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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推荐兰卡威必玩体验

休闲 · 远离世俗之地
兰卡威就像是造物主随意抛洒在人间的绿宝石，恬静淡泊，
之所以被誉为“天堂”，是因为它拥有未经污染的大自然美景，
清澈碧绿的海水、绵长平缓的沙滩、葱绿的热带丛林、引
人入胜的瀑布、稻田中悠然漫步的牛群等，交织着神秘和
浪漫，令人心驰神往。而岛上的居民也大多从容淡定，并
没有城市中常见的焦虑和急躁，这是一个远离世俗的的休
闲之屿。

1
动感 · 畅玩水上活动
兰卡威是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只有真正呆下来，才
能领略它无尽的风情。如果单纯是景美，就容易令人
觉得单调，但兰卡威却偏偏毫无违和感地提供各种水
上活动设施，为静的外在带来动感。你可以出海垂钓，
到离岛品尝亲手从海中捕捉的猎物，或者尝试浮潜，
在隔绝浮躁的海底下静静欣赏五彩斑斓的鱼从身边游
过。而对于慵懒的人儿，固然也可以把时光放在酒店
内“挥霍”，享受日光浴、SPA，或在太阳沉下海平面后
在沙滩找个躺椅放空自己，静听吧台歌手自若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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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 · 探秘地质公园
据说，兰卡威之所以让人那么喜欢，不仅是因为其
纯正原始的海岛风光，更因为它拥有远近闻名的东
南亚首个地质公园，这个地质公园于 2007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导游介绍，兰卡
威地质公园指的是马来西亚西北部、与泰国南部相

3

邻的安达曼海区域的一片海洋岛屿区。在这片与安
达曼海相连接的岛屿区里，既有广阔无际的海景，
又有两岸花岗岩怪石林立的红树林河岸风光，还有
那自然生活在其间的众多自然野生动物总是会在人
们的参观行程中不期然地出现，给人带来接二连三
的惊喜。

闲逛 · 免税购物天堂
兰卡威是一个免税的购物天堂，岛上大部分店铺都
集中在瓜埠及其周围，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兰卡威购
物中心，这座设计时尚的两层建筑内共有 100 家零
售店铺。在兰卡威除了各种香水、化妆品、烟酒外
还有种类繁多的当地特产及纪念品供游客选择，例
如手工艺品、蜡染制品、水晶及玻璃制品。

4
惊奇 · 兰卡威观老鹰
“兰卡威”这个地名的由来是“Helang”的简称，是“Lang”
和“Kawi”的复合字 , 在马来古文中，“Lang”是指老鹰，
“Kawi”是红褐色 “, Langkawi”是“红褐色老鹰”的意思。

5

在瓜埠码头，远远就可以看见那只展翅欲飞的“鹰”
雕像，它就是兰卡威的象征。最让人激动的是跟随
当地向导去看兰卡威真正的鹰，就在红树林的深处，
当马达声骤然静止，四面一片静谧，盘旋于山顶的
几只老鹰忽地挥动双翅 , 在空中划出条条布满张力的
弧线……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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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高素娟 BoBo Kow，80 后女生，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曾是一名建筑绘图师，目前为佳
能相机特约撰稿人，兼自由撰稿人、食物摄影师、甜点师等多重身份。爱旅行，爱美食，更爱
亲手料理。30 岁那年决定改变生活方式，辞掉不错的工作，背包去旅行。足迹遍布中国、新
加坡、印度、尼泊尔、土耳其、希腊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喜欢探索各种旅游路线，常为身边
的朋友规划旅行。生活颇为随性，但绝不随便。相信永不停止的旅行，便是永不放弃的学习。
让我们跟随 BoBo Kow 的脚步深入探索兰卡威这座 5 亿年前的神奇岛屿吧。
新浪微博： weibo.com/u/1764232053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责任编辑：苏敏娜

设计师：赵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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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Langkawi 关于兰卡威

兰卡威是一个适合任何年龄层的度假圣
地，你可以出海钓鱼，或到沙滩、森林
中享受 SPA。这里也是吃货的天堂，海
鲜当然是不容错过。如果你是个购物狂，
那么在兰卡威这个免税小岛，你可以买
到烟酒、巧克力、奢侈品等免税产品。
若以上的一切都不是你喜欢的，没关系，
这里还有各种类型的度假村，让你度过
一个悠闲假期。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旅游公司等、所以来到兰卡威一定不能错过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美食和不同的住宿体验
●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当地的文化，一定要多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明
扼要简绍一下这个城市？

和当地人交流。这里的人们都是非常友善的。

兰卡威是由 99 座（退潮时 104 座）岛屿所

信仰是必要的。想融入当地人的方式最直接

组成，主岛是个充满南洋风情的热带岛屿。

的方式就是入住当地人所经营的民宿和他们

一望无际的稻田散布了传统马来高脚屋，椰

住上几天。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当然互相尊重和不要触犯别人的禁忌和宗教

林婆娑。大片的原始森林里面隐藏着数座壮
的沙滩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兰卡威成为

除了大众热门景点，能否分享一些不为
人知，但你自己很喜欢的景点或体验？

常年都适合旅游的岛屿。而特殊地质结构和

● 兰卡威岛上有很多环境非常棒的 SPA，还

古老的岩层也让兰卡威成为了东南亚首座地

有各种按摩服务等待你来体验。有的还有情

质公园。

侣配套，私人的套房中有一个按摩花池，让

观的瀑布。神秘而壮观的岩洞，美丽而绵长

情侣一起享受做 SPA 的乐趣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的
观察与感受？

● 一定不要错过美食，从星级酒店里的餐厅
到夜市里的美食都不要错过

● 兰卡威很小，治安也很好
无争。当你身处兰卡威时，就会有一种世外

能否给旅行者推荐一些能帮助更深入了
解当地的人文艺术资料？

桃源，远离繁闹的感觉

《 安 娜 与 国 王》 电 影 中 的 夏 宫 Summer

在兰卡威租车时可使用的

● 除了本地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他

Palace 就建在 Pantai Kok ，也曾经成为兰

APP 有：Waze 和 Google

们开着游艇来到兰卡威时，便爱上了这个小

卡威的旅游景点之一。可惜的是这个宫殿多

岛，从此在这落地生根，开起了客栈，餐厅，

年前已经被拆除。

● 这里的人生活过的很悠哉，甚至有点与世
Tips 小贴士

map，它们可以带你到任何
一处你想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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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kawi in Numbers 从数字看兰卡威

526km²
兰卡威位于槟榔屿的北方，
地 理 位 置 接 近 泰 国。 面 积
526 平方公里

12m
巨 鹰 雕 像 高 12 米， 它 被 认
为是兰卡威的象征

125m
兰卡威的天空之桥（Sky Bridge）总长 125 米，只用了一根
支柱来支撑，支柱高 82 米，被固定在山腰，然后再由 8 根钢
缆牵引，整个桥就这样被“吊”在了海拔 687 米的高空，游客
可从不同的角度饱览安达曼海和泰国塔如涛岛的美丽风景

881m

48
兰卡威 1987 年取得免税港
地 位， 在 岛 上 居 住 超 过 48
小时就能享受岛上购物和住
宿全面免税

99

881m
拉 雅 山（Gunung Raya）
是 兰 卡 威 最 高 的 山， 海 拔
881 米

兰卡威是马来西亚吉打州海
岸 104 个大小群岛中最大的
一 个， 由 99 个 多 石 灰 岩 岛
屿组成

兰卡威 & 北京生活比一比：（近期汇率：1 元≈ 0.52 马币，1 马币 ≈ 1.92 人民币）

50

21~23(11~12RM)
18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1.9~4.8
( 1~2.5RM) 2

一个苹果

17~23
( 9~12RM)

一场电影

4.8（2.5RM）

3.8（2RM）

3

一罐啤酒

2

瓶装矿泉水

兰卡威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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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出游时间

3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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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交通工具

兰卡威是东南亚最令人向往的风景胜地。碧绿清澈的海水和绵长平缓的沙滩构成了天堂般的海滨度假胜地，
葱郁繁茂的森林与神秘而壮观的岩洞是独具魅力的探险地。兰卡威的潮汐类型属于半日潮，也就是每天涨
潮两次，退潮两次。每日的涨退潮时间通常较前一天晚约 50 分钟。几乎所有的酒店，租车公司在旺季时
都会涨价，有的甚至会高达 50%。想体验真正的感受兰卡威的纯真与朴实，建议避免在旺季出游。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全年如夏
兰卡威的气候炎热潮湿，气温维持在 24° C~33° C 之间，全年都适合旅游。12 月至 3 月为旱
季，是旅游旺季，其中 1 月和 2 月有两个重要赛事在此举行，计划这短时间来旅行的朋友请
提早预定酒店和机票。4 至 11 月属雨季、降雨量较高，出门注意携带雨具。

一月

三月

兰卡威皇家国际帆船邀请赛

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

2015 年 1 月 12 日 ~ 1 月 17 日

2015 年 3 月 17 日 ~ 3 月 21 日

每年一月的兰卡威皇家国际帆船邀请

两年一次的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The

赛 （ Ro y a l L a n g k a w i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ngkawi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nd

