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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进入穆斯林的家和清真寺时请先脱鞋，参观寺庙时请别穿著短
裤、短裙或过于暴露的服装。在祈祷时，不要在人前走过。
★ 穆斯林不吃猪肉，和他们同坐吃饭是不要点猪肉和劝酒。且穆斯
林视左手为不洁，因此和他们握手和递东西(尤其是食物)时记得要用
右手。用食指来指人和任何东西是不礼貌的。以右手拇指(握紧其余

人基本能以华语交谈和略懂粤语。通常中国游客在市区内不会遇到
语言障碍。
语言帮助：

常见语言：

Selamat Datang - 欢迎

Jalan - 街道/路

Selamat pagi - 早安

Peta - 地图

Selamat petang - 午安

Teksi - 出租车

Selamat malam - 晚安

Bas - 巴士 公车

Terima Kasih - 谢谢

Kereta - 车

Jumpa lagi - 再见

Kapal - 船

Boleh tolong saya? - 你可以

Kapal terbang - 飞机

帮我吗?

Tandas - 厕所

四根手指)才是比较合宜的方式。

穷游经验

★ 请不要随意触摸女性的肩膀, 更不可随意触摸他人头部和可兰经。

★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
比起待在家里，你在路上会带更多东西。所以，当你在街头的餐厅

★ 出海乘快艇时会把全身溅湿，建议多带换的衣服或者直接快艇上

或咖啡馆，离开时你很有可能会忘记外套或者笔记本。

穿泳装。
★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除了贴身保存的卡和钱包，至少要
★ 许多设施、景点、大型商场和餐馆等都有中文指示，但大部分华人

把一张卡藏在别的地方，如果在路上你丢了卡可没那么容易补办。

只知道地点的英文名字，如果你想问路，需要说出目的地的英文名称。

网吧里慎用信用卡，有些网吧可能安装了能记录键盘输入的软件。

★ 吃过海鲜后，最好是不要立刻吃榴莲、椰子等热性水果，以免引

★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上几份，

起腹泻。

和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好所有的重要文件放在自己的
邮箱里。即使行李全部丢了，只要能上网，就能找到需要的文件。

★ 在参加海上活动时，最好根据自己的水性来选择参加。浮潜时，
不要随意触摸水中的热带鱼，以免受伤害。

★ 出发之前买好保险。如果你在海外生病或者受伤，即使是一点小
伤，也可能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所以保险还是划算的，而且有时是

★ 沙巴旅馆会收取10%的服务费和5%的附加税，不需再付小费。

办签证的必要条件。

★ 请勿饮用未煮沸的自来水。饭店会供应清洁的饮用水。商店亦有

★ 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虽然

出售瓶装的饮用水。

这属于常识，但是总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如何使用穷游锦囊

我们还有

它不是砖头式的指南书，却是这颗星球上更新最快的旅行攻略；
它不会面面俱到地介绍每个景点，但是住在当地、上路多年的穷
游儿们会给你最必不可少的忠告，这有时也许能救命；我们亲手
绘制的地图，包括了最重要的景点、地标和街道，让你踏上陌生
城市的街头，不至于感到迷失。你可以把它打印，放在背包中最
容易找到的位置；也可以把它放在手机、笔记本、iPad，分享给
路上的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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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景点

★ 波令温泉 Poring Hot Springs 见地图A标识
波令温泉位于京那巴鲁公园东北方43公里处，距离亚庇126公里，约

★ 京那巴鲁公园 Kinabalu National Park 见地图A标识

3个小时车程。在此泡温泉有助于消除攀登神山和长途跋涉所引起的

京那巴鲁公园又名神山公园，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位于

肌肉疼痛。温泉区还包括供游客住宿的客栈、一座兰花保护培育圃、

沙巴的西海岸，距离亚庇市88公里，约2个小时车程。涵盖面积754

一个动物保护热带花园、野餐区和一条40米高的悬空高索桥栈道。

平方千米，园中的京那巴鲁山(神山)，高4095米，是在婆罗洲岛上最
高的山峰。公园中有保存良好的热带雨林，极为罕见，花径达到

巴士：在亚庇长途车站搭乘前往Ranau(兰瑙)，再在兰瑙换乘汽车

1米的莱佛士花(大王花)、品种罕见的兰花和多种大犀鸟等野生动植

前往波令温泉(亚庇至兰瑙18林吉/人，兰瑙至波令温泉6林吉/人，

物。是沙巴和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运营时间：亚庇至兰瑙7:30-17:00，兰瑙至波令7:00-15:00)
出租车：神山公园至波令温泉打车单程约60林吉，亚庇至神山公园

