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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推荐马尔代夫必玩体验

寻味 · 咖喱海鲜天堂
马尔代夫的饮食深受印度的影响，主要以咖喱口味为主，
且辛辣无比。同时作为一个捕鱼业发达的海岛国家，鱼
类海鲜也很丰盛，咖喱辣鱼、鱼汤、炸鱼圈、鱼饼等是
当地的家常菜，鸡肉和牛羊肉也比较常见。来当地旅行
的游客在度假村能享受到的美食体验一般都来自酒店提
供的各种国际口味，如果想品尝地道的本地美食，最好
到马累或居民岛，在小吃店和本地餐馆去寻找那些真正
的马尔代夫味道。

1
跳岛 · 感受奢华度假
在马尔代夫上千个小岛中，潜水圣地有之，冲浪滑板
有之，原生态居民有之，风景如画者有之，“选岛”成
为极其困难和痛苦的事情，跳岛也就成了奢华度假的
首选。选择几个有特点的岛屿或度假村，租用一艘快艇，
花上一天的时间将不同风格“一网打尽”，在环境转换
中探索马尔代夫不同寻常的地方。从海洋生物课程到
五花八门的水上运动，从丛林探险到水中餐厅……几乎
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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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享 · 宁静水上别墅
在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是常态，岛上由交错的码头

3

相连的水上别墅尤其吸引游客的眼光。得天独厚的
环境、原始自然的风光以及风格独特的小屋，私密
程度不言而喻。这些水上别墅由各色木材搭建而成，
宽敞明亮，甚至还设有私人水上花园、露天浴室和
日光浴甲板。天气晴好的时候，躺在屋前晒着太阳、
品着美酒、享受着美丽多彩的大海带来的宁静时光。

醇香 · 无酒精淑女酒
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国家，马尔代夫的居民完全不沾
含酒精成分的饮料。著名的马尔代夫淑女酒就是一
种强烈香醇但又不含酒精的调制鸡尾酒。这款酒在
马尔代夫度假岛屿的酒吧很常见，但每家酒吧都有
各自独特的配方。夕阳西下，与爱人坐在海边的沙
滩上，一边看着色彩变幻的海面，一边品尝着精心
调制的马尔代夫淑女，定会叫你终身难忘。

4
悦己 · 特色 SPA 水疗
无处不在的 SPA 服务俨然已成为马尔代夫的一项特
色体验。在每一个度假村，至少会拥有一处独特的

5

水疗 SPA 中心，或是面朝大海、或是深入热带丛
林，在轻音曼妙、芳香袅袅的环境中，SPA 馆和按
摩师会依据顾客的身体状况制定相应的疗程，使用
天然原料、植物、矿物，结合新鲜美味的有机美食，
让顾客在碧海蓝天中，身心彻底放松和平衡。水下
SPA 更是能带来别样的体验。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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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80 后白羊座，自由散漫又朝气蓬勃。大学毕业之后亲自实践间隔年和工作旅行，
并停留于热带岛屿斯里兰卡，从事旅游推广工作，因此有大把时间发掘锡兰小岛的美丽点滴。
另外还是业余译者，多家旅行网站签约写手，曾为《时尚旅游》、《旅行家》、《新快报》等
杂志报刊撰稿。
微博：@ 斯里兰卡小妞
博客：sweetdog322322.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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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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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Maldives 关于马尔代夫

位于印度洋腹地的马尔代夫是一个群岛国家，数千座珊瑚岛如珍珠般散落在蔚蓝的
大海中，成就了一座座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随着一座座度假酒店的兴建，“一岛一
酒店”的度假模式成为马尔代夫最大的特色，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马尔代夫中部
的小岛马累，是这个国家的中心，这里与懒散的度假岛屿形成鲜明对比，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不过不要迅速逃离这里，作为一国之都，在马累的街头巷尾你会惊喜地
发现支撑这个民族的力量。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要
介绍一下这个城市？

格，他们做事从来都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

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由大大小
小 26 个环礁、1200 多个珊瑚岛组成，从高

对前来这里驻足的游客，你可否推荐一
些值得尝试的体验？

空俯瞰，在印度洋宽广的蓝色海域中，散落

1. 去拜访一下这个国家最繁忙的鱼市场，看

着一个个被白沙环绕的绿色岛屿，因此马尔

辛劳的渔民将一桶又一桶的“战利品”搬运、

代夫有了“上帝抛洒人间的项链”、“印度洋上

整理、屠杀、贩卖的过程。

人间最后的乐园”的美誉。

2. 找一家热闹的“茶馆”，点上一杯红茶和几

首都马累是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也是世界上

样小吃，坐在本地人中间，和他们一起聊天。

最小的首都之一，小到连自己的机场都没有。

3. 离开那些度假酒店，在马累或者居民岛的

与其它岛屿懒散、幽静的生活完全不同，这里

大街小巷乱串，体验真实的马尔代夫。

是马尔代夫繁忙的中心，但这里仍然值得花费

4. 换上得体的外衣，进入清真寺参观，听工

一段时间慢慢探寻，体验真正的“马尔代夫”。

作人员和敬拜者讲述马尔代夫的历史。
5. 与当地的年轻人或者孩子们踢一场足球，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的
观察与感受？

或者学习如何打板球。

马尔代夫人民作为虔诚的穆斯林教徒，绝大
多数人都讲礼貌、注重礼节、淳朴好客。但

能否给准备到马尔代夫旅游的读者一些
建议和提醒？

是因为来自不同地区，马尔代夫可以分为两

1. 在祈祷时间不要打扰当地人，也不要拍摄

类人，一类是旅游业从事者，这些人可以说

或注视祈祷的人。

非常好的英语，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思维

2. 不要在度假酒店外饮酒、食用猪肉或者猪

模式和现代西方人没有什么两样；另一类就

肉制品，在度假岛意外的地区，要注意自己

是来自各个岛屿的“岛民”，他们保留着马尔

的着装。

代夫民族原有的个性。“岛民”的生活简朴、

3. 随身携带一些小面额的拉菲亚，面值太大

悠闲、没有太多生活压力，虽然很多小岛已

的钞票或者美元可能在一些水果摊和小吃店

经非常现代化，但是当地居民依然保持着男

找不开，小面额的钱给小费也比较方便。

性出海劳作，女性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

4. 虽然马尔代夫不属于小费国家，但是对于

的生活，大批游客的到来也没有给当地生活

某些服务员还是要付小费的，比如行李员。

带来什么影响，而每周五到清真寺做礼拜成

5. 对于热情搭讪的推荐你去购物的人一定要

为全岛人最主要的社交活动。这种简单的生

拒绝，他们带你去的地方价格一般都非常高，

活，也造就了马尔代夫“岛民”随遇而安的性

而且很难砍下价来。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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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ives in Number 从数字看马尔代夫

300km²

395,000

马 尔 代 夫 陆 地 面 积 为 300
平 方 公 里， 北 京 市 面 积 为
16410.54 平方公里

马尔代夫的人口约为 39.5 万
（2011 年数据）

1656
建于 1656 年的星期五回教堂是首都马累岛上最美丽的回教堂

87

1.8m

马尔代夫主要经济支柱为旅
游，现有 87 个旅游岛

1.8 米

马尔代夫平均海拔高度为
1.8 米

1200

28℃

马尔代夫由 1200 余个小珊
瑚岛组成

马尔代夫年平均气温为 28℃
左右，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北京 & 马尔代夫生活水平比一比（近期汇率：1 元≈ 0.16 美元，1 美元≈ 6 元）

70（11.2$）
30（5$）

6 (1$)

13

出租车起步价

35
20（3$）

18
6.5（1$） 5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一斤土豆

2

一瓶可乐

瓶装矿泉水

马尔代夫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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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地处热带，一年四季气候温暖舒适，日照时间充足，这种温暖的热带气候使得一年四季无明显变化，
每天的气温变化相对较小。由于受热带季风的影响，5 月到 11 月的西南季风会带来大风和雨水，而 12 月
到次年 4 月是当地的旱季，这段时间也是马尔代夫度假的旺季。推荐旅行时间段 12 月到次年 3 月之间，
天空晴朗，雨水较少。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雨季 5~11 月
马尔代夫每年 5 月到 11 月是当地的雨季，降水明显增多，风力也更加强劲。不过即使在雨季
期间，雨水也不会连日不休，只是每天时不时会狂风大作，大雨瓢泼，不过雨来得突然，去
得也快。但这段时间因风浪较大，致使海水没有那么清透，天空云量也比较多。5~8 月的雨
季马尔代夫游客稀少，物价相对低廉。

节庆活动
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ay
每年 7 月 26 日
纪念马尔代夫独立的节日。节日当天晚上会
在共和国广场举行大型的官方庆典活动。届
时，先上演由国家安全部队和国家学生军训
队组成的阅兵仪式，接着是身着彩色服装的
学生表演的各种传统舞蹈和现代舞蹈，期间
还有彩车和巡游队伍经过，场面热闹非凡。
独立广场 Republic Square

国庆日 National Day of Maldives
伊斯兰历第三个月 Rabee ul Awwal 的第一天
为了庆祝 1573 年穆罕默德·博杜塔库鲁法努
Mohamed Thakurufaanu 领导马尔代夫人
民推翻葡萄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这一天
整个马尔代夫的大街两旁插满了国旗，煞是
庄严整齐。下午，在城市的主干道上，有盛
大的游行仪式，无论大人小孩，都穿着节日
盛装，挥舞着马尔代夫的国旗和各种标语，
敲锣打鼓，营造出一派节日的气氛。
马尔代夫总统府（Muliaage）附近区域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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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日 Ramadan
伊斯兰教历的第九个月
马尔代夫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在斋月期间，
穆斯林要戒斋 30 天，每天日出至日落，所
有穆斯林要进行封斋，禁止吃喝。期间政府
机关工作时间改为 9:00~13:30，私营企业
主也会在下午三点之前停止营业，马累的餐
厅白天不会开业，但酒店岛、交通不受影响。
伊斯兰中心 The Islamic Centre