Regatta），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帆船选手参加。

Aerospace Exhibition） 即 将 于 2015 年 再

超过 50 艘帆船在碧海蓝天下乘风破浪，厮

次在兰卡威举办。这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盛

杀较劲，场面精彩刺激。

事之一，航空和航海制造商及相关行业者将

www.langkawiregatta.com

在展览会中展示和推广最新的航空产品，技
术和服务。

二月
环兰卡威自行车赛
每年 2 月 ~3 月，详细信息请查询官网

www.lima.com.my/index.html

六月

亚 洲 最 大 型 的 自 行 车 赛（Le Tour de

斋月集市 2015 年 6 月 18 日 ~7 月 16 日

Langkawi）是兰卡威最重要的赛事之一。

开斋节的前一个月是穆斯林的斋戒月

环绕马来西亚半岛一周全程 1495.9 公里，

（Festival Ramadhan），穆斯林必须从日

起点为兰卡威，终点为瓜拉登嘉楼（Kuala

出到日落禁食。在这期间，市区到处涌现出

Terengganu）。

货摊和集市，售卖各式各样的美食，其中包

www.ltdl.com.my

括竹筒饭、烤鸡、马来传统糕点等。

华人农历新年

七月

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

开斋节

华人是马来西亚第二大种族，因此农历新年

开斋节（Hari Raya Aidilfitri）是马来人的

自然而然的也成为本地华人最重要的庆祝。

春节。穆斯林们会在这天到清真寺举行隆重

到处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在这长达 15 天

而特殊的祷告仪式。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赶回

的欢庆中，家人团聚，其乐融融。节庆其间

家中同亲人团聚，拜访好友，共同庆祝这一

也是旅游旺季，请提早预定酒店。

开心的节日。

2015 年 7 月 17 日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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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交通工具

做为马来西亚最热门的度假岛屿之一，兰卡威有众多不同类型和档次的酒店供游客选择。而马来西亚 Top
10 的酒店里就有 4 家在兰卡威，除了星级酒店，当地人所经营的民宿，能让你旅游时更好融入和了解当
地人的生活文化。旺季时酒店会涨价，有的甚至会高达 50% 。想避开人潮独享兰卡威的淳朴和低廉的消费，
应尽量避免旺季出游。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四季度假酒店 Four Seasons Resort Langkawi
高档型丨热带岛屿上的伊甸园
身为全球最奢华的酒店集团之一，四季酒店一直都喜欢
把当地的文化融入酒店的设计概念。位于 Tanjung Rhu
的度假村占地很大，坐落在热带雨林和海滩之间。有别
于其它 5 星级酒店，这里被大片的热带花园所围绕着，
别墅式的客房散布在这座世外桃源里。马来式的别墅融
入了古典和现代的建筑设计，奢华不带一点俗气。这里
的客房不多，环境也十分幽静。酒店的建筑设计每一处
Four Seasons Resort Langkawi

都是一道风景。这里的沙滩有着洁白的沙子，据说是全
兰卡威最美的沙滩。房间都配有按摩池，度假村还为客
人准备了各种设施和活动。不外出，待在酒店享受他们
的设施和活动也是不错的度假选择。
Jalan Tanjung Rhu
+6049508888
双人间从 2625 马币起
www.fourseasons.com/langkawi/

丹娜酒店 The Danna Langkawi
Four Seasons Resort Langkawi

高档型丨殖民地时代建筑之美
纯白色殖民时代风格建筑，坐落在 Telaga Harbour ，一
个仿照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地中海风格海港旁。丹
娜被评为马来西亚最好的酒店第 2 名，除了环境优美和拥
有各种设施，它的高质量服务也让它拥有了一批每一年都
会回来住上一段时间的客人。巨型的白色建筑中央是一个
大花园，且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阳台，能欣赏不一样的景色，
有的面向大海和兰卡威最大的泳池，有的则向着停泊游艇
的海港。不管你是坐在阳台上的懒人椅发呆或是躺在泳池
旁的沙滩椅日光浴，都能让你放松身心。
Telaga Harbour Park Pantai Kok
+6049593288
双人间从 1100 马币起

The Danna Langkawi

www.thedanna.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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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 Del Mar

Temple Tree & Bon Ton Resort

The Datai Langkawi

邦塔恩度假村 Temple Tree & Bon Ton Resort

的家” 意思 。这家精品酒店规模不算大，只有 34 间客房，

高档型丨百年精品酒店

都面向大海，在房间的阳台上就能欣赏到漂亮的日落。

被选为全球最好的 101 家酒店之一，邦塔恩是一家很特

酒店里的餐厅也是岛上最著名的餐厅之一，还可以帮客

别的精品酒店，除了是一家酒店外这里也是流浪猫狗的

人安排到沙滩上享用浪漫的一餐。

庇护所。这里的老房子是从马来西亚各地包括兰卡威所“收
集”迁移到此再按原貌组装的。Temple Tree 和 Bon Ton
其实是两家不一样的酒店但属于同一个主人。两家酒店
坐落在同一片土地上。Temple Tree 拥有 7 间不同类型
的老房子，有中式、马来式、印度式和殖民时代式等，
它们的年龄在 70~110 年之间。而 Bon Ton 则由 8 间传

Jalan Pantai Cenang, Mukim Kedawang, Pantai Cenang
+6049552388
双人间从 1000 马币起
www.casadelmar-langkawi.com/index

达泰兰卡威 The Datai Langkawi

统马来房子组成。酒店环境非常清幽，不时会发现各种

高档型丨藏身于雨林中的避世之处

野生鸟类的踪影。不管你在酒店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

达泰度假村位于兰卡威的最西北方，酒店建在古老的

发现小动物的身影，这群喵星人爱坐在懒人椅上晒太阳

雨林中，日式简约混搭时尚的建筑设计与大自然完美

又或者在房间门口迎接你的归来。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住

结合。这里还保持着森林的原貌，是一个真正的森林

宿体验，绝对推荐这家！

度假村，置身于酒店时你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错觉。

Bon Ton Restaurant & Resort，Pantai Cenang, Malaysia
+6049551688
双人间从 630 马币起
www.bontonresort.com.my

卡萨戴尔马尔酒店 Casa Del Mar

房间设有阳台，能看见泳池或森林。酒店范围很大，
房间种类也很多。你可以漫步穿越森林到达被选为世
界 10 个最美的沙滩之一 Datai Bay（达泰湾）。 优
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还有非常出色的 SPA，让达
泰度假村荣获无数的国际大奖。
Jalan Teluk Datai

高档型 | 海边的家

+6049500500

获选马来西亚最好的酒店 , 橘红色的地中海建筑稳坐兰卡

双人间从 1632 马币起

威最热闹的珍南沙滩旁。Casa Del Mar 西班牙语“海边

www.thedatai.com/langkawi/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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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i 对待每位客人就像自己的孩子般照顾，特别是一个
人出游的女性。
8, Ocean Front Estate, Bukit Benggali, 07000 Kuah
+60124201493
双人间从 150 马币起

杜伯特尔酒店 Tubotel Langkawi
经济型丨排水管内的住宿新体验
这是一家设计独特的酒店，一排排色彩缤纷由混凝土排
水管改建而成的客房坐落在海边上。客房只有 2.5 米直径，
里面只有一张大床，墙上有独特的图案设计。打开玻璃
门就能坐在床上欣赏艳丽的安达曼海域日落。需要注意
的是入住的客人最低年龄要求为 12 岁。
Kuala Cenang, Pantai Cenang
+60123294094
双人间从 148 马币起
tubotel.com/cms

Ocean Garden Langkawi

庭院酒店 The Courtyard Langkawi
经济型丨简洁舒适小酒店

日落山谷度假屋 Sunset Valley Holiday Houses

位于 Pantai Tengah 的庭院酒店，是一家舒适简单的小

经济型丨迷人的稻香小屋

酒店。幽静的小庭院里只有 6 间白色小房子。主人很友善，

坐落在兰卡威最高的山 Gunung Raya 山脚下，这里“收

服务也非常贴心。酒店外有很多餐厅十分方便，距离海

集”了六间来自岛上其它地方的古老马来式高脚屋，最古

底世界（Underwater World Langkawi）仅有 800 米。

老的已有 180 年的历史，主人购买房子后请专人拆除然
后搬到酒店再重新组装。厨房和浴室经过重新设计以符
合客人的需求。房间内都设有厨房设备，但你也可以选

Lot 11, Tasek Anak Street, Pantai Tengah
+601114947653
双人间从 190 马币起

择到花园里的开放式厨房做饭。酒店就在稻田旁边，可
以看到美丽的日落。由于房间不多，所以很安静不会有
太多的吵杂声。

拉帕里 - 帕里酒店 La Pari-Pari Langkawi
经济型丨优雅白色小庭院

Lot 2220 Jalan Makam Mahsuri ,Kampung Teluk

建于原始森林中，拉帕里 - 帕里酒店由 12 间纯白色的

+60172844550

小平房所组成，是一家环保概念的酒店。建泳池时挖出

双人间从 350 马币起

的沙子被用到兴建酒店的工程中，酒店所有的灯泡都是

www.sunsetvalleyholidayhouses.com

LED 省电灯泡，污水也都先排入池塘，由芦苇和池塘中
的植物以自然的方式净化水质再排出酒店。环境优美，

海洋花园酒店 Ocean Garden Langkawi
经济型丨这就是家，别客气！
这是一家由一位马来妈妈所经营的民宿。Nori 姐的孩
子都不在身边，又不想回到吉隆坡生活，于是把自己的

每天可以听着蟋蟀声入睡，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2273, Jalan Pantai Tengah | Kampung Tasek Anak, Pantai
Tengah
+6049553010