巴士：在亚庇长途车站搭乘前往Kundasang或Ranau(兰瑙)方向长途

打车单程约160林吉

巴士前往(车票15林吉，运营时间7:30-次日林吉2:00)

营业时间：7:00-18:00

出租车：亚庇至神山公园打车单程约150林吉

门票：成人15林吉，18岁以下儿童10林吉(其他项目另行收费)，可

神山公园开放时间：7:00-22:00

使用同日的京那巴鲁公园门票免费参观。

门票：神山公园成人15林吉，18岁以下儿童10林吉(其他项目另行收
费)，可使用同日的波令温泉门票免费参观。
★ 东姑阿都拉曼公园 Tunku Abdul Rahman Park 见地图A标识
★ Tips：亚庇简介

东姑阿都拉曼公园是座海洋型国家公园，坐落在亚庇岸外的海上，

亚庇(Kota Kinabalu，旧名称: 哥打京那巴鲁，简称KK)是马来西亚

距离亚庇15至20分钟航程。由佳雅岛(Gaya Island)、沙比岛(Sapi

的第二大州沙巴(Sabah)的首府，这座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又保

Island)、马姆迪岛(Mamutik Island)、马奴干岛(Manukan

留了许多人文和历史风貌，例如自然生态、原住民文化、英国殖民

Island)和苏洛岛(Sulug Island)等五个岛屿组成。这几个群岛，除

建筑、人文博物馆和露天市场等。市外则拥有无限的沙滩和山林等

了拥有美丽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外，也有许多奇特的珊瑚以及海洋

自然风光。

生物，各岛屿的丛林里更有许多罕见的两栖动物。各岛也提供拖曳
伞、香蕉船、浮潜、深潜和沙滩BBQ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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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到达：在位于亚庇马来西亚皇家海关办事处(Malaysia Royal
Custom Department)旁的亚庇快艇码头哲斯顿码头
(Jesselton Point Ferry Terminal)搭乘直达快艇前往(票价：一岛往
返成人23林吉(苏洛岛25林吉)，儿童18林吉；双岛往返33林吉，儿
童28林吉；三岛往返42林吉，儿童38林吉；四岛往返53林吉，儿
童48林吉；包船204林吉(一个岛)；码头税：成人7.2林吉，儿童3.6
林吉；营运时间：7:30-17:00；留宿岛屿或安排单独接送船只需另
付50林吉)
海岛门票：成人10林吉/人，儿童6林吉/人(同天之内持一张海岛门票
可以免费登陆公园其他岛屿)
★ Tips：东姑阿都拉曼公园各岛简介
曼奴干岛 Manukan
东姑阿都拉曼海岛公园面积第二大的岛屿，曼奴干岛称得上是五个群
岛之中，设施齐备和最热门的岛屿，可选择深潜(Deep Diving)、滑
翔伞(Paragliding)、喷射船(Jet Boat)、尾流跳板(Wakeboarding)
或海底漫步(Sea Walker)等活动。
沙比岛 Sapi
被誉为公园中最整洁和幽雅的小岛，拥有金黄色的沙滩、蔚蓝的海
水和美丽的珊瑚。岛上建有野餐亭、烧烤坑等，可在这里浮潜、海
底漫步和野营。
加雅岛 Gaya 见地图B标识
加雅岛是海岛公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拥有洁白沙滩、卵石滩、淤
泥滩、红树林及砂岩石峭壁的环周海岸。在警察湾(Police Beach)海
域，由浅至深斜伸入湾里的海滩，造就了一处完美的浮潜(Skin
Diving)的据点。全岛沿岸环绕着珊瑚礁，非常美丽。
马穆迪岛 Mamutik
马穆迪岛是海岛公园群岛中面积最小的一个岛屿。周围环绕无数珊
瑚礁和景观丰富的潜水点，潜水爱好者常选择这里。岛上没有餐
馆，欲露宿者必须自备饮食。
苏洛岛 Sulug
苏洛岛是海岛公园中位置最偏远和未被全面开发的岛。在岛最南端
的珊瑚礁，深受专业潜水者的喜欢。岛上并无任何设施。
★ 敦马士达化大厦 Menara Tun Mustapha 见地图B标识
敦马士达化大厦旧称沙巴基金局大厦，位于亚庇，建於1977年。这
座大厦主体建筑是以一支主干轴体，由96支钢条呈辐射状支撑的圆
体形建筑，是沙巴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内设为纪念领导沙巴经济
腾飞和走向独立的前任首席部长而建的敦马士达化展览馆(Tun
Mustapha Gallery)、一个大剧院、两个小剧场、展览厅廊、健身
体育馆以及为研究婆罗洲人士供应参考资讯的小型图书馆。
巴士：在亚庇旺旺山百货商厦(Wawasan Plaza)前的巴士站搭乘前
往UMS方向的5A号线前往(票价：2-2.5林吉，运营时间：
6:30-8:00 每30分钟一班)
展览馆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8:00

