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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la Lumpur

吉隆坡

每一次旅行结束时，你都会觉得真实生活才是最不真实的。最终还是选择了自由行。与花多少
银子无关，因为它有随心所欲的慵懒，有无数未知的担忧，有单独发现的惊喜…
——【特攻】和熊一起去旅行--吉隆坡-普吉-曼谷-清迈-澳门图文记录

语言

中文名称：

吉隆坡

外文名称：

马来语、英语：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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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称：

州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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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

马来半岛西岸，为雪兰莪州环绕。

面积：

243 平方千米

人口：

160 万人

 英语是当地很普及的语言，各种文字标示大多是以马来文和英

气候条件：

热带海洋性气候

文双语写的。年轻人大多掌握不错的英语，当地华人多以广东话

火车站：

吉隆坡火车站

地标建筑：

双子塔、吉隆坡塔

大一部分比例，包括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普通话在华
人中已经越来越普及。

交谈，可以广泛使用普通话或广东话与华人沟通，但当地的普通
话有很重的口音。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就要用英语交流。
 当地华人有很多习惯用语与普通话不同，例如： 巴仙：百分之。

最佳旅游时间
吉隆坡旅游，以每年春、秋、冬三季为佳。但应注意收听气象
预报，尽量避开雨天。
吉隆坡位置近于地球赤道，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高温多雨，
炎热潮湿，气温变化很小。但日间与夜间温差较大，日间的炎
热与夜间的凉快成鲜明对照。平均气温在 26—30℃之间。年平
均降雨量介于 2000—2500 毫米之间，年降雨量最高可达 4000
毫米。每年 11 月至翌年 1 月为降雨高峰期，此时不太利于旅游。

100%就是 100 巴仙。 仙：角。2 角钱就是 20 仙，以此类推。 Sale
30%：意思是打 7 折，不要直接当成打 3 折就冲进去。3 折是 70%，
以此类推。
 德士：出租车。 (时间上)几个字：1 个字=(几点)5 分，2 个字
=(几点)10 分，以此类推。 几点方向：问路时，请在脑海里想象
有一个时钟，我们习惯说的东北方向或者东南方向，当地人会说
去 2 点方向或 4 点方向。

安全

这里全年的气候潮湿温和。白天日照充足，气温较高，但傍晚

 吉隆坡治安普通，但白天除了行人稀少的街区之外一般没有安

和夜间相对凉爽，也时常会遭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袭击。山

全问题。吉隆坡的小偷不多而且技术拙劣，需要防范的是抢劫问

上度假胜地气候凉爽，温度波动在 21 到 33 摄氏度之间，而湿

题。建议拿手提包的女生随时保护好包包。可以观察下当地女生

度超过 82%。吉隆坡全年都有降雨，其中降雨较集中的月份为

的拿包方式，将包包放在身体前面，用手臂护住。单肩包最好要

在 3-4 月份和 9-11 月份。在这几个月份中气候比较潮湿。

斜挎，不要随意搭在肩膀，以防被抢。留意身边的人，尤其是骑
摩托的人。夜间独自或者比较少的几个人不要去走不熟悉的暗巷，

禁忌
 吉隆坡虽然穆斯林人口众多，但因为是首都，这里的马来人
也比较开放，并不拘泥于各种陈规，不必过于担心触犯了他们
的禁忌。女孩子是可以穿短裙短裤的，但是情侣在公共场合最
好还是避免太过亲昵的动作。

女生晚上如果去人少的地方不要穿着暴露。记下几个报警电话，
或者用智能电话下载“My Distress”这个 App，可以报警用。
 假如遇到抢劫，尤其对方可能伤害你时，不要试图反抗，把值
钱物品扔远一点。不要直视对方的眼睛，不然对方会以为你在记
他们的长相，让情况变得更糟。之后快速安静地离开或往反方向
跑，向最近的警察局或报警来报案。另外，外国游客有遇到过假

 指人指物是最好不要用食指直接指，而是用右手，手形是握

警察的案例，如果平白无故遇到，可以索要警察编号然后打电话

成一个拳头，拇指伸出，用拇指来指。

证实。

 选择餐厅时，有“halal”标志(白底绿色字)的就是清真餐厅，

 不要在夜里单独进入几乎无人的街道，假如不小心拐进去，就

里面不会提供猪肉。有些餐厅非 halal 但是也不提供猪肉的，会

沿原路退回人多的地方。夜晚出门不要携带太多现金，不要佩带

在进门处注明“Pork Free”。大部分餐厅的菜谱会放在进门处

可能引起注意的手表和珠宝首饰(尤其是金项链)，如果不需要进出

供食客翻阅，可以先了解价钱或菜式，再决定要不要就餐。

高档餐厅和夜店，穿着 T 恤短裤拖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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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当地使用马币，货币单位为林吉，表示符号为 RM。

气候
 吉隆坡的气候炎热，空气湿度大，不太适宜长时间室外徒步。
尤其是中午 12 点到 15 点这段时间，最好在室内度过。吉隆坡沿

汇率

（2013 年 3 月汇率）

街房屋多为骑楼，或是带有雨棚的走道，便于为行人遮阳和避雨。

1 人民币元=0.5 林吉

行者最好随身带把伞，遮阳遮雨两便；同理，推荐步行者穿人字

1 林吉=2.01 人民币元

拖或凉鞋，可以散热，也不怕淋湿。

兑换
 人民币不能在国内兑换成马币，但是在马来西亚任何换钱中
心 (Money Changer)都能兑换。不同的地方换钱汇率会有所不
同。不推荐在机场用人民币大量兑换林吉，可以在机场兑换少
量零钱，够付路费即可。每间商场都有 Money Changer，不
过市中心的 Money Changer 汇率都略低。

 吉隆坡室外温度很高，但是室内冷气很足，温度很低，如购物
广场、餐厅、电影院、银行等。所以最好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披
肩，如果长时间在室内活动的话会用到。

交通
马来西亚的驾驶座在右边，行车方向也与国内相反。在一些小路，

 到达吉隆坡后可以在机场换取少量的马币用于搭乘交通公

规定车辆左转可以不用根据红绿灯指示，只要没车就能转向。而

交，等到了市中心后再去找汇率高的兑换点兑换。

且当地行车速度较快，所以过马路要小心，看好有没有车再走。

银联卡
 银联卡可以在本地网络 MEPS 旗下 6 家银行：丰隆银行
(Hong Leong Bank) 、 马 来 亚 银 行 (Maybank) 、 大 众 银 行
(Public Bank)、RHB 银行、联昌银行(CIMB)、人民银行(Bank
Rakyat) 和 三 家 外 资 银 行 ， 分 别 是 渣 打 银 行 (Standard
Chartered)、汇丰银行 (HSBC)和花旗银行(Citibank)的 ATM
机取款。
 市中心的几间购物广场可以刷银联卡，需要注意看门口或收
银台有没有银联标志，或者询问店员。但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
刷银联卡，如果是银联 Visa 或 Master 卡就可以随处刷，走的
是 Visa 或 Master 的通道。
 取 款 需 要 注 意 银 联 的 标 志 ， 并 且 看 清 有 没 有 “ China
Unionpay”的 字样，因为银联的标志和日本 JCB 银行的标志
几乎一模一样，要认清银行！

娱乐
吉隆坡顶级音乐演出通常在 Petronas Philharmonic Hall 举行。
Petronas Philharmonic Hall 的马来西亚交响乐团成员来自世界
各地，定期举办演出活动。

摄影
未经事先同意，最好不要私自拍摄马来西亚妇女，特别是戴着头
巾的穆斯林妇女。男士更不宜主动和穆斯林妇女握手，打招呼时
点头微笑即可。

饮食
选择餐厅时，请看清是否是清真餐厅，如果是请不要点或吃自带
的猪肉食品，同穆斯林同桌时最好不要劝酒。 穆斯林认为左手是

购物退税
购物
 每年 3 月、8 月、12 月是马来西亚的“购物嘉年华”，商场
会大规模打折，是以购物为主的游客的最佳出行时间。如果以
购物为兴趣或目的，可以预留 2-3 天购物时间。
 装配不需要带太多，24 小时营业的 7-11 便利店很多，电话
充值，购买生活物品、转换插座、方便食品等都很方便。

退税
在吉隆坡购物没有退税。

不洁的，是用于如厕后清洁下体的，因此与他们进餐、握手等均
应使用右手。

医疗
吉隆坡私人诊所很多，可以开始私人诊所医生大都是专科的医师，
其专业会写在招牌上。通常私人诊所是以医生的姓氏来命名的，
比如 Klinik Tan/ Klinik Chang (陈诊所/张诊所，Klinik 是马来文
私人诊所的意思)，所以如果一定要找华人医生、想方便沟通的话，
要注意下医生的姓氏是不是单字的。私人诊所收费相对贵一点，
但是可以免去等待时间，当地人若只是有小病，都是会去私人诊
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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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通讯

无线上网

马来西亚 有三大 移动通 信服务 商，分 别为 Maxis、DIGI、

在咖啡馆、酒店、快餐连锁店、一些客栈都会提供免费的 wifi 服

Celcom。著名的亚航 TuneTalk 就是和 Celcom 合作的。通话

务；在吉隆坡多数餐厅可以打开 wifi 搜索找到一个叫 WirelessKL

质量：基本上是 Celcom > Maxis > DIGI ；TuneTalk 跟

的免费无线热点，可以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Celcom 差不多。

使用办法是在有网络的情况下登陆 www.wirelesskl.com 注册，

在 LCCT 的 Maxis 专柜可以购买其旗下 Hotlink 的 SIM 卡，在

然后会得到一个 PIN 码(需要马来西亚手机号)，连接热点输入帐号

国内到达的出口 KFC 旁边。DIGI 于中央车站(KL Sentral)一楼

密码和 PIN 码激活后就能使用了，再次登陆只需输入账号密码；

有专柜。Celcom 在 KLIA 的国际到达厅(3 层)有专柜。

在市中心网吧数量很多，能很容易的找到。

TuneTalk 在亚航网站订票时可以购买，LCCT 也有专柜，网上

吉隆坡主要城区均覆盖有 3G 信号。大部分餐厅、咖啡店等餐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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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所(不论大小)都提供免费 wifi 无线网络，需要向店员索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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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link 卡
Maxis 的 Hotlink 卡信号和上网都相对稳定，而且覆盖范围广。
打回中国时，拨 132+0086+区号(比如北京区号 010，则去掉
前面的 0，以此类推)+号码，是所有卡里面打回国内最便宜的。
买卡和充值都非常方便，除机场、市区随处可见的代理点、7-11、

购物商城内有 wifi 无线网络，无需密码即可连接，但是信号很弱。
观光巴士(KL Hop-on Hop-off)上也有免费无线网络，可向售票
员索取密码。
市区的普通网吧(Cyber cafe)每小时 3-10 林吉不等，有的可以包
夜。茨厂街的上海书局对面就有一间网吧，通常学校附近也都会
有网吧。

99 Speedmart 等连锁超市外。
Digi 卡
最便宜，预付费卡。电话卡一般有中文，未激活的 Digi 卡一般
有效期是一年。激活的方法就是拨打卡片封面上的电话有（中
文 语 音 ）， 网 上 也 可 以 注 册 ； 中 文 网 址 :
https://www.digi.com.my/sso/learn_prepaid.do 可 以 在 吉
隆坡 LCCT 亚航国际抵达下电梯出关之前专柜购买，如果是凌晨
抵达，Digi 的柜台是关闭的，买不到。但是在神山或是周围岛
屿 digi 很有可能无信号，上网较慢。
Tuntalk 卡
是亚航和 Celcom 合作的。tuntalk 大马国内以及国际的电话资
费都比较便宜。机场大厅出来，有个小亭子可以买。买卡要登
记护照，充值的话可以让便利店店员帮忙，几乎所有便利店都
有帮忙充值的服务。

紧急情况
急救电话（警察或者救护车）：999
火警：999
匪警（KL Rakan Cop）：03-21159999
吉隆坡警察局：03-21460522
有智能手机的游客可以下载“My Distress”这个 App，里面有求
助热线、警局分布，还有一键式的个人呼救功能，一经按下就相
当于打了报警电话，警察就会知道你的方位等。但是不要随便尝
试去报假警，需注册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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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机 票的 时候 也可 以顺 便 买。 在亚 航上 面可 以索 取 免 费

邮编：50450

tunetalk 的 SIM 卡，里面没有话费，要到吉隆坡 LCCT 出关前

区号：00603

的 tunetalk 充值，一般充值 10 马币并开通，这样才可以使用。

领事部：电话：21636815-102、103、104、105、106

请一定索取新版的使用指南复印件，按照上面的方式开通。或
者让柜台的人帮你开通好。这个信号比较好，但是是 2G 网络。

中国驻古晋总领馆
地址：马来西亚砂捞越州古晋市三哩半道刚路道刚花园第 3719

Celcom 卡

段（办公室、领事签证）、第 3716 段（经商）

KLIA 的国际到达厅（3 层）有专柜。在机场只要能找到 OLD

邮编：93250

TOWN，在那家店隔壁就有 celcom 标志的店，那里应该可以

电话：006082-453344、570815 （办公室、领事签证）、461344、

买到这个卡，应该是卖 10 马币，里面含 5 马币，凌晨不开门。

575441（经商）

KL-SENTRAL 也能买到。

传真：006082-570814（办公室、领事签证）、461424（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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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吉隆坡的一些了解和印象，古老的殖民建筑与现代的都市气质和谐共存、繁荣的闹市中心和落后的低矮
棚户比邻同在、民族的风气习俗与世界的发展步伐有机统一，生动的吉隆坡，国际的吉隆坡，更有多面的
吉隆坡！
——《新马游记之七——多面吉隆坡》