旱季 12~ 次年 4 月
马尔代夫的旱季，降水稀少，尤其是每年的 2 月。这个时间段天空晴朗、海水清透、湿度较小。
早晚比较凉快，太阳出来后非常炎热。这时去旅行，一定要带上防晒保湿清洁用品。建议尽
量早上游玩当地的景点，中午时间休息，预防中暑。

节庆活动
圣纪日 Prophet’s Birthday
伊斯兰教历的第三个月的第 12 天
和所有穆斯林一样，马尔代夫的人民也会纪
念庆祝先知默罕默德的诞辰。在这一天，每
家每户准备丰富的食物，相互邀请，边分享
美食边讲述默罕默德生前的事迹。
珊瑚石清真寺 Kalhu Vakaru Mosque

祭礼节 Eid-ul Al’h’aa
伊斯兰历中 Zul Hijja 的第十天
祭礼节是马尔代夫最重要的节日，一般会持
续五到七天。节日期间，国内一部分穆斯林
前往圣城麦加 Ka’aba 朝拜，而大部分会去拜
访其他岛屿的朋友或亲戚。在不同的岛上，
男女老少全都参与到各种欢庆的舞蹈、音乐
表演以及传统的民族节目、运动之中，场面
喜庆宏大。
苏丹公园 Sultan’s Park

开斋节 Kuda Eid
伊斯兰历中 Shawaal 月的第一天
在斋月结束之后，伊斯兰历十月的第一天到
第三天。当地居民早早聚集到清真寺进行祈
祷。家家户户都准备了盛餐邀请家人、朋友
和邻居一起进食。在此期间，公共节假日照
常实行。
伊斯兰中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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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是奢华酒店爱好者的天堂，但是这里的度假村规格和种类非常多，一些度假定价方案复杂到令人
费解，同时费用也很高。旅行者在选择度假村或者酒店时，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对比和选择。曾经马尔代夫
对外国游客进行旅游限制，使这里背包客很稀有，但随着政府逐渐的改革，如今首都马累周边的居民岛上
也开始有客栈和旅馆，与度假村和星级酒店相比更为经济实用，虽然设施简单，但是舒服干净，而且还可
以接触到原住民的生活。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马累及周边近岛
马累是马尔代夫曾经唯一对外开放的非酒店岛屿，与那
些独立于各个小岛上的度假酒店不同，这里高中低各种
档次的酒店都非常齐全，但是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
哪怕是顶级酒店的住宿条件也比较简单，并且价格昂贵。
不过作为中转中心，在这里仍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酒店。
萨拉精品酒店 Sala Boutique Hotel
性价比非常高的豪华酒店

Sala Boutique Hotel

位于马累市中心，由一栋古老的别墅改建而成。每个房
间精致典雅，装修标准很高，极具泰式风情。虽然它与
马累其它非高层酒店一样，光线不足、通风较差，但是
你无法忽略店主以舒适度为准则，将传统亚洲装饰与现
代舒适设施完美融合，硬木地板、弹簧床垫、迷你吧、
咖啡机一应俱全，同时酒店的 FootRub 馆提供舒缓的按
摩服务。酒店一楼的 Sala Thai 餐厅还供应极为纯正美味
的泰餐，其食材均从泰国空运过来，在马尔代夫首屈一指。
Buruneege, Male, Republic of Maldives
+96 0 3345959

Hotel Octave Maldives

160 美元起
info@salafamilymaldives.com
www.salafamilymaldives.com

及印度、中国和欧洲的菜肴。同时为了方便客人，酒店
还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和免费的机场接送服务。可以说，

八度马尔代夫酒店 Hotel Octave Maldives
中等价位的便利之选
这座装饰现代的酒店，位于马累市中心，临近繁华热闹

八度酒店考虑到了一切可能存在的客人的需要。
Kamini Magu, Machagoalhi, Male, Maldives
+96 0 301 3030

的购物区和餐饮区，出行十分便利。酒店有两种房型，

100 美元起

一种是标准的酒店客房，设施齐全；另一种是带小厨房

+96 0 331 0697

的套房，提供现代化的厨具、冰箱和洗衣机以便客人使用。

reservations@hotel-octave-maldives.com

酒店餐厅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供应马尔代夫特色菜以

www.hotel-octave-maldives.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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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House Maldives TopDeck Hotel

海阁顶层甲板酒店 SeaHouse Maldives TopDeck Hotel
经济实惠的背包客首选
如果你想在马累找一处位置便利、安静、价格便宜的酒店，
那么海阁顶层甲板酒店一定不会叫你失望。这座经济实
惠的酒店位于马累西岸 1 公里的维林吉利岛（Villingili）
上，距离机场也仅有 1.5 公里，步行到维林吉利公共海
滩也只需要 3 分钟时间。在这里不光可以享受与马累不
同的安静、舒适，还能深入当地居民，从另一角度探索
马尔代夫。
Gili Lankanfushi Maldives

Commercial Block G, Sheikh Abdhu'rahmaan Magu,
Vilingili, Maldives
+96 0 339 3333

Atoll）， 距 离 机 场 仅 20 分 钟 的 快 艇 航 程。 岛 上 散 布

40~50 美元

着由交错的码头相连的 45 幢水上别墅，其中 Crusoe

sales@seahouse.mv

Residence 和 Private Reseve 需要乘船方能到达，私密

www.seahousemaldives.com

度不言而喻。这些水上屋由各色木材搭建，加上小岛得
天独厚的环境，原始自然、风格独特，每个度假小屋宽

马尔代夫度假岛

敞明亮，拥有私人水上花园、露天浴室和日光浴甲板，

马尔代夫已经开发了一百多座岛屿，每一个岛都是一个

美丽多彩的大海带来的宁静时光。同时，酒店的 SPA 馆

度假酒店，即所谓的“一岛一酒店”。马尔代夫这些度假

也享有盛名，提供全球顶级的 SPA 理疗和按摩服务。

村不分星级，但是环境、设施、价格差别很大。每个度
假村都会提供住宿、餐饮以及丰富的水上活动，但它们
还会拥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有的岛私人专属、有的岛适

你可以躺在自己的小屋前晒着太阳、品着美酒、享受着

Lankanfushi Island 08290,North Malé Atoll, Republic of
Maldives
+96 0 664 0304

合沙滩漫步、有的岛适合潜水、有的岛适合安静疗养……

1500 美元起

因为假期大多数时间都会在岛上度过，所以选岛是绝对

info@gili-lankanfushi.com

非常关键和重要。

www.gili-lankanfushi.com

吉利岛兰坎福希绮丽度假村 Gili Lankanfushi Maldives

薇拉莎露岛 Velassaru Maldives

浪漫的海中度假屋

舒适安静的度假首选

这 座 瘦 长 型 的 珊 瑚 岛 位 于 北 马 累 环 礁（North Male

这座小岛并不像马尔代夫的其它度假村一样奢华，秉承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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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吉利岛 Helengeli Island Resort
隐秘原始的岛屿风情
这是马尔代夫最隐秘的度假村之一，它将沙滩、热带丛
林原封不动的保留，极大限度的控制人为对环境的破坏，
使得哈林吉利岛还拥有原始的味道，让游客能够体验到
一份真实的、具有马尔代夫特色的岛屿风情。当然，最
让哈林吉利岛自豪的是在这座未受污染的岛屿周围，拥
有一流的潜水环境。在大大小小 40 个安静的潜水点下，
独特魅力的珊瑚和五彩缤纷的海下生物，对潜水爱好者
Velassaru Maldives

来说是一份不小的惊喜。
Helengeli Island Resort, North Male Atoll, Republic of
Maldives
+96 0 664 4615
150 美元起
+96 0 664 2881
info@helengeli.net
www.helengeli.net

居民岛
Helengeli Island Resort

曾几何时，为了严格将虔诚、保守的当地居民与开放的
外国游客完全隔离，马尔代夫规定除了度假酒店和马累
岛之外，其它岛屿禁止游客居住。但随着政府原有限制
政策的取消，如今在居民岛上逐渐修建起来的一些客栈
接待游客，背包客或者预算有限的旅行者有了更多的选
择。目前在马尔代夫已经有了几十个条件尚可、设施齐
全的小客栈，能够给游客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度假村的
旅行体验。
库里旅游宾馆 Kuri Inn
背包客首选

Kuri Inn

酒店坐落在南阿里环礁首府 Mahibadhoo 北面一个古朴
的小渔村内，仅有 4 间客房设施齐全，布置的现代而舒
适，是马尔代夫这片热门环礁区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旅馆

着简单、温馨的风格，但并不简陋。正是这种特立独行

之一。酒店提供丰富的海边活动，并且距离著名的潜水

的风格，使得岛上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从而成

点 Omadhoo Thila 和 Andheri Thila 仅有 15 分钟快艇

为电影《蓝色珊瑚礁》的拍摄地。这里拥有高度的隐私

航程，距离主要垂钓点和观鲸点都非常近。在这里你无

和宁静，度假村设计相当讲究，从海上小屋、花园别墅、

论是躺在沙滩上休息放松、出海活动，还是拜访岛上居民，

泳池、休息厅、泄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这个与世

都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隔绝的小岛上，面对蔚蓝的海洋，享受轻松、浪漫的时光。

Kuri Inn Guest House, Orchid Magu, Adh. Omadhoo

South Male Atoll, Republic of Maldives

+960 741 6965

+96 0 665 6100

60 美元起

350 美元起

info@kuriinn.net

+96 0 664 3041

www.kuriinn.net

info@velassaru.com
www.velassaru.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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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赛利旅游客栈 Asseyri Tourist Inn

遐思潜水村酒店 Reveries Diving Village

特色小资客必住

家庭亲子游首选

这座由当地一对年轻夫妇经营的环保型客栈位于

酒店位于马尔代夫最南端的拉姆环礁（Laamu Atoll）的

Hanimadhoo 岛，距离海滩一步之遥。客栈所用的 70%

甘岛（Gan Island）之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度假酒店。

建筑材料全部都是回收得来，房间宽敞明亮，低矮的床铺、

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面向潜水爱好者为主的度假

色彩艳丽的纺织品、原始野性的装饰物，每一样都足以

酒店，但酒店安排的冲浪、钓鱼、皮划艇等水上活动，

让客人喜欢上这里。酒店可以安排浮潜、垂钓、远足和

也不会让其他游客感到无聊。除此之外，甘岛是最适合

跳岛游等活动，同时正在开辟新的沙滩作为水上活动中

慢慢探索的岛屿，岛上二战时英军修建的空军基地，泄

心。岛上唯一的餐厅和纪念品商店都在客栈内，在这里

湖和大量的佛教遗迹，也会让每一位客人得到不一样的

你可以享受食宿全包的套餐，还可以买到当地特有的肥

体验。

皂盒椰子油。

Monaan, Laamu Gan, Namoona Magu. Thundi 15061, Rep.