★ 普陀寺 Puh Toh Tze Temple
普陀寺建于1980年，位于亚庇的斗亚兰路尽头(Tuaran Road)，建
筑沿袭了中国传统寺院一贯的建筑风格。寺前的大门站立著包括观
音菩萨在内的十座大佛像。寺院每日开放2次给佛教徒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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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巴士：在亚庇Wawasan Plaza前的巴士站搭乘前往Likas方向

第2天：京那巴鲁公园一日游

的1号线或者前往Inanam方向的3号线前往(票价：1.5林吉，

可以选择京那巴鲁公园一日游，徒步穿行热带雨林间，观看罕见的

运营时间：6:30-8:00)

直径1米的莱佛士花(大王花)等。
第3天：沙巴人文景点-克里亚斯半岛

★ 沙巴博物馆 Sabah State Museum 见地图B标识

参观东南亚最宏伟的水上清真寺. 遥望世上少有的单轴架构的沙巴基

沙巴博物馆由原英国殖民地时代政府官邸的改建，主要展示沙巴丰

金会大厦. 然后至克里亚斯半岛探索成群结队的长鼻猴、鸟类，穿越

富的历史、社会和自然资源。博物馆包括主楼、科学与教育中心、

红树林，观赏由无数美丽的萤火虫点缀而成的圣诞树等；

文化村、沙巴画廊以及伊斯兰文明博物馆。想要深入了解沙巴丰富
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这里会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实用信息

地址：Jalan Muzium，88300 Kota Kinabalu

★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巴士：在亚庇Wawasan Plaza 前的巴士站乘坐前往Penampang方向

马来西亚旅游咨询中心 Malaysia Tourism Centre

的13号线前往(票价：1林吉，运营时间：6:30-8:00)

中心的建筑本身就很值得参观一下，是一座建于1935年的大厦，后

开放时间：9:00-17:00

来改为服务中心，中心提供全面的旅游咨询服务，设施完善齐备，

门票：15林吉/人

内有表演展览厅礼品店和餐厅等。

www.museum.sabah.gov.my

地址：Jln Ampang 109
开放时间：7:00-22:00
www.mtc.com.my

★ 亚庇市立清真寺 Masjid Bandaraya Kota Kinabalu 见地图
B标识

★ 地图

亚庇市立清真寺是一座典型的现代伊斯兰教建筑，座落在里卡士湾

亚庇国际机场和斗湖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和各大旅行社都可以拿到

的人造湖上，远看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之上。傍晚可以观赏到壮丽的

免费的沙巴旅行地图。某些酒店的大堂也提供地图。

日落美景。
巴士：在亚庇Wawasan Plaza前的巴士站乘坐前往UMS方向的5A

★ 电话

号线(票价：1.5林吉/人 运营时间：6:30-8:00)

