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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Maldives

聪明旅行家

关于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群岛中只有约 200 座有人居住，其中不少是度假酒店。设计师们在方寸土地
上发挥无尽想象，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这世外桃源吸引着那些
只想抛开一切纷扰的旅人。在这里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晒晒太阳。最劳顿的观光活动，
也不过是下海潜水，或前往原始的无人岛上来一次探险。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斯里兰卡小妞
白羊座，自由散漫朝气蓬勃。

人间天堂 马尔代夫

外企白领，多家旅游网站签

旅人总是希望能在异国他乡找到不一样的生活，这一点在马尔代夫最好实现。很多人因为麦兜爱上这

约作者、杂志撰稿人、书籍

个岛国，麦兜说这里“椰林树影，水清沙幼。”的确，马尔代夫的海很独特，由于群岛和礁湖的特殊

译者。大学毕业时后，亲自
实践间隔年和工作旅行。热
爱关于南亚的一切，常因这

构成，颜色总能分出各种层次。浅绿色的是礁湖，湛蓝色的是过度区域，深蓝色的就是较深的海了。
站在洁白的沙滩上，浅绿色的海水包围着的小小岛屿，像是玛瑙中裹着一颗美玉，隐藏着温润的光泽。

里孩子们眼睛里升起的生机
感动。因工作便利也有大把

马尔代夫的国家旅游局这样评价自己：“如果你一生中有很多次出国旅游的机会，那你一定要来马尔代夫；

时间挖掘南亚有趣之处。偶

如果你一生中只有一次出国旅游的机会，那你更要来马尔代夫。”有传言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 马

尔撰文，希望与大家共享。
微博：@ 斯里兰卡小妞

尔代夫将在 50 年后完全消失。我们暂且不去计较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只要想想前往一个即将消失的地
方，是不是已经浪漫至极？何况这里万里长空，阳光直射。这个没有阴影的地方，是那么的适合自我放空。
马尔代夫主要由大大小小 20 多个自然环礁，其中马累附近的马累环礁和马累以西的阿里环礁，云集
了大量世界级豪华酒店和独特的度假村，在这里你完全可以体验到极致的浪漫和奢华。远离马累的北
部环礁和南部环礁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发旅游，彼此之间的间隔也较远，与世隔绝的状态和不受打扰的
环境，却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关注和喜爱。
大家熟知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的模式，一抵达就被快艇或者水飞接走，所以即使去过好多次的旅客，
对本土文化也可能一无所知。马尔代夫人平时吃什么？本土居民小区是什么样？少年的是羞涩还是叛
逆？我在前一本去哪儿骆驼书《马尔代夫 . 上》中，更多地针对具有探索精神的背包客，推荐了一些
不一样的玩法和亲近当地文化的线路，比如通过马累当地旅行社实现一次玩多岛的“跳岛之旅”等等，
而在这本《马尔代夫 . 下》攻略中，我会更侧重给度假派、疲惫工作后渴望心灵放松的旅行者、家庭
型以及蜜月的旅客提供最实用的选岛指南、最酷的旅行灵感以及热门岛屿的详细信息，希望更好的帮
助大家实现马尔代夫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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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Trip

09

行前计划

马尔代夫岛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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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拉维丽乡村岛（Ranveli Village）
02. 白马庄园（Cheval Blanc Randheli）
03. 泰姬珊瑚岛（Taj Vivanta Coral Reef）
04. 双鱼岛（Olhuveli Beach & Spa Resort）
05. 太阳岛（Sun Island Resort）
06. 天堂岛（Paradise Island Resort）
07. 满月岛（Sheraton Full Moon Resort & Spa）
08. 欢乐岛（Fun Island Resort）
09. 伊露薇莉岛（The Beach House at Iruveli）
10. 悦榕庄马迪瓦鲁岛（Banyan Tree Madivaru）
11. 椰子岛（Kurumba Maldives）
12. 康杜玛岛（Holiday Inn Resort Kandooma）
13. 阿雅达岛（Ayada Maldives）
14. 芙花芬岛（Huvafen Fushi）
15. 马库努都岛（Makunudu Island Resort）
16. 杜妮可鲁岛（Coco Palm Dhuni Kolhu）
17. 蜜月岛（Meeru Island Resort & Spa Maldives）
18. 苏哈姬莉岛（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19. 皇家岛（Royal Island Resort）
20. 瑞提岛（Reethi Beach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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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基本介绍
大部分人都想挑选最完美的岛屿来深度体验马尔代夫，为了有所比较，
大家会选择“两岛游”
，也就是在两个环境和设施互为补充的岛屿上享受一次假期。
建议可以先选一个距离马累较远的大岛，体验舒服的水上屋，当然各种活动的价格也相对较低；
后几天可以选距离马累较近的潜水级别较高的小岛，感受沙滩屋的魅力，或许在房间就能看到鱼和珊瑚。
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体验更丰富多彩的马代。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适合蜜月游
芙花芬岛（Huvafen Fushi）
马库努都岛 （Makunudu Island Resort）
杜妮可鲁岛（ Coco Palm Dhuni Kolhu）
美禄岛（ Meeru Island Resort & SPA Maldives）
蜜莉喜岛 （Mirihi Island Resort）

适合亲子游
兰达吉拉瓦鲁岛 （Four Seasons Landaa Giraavari）
椰子岛 （Kurumba Maldives）
康杜玛岛（Holiday Inn Resort Kandooma）
阿雅达岛（Ayada Maldives）
笛古岛（ Anantara Dhigu Resort & SPA）

潜水爱好者
哈库拉岛（Chaaya Lagoon Hakuraa Huraa）
茵布杜岛（ Embudu Village）
苏哈姬莉岛（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蓝色美人蕉岛）
巴塔拉岛（ Bathala Island Resort）
维拉蔓豪岛（ Vilamendhoo Island Resort）

物美价廉型
皇家岛（Royal Island Resort）
瑞提海滩度假村（Reethi Beach Resort）
玛雅富士岛 （Maayafushi Tourist Resort）
菲哈后岛（Fihalhohi Island Resort）
赤道度假村（Equator Village）

奢华度假派
悦榕庄马迪瓦鲁岛（Banyan Tree Madivaru）

岛屿起步价参考
起步价 6000~10000 元之间的岛屿／康杜马岛、梦幻岛、天堂岛、白金岛、蓝
色美人蕉岛；

白马庄园（Cheval Blanc Randheli）

10000~15000 元之间的岛屿／泰姬珊瑚岛、满月岛、双鱼岛、椰子岛、瓦度岛；

索尼娃富士岛 （Soneva Fushi by Six Senses）

15000~20000 元之间的岛屿／瓦宾法鲁岛、四季库达岛、伊瑚鲁岛、薇拉瓦

德瓦纳芙希岛 （Jumeirah Dhevanfushi）

鲁岛、安娜塔拉薇莉岛、圣塔拉岛、可可棕榈岛；
20000 元以上的岛屿／索尼娃姬莉岛、芙花芬岛。

拉尼亚岛 （The Rania Experience，私人订制小岛）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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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Maldives

经典马尔代夫

top8

精彩纷呈 马尔代夫最体验
在印度洋宽广的蓝色海域中，马尔代夫群岛如一串被白沙环绕的绿色岛屿。
许多人在领略过马尔代夫的如梦似幻之后，都认为它是地球上最后的乐园。马尔代夫有铺满了细软白沙的沙滩，
气氛悠然静谧的岛屿，有热闹刺激的活动，有迷人的文化和景观，
甚至还可以租一搜私人快艇出海巡游……这里的度假生活绝不单一。
如果各种选择让你眼花缭乱，来试试以下这些精彩的体验，或许能给你的度假计划增添一些灵感。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02
［最迷人的小镇 / Utheemu 岛］
这里有一所初中、一座医疗中心、几处
清真寺和一些纪念品商店，充满清新的
小镇氛围，还有伊斯兰教传播进入之前
佛教社会的痕迹。这一地区在马尔代夫
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民族英雄穆
罕默德·塔库鲁法努就出生于 Haa Alifu
环礁的 Utheemu，他在 16 世纪把葡萄
牙 人 驱 逐 出 马 尔 代 夫。 如 今 Utheemu
岛是马尔代夫人心中的圣地，人们会来
这里拜访穆罕默德·塔库鲁法努曾经居
住的小木“宫殿”。
Utheemu Island, Haa Alifu Atoll,

01

Maldives
乘坐水上飞机 70 分钟

［最别致水屋 / 可可亚水上屋 Cocoa Island］
可可亚岛造型设计灵感源自马尔代夫当地的传统渔船——多尼船。可可亚岛很小，
一共只有 33 间水屋，非常安静，适合蜜月。这些可爱的多尼船水屋“漂浮”在水面上，
有单层的，也有多层的。而且价格也不会高到离谱，特别受到欧美客人的欢迎。
Cocoa Island, Makunufushi, South Male Atoll, Maldives
从马累机场乘坐快艇 40 分钟到达
+960 664 1818
cocoaisland@como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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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最浪漫婚礼 / 多尼船婚礼］
多 尼 船 是 马 尔 代 夫 的 一 个 标 志， 因 此
多尼船婚礼也是非常受追捧的一种方
式。 在 马 尔 代 举 办 婚 礼 的 场 所 在 岛 上
的 海 滩 或 者 是 附 近 的 无 人 岛。 新 娘 可

03
［最小资餐厅 / Ithaa 餐厅］

以乘坐马尔代夫传统的风帆多尼船到
达 海 滩 会 场， 由 当 地 的 酋 长 做 结 婚 证
人。 结 婚 仪 式 之 后， 人 们 会 跳 起 椰 子

Ithaa 餐厅位于 Rangali Finolhu 岛旁，在水下 5 米处，是世界上第一家全玻璃水

舞 为 新 人 祝 福， 非 常 具 有 马 尔 代 夫 传

下餐厅。餐厅长 9 米，宽 5 米，仅能同时容纳 14 人就餐。通过透明的弧形屋顶，

统特点的婚礼。在船上喜结良缘之后，

客人可以欣赏 270°的海底景色，五彩斑斓的珊瑚和游弋的热带鱼环绕四周，仿佛

与 亲 朋 好 友 乘 着 船 扬 帆， 也 是 爱 情 美

置身童话世界，非常浪漫。这里提供马尔代夫当地口味的西餐和各国菜肴。餐厅必

好的寓意。

须事先预定，晚餐不接受 12 岁以下儿童

Angsana Resort & Spa, Velavaru

Conrad Maldives, Rangali Island, Maldives

Island, South Nilandhe Atoll,

12:30 〜 23:00

Maldives

乘坐水上飞机 30 分钟

乘坐水上飞机约 35 分钟

+960 668 0629

+960 676 0028

mlehi.maldives@conradhotels.com

velavaru@angsana.com

05
［最唯美的纯白海滩 / 卡努呼拉岛沙滩］
卡努呼拉岛沙滩（Kanuhura Maldives）长约 1000 米，细软银白，晶莹剔透，
是马尔代夫最宽最长的海滩之一，面朝一片美丽的蓝色礁湖。站在沙滩上，潮起潮落，
水幼沙清，什么都不用思索，只剩下无限延伸的宁静。 沙滩主要由细碎的贝壳组成，
经过海水的打磨十分光滑。这里的水上别墅和豪华别墅就坐落在这美丽的泻湖上，
独立的梯子直接到达水晶般清澈的湖水。躺在白色沙滩上晒晒太阳欣赏美景最合适
不过，还可以参加 PADI Gold Palm 潜水中心和水上运动中心提供的帆板运动、
水上滑行、双体船、独木舟、游艇出租、海洋狩猎和捕鱼的比赛。
Kanuhura, Lhaviyani Atoll, Maldives
+960 662 0044
水上飞机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大约 45 分钟到达
reservations@kanuhura.com.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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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最纯净的水下世界 /Noonu 环礁］
Noonu 环礁附近位于蒂拉敦马蒂环礁的南部。主岛是马纳杜岛（Manadhoo），
但是韦利杜岛（Velidhoo）和霍卢杜岛（Holhudhoo）的人口更密集。在兰杜岛
（Landhoo）和米拉杜岛（Miladhoo）上还残留着佛教遗迹。2011 年，Noonu
环礁就已开始着手建筑马尔代夫第一个国家海洋公园。岛屿人烟稀少且开发得比较
晚，因此保留了较好的自然状态，是骨灰级潜水爱好者的圣地。
Noonu Atoll, Maldives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 45 分钟到达