家园加建了几间小房子，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

双人间从 345 马币起

家在网上得到无数好评的民宿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客人有

www.laparipari.com

家的感觉。冰箱里的饮料、食物都是免费的。吃腻了外
面的食物，可以借用他们的厨房，自己动手做料理然后
和其他客人一起分享。洗衣机也是免费使用。虽然没有

搜索

更多详情请参考 http://d.qunar.com/OjocOb

星级酒店的优美环境，但住在这很舒服也很有安全感，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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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最佳出游时间

2

3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兰卡威的交通系统很简单。小小的岛上每天有来自马来西亚各大城市和邻国的繁密航班降落，由此可见兰
卡威是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岛屿之一。舒适的空调大巴、渡轮、火车等各种交通方式都能把你带到兰卡威
这个美丽的岛屿。岛上没有公交车，的士是岛上主要交通工具。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悠游这淳朴美丽的热
带小岛。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交通

渡轮

兰卡威国际机场 Langkaw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浪很大，容易晕船者请避免使用此方法，免得破坏了出

兰卡威国际机场位于岛上西部的 Padang Matsirat。来

游的心情。

从槟城到兰卡威每天有 2 航班，船程为 2 小时 45 分钟。

自槟城、吉隆坡、合艾、普吉岛、新加坡等地的航班都
在此降落。上海有经停吉隆坡到兰卡威的航班，中国其

票价如下：

他城市需要到吉隆坡转机。机场离市区瓜镇（Kuah） 约

成人 :（单程）66.50 马币；（往返）128 马币

25 公里。从机场到酒店或市区只有的士或租车，的士价

儿童（3-11 岁）:（单程）48.60 马币；（往返）92.20

格从 12 马币 ~60 马币不等，依距离而定。国内航班票

马币

价很便宜，最低价从吉隆坡往返少于 100 马币，是最方

婴儿（2 岁以下）:（单程）28.60 马币；（往返）57.20

便快捷便宜的方式。

马币

www.langkawiairport.com

www.langkawi-online.com/pages/getting-here/ferrytimetable.php

长途巴士

从泰国的 Satun 每天有 3 班渡轮到兰卡威，行程约 1 小

● 从吉隆坡前往兰卡威：

时 15 分钟。

吉隆坡中央车站 KL Sentral、富都车站 Pudu Sentral、

票价如下：

吉隆坡旧火车站 Bangunan Stesen Keretapi 均有开往

成人 :（单程）300 泰币；（往返）600 泰币

Kuala Perlis 的空调长途巴士，路程约 8 小时，单程车票

儿童（3-11 岁）:（单程）230 泰币；（往返）460 泰币

从 43 马币 ~ 48 马币。到达 Kuala Perlis 后再转搭渡轮

www.langkawi-online.com/pages/getting-here/ferry-

到兰卡威，船程约 1 小时 15 分钟，单程票价为成人 18

timetable.php

马币，儿童 13 马币。欲查询更多大巴和渡轮信息和时间

从泰国的丽贝岛 Koh Libe 每年的 10 月 20 日至次年的

表可游览一下网址，内含所有吉隆坡出发的班车信息和

5 月 15 日 有往返兰卡威的渡轮。单程票价约 1200 泰币，

网上订票服务。

行程约 1 小时。

www.journeymalaysia.com/ptakualaperlis.htm#1

www.kohlipethailand.com/book_ferry_tickets.php

● 从槟城前往兰卡威：
槟 城 的 Sungai Nibong 车 站 每 天 有 3 班 开 往 Kuala
Perlis 的空调长途巴士，路程约 2 小时 45 分钟，单程车
票从为 15.50 马币 。到达 Kuala Perlis 后再转搭渡轮到
兰卡威，船程约 1 小时 15 分钟，单程票价为成人 18 马币，
儿童 13 马币。
08:30 /13:30 /18:3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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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灯的摩托车骑士，非常危险。

从吉隆坡中央车站 KL Sentral 乘搭夜间火车出发，隔天
早上到达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Alor Setar）或玻璃市的

包车

亚劳（Arau），然后再坐出租车或巴士前往瓜拉吉打市

除了包的士，你也可以向旅游公司包车，司机兼导游带

（Kuala Kedah）或是瓜拉玻璃市（Kuala Perlis），再

你想要去的地方，沿途给你讲解。但岛上做旅游业的华

转搭渡轮到兰卡威。这个方法较折腾，若不是对火车情

人很少，一般都以英文讲解。价格从每小时 35 马币起至

有独钟，不建议使用这方法。

少 4 小时。
能说中文的旅游公司联系方式：

的士 Teksi

微信号：xqlangkawi

电话：+60123625576

兰卡威岛上没有公交车，的士是兰卡威岛上的主要交通。
这里的的士不打表，有规定的收费表。收费根据距离而
定，收费从 6 马币至 60 马币。一般的士只在码头、机场、

通讯

市区等客。路边打的较困难。 可以考虑包车，1-4 人 4

电话卡

小时约 100 马币。

马 来 西 亚 主 要 的 电 讯 公 司 有 3 家， Maxis, Digi 和
Celcom ，都是单向收费。在兰卡威 Digi 的覆盖范围比起

租车

其它几家更广。Hello Malaysia Traveller’s Pack 启用配套

如果你会开车，可以考虑租车自驾。兰卡威租车是马来

10.8 马币内含 6 马币通话费和免费基本上网（3G 另收费）。

西亚最便宜的。淡季一辆普通的国产小轿车最低价每天

拨打本地电话前 10 秒收费 0.06 马币，然后每 2 分钟 0.20

只需 60 马币。汽油 30 马币足够你在岛上开 4 天。如果

马币。简讯则 0.08 马币。拨打中国的手机号只需马币 0.10/

你遇上了旺季，价钱可能要翻倍了。机场、码头均有多

分钟。打回中国只需拨 133+0086+ 区号（去掉前面的 0）

家租车公司，可以比价，非常方便。马来西亚是左行，

+ 号码。除了电话商，在便利店，网上都能充值。充值时

驾驶座在车的右侧，与中国相反，开车时要注意安全。

告诉店员你想 Top Up 多少马币即可。

租 车 的 话 推 荐 下 载 手 机 导 航 应 用 ：Waze 和 Google
Maps。兰卡威的路不算复杂，多下载几个导航应用就能

明信片

顺利到达目的地。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岛上有很多地

兰 卡 威 邮 政 局 营 业 时 间 为： 星 期 日 至 星 期 四

方都没有路灯，特别是穿越树林的一些路段，要提高警惕。

08:30~17:30，星期六 08:30~13:00。寄往国外的明信

若你住在 The Datai ，The Andaman 或缆车，天空之

片邮票只需 0.50 马币，本地为 0.30 马币。若寄往国外

桥景点附近应避免太迟返回酒店。因为你需要经过森林

请将明信片投入注明 Lain- Lain Tempat（其他地方）的

和弯曲的道路，有时候会碰上一些没有安全意识，不亮

邮箱。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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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c Langkawi 经典 · 兰卡威

吃货必去

TOP 6 特色餐厅
兰卡威绝对是饕客的天堂，小小的岛上集聚了无数
各类型的餐厅供你选择。这里除了有大量的本地美
食餐厅，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在兰卡威定居的外国人
所经营的餐厅。以下所推荐的都是获得无数好评和
奖项的优质餐厅，到兰卡威旅游时一定不要错过。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1

Nam Restaurant@Bon Ton Resort
——东西料理和本地香料的完美配搭

Nam Restaurant 是 Bon Ton 精品酒店内的一家餐厅，
也是岛上得到无数好评的餐厅之一。这里每天都吸引了
无数客人慕名而来。餐厅是以本地料理为主混搭了西式
的甜点，菜单是由酒店的女主人自己设计和挑选再由厨
师去做。女主人会不断的试吃直到满意，以确保食物的
质量。小小的餐厅，甜点师就有 3 位，可见女主人对美
食的坚持。在餐厅门前是一个池塘，傍晚时分，你可以
看见稀奇的鸟类在池塘里觅食，还能欣赏到马来乡村的
美丽的日落。
Bon Ton Restaurant & Resort ,Pantai Cenang
11:00~23:00
人均约 150 马币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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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paz
——游艇旁的西班牙餐厅

餐 厅 坐 落 在 Telaga Harbour 一 个 仿 照 法 国 里 维 埃 拉
（Riviera）的地中海风格海港内。甲板上一排排的红色
的木座椅让整个西班牙式的餐厅充满了异国风情。菜式
以西班牙料理为主，西班牙海鲜饭 Paella 和各种小吃
Tapas 做的很出色。入夜后这里是一条酒吧林立的海港，
吹着海风喝着啤酒的感觉很不错！
A1 &A2 Perdana Quay ，Telaga Harbour Park
( 位于 The Danna 酒店旁的商店，面对海港的第一家）
11:00~22:30
人均约 90 马币

3

The Cliff Restaurant & Bar
——悬崖边上的浪漫餐厅

位于最热闹的珍南海滩边缘的悬崖上，The Cliff 餐厅的
视野非常棒，可以看见洁白绵长的海岸线。白色充满现
代感的开放式餐厅让你用餐时也可以享受舒服的海风。
餐厅以西餐为主，也卖本地料理。若你只想小酌一杯，
餐厅右侧是一个开放式的小酒吧。点一杯啤酒或果汁坐
在向海的椅子上发发呆看看海也很惬意。
Lot 63 & 40, Jalan Pantai Chenang
12:00~23:00
人均约 50 马币