马来西亚有三大移动通信服务商，分别为Maxis、DIGI、Celcom。

开放时间：8:00-5:00，周六: 9:00-11:00

机场、车站以及路边会见到大大小小的购买SIM的小店，不过尽量

门票：免费参观

到运营商的专柜购买，充值也很方便，在市区的各大便利店，甚至
小杂货店都可以充值。

★ 艾京生钟楼 Atkinson Clock Tower 见地图B标识
亚庇的第一任总督法兰西斯乔治艾京生的母亲为纪念在28岁就因染

★ 网络

去世的儿子，而于1905年在巴莱士山上建了这座钟楼。这座钟楼从

在酒店、餐厅、咖啡馆基本上会提供免费的WIFI热点，网吧可以在

建成到1956年一直都是进入港口船只辨识方向的航标。

亚庇的市中心找到，但是数量较少。

地址：位于亚庇巴莱士山(Brace Hill)亚庇市警察局旁
门票：免费参观

★ 货币帮助
马来西亚货币为林吉特(RM，简称林吉)，汇率为1人民币≈0.5林
吉，1美金≈3.19林吉。机场的汇率大多是0.48林吉左右，最大面

★ 斗湖山公园 Tawau Hills Park 见地图A标识

值是100林吉，但换钱的时候还是尽量换50面值的比较好用。

公园距离斗湖市约24公里。这里森林绵密茂盛、草木葱翠是亲近大

目前马来西亚有三大银行的ATM支持银联取款。分别为蓝色标志的

自然的理想地点。游客可以在这里徒步、野餐和露营等。公园内有

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黄色标志的马来亚银行(May

山林步道，其中有几个栈道还可以引领游客抵达一处温泉和飞瀑。

Bank)和白色标志的大众银行(Public Bank)。

出租车：在斗湖市打的前往，车费大约为40林吉

★ Tips：货币兑换

开放时间：8:00-17:00

外国货币可在银行或有执照的外币兑换中心兑换。机场，购物中心

门票：成人10林吉，18岁以下6林吉

和酒店都设有外币兑换中心(一般只收纸币)。大多数酒店在接受换币

线路
★ 3日经典线路推荐：

时会征收额外费用。旅行支票就一定要在银行兑换。去郊外地区旅
游时，要带足够的现金和零钱。
马币在机场兑换不划算，市内有很多点可以选也非常合算。

第1天：沙巴-东姑阿都拉曼公园/沙比岛-渔村文化舞蹈表演秀
在亚庇市区的码头乘搭快艇前往沙巴著名的位于东姑阿都拉曼海洋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公园中的沙比岛，享受日光浴以及参加各项水上活动，如浮潜、体

沙巴的主要城市都分布有邮局，亚庇邮局地址：Jalan Chong

验潜水、香蕉船等。午餐在岛上享用丰富的海鲜烧烤大餐，晚上则

Thain Vun，Kota Kinabalu，山打根邮局地址：Jalan Tun

可以在渔村的水上餐厅享用晚餐同时观赏土风舞表演。

Hamdan，Tawau，邮局开放时间：8:00-16:30；邮寄明信片至国
内需要邮资0.5林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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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旅游日历

★ 火车
沙巴拥有东马来西亚婆罗洲唯一的火车线路。火车的总站位于离亚

沙巴的气候适合全年旅游，尤其是五月，整个月都有不同的庆典活

庇市10公里的丹容亚路(Tanjung Aru)。可以乘坐火车到达丹南

动举行。沙巴全年气候如夏，没有显著的雨季或旱季，属于热带气

(Tenom)，途中会经过Putatan、Kinarut、吧巴镇 (Papar)、

候。下午时分，偶而会受到热带雨或阵雨的淋浴光顾。推荐到沙巴

Kawang、Kimanis、Bongawan、Membakut、保佛镇

旅行多携带夏季衣服，但是攀登神山的游客必须携带保暖衣与雨具

(Beaufort)、Rayoh和Pangi等市镇。

以备御寒防潮。

www.sabah.gov.my/railway

开斋节
穆斯林的新年，也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节日。每逢伊斯兰教历9月，

★ 长途汽车 见地图标识

全国穆斯林都要实行白天斋戒禁食，斋月后第一天就是开斋节。节

亚庇长途汽车站位于市区东部，所有去沙巴其他城市的远途大巴都

日当天，穆斯林们在清真寺举行隆重的祷告仪式，之后互相祝贺。

是从这里出发。沙巴的长途巴士大多设有空调和宽敞舒适的座位，
有些还有音响及电视机。所有班次由几家巴士公司共同经营，分为

圣纪年

上午和下午的车次，

穆罕默德诞辰日，是伊斯兰教徒的节日。每年这一天（伊斯兰教历3
月12日）穆斯林们前往清真寺举行隆重的祷告仪式，然后举行盛大

在巴士站有各公司的售票柜台，票价大致上相同。长途巴士对自由

的游行庆祝活动。

行和背包旅行者来说是经济、安全和便捷的选择。

春节：每年1、2月

★ Tips：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节日的风俗和中国的春节大致相同。春节期间

在车站购票前往目的地时，您可询问和安排回程时间表和上车地

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舞龙舞狮，迎接新年。

点，也可购买双程车票。同一路线可能有几家公司共同经营，上车
前请确认车票上的公司商号名称和巴士相符。

卫塞节(Vesak)：每年5月
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清晨，所有佛教徒都竞相焚香顶礼膜
拜。在这一天，人人食素食，而且家家户户都点起油灯，所以又
叫“灯节”。
屠妖节：每年10、11月
印度人的新年。清晨，印度教徒在沐浴后，全身涂上姜油，穿上新
衣，阖家老小用鲜花祭神。印度庙里挤满了善男信女，供上槟榔
叶、槟榔、香蕉和鲜花，向神明祈求幸福。节日里，家家户户灯火
通明，所以又叫“光明节”。