吉隆坡（马来语、英语：Kuala Lumpur，旧称州府地）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兼最大城市，常被简称为“KL”。吉隆坡位在马来半岛西岸，
为雪兰莪州环绕。吉隆坡划辖于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为马来西亚三个联邦直辖区之一，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
吉隆坡还是马来西亚国会所在地，马来西亚国家元首的官邸－国家皇宫也位在于此。吉隆坡是首都也是重要大城，是马来西亚文化、
财政与经济的重心，被评为全球城市。
吉隆坡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充满多元文化的气息。尽管吉隆坡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步伐很快，但它依然保留着很多历史的痕迹。
市内典型的穆斯林建筑、中国式住宅以及英国殖民时期建筑星罗棋布；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历史悠久的村庄相互呼应；马来餐、中餐、
印度餐、西餐还有各国美味佳肴应有尽有；马来村、唐人街、印度街并存相依，别有独特魅力。
吉隆坡风光秀丽，国营石油公司双峰塔和吉隆坡塔是现代吉隆坡的标志性建筑，代表着吉隆坡快速发展的成就，也是现代马来西亚的
象征。独立广场、老火车站、独立体育场等则是吉隆坡的历史留下的痕迹。此外，吉隆坡市内著名建筑和风景点还有国会大厦、国家
博物馆、湖滨公园和老国家清真寺等。吉隆坡市以北 10 多公里处还有著名旅游景点黑风洞。

区域分布
吉隆坡以巴生河为界，西半部是政府
机关、公园、银行所在地，东半部是
商业和住宅区。
中国城（Chinatown）、小印度（Little
India）、新村 （Kampung Bahru） 为
当地三个最有特色的地区，分别为华
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社区的生活中心。
星光大道(武吉免登)，是吉隆坡市区最
热闹的地方之一﹐人称金三角，附近
有许多的购物商场；
茨厂街，即是吉隆坡的唐人街，多姿
多彩的街道上有许多商店、餐馆或小
贩摊子，货品种类由布料乃至中草药
都有，还有许多正宗中餐馆，提供多
种乡土地道美食；
印度回教堂路（Jalan Masjid India）
是街头艺人、街旁商贩和商店集中的
地区，因有一座印度回教堂而得名，
可在沿街的商店买到印度黄铜油灯、
银餐具、玻璃金镯和金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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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双子塔

Petronas Twin Towers
国油双子塔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两座相连建筑物，共有 88 层楼高的双子塔，距
离城市地平线有 452 米。这座美仑美奂的特出建筑物的建筑理念是由伊斯兰五大
支柱思想所激发而来的。它是吉隆坡市政中心 KLCC 范围内，最经典的一座超现
代的建筑物。双峰塔内设有国油交响乐厅，是马来西亚交响乐队及国油表演艺术
团例常练习及表演的场所。
双子塔下面是 Suria 商场，里面商品一应俱全，从平价品牌到奢侈品牌都有。除
了购物，还有一个国油展览馆，是一个富知识于游戏的科学探索馆。
塔下有 KLCC 公园和水上乐园，公园人造湖的音乐喷泉每隔不久就会喷一次，游
客们除了可以在湖边欣赏拍照之外，还可以在 KLCC 楼上的 Food Court 或 Chili’
s 西餐厅临窗处俯瞰。水上乐园和儿童乐园是在一起的，很适合小孩子去玩耍，
可以穿泳衣或者穿 T 恤短裤下水，免费。
KLCC 上层是办公楼， 游客可以乘坐电梯到达位于 41 层的 Sky Bridge(天桥)和
86 层的双子塔展厅，从高空俯瞰吉隆坡市全景，需要购买门票。

 双子塔正门以及后面的公园共有 6 个官方
最佳拍照点并设有标示牌标注地图和样照。

取 景 影 视 作 品 ： 肖 恩 · 康 纳 利 (SEANCONNERY) 及 凯 瑟 琳 · 泽 塔 琼 斯
(CATHERINEZETA-JONES)主演的《偷天陷阱》里，男女主角就是从连接双子塔

 双子塔买门票进去后观赏只有 15 分钟左
右，所以门票还是算贵的。如果时间足够，
又很想俯瞰吉隆坡夜景的话，可以去 Sky Bar
吃顿晚餐或者听听音乐喝杯东西。Sky Bar
除了能看到吉隆坡市景，还能近距离在几乎
同等高度欣赏 KLCC。Sky Bar 常年有 DJ，
提供多种饮品和小吃。注意，进入 Sky Bar
年龄需达到 21 周岁，入场需出示证件；男生

的空中走廊逃脱的。
门票
双子塔门票：80 林吉（8:30 开始售票，每天限量 800 张），持国际学生证可以
获得优惠。
国油展览馆门票：成人(18-55 岁)25 林吉，青少年(13-17 岁)20 林吉，儿童(3-12
岁)15 林吉，老年人(56 岁及以上)18 林吉，家庭套票 (两位大人带两个小孩)50
林吉，2 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场。

需穿长裤，不能穿拖鞋。

交通

地 址 ： Level 33 ， Traders Hotel Kuala

地铁：LRT，KLCC 站，出站便可到达 KLCC 商场内。

Lumpur ，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
58000 MY(可由 KLCC 步行至此)。
营业时间：19:00 之后。
电话：+603 2332 9911(最好预订)

开放时间
双子塔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19:00；周一和公共假日休息。
国油展览馆开放时间：周二-周五 9:30-16:00，周六、周日及公共假日 9:30-17:00，
周一闭馆（公共假日除外）

双子塔轶事
双子塔是吉隆坡的标志性城市景观之

双子塔以 451.9 米的高度打破了美国芝

法国攀爬高手阿兰·罗伯特爬上马来西亚

一，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双子楼和第四

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 22 年的最高记

首都吉隆坡 452 米高的双子塔顶端后张

高的建筑物。据说当初建造双子塔的时

录。这个工程于 1993 年 12 月 27 日动

开双臂。
“蜘蛛人”法国男子阿兰·罗贝尔

候，以每四天起一层楼的速度，足足建

工，1996 年 2 月 13 日正式封顶，1997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徒手攀上最高楼

了两年半，可见当时的马来西亚向世人

年建成使用。它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

楼顶。由于事先未获批准攀楼，他遭警

展示自己经济发展成果的骄傲。可谁又

司用 20 亿马币建成的，一座是马来西亚

方逮捕，可能面临刑事指控。一些目击

会想到，双子塔落成之后不久，亚洲金

国家石油公司办公用，另一座是出租的

者说，罗贝尔当天身着黑衣，动作迅速，

融风暴爆发，整个东南亚便陷入经济危

写字楼，在第 40-41 层之间有一座天桥，

不到两小时就徒手攀上国营石油公司双

机，马来西亚的经济也遭受重创。

方便楼与楼之间来往。

子塔楼之一楼顶旗插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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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广场

Merdeka Square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行摄匆匆提供）
独立广场坐落在苏丹阿都沙末大厦的对面，位于皇家雪兰莪俱乐部旁的一片草
坪。因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国旗在此第一次升起， 象征独立而得名。
现在广场南端竖立着一支高 100 英尺的旗杆，以纪念这个历史时刻。广场的草

 每一年的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公民皆会齐
聚在此，共同庆祝国家的独立。

坪十分柔软，可以随意进入。广场另一端有一排廊柱屹立在流水潺潺的喷水池

 这里的前身是雪兰莪俱乐部操场，一向来作为

旁，那里是为旅客而建的休息处。广场下面的 Plaza Putra 则是一座集美食、

板球噻、钩球赛及橄榄球赛的赛场。后来到了 90

休憩和娱乐于一体的地下街。

年代中期，整个地方被重建，以容纳一个地下停

门票

免费

交通
地址：Dataran Merdeka，Merdeka Square，57000 Kuala Lumpur
地铁：LRT 线，Masjid Jamek 站，向西步行约 10 分钟可到。

车场、购物及餐馆的商场，操场则继续获得保留。
如今，偶尔这里还会举行板球比赛。
 在独立广场的南端，有全世界最高的旗杆，上
面飘着国旗，其基地则是一座小型花园。马来西
亚武装部队及皇家马来西亚警察乐队，轮流在每

周边景点

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下午 5 点至 6 点，在此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 圣玛丽大教堂 旧国家皇宫

演出。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 Sultan Abdul Samad Building
这座吉隆坡最别致的建筑物，是由英国建筑师 A.C.NORMAN 所设计，建于
1894 年至 1897 年之间。这里之前是英国殖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整栋建筑物
呈现维多利亚及摩尔式建筑风格，并拥有高达 40 米的大钟楼，确是吉隆坡市
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许多重要活动的举办场地，例如 8 月 31 日的国庆日大
游行和迎新年的盛会等，这幢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目前是最高法院所在地。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是吉隆坡的一个主要地标，可说是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
摄影景点。雄伟堂皇的苏丹阿都沙末大厦综合了摩尔、莫卧儿和英国殖民地古
典建筑风格。那铜色的穹顶和独特的钟楼使它成为吉隆坡最瞩目的景点之一。
苏丹亚都沙曼大楼旁的前市政局建筑物，也是一座摩尔式风格的建筑屋。
地址

位于 Jl Raja Laut 街上，独立广场边上，再往南走就是老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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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国家皇宫

Istana Negara

这里原来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宫邸，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宫。皇
宫内部有座美丽的花园和碧绿青葱的草地。每逢特别节日或重要的
庆典时，皇宫四周就会亮起七彩缤纷的灯泡，展现出其辉煌耀眼的
面貌。
它坐落于赛义德·布特拉路的八打灵山，在这里可以俯视到巴生河的
一角。2011 年 11 月 15 日搬迁至新国家皇宫，原址将改为皇家博
物院。

 国家皇宫原是一位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商人的私人住
宅，售出后经过改建，成为后来雪兰莪苏丹（即雪兰莪州
统治者）的王宫。
 国家皇宫位于皇宫路的一座山丘上，市中心之旁，其内
青草遍地，鲜花满园盛开，许多宫室应酬、宴会和庆典活
动也在此进行。此外，每天游客都可到此观看皇宫守卫的
换班仪式。

地址

位于 JI Perdana 街，吉隆坡老火车站边上。

门票

皇宫门外的观光不收门票

 虽没有其他大国的皇宫建筑的宏大气派，但却有着皇宫
一如既往的辉煌与庄严。平常时期，皇宫不对外开放，游
客只能在皇宫门口欣赏整个皇宫的华丽。

吉隆坡塔

kuala Lumpur tower

吉隆坡塔是一座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高塔，塔高 421 米（1381 英尺），1995
年建成时是当时世界第四高塔，现在位居第五。与双峰塔同是吉隆坡的地标之一。
游客可以在塔上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俯瞰整个吉隆坡市景。
吉隆坡塔位于咖啡山上，山的海拔高度为 94 米，比起吉隆坡的双峰塔（Twin
Towers），吉隆坡塔的起位要高一些。主要作为通讯塔用途，并开放供游客参观。
在吉隆坡市区，耸立着海拔 515 米的吉隆坡塔。它以回教尖塔作参考，塔顶的装
饰玻璃窗仿效伊朗王宫而设计。堪称吉隆坡的象征。其实吉隆坡塔本是一座无线
通讯塔，用来提升无线通讯的质量以及广播传输的清晰度。吉隆坡塔是无线通讯
业的一个里程碑。
尽管没有双子塔有名，却是俯瞰吉隆坡市景的绝佳地点，塔上的观景台比双子塔
的 41 层还要高 100 米左右，塔上还有一个旋转自助餐厅，可以边吃美食边欣赏
吉隆坡美景。
门票

成人 47 林吉，儿童 27 林吉

交通
地址：2 Jalan Punchak Off Jalan P.Ramlee
地铁：Bukit Nanas 站，LRT 线；步行 10 分钟
开放时间

每天上午 9 时至晚上 10 时；周末上午 9：30 到晚上 10 点。

Tips 这里有免费的导览器可以用，有中文的，可以更好的了解吉隆坡的历史和
城市，是观看双子塔的最佳地点之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外飞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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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厂街

China Town（Jalan Petaling）
茨厂街地区文化街的出现，为这里带来更
多的艺术气息：利用战前建造的旧店屋，
重新装修成咖啡店、酒吧、主题餐厅、民
歌餐厅、书局、茶艺馆等，是茨厂街的新
特色，当地新人也会以墙上的特色涂鸦为
背景，作为结婚照的场景，另有一番味道。
门票

免费

交通
地铁
① Paasr Seni 站，LRT 线
② Station Plaza Rakyat)站，LRT Star，步
行 3 分钟就可以抵达茨厂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行摄匆匆提供）

Tips
 这里很像国内的夜市，但是很多人都不会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茨厂街也称为唐人街。对游客而言，是一个具有小贩文化特色

说汉语，英语或闽南话可以。东西质量一般，

且浓厚华族色彩的观光胜地。长长的街道，摆卖许多日常用品、纪念品、手表、皮

买点小纪念品还是可以的。另外要注意，购买

包皮带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观光购物。位于街道两旁的老字号商店、

纪念品时需留意钱财别露眼。

印度同胞的书摊、街道理发店、书店及没有名字的小食摊与高大的建筑物成了一个
强烈的对比，展现了另一种风情与特色。
这里卖的东西从中国服饰、布料到中草药都有。它以售卖盗版的光碟、手表、衣服
和首饰闻名，除此之外，它也是国内、国外游客必到的观光点。服和手表居多。在
韩来吉路（Jalan Hang Lekir）和苏丹路（Jalan Sultan）有许多中餐馆和小吃店，
入夜以后还将桌椅摆上马路。来这里吃夜宵的人很多。

国家回教堂

 来到茨场街,一定要尝试罗汉果水,炒菜头
果及炒老鼠粉。
 在这里也有 3 间庙宇，观音庙, 关帝庙及
印度庙。
 在马路另一边是仙师庙，让人参观。

National Mosque

国家回教堂就坐落在火车站的附近，其建筑特色包括采取现代化的设计，再糅合当代伊斯
兰的艺术、书法及装饰于建筑物上。它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多褶伞形屋顶，及一个象征自由
独立精神的 245 尺高之尖塔。回教堂的主要圆顶处，有 18 颗星，代表了马来西亚的 13 州
属及回教的 5 大支柱。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圆顶，环绕整个教堂的范围之内。