4

云海山
—— 岛上最佳日式料理

云海山（UNKAIZAN Japanese Restaurant）被选为全
岛最好的日本餐厅，是一家由日本人经营和掌厨的高级
日本餐厅。坐落在 Pantai Tengah 的一座小山坡上，传
统日式建筑被森林围绕着，环境很清幽。餐厅有室内和
室外的用餐处，都各具风格。Unkaizan 售卖优质的日本
料理，厨师也会按照当季的食材推荐最新鲜的料理。除
此之外他们也售卖活海鲜以满足饕客们的味蕾。在这用
餐还可以欣赏到浪漫的日落。
Lot395 Jalan Telok Baru Pantai Tengah 07000 Langkawi Kedah
Malaysia
18:00~23:00,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休业
人均约 50 马币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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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Gulai House
——古老雨林中的茅草屋

以马来和印度料理为主的 The Gulai House 是岛上最
浪漫度假村 The Datai 旗下的一家餐厅。餐厅坐落在岛
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中，传统马来式茅草屋建筑，在森
林里和谐的并存着。听着大自然美妙的声音享用厨师为
你准备的龙虾芒果沙拉是多么奢华的体验！ The Gulai
house 也是一家获奖无数的餐厅 , 服务和食物质量绝对
有保证。
The Datai Resort，Jalan Teluk Datai
18:30~23:00
人均约 100 马币

6

Straits & Co
——优雅的下午茶

Straits & Co 位于岛上最好的酒店之一 The Danna 酒
店内。复古式马赛克瓷砖混搭殖民风格的设计让餐厅整
体感觉古典高雅，落地式的玻璃门窗外是兰卡威最大的
泳池并享有无敌海景。这里的英式下午茶做得非常棒，
度假时来到这吃个优雅的下午茶当一个优雅的贵妇吧！
The Danna Langkawi ,Telaga Harbour Park Pantai Kok
11:00~19:00 ( 下午茶供应时间：15:00~18:00)
人均约 50 马币

Tips 小贴士
各大网站的攻略里有推荐一家 Barn Thai 红树林里的餐厅。其实这家餐厅几年前
已经结束营业。互相抄袭的风气让这个错误的信息误导了很多游客。由于这家餐
厅的前址比较偏僻，在这里提醒大家，免得白跑一趟。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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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吃不可

TOP 6 夜市美食
逛夜市是马来西亚人最爱的夜间消遣，本地人把夜市称为 Pasar Malam。在兰卡威不同的地区每天都有能
体现马来西亚生活文化特色的夜市。这里是一个生活大市场，里面售卖了各种蔬果，传统小吃和一些简单
地生活必需品。你也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夹着人字拖，穿件短裤小背心到夜市逛一逛发掘各种地道小吃。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1

炸鱼饼 Lekor

这是马来人的传统小吃，将鲭鱼取肉加冰块和木薯粉揉
搓面团然后放到滚水里煮熟。捞起后切片或条状晾干。
吃时再放入热油中炸透，最后配以特制辣椒酱。夜市里
所售卖的炸鱼饼有两种，一种是条状口感很韧很 Q , 另
一种是切薄片经过油炸变得香脆可口，都是非常不错的
下酒菜。
约 1 马币 /6~8 片

2

沙爹 Satay

马来西亚小吃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沙爹莫属。用竹签串上
经腌制的鸡，牛，羊，内脏等并用炭火烤熟。食用时沾
上以花生、椰浆、辣椒和各类香料等煮成的沙爹酱，味
道更是一绝。小贩也会给你一些新鲜黄瓜片、洋葱片等
配菜让你蘸着沙爹酱吃。不够饱还可以点个椰叶包裹煮
香的米饭配着吃。
约 0.5~0.7 马币 / 串

3

肉馅煎饼 Mutabak

看起来像印度煎饼，切开时却“内有乾坤”。薄薄的面皮
里面包裹着鸡肉末或牛肉末和洋葱，外皮被煎的金黄色，
一口咬下咸香的煎饼略带洋葱的甜味，让你忍不住一口
接一口的塞入嘴里。但一定要克制自己，因为夜市里还
有更多的小吃等着你。
约 4.5 马币 /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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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煎糕 Kuih Apam Balik

慢煎糕可以称为马来西亚平民小吃里的佼佼者，是不管
任何种族都爱的糕点。这里售卖的慢煎糕有两种，一厚
一薄，口感截然不同。厚的慢煎糕在即将起锅前上撒上
大量的花生碎、糖、玉米粒等的馅料，然后把圆形的面
皮折半变成半圆再往面皮抹上黄油最后切片。而薄的则
是把面酱煎成脆皮再撒上同样地馅料再起锅。吃时不切
片，把整张香脆的“糕饼” 直接吃。
约 2~3 马币 / 片

5

椰浆饭 Nasi Lemak

用椰浆，香叶煮好的饭，配上炸江鱼子、炒花生、熟
蛋、黄瓜片和参巴辣椒便是马来西亚人民最爱的美食之
一—椰浆饭。为了满足吃货的要求，椰浆饭的配菜也
变得更丰富了，除了咖喱鸡、羊、牛肉等还有参巴鱿鱼、
蚶、虾等海鲜供你选择。
2 马币起 ，配菜另收费

6

香料鸡饭 Nasi Ayam Berempah

以各种辛香料，香茅，南姜腌制入味再炸至皮脆肉嫩的
马来式炸鸡 , 配上黄饭一起食用是不错的选择。爱吃辣
的朋友可以蘸着特制的辣椒酱一起吃，又是另一番风味。
试一试入乡随俗用手抓饭吃，学习马来人的饮食习惯。
但别忘了用餐前把手洗干净喔。
约 4 马币

Tips 小贴士
兰卡威夜市时间和地点一览表：
周一：Ulu Melaka

地址：Jalan Makam Mahsuri Lama

周二：Kedawang

地址：在 Cenang 往市区路上，经过 kedawang 村后的丁

字路口前
周三 & 周六：Kuah Town

地址：兰卡威最大的夜市，在 My Hotel 酒店前

周四：Pantai Cenang 地址：Pelangi 彩虹酒店前的路直往 800 米
周五：Air Hangat-Padang Lalang
周日：Padang Matsirat

地址： Tanjung Thu 交通环岛旁 400 米

地址：靠近著名景点 Beras Terbakar 的学校对面

夜市最热闹的时间是傍晚至 21:00，21:00 之后摊贩就会开始收拾结束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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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必享

TOP 5 特色 SPA
近年来兰卡威的 SPA 宛如雨后春笋，一家接一家的冒起。高级的 SPA 馆通常都设在风景宜人的度假村 , 以
寻求安宁的环境和清新空气 , 所以都和 5 星级的酒店为复合方式并存，而以各种天然材料做成的护肤品能
使你舒缓减压，这可是在兰卡威度假必体验的项目之一。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1

The Datai SPA
——古老森林中的 SPA 体验

这是一家获奖无数的水疗中心。4 间独立半开放式的
SPA 房建于古老的热带雨林中。专业的按摩师以熟练的
马来传统按摩结合纯天然的植物精油，护肤品，帮助你
放松和减去疲劳。一边倾听森林中的溪水声和虫鸣一边
享受着大自然空气中的负离子帮助你达到身心的放松。
The Datai Langkawi , Jalan Teluk Datai
09:00~21:00
90 马币 ~1170 马币
www.thedatai.com/langkawi/the-datai-spa

2

Ishan Malaysian SPA
——山坡上的马来传统 SPA

坐落在小山坡上，与著名的日式餐厅 Unkaizan 为邻。
Ishan Malaysian SPA 水疗中心同样被森林环绕着。以
马来传统按摩为主，使用黑米、黄姜、香茅姜等的天然
材料为你去角质、护肤和按摩。疗程结束后还会送上一
杯以姜、香兰叶等煮成的香草茶让你从内至外得到净化。
这里也提供脸部护理、足疗、头发 SPA 和蜜月情侣配套
供你选择。
Ishan Malaysian Spa, Pantai Tengah
11:00~20:00
70 马币 ~1010 马币
ishan-spa-langkawi.com/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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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un-Alun SPA
——大众化水疗中心

Alun - Alun SPA 是一家价格较大众化的水疗中心，在岛
上有 3 家分店，位于瓜镇、Pantai Tengah 和珍南海滩。
提供热油按摩、泰式古法按摩、热石按摩、巴厘式按摩
和传统马来式油压、足疗、花香浴等。还有各种优惠配
套和情侣配套供你选择，让你度假同时也能享受从头到
脚部的全身护理。
分店 1：Kuah Town (Bayview Hotel, Level 3)
分店 2：Pantai Tengah (Tropical Resort)
分店 3：Pantai Cenang (Casa Del Mar 酒店对面 )
（分店 1）10:00~23:00， （其他分店）11:00~23:00
55 马币 ~1000 马币
www.alunalunspa.com/chinese.php

4

The Danna SPA
——星级的按摩享受

水疗中心位于 Danna 酒店的最高处。以香薰按摩，马
来古法按摩和巴厘式古法按摩最受欢迎。SPA 房是独立
空间完全照顾了客人的隐私。这里也提供情侣 SPA 配套，
让情侣以优惠价一起享受做 SPA 的乐趣。一面做水疗，
一面欣赏 Telaga Harbour 海港的美景也是这里的一大
特色。
The Danna Langkawi ,Telaga Harbour Park Pantai Kok
09:00~23:00
130 马币 ~1800 马币
www.thedanna.com/hotel-features.html