区内交通
★ 小巴
沙巴主要城市，都有固定的小巴线路往来于市区各地。小巴车身旁
都印有所经地区路线。由于收费低和车次频密，是逛市内景点的理
想的交通工具。巴士为上车付款，请备好零钱(1元纸币和硬币)，下
车地点需要跟司机或售票员协商。
亚庇巴士总站(Wawasan Plaza购物中心旁)有两种巴士，一种是车

区际交通
★ 机场
✈ 亚庇国际机场(BKI，Kota Kinabalu International
Airport，也称为Terminal 1) 是马来西亚第2大国际机场，是马
来西亚航空的主要机场。从机场搭乘出租车到亚庇市区，可在出口
处的柜台办理，说明目的地并购票，车资约20林吉。

身青黄色，往返于亚庇市中心各地点的城市巴士，收费为0.5林吉。
另一种是小巴，来回于亚庇市和周边的小镇/郊区，回亚庇市的小巴
只可以停留在此总站。
★ TIPS：
小巴白天的车次会比较频繁，晚上车次就会比较少。偏僻乡村内也有
小巴，但许多无执照，为安全起见，请勿乘搭此类无证迷你巴士。

✈ 亚庇廉价航空机场(LCCT，也称为Terminal 2) 是亚洲航空的

★ 出租车

主要机场，离亚庇市只有大约10分钟车程。如果想要飞往吉隆坡或

在许多饭店、大型商场或购物中心附近都可找到出租车站，也可以

沙巴的斗湖可以在这里搭乘航班。机场内有计程车柜台可以购票乘

在饭店柜台询问和安排出租车接送。

搭汽车到市区各处。
马来西亚计程车车身黑黄或红白相间，印著"Teksi"，"Teksi
★ Tips：

Bermeter"或“Kereta Sewa”的字样，大多都有冷气。游客也可

想要前往机场乘搭飞机的乘客，在市区的大型商场附近找到出租车

和司机商讨包车，让他负责同日接送和跟随你们到几个景点。

站，搭乘出租车去机场。你也可以询问饭店柜台，安排接送服务。
✈ 斗湖国际机场(TWU，Taw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位于沙

★ 租车服务

巴斗湖市的国际机场。斗湖机场有24小时的计程车服务载游客到仙

城市内的大型商场或在机场都能找到租车服务点，价格视乎车种和

本那镇，单程费用大约是95林吉/车(4人)，也可以乘坐到斗湖市的

公司定价而异，车辆都是右座驾驶，靠左行驶。

巴士到达市区，巴士运营时间为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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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 TIPS：车辆驾驶注意事项
司机和前后座乘客必须扣安全带，晚上7时至早上7时必须开
著车灯照明，行驶中不得使用手机且在等待红绿灯时，必须等到绿

马达京岛旅行社预订地址：TB212, Jalan Bunga, Fajar Complex,
91000 Tawau
www.mataking.com

灯才可转左或转右。
★ 攀爬京那巴鲁山
★ 客运游艇

在沙巴，攀爬京那巴鲁山是很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攀登神山难度并

哲斯顿城码头 (Jesselton Point Jetty)

不是很大﹐但还是要有一定的准备和耐力。 由亚庇坐车到达那巴鲁

位于亚庇市中心的哲斯顿海港码头，是唯一有船次往返于纳闽岛的

山公园，在山脚下入口处登记缴费(8人配备1名导游)﹐住宿一晚后

渡轮码头，也是游客往返东姑阿都拉曼海洋公园和加雅娜岛的最主

第二天一早再乘小巴到徒步起点启程攀顶，大约2天1夜就可完成。

要和最便宜码头。渡轮和渡船码头的运营时间为6:00-18:00。
★ TIPS：攀登京那巴鲁山贴士

活动

需要提前预订行程，带好保暖衣物、防潮背包、手套、小水壶、手

沙巴有很多活动可以选择，如你可以攀登马来西亚最高的京那巴鲁

防晒乳液等。

电筒、舒适球鞋或登山鞋、雨衣、高热量食物如巧克力、太阳镜与

山，观赏人猿，前往顶级潜水胜地探究海洋生物，饱览五彩缤纷的
海底世界。

★ 观赏人猿和萤火虫圣诞树之旅
西必洛人猿庇护中心 Sepilok Orang Utan Sanctuary 见地图A

★ 潜水

标识

西巴丹岛 Sipadan Island

西必洛人猿庇护中心坐落在西必洛－卡比利的森林保护区(Kabili-

西巴丹岛是国际知名潜水点，全岛呈菌菇状，由珊瑚礁在海底生长

Sepilok Forest Resrve)内，中心主要是为了让游客近距离的观看

后露出水面而形成。海域内有超过三千种的鱼类和数以百计的珊

人猿及亲近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游客可以观赏到管理员每天两次喂

瑚，并以成群结队且数量众多的绿海龟和玳瑁聚居而闻名，这也是

食人猿的情景，还可以观看到长尾和短尾猴串跳于树丛间。

西巴丹岛荣登世界十大最佳潜水圣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士：在山打根巴士客运站(海关大楼附近)乘坐前往Sepilok Batu