06
［最民俗风情 /Baa 环礁］
Baa 环 礁 由 南 Maalhosmadulu 环 礁
和 南 部 10 公 里 处 的 小 型 Goidhoo 环
礁 组 成。Baa 地 区 渔 业 发 达， 但 出 产
的 漆 器 和 当 地 人 称 之 为 Feyli 的 棉 织
纱 笼 也 非 常 有 名。 其 中 值 得 参 观 的 岛
屿

有 Eydhafushi、Thulhaadhoo 和

Fulhadhoo。可以通过参加附近度假村
的 短 途 旅 行 来 探 访 他 们。Eydhafushi
（2800 位居民）是这个环礁的首府岛，
也 是 Feyli 的 生 产 中 心 Thulhaadhoo
（2500 位居民）则是环礁上的第二大岛
屿，同时也是漆盒和漆罐的主要生产中心。
1602 年，法国探险家 Frangois Pyrard
在 他 的 Corbin 号 不 幸 沉 没 后， 漂 到 了
Fulhadhoo（300 位居民）。
Baa Atoll, Maldives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 30 分钟到达

08
［最原始风景 / 甘岛 Gan Island ］
如果你喜欢体验马尔代夫的日常生活，那么甘岛是一个好选择。甘岛位于马尔代夫
最南端的阿杜环礁，这里有最原始的风景，大量佛教遗迹和殖民痕迹。甘岛曾是英
国皇家空军基地，如今，排列整齐的房屋从中央的接待处向四处散开，并被精心培
育、种着异国鲜花和树木的花园环绕。
Gan Island, Addu Atoll, Maldives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内陆飞机 70 分钟到达甘岛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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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 & Don’ts !

入乡随俗 & 注意事项

马尔代夫选岛指南
马尔代夫已经开发了一百多座岛屿，每一个岛都是一个度假酒店。
这种“一岛一酒店”的度假模式，使得选岛至关重要。马尔代夫的度假村不分等级，
但是环境、设施、价格差别很大。面对着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照片、天花乱坠的介绍、繁复的定价方案，
如果想要一个心满意足的假期，那么在确定度假村之前，
你一定要花大量时间尽可能的权衡。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斯里兰卡小妞

酒店等级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要么可能会缺少某些设施，要么价格更

FB，除非经济非常宽裕的客人，否则大

马尔代夫的度假酒店是不分星级的，尽

加昂贵。

都会选择省时省钱的 FB 或 HB；如果某

管现在各个酒店也都被标上五星、六星

个酒店看似便宜，结果只含 BB 餐，这
样你实际上还会支出一大笔餐费。

一个参考而已，并不代表这个度假村的

度 假 酒 店 的 价 格 以 及往 返 马 累 的
工具？

价格、服务和品质。因为即使是同一星

决定度假酒店价格的因素很多，所以在

往 返 马累 的交 通 方 式／比如，位置偏远

级的度假酒店，设施和环境也会有所差

筛选岛屿时一定要综合比较，不要仅仅

的岛屿虽然价格便宜，但必须搭水上飞

别，价格也可能相差很多。

简单的对比房价。首先，明确自己的预

机才可以抵达，而距离马累近的则可以

岛屿的大小、周围环境好坏、设施的完

算是多少，马尔代夫的奢华酒店价格一

乘船前往。飞机价格远高于快艇价格，

善度、酒店的设计风格以及酒店的服务

般在 800 美元以上，中高档酒店价格一

但水飞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以俯瞰美

等细节决定了度假酒店的等级。因为马

般在 400 美元到 800 美元之间，经济的

丽的群岛景色。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酒

尔代夫一岛一酒店，岛上房间数越多，

酒 店 价 格 大 约 是 100~300 美 元。 除 了

店报价是否包含交通费，以及是何种交

那么房价相对也就越低。同时，为了满

房价，必须考虑的费用至少有两样：

通工具。

富，不过随着更多游客的到来，那么人

餐饮／在度假酒店自己做饭是不可能的，

水上屋还是沙滩屋？

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也越难有

而酒店餐厅的价格并不便宜，所以很多

对大多数游客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房型

宁静悠闲的感觉。

酒店提供灵活的打包价格，有只包含早

了。
“沙滩别墅”
（建在沙滩上，面向大海）、

同样的，在地处偏远的小岛，周围环境

餐 的 BB、 半 膳 宿 的 HB（ 包 括 早 餐 和

水上别墅（水上屋）、花园别墅（建在

更加原始，也不容易被打扰，但这些岛屿，

晚餐，午餐需要另付费）已经全包套餐

内陆，很有可能看不到大海）的价格差

的星级，但这并非国际标准，只是作为

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岛上设施也就越丰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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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很大。所以你要想清楚，差一倍的价格，

则是由著名的 SPA 公司运营，并且建造

SPA 中 心， 但 有 的 酒 店 是 海 下 SPA、

你是一定要住昂贵的水上屋，还是能接

的地理位置可谓独一无二；有的酒店只

有的酒店是丛林 SPA、有的酒店甚至拥

受沙滩屋？如果既要经济又要体验，不

有一个大餐厅，而有的度假村会有几家

有独立的 SPA 岛。当然这不是仅有的活

妨考虑“水上屋 + 沙滩屋”组合这样聪

不同特色的餐厅供游客选择。

动项目，有的酒店可以安排一日游，这

明的办法。另外，同样包括浴缸、吧台、

是少有的了解真实马尔代夫的方式之一；

电器设施的房间，也要了解是按摩浴缸

酒店活动项目怎样？

有的酒店拥有自己的游艇或多尼船，可

还是普通浴缸、是包含酒柜的吧台还是

这一条适合进阶型客人。如果不满足于

以安排日落迅游或者夜间垂钓等活动；

空空如也的冰箱等。

简单的晒太阳和散步，可以考虑酒店的

有的酒店拥有设施齐全的健身中心甚至

此外，马尔代夫有的度假村是简单的水

活动。一般酒店都会有一个水上中心以

高尔夫球场，除了度假你还可以锻炼身

泥建筑，有的设计则是出自大师之手，

及可供浮潜的近海海域，但是不同的是

体；有的酒店提供烹饪、瑜伽等课程，

与该岛的环境相辅相成；有的度假村只

有的度假岛有多达 50 个潜水点、有的酒

还有丰富的海洋知识讲解。所以当你准

有公用的大泳池，而有的则在房间内建

店拥有潜水学校、有的酒店可以安排外

备预定度假酒店之前，先要看看这里有

造了私人按摩游泳池，甚至是冲浪池；

海深潜活动。

没有适合你兴趣的各种活动，以及这些

有的酒店 SPA 只是桑拿和按摩，而有的

除 此 之 外， 每 个 岛 屿 还 都 会 拥 有 一 个

活动是不是有折扣或者免费。

哪种氛围更适合你？
马尔代夫的度假酒店在尽可能做到尽善尽
美的同时，又突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如果一对度蜜月的情侣不想被吵吵闹闹的
孩子们破坏气氛，又或者喜欢户外运动的
度假者不想困在奢华的度假村无所事事，
那在选择度假酒店时先要明确自己的喜
好。如果为了享受一个不被打扰的假期，
那么就选择远离马累，酒店设施完善的岛
屿；如果是去度蜜月，那么就选择房间条
件舒适、私密性强、有蜜月套餐的岛屿；
如果喜欢刺激的户外运动或者热爱潜水，
那么对房间的要求会少一些，更关注周围
有没有一流潜水点、天然的冲浪条件或者
酒店户外活动。

选岛相关细节提示！
除了上述的各种选岛方法，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
的。比如，如果你是蜜月或者结婚纪念旅行，那么
提前告知酒店，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为您准备一些礼
品或者意外的惊喜，如沙滩烛光晚餐、红酒等等；
如果你是带着小孩去度假，那么提前与酒店联系，
小孩是否可以入住，是否有供儿童游玩的儿童俱乐
部和儿童陪伴服务，因为有的蜜月岛是不允许小孩
入住的，有的岛屿禁止儿童住水上屋；如果计划去
潜水的游客，那么达到之前查看一下有没有折扣，
并且提前关注一下你旅行期间这个水域是否适合潜
水；一人独自旅行或两人以上住在同一个房间，也
需要咨询酒店是否要补差价或床位费；经常关注酒
店动态，什么时间翻修过、现在是否有施工、是否
有新的旅行方案提供等。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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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Hot Islands

探索热门岛屿

Snorkeling
奢华浮潜

泰姬珊瑚岛
泰姬珊瑚岛（Taj Vivanta Coral Reef）是印度著名的 Taj 集团在马尔代夫的两个度
假村之一（另外一个是泰姬珍品度假岛），也是 Taj 集团较早经营的岛屿。2009 年
8 月重新翻修，保持了 Taj 酒店一贯的时髦和奢华。
泰姬珊瑚岛很小，绕一圈也仅需要 15 分钟左右。岛上鱼类和珊瑚丰富，因此主打浮潜，
房间布置还不错。每天下午 5 点会有喂鳐鱼表演。适合喜欢小岛、同时对房间和浮潜
关键词：时髦、奢华、浮潜
消费指数：★★★