5

The Geo SPA
——非一般 SPA 体验

The Geo SPA 位于四季酒店度假酒店内，是一家较与众
不同的水疗中心。他们提供滋养护理，将土族元素晶体、
石块和泥土中蕴含的能量注入神经系统按摩，不但能够
放松身心、修心养气，还能补气养生。利用热玉、砂金石、
砂金石、碧玉、雪花黑曜石和玫瑰石英晶体，以及兰卡
威黑色大理石让你享受令人身心放松的温暖和愈合。
Four Seasons Resort Langkawi ,Jalan Tanjung Rhu
10:00~22:00
225 马币 ~2250 马币
www.fourseasons.com/zh/langkawi/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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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Fun 天

Top 6 必玩体验
由 99 座热带岛屿所组成的兰卡威是个充满神话和
传说的度假天堂。这里除了优美的沙滩、神奇的岩
洞、多座壮观的瀑布和丰富的自然生态外，还有各
种娱乐活动让你一刻都闲不下来。当你踏入兰卡威
的第一步，无数的旅游公司已经准备为你效劳，而
且各种配套的价格大同小异，省了讲价的时间。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1

巴雅岛寻鲨之旅
——与鲨鱼共舞

巴雅岛（Pulau Payar）是兰卡威 99 个岛屿中最漂亮的
一个，离主岛约 50 分钟的船程。在这里你可以与色彩艳
丽的鱼群和鲨鱼一起畅游。到巴雅岛有两种配套，岸边
浮潜配套和平台浮潜配套。前者价格较便宜，船会把你
送到岸上，让你到海边浮潜，午餐是简单的便当。岸上
的实施和卫生条件比较差，厕所很破无淡水。平台浮潜
配套的设施较完善，卫生条件好，有淡水供冲洗，午餐
是自助餐。平台底下是一个玻璃空间，不想浮潜的可以
透过玻璃窗欣赏鱼群和珊瑚。在巴雅岛无潜水证也能体
验潜水的乐趣。教练会一带一地把你带到海底，感受这
平静而美妙的海底世界。
No. 9A Arked Pokok Asam 2, Ground floor Langkawi Mall
+60123625576 （中文）
xqlangkawi
沙滩配套 成人 150 马币，儿童 120 马币
浮台配套成人 260 马币，儿童 190 马币
www.xqholidays.com.my

Tips 小贴士
旅游公司为了吸引客人，会用吃剩食物喂鲨鱼。如果你是一位懂得爱护环境的人，
不要参与这种活动，因为除了破坏生态，这也是一种危险的举动，曾经有人在喂
食鲨鱼时被鲨鱼咬伤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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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夕阳巡航之旅
——游艇上浪漫晚餐

游艇在兰卡威已经不是有钱人的消遣了。世界各地有很多
开着游艇来到兰卡威的人，从此爱上了这地方在这开始了
新生活。有的用自己的游艇做起生意，接待游客。夕阳巡
航之旅（Sunset Dinner Cruise）是岛上很火的项目之一。
下午 5 点启航。船上有各种娱乐，你可以躺在夹板上晒
太阳，又或者跟着船员一起跳海，游艇在行驶时船长会把
旁边或后面的网打开，这个就成为了天然海水按摩池。你
可以躺在网上让海水为你全身按摩。船上的饮料是无限量
供应的，有各种果汁、鸡尾酒、红酒白酒让你选择。吃完
自助式晚餐后一楼的甲板变成了舞池让大家一起疯狂地玩
乐。最后在海中央欣赏着华丽的日落。
No. 9A Arked Pokok Asam 2, Ground floor Langkawi Mall
+60123625576 （中文）
xqlangkawi
成人 230 马币，儿童 115 马币
www.tropicalcharters.com.my/home.html

3

地质公园皮划艇之旅
——橡皮筏红树林地质公园探秘

在 5 小时的地质公园皮划艇之旅（Geopark mangrove
trip by kayak）中，你会进入红树林的更深处而且是快
艇到不了的地方，让你能够避开大批的快艇游客，更贴
近红树林的生态。生态导游会给你解说红树林里的自然
生态，包括红树林的种类，猴子、螃蟹等的习性。你还
能看见猴子、蛇、蜥蜴、螃蟹等的动物在红树林里活动。
Rumah Kedai No. 1, Tingkat 3, Lot 1556，Tanjung Mali ，
Pantai Cenang
+60194949193 （英文） +60123625576 （中文）
成人 220 马币，儿童 140 马币
langkawi-nature.com/index.html

Tips 小贴士
5 个小时划橡皮筏不是件轻松的事，需要很好的体力。若你想看红树林却不想那
么费力可以选择其他游红树林的配套。但其他配套一般只是走马看花，带你去的
只是一般导游，不会像生态导游解说的那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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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升机高空探索之旅
——冲上云霄俯瞰神奇小岛

游艇之旅还不够奢华？那就不要错过直升机高空探索之
旅（ Langkawi Helicopter Tours），在高空上欣赏这座
充满传奇故事的小岛。目前兰卡威只有一家公司在经营，
机师会根据当天的天气决定起飞或否。 直升机高空探索
之旅共有 6 条航线 , 每一条航线的景观各具特色，价钱
越贵游览的景点越多，包括海边、稻田、孕妇岛和地质
公园等。配套价格以每趟计算，一趟最多 3 名乘客。
Pantai Tengah Frangipani 酒店旁的 Heli Base（起飞点）
+60194430477 （英文）+60123625576 （中文）
xqlangkawi
1240 马币 ~3750 马币
www.helioutpost.com/langkawi/tour-description/

5

动力伞飞翔之旅
——像老鹰般滑翔

想体验在高空飞翔却不想花太多钱？动力伞飞翔之旅
（Paragliding）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种由发动机推动，
起飞于稻田中的滑翔伞将把你带到 300 尺的高空，让你
以老鹰的视角欣赏兰卡威一幅幅的稻田和海岸线的壮丽
美景。此项活动会根据当天的天气而决定起飞与否。
Bon Ton 度假村对面，Jalan Kuala Muda, 07000 Langkawi,
Kedah. MALAYSIA.
+60166959298 （英文）+60123625576 （中文）
xqlangkawi
180 马币 ~250 马币 /8~15 分钟，网上预定能享有 19% 的优惠
langkawigliders.com

Tips 小贴士
这项活动有体重限制，体重超过 90 公斤者不能参与。

6

全地形车探险之旅
—— 沙滩车游走田园

ATV 是指全地形车，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沙滩车。但在兰
卡威 ATV 不但能在沙滩上开，你还可以开着 ATV 在马路、
橡胶园、稻田、瀑布、水牛园、水坝间穿越，还可以到
达一些一般游客看不到的景点。若你在兰卡威只有 2 天
1 夜，绝对推荐这个，因为 ATV 比跳岛更能看见兰卡威
的美丽景色。
No. 9A Arked Pokok Asam 2, Ground floor Langkawi Mall
+60123625576 （中文）
xqlangkawi
单人 80 马币 / 辆，双人 110 马币 / 辆（30 分钟 ~40 分钟 ）
单人 150 马币 / 辆，双 200 马币 / 辆（60 分钟 ~70 分钟 ）
atvlangkaw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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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必买特色免税品

兰卡威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免税小岛。岛上各式各样
的免税商品任你挑选。烟、酒、巧克力等商品免进口税，
因此价格会较马来西亚其他地方低很多。不过若想购
买，则需在此停留超过 48 小时以上，才能携带 1 盒（200
根）烟和 1 公升酒出境。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Tips 小贴士

烟

意大利、日本、瑞士等国的著名品

在兰卡威，政府对香烟不征收进口

牌都是游客的最爱，种类繁多让人

购物地点一览

税，因此各种香烟的价格比马来西

眼花缭乱。几乎所有的免税商店都

• 瓜镇

亚其他地方便宜约 40%~50% 。兰

有售卖。

是岛上最齐全。

卡威的香烟和雪茄种类非常丰富。
来自世界各国的香烟都能在兰卡威
免税的购得。
香烟约 65 马币 / 盒

几条街道上是免税店的集聚地，这里售卖的商品也
地址：Pandak Mayah

从 2 马币起，价格是中国的 1/3

运动品牌

营业时间：10:00~21:00 （星期五不营业）
• Langkawi Parade MegaMall
岛上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里面有电影院、服饰店、