人。正如其他回教堂及宗教场所一
样，所有欲进入参观的旅客皆必须
遵守礼仪，除下鞋子，及穿着整齐，
女士还要带头巾进入。

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这座回教堂可以容纳大约 8 千

周一至周四及周六 9:00-18:00，周五 14:00-18:00，周日、节日休息。

地址 位于 JI Perdana 街，吉隆坡老火车站边上。

 里面很安静，不是做祷告的时候，
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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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密清真寺

Masjid Jamek

又称占米回教堂，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家清真寺，位于巴生河和鹅麦河汇流的地方。
在英治时期由公共事务调查局助理建筑师亚瑟‧班尼生‧胡贝克设计，1909 年落成启用，是吉
隆坡最古老的清真寺。

进入清真寺请脱鞋，并注意着装，
男士可以穿短袖，但下装一定要是
长裤。女士则更严格，寺院门口有

佳密回教堂就在苏丹阿都沙默大楼后面，它是一座典型的印度穆斯林建筑物。 JAMEK 回教

临时的长袍及头巾可以免费借穿，

堂是由英国建筑师 A.B.HUBBOCKS 所设计，建于 1909 年。这座回教堂就建在吉隆坡的发

一旦穿戴好进入寺院，即使再热也

源地，巴生河及鹅麦河的交接处。JAMEK 回教堂有一个洋葱式的圆顶、拱门式的柱廊及明

别把头巾摘下或卷起袖子露出手

亮光泽和冰凉的大理石地板等，其四周围还种有许多棕榈树。

臂，这是对寺院及他们信仰的尊

门票

重。

免费参观

交通
地址：Jalan Tun Perak Kuala Lumpur, Selangor, Malaysia
地铁：距轻轨站 LTR MasjidJamek 很近。
开放时间

8:30-12:30，14:30-16:00；每周五 11:00-14:30 不开放。

国家清真寺

Masjid Negara

国家清真寺建于 1974 年，这是一组包括祈祷大厅、大尖塔、陵墓和办
公大楼的建筑群，其造型和装饰与麦加的三大清真寺相仿，气势恢弘，
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清真寺用来播放颂经的尖塔高 73 米，蓝色的星型的屋顶有别于传统清
真寺的“洋葱 头”设计，象征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抱负，非常的醒目。
共 18 个尖顶，代表着马来西亚 13 个州和伊斯兰教的 5 个信条。
清真寺的整体设计灵感来源于麦加的大清真寺，尤其是内部的装潢式
样，都与麦加的相仿。
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是世界著名的清真大寺，也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最
大的清真寺。它是马来西亚人举行国家宗教仪式的重要场所，位于吉
隆坡繁华的中心地带，紧邻中央火车站。
门票

吉隆坡的第一个景点是国家清真寺，听说这里是接待外国
元首的清真寺，也是马来西亚景内唯的一个没有洋葱形圆
顶的清真寺，高高的尖塔呈火箭形，象征穆斯林重视现代

免费

科学技术，中间是一个十八条放射星芒组成的圆形拱顶，

交通
地址：Jln Perdana Lake Gardens just N of KL train station
地铁：Kuala Lumpur 站，LRT 线
开放时间

@ 渝帆：

9:00-12:00，15:00-16:00，17:30-18:30

代表伊斯兰“五功”和马来西亚全国十三个州，我们不是
信徒，便没有进去参观，只在外面看了看建筑，留了些影
像。
——《新马游记之七——多面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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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火车总站

Kuala Lumpur Railway Station
在还没被中央车站 KL Sentral 取代前，从
这里乘客可以搭往马来半岛的任何一个市
镇，甚至可以通往泰国及新加坡。如今这
个摩尔式建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忙景
象，但是它独特的建筑风格还是吸引着游
客们以此作背景，留下一张张照片。火车
站的建筑物中，还有一间令人赏心悦目、
古色古香的“遗产酒店”—— Heritage
Hotel。这两处都是当地人拍婚纱照的大热
景点。
门票

免费

交通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外飞熊提供）
吉隆坡火车总站建于 1910 年的火车总站，是另一深受摩尔式建筑风格影响的历史
性建筑物。曾在 1986 年进行大规模装修。自从吉隆坡中环(KL Sentral)在 2001 年
开始启用后，它的首要火车站地位已经被取代了。目前，它是电动火车服务的其中
一站。

地址：位于唐人街以南，伊斯兰中心以东。JI
Sultan

Hishamuddin

街 和

JI

Tun

Sambanthan 街之间。
地铁：
① LRT，Putra 线，Pasar Seni 站 400 米外，
过了巴生河 (Klang River)即到。

整个车站的设计像一个四方的城堡，火车道在中间。火车站还是一座非常耀眼的建

② Commuter 到 Kuala Lumpur 站下车。

筑物，它有纯白色的圆形屋顶及圆塔，属于摩尔式建筑，因此有人说，它比清真寺
还像清真寺。成龙的警察故事曾在这里取过景。

新国家皇宫

Istana Negara

新皇宫位于吉隆坡大使路的一座山丘上，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是一
座庞大的综合式圆顶建筑物，有特别通道连接到市区的高速公路。新
皇宫建成于 2011 年 11 月，马来西亚第 14 任国王（最高元首）阿卜
杜勒·哈利姆就任时住进了新皇宫。据资料介绍，阿卜杜勒·哈利姆现年
84 岁，曾于 1970 年至 1975 年担任马来西亚第 5 任国王。马来西亚
实行的是君主立宪联邦制，国家元首由 9 个州的世袭苏丹轮流担任，
任期 5 年。
新皇宫内部不能参观，主要在广场上透过铁栏杆和大门对皇宫内的建
筑拍照和摄像，游人还可以同皇宫大门处骑马和持枪的卫士合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乐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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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市场

Central Market
门票

免费

交通
地 址 ： Lot 3.04-3.06, Central Market
Annexe, Jalan Hang Kasturi
地铁：
① LRT

Putra 线，Pasar Seni 站

② LRT，Star 线，在 Masjid Jamek 站步行
15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公交：Rapid KL Bus 多条路线可到
开放时间

10:00-22:00

Tips
① 里面除了出售各州的艺术手工艺品、纪念
品、银器外，还可以找到其他东南亚邻近国家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行摄匆匆提供）
这座战前建筑物曾是吉隆坡早期的菜市场。1980 年代经过一轮大翻修，如今，已
被改为艺术市场。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本地艺术家表现艺术才华及艺术品展示处。
市场设有许多商店，专门售卖“小古玩”、古董品、纪念品、手工艺品及亚洲艺术品
等。这里还设有一个露天舞台，定期提供传统和当代的舞蹈及音乐表演。

的手工艺术品。
② 其实中央市场就在茨厂街附近，可以顺路
逛过去。中央市场内有空调，也有餐厅和咖啡
店等休息的地方。
③ 现在的艺术坊内只售卖手工艺品等，画家
们已经搬去中央市场旁边的走廊了。画廊会开

中央艺术坊距离吉隆坡巴生巴士总站只有箭步之谣，并且，它就位于 DAYA BUMI

到 23:00 左右，有的艺术院校也会在该处展

大厦正后面。

览学生的毕业作品。

印度庙

Sri Maha Mariamman Temple

建于 1837 年，是马来西亚最大且宏伟华丽的印度庙宇 Sri Maha Mariamman
Temple 。庙宇外采用由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的高级瓷砖，再利用雕刻、塑金等专
业技术，组合成墙面上繁复瑰丽的图饰。
这个印度庙不大，但历史悠久，始建于 1873 年，1920 年对外开放。门口的塔楼
高 23 米，属于南印度风格，而两边沿马路的外墙却是意大利与西班牙风格，站在
马路对面欣赏非常有趣。寺内的马里安曼女神像用金、银、祖母绿等装饰，精美绝
伦。寺庙入口处有一高塔，上面全是各式人物的雕刻，形态生动，色彩鲜艳。
门票

免费

地址

163 Jln Tun HS Lee

Tips
 每年 1 月间举行的大宝森节，都是从这座寺庙出发。
 出印度庙右转与 Sultan 路交叉路口有一家小小的印度餐厅，中午有时会有不少
人排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行摄匆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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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公园

Lake Gardens Park
兰花园（Orchid Garden）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 9 时到下午 6 时。
入场费：免费（星期六、日及公共假期。
木槿花园（Hibiscus Garden）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 9 时到下午 6 时。
入场费：免费（星期六、日及公共假期除外）
鹿园（Deer Park）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 9 时到下午 6 时。
入场费：免费
蝴蝶园（Butterfly Park）
入场费：成人 5 马币；儿童 1 马币。
交通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同程维尼小熊提供）

地址：Jln Parlimen Lake Gardens

湖滨公园位于 Perdana 路，是吉隆坡最受欢迎的公园，公园围绕着两个湖来设计，
园内有湖泊、鹿园(Deer Park)、蝴蝶公园(Tanan Rama Rama)、亚洲最大的鸟类
公 园 (Bird Park) 、 国 家纪 念碑 (National Monument) 、 国家 天文 馆 (National
Planetarium)等。湖滨公园是吉隆坡市内的绿洲，园内花团锦簇、绿意盎然，还设
有雕刻艺术廊、创意主题公园和雨林耸立的胜景，漫步其中，自然心旷神怡。

国家纪念碑

公交：Sultan Mohammed 公交车站出发的
21C 路 、 唐 人 街 购 物 中 心 (Kota Raya
shopping complex)门前出发的 21B 路、22
路、48C 路和 F3 路可到达。

National Monument

这座纪念碑建于 1966 年，是纪念为国捐躯的英雄而立的。它是由著名
设计师 FELIX DE WELDON 所设计而建，他同时亦是美国华盛顿 IWO
JIMA 纪念碑的设计人。这座 15.54 米高的铜制纪念碑，雕塑了 7 位
军人的塑像，象征着 7 种领导的素质。
国家英雄纪念碑位于湖滨公园对面，这座七勇士青铜塑像高 15.54 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雕塑作品之一，雕塑了 7 位军人的塑像，象征着 7
种领导的素质。7 位军人，有阵亡的，有端枪的，有举旗的，有抢救伤
“献给为和平与
员的。碑座上是国徽和用英文与阿拉伯方字隽刻的文字：
自由而战斗的英雄们，愿真主保估他们”，雕塑的周边是一个巨大的水池，

@ 渝帆：

中间有十三朵银白色锡制的莲花。由美国著名雕塑家威尔顿设计，在意

接下来我们瞻仰了马来西亚英雄纪念碑，这是一个森

大利铸造。

林中的纪念广场，中央是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身上

地址

Jln Parlimen Lake Gardens

开放时间

7:00-18:00

刻着“To Our Glorious Dead”和“1914-1918、
1939-1945、1948-1960”的字样。
——《新马游记之七——多面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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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风洞

Batu Caves
门票
步行进去不需要门票，如果坐车进去，每一辆
车的入门费是 3 马币。
交通
地铁：Buta Caves 站，KTM 线。
公交：可以在曼谷银行或香港银行前的汽车站
乘坐 11 路（每小时一班），或者在星星丘路乘
41 路中巴、在暗邦路停车点乘凌公司 70 路车
到石洞下车，约 40 分钟。
开放时间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8:00-16:15 ， 星 期 六
8:00-12:45。星期日及公共假日休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游动四方的双鱼提供）

Tips

黑风洞是印度教的朝拜圣地，位于吉隆坡北郊 11 公里处。这里处在半山腰，是一

 从山下循 272 级陡峭台阶而上即可到达，也

个石灰岩溶洞群，需要步行 272 级陡峭台阶而上。黑风洞前面的镀金印度大佛有

有缆车直抵洞口。

几十米高，金光闪闪。 洞内有蝙蝠、猴子、白鸽等。黑洞，阴森透凉，小径陡峭，
曲折蜿蜒，长达 2 公里左右，栖息着成千上万的蝙蝠、白蛇和蟒蛇等 150 多种动
物。

光洞紧邻黑洞，高 60 米左右，宽 80 米左右，阳光从洞顶空穴射入。神庙

 沿着阶梯，蛮多的猴子在虎视眈眈游客们的
食物和随身物品，尽量不要穿戴饰物和携带食
物，以免成为猴子们的目标。

洞在光洞附近，洞中有 1891 年建的印度教庙宇，供奉着苏巴玛廉神，还有成百的
彩绘神像。山下有洞窟艺术博物馆，展示包括神像壁画在内的印度神话文物。

咖啡山森林公园

Bukit Nanas Forest Reserve

吉隆坡这座繁忙的都市，矗立着许多高楼大厦，还有设计新颖的建筑。

交通

然而，很多人都不晓得，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竟拥有一块绿肺———

地址：位于拉惹朱兰路（Jalan Raja Chulan）前方，靠近

咖啡山森林公园。

电讯博物馆。

事实上，吉隆坡塔就矗立在咖啡山森林公园这块森林保留地上。咖啡山

自驾：可直接前往吉隆坡塔，但必须自行缴付门票和泊车

早在 1906 年就被公报成为森林保留地，这里拥有许多奇花异草供游客

费；

欣赏，也有许多稀有的动物种类。

地铁：

咖啡山之所以可被视为文化遗产，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就是它是仅
存在吉隆坡市中心内的热带雨林。其二，它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古老
的永久森林保留地（在 2006 年庆祝 100 周年）。

① 可选择格拉那再也路线（Kelana Jaya Line）的金马站
（dang wangi）下车；
② 乘搭吉隆坡单轨列车 （KL monorail）在咖啡山站
（Bukit Nanas）下车；