都有一定要求的旅行者。如果是前来蜜月旅行的话，那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缺
点就是沙滩不太好，礁石也有点多。房间密度偏高，不是那么宽敞。
Vivanta by Taj - Coral Reef, Hembadhu, North Mal Atoll,Maldives
+960 664 1948
距离机场约 32 公里，快艇约 50 分钟
vivanta.coralreef@tajhotels.com
www.vivantabytaj.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泰姬珊瑚岛的房型主要有海滩别墅、豪华沙滩别墅、水上别墅和泳池沙滩套房。
海滩别墅（沙屋）／共有 12 栋，风格优雅，房间面积 58 平方米，建在阳光普照的沙
滩上，茅草屋顶显得原始自然，喜欢阳光沙滩的旅行者可以选择这个房型。
豪华沙滩别墅（豪华沙屋）／共有 16 间，私密性比普通沙滩别墅更好，并且有采光
淋浴设备。豪华沙滩别墅在柔细的白色沙滩上，远离海水，也是茅草顶设计。房间面
积 66 平米。明亮的大玻璃窗可以伴着海景入眠。
水上别墅（水上屋）
／要注意这个岛上的水屋并不是四面环海的，而是沿着海岸一字排开。
房间面积 85 平米，每栋别墅都有一块私人的甲板，从这里客人可以直接跃入碧蓝的大
海中，拍照也很棒哦。卧室中也是落地玻璃窗，可以躺在床上欣赏到层次分明的印度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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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沙滩套房（沙滩别墅）／在岛上最显眼的是两套泳池沙滩套房，这个复式别墅拥
有着茅草屋顶，两间卧室、一个大会客厅和落地玻璃窗。

美食
Latitude 餐厅／泰姬珊瑚岛的主餐厅，内部装饰别致时尚，主要提供地道的亚洲美食，
并且每日更换菜单。早餐时间 7:00~10:00，午餐时间为 12:00~14:30，晚餐时间为
19:00~21:30。Hembadu Palm Grill 是位于泳池旁的露天餐厅，提供新鲜的海鲜以
及肉品食材，现场由厨师烧烤，适合喜欢铁板烧的铁板达人。
Rukkrui 餐厅／泰姬珊瑚岛的主题餐厅，位于泳池畔，可环视蓝色的海洋， 开放式的
空间，主要提供自助餐，而且主题每天都会变化，除了亚洲菜外， 还有欧美菜、马尔
代夫本地的特色菜等。
Local Specialty ／一家供应本地菜肴的特色餐厅，光看名字就能知道，可以试试马
尔代夫菜—油炸金枪鱼，味道很不错。

酒吧
Reef Bar ／号称有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烈酒，以及自创的“Fuse”鸡尾酒。这里
经常有现场娱乐表演，有时候是迪斯科之夜，有时候是魔术表演，种类繁多。
The Beach Bar ／民族氛围感很强的酒吧，就在沙滩前。这里提供餐前酒及冷热饮
料的服务，还有多种美味小吃与特色菜肴。

玩乐
泰姬珊瑚岛的娱乐设施比较齐全，香蕉船、帆船、双体船、深海捕鱼、滑水、风帆冲浪、
日光和夜景钓鱼、 游览和潜泳前往沙洲、 跳岛游等。
由于周围海域的生物较多，超过 600 余种鱼类可以让潜水爱好者大饱眼福，在这里
可以享受到完全的潜水体验。除此之外，度假村的 JIVA 水疗中心提供一系列真正的
印度传统治疗方法和经验，其中包括印度和印度香物治疗，为顾客提供一种时尚，舒
缓的气氛。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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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ful
甜蜜优雅

双鱼岛
双鱼岛（Olhuveli Beach & Spa Resort）位于南马累环礁东部，拥有长达 2 公里的
洁白美丽的海滩，曾连续荣获“最佳海滨奖”。这座南北狭长岛屿比较大，岛上的风
景优美，设施完善现代。房型和餐厅选择也比较多，属于比较综合、各方面比较完善
的一个岛。
岛上适合观赏鱼类。延伸至码头的栈道附近就有很多鱼儿巡游。码头沙地一侧沿岸尽
关键词：中文服务、物超所值、经济之选
消费指数：★★★

是密集的小鱼，数量极多。 码头另一侧是延伸成峭壁的礁岩地形，每块礁岩周围都有
蝶鱼、雀鲷等珊瑚礁鱼类。缺点是没有免费的宽带，也没有免费水提供。
Olhuveli Beach & Spa Resort, South Malé Atoll, Maldives
+960 664 2788
距离马累机场 34 公里，乘坐快艇约 45 分钟
info@olhuvelimaldives.com
www.olhuvelimaldives.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豪华客房／位于离沙滩不远处，面海而建，面积约 50 平方米，设有露天的阳台，站
在阳台上就可以俯视珊瑚海滩与泄湖的美景。
海滩别墅／双鱼岛的豪华水上别墅面积约 63 平方米，每栋独立且位于沙滩边，每间
房均设有向外延伸的私人阳台，可以舒适地晒太阳，享受宁静的一天。别墅周围被各
种树木包围，整个环境自然和谐。
豪华水上别墅／位于海滩边的独栋别墅，每间客房均有漂亮的外观和豪华的设备。房
间外有露天庭院和精致的花园浴室。此外，别墅还有一个私人甲板，甲板上有楼梯延
伸入海水中，可由此进行浮潜观鱼。
按摩池水上别墅／位于岛边缘的海水之上，设施与豪华水上别墅相同，除此之外，在
私人露台上设有一个按摩池。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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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水上别墅／专为新婚蜜月的夫妇设计，提供完整的私密性。蜜月水上别墅提供一
个独立的起居室与豪华客厅，在客厅就可远眺远处的海景。别墅露天阳台上配备带桑
拿的小房间和按摩浴室。
总统水上别墅／位于岛南部水上屋区的最顶端的两间，这两间套房可提供完全的私密
空间和无阻碍的视野。套房内设计精致，融合了现代设计和传统马尔地夫式建筑风格。
一层的私人阳台设有一私人泳池和一露天按摩池，
二层的阳台有一楼梯可直接下海浮潜。

美食
双鱼岛主要有四个餐厅，日落餐厅完全坐落在大海之上，是双鱼岛的主餐厅，就餐环境
和视野都相当好，以自助形式提供各国风味菜肴。礁湖餐厅是岛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餐厅，
坐落在海滩之上，可俯瞰美丽的海滩和泄湖中午提供简餐，晚上可举办正式的晚宴。四
味餐厅只在晚餐时段开放，提供日本、泰国、印度以及马尔代夫本地的特色菜肴，可以
选择在室内和室外的座位上用餐。比萨餐厅位于双鱼岛主湖旁，主要提供各种特色比萨、
汉堡包和三明治等西式美食。餐厅选用新鲜食材、应季蔬果以及本地的海鲜烹饪，有亚
洲、地中海及西式等多种风味，是吃简单的午餐或者正餐之间小食的好去处。

酒吧
礁湖酒吧是双鱼岛的主酒吧，在这里除了品酒聊天，每天晚上还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如
迪斯科舞会、电影赏析等，因此可以欣赏到本土特色的音乐。多尼船酒吧按照多尼船造
型建造而成，主要提供各种含酒精和不含酒精的饮料、鸡尾酒，以及各种零食。日出酒
吧／这是一个环湖而建的小酒吧，景致优美，适合于朋友、爱人聊天休息。

玩乐
顾名思义，双鱼岛是赏鱼的好地方，双鱼岛潜水中心位于栈桥尽头，岛周围还有很多
不错的潜水点，如库达坎多、拿破仑礁以及珊瑚花园等，同时夜间潜水也是一个非常
值得尝试的体验。同时，在双鱼岛上，可进行的水上活动还有皮划艇、日夜垂钓、香
蕉船、玻璃船、帆板、冲浪、黄昏赏海豚巡航等。
双鱼岛另一大亮点就是 SPA，Sun SPA 水疗中心规模较大，有 6 间护理室，提供以
中国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基本元素的融合传统中药的 SPA，活络全身，
彻底舒畅你的身体、心灵和灵魂深处。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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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al
经济实惠

太阳岛
太阳岛（Sun Island Resort）是位于阿里环礁最南端的一个大型岛屿，作为马尔代
夫最大的度假村之一，太阳岛以活动丰富、餐饮选择多、价格实惠而闻名，非常适合
家庭度假和亲子型的度假。
这里的房间很大，还有不错的室内、室外卫生间、坐浴盆和小吧台。每件东西都很现
代化，在设施和布置上却略显平庸。在一大堆新秀度假岛屿里稍显没落，缺乏大家想
关键词：老牌度假岛、实惠
消费指数：★★★

象中马尔代夫度假岛屿应该带来的热带气息和灵动的设计感，胜在价格实惠。
Sun Island Resort , Nalaguraidhoo, South Ari Atoll, Maldives
+960 668 0088
距离马累机场 107 公里，乘坐水上飞机 35 分钟到达
info@sun-island.com.mv
www.sun-island.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太阳岛度假村客房多达 426 间，分为四种房型，其中有建在沙滩上的 136 间豪华客
房和 218 间建高级豪华客房，建在水上的 68 间水上别墅以和 4 间总统套房。房间面
积普遍不大，设施大同小异，提供满足生活的空调、电视、网络、冷热水淋浴、迷你
酒吧等，可以说太阳岛的住宿环境泛善可陈，略显平庸。

吃喝
太阳岛面积很大，所以餐厅选择也很多。度假村共有 5 个餐厅和 11 个酒吧，其中主
餐厅 Maaniyaa 餐厅供应丰盛的当地和国际自助餐；可以选择室内室外就餐，水上别
墅边的露天烧烤餐厅，供应烧烤海鲜；位于别墅尽头的太阳星泰国餐厅，供应各种泰
式料理和东方美食；位于栈桥前面的 Ristorante Al Pontile 是一家意大利餐厅，提供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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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的意大利美食。除此之外 ，大堂酒吧安静舒适，在这里可以品尝各种葡萄酒、饮料、
鸡尾酒等，而坐落在泳池边的泳池酒吧更是游客们享受美酒美食的好地方。

玩乐
太阳岛有多种活动供客人选择，不过旺季人多，建议提前预定娱乐项目。在大堂走廊
里有告示栏，上面有各种活动的报名表，可能如果想参加哪项活动，只要提前预留姓
名和房号就可以。太阳岛提供潜水、冲浪、荒岛之旅、邻岛游、全天列岛游、村庄旅
行、鲁宾逊漂流记等有趣的活动，同时还有运动中心，游客可以参加羽毛球、乒乓球、
篮球等体育活动，还可以租赁自行车绕岛骑行。除此之外，太阳岛的主楼设有购物街，
这里化妆品店、电器店一应俱全，价格适中，是购买纪念品和礼物的好地方。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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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热门团游

天堂岛
其实在习大大前往马尔代夫访问之前，天堂岛（Paradise Island Resort）就非常受
中国人欢迎了。岛上风景优美，大小适中，提供中文服务，使前往度假的中国客人没
有任何语言障碍。这里有 40 幢建在浅海的水中别墅，以及 200 套面向大海的海景套房，
适合不同的预算。不过这里的设施比较一般，算是马尔代夫入门级的岛屿，只是距离
机场的很近，交通方便。到天堂岛的团队游客比较多，一般自由行的客人很少考虑该岛。
关键词：习大大同款、团队游客多、价格

Paradise Island Resort & Spa, Lankanfinolhu,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便宜

+960 664 0011

消费指数：★★★

距离马累机场 10 公里，乘坐快艇 15 分钟到达
info@paradise-island.com.mv
www.villahotels.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天堂岛的酒店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建在海滩上的沙滩屋，另一钟就是就是建在海
上的水上别墅。天堂岛的客房都是面向大海，但大都装饰简单，白墙白砖。220 间沙
滩屋，每一间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私人沙滩，出门便可以漫步在绵长的白沙滩上。
其余 62 间都是为水上别墅，大都在海啸之后翻修过，装修简洁时髦、干净明亮，其
中 2 套天堂套房与 2 套海洋套房最为高级奢华，游客可以在私人的泳池游泳，也可以
坐在私人的甲板上欣赏美丽的海景。