各 大 运 动 品 牌 Nike 、Adidas、

免税店等。

Reebok、Puma 等服装与球鞋在这

营业时间：10:00~22:00

地址：A-14-15 Pokok Asam, Kuah

酒

也同样有免税的优惠。服装比吉隆

酒的选择也很多，各种牌子的啤酒，

坡和其他城市便宜 10%~15% ，鞋

红酒、白酒、威士忌、咖啡酒等的

子则低 15%~20% ，但兰卡威的款

地

酒类在这也能买到，价格是全马来

式较少而且较旧。

营业时间：10:00~22:00

西亚最便宜的。

根据商品而定

巧克力
巧克力是免税商品中最受欢迎的产
品，兰卡威所售卖的巧克力种类也
是全马来西亚最多。来自比利时、

除了免税店还售卖手工艺品，服饰的店铺和各类餐厅。
址：Lot FF8, Langkawi Fair Shopping Mall

Jalan Persiaran Putra

• Jetty Point Complex
位于码头的商场，有免税店，各类餐厅等。

啤酒约 2.5 马币 / 罐，是马来西亚其他
城市的 1/3~1/4 价格

• Langkawi Fair Shopping Mall

地址：码头

香水

营业时间：10:00~22:00

各 大 奢 侈 品 牌 的 香 水 如 Chanel、

• Cenang Mall

Dior、Bvlgari、Issey Miyake 等在

位于珍南海滩最大的一家购物中心，内有免税商店，

兰卡威的价格比吉隆坡低 20%。
根据商品而定

巧克力店，Old Town White Coffee，星巴克，服
装店等。
地址：Jalan Pantai Cenang
营业时间：10:00~22:00

Qunar 骆驼书

|

19

E

xplore Langkawi 探索 • 兰卡威

兰卡威旅游地图

地图来源：De’Zone Langkawi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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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旅
玩转孕妇岛 & 瓜镇
孕妇岛（Palau Dayang Bunting）是兰卡威群岛中最大的一座岛
屿，它也是兰卡威 3 座地质公园的其中一座。因岛的山形轮廓如
同一名孕妇躺卧般而得名，在岛的中央有一个碧绿无波的漂亮湖
泊，它是由一个石灰岩洞坍塌而形成的。湖底平均深度约 14 米，
不谙水性的游客要注意安全哦。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08:45 旅游公司专车到酒店接你然后
开往位于 Pantai Tengah 的码头，乘
坐快艇出发孕妇岛

10:00
孕妇岛——一座美丽的神话小岛
一个美丽的神话让孕妇岛（Pulau Dayang Bunting）成为兰卡威游客必
到访的景点。相传在很久以前 , 当地有位王子和天上的仙女结为夫妻 , 婚
后他们的爱情结晶不幸夭折。 仙女伤心地把孩子埋葬在洁净的湖里 , 并对
湖水施展仙术 , 让湖水具有治疗妇女不孕症的神奇疗效。从此以后 , 不孕
妇女来到这里只要诚心喝上一口湖水就能怀孕的传说便在兰卡威居民间流
传。当然那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实际上孕妇岛是由一个石灰岩洞坍塌而
成。平静的湖水让这里成为戏水的好地方，但这里平均的深度有 14 米，
在这游泳要注意安全哦。除了游泳之外 , 湖边还有脚踏船出租 , 让不会游
泳的遊客亦能徜徉在青山环绕的绿水之中。

Tips 小贴士
请在酒店享用完早餐后再出发。孕妇岛旅游配套每天
有两趟出发时间，分别于 09:00 和 14:00。瓜镇和珍
南海滩附近的酒店包含免费接送，其他的确的客人需
要自行去到 Pantai Tengah 码头。孕妇岛旅行配套
价格约 35 马币，行程约 4 小时。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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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乘坐快艇到红树林

11:10
红树林——观赏老鹰
老鹰是兰卡威的标志，因此在这里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踪迹。特别是在红
树林里。兰卡威的红树林是个美丽而神秘的生态森林，这里也是老鹰的
安乐窝。熊鹰（Mountain Hawk-Eagle）、 白腹鱼鹰（White-bellied
Fish Eagle）和婆罗门风筝鹰（Brahminy Kite Eagle）是这里最常见的品
种。当船夫把船开到森林中央，马达声已经把附近的老鹰都引来了。当船
夫把鸡皮和内脏等撒到水面上，数十只老鹰从空中直冲而下抢食的场面让
人惊叹。

11:20 乘坐快艇到湿米岛

11:30
湿米岛——椰林婆娑悠闲小岛
位于兰卡威西边的湿米岛（ Pulau Beras Basah）拥有纯净的沙滩和绿色
森林。岛上除了有绵长的白沙滩，还有很多淘气的猴子，这些不怕人的野
生小猴子会向观光客讨食物。切记不要太靠近它们，免得成为它们的攻击
对象。湿米岛上还有各种水上活动等着你，你也可以坐在树荫下静静地发
呆放松身心或者躺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

12:30 乘 坐 快 艇 返 回 位 于 Pantai
Tengah 的码头，结束经典孕妇岛半日
游配套。旅游公司把你送回酒店。从
酒店开车到位于瓜镇的万泰泰国餐厅

13:30
万泰泰国餐厅——品尝正宗泰式料理
由于兰卡威靠近泰国，这里也住了不少的泰国人，因此泰式料理也成为了
当地人偏爱的料理之一。兰卡威的泰式料理餐厅多不胜数，其中以瓜镇上
的万泰泰国餐厅（Wan Thai Restaurant）最家喻户晓。餐厅的老板是马
泰夫妇，厨师，员工都是泰国人，因此所做的料理非常正宗，餐厅也获得
不少奖状。就连吉打州的苏丹和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是这家餐
厅的常客。合理的价格也是它在兰卡威营业超过 10 年的最大原因。
80-82 Langkawi Mall, 07000 Kuah, Langkawi（锦美假日酒店 Bahagia Hotel 旁）
11:00~15:00 、18:30~22:00
人均 25 马币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lr/hw1ngzzxx0
Pandan Chicken , Lemon Steam fish , Kerabu Mango , Tom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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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泰泰国餐厅开车约 20 分钟到达首
相珍藏品展示馆

15:00
首相珍藏品展示馆——赏各式奇珍异宝
位于瓜镇以北约 10 公里的首相珍藏品展示馆（Galeria Perdana）收藏
了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和夫人所获得的来自各国首领赠送的超过
2,500 件珍贵礼品和奖项。展示馆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共有 3 个展示
厅。珍藏品种类包括精美的水晶、木制品、皮制品、银、铜、锡器、瓷器
和 玻璃礼品。更有乐器、回教艺术和手工艺品、纺织品和武器等。
Galeria Perdana，Kilim, Mukim Air Hangat
每天 08:30~17:30，假日、学校假期：08:30~18:00
成人 10 马币，儿童 4 马币，相机 2 马币，摄像机 5 马币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lr/hw1ph2jx3v

16:00 从首相珍藏品展示馆开车约 20
分钟到达丹绒鲁海滩

16:15
丹绒鲁海滩——纯白色的沙滩
丹绒鲁海滩（Tanjung Rhu）位于岛的北部，沙滩被松树环绕，海的中央
是几座迷人的小岛，每当退潮的时候这里会出现一条神奇的沙洲，连接这
几个小岛。美丽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也让丹绒鲁海滩成为兰卡威最迷人海
滩之一。丹绒鲁附近还有一座传奇岩洞 （Gua Cherita)，岩洞的石壁上
刻画的神秘文字至今无法破解。
Waze 导航信息：waze.to/hw1nuxx5nz

Tips 小贴士
网络上流传着退潮时可以步行前往对面的小岛，但这
是有点冒险，因为你无法掌握涨潮时间。若遇上涨潮，
你就会被困在岛上没办法回到沙滩。海滩的开放时间
是 08:00~17:30, 游客必须在 19:00 前离开。

19:00 从达丹绒鲁海滩开车返回瓜镇
的鹰海湾餐厅

19:30
鹰海湾餐厅——人气海上餐厅
鹰海湾餐厅（Fish Farm Restaurant）是瓜镇上近期很火的一家餐厅。坐
落在平静的港湾上，餐厅有两个用餐区，分别是室内和海上露天区，优美
的环境让你赏心悦目。餐厅拥有自己的鱼排，你可以在这乘坐餐厅的快艇
到对面约 1 海里的鱼排垂钓。战利品还可以带回餐厅让厨师帮你料理。当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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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也可以从餐厅的玻璃水族箱选取各式活海鲜。这里还有价钱更实惠的
菜色供你选择。
Lot 1986, Jalan Pantai Penarak, Mukim Kuah
13:00~22:30
人均 80 马币
Waze 导航信息 :waze.to/hw1p5bkhgg
上汤啦啦、酱油王虎虾、咸蛋炒空心菜

Tips 小贴士
在兰卡威只要是看见“活海鲜”这词的海鲜价格相对较
高。选好海鲜后建议你让店家给你称重量然后确定价
格。但你也可以选择其他海鲜料理，只要不是“活海鲜”
价格一般都很实惠。

20:45 从鹰海湾餐厅开车约 7 分钟到
Langkawi Parade MegaMall

20:52
Langkawi Parade MegaMall——免税商品一网打尽
位 于 瓜 镇 上 Langkawi Parade MegaMall

与 Teow Soon Huat

Department Store 免税商店相连，这家购物中心是岛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之一，你可以在这买到各式烟，酒，巧克力和旅行箱等商品。
A-14-15 Pokok Asam, Kuah
10:00~22:00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hw1ngzzg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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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之旅
尽享兰卡威风情
在今天的行程中，你将会乘坐高空缆车到达兰卡威 3 座地质公园
的其中一座。然后到兰卡威最壮丽的瀑布，吸收森林中的负离子
让它洗洁你的身心。你将在充满异国风情的海港享用丰富的午餐，
到兰卡威最热闹的珍南海滩畅玩水上活动，最后到岛上最佳的购
物地点将免税商品一网打尽。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08:00 从 酒 店 开 车 到 达 The Loft
Bakery& Cafe

08:30
The Loft Bakery & Cafe——零下 60 度的冰咖啡
The Loft Bakery & Cafe 是马来西亚一家以日、西式甜点为主的连锁甜
点咖啡馆，由前首相敦马哈迪所创办，位于兰卡威的 Telaga Harbour
Park，是全马第一家店。咖啡馆有两个用餐区，位于室外的露天用餐区比
起室内的更具情调，因为你可以看见一艘艘的私人游艇停泊在你面前的海
港边，充满了欧洲地中海风情。咖啡馆除了面包和糕点，还供应早餐和西
餐，价钱也非常合理。
C9 Perdana Quay, Telaga Harbour Park, Pantai Kok
08:00~23:00
人均 30 马币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hw1nuhr67j
零下 60 度冰咖啡，Creamy Ampan