这座占地 10.5 公顷的森林保留地，分别在 1934 年和 1950 年被公报为

③ 乘搭安邦路线轻快铁的人士，则可以在嘉美克清真寺站

野生动物保护区和鸟类保护区。其中 5 公顷的保留地，更被列为原始森

（masjid jamek）下车。

林。
门票

Tips
 咖啡山就在吉隆坡塔大门入口处的左侧。

免费

开放时间

上午 7 时到晚上 6 时（包括周末和公共假期）

 有向导免费带领游客到森林公园走一圈，出发时间为
11：00、12：30、14：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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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高原

Genting Highlands

云顶高原也叫做云顶世界，距离吉隆坡市大约 1 个小时的车程。因为云顶世界位于

Tips

高原之上，所以这里是马来西亚人的绝佳避暑胜地。当乘坐缆车快抵达山顶的时候，

 到云顶的票是 5.9 马币，建议自己准备好零

会看到云雾环绕着建筑物，真的像要到了云端一样。

钱。

这里有大型的室内与室外游乐场、游戏机场、水上乐园、购物商场等，除此之外还

 携带很多行李的游客，可以在云顶的缆车站

有电影院和云星剧场。马来西亚的大型颁奖活动及本地或国外明星的演唱会，大部

免费寄存大件行李，游客只需拿小件行李上山

分都是在云星剧场举行。

即可。

云顶还有全亚洲唯一的超人飞游戏，是在一个人造隧道里，无需穿戴降落伞也能体

 如果是普通游玩，又一早就去云顶的话，当

验高空跳伞的刺激的一个游戏。

天就可以返回的，所以最好提前买好返程的票。

夜晚也有酒吧、餐厅、保龄球场和博彩场所等地方让游客继续尽情 欢乐。此外还可
以去草莓园采摘草莓，去巧克力工厂参观等，或者去清水岩庙，据说那间庙宇对求
好的工作很灵验。

如果感觉一天的时间不够，可以在上面住宿。
如果打算云顶住宿，最好提早预订酒店，以免
刚好遇到大型活动、演唱会和节日而订不到房
间 。 性价 比最 高的 酒店 是第 一大 酒店 (First

热爱玩乐的人大可以在户外游乐场玩各种游乐设施，有适合成人玩的刺激的多种类

World Hotel)，价钱合理，包含自助早餐，但

型过山车、跳楼机等，也有适合家庭一起参与玩的单轨车、快乐划船等，自然也少

是也要提前预订。

不了适合小朋友的各种游乐设施。

 First world 酒店是山顶性价比最高的，旺

这里还有 4D 动感影院，和众多适合小孩子的主题游乐设施，就餐和购物的地方也

季常常满房。退房时是用电子钥匙自动退房，

不少。这里还有草莓园，在凉爽的天气里采摘草莓，尝试各种草莓味的饮料与食物，

不用人工办理

并且可以顺便买点草莓味的咖啡或红茶送给亲朋好友。另外，温水的水上乐园也很
受欢迎，能够尽享各种水上游乐设施。

 如果不是马来西亚学校假期，又不是周末的
话，云顶上的人并不多，不用排队。如果刚好

云顶赌场
马来西亚著名赌场。这里有普通区，几块林吉也可以坐上牌桌，或者玩玩老虎机，
一试身手；也有 VIP 区，每次出手最低额度为 50 林吉。分区不同自然环境也不同，
若要进入 VIP 区，需要在先在场内注册。场内有驻唱歌手在固定时间献唱，也有就

适逢人多的日子去到云顶，则需要注意合理安
排玩每项设施的时间，跳楼机、过山车和卡丁
车是热门游乐点，排队的人会比较多。

餐的地方。进入博彩场所必须年满 21 岁，所以不能进入赌场的小朋友们则可以去

 云顶上治安很好，夜晚也可以安心出来，只

楼下的大型游戏机室。

是步行要注意安全，当心快速行驶的车辆。

门票

 在马来西亚赌博是合法的，但是赌博有害身

可以在游乐场售票处买票，也可以网上订票。游乐全园的门票，一日内无限出入，

心健康！不建议赌博。云顶赌场没有澳门的奢

成人和青少年 66 林吉，儿童和老年人 46 林吉；两日内无限出入，成人和青少年

华气派，设施服务也是及不上威尼斯人。

97 林吉，儿童和老年人 67 林吉。如果不游乐全园，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门票。

 年满 21 岁才可以进入博彩场所。最好携带

交通

证件，除了可以证明年龄外，如果有消费，可

地址：Genting Highlands，69000 Pahang Darul Makmur

以办理云顶会员卡，积分够了可以兑换礼物或

城铁：地铁站（RAJA CHULAN）坐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城铁到达 Titiwangsa，下了

者午/晚餐。

地铁就是大巴车站。

 博彩场所对女士的着装没有要求，但是男士

公交：在 Pudu Sentral 或 KL Sentral 搭乘 Go Genting Bus 到达云顶高原，然后

一定要穿有领子的上衣和长裤，且不能穿拖鞋

再搭乘缆车到山顶，缆车票可以在买巴士票时一起购买。也可一并购买主题公园门

或凉鞋。

票和返程车票。由 KL Sentral 出发的话，单程车票加缆车的票价是 10.3 林吉，如
果是往返车票、往返缆车加室外主题乐园门票的票价则是 58 林吉。
开放时间

全天

 云顶上的服务人员全部会讲普通话，而且几
乎每间店都可以使用银联卡，博彩场所内也可
以用银联卡取钱。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也请尽
量先与工作人员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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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丁宜高原

Bukit Tinggi （Berjaya Hills ）

武吉丁宜高原距离吉隆坡大概 1 小时车程。山上有两个主题公园，一个是仿造法国

Tips

南部城镇科马尔(Colmar)街景而造的法国村(Colmar Tropicale)，另一个是日本村

 这里环境优雅，人造建筑与自然风光都非常

(Japanese Village)。

适合拍照留念，不妨带点小道具，自己 DIY 拍

法国村建筑采用 16 世纪的法国风格，正中央是古罗马式喷水池，鹅卵石铺成的大

些艺术照。

街，两旁有暖色调的欧式房屋。街两旁的建筑除了开设精品店、露天咖啡店外，还

 这里的游乐性并不高，但如果时间很充裕，

有美味的法国餐厅。

可以到这里游玩。

日本村距离法国村不远，这里的园景设计和建造全是由日本测绘师和工人一手包办，

 早上搭巴士上去，巴士会停在法国村的酒店

所以传统日本元素一应俱全，一草一木、一石一景也是地道的日式版本。日本村内

那里，再买票进去游玩，中午可以在法国村吃

有日本花园、日本茶屋、塌塌米 Spa、塌塌米套房、精品屋、植物园和日本料理屋。

饭。午餐过后步行到日本村，有兴趣可以去茶

这里还出租和服供游客拍照，租价为 20 林吉。

屋品茶。游玩的时间不需要一整天，当天就能

门票

12 林吉。如果在高原上的酒店入住，则可免去门票费用。

搭乘巴士返回。
 前往武吉丁宜高原的公交出发时间为

交通
地址：KM48，Persimpangan Bertingkat Lebuhraya Karak，28750 Bukit Tinggi，

10:00 、 13:00 和 17:00 ，回 程时 间分 别 为

Bentong，Pahang

11:30、15:00 和 18:30。单程车票成人 35 林

公 交 ： 搭 乘 Shuttle Bus 从 时 代 广 场 站 (Berjaya Times Square) 到 Colmar

吉，小孩 30 林吉。往返车票成人 55 林吉，小

Tropicale，Berjaya Hills 站。

孩 50 林吉。

瓜拉雪兰莪

Kuala Selangor

瓜拉雪兰莪是小渔村，距离吉隆坡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的海鲜相对于吉隆坡比较
便宜，而且还很新鲜，还有既好吃又能当特产的炸虾饼、炸鱼饼等。这里靠海，几
乎每家门前都有铺晒在地上的鱼干。
瓜拉雪兰莪不大，最吸引游客的是这里夜晚的萤火虫，在瓜雪镇的郊外的宁静小镇，
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萤火虫聚集地。夜晚时分，河口会聚集大量的萤火虫，乘坐小船
上可以观赏这一奇景，非常美丽。
萤火虫度假村 Kelip-kelip Kampung Kuantan
坐船观赏萤火虫的项目可网上预订、电话预订，也可去售票处买票。这里离市区较
远，交通不方便，观赏萤火虫时间也晚，所以可以在这里的度假屋住宿。度假屋也

门票

15 林吉，30-45 分钟。

游览时间

19:00-23:00

交通
在 Pasar Seni( 中 央 艺 术 坊 ) 或 Puduraya
Station(富都车站)前的巴士站搭乘 141 路巴士
(Selangor 巴士)，可到瓜拉雪兰莪的巴士总站。
再搭乘出租车可前往雪兰莪镇中心或萤火虫度
假村。

是建在水上，传统的木制小屋由廊桥相连，每间度假屋都有小小露台，里面设施齐

Tips

全。或者可以去附近的酒店或者民宿过夜，价格不贵。

 观看萤火虫最好是避开月圆之日(农历每月

地址：Batu5，Kampung Kuantan，45500Batang Berjuntai，Kuala Selangor

十五)，因为月亮太亮会看不到萤火虫。

适耕庄 Sekinchan

 要记得做好防蚊措施。

这里离瓜拉雪兰莪不远，是以农业观光为主的小镇。这里到了丰收时节，一望无垠
的稻田很美很适宜拍照。这里靠海，是吃海鲜的好地方。适耕庄内还有个很小的海
滩，虽然不是很干净，但这里的水果比外面要便宜。

 观看萤火虫时不能使用闪光灯，所以不建议
拍照。

公交：在富都车站搭乘前往 Tanjun Karang 的巴士，再从 Tanjung Karang 搭计程
车去适耕庄。或由瓜拉雪兰莪搭乘顺路的巴士前往适耕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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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

Putrajaya

布城又称“太子城”，是马来西亚新的行政首都，距离吉隆坡约 40 公里，地处吉隆

游览布城

坡和吉隆坡国际机场之间。这里不像马来西亚任何一个城市，因为它是以“智慧型

 巴士游城

花园城市”为发展主题的。

布城是一个新城，可以选择乘坐巴士游览布城，

布城很干净，像个大花园，除了有政府部门的那几条路人多车多外，其他地方都很
空旷。人很少，建筑很多。布城的建筑既有现代造型的写字楼，也有传统伊斯兰风
格的圆顶建筑。此外，为响应发展主题，还保留着不少热带植物、湿地与湖泊等。
布城的广场旁有布城最大的回教堂，可供参观，但是衣着要符合要求。广场下面有
很多餐厅，沿湖而建。布城内有八大公园，走一段路就可以看到一个，公园很大，

这里的巴士通常是环城而行，不仅会到市中心
(最多行政政府机关大楼的地方)，也会到布城
的住宅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路灯。每隔几
个街区就有不同的造型，借鉴了马来传统元素
而设计，足有几十种。

绿化也很好，为建议选 1-2 个公园来游玩。布城内的景点还有布特拉再也湿地、植

交通：由 KL Sentral 搭乘 Express Rail Link

物园、首相办公楼及首相官邸、回教堂等。

(ERL)或 KLIA Express，途经 Putrajaya，下车
后再搭乘环绕布城的巴士。

布城必看景点
布城大桥 Putra Bridge

 游湖

这座桥是布城最长的桥，也是布城看起来最不时尚的桥，桥的设计灵感源自于伊朗

布城湖(Putrajaya Lake)上有观光游船，途经

伊斯法罕的著名大桥 Khaju，有很经典的伊斯兰大桥元素。而且这里是观光游船的

城内十多个地标，可以看到沿途的每幢建筑都

出发点。

各不相同。

回教堂 Masjid Putra

游船种类有仿马来传统独木舟设计的小船，载

回教堂又称“粉红清真寺”，坐落在湖边，粉红色的外观远看好像一朵莲花浮在湖面。

客 4-6 人，船程 25 分钟，有船夫划船；另一

圆拱形屋顶也是粉红色。回教堂旁边有地下的临湖就餐处，有马来餐、印度餐，还

种则是能容纳 76 人的游船，船程 45 分钟，有

有在本地有多家连锁餐厅的 Nando’s 供游客选择。回教堂前面的喷水池广场是旅

工作人员讲解。

游大巴的必停之处。
Seri Wawasan Bridge 钢索大桥
这座钢索大桥非常现代化，也是布城八座桥中最出名的一座。桥上车辆通常不多，
但这里是最多人来拍婚纱照的地方之一。

此外布城人工湖还会举办一些水上运动，比如
一级方程式赛艇锦标赛、亚洲独木舟锦标赛等，
甚至湖边还会举办热气球展览的活动。
游湖时间最好避开午间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

8 大公园
Wetland：这个公园由绿地与湿地组成，是热带地区最大的人造淡水湿地公园。连
绵的沼泽地、沼泽林与池塘、湖泊，吸引了很多鸟类在此栖息。
Taman Botani：这个公园称植物园更为贴切。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 700 种的

傍晚 6 点多的游船，以观赏黄昏加夜景。
Tips
 布城地广人稀，来这里的人大多是开车来

植物，其中很多都很罕见。公园临湖而建，是马来西亚新人喜爱的婚纱取景地之一。

的，所以没有方向感又是自己背包旅行的人最

园内面积很大，如果不想走路，可以乘坐电车游览全园，或租借自行车来游览。

好不要去没有人的地方，因为一旦迷路，很难

此外还有在行政大楼附近的 The Rimba Alam 公园；称为农业遗产公园的 Taman

找到行人问路。

Warisan Pertanian 公园；可以观赏布城全景的 Taman Putra Perdana 公园；内有

 布城是马来人的地方，所以全城食物都是清

穆斯林、佛教徒及基督徒的墓园的 Taman Selatan；称为城市公园的 Taman

真的。如果吃不惯印度餐、马来餐，可以在湖

Wawasan 公园，以及建立在森林里的 Taman Ekuestrian Putrajaya(TEP)公园。

边的餐厅或者当地商场如 Alamanda 内就餐。

巴生港

Klang

巴生港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港口，这里没什么太好玩的地方，但是一提到巴生，必定会想到这里的肉骨茶。出巴生火车站(Klang)往右走，
著名的盛法肉骨茶就在一排老店的尾端(桥下)。附近还有巴生的小印度。其实巴生除了肉骨茶，海鲜也比吉隆坡便宜好吃。如果吃海
鲜，不要错过这里的螃蟹。口碑较好店的有 Restaurant Port illage Seafood(港村海鲜楼)，在 North Port，Tanjung Harapan(北港
海南村)。不过回程需要请老板帮忙叫车，否则得等很久的计程车。
交通：搭乘 KTM 到达 Klang 站，然后打车前往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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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urist
route

