。

Berjaya Redang Resort餐厅

Berjaya Redang Resort拥有4个餐厅，Asean Cafe供应当地菜肴，The Beach

Brasserie提供日式和国际食物。其他用餐选择包括露天的Bayu

Bar提供清淡小吃和清凉饮品以及ocean terrace lounge提供一些鸡尾酒和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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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热浪岛购物 

热浪岛属于纯休闲的度假地，可买的东西不多，因为来热浪岛一般都需要经过首都吉隆坡，在那

大家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东。 

至于热浪岛的话最多是画着热浪岛地图的冰箱贴，做工还是很精致的，RM7.9/个，还有么么茶毛

巾也挺好玩儿的，在么么茶屋可以买到。Redang Beach

Resort后面也有一家店，他们家有很多T恤不错，RM18/件，喜欢可以买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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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热浪岛住宿

热浪岛不大，住在任何地点到海滩距离都不会太远，但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拥有一片宁静沙滩的

无敌海景房当然是最佳选择。岛上酒店多数提供含住宿、三餐、游览、潜水和上岛接送的打包服

务，价格很划算。

   

1、热浪岛酒店

Redang Holiday Beach Villa

酒店位于沙滩最北端，比较适合喜欢安静的人，数间可爱的双人小木屋坐落在岩石上，从上往下

分布着，常有可爱的小松鼠、蜥蜴和蜗牛出没，适合喜欢大自然的出行者。酒店的管理者非常贴

心，会照顾到所有人，这点比较值得推荐。

地址：马来西亚Pulau RedangPasir Panjang

电话：6245500

Coral Redang Island Resort

首先是蔚蓝的大海和蓝天，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漂亮的风景。Coral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亲切，一切

都会以你的要求为第一选择。房间也很棒，该有的都有，虽不能和五星级酒店比，但是独立的房

间很自在安静。

地址：马来西亚Kuala Terengganu9 Jalan Kampong Dalam

电话：6307110

Redang Reef Resort

热浪岛最早的一家RESORT，拍摄夏日么么茶的时候已经有了。位于沙滩的尽头，有一条栈桥通

往RESORT，私密性相对比较高。在RESORT的背面还有私家小沙滩，适合浮潜。房间设施OK，

热水空调具备，没有电视机，其实也不需要。餐厅是一个望海大平台，景致很不错，晚上还有卡

拉OK。每天除了供应早午晚三餐，还有下午茶，有一种涂面包的酱非常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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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226181

Berjaya Redang Resort

豪华的Berjaya Redang Resort酒店位于Terengganu海岸边，设有带一个阳台的宽敞客房。酒店提供一

个游泳池、4个用餐场所以及免费无线网络连接。Berjaya Redang酒店的客房享有现代化的装饰，并

配备了空调和一个风扇。每间优雅的客房均设有一个沏茶/泡咖啡设施以及迷你吧。客人可以在设

备齐全的健身中心锻炼，或者在水疗中心享受放松身体理疗和按摩。

电话：6308866

网址：www.berjayaresorts.com.my

Laguna Redang Island Resort

Laguna是一家新的酒店，就建在原来拍摄电影《夏日嬷嬷茶》的那个海湾边儿上。当你费尽周折

抵达酒店，坐下来喝一杯当地特有的果汁，从酒店大堂定神远眺，你会立刻被酒店前那海天一色

的如画景致所勾引，等不及安顿好行李就想奔向大海的怀抱。

地址：马来西亚Pulau RedangPasir Panjang, Redang Island

电话：6307788

   

2、停泊岛酒店

Perhentian Island Resort

停泊岛上档次最高最贵的酒店，园景小木屋250马币/天（不含餐）。各个沙滩边有很多小旅馆，

没有空调没有热水甚至白天没有电，条件简单但是风景一样好而且价格便宜，深受老外背包客的

欢迎。

电话：6911111

   

3、棉花岛酒店

Qimi cha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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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上有一条小路通往中国位于最北段的小旅馆，虽然房间孤立而且有点简陋，但是却有种远离

尘嚣的味道。

电话：951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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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热浪岛交通

热浪岛在西马的东侧海域偏北方向，虽然是个小岛，热浪岛也有自己的机场了，但通常来说，大

部分航班都会把游客放在丁家奴（又叫登嘉楼），热浪岛旁边一个比较大的岛上，然后坐船前往

热浪岛。

   

1、外部交通

飞机

国内飞吉隆坡转乘飞机往丁加奴机场，约1小时。到达后再其首府丁家奴（KUALA TERENGGAN

U）的MERANG码头再乘船往热浪岛，约1小时。国内飞吉隆坡的航空公司有马航，国航等，当然

还有非常著名的廉价航空公司亚航。预定机票的时候，可以从各个角度比较，找到最适合自己预

算和时间的航班。

如果你预定的酒店是Redang Berjaya，它的一个突出之处是成功集团有自己的航空公司（Berjaya Air

line）,每天有一班48座的小飞机可以直接从吉隆坡飞到酒店边上的私人机场，飞行时间大约一小

时，往返机票折合人民币大约1200元。Berjaya有一个独家的私人海湾，因此他们受季风影响比较

小。从城市直接飞到海岛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的方式，如果你的预算宽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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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场到热浪岛