Ameenee Magu, Rahvehige, Hanimaadhoo

of Maldives

+96 0 988 2222

+96 0 680 8866

60 美元起，有丰富的全包套餐可以选择

90 美元起

031-2237364

+96 0 680 0789

info@asseyri.travel

info@reveriesmaldives.com

www.asseyri.travel/inn

www.reveriesmaldives.com

Reveries Diving Village

Reveries Diving Village

Asseyri Tourist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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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尔代夫这片袖珍之地，我们常见的公共汽车几乎看不到，首都马累的出租车也并不多见，快艇、水上
飞机和多尼船（马尔代夫特有的机帆船）是这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除此之外，马尔代夫的岛屿从南到北
呈狭长分布，马累位于中间，但距离南北两端最偏远的岛屿有数百公里，因此，如果要从马累前往其他岛屿，
有可能还需要乘坐境内航班前往。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交通

2. 快艇

国际航班

前往各个岛屿的服务。一般情况下，度假村都会提供快

位于马尔代夫南段的甘岛国际机场，只有极罕见的旅游

艇接送服务，选择快艇公司船只的更多是准备从马累包

包机抵达，因此位于马累以北 Hulhule 岛上的易卜拉欣·纳

船出海或者前往居民岛的游客，价格会根据包船时间长

西尔国际机场成为马尔代夫唯一的国际机场，它与马累

短和距离远近而定，一般情况大约 350 美元一天，而度

岛用摆渡船连接，十分便利。目前美佳航空、南方航空、

假村的快艇价格则完全由酒店说了算。

海南航空东方航空以及四川航空都开通了从北京、上海、

主要的快艇公司：Inner Maldives

成都、昆明等多个城市直达马累的航班，同时也可以选
择其他航空公司从吉隆坡、科伦坡、新加坡等地中转。

除了度假村提供的快艇业务外，马累还有快艇公司提供

www.innermaldives.com.mv

Airport Main Rd, Hulhule Island, Male, Maldives

3. 多尼船

+96 0 332 3506

多尼船是马尔代夫当地制造的、最有马尔代夫特点的一种

www.macl.aero

机动的小木船，以两边翘起的船角为特色，是在马累码头
最常见的摆渡工具。多尼船一般也可以出租，价格比快艇

Tips 小贴士

便宜的多，但船速也很慢，适合邻近岛屿穿梭或者出海钓
鱼时租用。价格一般由时间和距离决定，一般 50 拉菲亚

机场交通
1. 从机场直达各岛
一般来说，旅客预定度假酒店套餐基本都会包含从机场到酒店的免费接送服务，在
入境大厅可以看到长长的酒店柜台，各个酒店都能在这里找到，出示你的预订单，
有专人会把你送到码头，安排专门的快艇或者水上飞机前往酒店。如果套餐不包含
免费的往来机场交通费，也可以付费前往酒店。
2. 摆渡船
机场大厅外有摆渡船前往马累，每 10 分钟一班或者人满即走，每人 10 拉菲亚或
者 1 美元，不到 20 分钟即可抵达马累的码头。

到 100 拉菲亚之间，租用一天大约 1500 拉菲亚。
Tips 小贴士
无论是乘坐快艇还是乘坐多尼船，最好提前准备好晕船药，尤其是赶上天气不好，
风急浪大或者路途较远的时候，船很颠簸，容易晕船。

市内交通
1. 出租车
在首都马累可以看到一些黄色的出租车，不过因为城市
面积很小，一般只要行李不是太多太重，也就不需要打车，
出租车 24 小时运营，但很少空车行驶，所以很难在路边
拦到车，都需要提前预定。起步价是 15 拉菲亚，每加一
件行李或者午夜多收 5 拉菲亚，但一般情况下 20 拉菲亚
就可以抵达城市各个角落。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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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器商店都可以买到当地的 SIM 卡，一般费用在 10
美元左右，拨打国内电话 0.2 美元（3 拉菲亚）/ 分钟。
除此之外，在马尔代夫的城市里还有一些电话亭，很多
商店也提供国际电话服务和销售打折的电话卡。
网络
马尔代夫的度假村和酒店基本都提供网络服务，并且大
都覆盖了 Wifi 信号，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与外面的世界沟
通。在马累岛还有一些网吧，价格低廉。除此之外，你
还可以购买上网卡，以保证网络畅通，电信公司会有优
惠的上网套餐选择，一般是时间越长的就越便宜。
4. 水上飞机
去距离较远的海岛，一般需要乘坐水上飞机。一般飞机
可以乘坐 14~16 名客人，机舱内空间狭小，也没有空调，
并且只能白天飞行，有时候一班飞机要停靠多个岛屿，
所以抵达的时间也不固定，但是乘坐水上飞机也是马尔
代夫一个难得的体验，你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一个接
一个美丽的岛屿。费用一般都包含在酒店套餐内，若自
己预定一般往返费用大约 150~400 美元 / 人。
主要的水上飞机运营公司
① Trans Maldivian Airway
www.tma.com.mv

② Maldivian Air Taxi
www.mataxi.com.mv

5. 境内航班
除了水上飞机之外，为了达到马尔代夫更偏远的岛屿而
运营的直线航班，这些飞机也都是二三十个座的小飞机，
但是使用雷达导航，因此 24 小时都能起降。一般游客会
搭乘该航班到 Gan 岛、Hanimaadhoo 岛、Kadhdhoo
岛或 Kaadedhdhoo 岛的机场，再换乘快艇前往相应的
度假村。
www.island.com.mv

明信片
马尔代夫的明信片和邮票都很有特点，每个岛屿都有自
己特色的明信片，邮票也主要是马尔代夫岛屿风景和海
洋生物，非常有纪念意义。一般度假岛的明信片加邮票
大约 5 美元，不算很便宜。在马尔代夫机场的商店和马
累的商店也可以购买到，相对价格便宜一些。在马累有
一个主邮局（Main Post Office），并且机场还有一个
很小的邮局，在度假村前台也都有邮箱，方便游客邮寄
信件。寄回国内的邮资大概是 10 拉菲亚，寄回的时间大
约是 10 天到一个月。
货币兑换
马尔代夫的的货币为拉菲亚，简写 RF，1 美元≈ 15.38
拉菲亚（汇率实时变化），纸币面额分别有 2、5、10、
20、50、100 和 500，硬币面额分别是 10、25 和 50，
很少能用到，不过可以留下来作纪念。
一般在马尔代夫无论是住宿还是乘船，都可以用美元结
算，但是在马累和居民岛消费用拉菲亚比较方便，而度
假酒店一般都接受信用卡消费，所以不需要大量兑换拉
菲亚，随身有点零钱付小费或者购买小额商品即可。
在马累集中了各大银行，目前贴有银联标志的汇丰银行
和马尔代夫银行的 ATM 可以接受银联卡取款和余额查
询，机场和度假村都有 ATM 机（不过基本没有带银联标
志的），而居民岛没有。在机场河银行可以兑换拉菲亚，
有的度假酒店也提供外币兑换业务。

通讯
电话
马尔代夫的国家区号为 0096。中国拨打马尔代夫电话
需要在号码前拨“+96”或“0096”。中国国内手机可以在
出国前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到达马尔代夫后可以直接
发短信，接听和拨打电话。当地最常见的电信公司是
Dhiraagu 和 Wataniya，两个电信公司的信号分区覆盖，
但并不会影响使用，只是信号变来变去。一般在手机店

Tips 小贴士
行前须知——签证
1．目前马尔代夫提供中国公民 30 天的免费落地签，抵达马尔代夫后按照要求填
写入境卡即可，
游客可以凭借有效护照和飞往马尔代夫航班的登机牌就可直接出境。
2．确认护照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至少 1~2 页为空白页，马尔代夫政府规定护
照有效期不足 6 个月的，禁止其入境。
3．酒店或者在马尔代夫停留预定的酒店订单，入关时会被查验。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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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c Maldives 经典 · 马尔代夫

吃货必尝

Top 5 地道美食
马尔代夫的饮食深受印度的影响，主要以咖喱口味为主，且辛辣无比。作为捕鱼业发达的海岛国家，人们
食用最多的还是鱼类，如咖喱辣鱼、鱼汤、炸鱼圈、鱼饼等。鸡肉和牛羊肉也比较常见，但多是从国外进口，
价格昂贵。不过一般游客来到马尔代夫，会直接前往度假村入住，享受的美食体验基本全部来自度假酒店
提供的各种国际口味，如果你想品尝地道的本地美食，最好到马累或居民岛，在小吃店和本地餐馆才能品
尝真正的马尔代夫菜。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1

马尔代夫经典正餐
Garudia & Mas Riha

马尔代夫的正餐一般是由米饭、薄饼或两者都有，搭配
汤、咖喱菜（鱼或者素食）和辣酱组成。最典型的菜是
Garudia，用熏鱼干做成汤，然后配着米饭、酸橙和辣椒
一起吃。还有一种常见菜是 Mas Riha，用米饭或薄饼混
合着咖喱鱼、辛辣的调味料，用手抓着吃。
霍塔餐厅 Irudhashu Hotaa
深受当地居民喜欢的“速食”餐厅，位于马累 Henveiru 足球场旁，每天
都会有大量当地人聚集在这里吃饭、喝茶、聊天。在这略显嘈杂的环
境中，你可以找到咖喱鱼、海蒂卡、炸鱼糕、鱼汤等地道马尔代夫小
吃和正餐。
Filigas Hingun , Male', Male, Maldives