一夜吉隆坡，然后去独立广场。我的意念推动行程。看见独立广场的附近的苏丹阿都沙末大楼，伊斯兰

线路

第一天

教的建筑风格。如此美妙，如此决绝。其实，打心眼里我喜欢上这座混乱的城市，这座融合了亚洲、欧
洲风格的大杂烩城市。
——《国境之南：2 度，吉隆坡》

独立广场 →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 → 火车总站 → 国家清真寺 → 湖滨公园 → 双子塔

独立广场
独立广场的另一端有

Merdeka Square

一排廊柱，那里是为

独立广场因 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国旗在此第一次升起， 象征独立而得名。广场的草坪十分柔软，

旅客而建的休息处。

可以随意进入。

广 场 下 面 的 Plaza
Putra 则是一座集美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

食、休憩和娱乐于一

Sultan Abdul Samad Building

体的地下街。

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就位于独立广场对面，这里是吉隆坡的一个主要地标，可说是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物摄影景点。这里目前是最高法院所在地。

火车总站
Kuala Lumpur Railway Station
建于 1910 年的火车总站，是吉隆坡另一个深受摩尔式建筑风格影响的历史性建筑物。在还没被中央车
站 KL Sentral 取代前，从这里乘客可以搭往马来半岛的任何一个市镇，甚至可以通往泰国及新加坡。如
今它独特的建筑风格还是吸引着游客们以此作背景，留下一张张照片。

国家清真寺是世界著

国家清真寺

名的清真大寺，也是

Masjid Negara

目前东南亚地区最大

国家清真寺建于 1974 年，这是一组包括祈祷大厅、大尖塔、陵墓和办公大楼的建筑群，其造型和装饰

的清真寺。它是马来

与麦加的三大清真寺相仿，气势恢弘，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西亚人举行国家宗教
仪式的重要场所。

湖滨公园
Lake Gardens Park
湖滨公园位于 Perdana 路，是吉隆坡最受欢迎的公园。湖滨公园是吉隆坡市内的绿洲，园内花团锦簇、
绿意盎然，还设有雕刻艺术廊、创意主题公园和雨林耸立的胜景，漫步其中，自然心旷神怡。

双子塔
双子塔下面是 Suria

Petronas Twin Towers

商场，里面商品一应

国油双子塔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两座相连建筑物，共有 88 层楼高的双子塔，距离城市地平线有 452 米。

俱全，从平价品牌到

它是吉隆坡市政中心 KLCC 范围内，最经典的一座超现代的建筑物。双峰塔内设有国油交响乐厅，是马

奢侈品牌都有。

来西亚交响乐队及国油表演艺术团例常练习及表演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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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云顶高原

云顶高原
如果是普通游玩，又

Genting Highlands

一早就去云顶的话，

云顶高原也叫做云顶世界，距离吉隆坡市大约 1 个小时的车程。

当天就可以返回，所

上午可以到云顶的景区进行自然景观的游览参观，在云雾的环绕中犹如云海中的蓬莱仙阁，又如海市蜃

以最好提前买好返程

楼，饱览云海变幻莫测的奇观。

票。如果感觉一天的
时间不够，可以在云

下午可以到云顶高原的草莓园和胡姬园进行采摘，享受收获的喜悦。或者到全马来西亚海拔最高的购物

顶住宿。但最好提早

中心“血拼”也将会是一次不错的选择。

预订。

接着可以到 M SPA 松弛身心。有兴趣可以参观下云顶知名的云顶赌场，只是需要凭护照入内，未满 21
周岁的游客无法进入。

第三天

布城

布城
布城是马来人的地

Putrajaya

方，所以全城食物都

布城又称“太子城”，是马来西亚新的行政首都，距离吉隆坡约 40 公里，地处吉隆坡和吉隆坡国际机场

是清真的。如果吃不

之间。布城是一个新城，可以选择乘坐巴士游览布城，这里的巴士通常是环城而行，不仅会到市中心(最

惯印度餐、马来餐，

多行政政府机关大楼的地方)，也会到布城的住宅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路灯。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不同

可以在湖边的餐厅或

的造型，借鉴了马来传统元素而设计，足有几十种。

者 当 地 商 场 如
Alamanda 内就餐。

布城湖(Putrajaya Lake)上有观光游船，途经城内十多个地标，可以看到沿途的每幢建筑都各不相同。
游船种类有仿马来传统独木舟设计的小船，载客 4-6 人，船程 25 分钟，有船夫划船；另一种则是能容
纳 76 人的游船，船程 45 分钟，有工作人员讲解。
游湖时间最好避开午间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傍晚 6 点多的游船，以观赏黄昏加夜景。

备注区域

添加您自己的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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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ffic

交通

原本预计 29 日凌晨 1 点抵达，最后凌晨 3 点 43 站在了 KLIA 机场接驳快轨的门前。下了飞机以为走两
步就可以取行李入境了，结果却看到个轨道车站，迷茫了一阵，询问后才知道是要先搭乘轨道车到另一
个片区。
——《大马超级之旅——吉隆坡马六甲槟城沙巴亚庇斗湖仙本那卡帕莱》

梳邦机场
Subang Terminal Airport

机场

梳邦机场又叫 Sultan Abdul Aziz Shah Airport 或者 Subang

吉隆坡廉价航空机场
KL Low Cost Carrier Terminal
简称 LCCT，与吉隆坡国际机场相邻，亚航的所有航班都停降在
此。机场外有机场巴士往返于吉隆坡市区各地。

Skypark，位于吉隆坡以西 20 多公里处。在 KLIA 和 LCCT 建
成之前，这里曾是个重要的国际机场。现在梳邦机场还是有飞
国际和国内的航班，航班都来自 Berjaya Air(成功航空公司)和
Firefly(飞萤航空公司)的，多是小飞机，但是这两个航空公司经
常有促销的机票， 原价机票本身也不贵。机场不是很大，也不

机场交通
吉隆坡中央车站（KL Sentral）是市区往返机场的主要地点。坐

是那么忙碌，所以整体环境还是好过 LCCT，里面也有购物和餐

巴士大约 1 小时，电车（KLIA Transit）大约 45 分钟；都是半

饮的地方。

小时左右一班，巴士最晚到十点。

机场交通

坐 KLIA transit，票价为 12.5 林吉，包含一张电车票一张巴士

KTM：从 KL Sentral 搭乘 KTM 的 Pelabuha Klang 线，前往

票。坐电车到 Salak Tinggl，应下车转乘巴士到 LCCT

Subang Jaya Station(梳邦再也站)，然后搭乘出租车到达梳邦

亚航的 SkyBus 票价为 9 林吉，AeroBus 的票价为 8 林吉。也

机场，全程大概 30 分钟(视乎交通状况)。

可以先乘坐 KLIA 和 LCCT 之间的区间巴士到 KLIA，再乘坐机

出租车：机场内有出租车柜台，可以买票直接搭乘出租车去到

场电车线(KLIA Transit)至吉隆坡中央车站(KL Sentral)，区间巴

任何地方。如果从 KL Sentral 前往梳邦机场，大约需花费 40

士票价为 1.5 林吉。

林吉左右， 如果堵车等会花费更多。

Tips

巴士：乘坐 U81 路(在 Pasar Seni LRT 站处搭乘)到达 Subang

1）亚航机票最好提前半年开始关注，最迟临出发前二个月必须

Mah Sing Industrial Park，或者乘坐 9 路巴士(在吉隆坡

要买了，再迟的话要买到更便宜的廉价机票可能性就不太大了。

Kotaraya 搭乘) 前往 Subang Mahsing，票价为 3 林吉，如

2）如果准备买机票的时候，护照还没有办出来，可以先填身份

果不堵车的情况下需要 1-1.5 小时到达。

证号码，等护照办出来后，再发个邮件到亚航的邮箱就可以了。

Tips

一 般 亚 航 会 在

由市区去机场，如果行李不多的话可以搭乘巴士、KTM 等，如

24h

内 回 复 的 。 邮 箱 ：

malaysia_support@airasia.com。

果行李多，且又有老人、小孩同行，或者方向感不好的话，建
议还是直接搭出租车，但是前提是讲好价钱。如果机场回市区，

吉隆坡国际机场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则可以在出租车柜台买票，价钱根据不同目的地，都是固定的，
司机不会再乱收费。

吉隆坡国际机场简称 KLIA，位于吉隆坡以南约 80 公里处。除
亚航外，其他航空公司到达吉隆坡的飞机都停降在此。
机场交通
机场快线
由 KLIA 直达 KL Sentral，中间不停站，28 分钟可到达。单程
票价为每人 35 林吉；3 人即可成团，团票价格为 3 人 75 林吉、
4 人 100 林吉、5 人 125 林吉，最多可至 9 人 225 林吉。或选
择家庭票，一个家庭 75 林吉，2 个家庭 150 林吉。
汽车租赁
主候机楼进港大厅有以下汽车租赁公司的 24 小时服务台：Avis、
Budget、Hertz、National 和 Thrifty。

火车站
马来西亚的铁路网，从马来西亚半岛北部延伸到南部，从东伸
展到西。马来西亚铁路主干线有两条，分为西海岸线和东海岸
线。东西海岸线上各有一些支线，比如吉隆坡-丁生港支线。
城市人在周末经常走这条线路去海滨地区。吉隆坡-巴生港、
吉隆坡-石洞，支线火车上乘客很少。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国家铁路的交通枢纽(KTM)，每天都有开往
吉隆坡各地以及泰国、新加坡的火车从中央车站(KL Sentral)
出 发 ， 可 以在 KTM 咨 询 台查 询 火车 时 刻 表， 或 者登 录
www.ktmkomuter.com.my 查询。KTM 位于中央车站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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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车站 KL Sentral

长途汽车

KL Sentral 共有三层，巴士停靠第一层(底层/ Basement)，是

如果去南部，比如马六 甲，柔佛以及 新加坡等地，需 要去

来回 KLIA、LCCT、云顶及到市内各区的巴士起点和终点站，还

Terminal Bersepadu Selatan(TBS，南湖镇车站。如果要去吉

有出租车的售票柜台也在这层。从这层离开中央车站大楼，穿

隆坡以北地方，比如槟城等，需要去富都车站 (Puduraya Bus

过马路则是 Monorail 站。

Station)。

第二层是离境层(Departure Hall)，这层有亚航和马航的柜台，

TBS 车站/南湖镇车站 Terminal Bersepadu Selatan

可以买票和办理其他票务问题，也可以办理马航的登记手续。

地址：Bandar Tasik Selatan，Jalan Terminal Selatan，57100

除此还有 LRT Putra 线的售票处和出入口，以及吉隆坡旅游询

Kuala Lumpur

问中心等。

交通：搭乘 Ampang 线(前往 Sri Petaling 方向)，在 Bandar

第三层是抵达层(Arrival Hall)，有 KTM 的售票柜台和出入口、
前往云顶的车和出租车的售票柜台。

Tasik Selation 站 下 车 (LRT 可 以 在 Masjid Jamek 换 乘
Ampang 线，Monorail 则在 Hang Tuah 站换乘 Ampang 线)。
KTM 搭乘 Seremban 线，到 Bandar Tasik Selation 站下车。

Tips

KLIA Transit 可以直接到达 Bandar Tasik Selation 站。

 在马来西亚可以使用旅客铁路通行证。

电话：+603 9051 2000/2001/2121

 著名的东方快车是全球最佳火车旅程之一，旅程包括新加坡

富都车站 Puduraya Bus Station

与曼谷的城市，途经吉隆坡，同时也访问槟城首府乔治市。

Puduraya 车站是吉隆坡最主要的汽车站，位于唐人街的东部，
Plaza Rakyat 轻轨站旁边，从这里出发的大巴开往马来西亚各

新马泰交通指南
从泰国入境大马
离北部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以北 48 公里处的黑木山，是从泰国
入境大马的旅客之最主要窗口。马来西亚的移民厅及海关就座
落在餐馆、商店、停车场及免税购物中心的附近。南北大道亦
将黑木山连接到距离 490 里的吉隆坡。
马来西亚最北部州属玻璃市的巴东勿刹是另一个进入大马的窗
口。它位于主要的铁道路线上，每天都有火车从曼谷抵达这里。
马来西亚铁道公司提供国际快速火车，从槟城北海开往泰国合
艾，也有从巴东勿刹开往吉隆坡及最后抵达新加坡的火车服务。

个地区，以及新加坡和泰国等地。
地址：Jalan Pudu，Kuala Lumpur
公交：从 KLIA 或者 LCCT 直接搭乘 Star Shuttle(黄色或红色车
身，有大大的五角星图案的巴士)，可直接到达或途经富都车站。
Star Shuttle 运行时间 4:00-22:30，票价每人 12 林吉。
地铁：从市区内去富都车站，可以搭乘 LRT 到 Masjid Jamek
站，然后走路或打车到达富都车站。
TBS 到富都车站交通
富都车站位于茨厂街东部。如果从 TBS 去到富都车站，建议搭
乘 LRT(从 TBS 的旁边)去到 Plaza Rakyat，从这站出来，刚好
在富都车站后面。