吃喝
选择一价全包的客人会在天堂岛泳池边的主餐厅享受一日三餐，这个凉风习习的餐厅
以自助餐的形式供应丰盛的国际美食。Ristorante al Tramanto 位于码头边，可以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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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大海，提供正宗的意大利菜肴；Fukuya Teppanyaki 位于泳池边，擅长日本菜肴，
需要预订；Farumathi 餐厅以海鲜为主；泄湖餐厅则提供各种国际美食，整体来说这
些餐厅并无惊艳之处。一价全包是比较实惠的选择。
天堂岛的 5 间酒吧位于餐厅和游泳池的旁边，其中有拥有茅草遮阳伞的海滩酒吧以及
浪漫气氛的钢琴酒吧等，其中最推荐的是落日酒吧，每当夕阳西下，壮丽的落日景色，
总是吸引很多游客前来。

玩乐
天堂岛的活动十分丰富，除了健身馆、水疗中心以及浮潜活动，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广阔平静的泄湖十分适合风帆运动和双体船活动，在蔚蓝的天空下，游客可以体验到
各种水双运动的快乐与刺激。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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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国人青睐

满月岛
作为是马尔代夫众多度假岛屿中最早向中国人开放的一个度假村，满月岛（Sheraton
Full Moon Resort & Spa）在中国拥有很高的人气，这里中文服务完善，距离马累
机场较近、水上运动丰富、并且价格便宜。度假村共有 150 多间客房，设施齐全，
并且以最环保的方式、最自然的建材来保护周围环境。
Sheraton Full Moon Resort & Spa, Furanafushi, North Malé Atoll, Maldives

关键词：中文服务、价格实惠、面积大
消费指数：★★★

+960 664 2010
距离马累机场 6 公里，乘坐快艇 15 分钟
sheraton.maldives@sheraton.com
www.starwoodhotels.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满月岛有 176 间水上别墅和沙滩豪华房，所有房间都是用椰树叶作为屋顶，配有木
制百叶窗和私人花园或露台，以及传统的马尔代夫装饰，充满自然气息。
海滨豪华客房／满月岛的 44 间海滨豪华房都是由当地工匠设计并建造，从殖民时代
的建筑得到灵感，完美结合茅草屋顶，充满马尔代夫风情，凸显温馨舒适的氛围。
海岛别墅和海滨别墅／满月岛的海岛别墅和海滨别墅是专为追求额外空间和私密性的
客人而特别设计，为客人带来与众不同的海岛体验。海岛别墅濒临礁湖，热带花园围绕，
给人清新宜人的感觉；茅草搭建的海滨别墅，面朝大海，拥有小路直通海滩。
水上小屋／满月岛共有 52 栋水上小屋，分散于度假村北侧的水面上，超大的私人阳
光露台，让客人可以享受明媚的阳光和一望无际的海洋美景，适合情侣入住。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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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别墅与水上套房／满月岛的水上别墅和水上套房均临水而建，木制的结构、茅草
屋顶，原始自然，超大的落地窗外是迷人的海景。水上套房的设施相当，只是多了一
个迷你的私人泳池。
这里的很多沙滩别墅看不到海，海景别墅不可
直通海滩或礁湖。

海景别墅／位于满月岛东端的海景别墅拥有全岛最温馨宜人的设计，现代的设施、时尚
的设计、清新的色彩，独立的泳池、室外淋浴间、私人花园，共同营造了奢华私密的空间。

美食
盛宴餐厅／满月岛的主餐厅盛宴餐厅位于泳池边，是一个开放式的茅草亭，可以俯瞰游泳
池和热带花园。餐厅采用原始自然的度假村装饰风格，用餐氛围轻松。每日以自助餐的形
式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以及各种美味饮品，在晚餐时段根据当日主题供应不同风味的菜肴。
海盐餐厅／位于海滨供应不同风味的烧烤，在开放的厨房中，客人可以边欣赏厨师们
烹饪技术，一边品尝各种美食。注意，餐厅每周二、四、六晚间营业。
其他／泰国 Baan 餐厅提供传统美味的泰式料理，只在晚间营业，不过每周二休息。
沙岸咖啡厅位于湖畔露台，风景宜人，从中午到晚间营业，提供各式饮料、自制冰淇
淋以及马尔代夫风味的特色菜肴。卡萨·卢纳餐厅是提供传统风味的地中海餐厅，以
供应世界各地经典美食和纯正葡萄酒著称。

酒吧
停泊酒吧是度假村的主酒吧，面对着全景的海洋，提供各色鸡尾酒和小吃。浪子酒吧
布置现代，是经典的英式酒吧，提供丰富的冰镇啤酒。沙滩酒吧位于沙滩之上，提供
各种饮品，氛围轻松惬意。

玩乐
由于满月岛距离马累比较近，所以度假村提供多项与马累有关的旅游活动，如马累购
物、参观鱼市等，在向导的带领下，参观马累的清真寺、总统府等重要景点，体验与
众不同的马尔代夫。同时，度假村客服中心还为游客提供了订制环岛游，你可以前往
附近的无人岛，在原始的海滩和浅水区玩耍。除了特色的游玩项目，岛上的体育运动
和娱乐活动也比比皆是，潜水学校、运动中心、健身房一应俱全，而夕阳垂钓、深海
捕鱼、飞机摄影、日落巡航等颇受游客欢迎。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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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sing
活动丰富

欢乐岛
欢乐岛（Fun Island Resort）度假酒店位于南马累环礁的 Badufinolhu 岛上，设有
2 个餐饮场所以及坐落于白色沙滩上并配有私人阳台的实惠客房。这里没有水上屋，
也没有豪华的装修，低调而朴实。欢乐岛的亮点在于丰富的活动和低廉的价格，正如
同它的名字一样，这里以各种有趣的活动而闻名，潜水、独木舟、双体船、橡皮筏、
三体船、风筝滑水、水上摩托车、沙滩排球、远足、日落巡航等等应有尽有，如果你
关键词：价格低廉、活动项目众多
消费指数：★★

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岛屿晒晒太阳、看看书，那么欢乐岛则不是你的目的地。
Fun Island Resort , Bodufinolhu, South Male' Atoll, Maldives
+960 664 0033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快艇 45 分钟到达
info@fun-island.com.mv
www.starwoodhotels.comwww.funislandmaldives.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欢乐岛度假村提供了 51 间标准房和 8 间奢华房，客房全部位于海滩上并带有私人的
海滩，享有海洋美景。
标准房／度假村的标准房房间虽小，但配备了空调、电话、冷热水淋浴、以及迷你酒
吧等，能满足住客的基本生活需求。
豪华房／豪华房的设施更加全面一些，包含电视、露天淋浴、户外浴缸，室内装饰和
细节也都好于标准房，不过价格稍微比较贵一些。
和马尔代夫其他度假村的酒店相比，欢乐岛度假村的住宿价格算是偏低的，特别适合
经济型的客人。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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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
欢乐岛上的餐厅和酒吧不多，分别各有一间。
Farivalhu ／该餐厅是欢乐岛上的主餐厅，提供早、中、晚餐的自助餐，包括马尔代
夫当地口味以及国际风味菜肴，此外还有不同主题的自助餐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
Envashi Cafe ／咖啡吧提供点餐服务，包括各式各样的冰淇淋、咖啡以及新鲜果汁，
营业时间从早上 10:00 起直到晚上最后一位顾客离开。
度假村主酒吧／提供应有尽有的各式美酒和果汁可以满足不同客人需求。酒吧每晚
18:30~19:30 的 Happy Hour 也是不容错过的，所有的鸡尾酒 8 折优惠，小吃全部
免费。
如果你不愿意在大食堂的主餐厅就餐，你可以联系酒店的客服，他们可以给你安排在
一个完全无人的小岛享受最独特浪漫的晚餐。

玩乐
正如马尔代夫经济型度假村所共有的特点一样，欢乐岛度假村以各项活动而著名。这
里广阔的泄湖以及内容丰富的水上运动中心为游客提供了多种精彩的项目，你可以参
加冲浪、独木舟、双体船、风帆、橡皮筏、三体船、风筝滑水、水上摩托车、爱斯基
摩独木舟、各类被牵引式运动等水上运动，也可以在潜水中心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两气
缸潜水、全日潜水、夜间潜水等活动。
除此之外，酒店还可以安排各种远足活动，如日间或夜间钓鱼、日落航游、跳岛旅行、
观海豚或鲸鲨、马累观光等。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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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rious
神秘探险

伊露薇莉岛
伊露薇莉岛（The Beach House at Iruveli）位于马尔代夫最北端的 Haa Alifu 环礁，
原名玛娜法鲁岛，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宁静、最美丽、最偏僻的度假胜地之一，同时也
是探险的理想地方。伊露薇莉岛拥有马尔代夫的传统热情，同时与朴素、高雅的亚洲
风情配合得天衣无缝。度假村现代化的配套设施、美不胜收的海岛风情、舒适周到的
服务，都会让客人感到温馨和快乐。这里的每一间别墅和套房都提供有私人游泳池和
关键词：私人管家泳池、免费浮潜设备、

一个私人管家，并且设施齐备水上中心，丰富多彩的课程，都会让人感到快乐。

消费偏高、硬件设施好

The Beach House Iruveli, Manafaru Island, Maldives

消费指数：★★★★

+960 650 0400
距离马累机场 320 公里，乘坐水上飞机 70 分钟
info@beachhousecollection.com
www.beachhousecollection.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伊露薇莉岛的每一个客房都很不错，最低档次的房间也达到 152 平米，每一间客房
都带有私人的游泳池、露天浴室以及一位私人管家，可以说水上屋和沙滩房都很漂亮。
海滩别墅／伊露薇丽岛沙滩泳池别墅被岛屿的茂密植物所环绕，茅草屋顶显得雅致自
然。每一间海滩别墅都拥有私人的凉台，从这里可以欣赏到白色沙滩的迷人景色。
水上别墅／一直延伸到泄湖上，可观赏到印度洋的美景。客房设施完善，起居室内由
玻璃铺成的别墅地板，可以让海底景色一览无遗。浴室为半开放式结构，可以看到大
海的景色。其中，偶数号的别墅还可观赏到日落。
海滩套房／被郁郁葱葱的植被包围的海滩套房，让客人犹如置身热带森林之中。套房
拥有私人海滩，客人可以在海滩凉台中休息或者玩耍。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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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水上别墅／与普通水上屋的最大区别是朴素典雅的马尔代夫室内设计，并且别墅
提供一个宽广的无边泳池、传统的马尔代夫秋千以及舒适的水上吊床。
其他／大水上屋楼阁是伊露薇丽岛唯一的一栋水上阁楼，展示了优雅和独特之传统味
道，它拥有两间卧室、一个私人游泳池、以及桑拿和蒸气浴室，设施齐全，奢华无比，
还可欣赏到印度洋全景。大沙滩屋楼阁采用独特的棚屋设计的建筑，周围环境宁静，
硬件设施非常完善。