汽车

从吉隆坡到瓜拉丁加奴,可以乘坐长途汽车，吉隆坡太子车站（Putra

Station）出发，车程约6-7小时，早上10点和晚上10点各有一班，车票约30RM。

水运

从瓜拉丁加奴到热浪岛船程约1小时，岛上酒店基本都有自己的船，提供这一段的接送服务，瓜拉

丁加奴每小时也都有渡船到热浪岛。

   

2、热浪岛内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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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浪岛上不需任何交通工具，全当散步即可。热浪岛与周边其它岛屿的交通依靠快艇，没有公

共班次，只能参加酒店或旅行社组织的游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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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热浪岛经典行程推荐

   

1、热浪岛休闲两日游

热浪岛休闲两日游

线路设计：

热浪岛→热浪岛海洋公园→棉花岛

行程特色：

从空中鸟瞰热浪岛，耀眼的阳光下，热浪岛像一颗心形绿宝石浮在蓝色大海上。作为西马海岛之

一，热浪岛除了比棉花岛(Kapas)、停泊岛(Perhenttan)和登鸟岛(Tenggol)更知名外，珊瑚和热带鱼

的种类也更丰富，岛上服务配套设施更完善。

行程安排：

D1：与沙滩上的小螃蟹道早安后，乘快艇前往海洋公园浮浅，这儿是热带鱼与您共处的乐园。这

里有数也数不清的鱼群：蝶铁鱼、小丑鱼、梭鱼、神仙鱼、雀雕等等。海边有成群的热带鱼在身

边围绕，不断过来抢食游客手中的面包片，鱼的嘴啄得人手痒痒的，就像孩子在和你嬉闹。一群

五彩缤纷的海鱼围着您悠然地畅游，仿佛您也变成了一条无忧无虑的鱼儿，轻松地度过这个一个

纯真浪漫的假期。

D2：早晨，有美不胜收的日出，温暖，令人陶醉。阳光下，吹着海风，品着早点，迎接您悠然假

期的又一个美好一天。乘坐酒店的包船前往棉花岛，悠闲的气氛让人倍觉轻松，喜好游泳、浮潜

、风帆、划船及垂钓的话，也可以参加水上活动。如果只想放松，棉花岛绵柔的白色沙滩、水晶

般清澈的海水、青翠的丛林和清新的空气也足以让人心旷神怡。躺在沙滩躺椅上欣赏摇曳的树影

和快活的人们，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2、热浪岛浮潜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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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岛浮潜一日游

行程安排：

一早起来，前往海洋公园，水域内有无数的海洋生物，当艳阳直射海面时，各种颜色的珊瑚、海

葵、热带鱼都能清楚的看见，清澈透明湛蓝的海水、岛上闻名的水晶沙滩都让人心旷神怡。午餐

后，海洋浮潜之旅：先由专业导游教授给各位贵宾戏水安全绝招及注意事项，并示范救生衣、浮

潜面镜、呼吸管的正确用法后，开始进行浮潜之乐。搭乘专属快艇前往国家海洋保育区做浮潜、

观赏珊瑚群及各式各样的鱼群，这是热浪岛最吸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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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热浪岛关键词

电影《夏日么么茶》 

这是去热浪岛之前必须重温的电影，到了热浪岛你要做的就是这些：我要你陪着我，

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爬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歌曲：《快乐不快乐》，《如果我们不再见》，《你愿意我愿意》，《浪花一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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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日么么茶》的四首主题曲，不知道它们是否曾是某个时期陪伴在你耳畔的歌曲，是否曾向

歌词里讲的那样想对一个人说：“我真的要你，会不会来不及，用我的所有换回你；我真的愿意

，陪你一个世纪~~”无论如何，在去热浪岛之前，把它们下载在手机里吧，在岛上听起来会有别

样的情绪~~

明星蜜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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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美女明星胡静，靠古装戏走红，与身家50亿元的马来西亚富豪朱兆祥低调相恋3年后在大

马举行了气派的大婚。而他们选择的蜜月地就是热浪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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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马来西亚严厉禁毒，携带毒品要被判死刑。过境时旅客特别需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以防被掉

包挟带毒品；

2、不可穿短裤、短裙进入寺院。在马来西亚，除皇室成员外，一般不穿黄色衣饰；

3、马来西亚人忌讳乌龟，认为乌龟是一种不吉祥的动物；

4、马来西亚人忌讳摸头，认为摸头是对人的一种侵犯和侮辱；

5、同马来西亚人握手、打招呼或馈赠礼品时，千万不可用左手。握手时，双手仅仅触摸一下，然

后把手放到额前，以表示诚心。通常男士不主动与女士握手；

6、在和马来西亚人交谈时，不要把双手贴在臀部上，因为这种方式表示发怒；

7、马来西亚人习惯用右手抓饭进食，只有在西式的宴会上，马来西亚人才使用刀叉和勺子；

8、马来西亚人喜好辣食，但同时因大多人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忌食猪肉，不饮烈性酒，在正式场

合也不敬酒；

9、随身携带护照、酒店名片，天黑后不要往偏僻的地方走动；

10、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横穿马路，不要强行抢道，注意自身安全，不要与陌生人搭讪，拒绝陌

生人所提供的服务，以免遭受欺诈被人利用；

11、有疾病史的游客，务必随身备好药品；

12、现金、证件及其他贵重物品千万不可放进托运行李内，一定要贴身携带；

13、景区、酒店大堂、商场等游客聚集的地方是偷窃行为多发地，请看管好自己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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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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