从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半岛

Tips

新山则是旅客从南部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半岛的主要窗口。南

尽量选择大公司的巴士乘坐，如国营的 Transnasional Express

北大道将新山和离此以北 220 公里的吉隆坡连接在一起，沿途

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交通公司，有开往各地的所有班次，而且

会经过数个主要市镇。

冷气强劲，巴士较新，比较舒服，乘车事最好带件外套或者毛

新柔长堤将新加坡和新山连接起来。长堤两边的进口处皆设有

巾一类的其他御寒物。

移民厅及海关检查处。在离新山西南处约 30 公哩的丹绒古邦，

租车自驾

有一座称为第二通道的大桥，连接到新加坡的 TUAS。马来西亚

南北大道通往马来亚半岛上的多数地区，同时也衔接沿海道路

铁道公司提供从新加坡经过新山，再连接到马来西亚半岛各州

及国内其他要道。此外，也有其他建有休息站，餐饮，纪念品

的主要城镇，一直到北部泰国边境上的巴东勿刹。

商店及 Surau (回教徒的祷告室)等设施的收费高速公路，衔接
全国各地的乡村城镇。

从新加坡到曼谷

在马来西亚租借汽车或摩托车时，需要国际驾驶许可证。开车

著名的东方快车提供从新加坡开往曼谷，全长绵延 2000 公里的

者年龄要求在 21-60 岁之间。部分租车公司要求在 23 岁以上，

浪漫火车之旅，在为期两天的旅程中，沿途停靠在著名的旅游

驾驶执照不满一年者，部分公司不租借车。车辆都靠左行驶，

景点上。

必须系好安全带。国内多数城市及机场皆设有租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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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
公交车 Kuala Lumpur Bus

出租车 Taxi

吉隆坡的公交车基本属于 Rapil KL 和 Metroliner 两家公司，线

吉隆坡出租车数量较多，起步价为 3 林吉，超过 1 公里每 35

路分布全城，车票也不贵，基本在 1 林吉左右。营运时间是

米为 0.1 林吉，等待首 3 分钟 3 林吉，每超出 21 秒为 0.1 林

6:00-23:00，到站时间不固定，上下班高峰期需要长时间等待。

吉，所以打车最好错开上下班高峰期。0:00-6:00 加收 50%的

吉隆坡市内主要的巴士总站
吉隆坡巴生巴士总站，前往八打灵再也、苏丹阿都阿兹沙机场、
梳邦、沙亚南及巴生港口。
苏丹莫哈默路巴士车站，前往孟沙、八打灵再也(旧区)、格拉那
再也及 BUKIT PANTAI DAMANSARA。
曼谷银行巴士总站，前往士拉央巴鲁、泗岩沫及黑风洞。
大家购物中心/马来亚银行大厦巴士车站，前往蕉赖路、斯里八
打灵、旧沙登、GOODWOOD 花园、沙叻秀、新街场、班丹村、
敦拉萨镇及 MALURl 花园。
半山芭巴士总站，前往 SRlKEMBANGAN、新街场军营、无拉
港、沙登新村、加影。
安邦巷巴士车站，前往 GREENWOOD 花园、热水湖村、鹅嘜、

费用，叫车服务外加 2 林吉。打车至机场需另加 12 林吉，或
者先谈好价钱。
Tips
吉隆坡部分出租车司机会乱开价而不是打表，尤其是去距离比
较近的地方。所以出行时最好先在 Google Map 上了解两地距
离，估算一下行车需要多久，这样当司机乱开价时可以砍价。
即使在不确定两地距离的情况下，也要尽量试着去砍价。或者
用智能手机去下载“MyTeksi Passenger”这个 App，可以通
过这个 App 来叫车， 还可以通过路线查询知道大概的打车费
用。
出租车叫车电话很多，常见的有以下几家。
Comfort：03-8024 2727
Public Cab：03-6259 2020
Avenue Drive：03-6120 4009

文良港及鹅嘜 12 英哩。
秋杰路巴士车站，前往拿督克拉末村、淡江、孟沙、鹅嘜及
GENTING KELANG 路。

轻轨/单轨列车 LRT /KL MonoRail
除公交及出租车之外，轻快铁（LRT）、KL 单轨火车和 KTM 电

Tips

动火车，也能轻松到达吉隆坡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的著名景点。

需要注意的是吉隆坡的公交车不报站名，所以上车时要给司机说

营运时间是 6:00-23:00，票价在 1-3 林吉之间。

好在哪里下车。如果认识路，知道在哪站下的话，快到站时需要
按车门旁边和每个座位旁边的按铃，给司机知道有人下车，不然
司机看到车站没人上车又没人按铃的话不会停车。

Tips
乘坐 LRT 和 Monorail 时列车都会报站名，门的上方也有线路
图，不同的站会开不同侧的门，所以尽量不要倚着门站立，以
防意外发生。车内不可以吸烟及吃东西。另外，一定要保管好

观光巴士 KL Hop-on Hop-off
吉隆坡有针对游客的观光巴士“KL Hop-on Hop-off”，在吉隆
坡多间酒店有停站，可搭乘这个巴士环游多个景点，车上有中文

车票，不然下车的时候不能出站。

备注区域

添加您自己的备注信息

讲解。观光巴士包含 22 个站点，涵盖 40 个景点，游客可以随
上随下在任意站点进行游览，购买票时会给每位游客配备一个含
有普通话的随身讲解机，对每个景点进行讲解。
信息和售票中心：Lot 109，Jalan Ampang(可以上车买票，也
可以在任一停靠站点买票，这个巴士在吉隆坡市内多处酒店有停
靠点，住在吉隆坡的游客请向酒店前台询问)。
票价：38 林吉，24 小时内有效；65 林吉，48 小时内有效。
行车时间：8:30–20:30，大约每 30 分钟发车一班。
电话：1800-88-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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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ting

美食

我们行程的第一站便是——新峰肉骨茶！一进餐厅，或者也不能称其为餐厅，因为它一半区域是在棚下
面的，十几二十张圆台面，碗筷也都很中国乡村的感觉…坐下后，先上茶，这才知道原来肉骨茶还有干的，
味道有着肉骨茶的特色。
——《大马超级之旅——吉隆坡马六甲槟城沙巴亚庇斗湖仙本那卡帕莱》

吃货一日游
吉隆坡，一座美食天堂，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如中国菜、印度菜和葡萄牙特
色菜等，琳琅满目的佳肴美馔，令人垂涎三尺。到吉隆坡旅游一定要品尝正宗的马来菜及各地
小吃。

地址：

35 Medan Imbi

Street, Kuala Lumpur
交通：新峰肉骨茶在 IMBI 燕美

早餐：肉骨茶

路（星光大道）上,离开

推荐地：新峰肉骨茶

PAVILION 商场不远,走过去大

肉骨茶有补气提神作用，据说当年劳工苦力每朝开工前都要饮一碗，逐渐成为早餐食品。这家

概 15-20 分钟,可以从 KLCC 朝

肉骨茶名店，每日清晨五时开铺后便客似云来，如周杰伦、谭咏麟等港台明星也来过光顾。据

BUKIT BINTANG 方向走去,在

有三十年经验的陈师傅所说，他们制作的肉骨茶包含丰富药材，做出来的肉骨茶味道浓郁，非

LOT 10 商场后面穿过去就是

常好吃。

IMBI 路。

午餐：海南鸡饭
推荐地：南香饭店
这里的海南鸡饭最为知名。这间食店，于 1938 年便已开业，现有六间分店之多，其中一间老
店便在接近唐人街茨厂街附近。虽然店铺外表有点残旧，但内里食客却依然坐得满满。
甜点：榴莲味朱古力

地址：26 Jalan Kamuning, Off

推荐地：Cocoa Boutique

Jalan

这是一家巧克力博物馆，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榴莲朱古力。这间别具特色的巧克力工厂，

Lumpur

设计颇具奇趣，馆前种植了可可树之余，内里又展示了各种生产巧克力的工具，加上多座造型
趣致的巨大巧克力模型，既好吃有好玩。

Imbi,

55100

Kuala

交通：时代广场走 15 分钟左右的
路。建议提前 google map。

午茶：面包工房
推荐地：High 5 面包工场

时间：09:00-18:00（周一至周

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面包厂，里面还拥有一个多姿多采的 Highs 面包城博物馆。这里不但摆满

五）

色彩丰富的面包模型，更飘来阵阵面包的香气，在此参观，不期然便投入色香味兼备的面包世
Tips：参观需预约

界。
晚餐：美食中心
推荐地：古仔美食中心
这里集合了六十三文件食档，每档售卖食品各有不同，除了马来西亚食品之外，更有香港、台
湾、越南、泰国等不同口味，食物款式超过一百五十种，绝对让你吃得过瘾。

备注区域

地址：旧巴生路鸿图园，距
离市区要 15 分钟车程

添加您自己的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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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菜
肉骨茶

Bak Kut Teh

肉骨茶是马来西亚人的发明。在早期的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劳动者很贫穷，根本买不起昂贵的
药材进补。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把滋补强身的药材、蒜、猪肉泡在一起煲，那不就天天
有补品吃了，这配方一直流传到今日。浓浓的蒜味和药材香渗入猪肉，和肉香形成绝配。怕胖
的朋友，可要求只用瘦肉。

推荐新峰肉骨茶，新峰肉骨
茶在 IMBI 燕美路（星光大
道）上,离开 PAVILION 商

沙爹

Satay

沙爹，是道地的马来西亚风味烤肉美食，也就是炭烤肉串。炭烤沙爹所用肉类，虽然最受食客
称道的是鸡肉和牛肉。肉类在切成薄片后，须先经过腌渍处理串在椰叶枝才上烤架以炭火烘烤，
趁热沾上花生酱食用，与此同时，配搭以椰浆处理过的糯米饭粽共食，更是人间美味。

场不远,走过去大概 15-20
分 钟 , 可 以 从 KLCC 朝
BUKIT BINTANG 方向走
去,在 LOT 10 商场后面穿
过去就是 IMBI 路。

椰浆饭

Nasi Lemak

在米饭中加入椰浆、香兰叶和姜，混合后蒸熟，配上黄瓜片、咖喱鸡、花生一起食用，是马来
西亚最传统和最受欢迎的佳肴。
罗惹

Rojak

罗惹是一道浇上花生酱，加入牛肉块和白水煮蛋的面食。是沙巴人最爱的印尼爪哇式美食。在
马来半岛，罗惹则指的是凉拌蔬菜和水果，淋上花生酱的食材。在沙巴，罗惹几乎在所有的马
来茶餐室都有供应。
拉茶

Teh Tarik

拉茶在任何茶餐室都可以
喝到，泡出来的拉茶，顶端
有层泡沫，因混合了空气和
充分溶解了奶和茶，喝时感
觉特别香特别滑顺。

拉茶主要成分是茶叶和炼乳，拉茶的特别之处，是泡茶者会把奶茶重覆交互从高处倒到另一容
器中，看来好像是把奶茶拉得长长。熟练的泡茶者会在倒奶茶时，身体也随着变换角度，挑战
杂技般的难度。如此诚意，常逗得顾客连连鼓掌叫好。
牛杂面

Ngiu Chap Noodle

要品尝马来西亚令人难以忘怀的烹饪料理美食，千万不能错过牛杂。牛杂，就是把牛肉、牛肉
丸、牛肉块、牛肚、牛腱、牛舌及牛身上的其他可食用部位，什锦杂件式地混在一起。这道风
行全州的牛杂美食，通常是以牛肉汤面的吃法上桌。

各国菜
在吉隆坡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名菜，除了马来菜外，中餐馆、印度餐馆、西餐馆也很不少，
还有巴基斯坦餐饮和日本料理。
马来菜
口味较重，多以胡椒和咖哩调味，又辣又香，在炎热的气候下吃来既刺激又过瘾。马来菜以沙
爹(Satay)、加多加多(GadoGado)、马式沙拉最为著名，主食普遍为咖哩饭，餐后的点心有“Gula
Melaka”——用甘薯煮成的甜点，另外一道“Pisan Go1eng”是炸香蕉。
中国菜
吃中国菜自然要到中国城，中餐馆很多，各种街头小吃也十分诱人。
印度菜
印度咖喱和马来咖喱有显著的差异，可以亲自尝试对比一下。

24

吉隆坡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特色餐厅
金莲记
金莲记是吉隆坡著名的老字号中国餐馆，自创特色福建面，令其成为了招牌菜，百吃不厌。金
莲记的滑蛋鸳鸯等也是当地首屈一指的美食，值得一试。
地址：吉隆坡 49,J1.Petaling
电话：03-2451833
胜记
提起胜记，吉隆坡人就会马上想起老鼠粉。老鼠粉是一种面食，因其形状像老鼠粪，后被称作
老鼠粉。胜记的老鼠粉非常滑嫩，佐以肉燥、特制浓稠黑酱等，爽口香浓，因此吸引了不少回
头客，每逢就餐时段门口总是大排长龙。
地址：吉隆坡茨厂街
海外天大饭店
海外天是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著名的大饭店，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七家分店。海外天曾被世
界中国烹饪联合会评选为“国际中餐名店”，由此可见其饮食地位。因此来吉隆坡不妨来海外天
大饭店一尝大厨的手艺，保证饱肚而归。
地址：84-88, Jalan Imbi, Kuala Lumpur
电话：03-2144 9911

推荐：烧腊和野生笋壳鱼。
另外高级餐厅门口会有服
务员引导客人入座，不可随
意就坐。有些餐厅未加收服
务费，客人应该在找回的零
钱中，付出 10%的小费。

安卡沙旋转餐厅/Sri Angkasa Restaurant
安卡沙旋转餐厅位于吉隆坡塔的塔顶，很多游客来参观吉隆坡塔通常会在此用餐，因为在安卡
沙旋转餐厅不仅可以享用马来餐、中餐、西餐等各式美食，还可以欣赏吉隆坡的全景。
地址：TH02 Kuala Lumpur Tower
电话：03-2020 5055
樱花餐厅
樱花餐厅是吉隆坡出名的本土餐馆，以马来餐闻名。樱花餐厅采用传统方法炮制椰浆饭，风味
一流，是马来人的最爱。此外，樱花餐厅的很多菜式，如咖喱鱼头、脆皮虾胶、马拉盏通菜也
是吸引游客的特色美食，想品尝马来餐的游客绝对不容错过。
地址：163-169 Jalan Imbi
电话：03-2148 4315
老中国咖啡馆/Old China Café
老中国咖啡馆位于唐人街，其装饰风格正如其名，风格古朴，老式中国吊扇、旧唱片等古董是