到达：仙本那乘船大约40分钟

方向的14号先前往(票价：2林吉，运营时间： 7:00-17:00)
开放时间：喂食时间10:00和15:00，每次15-30分钟

★ TIPS：西巴丹潜水注意事项

门票：成人30林吉，18岁以下10林吉，使用相机或摄像机外加10

西巴丹岛因环保原因，限制潜水人次并需要申请核准，所以需要至

林吉/日

少提前3个月前预订。游客也不可在西巴丹岛上过夜，但可以在附近
的马布岛或卡帕莱岛留宿。

★ TIPS： 人猿简介
人猿(Pongo pygmaeus)外形与人类非常相似，举动十分讨喜。在

马布岛 Mabul Island

西必洛人猿庇护中心所收留畜养的，多是来自森林划木区、种植园

马布岛是世界上顶级“漫潜”的地点之一，毗邻西巴丹岛约15分钟

丘，或是被非法捕捉而受伤及落单的小人猿，它们在获得充分的护

船程。全岛呈鹅蛋形，海域内生活着大群的海洋小生物，潜水时可

理和在野外生存的技能训练之后，就会被回放到森林里。

发现各类虾虎，包括红天线虾虎鱼、黑鳍虾虎鱼、金粉虾虎鱼等。
体型大、像小丑般色彩斑斓的躄鱼也到处可见。岛上除了数间潜水

★ TIPS： 山打根 Sandakan 简介

度假村外，还有一个由石油钻塔改建而成的近海旅舍，提供不一样

山打根位于沙巴东海岸, 是一座历史性海港，曾为沙巴的首府，是沙

的住宿体验。

巴州内唯一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的城市。山打根是集多民族、文化、

到达：从仙本那乘船到马布岛大约30分钟

宗教、和生活方式为一体的现代沙巴的缩影。

马达京岛 Mataking Island

萤火虫圣诞树之旅

马达京岛位于马布岛的北部。是海底摄影师，初学潜水者和中级潜

在克里亚斯半岛(Klias Peninsular)可以乘坐快艇欣赏沿途宁静的红

水者享受深海潜水乐趣的理想之地。形态各异的美丽珊瑚是马达京

树林、沿河的风景、长鼻猴和其他野生动物、本地鸟类等，还可以

岛的特色之一。

了解当地渔民的生活，当然最精彩的就是可以观赏到成群结队的萤
火虫亮起尾灯栖息在树上，看起来仿佛是圣诞节光彩夺目的圣诞
树。单程约为1.5小时，回程时更可观赏到日落的美景。可以在亚庇
的旅行社预定到这项游览项目，并会有车辆接送非常方便。
★ TIPS：旅行社
沙巴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行地区，在沙巴的各大主要城市都能
找到各种旅行社，提供包括潜水、攀登神山、雨林探险、徒步等活
动的预订。马来西亚旅游局提供了通过官方认证的旅行社的清单，
可以提供参考和比价：www.sabahtourism.com/sc/directo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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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餐饮

Nishiki
位于加雅街沙巴旅游局资讯中心斜对面的这家日本料理店所做的日

从西餐到亚洲特色料理，亚庇可以说应有尽有，这里绝对可以算得

式料理较为道地，也是亚庇最早的日本料理店之一。

上是游客品尝各类美食料理的首选目的地。由于沙巴三面环海，海

地址：59 Jalan Gaya，Kota Kinabalu

产丰富，所以这里的海鲜极为新鲜可口。无论是在豪华餐厅或是路
边排档，都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料理。

Party Play美食餐厅 Party Play Lifestyle Cafe
是一家价格适中口味正宗的法国料理店。

★ Tips：沙巴美食

地址：Lot 21，Lorong Lintas Plaza 3，Lintas Plaza, Kota

腌鱼肉 Hinava

Kinabalu(亚庇市亿达广场三区21号)