吃喝
和其他岛屿不一样，伊露薇莉岛的每家餐厅都让人感到惊喜。住在岛上的日子，你的
味蕾也丝毫不会疲惫。
藏红花餐厅／伊露薇莉岛最老的一家餐厅，它依水而建，全天供应丰盛的美食。夜间
这里就会变成一个主题餐厅，主要提供亚洲风味以及马尔代夫风格的菜肴。
Salt Water 餐 厅／面 向 印 度 洋， 是 观 赏 伊 露 薇 丽 岛 日 落 的 最 佳 场 所。 餐 厅 提 供
各 式 西 班 牙 风 味 的 小 吃 以 及 餐 前 饮 料。 每 晚 18:00~19:00 与 21:30~22:30 的
“Happy Hour”，还可以观看 DJ 现场表演，并享用独特风格的桑格利亚汽酒配
方和水烟。
地窖餐厅／位于海平面以下，存放着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等美酒，曾被纽约《葡萄
酒观察家》杂志评为 2013 年优秀奖，在这里可以参加一次风格独特的美食之旅。
30 度餐厅／马尔代夫最奢华的私人水上餐厅之一，仅提供高档预约服务。餐厅建在水
面上，这里没有菜单，你可以在琳琅满目的小盘精美菜肴中挑选，并佐以独特的葡萄
酒侍酒师精心搭配的配餐红酒。

玩乐
伊露薇莉岛海水汹涌，所以这里的浮潜条件并不理想，尽管潜水学校提供九种语言的
潜水课程，并且免费提供浮潜装备。不过 VDWS 认证的水上活动中心众多高质量的
设施可供选择，如帆板运动、双体船、独木舟、踏板船、水上滑行、摩托艇等。
考虑到家庭游客，特意辟出一个儿童乐园，这里提供适合 3~12 岁儿童活动的儿童泳池、
游乐场、游戏室、迷你攀岩墙、蹦床等，提供婴儿托管服务，并且开办烹饪班、定制
娱乐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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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ing
特色帐篷

悦榕庄马迪瓦鲁岛
悦榕庄马迪瓦鲁岛（Banyan Tree Madivaru）由三个为一组的帐篷组成，里面提供
另一个层次的奢华环境，帐篷内设施齐全，豪华大气，当你深入其中，既可以体验到
原始的孤岛气氛，又能享受现代奢华带来的舒适。全岛仅有 6 组独立的特色帐篷式别
墅，每组有专门的管家来照顾，这里的环境别具一格，生态完好，没有任何人工雕刻
的痕迹。马迪瓦鲁岛在马尔代夫已是远近闻名，这里提供最尊贵的体验、最私密的氛围、
关键词：6 座独立的帐篷、中文服务、六

最体贴入微的服务，让人心旷神怡。

星顶级岛屿、专属管家服务

Banyan Tree Madivaru, Madivaru, North Ari Atoll, Maldives

消费指数：★★★★★

+ 960 664 3147
距离马累机场 45 公里，乘坐水上飞机约 20 分钟
corporate@banyantree.com
www.banyantree.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在 16000 平方米的马迪瓦鲁岛上，仅仅设有 6 栋“帐篷型泳池别墅”，每栋客房
均由 3 个帐篷所组成，中央是卧室，左右分别为起居室和浴室，中间是一个大型私
人游泳池。不过你完全不能小看它，无论是建筑装饰、还是硬件设施，抑或是 24
小时的私人管家式服务，都绝对不逊于任何岛屿，而其安静和天然却是其他岛屿难
以企及的。

延伸阅读

帐篷别墅简介

岛上 6 间帐篷住房各分布在南、西、北三个方向，以顺时钟的方向从南方开始依次为
1 到 6 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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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别墅／全岛唯一拥有蒸汽浴室的别墅，周围绿色植被覆盖率很高，但据称蚊子也
是最多的。
2 号别墅／离岛上拖尾沙滩最近的别墅，景色漂亮，是摄影爱好者的首选。
3 号别墅和 4 号别墅／岛上的日落房，可以欣赏到印度洋日落。但是由于沙滩和别墅
之间树木少，泳池、卧室清晰可见，因此这也是岛上私密性最差的两间别墅。
5 号别墅／拥有全岛最好的一块私人沙滩，并且也是岛上私密性最好的建筑之一。
6 号别墅／全岛浮潜最好的一个。由于马迪瓦鲁岛浮潜的最佳区域是从栈道的头一直
到 6 号别墅，其它房间只能从栈道下到海下潜水，只有 6 号别墅可以从自己的私人海
滩下水。

吃喝
悦榕庄集团号称把最好的厨师、最好的管家以及最好的 SPA 都放到马迪瓦鲁岛了因
此在这里享受不同风味的美食并不困难。Boa Keyo 是岛上唯一的餐厅和酒吧，位于
海滩边，这个以当地一种树木命名的餐厅，供应国际美食，享有海洋景色。
不过几乎没有人会到这里用餐，因为在马迪瓦鲁岛的一大特色就是用餐是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你既可以选择在别墅内用餐，也可以到人迹罕至的沙洲用餐，还可以在巡
回于附近各岛的游艇上用餐，只要你想吃，就可以通知私人管家，他会按照你的要求
去安排。
马迪瓦鲁岛提供各式当日捕获的新鲜海鲜，提供各种风格的菜品。同时，每间客房都
有私人的酒窖，游客可以不用去酒吧就可以品尝到各式美酒。

玩乐
在极其注意私密性的马迪瓦鲁岛，除了环岛游不允许以外，几乎提供其他岛屿能提供
的一切活动，并且马迪瓦鲁岛私有的“悦榕马迪”号，每日定时安排客人出航，包括
日落巡游、日 / 夜间捕鱼、观海豚、跳岛观光以及蝠鲼观赏巡游等活动。
不过当你来到悦榕庄酒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悦榕 SPA。这里继承了悦榕 SPA 的精
髓，在宁静私密的环境中，舒缓神经、享受按摩和身体护理，在马迪瓦鲁这个热带天
堂彻底放松身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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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历史悠久

椰子岛
椰子岛（Kurumba Maldives）建于 1972 年，是马尔代夫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岛屿度
假村，由于便利的交通和齐全的设施，深受游客的欢迎。同时，这里曾多次接待各国
政要名人，朱 基、吴仪、小布什和克林顿都曾下榻于此岛。碧海、蓝天、白沙，与
其它度假岛屿自然景观无二，但这里精心栽培的椰子树，则给了游客眼前一亮的感觉。
度假村共有 180 间海景客房，无水上屋，但你只要步行几步便可到达海边。房屋内空调、
关键词：历史悠久、接待政要、
商务会议、

露天淋浴间、卫星电视、私人阳台一应俱全，七个餐厅和四间酒吧，提供丰富的美食。

瑜伽课程

酒店提供各种水上活动，以及首都观光、列岛环游、并可以代为看管孩子。

消费指数：★★★

Kurumba Maldives, Vihamanafushi, Maldives
+960 664 2324
距离马累机场 2 公里，乘坐快艇 10 分钟
reservations@kurumba.com
www.kurumba.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房型分类
椰子岛虽然拥有顶级的客房接待各国政要，不过现代死板的建筑风格，多少让人有些
反感。
高级套房／宽敞的双层复式结构的小楼式建筑，内有 4 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片自
己的私人海滩与阳台，客人随时可以到海边散步。
花园别墅／位于沙滩上的一片热带花园中，拥有私人的庭院和私人泳池，私密性很强，
非常适合家庭和新婚夫妇居住。
海景豪华房／坐落在海边上，拥有开放式的淋浴和一个可欣赏印度洋壮丽风景的露台，
舒适而隐秘。
海景豪华别墅／位于沙滩上，距离印度洋几步之遥，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碧蓝的大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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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景豪华总统别墅／别墅面积为 255 平方米，采取复式结构，每间别墅都有大客厅
面向海边，庭院内有亲水走廊以及私人泳池，在这里，你从卧室即可以俯瞰海滩。
海景皇家别墅／全岛唯一的皇家别墅，面积 768 平方米，受到各国元首的青睐。两
间豪华的卧室以及两个私人游泳池，并设有一个宽大的海岸平台。别墅内设施奢华，
此外，还有私人管家提供 24 小时的服务。

美食
椰子岛一共有 9 家餐厅，每个餐厅每周都会有 1 天休息，因此预定时要咨询清楚。
维哈玛那餐厅／椰子岛上的主餐厅，能容纳近 300 人同时就餐。这里提供一日三餐，
多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菜品种类丰富，涵盖世界各地口味的各样美食。
海洋烧烤餐厅／一家位于海边的 BBQ 餐厅，可以一边用餐， 一边欣赏动人的印度洋
美景。烧烤用的海鲜都是新鲜的鱼类和虾，并配有独特调制的蘸料。
其他／ Hamakaze 铁板烧餐厅是一家日式餐厅，主要供应铁板烧、寿司、生鱼片等
日式美食。黄金贝壳松餐厅提供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伦巴第、撒丁岛和西西里的美食，
以及各种优质葡萄酒。库伦巴·马哈尔餐厅主要提供种类繁多的印度料理，浓郁咖喱
气息给不少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酒吧
海滨酒吧／在椰子岛宽阔的水上露台，你可以品尝到上等的葡萄酒和点心，还可以吃
到一些牛、羊排及海鲜烧烤大餐。同时，这里每周都有精彩的现场乐队表演。
沙滩酒吧／位于海岛的西端，你可以在金色的沙滩上享受清爽的饮料和小吃，同时这
里是欣赏日落美景的最佳地方。

玩乐
椰子岛上的娱乐活动数不胜数，这里有设施齐全的潜水学校，有提供各种娱乐项目的水
上中心、健身房、儿童俱乐部、护理院、不规则的泳池等，附近还有全球最有名的冲浪
胜地，你只需短时间乘坐游船，就可以在北马累环礁体验刺激的冲浪感。此外，椰子岛
度假村 Veli 水疗瑜伽中心提供与众不同的瑜伽课程，蓝天碧海之间，在专业的瑜伽老
师指导下，呼吸着热带海岛新鲜的空气，倾听着海浪的声音，让自己全身心放松。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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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g
潜水胜地

康杜玛岛
康杜玛岛（Holiday Inn Resort Kandooma）是最受欢迎的岛屿之一，因岛上种
植众多的 Kandoo 树而得名，坐落在南马累环礁，与奢华的可可岛隔海相望。经过
2004 年印度洋海啸灾难后，于 2008 年重新开业，它并不刻意去营造一种奢华浪漫
的梦幻感，而是给人一种亲切温馨、平易近人的独特体验。这里走年轻化路线，酒店
还为家庭游客提供照顾小孩的服务。虽然康杜玛岛附近的珊瑚在海啸侵袭时遭到严重
关键词：深潜服务、冲浪运动、