推荐：忍当牛肉配椰子米饭

这间咖啡馆的特色摆设，令人仿佛走入时光隧道。老中国咖啡馆的菜式主要为娘惹美食。

和娘惹海鲜咖喱米粉汤。

地址：11 Jalan Balai Polis, Chinatown
电话：03-2072 5915
阿峇娘惹餐厅
阿峇娘惹餐厅的招牌菜有娘惹酿鱼、娘惹阿参鱼、娘惹咖喱鱼头、娘惹仁当鸡、咸酸虾等，非
常具有特色，想体验娘惹菜的游客可以前往一试。
地址：36, Jalan Manis,Taman Segar Cheras,
电话：03-9130 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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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
在吉隆坡、马六甲地区游览，千万不要忘了到巴生港去吃海鲜。其他吃海鲜的地方还有瓜拉雪
兰莪、适耕庄、吉胆岛等。

巴生港

Klang

在巴生港吃海鲜，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螃蟹。另外，巴生港的肉骨茶也很有名，出巴生火车站

口 碑 较 好 店 的 有 Restaurant

(Klang)往右走，著名的盛法肉骨茶就在一排老店的尾端(桥下)。附近还有巴生的小印度。

Port illage Seafood(港村海鲜

交通

楼)，在 North Port，Tanjung

搭乘 KTM 到达 Klang 站，然后打车前往想去的地方。回程需要请老板帮忙叫车，否则

得等很久的计程车。

瓜拉雪兰莪

Kuala Selangor

瓜拉雪兰莪是小渔村，距离吉隆坡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的海鲜相对于吉隆坡比较便宜，而且
还很新鲜。这里靠海，几乎每家门前都有铺晒在地上的鱼干。
交通

Harapan(北港海南村)。

在 Pasar Seni(中央艺术坊)或 Puduraya Station(富都车站)前的巴士站搭乘 141 路巴士

这里有既好吃又能当特产的炸
虾饼、炸鱼饼等。

(Selangor 巴士)，可到瓜拉雪兰莪的巴士总站。

适耕庄

Sekinchan

这里是吃海鲜的好地方。适耕庄内还有个很小的海滩，虽然不是很干净，但水果比外面要便宜。
交通

在富都车站搭乘前往 Tanjun Karang 的巴士，再从 Tanjung Karang 搭计程车去适耕庄。

或由瓜拉雪兰莪搭乘顺路的巴士前往适耕庄。

吉胆岛

Pulau Ketam

吉胆岛又叫螃蟹岛，是一个坐落在巴生港口的渔村小岛。这里的景色不比其他出名的海滩，到
这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远离的喧嚣，享用海鲜！吉胆岛上的住家屋是建在长长的木柱上，涨

其他可以参观的有养鱼场、南天

潮时看好像一排排房屋漂浮在水面上。这里每天有四次涨潮与退潮，居民们多以捕鱼为生，可

宫、福龙宫等。另外，一定要留

以看到渔民们捕捉螃蟹的场面。此外还有吉胆的新码头，是吹风看日落的好地方。

留影纪念的是情人桥，虽然已经

岛上最大间也是最出名的就是快乐香海鲜酒店(Restoran Kuai Lok Hian)，位于 H1A，Jln

残旧，但还是很受欢迎。

Merdeka，Pulau Ketam。其出名的海鲜有炒蛤蜊、潮州蒸清蒸鱼、螃蟹、炸苏东(鱿鱼)和濑

如果想体验当地的渔民生活，还

尿虾，这五样菜大约 100 林吉左右。来到吉胆岛还要试的就是啦啦煎(即是蛤煎)，是个小档口

可以在当地的酒店处问询有关捉

卖的，吉胆岛上热闹的商业街道只有一、两条，很容易找到那档专卖蛤煎的档口的。

螃蟹活动的行程。

交通

从 KL Sentral 搭乘 KTM 前往 Pelabuhan Kelang 站，走出 KTM 站后右转，就可以看

到吉胆岛的 7A 码头。或者从巴生港口搭渡轮前往吉胆岛，详见客船时间表。可网上预订当地
民宿和行程。

其他美食
大排档
中国城成乐路和苏丹路的一段笔打陵路上有中国小吃夜市，沿布奴河有马来、印度风味的小吃
街，主要有烤肉串、新鲜果汁等。
水果
马来西亚的水果又多又好，柑橘、香蕉、凤梨及西瓜四季都有，季节性水果有榴莲、山竹、奇
异果等，水果之王榴莲在 6—9 月上市。
饮料
马来西亚国产的啤酒，一向颇获好评，此外有美国、菲律宾、欧洲各国进口的啤酒。咖啡也不
错，颜色很浓，味道却淡而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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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ping

购物

中央市场（CentralMarket）就在离唐人街不远的地方，这是一幢并不起眼的建筑，以前大概是艺
术坊，现在也成了小商品大卖场了...一进去，发现满眼琳琅满目的，都不知道要把目光聚焦到哪个
地方了...
——《大马超级之旅——吉隆坡马六甲槟城沙巴亚庇斗湖仙本那卡帕莱》

吉隆坡各种商品汇萃，从古董到手工艺品，从名牌时装到电子产

推荐购物场所

品……同时既有环境优雅、高档商品云集的大型购物中心，又有货

武吉免登购物中心

品多样且具有竞争价格的小店，还有洋溢着浓郁的当地风情的夜

吉隆坡市内一家历史最悠久的购物中心之一，主要租户则是

市，这里是一个购物天堂。

Metrojaya 百货公司，以其本地及世界各地的进口货品，吸引

吉隆坡的主要购物区集中在武吉宾当路、苏丹伊士迈路、安邦路

Bukit Bintang Plaza

络绎不绝的人潮前来购买。

及敦拉萨路。其中武吉宾当路位于金三角，以前是吉隆坡夜生活

地址

Lot F13, 1st Floor, Bukit Bintang Plaza ,111, Jalan

中心，有新奇的歌舞表演、旋转木马和摩天轮等等，如今取而代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55100

之的是现代购物中心，国际级酒店和银行。这里是吉隆坡最主要
的购物区。
秋节区则是新兴起的城区，摩尔一带汇聚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厦和
高档次的商城，而秋杰路市场则是普通市民的购物处。
此外要购买一些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商品，可以到通克．阿卜杜
拉．拉曼一带（这里有著名的印度人街）和中国城一带，而中央
市场则是吉隆坡的手工艺品、纪念品和古玩中心，也是当地画家

金河广场 Sungai Wang
与武吉免登购物中心相邻并合二为一，是市内购物者最乐于光
顾的购物中心之一。坐落在内的百盛超级市场本身就提供了各
种从衣物、手提袋、化妆品、玩具到家庭用具的物品。金河广
场是全马主要的潮流集中地，许多流行日韩的衣服与饰品可在
这里找到，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地址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聚集之处，他们在此绘画人像，在 T 恤上绘图，为游客制造别具
特色的卡、徽章和瓷碟等。
大规模的打折季就是在 3 月、8 月(到马来人新年 Hari Raya 之后)
和 12 月(到新年之后)，5-6 月又有年中折扣。但是因为马来西亚
四季如夏，所以很少能买到秋冬的衣服鞋帽。

刘蝶购物中心

Low Yat Plaza

刘蝶购物中心提供一系列的最新人气服装、食物，以及适合全
家的娱乐和概念主体消遣场所。这里的主体包括武吉免登区唐
人街和全城最先进的电脑城。在刘蝶广场的底楼也有许多食肆
和美食广场，广场的正门口更是许多歌手举办签唱会及歌友会
的场所。

购物地推荐
武吉免登 Bukit Bintang

地址

Lot-4-28 Fourth Floor, Plaza Low Yat, No. 7, Jalan

Bintang, Off Jalan Bukit Bintang, Bukit Bintang Central,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武吉免登位于吉隆坡市中心，主要是指由燕美路(Jalan Imbi)、苏
丹 依 斯 迈 路 (Jalan Sultan Ismail) 、 武 吉 免 登 路 (Jalan Bukit

BB 广场

Bintang)和拉惹楚兰路(Jalan Raja Chulan)所围成的区域。

与刘蝶广场并排而立的是 BB 广场。他的怀旧色彩，引人缅怀

武吉免登又称星光大道，公认的市内顶尖购物区，是吉隆坡最繁
华的商圈及黄金地带，同时也是来吉隆坡观光的游客的最佳购物
场所。武吉免登区内林立着不少摩登豪华的高楼大厦及购物中心。
这里街道四通八达，交通方便，很多大型百货商场，例如市内的
主要购物点均集中于此，既有金河广场（Sungei Wang Plaza）、
武吉免登购物中心（Imbi Plaza）、刘蝶购物中心（Low Yat Plaza）、
燕美购物中心（Imbi Plaza）、乐天购物中心（Lot 10）、星同购物
中心（Starhill Plaza）及吉隆坡商场（Kuala Lumpur Plaza）等。
各种款式的服装、化妆品、电子产品、皮包、鞋子等应有尽有，
游客可以挑选到合适满意的商品。

逝去的美好时光。BB 广场设有户外啤酒园、意大利薄饼小食、
食物村，叫人食指大动的本地和外国料理。BB 广场内 METRO
JAYA 是其主要租户。这个庞大的超级市场提供低廉价钱到价格
高昂的物品，如时装及衣饰品、鞋子、手提袋、化妆品及玩具。
其他在广场内的商店售卖书籍、电脑及硬体、电子产品、相机、
家具以及药剂物品
燕美购物中心
坐落在金河商场旁边的燕美路上，是电脑软件与硬件爱好者的
好去处。
地址： Jln Imbi, Golden Triangle

交通

单轨 M 线武吉免登站

Tips

货真价实、服务周到的商店会被授予特别证书，游客看到

证书可放心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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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购物中心

Lot 10

安邦购物中心 Ampang Plaza

这个青蓝线条图案门面的庞大购物商场极为显眼，坐落在金河广

在城市广场及安邦广场的对面，是安邦购物中心——吉隆坡其

场的对面，并以一个覆盖式的天桥两者衔接。提供从中档到高档

中一间最早开始的购物中心。这可从它所提供的种类繁多的物

的时装、鞋子、衣饰品、化妆品、家庭器具到运动装。其最高一

品及服务中看出来，其中又以有关摄影物品、衣物装饰品及穿

层是专为著名的时装设计师所设。乐天广场是一座以中上阶级为

戴物最得顾客欢心。

对象的广场，因此进驻在商场内的商家都以国际品牌为主.如：

地址

Jalan Tun Razak,Kuala Lumpur 50450 Malaysia

braun buffel、Esprit、Guess、Machine – Apple Premium、
Timberland、Tissot 、Giordano World of Jewellery、WH、

谷中城购物中心 Mid-Valley Megamall

Hush Puppies 、Topshop/Topman 等。伊势丹商场内唯一进

Mid-Valley Megamall 是吉隆坡最新、最具规模的购物中心。

驻的百货公司，也是其在马来西亚的第 1 家分店。

此商场位于数条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其中包括一条直接通往市

交通

中心的主要交通干道。此商场是属于大型综合发展项目的一部

从 2 楼和 3 楼有条天桥连接到吉隆坡单轨(KL Monorail)

的武吉免登站(station bukit bintang)、金河广场(sungei wang

份。

plaza)和武吉免登广场(BB Plaza)。

地址

星同购物中心

东姑阿都拉曼路 Tunku Abdul Rahman

毗连 JW Marriot 大酒店的星同购物中心，是一座以大理石铺砌地

Lingkaran Syed Putra, ，59200 Kuala Lumpur。

台并饰以富丽扶手栏杆的豪华建筑物，共有六个楼层的零售铺，

东姑阿都拉曼路是吉隆坡的主要购物区域，东姑阿都拉曼路上

多是时装精品店。主要租户则是诗家董百货公司。

的建筑物多为战前时期所建，保存良好，因此走在东姑阿都拉
曼路购物是一间惬意的事情。不妨走进这些店铺的拱廊步道，
在数十年前的购物与文化气氛中发思古之幽情。

吉隆坡商场 Pavilion KL
位于乐天与星同购物中心之间，是一个收集高档及特色手表、旅
行袋、标有设计师名字的鞋子和珠宝的好去处。这里的 Tower
Records 是一家规模宏大的音乐产品及视听器材零售店，可说是
乐迷的宝库。推荐去 Pavilion 的游客凭护照在三楼办理 Pavilion
Tourist Reward Card，免费办理，有效期为 8 天。办卡后会发一
本手册，写有最新的当季有打折的商铺和折扣活动。付款前出示
就能得到相应的折扣。

推荐购物场所
Sogo 百货公司
东姑阿都拉曼路的地标，因其设计现代化，而且销售优质货品，
故顾客络绎不绝。大多数是时兴服饰店、家具、鞋店、旅行社、
礼品店、化妆品店、珠宝店及餐厅等。
地址

190,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50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成功时代广场 Berjaya Times Square

第一（百达）购物中心

地址：1 Jalan Imbi,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早期设立的购物中心，以售卖中低价物品见称，如运动装、鞋