10:00 从 The Loft Bakery & Cafe 开
车约 5 分钟到达东方村

10:05
东方村——充满东方风情的度假村
东方村（Oriental Village）位于 Gunung Mat Cincang 的山脚下，是
一个融合了购物、酒店、SPA 和各种娱乐设施的度假村。这里有超过 20
家纪念品和免税商店，你可以乘坐空中缆车游览这座超过 5 亿年的地质
公园全貌。然后再到村里最大的免税店 The Zone 血拼，累了还可以到
Bolaven 老虎咖啡馆歇歇脚喝一杯来自寮国的有机咖啡，顺便一睹兰卡威
第一只老虎 Zanah 的风采。
The Oriental VIllage，Burau Bay
度假村 24 小时开放，但里面的商店营业时间从 10:00~19:00
无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hw1nuhpd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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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根据度假村内的指示牌步行到
缆车站，购票准备乘坐缆车

11:03
空中缆车——心惊胆战 700 米高空缆车
开幕于 2003 年，空中缆车（Cable Car）是兰卡威最重要的景点之一。
全长 2.2 公里，连接东方村和 Gunung Mat Cincang 的山顶。缆车共有
3 个站，基站位于东方村内是出发和返回的站口。中站于海拔 650 米，你
可以在这下车然后步行到平台，这里是欣赏峭壁和 360°壮丽景色的好地
方，从基站到中站全长 1.7 公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观赏完峭壁后，你可
以再乘坐缆车前往顶站。到达后你需要爬楼梯登上山顶的景观平台。这也
是缆车站的最高处，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整座地质公园的全貌，也可以瞭
望到 Telaga Harbor Park 海港。平台下有小吃部，贩卖饮料和零食。
周一至周四 10:00~19:00，周三 12:00~19:00，
周五至周日、节日、学校假期 09:30 ~19:00
成人 35 马币，儿童 25 马币

Tips 小贴士
缆车每个月会不定期关闭和进行维修，出发前别忘
了 到 www.panoramalangkawi.com/visitor-info/
maintenance-schedule 查询关闭时间。缆车的运
行也会根据风速和天气的定。另外，位于顶站的天空
之桥（Skybridge）目前还是处于维修状态，不对外
开放，官方还没公布开放日期。

12:15 从空中缆车站返回东方村出口，
开车约 5 分钟到达七仙井瀑布

12:20
七仙井瀑布——仙女戏水的池子
七仙井瀑布（Seven Wells Waterfall）位于东方村附近，兰卡威第二高
山 Gunung Mat Cincang 的森林里，是兰卡威岛上最有名的瀑布。它被
称为七仙井瀑布是因为在不同的段层共有 7 个因常年被水冲击造成的池
塘。这片翠绿的雨林里也是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你可以沿着楼梯慢慢
的登上瀑布的顶部，全程 638 个台阶需时约 1 小时，沿途还能看见猴子，
松鼠，犀鸟等动物和百年的老树。到达山顶后你会看见几个不规则的池子，
还有因常年被水流侵蚀而变得平滑的天然滑梯，也因为这样，这里成了游
客最爱戏水的地方，不妨和其他游客一样泡在池子里让冰凉的山水帮你纾
解疲劳。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轻轻松松地步行到瀑布的下游，欣赏这座全长

Tips 小贴士

91 米垂直而下的壮丽瀑布。

瀑布一带的山岩虽然较为平缓但绝对不能攀登。长年

建议黄昏前离开

被水流侵蚀变得十分光滑，特别是在瀑布的顶部，是

无

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曾经好几次发生游客堕崖惨死
的悲剧。请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事故。

Waze 导航信息 :Air Terjun Telaga Tuj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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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从七仙井瀑布，开车约 5 分钟
到达 Privilege Restaurant & Bar

13:45
Privilege Restaurant & Bar——海港旁的奢华享受
坐落于 Telaga Harbor Park 内，是一家环境非常优雅的餐厅。餐厅的特
色是把本地美食经改良以西餐的方式呈现，他们不时会推出精选套餐，厨
师也会为你的菜色配酒。Privilege Restaurant & Bar 连续 3 年被选为兰
卡威最佳餐厅之一，是一家获得无数好评的餐厅。
B8, 1st Floor, Perdana Quay, Telaga Harbour Park, Pantai Kok
（位于 The Loft Bakery & Cafe 左边一楼）
11:00~23:00，周日休息
人均约 150 马币
Waze 导航信息：waze.to/hw1nuhr67j

15:00 从 Privilege Restaurant & Bar
出来就是 Telaga Harbor Park

15:00
Telaga Harbor Park——地中海风格海港
Telaga Harbor Park 是一个仿照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地中海风格
海港。这里停泊这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私人游艇，充满了欧洲风情。来到
这你会有种置身于欧洲海港的错觉。海港旁餐厅林立，食物种类也非常多
样化，有中东料理、西班牙料理、特色咖啡馆、西餐厅等。当夜幕降临，
这里就会摇身一变，成了热闹的酒吧街。
Perdana Quay, Telaga Harbour Park, Pantai Kok
全天，但大部分餐厅的营业时间都在于午餐时段至晚上 11 点
无
Waze 导航信息：waze.to/hw1nuhr67j

15:30 从 Telaga Harbor Park 开车约
25 分钟到达珍南海滩

15:55
珍南海滩——兰卡威最热闹的海滩
珍南海滩（Pantai Cenang）是兰卡威最热闹的地段，也是游客必到访的
地方。金发的比基尼美眉躺在美丽的沙滩享受着日光浴，阳光型男在打沙
滩排球，还有沙滩上拉客的水上活动老板，这就是兰卡威式的度假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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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小贴士
夜幕将至，街道旁的餐厅和酒吧也开始热闹起来。选
一家特色餐厅，吃上一顿海鲜大餐再到酒吧去小酌两
杯是个不错的选择。

围。珍南海滩的热闹不仅限于绵长洁白的沙滩上，海滩旁的街道上酒店林
立，这里也集聚了无数餐厅，商店和购物广场。水底世界（Underwater
World Langkawi）也坐落于这条热闹的街上。
Pantai Cenang
全天
无
Waze 导航信息 :waze.to/hw1ngv2sq7

17:30 从珍南海滨开车约 25 分钟到达
瓜镇的 Pandak Mayah

18:00
Pandak Mayah——免税商品的购物天堂
瓜镇 Pandak Mayah 的几条街道上是免税店的集聚地，这里售卖的商品
是岛上最齐全也是最便宜，你可以货比三家再购买。除了香烟，酒类和巧
克力，这里也是马来西亚游客最爱购买厨房用具，餐具等的地方，单是餐
具的种类已经能够让你眼花缭乱。你不必担心行李装不下，因为免税店一
般也会售卖价廉物美的行李箱，你不妨也选购一个吧。
Pandak Mayah
10:00~21:00，星期五不营业）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lr/hw1p5bnu3

19:30 从 Pandak Mayah 开车约 3 分
钟到达荣隆海鲜

19:35
荣隆海鲜店——地道实惠的海鲜餐厅
荣隆海鲜店在中国的名气并不如真浪花或者欢乐天饮食中心。但这是一家
兰卡威当地人非常推荐的海鲜餐厅，这里卖的都是本地家常菜肴，价钱和
那些游客推荐的海鲜餐馆相比更加实惠，味道也非常不错。餐厅位于 KFC
斜对面的商店，虽然在大路旁但不容易看见。你可以把车停泊在路旁的停
车位然后步行往前排的商店就能看见。
36, Pusat Dagangan Kelana Mas , Persiaran Mutiara （瓜镇 KFC 斜对面）
12:00~15:00，18:00~23:00，星期二休息
人均约 30 马币
Waze 导航信息 : waze.to/Ir/hw1ngzzx8
咖喱鱼头，宫保田鸡，东波肉，招牌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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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之旅

探秘地质公园
Kilim Geoforest Park 地质公园里含有丰富的石灰岩景观，红树林
沿着石灰岩山生长，景观非常独特。在这个行程中，你将会乘坐
快艇到鱼排参观然后到红树林观赏老鹰，之后登上游艇前往 Kilim
Geoforest Park 中的传奇洞穴，划橡皮筏登上海盗泻湖，在游艇
上享受丰富的美食和无限量供应的饮料。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09:45 旅游公司专车到酒店接你然后
开往 Kilim 码头乘坐快艇出发

10:15
天然鱼类养殖场——魟鱼喂食
位于 Kilim 河上的浮动鱼类养殖场是配合地质公园自然环境及不破坏其天
然环境的原则下建造，木质的平台使用水桶的浮力，浮在水上。养殖场两
岸的石灰岩山耸立，红树林绿影摇曳衬托出如诗如画的景色。这里有几家
养殖场，每个养殖场都设有几个鱼塘，个别养着不同的鱼类。这里的鱼儿
都不是作为商业用途来养殖而是供游客参观。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魟鱼、
鲎及喷水鱼等。还可以体验喂食巨大的魟鱼。