破坏，但不远处的几个著名浮潜地点依然趣味盎然。同时，周围的 20 多个深潜点以

儿童俱乐部

及天然的冲浪条件，使之成为全球最令人欢迎的潜水和冲浪胜地之一。

消费指数：★★★

Holiday Inn Resort Kandooma, Kandooma Fushi, South Male’ Atoll, Maldives
+ 960 664 0511
距离马累机场 35 公里，乘坐快艇 1 小时或水上飞机 20 分钟
reservations.hikandooma@ihg.com
holidayinnmaldives.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共有 157 间客房，分花园房、沙滩别墅、海景别墅以及水上别墅等不同房型，房间
风格设计简洁，采用刷白木材和大窗户的设计，营造出清爽温馨的感觉。
花园房／单层独栋的沙滩别墅，隐藏在郁郁葱葱的椰林之间，每间客房都拥有私人的
室外露台，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海边。花园房隐秘性高，适合喜欢安静的客人。
沙滩别墅／建于沙滩之上，有单层和双层之分。单层别墅房间面积为 36 平方米，房
间配备了大景观窗户，屋内设计现代；双层沙滩别墅的一层为生活区，二层为卧室，
可以更好地欣赏大海，该房型适合家庭入居，因此也称为家庭房。
海景别墅／面向大海，分上下两层，设计豪华，特别适合前来度蜜月的旅行者。
水上别墅／最受欢迎的房型，分为日出水上屋和日落水上屋，其中日出水上屋面向大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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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视野开阔，每天可以看到绝美的日出，而日落水上屋朝向岛屿，价格便宜，可以
观看到海岛日落。同时每间水上屋都有一个延伸到海面的阳光露台，在露台尽头是一
个水中吊床，躺在吊床之上就可以欣赏清澈海水中游弋的热带鱼。
总统水上套房／ 170 平方米的水上套房，装修豪华，服务周到 , 是岛上最好的房间。

吃喝
康杜马咖啡／位于靠近游泳池的海滩区，有室内和室外座位，提供地中海式美食、亚
洲风味美食、印度美食、铁板烧以及各各种各样的特色食物。
厨房餐厅／位于海滩前，餐厅以开放式的厨房为特色，用餐的客人可以直接坐到厨师
的餐桌前，品尝厨艺精湛的厨师当场烹制各种海鲜以及多达 250 种葡萄酒。厨房餐
厅周二和周六的 12:00~14:30 提供任点心自助餐。
其他／露台餐厅位于二楼的露天平台上，椅子是中式的美人榻，只提供泰式及地中海
风味的晚餐。The Lounge 这个慵懒的餐厅提供早餐和下午茶，在这里可以观看专属
自己的潜水视频。此外，每周有 3 个晚上，在八点半后，可以在海滩的星空下，欣赏
经典影片。Bokkuraa 咖啡厅不但提供精致的咖啡、茶、甜点和自制冰淇淋，还可有
如诗如画的大海及蔚蓝的天空。

玩乐
因海啸而被严重破坏的珊瑚，导致这里浮潜环境不佳，但靠近 Kandooma 海峡，深
潜环境却很好，小岛周围有近 20 个潜水点，在这些绝佳的专业潜水点，可以看见小
丑鱼、松鼠鱼，甚至是濒临灭绝的绿海龟。
康杜马岛还是世界级的冲浪胜地，这里拥有多个环境优越、可供冲浪的冲浪点。除了
潜水和冲浪，度假村还提供许多水上及陆上娱乐项目，让游人体验，如篝火晚会、参
观当地人岛屿、黑白影片欣赏、海洋生态介绍、日落之旅等等，另外，岛上还有两项
特殊的活动，一项是观星导览——由当地的星象专家引领游客探索群星的奥秘，另一
项是水底曲棍球，很挑战参与者的水性，喜欢尝鲜的人不妨一试。
除此之外，康杜玛岛的科莫香巴拉水疗中心，曾被权威旅游杂志评选为全球最佳水疗
中心，而康杜玛岛度假村儿童俱乐部提供保姆服务、全天候托育以及一系列的儿童活
动，并给予儿童全新的大自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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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ious
静谧奢华

阿雅达岛
阿雅达岛（Ayada Maldives）位于马累以南 400 多公里的 Gaafu Dhaalu 环礁，于
2011 年开放。这是一座入门级的奢华型小岛，有 112 座豪华别墅、七家餐厅、酒吧
和咖啡厅。 Ay SPA 水疗中心值得一提，占地 3500 平方米之大。岛上还有儿童天地、
水肺潜水中心和各种水上运动场所。
阿雅达度假酒店曾获得了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学会授予了国际五星钻石品质奖。虽然这
关键词：房间奢华、私密性高、
中文服务、

里距离马累比较远，但远离嘈杂，静谧奢华，况且在淡季折扣很大。当然，相比其他

家庭旅游服务经验

奢华级岛屿，阿雅达的服务没有那么细致入微，不过毕竟价格划算。

消费指数：★★★★

Ayada Maldives, Maguhdhuvaa Island, Gaafu Dhaalu Atoll, Maldives
+960 684 4444
距离马累机场 432 公里，先乘坐内陆飞机 60 分钟，再换乘快艇约 55 分钟
info@ayadamaldives.com
www.ayadamaldives.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马尔代夫阿雅达岛度假村有 112 间别墅，包括 8 种马尔代夫当地风格的别墅和套房，
面积从 100 平方米左右到 300 平方米不等，全是由木材和茅草材料建成，有私人游
泳池。
沙滩别墅 / 距离沙滩很近，有卧室，浴室，阳台、花园和泳池。别墅拥有专门的林荫
小道与沙滩相连，非常便捷。
海洋别墅 / 分布在岛屿北面清澈的印度洋中，巨大的露台与海面直接连接，悬挂在露
台尽头的海洋吊床，可以享受日光浴。
沙滩套房 / 面向泻湖，有直通沙滩的小路。套房适合家庭度假，有更多的独立的卧室，
并且有一个巨大的私人花园。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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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沙滩套房 /14 栋日落沙滩套房，分布在岛屿的西南角，面向泻湖。与沙滩套房相比，
这里面积更大，风景更美，适合家庭住宿。
日落环湖套房 / 坐落在岛屿的西侧海滩上，临近海洋，面向美丽的泄湖，这里可以看
到壮丽的海洋日落场景。
日落海洋套房 / 分布在岛屿北面的印度洋中，由栈桥与岛屿陆地相连，这里拥有更大
的面积以及更奢华的装饰。
皇家海洋套房 / 凭借其独特的位置，双层的别墅为客人提供位于不同楼层的两间卧室，
两间浴室，以及一个配有日光躺椅和沙发床的 111 平方米的阳台。

吃喝
MAGU 餐厅 / 阿雅达度假村的主餐厅，位于东部沙滩之上，面向大海，共 162 个座位，
提供早晚餐，既有国际水准的自助餐，也可以单独点餐。在悠闲别致的氛围里，厨艺
精湛的厨师会现场为顾客烹饪，客人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可口的菜肴。
The Ocean Breeze Bar/ 位于波光粼粼的泄湖边，提供午餐和晚餐，在这里你可以
品味经典地中海风味美食和现代创新菜肴。
KAI 餐厅 / 融合了马尔代夫、印度和日本装饰风格的餐厅，带给人与众不同的视觉冲
击，主要提供亚洲风味的美食。
美酒起司岛 / 建于清澈蔚蓝海面的水上餐厅，仅可容纳 27 位宾客。夕阳西下，品尝
美味的奶酪和葡萄酒，加上眼前最美的泄湖风光，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其他 / The Ottoman Lounge 提供最地道的土耳其咖啡和各种口味的传统水烟，是
欣赏日出的最佳地点。Zero Degree 酒吧是阿雅达岛的娱乐中心。晚上化身为舞池，
还会举办卡拉 OK 之夜、现场音乐及各种娱乐项目。

玩乐
阿雅达岛的水上活动项目也比较完善，但最值得骄傲的是由全球享有盛誉的 ESPA
公司经营的 Ayspa 水疗中心和 ZUZUU 儿童俱乐部。
占地面积 3500 平方米的 AYSPA，拥有 8 栋独立的护理别墅，配有私人澡堂、蒸
汽浴室、桑拿室和马尔代夫第一家土耳其浴室，游客可以得到安静的休息和放松。
ZUZUU 儿童俱乐部是是儿童的天堂，为 4~12 岁孩童提供了一个安全、完善的活动
中心，开设体验课程和娱乐活动。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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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时尚梦幻

芙花芬岛
Huvafen 当地语为“梦幻”的意思，岛上的风景的确美得似幻似真。海岛周围是美
丽的礁湖、白色的沙滩、湛蓝的海水。整个岛屿被茂密葱郁的热带植物包围，就像是
自然主义的乐土。芙花芬岛（Huvafen Fushi）是马尔代夫永恒的 NO1，但极少有
模仿者能像它那样低调中彰显奢华。世界上第一个玻璃建成的水下房间，可以边欣赏
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边体验水下酒吧和水下 SPA；马尔代夫最引人瞩目的水上别墅，
关键词：六星顶级岛、时尚奢华、
快艇岛、

每个阳台都有俯瞰大海的大型的无边泳池；独一无二的水上瑜伽帐篷，在练习瑜伽放

中文服务

松的同时与大海零距离接触。

消费指数：★★★★★

Huvafen Fushi,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 960 664 4222
距离马累机场 24 公里，乘坐快艇约 30 分钟
reservations.maldives@peraquum.com
huvafenfushi.peraquum.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作为马尔代夫众多度假岛中的王者至尊，整个芙花芬岛可谓极尽奢华，其中一半客房
为水上别墅，包括海滩别墅在内，所有客房都带有私人泳池，提供一对一的管家服务。
沙滩别墅 / 拥有大片洁白纯净的私人专属沙滩，不远处就是色泽千变万化的海洋，游
客可以在专属海域享受大海带来的乐趣。别墅后院是私人泳池和秘密花园。
礁湖别墅 / 面朝东北，可以欣赏到绚丽的日出。位于沙洲浅水区的礁湖别墅适合喜欢
水屋，又不善游泳的客人，通过水上别墅的露天甲板可以直接步入清澈的海水中。
豪华沙滩别墅 / 比普通沙滩别墅更加宽敞，装饰也更精致典雅，你只需躺在房间前木
质的阳光露台上，就可以观赏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和印度洋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
海景豪华水上别墅 / 坐拥日落美景，并且是深水区，透过室内大厅的玻璃地板，就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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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别墅有专用的木质步道直通大海入口处有专用的大泳池，并且
浴室拥有大型景观窗，让你在泡澡的时候也能一饱印度洋的景色。
海景顶级别墅 / 超大的面积，设计前卫。大量采用玻璃，通过主卧室的玻璃地板，可
以望到蔚蓝透明的海水，同样整片的玻璃墙让你感受蓝色珊瑚礁的奥妙。
海洋顶级别墅 / 坐落在全岛最佳的日落观景点区域，内部设计豪华高雅，错层式观景
台有餐厅和按摩浴缸，入口是专用的大泳池。