2

马尔代夫式薄荷糖 Dhufaa Echetai

这是马尔代夫人餐后要咀嚼的一种小吃，将椭圆形的槟
榔果切成若干小块，然后与椰子果碎块、酸橙、少量石
灰等混合物一起包在槟榔叶中而成，整块放入嘴中嚼，
不过外国人一般很难很快适应那清凉苦涩的味道。
水芥餐厅 Watercress
这家装修漂亮、高档的餐厅位于马累市中心，以提供美味可口的马尔
代夫小吃和友好的服务，很受本地人的欢迎。每天这里会有来自马累
当地、各阶层的人在这里就餐。
Ameer Ahmed Magu , Male', Male, Mal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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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甜香多迪 Toddy

听到名字就让人有一种香甜可口、沁人心脾的感觉，它
是用棕榈树叶榨汁制成的饮料，自然原始的味道中带着
清香，正如马尔代夫给世人的感觉一样。这是当地很常
见的一种饮料，在度假酒店的菜单上或者当地街头的小
商店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莎尔萨皇家餐厅 Salsa Royal
这是马累市中心的一家餐厅，主要提供传统的印度风味小吃以及各种
国际饮食。餐厅空间宽敞，就餐环境优雅，服务热情。同时这里还是
一个非常适合喝咖啡和其它饮品的好地方。
Orchid Magu, Male
+96 0 333 5008

4

海蒂卡 Hedhikaa

海蒂卡是马尔代夫一种传统的油炸小吃，用打散的鸡蛋
汁和面，面团成形后切成小块或者揉成圆球，里面裹上
牛肉或鱼肉，再沾一层面包屑放到油锅里炸。炸好后趁
热咬上一口，外酥里嫩，鲜美至极，绝对是令人回味无
穷的美味小吃。
黎明咖啡厅 Dawn Cafe
位于马累鱼市场附近的一家“茶馆”，也是当地渔民最喜欢光顾的餐厅。
餐厅 24 小时营业，主要提供各种马尔代夫特色饮食及红茶。形成允许
的话不妨花上一点时间在这里吃点小吃、喝杯红茶，看看当地渔民的
日常生活，尤其是每周五下午，大批做完礼拜的人们都纷纷来到这里
喝下午茶，俨然是是真正体验马尔代夫市井生活的好地方。
Haveeree Hingun,Male, Maldives

5

马尔代夫淑女酒 The Maldive Lady

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国家，马尔代夫人完全不沾含酒精成
分的饮料。马尔代夫淑女酒是一种强烈、香醇的调制鸡
尾酒，但完全没有酒精成分。这款酒在马尔代夫度假岛
屿的酒吧很常见，但每家酒吧都有各自独特的配方。夕
阳西下，与爱人坐在海边的沙滩上，一边看着色彩变幻
的海面，一边品着马尔代夫淑女，定会叫你终身难忘。
维塔维丽岛 BAR-EE
在维塔维丽岛卓美亚酒店的 BAR-EE 酒吧，你不光可以欣赏到醉人的
日落，还可以品尝到种类齐全的特色鸡尾酒。BAR-EE 的调酒师团队，
精心设计了最具创意的鸡尾酒单，并可以根据要求精心调制最符合顾
客心意的鸡尾酒，其摄人魅力不亚于这座岛屿本身。
Bolifushi Island, South Male Atoll, Republic Of Maldives

Qunar 骆驼书

|

12

达人必败

Top6 特色伴手礼
作为一个传统的渔业国家，其手工业并不发达，因此纪念品也大都和海洋岛国本地物产有关系，如贝壳类
工艺品、芦苇垫子、木雕鱼、椰壳船以及手绘艺术品。不过现在很多商品均来自中国，装饰上五颜六色的
假贝壳或者印上马尔代夫几个字母，就被堂而皇之的摆在柜台上出售，毫无马尔代夫特色。在马累的鱼市
场以南有很多纪念品商店，一些度假村也有本岛特色商品出售，除此之外，可以参加酒店组织的“环岛游”，
去居民岛的那些不起眼的纪念品商店中淘既便宜又原汁原味的旅游纪念品。需要注意的是，马尔代夫严禁
携带任何种类的珊瑚。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1

贝类工艺品

对于喜欢贝壳及其工艺品的人来说，马尔代夫就宛如
天堂一般。马尔代夫的贝壳非常漂亮，就好像当地瑰
丽无比的珊瑚一样，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光滑圆润
得令人忍不住打心眼里喜欢。在当地的旅游纪念品商
店，总是可以看到各式由贝壳加工而制成的纪念品，
纷繁复杂，种类繁多，如相框、钥匙扣、手链、耳环等，
别有一番热带风情。不过，马尔代夫政府规定游客不
可擅自收集沙滩上或海水中的贝壳，所以为了避免不
必要的麻烦，建议购买贝壳类商品最好能到政府认可
的商店里购买。
马累新加坡市场 Singapore Bazaar
在马累鱼市场以南的几条街道，聚集了许多家纪念品商店，出售琳琅
满目的各种工艺品、纪念品以及潜水装备、渔具等，由于这个地方的
许多货物都是从新加坡进口而来，所以被称作新加坡市场。这是马尔
代夫除鱼市场之外最著名的市场，这里的贝类工艺品精彩纷呈，种类
繁多，虽然每家店铺都不是很大，但是只要肯花上点时间慢慢寻找，
肯定能找到自己喜欢且满意的小东西，带回家作为手信送给亲戚朋友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来到马累，决不可错过这里。
鱼市场以南的 Chaandhanee Magu、 Fareedhee Magu 和
Orchid Magu 路及附近区域
周六至周四 08:30~23:00，周五 13:30~23:00，商店每天会有五次
暂停营业 15 分钟的祈祷时间
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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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漆雕

木制漆器可能是马尔代夫最有特色的手工艺品了，多以
实用器具为主，如木盒、容器、盘子、花瓶等。这种木
制品的原材料是当地一种月桂树，将树干掏空打磨制成，
造型相对比较简单，因表面红黄黑三色的花纹、流畅
绚丽的雕花，而别有了一番风味。马尔代夫南部的 Baa
Atoll 环礁的 Eydafushi 岛是漆器的最大生产地。
马累机场免税店 Malé International Airport Duty Free
马尔代夫可以购物的地方不是特别多，而机场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
方。虽然店铺不多，但是东西相对比较齐全，像奇奇怪怪的贝壳制品、
独具特色的漆雕、图案怪异的芦苇垫子、民族特色的衣服、鞋帽、挎
包以及各种海洋水产品，非常丰富，并且一些店还有中文导购。不过
机场免税店价格偏高，且无法讲价。
Ibrahim Naasir International Airport, Airport Main Road,
Male', Male, Maldives
全天 24 小时
摆渡

3

冰箱贴

马尔代夫冰箱贴多以树脂或者瓷质为主要的原材料，搭
配鱼类、热带海岛、椰树等造型，色彩鲜艳、造型独特，
具有鲜明的马尔代夫海岛特点，用来装饰冰箱及留言板
都是很不错且实用的选择。不管这些冰箱贴的出产地为
何处，买回几个，既可以自己留作纪念，还可以作为小
礼物送给朋友。
卡尼岛精品店
在卡尼岛上有一家精品店，在这里你可以选购特色衣服，也可以购买
到一些旅游纪念品，如冰箱贴、明信片、钥匙扣等，明码标价。除此
之外，每周四卡尼岛还有特色的集市，所售商品种类丰富、价格便宜，
花点时间慢慢逛逛，不仅可以买到喜欢的东西，还可以深入当地人的
生活中去。
Kanifinholu, Male, Maldives
精品店 8:30~23:00；集市从下午开始，20:00 结束
从马累乘坐快艇，大约 30 分钟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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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芦苇垫子

在马尔代夫有一种手工编织的垫子，以晒干的芦苇为原
材料，使用天然染料将其染色，再用传统工艺，编织成
图案复杂抽象的垫子，小到杯垫，大到床垫，应有尽有。
在很多酒店的大厅或者客房都能见到这种装饰品。其中
比较有名的是 Gaafu Dhaalu Atoll 环礁 Gadhdhoo 岛
的名为“Thhundu Kunaa”的垫子，质地柔软、工艺精美，
是非常特别的旅行纪念品。
太阳岛
在南马累环礁的太阳岛度假村主楼内的购物街，有纪念品商店、电器店、
化妆品店等，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商品比较丰富，价格适中，质量上乘。
Nalaguraidhoo, South Ari Atoll, Maldives
8:30~23:00
从马累乘坐水上飞机，大约 35 分钟可以到达

5

钱币

马尔代夫的硬币基本上是不流通的，但是作为收藏的纪
念品却是很不错的选择。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硬币，马尔
代夫硬币上不是各种领导人头像，而是鱼、椰树、帆船、
海龟、海螺等各类海岛的特色造型，非常具有代表性。
硬币共七枚，可以到银行兑换，也可以到邮局和纪念品
商店购买。
Majeedhee Magu 街
从东到西贯穿马累岛的 Majeedhee Magu 街是马累市最重要的街道，
这里集中了各式各样的商家，从普通的生活用品到各种礼品、纪念品
应有尽有。在这里购物，一定要记得还价，一般商家报给游客的价格
都比较高。
Majeedhee Magu, Male', Male, Maldives
周六至周四 08:30~23:00，周五 13:30~23：00，商店每天会有五
次暂停营业 15 分钟的祈祷时间