交通：吉隆坡单轨系统(KL Monorail)的燕美站(station Imbi)位于

子、手提袋、手表、摄影器材和电子用品等。

商场旁的行人天桥，可连接至成功时代广场及对面的成功广场
(berjaya plaza)。

安邦路及敦拉萨路 Jalan Ampang
Jalan Tun Razak

环球丝绸店/甘达与丹陵

and

最宜低消费人士闲逛和购物。其备受欢迎的物品包括服装、童
装、丝绸和小摆设等等。
地址

185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50100 Kuala

位于吉隆坡外交使馆地区的安邦路及敦拉萨路，有许多高级的购

Lumpur

物中心，售卖国际知名商品以及本地高品质商品。寻找高级商品

营业时间：周日-周五上午 10：00-下午 7：00 ；周六上午 10；

的购物者将在这里找到许多商店。

00-晚上 9：30

推荐购物场所
苏雅堤购物中心 SURIA KLCC
苏雅堤购物中心位于双子塔下，共有 6 层，于 1998 年开来，主
要商家有伊势丹百货、百盛百货、海岬超市、二层美食广场、英
国玛莎百货。购物中心有众多豪华和时尚店以及咖啡厅、餐厅、
12 个屏幕的影院、一家音乐厅、一家美术馆和一家科技探索中心。
地址

夜市场
位于东姑阿都拉曼巷（Lorong Tuanku Abdul Rahman），每
逢周六下午 5 时至 10 时均禁止车辆通行以改充夜市场之用。
届时将满布商贩档子和食肆，露天出售种类繁多的货品，别具
风味。不妨在这儿选购一些本地土产，并品尝一下地道美食。

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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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回教寺路

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

这条与东姑阿都拉曼平行的街道，两旁商店售卖的都是印度人的

KLCC 即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

用品，如莎丽衣（Sarees）、檀香木油、手镯、银质脚镯、金饰、

高 88 层的 KLCC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靠近地面的几层为一个大

黄铜器及印度银质餐桌用品等等，其他尚有祭礼用品、手工艺品、

型商场，包括多个综合超市及百货商场，世界各个名品专卖店，

草药和香油。

美食中心，娱乐中心等综合商务体，上层为写字楼。KLCC 也被

祯禄路和半山芭路 Cheng Lock Road
and Pudu Road
自富都巴士总站走几步即可抵达祯禄路，这里既有购物中心，也
有站前店铺、构成独特的购物气氛。

称为 Suria KLCC。Suria 内还有专门的美食区，供游客休憩和
享受美食，商场附近景色优美，非常有格调。
交通

乘 Putra 线轻轨可直达

Tips
① 购买 THE BODY SHOP 的话，要比香港便宜好多，做活动

推荐购物场所

时买七件或七件以上有七折。

中央市场

② 购物后有 10 零吉购物券赠送。如果持中国的护照到 KLCC

中央市场主要出售各种工艺品、纪念品和艺术品，例如陶器、木

负一层那里办理一个外国人购物优惠卡，到指定的商铺购物，

雕、蜡染布料和锡器等。几乎所有来吉隆坡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

还有 9 折优惠。

选购各式特色商品，同时也是游客了解马来西亚文化及工艺发展

③ MANGO 和 ZARA 的特价衣服也十分便宜，比国内大概便

的最佳方式。

宜一半样子，在 KLCC 都有专卖店。

地址

Jalan Hang Kasturi

④ NIKE 或 ADIDAS 的话，就不要在那里买，款式比中国旧，

交通

轻轨 P 线 Pasar Seni 站下

价格比中国贵。

Tips

中央市场附近有几家著名的印度餐厅，口味正宗并且价格

大众化。

茨厂街
吉隆坡著名的唐人街，具有明显的华人特色。茨厂街上林立着

美达广场

各种商店、餐馆、小摊等，喧喧嚷嚷，热闹无比，是游客购买

美达广场是吉隆坡的高档购物商场，大堂宽广，玻璃屋顶设计有

平价商品的最佳选择。茨厂街的商品五花八门，售卖的大多数

利于采光，整栋大楼共分为 5 个楼层，云集了服饰、珠宝、手表、

为中国商品，例如丝绸、服装、瓷器、古董、草药等，价格参

眼镜、百货、美食等商店，商品众多，每天人流鼎盛，是游客必

差不齐，游客可以讨价还价。

到的大型商场之一。
地址

太子路

印度人街

交通

电车 PWTC 站下。

印度人街因位于一座印度回教堂附近而得名。印度人街聚集的

拉惹朱兰路和康礼路 Raja Juran Road
and Kang Li Lu

大部分都是印度人，令人仿佛置身于印度，这里售卖的基本上
都是印度特色的商品，例如印度铜灯、银餐具、金饰、印度服
饰等。

坐落在吉隆坡塔（KL Tower）不远处的伟特商场（The Weld），

地址

Jl Masjid India

以时兴服饰店、眼镜店、丝绸布匹零售店及香水店闻名遐迩。手

交通

乘 Star 或 Putra 轻轨到 Jamek 清真寺站下

工艺品中心坐落在康礼路，云集本地最著名的手工艺公司和品牌，

Tips 印度街上几家经营正宗咖哩饭的饭馆值得游客品尝。

可在此挑选精美时尚的蜡染服装，各种家庭装饰品或首饰，都叫
人乐而忘返。

备注区域

添加您自己的备注信息

孟沙区 Bangsar
这里有两座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云集了时装精品店及其他装修华
美的店铺。出售的物品，诸如古董、家具、丝绸织品、化妆品、
家用品、电器及运动装等，均非常吸引。除了购物之外，孟沙区
亦以美食见称，备有各类用餐及娱乐地点任君选择，尤其在傍晚
时分，更成为社交约会的好去处。
地址

孟沙区其实座落在市区与八打灵再也市（Petaling Jaya）

的中间站，由市中心到此需 15 分种的车程。
交通

LRT-P 线到 Bangsar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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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oy

娱乐

云顶高原的赌场是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在赌场门口贴着雪兰莪州和彭亨州的苏丹告诫穆斯林教徒不
准入内的告示，即使进入赌场也不能够下注。云顶还有个主题游乐场，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现在看来不过
是些浮云了...
——《大马超级之旅——吉隆坡马六甲槟城沙巴亚庇斗湖仙本那卡帕莱》

演出

酒吧

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 KL Performing Art Centre，KLPac

喜欢热闹夜生活的游客不妨去酒吧喝杯酒，听下音乐。每逢周

无论是什么种族或是国家的表演都在这里大受欢迎。这里的表演

四夜晚，都是酒吧的 Ladies' Night，女士入场免费哦。

种类很多，有音乐剧、歌剧、舞台剧、话剧等，除了本地的艺术
人员表演外，还会邀请其他国家的演员或剧团来此表演。台词多
是以英文为主，如果是其他语言的演出，会附有英文字幕。

推荐
Zouk 酒吧
吉隆坡最受欢迎的酒吧之一，经常邀请外国出名 DJ 来打碟。这

艺术中心是由上世纪的工厂改造，红砖墙的建筑非常有历史感，

个酒吧分两部分，一部分有舞池气氛很 High，消费较低；另一

配上精致的园艺和清幽的环境，很有艺术气息。注意，这里十分

部分是轻松享受的，适合几个朋友安静的喝酒、放松。入场需

适合拍照，却禁止游客拍照，如果想要留念，不要被警卫看到。
交通
地址：Sentul Park，Jalan Strachan (由 Jalan Ipoh 进入)。
地铁：搭乘 LRT 或 KTM 在 Sentul Station 站下车，步行到达。
开放时间

没有演出时 10:30-18:30，有演出时 10:30-20:30。

门票

不同的演出票价不同。

电话

+603-4047 9000

要持有效证件且年龄必须在 21 岁以上，着装不可太随意。男士
必须穿长裤且不能穿凉鞋、拖鞋，女士则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交通
地址：113，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在 Malaysia
Tourism Centre 游客中心的旁边，Maya 酒店的对面)。
公交：搭乘 Monorail 在 Bukit Nanas 站下车。
地铁：乘 LRT 在 Dang Wangi 下车。
步行：住在 KLCC、Ampang 一带则可以步行前往。

赛车

电话

雪邦赛场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按摩

雪邦距机场较近，这里除了是 F1 马来西亚站的赛场外，平时也是
各种自行车赛、摩托车赛等赛事的赛场。

+603-21712075

吉隆坡很多做按摩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去不正规的按摩院。
想按摩可以去商场，每间商场都会有明码标价的按摩店，有泰

交通

式的和巴厘式的按摩，最便宜的半小时足底按摩不到 50 林吉。

地址：Jalan Pekeliling，64000 KLIA，Selangor

酒店里通常也有按摩的地方。

公交：
① 从市区搭乘 Skybus 公司的 Shuttle Bus，该巴士在 KLCC、
Ampang 和 Bukit Bintang 一带的多个酒店有停靠点，直接到达
雪邦赛场，票价 15 林吉。
② 从 LCCT 机场搭乘 Skybus 的 Shuttle Bus，可以从机场直接到
雪邦赛场，票价为 4 林吉。
门票

网上订票，或比赛日到赛场买票。

电话

+603-87782222(周一-周五 9:30-17:30)

Tips
卡丁车场的工作时间，周一不对散客开放，最少要 10 个人组团，
需要提早预定；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为 10:00-19:00，只有周五是
可以玩夜场的卡丁，开放时间为 10:00-次日 1:00。预定可以拨打
+603-87782310 或+603-87782222。
卡丁车游戏分为两种配套：快速体验型和竞技型。竞技型的需要
最少 10 人一起预订；如果是单人或少于 10 人去玩卡丁车的话，
就可以试下 快速体 验型的 配套。快 速体验 型驾驶 的卡丁车为
200CC 四冲程发动机、6.5 马力，在 10 分钟内平均可驾驶 6-8 圈，
票价为 40 林吉；或者是 1500CC 四冲程发动机、16 马力的卡丁
车，在 10 分钟内平均可驾驶 10-12 圈，票价为 100 林吉。

Hotel Maya
在吉隆坡游客中心的对面，很靠近 KLCC，这个酒店每周四都是
Ladies’ Night，由 17:00 开始，有 50 分钟的马来式 Urut
按摩、泰式按摩、瑞典式按摩和巴厘式按摩可选，只需 150 林
吉，可以打+603-27118866 转 290 来预定。
地址：138 Jalan Ampang，50450 Kuala Lumpur
Herbaline
马来西亚最大的连锁美容院之一，一间不需要签订任何套餐的
美容院，美容师会根据你当天的皮肤状况来帮你选美容套餐和
附加的美容项目。美容之前有海盐足浴，美容之后也有免费的
Fish Foot Spa。在生日月份做美容有 5 折的折扣，另外如果要
省钱，还是要回绝美容师提供的各项附加项目。
交通
地址：3rd Floor，Lot 10 Shopping Centre，50，Jalan Sultan
Ismail，50250 Kuala Lumpur
公交：搭乘 Monorail 在 Bukit Bintang 站下车。如果在 KLCC
或 Pavilion 附近，可以步行到达。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11:00-19:00，周六 10:30-17:30，周日

和公共假期 10: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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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ping

住宿

终于在 5 点多发现了酒店（酒店是携程自由行产品附带的 2 晚 CititelExpress Hotel，位于 449,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KL）。正要 check-in，却被告知代理已经取消了我们的入住- -||| 这是神马
情况！！打电话给携程（之前在携程订的自由行度假产品），却被告知是空号.......
——《大马超级之旅——吉隆坡马六甲槟城沙巴亚庇斗湖仙本那卡帕莱》

高级酒店
星星丘到菠萝丘东侧被称作黄金三角的一带，云集了许多高级酒店。其次是普特拉世贸中心周
围、机场附近的高尔夫休假区。房价至少在 50 美元以上，但非旺季很多饭店在周末都有打折

 旅游旺季前往吉隆坡，如果

优惠。

想住中高档酒店一定要事先预

Jalan Ampang 到 Jalan Bukit Bintang 一带是吉隆坡城的中心。这里晚上有酒吧街，也可以
欣赏到美丽的都市夜景。而且非常靠近双子塔、购物区和城市商圈，有相对清静的环境，但这
一带的酒店通常都是星级酒店，住宿价格比较贵。

订，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国
际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可以代
为预订，但此时很可能已经找
不到满意的房间。

中档酒店

 通常需要在房价之外加付

这些旅馆分散于市内各处，一般装修简单，房间也不大，但干净舒适，空调、淋浴、电话、电

10% 的 服 务 费 和 5% 的 附 加

视等设施齐全，多设有厨房，免费供应咖啡之类饮料，房价在 20-30 美元左右。唐人街上有一

税，不需再付小费。有些酒店

些中国人开设的旅馆，用餐、购物、乘车均非常方便，缺点是墙壁多为木板间隔，不太安全。

的预订价格已含有这些费用，

在 KL Sentral 周围，出行非常方便，也有 Mid Valley 等购物商场，缺点就是夜晚不够吉隆坡

要仔细看账单。

中心热闹。这边有 Motel 也有星级酒店，想出行方便又不想住在茨厂街等嘈杂地方，也不想花
太多钱住市中心的星级酒店的游客，可以选择住在这里。

廉价酒店
在茨厂街和同善巷(Jalan Tung Shin)一带，Hostel、Motel 和廉价酒店很多，有不少外国背包
客居住。邻近地铁站，出行也方便，附近有茨厂街夜市、为食街美食街等，周边有多个景点。

 在吉隆坡要找经济型旅馆

虽然交通比较混乱，人很多，但是治安情况还好。这一带是老城区，很多 Hostel 和廉价酒店

颇为费劲，只有唐人街可以找

都是由老房子改建而成，房间老旧，设施简单，夜晚环境比较嘈杂。房间最好是提前上网预订

到几家。因此建议大家到网站

好，因为青年旅舍的床位会比较紧张。

上预订酒店，价格还是比较优

Red Dragon Backpacker’s（赤龙背包客青年旅社）位于唐人街，房间在 RM40-60/间，种

惠的。在订房时，酒店有时会

类齐全，宽敞的楼上公共区域，还有一个供应西方食品和啤酒的咖啡馆。同样位于唐人街的 Le

要求提供国际信用/借记卡的

Village 价格更便宜，约 RM30/间左右，许多别致的民族物品使这里给人感觉亲切，这里的公

帐号资料。

共区域是唐人街最温馨的场所。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供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

一起游微博

一起游旅游攻略

+ 加关注

时您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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