美食
赛希尔餐厅 / 芙花芬岛的主餐厅，开放式的空间，白沙的地板，显示浓郁的马尔代夫
风格，顾客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在室内还是室外享受一日三餐。
Raw 餐厅 / 餐厅提供的菜品就如同它的装饰一样—原始自然、富有创意。Raw 餐
厅崇尚自然健康，各种食物体现了低盐、低卡、低油、低糖以及未加工食材的简约概念。
Salt 餐厅 / 位于海面上的新鲜海鲜餐厅，不仅让你和大海近距离接触，还可以提供混
合了东南亚风格、地中海菜式的美食。
Fogliani’s 餐厅 / 位于海岸一棵棕榈树下的天篷里，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木烤披萨。

酒吧
Vinum 水下酒吧 / 马尔代夫第一家水中酒吧，在这座位于海底 40 米处玻璃房间里，
游客们可以近距离欣赏到海底生物，同时，也提供各国顶级、稀有的美酒。
UMBar 酒吧 / 酒吧位于泳池畔，无论是摆设还是装饰都显得气氛十足。在轻拂的海
风中，你品尝各式现榨果汁、鸡尾酒，享受片刻的宁静。

玩乐
提到芙花芬岛不得不提这里的水底芳疗室，这是一座花费一年时间建造而成的海底水
疗中心。在舒适轻松地环境中，游客在接受专业护理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蓝宝石般
的海底风光以及各种游弋的热带鱼群。
除了独特的水下 SPA，芙花芬岛上还建造了独一无二的水上瑜伽帐篷，有专门的印
度瑜伽教练教授瑜伽课程，让游客在蔚蓝的海洋中放松身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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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ly
神秘仙境

马库努都岛
马库努都岛（Makunudu Island Resort）位于北马累环礁，虽然很小但是却充满自
然气息。小岛上高大的棕榈树、闪闪发亮的白色沙滩，仿佛一个神奇的仙境，又如一
处隐逸僻所。在这里你可以完全将工作、压力抛于脑后。马库努都岛的面积仅有 2.4
公顷，藏匿在茂密树林中的 36 间海滩别墅显得十分低调，但内部设计和装饰却极具
品位。这一地区有着完美的潜水点，海滩别墅边也很适合浮潜，同时潜水学校的潜水
关键词：质朴自然、服务亲切、免费潜水

介绍、风帆冲浪、短途旅行都是免费的，因此到马库努都岛度假都是来自德国、英国、

消费指数：★★

法国和意大利的寻求放松和度蜜月的游客。
Makunudu Island Resort,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960 664 6464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快艇 55 分钟到达
sunland@dhivehinet.net.mv
www.makunudu.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马库努都岛是一个大约 6 英亩的小岛，这个面向自然派游客的度假村，为了尽可能降
低的开发对原始环境的破坏，这里没有修建水屋，仅有的 36 栋马尔代夫传统风格的别
墅，隐匿在葱郁的热带植被之中。所有房间都面对大海，并且使用天然的木材和石头进
行建造和装饰，简约的白墙，露天的浴室，除了特意不放置电视，这里的设施一应俱全。

吃喝
马库努都岛度假村的餐厅和酒吧不是很多，各有一间。
Ara Iru 餐厅 /Ara Iru 当地语意为“升起的太阳”提供东西方各国的美食以及丰盛的
自助餐，每周都有海滩烧烤，你完全可以大饱口福。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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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 酒吧 / 提供各式葡萄酒、鸡尾酒以及鲜榨果汁，这里是放松的好去处，伴随着
舒缓的音乐，看潮起潮落。营业时间 7:30~ 次日凌晨 1:00。

玩乐
马库努都岛地区有着完美的潜水点，你可以直接潜到暗礁上，那里的珊瑚长得最好且
鱼最多，会让你仿佛进入到龙宫一般，眼花缭乱、美不胜收。潜水学校还可以带领潜
水爱好者前往远离岛屿、人员稀少的秘密潜水点，其中有可以看到鲨鱼和鱼鲼的鲨鱼
点，还可以欣赏五彩缤纷的软珊瑚以及成群的鹰鳐鱼。除了潜水，在马库努都岛还拥
有一个水疗中心、一个图书馆，水上中心、以及可以安排前往附近的岛屿和渔村参观，
并且提供的风帆冲浪、帆船航行和短途旅行等活动都是免费的。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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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itive
热带天堂

杜妮可鲁岛
杜妮可鲁岛（Coco Palm Dhuni Kolhu）是一处热带度假天堂。它位于马尔代夫巴
环礁最私密的岛屿，这座呈半圆形状的岛屿，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清澈碧绿的礁湖
将这座葱郁的小岛紧紧拥抱，洁白细腻的沙滩点缀其间，98 栋别墅和餐厅、酒吧、
SPA 中心散布在棕榈林中，显得宁静而原始。作为蜜月度假和夫妇们享受私密旅行
的理想选择，这里的服务水准相当高，因此杜妮可鲁岛拥有许多常客。
关键词：蜜月度假、沙质细腻、
私密性强、

Coco Palm Dhuni Kolhu, Dhuni Kolhu, Baa Atoll, Maldives

价格偏高

+960 660 0011

消费指数：★★★★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 30 分钟到达
reservations.dhunikolhu@cocopalm.com.mv
www.cocopalm.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杜妮可鲁岛度假村总共有 98 栋圆柱形茅草屋顶别墅，分别为 58 间沙滩别墅，26 间
豪华别墅，12 间泄湖别墅以及 2 间日落泄湖别墅。所有别墅都是独立的，造型自然美观，
布置浪漫温馨，视野开阔，设施一应俱全，只不过 14 间水上小屋已经显得比较陈旧。
沙滩别墅 / 坐落在海边沙滩上，可以眺望大海。白色的墙壁、茅草屋顶清新自然。开
放的花园浴室，在洗澡的时候可以看见夜空中的繁星，但并非所有沙滩别墅都能看到
海景。
豪华别墅 / 除了沙滩别墅的设施，这里还有小型的私人泳池和下沉式浴缸，在周围茂
密的植被掩映下，可以一边游泳，一边欣赏美丽的海景。除此之外，私人阳台与露天
沙发也更加浪漫。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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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湖别墅 / 坐落在泛着青绿色波光的泄湖中，配备了可以俯瞰海景的按摩浴缸以及私
人泳池， 从别墅阳台可通过楼梯直接进入海中。
日落泻湖别墅 / 宽敞的日落泻湖别墅拥有至高的奢华和绝对的私密性，豪华海景浴室、
温泉浴，室内 / 室外淋浴以及巨大私人阳台和泳池，一切都不受干扰。

美食
贝壳餐厅 / 拥有非常醒目的帐篷式屋顶建筑是杜妮可鲁岛的主餐厅，这里有现场烹调
料理台，提供点菜服务，也有汇聚了欧洲和亚洲不同口味的自助餐。
山茱萸餐厅 / 隐匿在茂盛植被后，拥有田园般的用餐环境，可以欣赏到印度洋海景。
提供马尔代夫传统风味的美食，以及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和其他亚洲国家菜肴。
山茱萸烧烤餐厅 / 位于沙滩的树林之中，提供不同口味的海鲜，颇受顾客欢迎。

酒吧
贝壳酒吧 / 位于一个传统的马尔代夫风格的楼阁之中，可以欣赏到大海和泄湖全景，
提供种类繁多的饮料和点心。
礁湖酒吧 / 建立在泄湖的高处，浅水区域适合欣赏浪漫的落日，无水区域适合只想喝
杯饮料的客人。
泻湖酒吧 / 建在泄湖的高处，一部分在沙滩之上，另一部分位于水中，专门为游泳者
提供服务。日落时分，酒吧还提供浪漫的涉水体验。

玩乐
杜妮可鲁岛提供大量的体验和探索型活动，海洋运动爱好者可以去潜水、出海、冲浪，
喜欢陆上运动的游客可以选择参加健身、网球、羽毛球等运动，喜欢安静的人也可以
去图书馆读书、到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参加瑜伽课程。岛上的水疗中心采用来自印度尼
西亚、泰国以及印度的护理技法，并配合阿育吠陀的传统古老的健康理念，为客人提
供各式混合按摩，让客人得到放松和平静。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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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c
质朴浪漫

蜜月岛
蜜月岛（Meeru Island Resort & Spa Maldives）又称美禄岛，建于 1978 年，位
于北马累环礁的最东面，是马尔代夫老牌的蜜月岛。在马尔代夫众多岛屿中，蜜月岛
应该算是比较大型的岛屿了，居全国第三。巨大的面积分摊了整体的成本，因此岛上
房间非常多，活动也异常丰富。
岛屿有一部分面积用来种植水果蔬菜。蜜月岛很少见人工的痕迹，大部分地区保留得
关键词：面积大、活动多、性价比高

非常完好，处处巧妙地将热带风情与人类智慧融合，质朴而浪漫，纯真而富有乐趣。

消费指数：★★★

总的来说，蜜月岛符合各色人群的需要，它也因极高的性价比，非常适合经济型游客。
Meeru Island Resort & Spa, North Male' Atoll, Maldives
+960 664 3157
距离马累机场 45 公里，乘坐快艇约 50 分钟
reservations@meeru.com
www.meeru.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花园房 / 蜜月岛共有 58 套花园房，每个客房都被绿色的椰子树环绕，并配有面朝沙
滩的阳台。这些房间干净舒适，家具自然原始，富有异国情调。
沙滩别墅 / 位于蜜月岛东南沿岸，每个房间都是独立的，不易被打扰。所有别墅都面
向大海，透过窗子就可看到外面景致。半露天设计的浴室更是一大特色。
水上别墅 / 在蜜月岛东部海岸边拥有三十余间 60 平米大小的水上屋，坐在房外的阳
光甲板上就可以一边听着海浪声，一边眺望一望无际的印度洋。你可以直接从房间跳
入海水中游泳、浮潜，同时还是欣赏日出的最理想位置。
蜜 月套房 / 蜜月岛拥有两栋独立的、建在海上、远离岛屿的套房，只能乘坐传统
的“多尼船”前往，在这完全不受打扰、安静隐匿的建筑中，绝对会有一个特别
的蜜月体验。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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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
岛上共有五家餐厅和一家酒吧。
Farivalhu 餐厅 / 蜜月岛的主餐厅，客人可以在这里享用自助早餐、午餐和晚餐，
也可以单点，品种丰富，并且每天菜单还会不断的变化。早餐 7:30~9:30，中餐
12:30~14:00，晚餐 19:30~21:30。
Maalan 餐厅 / 位于岛屿北部的自助式餐厅，每天都提供不同的菜式，主要为水上别墅、
海上屋、沙滩别墅的客人供餐。Asian Work 餐厅正如它的名字，这里只有提供各种
亚洲特色的美食，位于岛屿的南端，营业时间为 9:30~22:00。
Goma 餐厅 / 位于停靠在度假村边缘的一艘游艇之上，可以近距离的与大海接触。这
里全天开放，提供各式海鲜、肉类烧烤，同时提供各种亚洲菜肴。
Hungaanu Coffee Shop/ 一家快餐式的餐厅，位于礁湖旁，可以俯瞰大海。这里
全天供应食品，可以满足时间比较随意的游客的要求。
Dhoni Bar/ 位于沙滩泳池旁，提供各种酒水和果汁饮料，同时这里娱乐项目也比较
丰富。