6

邮票

马尔代夫自己设计发行的邮票中，最常见的是鱼、蝴蝶、
鸟、花卉、帆船等，自然朴实，颜色鲜艳，非常有当地特色。
除了在马尔代夫的邮局购买，在一些纪念品商品也有出
售，其中鱼的邮票是最受游客欢迎的。
马尔代夫邮局
在马累岛东北部的码头边很容易找到繁忙的国家邮政大厦，马尔代夫
邮局营业厅位于大楼一楼，仅有一个 5 米长的柜台的和三个工作人员，
柜台边办满了各色明信片和马尔代夫邮票，这些邮票还都配有精美的
包装。
Maldives Post Office, Boduthakurufaanu Magu, Male', Male,
Maldives
周一至周四的 8:15~18:00，周六的 10:00~16:00，周五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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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最爱

Top9 精彩水上体验
马尔代夫除了无敌美景和各国美食之外，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水上运动胜地和潜水天堂。一般来说，各个
岛屿自有其特点，有的适合潜水，有的适合海钓或者冲浪，在度假村前台能预定各项活动。如果旅行者
居住在马累或者居民岛，也不妨找一家旅行社代订各个岛屿的观光游玩项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甚至
能在一天内体验若干种不同的精彩。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1

潜水

马尔代夫有的不仅仅是阳光、沙滩，在广袤的印度洋下
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马尔代夫是世界三大潜水圣地
之一，海水能见度极高，且潜水资源丰富，每一座度假
酒店都设有潜水学校，并组织相应的潜水活动。摇曳的
珊瑚、五彩斑斓的热带鱼、神秘莫测的沉船，租用一套
浮潜设备或在专业潜水教练的带领下前往更深的海域，
但不管哪一种，都会让你在美丽的水下世界发现惊喜。
吉哈德岛 Kihaad Maldives
靠近哈尼法鲁海峡，是世界上深潜和浮潜爱好者的圣地，也是季节性
鲸鲨和蝠鲼的聚居保护地。
www.kihaad.com

2

冲浪

其实冲浪对自然条件要求非常简单，有风、有海、有冲
浪板就可以去尝试。马尔代夫是世界公认的冲浪天堂，
每年季风季会有大量的冲浪爱好者前往马尔代夫“随波逐
浪”。很多当地的岛屿酒店都会组织冲浪活动，一般都会
安排专门教练指导游客如何冲浪。当然，即使不能马上
学会，也不要放弃体验乘风破浪的刺激感的机会。
梦幻岛 Chaaye Island Dhonveli
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冲浪度假胜地，拥有主办世界冲浪竞赛的专有资格，
曾在此举办过世界冲浪比赛。
www.chaayamald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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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跳岛之旅

在马尔代夫上千个小岛中，有的可以体验潜水、有的适
合冲浪、有的娱乐设施丰富、有的可以接触当地居民、
有的完全是一幅原生态的景色，“选岛”成为极其困难和
痛苦的事情。不过你可以选择几个有特点的岛屿或度假
村，租用一艘快艇，花上一天的时间将不同风格“一网打
尽”，在环境转换中探索马尔代夫不同寻常的地方。
伦格里岛港丽酒店 Conrad Maldives Rangali Island
每天不同时间都会安排不同的浮潜、航行和岛屿游，其中周四和周六，
酒店会组织客人到不同的岛屿上体验不同的风情。
conrad.hilton.com.cn

4

乘船出海

清晨乘独特的香蕉船出海，能观赏到成群结队的海豚欢
呼雀跃于海面，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它们优美的身姿；白
天乘坐特色玻璃船深入大海腹地，在平静的海域透过船
底的玻璃甲板，看着游弋的热带鱼和慢吞吞大海龟从脚
底划过，别有一番滋味；或者也可以乘坐潜水艇，潜到
海底，观赏美丽的珊瑚和大批鱼群在海底穿梭的壮观海
底世界。
宁静岛 W Retreat & SPA
月亮湾“透明玻璃”划艇、Hobie 踏板皮划艇、帆板和帆船、SeaBob 水
上和水下火箭、双桅豪华帆船游艇、浪漫多尼船、双体帆船、私人快
艇等均可在宁静岛享受到，可谓水上活动最为齐全的地方。
www.whotels.com

5

夜间垂钓

夜间垂钓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每天傍晚乘坐帆船
在水手的带领下前往海洋深处，沐浴着皎洁的月光，安
安静静的垂竿钓鱼，放佛置身一个独特的世界，静谧且
别具韵味，体验那种完全不同的快乐，直到心满意足，
满载而归。这些钓上来的鱼交给酒店，他们会提供免费
的加工，不过个别酒店也会象征性地收取一定费用，可
以事先询问清楚。
蕉叶岛 Vakarufalhi Island Resort
这座环绕着壮丽珊瑚礁的热带岛屿，宁静天然、景色宜人。岛上拥有
丰富的水上活动项目，其中乘船出海观赏夕阳、体验马尔代夫特色夜
间垂钓，可以让人真正亲身感受到马尔代夫的风土文化。
www.vakar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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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色 SPA

在马尔代夫的每一个度假村，都有独特的水疗 SPA 中心，
或是面朝大海、或是深入热带丛林，在轻音曼妙、芳香
袅袅的环境中，按摩师会依据顾客的身体状况制定相应
的疗程，使用天然原料、植物、矿物，结合新鲜美味的
有机美食，让顾客在碧海蓝天中，身心彻底放松和平衡。
芙花芬岛 Huvafen Fushi
拥有全球第一家水下 SPA，位于海底 40 米深处，给你与众不同的体验。
huvafenfushi.peraquum.com

7

水上飞机

水上飞机不仅是马尔代夫常见的交通工具，还是观光航拍
的最佳视角。从高空俯瞰马尔代夫，碧蓝的海水、白色的
沙滩、翠绿的海岛、形态各异的岛屋，从不同的角度看马
尔代夫的美，真正领略“散落人间的珍珠项链”的意义。
赤道度假村 Equator Village
这座有英国空军留下来的简洁度假村，不仅经济实惠，由于地处马尔
代夫最南端的 Addu 环礁，乘坐水上飞机的你可以从北往南欣赏到马
尔代夫各环礁、岛屿景色，还可以体验跨越赤道的感觉。
www.equatorvilllage.com

8

游艇巡游

马尔代夫度假的另一种不同的体验。全程住在游艇上，
根据不同行程安排，周游各个环礁，在最佳的海域潜水、
冲浪、垂钓、观光，船上娱乐设施完备，活动丰富。一
般游艇巡游活动的行程为 3~10 天。

9

兰达吉拉瓦鲁岛 FOUR SEASONS LANDAA GIRAAVARU
兰达吉拉瓦鲁岛四季酒店的奢华游艇“四季探险家号”可与客房自由组
合预定，你可以乘坐马尔代夫最快、最豪华的游艇，到多处潜水胜地
探索。
www.fourseasons.com

烛光晚餐

在马尔代夫这个浪漫之地，怎能错过一顿沙滩上的烛光
晚餐呢？夜幕降临，在长长的沙滩上，繁星满天、海浪
阵阵、清风拂面，在舒缓的音乐中，精致的餐具在烛光
下闪闪发光，面对着充满魅惑力的印度洋，品尝着新鲜
美味的海鲜大餐，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满足感油然而生。
维塔维丽岛 JUMEIRAH VITTAVELI
受到这座无与伦比的岛屿启发，酒店大厨烹制出一系列特色菜肴。四
周的环境亦是如此壮丽迷人，惟有亲眼所见，方才相信世间原来真有
此绝世美景。
www.jumeir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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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累完美一日游

马累是马尔代夫第一大城市，却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之一。它历
史悠久，一直是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军事及交通要地，是红海、波
斯湾至太平洋的重要停泊港，也是这个岛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这个国家的诸多“唯一”都位于马累。马累市很小，小到
可以抛开乘坐汽车的想法，通过轻松愉快的步行，在短短一天时
间内，深入了解马累的历史文化精髓，探究与众不同的马尔代夫
风情。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步 行 到 马 累 岛 北 部 海 边， 然 后 沿 着
Boduthakurufaanu Magu 街往岛的西
北部港口方向步行

09:00
马累灵魂——鱼市场
位于马累西北部的鱼市场（Male Fish Market），是马尔代夫最有特色的
地方。早晨，大量出海捕鱼的渔船进港，一桶桶新鲜捕获的海鱼被整整齐
齐码放在地上，供顾客选购。这些鱼无论大小，都是以条来出售。在码头上，
除了大大小小、长相古怪的海鱼让人大开眼界外，这里还有血腥的“屠杀”
场面。虽然鱼市场腥臊恶臭、拥挤不堪，但这却是马累的灵魂，非常值得
去看一看。
Boduthakurufaanu Magu, Male
7:00~16:30

沿 着 环 岛 公 路 Boduthakurufaanu
Magu 街往马累东部步行，大约 5 分
钟即可到达独立广场

10:00
见证自由象征——独立广场
独立广场（Republic Square）位于马累的北部海岸岸边，离码头很近，
广场中间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巨大马尔代夫国旗，这是马尔代夫人民追求
自由和独立的象征，也是每次政治活动的中心。广场虽然不大，但是整洁
安静，像是一个绿色的小花园，吸引着众多青年男女来这里谈情说爱。
Boduthakurufaanu Magu, Malé, Maldives
全天

沿着 Chaandhanee Magu 街往马累
市中心步行大约 100 米，即可到达伊
斯兰中心

10:30
感受宗教氛围——伊斯兰中心
有着金色圆顶的伊斯兰中心（The Islamic Centre）是马累最醒目的地标，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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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累市区无论你从任何一个地方往城市中北部眺望，都能看到这个巍峨
雄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黄屋顶建筑。伊斯兰中心建于 1984 年，除
了金顶外，通体由白色大理石建造，几乎没有装饰，内部是一座可以容纳
5000 人的清真寺、一间伊斯兰图书馆、多个会议厅和办公室。嘈杂、混
乱的参观团体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你确实对伊斯兰中心很感兴趣，
那么首先穿着要得体，男士一定要穿长裤，女士要穿长裙或连衣裙，脱鞋
进入后，不得摄影和喧哗。
Orchid Magu, Malé, Maldives
9:00~17:00，祷告前 15 分钟和之后 1 小时，清真寺不向非穆斯林开放