当地嘉达山族群特色美食，最著名为酱腌鲭鱼(鲛鱼)肉。把刚捕捉到

营业时间：11:00-23:00

的鲭鱼宰杀，将鱼肉剁碎，加入红辣椒、姜片、青葱片一块儿以酸
柑汁作腌料腌渍而成。
★中餐
硕莪蠕蛹 Butod

发记茶餐室 Fat Kee

活吞硕莪(俗称沙谷)虫的蠕蛹，一般是将蠕蛹油炸或烧烤，味道类似

是一家极受欢迎的中餐馆，推荐的菜有药材猪手，南乳排骨和蒜蓉

花生酱。它们可以轻易地在如兵南邦的东贡岸“斗磨”露天市集里

树仔菜等。

找到。

地址：8 Lorong Bakau，Kota Kinabalu

米酒 Lihing/Tapai
米酒是当地款待宾客的必备品，通过土方发酵而成。在庆典类的场合，

住宿

通常是盛在一个大瓷瓮里，让宾客们以轮流的方式，用吸管吮吸。

沙巴拥有由五星级酒店到休闲度假村到经济型栈馆等不同等级的住
宿选择，高档酒店和海岛度假村每晚的价格基本在800林吉以上有

海鲜 Seafood

些甚至要到8000林吉每晚；一般酒店(三星以下)的价格在100-300

沙巴不能错的必定是沙巴新鲜且美味的海鲜了，大龙虾、虎皮虾、

林吉之间每晚；民宿或者客栈在沙巴也非常的多，不过会比较远离

生蚝等都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

市区，价格基本在20到100林吉之间。其中亚庇的价格会高于山打
根和斗湖等其他主要城市。

斗亚兰面 Tuaran Mee
斗亚兰面是由人手制做，传统的制面过程令面条充满弹性和蛋香。
可选择用煮水、炒、或者乾捞的方式烹煮，然后加上叉烧、蛋卷、
青菜等。道地的斗亚兰面在斗亚兰镇任何华人餐厅皆可吃到。

购物
从名牌高档到廉价的手工艺品，在亚庇都能够找到，并能很好的满

★ 当地特色

足你各种购物需求。

海王城海鲜村 Ocean Seafood Village 见地图B标识
是一家受到游客欢迎的海鲜排挡，位于亚庇市中心紧邻凯悦饭店，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因为价格比较合理，也深受当地人喜欢。

1 Borneo Hypermall

地址：Jalan Tun Fuad Stephens, Kota Kinabalu

位于亚庇市区20分钟车程，是目前沙巴最大最新的综合性商场。
地址：Jln Sulaman

沙律海鲜餐厅 Salut Seafood Restaurant 见地图B标识

1borneo.net

位于距离亚庇约30分钟车程的斗亚兰镇(Tuaran)，以新鲜的蟹和虾
出名，招牌菜为招牌蒸虾和奶油炒蟹。在餐厅时还可将沙禄湾和邻

默迪卡购物商场 Wisma Merdeka

近的天然红树林收入眼底。

以最新的台湾、韩国与日本潮流服装为主，是时尚男女非常喜爱的

营业时间：11:30-21:30，周一休息

商场之一。
地址：Jalan Tun Fuad Stephens

新来兴茶室 (Kedai Kopi Lai Heng Baru) 见地图B标识
一家经营牛杂约有五十三年历史的老字号。每逢星期天，这里还供
应特别的药材牛肉汤。
营业时间：6:00-14:00
地址：Lot No 20, Ground Floor, Block 3, Bornion Centre,
Foh Sang, Luyang, Kota Kinabalu

旺旺山商场 Wawasan Plaza
位于亚庇市区的一家出售手工艺品为主的商场。
地址：Lorong Plaza Wawasan
露天市集 / 斗磨
沙巴的露天市集又叫“斗磨”，在沙巴几乎每一个县镇都有这样的
露天市集。在市集上摊贩们摆卖的物品包括本地水果、糕点、手工

★世界特色

艺品、古董、水晶石、新鲜海产、蔬菜等，种类繁多，价廉物美。

Little Italy Pasta & Pizza Corner 见地图B标识

逛露天市集不仅可以买到便宜货品，也是让游客们与当地人近距離

是一家在当地较为有名的意大利餐厅，口味纯正。

接触的最佳场合。亚庇市中心的市集位于加雅街。大部分的露天市

地址：Jlan Haji Saman, 88000 Kota KinabaluI(亚庇京都酒店楼

集的时间为6:00-14:0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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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安全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急救和报警：999