Tips 小贴士
请在酒店享用完早餐后再出发。兰卡威的游艇配套线
路分别由几家不同的公司经营，但只有 Stardust 公
司的配套线路包含有 1 小时游红树林观赏老鹰和参
观鱼类养殖场。游玩时间是 10:00~17:00 ，旅游公
司包含免费接送但 Datai 和 Andaman 酒店则需要
另加 40 马币的接送费。
价格：（旅游公司）成人 325 马币，儿童 195 马币，
配套包含午餐，饮料和酒是免费无限量供应
官网：（Stardust 官网）www.langkawiyachtcharter.com
（旅游公司官网）www.xqholidays.com.my
微信号：xqlangkaw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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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乘坐快艇到红树林观赏老鹰

10:40
红树林——观赏老鹰
老鹰是兰卡威的标志，因为在这里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踪迹。特别是在红
树林里。兰卡威的红树林是个美丽而神秘的生态森林，这里也是老鹰的
安乐窝。熊鹰（Mountain Hawk-Eagle）、 白腹鱼鹰（White-bellied
Fish Eagle ）和婆罗门风筝鹰（Brahminy Kite Eagle）是这里最常见的
品种。当船夫把船开到森林中央，马达声已经把附近的老鹰都引来了。当
船夫把鸡皮和内脏等撒到水面，只见数十只老鹰从空中直冲而下冲入海抢
食的场面让人惊叹。

10：50 乘坐快艇到 Stardust 游艇，
然后启航

11:00
Stardust 游艇——海水天然按摩浴
这是一艘海盗造型的木游艇，登上游艇后船员会向你讲解如何使用船上的
设施。船长把船驶出 Kilim 河口往大海驶去。一望无际、蔚蓝大海、飞翔
的老鹰，这一切都会让你身心愉悦。船到海中央就开始减速，船员们把风
帆降了下来，把挂帆的主桅杆横着放倒，平伸到海上去，与海平面平行。
再在桅杆上挂上了一张大网，这样船继续开着，这张大网就在海里张开了，
这时候你可以从船上直接跳到这张网上，网是一半在水里的，你可以在上
面仰头开始晒日光浴。玩累了，上来的时候船员会在船舷的边上用一个淡
水的水枪给你冲身体。这样就快到中午了，等游客全上来，船员们已经在
给大家上食物了，主要有各式的鱼类、海鲜，有牛肉、蔬菜，啤酒和饮料
全是冰镇的，让你畅享美妙的游艇之旅。

Tips 小贴士
这条线路包含自助式午餐，以简单地本地佳肴为主，
有印式咖喱鸡，炒米粉，炒饭，水果和各式糕点。

13:00 乘坐游艇到海盗泻湖

14:00
海盗泻湖——寻找海盗的宝藏
一千多年前，这里是阿拉伯商人到中国经商的必经之路，这里也是商人做交
易的地方，以货物换取黄金。海盗出现抢夺商人然后把黄金藏在泻湖。当然
这只是一个传说，一千多年后，这里不再有黄金宝藏，但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
你可以看见石灰岩壁上清幽的树木，远处洁白的沙滩和蔚蓝的海水，这一刻
这个美丽的海盗泻湖只属于你的，因为只有乘坐这艘游艇才能到达这个隐秘
的海盗泻湖。除了游泳，你也可以划橡皮筏到附近的海域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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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从海盗泻湖乘坐游艇到传奇洞

15:30
传奇洞 Gua Cerita——极具神话传说的洞穴
传奇洞之所以以传奇闻名，自然少不了其神秘的民间神话。一个马来史诗
式的传说《大鹏鸟战记》（Hikayat Merong Mahawangsa）就提及了
这传奇洞。这个古老的传说述说罗马与中国王朝想要结为姻亲，中国王朝
想把自己的公主嫁给罗马的王子。这场婚事遭受到兴都大神之一毗显奴的
神兽黄金大鹏鸟加鲁达（Garuda）破坏。它认为这两大国的连婚将会使
周边的小国带来灾害，于是它把中国公主绑架然后禁锢在这个传奇洞里。
洞内可以看见像是石床般的岩石，据说这是给被禁锢的公主休息时用的，
此外还可以看见貌似睡着的公主的钟乳石。

16:30 乘坐游艇返回游艇停泊处，转
乘快艇返回 Kilim 码头然后乘坐旅游
公司的车返回酒店，结束豪华游艇一
日游配套。18:00 洗澡后从酒店开车
到瓜镇的龙朝海鲜餐厅

18:30
龙朝海鲜餐厅——地道海鲜美食
龙朝海鲜餐厅离瓜镇约 5~10 分钟车程，是一家非常受当地人欢迎的餐厅。
餐厅以中餐为主，但也会推出一些混合了西式、泰式做法的佳肴。餐厅是
一家单层的建筑，没有华丽的装潢但真因为这样，让人感觉更地道实惠。
Lot 106, Batu 1 , Kelibang, Mukim Kuah
12:00~15:00，18:00~23:30
人均约 30 马币

20：00 从龙朝海鲜餐厅开车前往当天
的夜市，夜市地点参考 Top 6 非吃不
可 Pasar Malam 夜市美食篇

Waze 导航信息 :waze.to/hw1nupb0dv
泰式沙拉鸭 Kerabu Duck，西式虾，金瓜豆腐，菜脯蒸鱼

20:15
夜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文化
逛夜市是马来西亚人最爱的夜间消遣。本地人把夜市称为 Pasar Malam。
在兰卡威每天在不同的地区都有蕴涵马来西亚生活文化特色的夜市。这里
是一个生活大市场，里面售卖了各种蔬果，传统小吃和一些简单地生活必
需品。你也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夹着人字拖，穿件短裤小背心到夜市逛一
逛发掘各种地道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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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玩转兰卡威

在兰卡威，除了各种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配套，岛上还有很多不
收门票的景点等你来探索。如黑沙海滩、巨鹰广场等兰卡威的标
志性景点，让你不花一分钱，也能在兰卡威度过愉快的假期。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oBo Kow

黑沙海滩 Pantai Pasir Hitam
黑沙海滩位于兰卡威的北端 , 靠近通往丹绒鲁海滩的交通环岛入口边上。
沙滩因满黑色波纹而得名。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以前，海
底的人鱼公主爱上了陆地上的王子最后决定私奔。海底国王获知后龙颜大
怒，引发了一场海陆两国的战争。陆地上的国王由于兵力较弱，于是请来
了一名学者为他献谋。这位学者下令村民在黎明时分把枯木铺满了整个沙
滩，然后点燃。整个沙滩燃起了大火，在远处的海底士兵见状吓得拔腿就
跑。沙滩也因燃烧而变成了黑色。当然那只是一个传说，这里的沙子呈黑
色是因为沙子内含有电气石和钛铁矿等矿物质。每年 1 月在这里举办的
国际风帆锦标赛 , 成为这一带的亮点。
09:00~18:00
Waze 导航信息： waze.to/hw1nuwcuzr

巨鹰广场 Eagle Square
老鹰是象征兰卡威的标志，位于瓜镇靠近码头的巨鹰广场是兰卡威的最著
名的地标。巨型的老鹰雕塑矗立于海边占地辽阔的 广场上 , 象征兰卡威如
高飞的老鹰一般，在未来经济能够蓬勃发展。广场上还有景色优美的湖泊、
喷泉、小桥等 , 是个欣赏日落的好地方。
Waze 导航信息：waze.to/hw1p5bhq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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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威传奇公园 Lagenda Park
兰卡威传奇公园是位于巨鹰广场旁的一个公园。当你步入两个巨石状的大
门后就宛如进入了神话故事里，动物雕像、飞禽走兽、巨人之手的雕像林
立都是这座岛上神话故事中的主角。公园内也种植了许多艳丽的花卉、植
物和果树，绿意盎然。
07:00~19:00
Waze 导航信息：Taman Lagenda

温泉村 Air Hangat Village
这个位于瓜镇以北 14 公里处的温泉村，这个占地约 4 英亩，是兰卡威新
兴的旅游景点。经过一栋展示厅，循着左手旁的斜坡道往下走，你会看见
一个 3 层式的喷泉水池矗立，底下则是温度不同的三口泉水，分别源源不
绝地喷出冷水和热水。温泉的泉水含有丰富的硫酸和盐分，据说对於治疗
皮肤疾病相当有疗效。村子内还设有水疗中心 SPA ，提供专门为人消除
疲劳的按摩服务。小花园以及一堵绘制极为典雅长达 18 公尺的手雕石壁
画墙，墙上绘满与当地有关的传说。
16 Jalan Air Hangat, Mukim Air Hangat
09:00~19:00 （无休）
Waze 导航信息：waze.to/hw1nux31yz

兰卡威手工艺品文化中心 Langkawi Craft Complex
这个位于黑沙滩附近的兰卡威手工艺品文化中心是游客必游景点之一。宏
伟壮丽的艺术馆内展示了马来西亚的手工艺术品。你可以欣赏到蜡染、木
雕，陶瓷等产品。喜欢的话还可以买回家。文化中心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
发扬马来西亚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手工艺品文化中心后方是一座遗产博物
馆，展示了一系列代表马来西亚各个民族的传统乐器、工具等。
Teluk Yu, Mukim Bohor
09:00~18:00 （无休）
Waze 导航信息：Langkawi Craft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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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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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骆驼书下载

如果你热爱旅行和分享
如果你对国外某地了若指掌 如果你有最聪明的当地秘笈
欢迎加入 去哪儿骆驼书全球签约作者的行列
请把个人简历及详细旅游经历发送至

travelfans@qunar.com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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