沿 着 Chaandhanee Magu 街 往 前 到
Medhuziyaarai Magu 街 左 转， 大 约
步行 200 米即到

11:00
淳朴艺术——马尔代夫国家艺术馆
马尔代夫国家艺术馆（National Library And Art Gallery）坐落在苏丹
公园一角，内设国家图书馆和艺术画廊，这是马尔代夫艺术、文化的重要
中心。艺术馆是 1999 年马尔代夫政府为了收集马尔代夫过去和现在的艺
术品而建立的，虽然这里没有一件永久展品，但作为马尔代夫唯一的艺术
展览馆，马尔代夫本地艺术家和有关马尔代夫的绘画、摄影等作品定期在
这里轮流展出，在这个空间狭小的艺术馆内，你会体会到马尔代夫淳朴原
始的艺术氛围。
Medhuziyaarai Magu, Malé, Maldives
周日至周四 9:00~18:00
免费

沿着 Medhuziyaarai Magu 街往西回
到 Chaandhanee Magu 路口，在拐角
处即是海鸥咖啡

12:30
全岛最棒的意式冰淇淋——海鸥咖啡
海鸥咖啡 （Seagull Cafe House）位于苏丹公园边的本地餐厅，以干净
的环境和丰富的菜品，深得马尔代夫人和游客的共同喜爱。这里提供汉堡、
披萨、意大利面等国际口味的饮食以及马尔代夫风味的海鲜，味道可口。
餐后你可以点一份冰淇淋作为甜点，海鸥供应的意式冰淇淋被人们赞为全
岛味道最棒。
Fareedhee Magu, Male（与 Chandhanee Magu 交口，苏丹公园旁）
周六到周四 7:30~22:30，周五 17:00~23:00
+96 0 332 3332
托斯卡纳虾、奶油鸡、意式冰淇淋、咖啡
人均 30 美元
www.seagullmaldives.com/cafe

沿着 Medhuziyaarai Magu 街往东步
行不到 300 米

14:00
珊瑚礁艺术——老礼拜五大清真寺
马 累 老 礼 拜 五 清 真 寺（Old Friday Mosque）， 又 被 称 作 Hukuru
Miskiiy，是马尔代夫最古老的清真寺。它建于 1656 年，全部使用珊瑚礁
建造，装饰错综复杂，工艺技术独具一格。清真寺西围有一片墓地，这里
有大量雕刻复杂细腻的珊瑚石墓碑，以纪念古代的苏丹及其家族。清真寺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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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建筑是一座 1675 年建成的蓝白相间的宣礼塔，在上面可以俯瞰整
个清真寺。
Medhuziyaarai Magu, Male', Maldives
9:00~17:00，祷告前 15 分钟和之后 1 小时，清真寺不向非穆斯林开放。

沿着 Medhuziyaarai Magu 街往西步
行 150 米

14:45
苏丹皇宫所在地——苏丹公园
苏丹公园（Sultan Park）曾经苏丹皇宫的所在地，现如今已成为马累最
漂亮的一个公共场所，绿树成荫、鲜花遍地、宁静清幽，完整地保留着古
苏丹的面貌，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休闲小憩场所。其中，马尔代夫新旧国家
博物馆都坐落于此，闲逛的同时也可以进入参观。
Medhuziyaarai Magu, Malé
周日至周四 8:00~18:00，周五 16:00~18:00
免费

延伸体验一——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
在苏丹公园的角落里有一座小小的三层建筑，这是原苏丹宫殿的一部分，
现在作为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里面陈列着苏丹
曾经的宝座、皇冠、衣服、器皿、武器、照片等，还有一些古老的手工艺
品，如漆器、石刻等。目前全新的国家博物馆已经建成，部分展品也将搬
过去，而这个古老建筑作为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将被还原成苏丹时期的
原始模样。
Medhuziyaarai Magu, Malé（苏丹公园内）
周日至周四 8:00~18:00，节假日关闭
3 美元

延伸体验二——新国家博物馆
这座全新的国家博物馆（New National Museum）位于老国家博物馆隔
壁，由中共援建。这里陈列着马尔代夫不同历史时间的不同文物，如古老
的武器、宗教用品、生活用品、木刻、漆器等，可以帮助游客通过不同的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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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了解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国的历史。
Chandhanee Magu, Malé
周六至周四 9:00~17:00，节假日闭馆
3 美元

沿着 Chaandhanee Magu 街往南至
Majeedhee Magu 街左拐，然后一路
往东抵达海边即可找到，大约步行 15
分钟

16:00
品味传统茶馆——甲拉佩诺
位于马累岛人工沙滩边的甲拉佩诺（Jalapeno）是马尔代夫茶馆的代表，
在玻璃柜中摆放着各种本地特色“素食“，价格非常便宜。每天正餐时间，
这里也提供一些鱼汤、薄饼、咖喱等食物。甲拉佩诺每天有大量本地顾客
前来聊天、就餐，在这里你可以边喝茶，边关注本地人平日的生活状态。
Boduthakurufaanu Magu, Male
7:00~23:00
咖喱鱼、海蒂卡
人均 10 美元

沿 着 Majeedhee Magu 街 往 西， 在
Alikilegefaanu Magu 街 右 转， 往
北 步 行 几 十 米 后， 左 转 Neeloafaru
Magu 街，大约 10 分钟

17:00
向国民英雄致敬——穆罕默德 • 塔库鲁法努之墓
穆罕默德·塔库鲁法努是马尔代夫的国家英雄，在他的领导下马尔代夫脱
离葡萄牙人的统治，建立了一个持续 132 年的王朝，而穆罕默德·塔库鲁
法努被奉为苏丹。他的陵墓（Tomb of Mohammed Thakurufaanu）就
位于马累城中心一座小清真寺中，这里没有了马累的繁华和吵闹，只有神
圣和幽静。
Neelafaru Magu, Male
全天，内部不对外开放，只能外围参观
免费

从 Neeloafaru Magu 街 返 回
Alikilegefaanu Magu 街， 往 北 步 行
400 米即可到达

17:30
感受肃穆森严——马尔代夫总统府
在老礼拜五清真寺对面那座白墙红顶的两层建筑就是马尔代夫总统府
（Muleeaage）。最初这里是一座宫殿，在 1953 年马尔代夫成立共和国
后，直至 1994 年尧姆总统搬到一处更加奢华的府邸之前这里一直是马尔
代夫总统官邸。2009 年，纳希德总统上台后，再次搬回这里办公。总统
府前有警卫坚守，严禁拍照。
Medhuziyaarai Magu，Male
全天，内部不对外开放，只能外围参观
免费

沿着 Medhuziyaarai Magu 街往东步
行，右拐 Sosun Magu 街步行 300 米
后左拐 Medhuziyaarai Magu 街，大
约 10 分钟

18:00
黄昏的休闲娱乐——人工沙滩
马累岛全岛被防波堤环绕，以防海浪冲击。但在马累岛的东侧，一片非常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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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小巧的人工沙滩（Artificial Beach）从防波堤中开辟出来，在它的周
边是各式各样的餐厅、咖啡厅以及小吃店。这也是马雷人休闲娱乐的中心，
夕阳西下时，孩子们在这里踢球、打板球，当然更多是坐在这里欣赏美景
的人。
Boduthakurufaanu Magu, Male
全天
免费

沿 着 Majeedhee Magu 往 西， 右
拐 Sosun Magu 后 步 行 150 米 左 转
Hithaffinivaa Magu，大约 10 分路程

19:00
最受欢迎的泰式餐厅——萨拉泰式餐厅
萨拉泰式餐厅（Sala Thai Restaurant）是马累全岛首屈一指的餐厅，提
供口味极为纯正的泰餐，所用食材均是从泰国空运过来，非常新鲜。餐厅
的环境布置极为雅致，客人可以选择在室内和室外不同的地方就餐，气氛
浪漫，服务周到。同时餐厅还供应意大利菜，不过还是推荐各式辛辣口味
的咖喱菜。由于这里太受欢迎，准备到 Sala Thai 就餐最好提前预订。
Buruneege，Male，Maldives（萨拉精品酒店内）
周六到周四 12:00-24:00，周五 17:00-23:30
+96 0 334 5959
泰式沙拉、咖喱饭、泰式煎鱼、绿咖喱
人均 50 美元
www.salafamilymald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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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s & Don’ts ! 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Do's 必备物品

藿香正气水

到马累和其它居民岛，切记不要在

烈日之下旅行或者进行各项水上活

公共场合饮酒。

洗漱用品

动或者娱乐项目都有可能会中暑，

● 禁食猪肉，严禁携带含有猪肉成

马尔代夫大多数酒店和居民岛民宿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携带国产

分的食品。

并未配置拖鞋、牙膏、牙刷等物品。

的藿香正气水，效果很不错。

● 佛像、圣经等非伊斯兰教的宗教
物品也不得入境。

出发之前请询问清楚，建议自己携

小费

● 在马累或其他居民岛不要穿得过

马尔代夫高级酒店的门童、服务员、

于暴露和随意，参观清真寺前，要

餐厅侍应生都期待得到小费，建议

穿长衣长裤，女士要罩头，鞋要整

马尔代夫地处热带，且是岛屿国家，

给拎行李的人 1~2 美元小费（取决

齐地摆放在清真寺外。

紫外线非常强烈，一不小心就会晒

于行李数量），每天早晨留 1 美元

● 在马累和居民岛行走要注意安全，

成小黑人。建议携带 SPF50+ 或以

在床头给酒店服务生。

躲避异性，避免身体接触。

带。如果住在度假岛屿，则不必携带。

高倍数防晒霜

● 注意保护环境，减少自己度假对

上的防晒霜，随时涂抹。

当地造成的环境破坏。

驱蚊水

● 潜水时不要触碰珊瑚，也不要将

Don’ts 注意事项

珊瑚带走作为纪念品。同时，海龟

夫是一个热带国家，居民岛以及郊

● 马尔代夫是伊斯兰国家，切勿在

● 在马累购物，不要轻信免费导游

外的蚊子都很猖獗，而且它们可能

祈祷时间打扰当地人。

或带路的人。

会散布疾病。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蚊

● 不要将酒精制品带入马尔代夫，

工作，随身携带防蚊水。

也不要把酒店内出售的酒精制品带

虽然呆在度假酒店及其附属设施内
基本上能免去蚊子困扰，但马尔代

和龟壳类制品也禁止带出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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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来源：www.mapp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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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体验