年龄 Age：

火警：994

电子邮件 Email：

血型 Blood type：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地址： 25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位于吉隆坡)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领事保护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杨希岩：办公电话：03-21645301，手机：012-3429829
杨贵旻：办公电话：03-21636853，手机：012-2487123
中国人证件
电话：03-21645250，传真：03-21636809
★ 医疗应急
沙巴的几个中心城市都设有高级的医院和诊所。大型商场和超市也
会有一般所需的药品出售。
★ tips：健康注意事项
沙巴的气候温湿，因此别让食物摆放在室温下太久，以免促使细菌
滋长。如食物已有异味，请勿进食以免导致肠胃不适，影响旅游。
准备稍后才吃的食物，可把它暂存放在冰箱内。
在户外长时间活动多出汗时，不妨多喝水补充水份，以避免热天身
体缺水所造成的不适。
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前，抹上防晒霜/太阳油以防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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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

★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以下网友的贡献： 长牙的兔子 yan829 fk3 nussqy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AIRASIA

亚洲航空吉隆坡指南

亚洲航空吉隆坡航线

Jakarta 雅加达，每天3班
Sri Lanka 斯里兰卡，每天1班
Chiang Mai 清迈，每天2班

亚洲航空吉隆坡至中国内地航线简介
天津－吉隆坡

天津航站

D7
15:50 22:15
0313
杭州(上海)－吉隆坡

杭州航站

D7
23:20 04:20
0307 23:25 04:25

D7
0306

吉隆坡－成都
09:15 13:40

D7
23:55 04:35
0327

D7
0326

18:00
22:40
18:15

吉隆坡－广州

2012年10月
20日前有效

Yogya 日惹，每天1班

2012年10月
20日前有效

每周航班频率
总计：2-5

AK
20:50 00:45
1017 21:05 01:10

AK
1016

16:10 20:05
每周航班频率
16:25 20:20
总计：7

AK
01:15 05:25
1019

AK
1018

20:30 00:30

15:10
15:15
01:35
00:35

Macau 澳门，每天3班
Phnom Penh 金边，每天2班
Siem Reap 暹粒，每天1班
Yangon 仰光，每天1班
Ho Chi Minh胡志明(西贡)，每天3班
Singapore 新加坡，每天12班
Seoul 首尔，每天2班
Christchurch 基督城，每天3班
New Delhi 新德里，每天1班

2012年10月
20日前有效

05:35 09:35

11:15
11:25
21:40
20:50

Phuket 普吉，每天4班

Tokyo东京，每天1班

AK
1012

AK
1087
AK
1089

Hanoi 河内，每天1班
Hongkong 香港，每天4班

AK
10:20 14:20
1013 10:25 14:30

AK
11:10 15:20
1035 11:20 15:25

Bali 巴厘岛，每天3班

每周航班频率
总计：3-5

每周航班频率
17:20 22:20 总计：5-8
17:25 22:25

D7
0320

深圳－吉隆坡

深圳航站

2012年10月
20日前有效

08:10 13:10

D7
14:55 19:35
0321

桂林－吉隆坡

桂林航站

08:30 14:35

吉隆坡－ 杭州(上海)
D7
0302

广州－吉隆坡

广州航站

D7
0312

D7
14:15 19:15
0303

成都－吉隆坡

成都航站

吉隆坡－天津

Manila 马尼拉，每天1班

Mumbai 孟买，每天2班
(以上列出的并非全部航班，详情请参见亚航官网)

登机手续

2012年10月
20日前有效
AK
每周航班频率
06:45 10:35
1034
总计：1-4
2012年10月
吉隆坡－深圳
20日前有效
AK
06:25 10:20
1086 06:35 10:30 每周航班频率
AK
16:05 20:00
总计：14
1088 16:50 20:45
吉隆坡－桂林

每周从中国飞往吉隆坡的航班最多可达50架次
★ 吉隆坡国内线

手机办理登机手续
★ 除了机场柜台人工办理、服务亭自助办理、在线办理，亚洲航

Alor Setar 亚罗士打，每天2班

空还开通了手机智能办理：使用Android、BlackBerry或

Kota Kinabalu 亚庇，每天13班

iPhone的乘客可以通过手机访问www.airasia.com/my/en/

Kuching 古晋，每天12班

aam_home.html下载亚航手机登机应用程序办理登机手续。

Langkawi 兰卡威，每天9班
Penang 槟城，每天7班
Tawau 斗湖，每天3班
Sandakan 山打根，每天2班
★ 吉隆坡国际线
Bangkok 曼谷，每天5班
Brunei 文莱，每天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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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