岛国文化生活之旅
世人皆知，这个世界上所有极致的浪漫和奢华酒店都能在马尔代夫
觅得，而这里的居民生活究竟是何面貌，即使来这里度假多次的游
客，也不一定能清楚。如果不甘心浅尝则止，希望能亲自参与到当
地人的生活中，揭开马尔代夫生活的面纱，那么两全其美的方式就
是这一条专为深度旅行者设计的“生活之旅”。这并非传统的马尔代
夫度假方式，但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旅行，观察洗尽铅华的“素颜”
一面。更深入了解岛国文化。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乘坐轻轨或者 Egged 公交 18 路、22
路、68 路、74 路、75 路至中央汽车
站下车

09:00
体验慵懒的生活——维利吉利岛
维利吉利岛（Viligili）是一座位于马累岛以西 1 公里的居民岛，相当于马
累的一个“郊区”。维利吉利岛比马累安静、自然很多，这里没有拥挤的道路、
嘈杂的人群，只有阳光、沙滩以及棕榈树。平日，这里是马累居民休闲放
松的好地方，在沙滩上踢踢球、游游泳、晒晒太阳，除了色彩亮丽的民房，
你几乎看不到期待中颜色明快的比基尼风景。虽然比起偏远的居民岛这里
显得更现代化一些，但它依然是马累附近最适合探寻马尔代夫普通人日常
生活的好地方。你可以在这里随意走走，看看传统的穆斯林妇女、眼神真
挚的儿童，以及有趣的小型建筑，感受慵懒悠闲的生活。
Viligili Island, Male, Maldives

从维利吉利岛乘坐快艇大约 10 分钟可
以抵达

11:00
重塑环保主义意识——斯拉夫士岛
位于维利吉利岛西面的斯拉夫士岛（Thilafushi）上，堆满了塑料瓶、包
装袋以及各种废弃物，空气中弥漫着焚烧垃圾所产生的恶臭，因此斯拉夫
士岛也被人们称作“垃圾岛”。尽管马尔代夫的酒店都有一套自己处理垃圾
的设备和方式，但是随着世界各地大批旅行者的到来，每天依然会产生大
量的垃圾，而这些垃圾全都被运送到斯拉夫士岛。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
与蓝天、大海、沙滩的马尔代夫传统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会让每个人
重新审视人类给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更认真地思索人类活动，做负责任
的旅行者。
Thilafushi Island, Male, Mald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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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快艇返回马累，大约 20 分钟

12:00
享受开阔的海景午餐——The Sea House
餐厅位于哈休玛莱码头边，地理位置优越，坐在户外的甲板上，还可以欣
赏到开阔的海景和繁忙的码头景致。餐厅提供中规中矩的西式简餐，如汉
堡、披萨、三明治等，还有一些融合了本地风味和西方口味的海鲜菜肴，
价格合理，服务良好，是马累市口碑很好的餐厅之一。
Boduthakurufaanu Magu, 1st Floor Hulhumale Male' Ferry Terminal, Male,
Maldives
周六至周四 7:30~ 次日 1:00，周五 16:00~1:00
+96 0 333 2957
www.seahouse.mv

从维利吉利岛乘坐快艇前往多妮多岛

13:00
马代的“监狱风云”——多妮多岛
多妮多岛（Dhoonidhoo）位于马累的西北面，这座树木繁茂的小岛，曾
是英国总督的住处，后来在加绕姆统治时期变成了审判和关押政治犯的监
狱，因此有了“监狱岛”的称呼。现在岛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所以犯
人也全部释放，不过到这个小岛看风景的同时，了解一下当初的历史，也
不失为马尔代夫旅行的另类体验。
Dhoonidhoo Island，Kaafu Atoll，Maldives

从多妮多岛乘坐快艇前往库达班度
士岛

14:30
马尔代夫最自然的风貌——库达班度士岛
从 多 妮 多 岛 往 北 3 公 里 是 无 人 居 住 的 美 丽 小 岛 —— 库 达 班 度 士 岛
（Kudabandos），属于库达班度士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保留了马尔代
夫珊瑚岛最原始的风貌。由于这里海水清澈，风浪小，是附近海域最著名
的潜水地，周边的度假岛也会安排到库达班度士的一日游行程。这个被白
色沙滩包围的小岛，安静、舒适，无论你是慵懒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还
是将自己置身海底，都不会受到任何约束。
Kudabandos，Kaafu Atoll，Maldives

从码头乘坐公交车可以直达住宅区，
或者步行 10 分钟即可到达

16:00
哈休玛莱岛最好的下午茶——I-berry Cafe
I-berry Café 是一家位于住宅区内装饰现代的咖啡店，安静、漂亮、舒适、
干净等词汇都不足以来描述它。这里提供各种当地特色小吃、咖喱鱼、咖
喱鸡以及各式咖啡和果汁，颇受本地人欢迎。从咖啡店主人到每一位服务
员都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另外，这里的食物价格也非常合理。
Ahigasmagu，B-10362, Hulhumale
周六至周四 7:30~23:00，周五 16:30~23:00
咖喱鱼、咖喱鸡、虾炒饭、冰咖啡
人均 1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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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哈休玛莱岛很小，步行就可走遍
全岛

16:30
展望马尔代夫的未来——哈休玛莱岛
哈休玛莱岛（Hulhumale）位于马累机场北面，是为了减轻马累岛的负
担而建造的新城。其实这完全是一座人为建造的小岛，利用海里的沙子和
珊瑚构建海岛轮廓，按照需求设计和规划各个区域，与混乱的首都形成鲜
明对比。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小城。城内设有现代化的
居民区、学校、医院、购物中心、清真寺以及一个人工海滩，在这里你可
以看到马尔代夫的未来。
Hulhumale，Male，Maldives

位于哈休玛莱岛海边，步行即可

19:00
舒适安逸的晚餐——拉文斯
拉文斯（Ravins）是一家装饰时尚的餐厅，坐落在靠近海边的一条绿树成
荫的街道上，有室内和室外的座位。餐厅提供可口的本地食物和丰富国际
风味菜肴，用餐时间，总是会聚集大量的当地人，非常有气氛。除了各种
美妙的食物，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价格便宜，这在马尔代夫非常难得。舒
适的环境、悠扬的音乐、友好的服务以及免费 Wifi，在拉文斯慢慢享受这
里的慢生活吧。
No.10055, Hulhumale, Greater Male Region, Kaafu Atoll, Maldives
周六至周四 9:00~24:30，周五 15:00~24:30，公共假日休息
+96 0 777 8113
烤肉、印度菜、冰咖啡
人均 10 美元
www.itc.com.mv/rav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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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度假

体验独特跳岛之旅
如果你是非特色酒店不住的度假派，马尔代夫一定能满足你的各
种挑剔。这里的奢华酒店提供各种无与伦比的体验，从海洋生物
课程到五花八门的水上运动，从丛林探险到水中餐厅……几乎无所
不能。每个岛都有自己的特色，让人在爱恨取舍之间十分纠结，
无法取舍。参加跳岛之旅可以在一天之内体验不同的酒店风格，
沉浸在那些最能打动人的细节设计之中。马累有若干个提供这种
行程的旅行社，包含往返各个岛屿的交通以及餐饮、娱乐设施费用，
找其中一家咨询预定即可。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从马累乘坐快艇大约 20 分钟就可到达

09:00
趣味海洋生物园——悦榕庄瓦宾法鲁岛
瓦宾法鲁岛（Vabbinfaru）位于北马累环礁，距离马累大约 20 分钟快艇
行程。岛屿以宁静和浪漫著称，为了保护生态以及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悦榕庄度假村（Banyan Tree Vabbinfaru）并未对该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尽可能地保留了原始的白沙滩和岛上植被，使得小岛有一种孤岛的氛围。
在瓦宾法鲁岛除了可以参加浮潜、冲浪、皮划艇等水上休闲项目，还有一
个可爱的海洋生物园，住客可以参与一系列免费活动：在珊瑚园种植珊瑚，
检测热带鱼和海龟的动向……并且每周还有两次趣味海洋生物课程，可以
让游客充分了解海洋的情况。
Vabbinfaru Island,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96 0 664 3147
reservations-vabbinfaru@banyantree.com
www.banyantree.com/zh

从瓦宾法鲁岛乘坐快艇大约 10 分钟

11:00
生态友好的热带风情——巴洛斯岛
巴洛斯岛（Baros Maldives）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岛，步行一周仅需 10 分钟。
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就像一个热带植物园，很好的保留了开发之前的原
始自然风光，茂盛的棕榈树、纯净洁白的沙滩、层次分明的海水，每天还
会有专门的园丁负责岛屿的清洁和美化。酒店利用水电循环系统和环保设
备，尽一切可能去保护这里脆弱的生态系统，也正因此巴洛斯岛度假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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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当地生态友好酒店的典范。在体验热带风情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通
过观察和学习，可以进一步明白保护海洋生物的重要性。
Baros Island,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96 0 664 2672
info@baros.com
www.baros.com

在岛上步行即可到达

12:00
新鲜纯粹的美味午餐——菩提餐厅
菩提餐厅（Lime Restaurant）建造在泄湖旁，毗邻著名的灯塔餐厅（只
有晚间才开放），在这里你既可以欣赏到海天一色的美丽景致，还可以体
验原始的丛林感觉，同时还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丰盛菜肴。这里使
用的食材全部来自当地天然食材，辅以亚洲烹饪方式，让顾客能够享受到
最新鲜纯粹的口味。
Baros Island,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7:30~23:00
斯里兰卡虾咖喱、泰式绿咖喱鸡、盐烤鲷鱼
人均 40 美元

从巴洛斯岛乘坐快艇前往班多斯岛

13:30
感受海洋的乐趣——班多斯岛度假村
位于北马累环礁的班多斯岛（Bandos Island）是马尔大夫最大的度假村
之一，也是马尔代夫最早建立的两个度假村之一，很受中国人欢迎。这里
被郁郁葱葱的棕榈树覆盖，四周环绕着洁白柔软的珊瑚沙，无论是享受一
段轻松时光，还是开始浪漫的旅程，都不会让你失望。班多斯岛拥有马尔
代夫最好的潜水中心，距离海滩不到一百米的大堡礁，更被公认为马尔代
夫最美的珊瑚礁区之一。在这里你既可以到附近的海域浮潜，欣赏美丽的
珊瑚和多彩的热带鱼，还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到更远的海域去探索奇妙
的海底世界。除此之外，班多斯岛提供的帆船和帆板冲浪运动，你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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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体验海洋带来的无穷乐趣。
Bandos Island，North Male Atoll，Maldives
+96 0 664 0088
sales@bandos.com.mv
www.bandosmaldives.com
就在班多斯岛上，步行即可

15:30
海边下午茶——沙滩吧
正如它的名字，沙滩吧（Sand Bar）坐落在班多斯岛的沙滩边，是一个
典型的海岛沙滩酒吧，这里你在享受热带风情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到美味
的鸡尾酒和新鲜的果汁。酒吧拥有一流的卡拉 OK 设施，经常会有现场乐
队来演出，成为游客放松休息的好去处。
Sand Bar, Bandos Island Resort & Spa, Bandos,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乘坐快艇前往梦幻岛，大约 15 分钟

16:00
体验刺激的冲浪运动——梦幻岛
梦幻岛（Dhonveli Island）在马尔代夫语意为“水晶白沙”，这个距马累仅
13 公里的小岛，不仅有无与伦比的热带风情，还因为其得天独到的地理
位置，成为世界著名的冲浪胜地，这里还曾举办过世界性的冲浪比赛。每
年 5~11 月的冲浪季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爱好者都会聚集到这里，争
先恐后在大海中一展身手。这个岛屿也是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Dhonveli Island，North Male Atoll，Maldives
+96 0 664 0055
sales@keells.com.mv
www.chaayamaldives.com

乘坐快艇约 15 分钟即可到达

18:30
品尝世界上最好的海鲜——坎杜烧烤餐厅
库达呼拉岛是北马累环礁一座蓝绿交错的珊瑚岛，因为岛上建造了四季酒
店，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这座小岛上所有建筑的设计风格和原材料
均来自当地，都能让游客体会到马尔代夫真实风情。四季酒店的几家餐厅，
布置新颖古朴，菜品风格独特，其中坎杜烧烤餐厅（Kandu Grill）提供
世界上最美味新鲜的海鲜。比较特别的是，客人可以坐在室外的沙滩上，
等候出海捕鱼归来的多尼船，然后尽情挑选你喜欢的各类鱼、虾、蟹。在
顶级厨师眼花缭乱的技艺下，烹饪出美味的海鲜大餐。
Four Seasons Resort , Kuda Huraa Island，North Male Atoll，Maldives
午餐 11:30~18:00，晚餐 19:00~21:30，周日休息
+96 0 664 4888
生鱼片、海鲜拼盘、烤龙虾
www.fourseas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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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环礁

静谧原始自然之旅
在马尔代夫，距离马累越远的岛屿越是静谧，仿佛是跌入印度洋
的隐秘世界。乘坐水上飞机去感受这些秘境岛屿也别有一番滋味，
从天空中俯瞰到蔚蓝色海水中这些晶莹的珠玉令人难以忘怀。也
许是距离的缘故，比起北部环礁，这些南环礁的岛屿更加原始、
贴近自然。它们各有特点，有的是灵修冥想的绝佳场所，有的讲
究有机低碳的生活方式以净化身心，有的则满怀历史，带给人扑
面而来的沧桑之感。徜徉其中，让人流连忘返。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从马累乘坐水上飞机大约 45 分钟即可
到达

09:00
体验丰富的水上活动——哈库拉岛
哈库拉岛（Hakuraa Huraa）位于马尔代夫南部的美慕环礁，岛中有着巨
大的泄湖、岛屿被大量珊瑚暗礁包围。另外这里海水清透、植被丰富，非
常适合开展各种水上运动，如潜水、帆板、划船、水上飞机、双体船航行、
水上跳伞等，尤其是附近大量的人迹罕至的潜水点，绝对是你前往哈库拉
岛最好的理由。
Hakuraa Huraa, Meemu Atoll, Maldives
+960 672 0065
sales@keells.com.mv
www.chaayamaldives.com

从哈库拉岛乘坐快艇约 20 分钟

11:30
欣赏独特的自然景观——拉姆拉提岛
拉姆拉提岛（Six Senses Latitude Laamu）是印度洋深处拉姆环礁上唯
一的小岛，在这个僻静的小岛上，植被茂密葱郁、沙滩白细柔软、海水清
澈透明。岛上新建的第六感度假村，既保留了原始的朴素和安静，又展现
着奢华和现代。度假村设有时尚的水疗中心、设施齐全的水上运动中心以
及气氛浓郁的瑜伽和冥想中心。如果时间有限，干脆去岛上的酒吧，不仅
可以欣赏到海洋美景，还可以享受特色的音乐歌舞表演和欣赏顶级厨师的
调酒和烹饪技艺。
Olhuveli Island, Laamu Atoll, Maldives
+96 0 680 0800
reservations-laamu@sixsenses.com
www.sixsen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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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哈库拉岛的第六感度假村，步行
即可

12:30
拉姆拉提岛的标志——第六感酒店有机餐厅
第 六 感 酒 店 的 餐 厅 都 很 有 特 色， 有 建 在 水 中 的 餐 厅、 有 用 玻 璃 建 造
的酒窖、有海上的酒吧，其中坐落在岛中有机花园的有机餐厅（Leaf
Restaurant）是拉姆拉提岛的标志。餐厅被一大片有机菜园包围，种植着
不同的蔬菜，其餐厅所用蔬菜基本都是烹饪前数小时在这里采摘的，而鱼
类也是与酒店合作的渔民专门提供。在有机餐厅你可以在二楼的公共区域
用餐，还可以在辣椒田的私人餐桌享受美味佳肴。
Olhuveli Island, Laamu Atoll, Maldives
7:30~23:00
有机花园沙拉、南瓜饺子、油浸鸭腿
人均 40 美元

从拉姆拉提岛乘坐水上飞机大约 30 分
钟抵达阿杜环礁的甘岛

14:00
骑自行车游览原住民岛——阿杜环礁
心形的阿杜环礁（Addu Atoll）位于马尔代夫最南端，是马尔代夫最重要
的环礁，这里共有 7 个通过海上栈桥相互连接的原住民岛，是马尔代夫南
部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与马累岛地位不相上下。二战期间，英国在甘
岛里设置了空军基地、营房和大型工业建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晚期殖民
地的色彩。由于英国人修建的栈桥，来到阿杜环礁旅行，你可以租用一辆
自行车探访其它居民岛，追溯马尔代夫沧桑古老的历史、体验马尔代夫南
部居民的生活，这种旅行方式在马尔大夫是独一无二的。
Addu Atoll，Maldives

步行前往度假村酒吧

16:30
复古英国军营下午茶——甘岛赤道度假村
赤道度假村（Equator Village Maldives）是由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改建
而成，曾经排列整齐的营房现如今已成为了度假酒店，四周环绕着五彩缤
纷的异国鲜花和郁郁葱葱的绿树，虽然显得简单，但是极具当地气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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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酒吧也是在旧食堂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经过重新粉刷，摆上英国人遗
留下来的台球桌、藤制家具、书籍、相册，很有怀旧的氛围。在这里点上
一杯饮料，吃着英式风格的炸鱼薯条，好似让人回到皇家空军驻扎在这里
的时期。
Equator Village，Gan Island, Addu Atoll, Maldives
炸鱼薯条
人均 15 美元
www.equatorvillage.com

从甘岛乘坐快艇 15 分钟抵达维林吉
利岛

17:00
享受“气 SPA”——香格里拉度假大酒店
维林吉利岛位于甘岛东北的西努环礁，这里由于靠近赤道，岛上拥有 12
公顷的茂密的热带树林，拥有 50 多种不同的植物，17000 多棵树木，从
空中俯瞰犹如一块碧玉嵌入印度洋之中。香格里拉度假大酒店（ShangriLa’s Villingili Resort & SPA）度假村会安排专门的向导带领游客深入其中，
享受天然氧吧的舒适，探索森林中的迷人的风貌。香格里拉酒店的水疗中
心有一种根据中国古代养生理论提供的“气 SPA”护理，通过“气”平衡按摩，
让人从头到脚彻底的放松。
Villingili Island, Addu Atoll, Maldives
+96 0 689 7888
slmd@shangri-la.com
www.shangri-la.com

步行前往香格里拉酒店餐厅

19:00
浪漫海鲜晚餐——法莎拉餐厅
香格里拉法莎拉餐厅（Fashala）位于海边沙滩之上，拥有独一无二海景
和极其浪漫的氛围。这里晚餐供应各式海鲜，从新鲜的海鱼、海虾，到味
道诱人的龙虾，一应俱全。餐厅食材全部来自周边的海域和当地农场的特
产，再由技艺高超的厨师精心搭配，定会让顾客享受一顿热带风味大餐和
全新的美食体验。如果想提升浪漫度，可以订制私人的用餐地点，如海上
游艇或菩提树林，在完全私密和安静的环境中享受美食。
Villingili Island, Addu Atoll, Maldives
18: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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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骆驼书下载

骆驼书
中国最聪明、最接地气的出境游便携指南
由当地旅游达人带路的优质行程
必玩体验、住宿、美食、购物、交通、24Hrs 特色游玩路线
以及私享深度路线
让你的境外游玩绝不是一条平凡之路
扫一扫 关注我们

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想法、建议，请告诉我们／ luotuoshu@qun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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