玩乐
蜜月岛附近有 50 多个潜水点，可以看到大量的海洋生物。并且蜜月岛上的水上中心
拥有良好的冲浪设备，并且提供冲浪课程。除吃之外，每周一的电影、每周五的当地
舞蹈表演、全天候的印式和泰式 SPA、完善的 9 洞高尔夫球场、小而精的马尔代夫
历史民俗博物馆、列岛游、飞行拍照、马累观光等，每项活动都非常有趣。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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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t
方便快捷

苏哈姬莉岛
苏哈姬莉岛又被称为蓝色美人蕉岛，它是 1980 年开发的，2010 年翻新重建。这座
呈鸡蛋状的岛屿由白色的海滩和蓝绿色的珊瑚礁石环绕，岛上覆盖着浓郁茂密的棕榈
树，仍然保留着热带岛屿的原始风貌。
苏哈姬莉岛距离马累仅有 13 公里，乘坐快艇大约 25 分钟即可到达，靠近著名的
Okobe Thila 潜水点以及以“胜利”号沉船形成的潜水点，在 5 星级的国际潜水学校
关键词：距离马累近、适合潜水、房间

的带领下，很容易到马尔代夫最好的潜水区体验。不过由于房间密度大，私密性会差

密度高、装饰简陋

一些。简陋的条件、一般的风景，适合预算有限、不是很挑剔的顾客。

消费指数：★★

Thulhagiri Island Resort and Spa Maldives, North Male' Atoll , Maldives
+960 664 5930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快艇 25 分钟到达
info@thulhagiri.com.mv
www.thulhagiri.com.mv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沙滩屋屋 / 美人蕉岛共有 52 间沙滩屋，这些房子呈六边形，屋顶都是用厚厚的茅草
建成，房间内的所有家具都是用竹子和藤木制成，非常自然。不过沙滩屋比较密集，
部分房间看不到大海。
水上屋 /31 间水上屋也体现着浓郁的原始海岛风格，其中远端的水屋景色最好。水屋
也都是竹制结构，一切原始自然。屋内的茶几下是透明的玻璃地板，可以看到游弋的
热带鱼，到了夜间，水屋灯光更能吸引不同的海洋鱼类。

吃喝
Riveli 餐厅 / 美人蕉岛的主餐厅，早中晚餐都是自助餐的形式，融合了亚洲、地中海
和马尔代夫各地的风味。黄昏时分，还可以边享用美食、边欣赏日落和大海。
Qunar 骆驼书

|

39

The Velaavani 酒吧 / 位于海龟聚集的浅湾处，与环礁湖和暗礁相临，全天提供清爽
的果汁和美味的小吃，时而在这里你还能发现海龟甚至是罕见的海豚。
沙滩酒吧 / 几乎全天营业的沙滩酒吧，提供各种鲜榨果汁和鸡尾酒，不要错过落日鸡
尾酒时光，此段时间享用鸡尾酒将享受 20% 的折扣。

玩乐
在美人蕉每天都有固定的活动，如果你想参加，那么就在当天的活动表上填上自己的
名字与房间号，凑够 8 个人就可以出游了。
这里拥有马尔代夫最好的珊瑚礁，所以潜水和浮潜是不可错过的项目。这里专业的潜
水学校提供基本的潜水课程和高级课程，并且可以组织潜水爱好者到马尔代夫最好的
潜水点潜水。除此之外，风帆冲浪、独木舟、玻璃船、香蕉船、岛上观光购物、夜间
垂钓等活动也非常受顾客欢迎。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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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豪华尊贵

皇家岛
光看到皇家岛 （Royal Island Resort）的名字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尊贵和风度，这家
豪华的五星级度假酒店岛屿位于马尔代夫北部巴环礁东北部边缘，岛上覆盖着美丽的
菩提树和茂密的树林灌木，四周环绕着白砂糖般的天然沙滩和蓝宝石般的环礁湖，这
一切使得皇家岛扬名在外，成为世界名人、大亨和巨贾的休假首选，就连俄罗斯总统
普京也无法抵抗它的魅力，2005 年皇家岛被评选为亚洲最佳度假村。虽然皇家岛硬
关键词：皇家气息、价格实惠、人工痕

件和服务都非常优秀，但是价格非常实在，性价比非常高。

迹较重

Royal Island Resort, Horubadhoo, Baa Atoll, Maldives

消费指数：★★★

960 6600088
距离马累机场 118 公里，乘坐水上飞机 35 分钟
www.royal-island.com
info@royal-island.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海滩 别墅 / 皇家岛共有 148 栋海滩别墅，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两层阁楼式的建筑，并
且全部面向大海，为客人提供了很好的私密性。房间设施一应俱全，并且印度尼西亚
红木制成的古朴高雅的家具，让客房有着浓郁的古典皇室的味道。
总统套房 / 皇家岛所有客房都是沙滩屋，仅有的两栋总统套房也不例外。这两栋总统
套房位于岛屿两侧，分别可以欣赏到日出与日落的壮丽景色。

吃喝
Maakanaa 餐厅 / 皇家岛的露天餐厅，在餐厅就可以欣赏到迷人的海景。餐厅提供各
式各样、具有异国特色的美味菜肴，以新鲜的海鲜、蔬菜、水果、谷物组成，客人可
以有多种选择。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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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bondhi 餐厅 / 坐落于一片自然沙堆和丰富热带植被下，简单优雅，主要提供地
中海风味的美食，包括海鲜和肉类，还有口味纯正的葡萄酒和沙拉。
皇家岛拥有 4 间酒吧，全天开放的 Boli 酒吧，建造在泳池旁、拥有壮观海景的 Pool
Bar，提供各种含酒精和无酒精饮品及迪斯科的 Fun Bar，以及位于度假村中心露天
池畔、供应清爽 Mocktails 和创意鸡尾酒的 Palm Terrace。

玩乐
皇家岛上的活动相当丰富，各种海上陆地活动比比皆是，像浮潜、独木舟、摩托艇、风
筝冲浪等，以及健身房、运动馆，大多数运动项目和器材租赁都是免费的。另外还拥有
一个超大的垂钓区，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5 月，世界各地的垂钓爱好者都会涌到这里。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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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生态自然

瑞提岛
Reethi 在当地语里是“美丽”的意思。瑞提岛 （Reethi Beach Resort）位于巴环
礁北部，周围环绕着宽度不一的美丽海滩。小岛绿荫浓密，生态保护很好，使人深刻
地感受到与大自然的亲近。岛上的所有建筑都是茅草屋顶，设计与环境和谐融合。
这个岛上仅有 15% 的土地被改建，私密感非常好，适合不愿意被打扰的客人。刚刚
对中国客人开放的瑞提海滩度假村的游客多是来自欧洲，这里提供一价全包服务，并
关键词： 私密性高、欧洲游客多、活动

且度假村提供各种专业和舒适的活动，让客人在美景里享受经济实惠的假期。

丰富、性价比高

Reethi Beach Resort, Fonimagoodhoo Island, Baa Atoll, Maldives

消费指数：★★★

+960 660 626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 35 分钟到达
info@reethibeach.com.mv
www.reethibeach.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Reethi 别墅 / 位于沙滩之上的 Reethi 别墅，有着茅草屋顶和露天的浴室，环境清幽
和谐。每间客房设施齐全，空调、电话、迷你酒吧、卫星电视、以及私人天台，一应
俱全，给人如家一般的感觉。
豪华 别 墅 / 位于瑞提海滩度假村的 30 栋豪华别墅近距离面对着蔚蓝的印度洋，与
Reethi 别墅的区别是它的装修和装饰更加完美讲究，除了必要的各种设施，房间内
还有传统的马尔代夫秋千和奢华的浴缸供客人使用。
水 上 别 墅 / 瑞提海滩度假村建立在清澈海面上的别墅，拥有与 Reethi 别墅同样
的设备，但是能够观看壮丽海景的私人阳台、私人的浴缸让来到这里的情侣或新
婚夫妇感到更加浪漫，值得一提的，每个水上别墅还有一个可以欣赏到热带鱼的
鱼洞。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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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Rehendhi 餐厅 / 瑞提度假村最大的餐厅之一，提供各种国际美食。同时 Rehendhi
餐厅为了迎合更多客人需要，为不同客人提供健康的饮食菜谱，同时还为糖尿病病人
和素食主义者提供了特别的食物。
瑞提烧烤屋 / 瑞提度假村的瑞提烧烤屋，提供从海鲜到烤肉等不同种类的各式烧烤，
满足肉食爱好者的胃口。这里每天为客人提供不同主题夜晚，厨师们精心准备各种烧
烤和蔬菜、甜品。
Dhivehi 餐厅 / 这是一家仅供应马尔代夫美食的餐厅，客人可以在原始的音乐伴随中，
品尝到当地最原汁原味的美味菜肴。
Huvandhumaa 餐厅 / 瑞提度假村的中国餐厅，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中式菜品，
并且可以在室内或者美丽的花园中用餐。

酒吧
Moodhu Bar/ 在 24 小时营业的 Moodhu 咖啡厅位于海面之上，你可以一边品尝这
个各式饮料，边看美丽的海洋风光。
Rasgefaanu Bar/ 位于小岛心脏位置的 Rasgefaanu 吧，你可以享受到壮丽的风光
和热情的服务，酒吧丰富的娱乐设施也总是让客人觉得轻松愉快。
Veyodhoshu Bar/ 泳池边的 Veyodhoshu 吧，让你在游泳过后，享受到畅饮的痛快。

玩乐
虽然瑞提度假村的房间比较普通，但是全方位的娱乐活动大受游客的欢迎。度假村有
一个泳池、健身房、羽毛球馆、网球馆等设施，度假村的潜水学校保持着五星标准，
开设 PIDI 及 SSI 课程，并且提供马尔代夫潜水学校中极少提供高氧潜水。
因为小岛广阔的礁湖，让风帆冲浪、滑翔伞、喷气式划水等水上活动可供选择。除此
之外，喜欢远足的游客可以探索无人岛或者原住民文化，喜欢安静疗养的游客可以在
水疗中心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和美容美体服务。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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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ity
田园风光

拉维丽乡村岛
拉维丽乡村岛（Ranveli Village）位于马尔代夫南阿里环礁，距离马累国际机场仅有
35 公里。Ranveli 在马尔代夫语中意为“金色的沙滩”，这个田园般的小岛，四周
环绕着未受破坏的天然泄湖、高大葱郁的棕榈树、宁静清澈的海水、纯朴洁白的沙滩，
犹如天堂一般。
Ranveli Village Maldives, Ari Atoll,，Dhangethi, Maldives

关键词： 原始古朴、潜水爱好者天堂、

+960 668 0828

活动多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 25 分钟到达

消费指数：★★

info@ranvelivillage.com
www.ranvelivillage.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拉维丽乡村酒店提供宽敞的海景或沙滩客房，所有房间面临海滩，阳光充足、宁静安逸，
可以让人忘记都市的喧嚣。客房内提供基本的设施，如空调、木制家具、电话、无线
网络等。
但如果你是一个对酒店硬件要求较高的客人，那么拉维丽可能会让人感到失望，因为
房间内连电视机都没有，也没有免费的饮用水、转换插头等设施。不过不要以为这里
毫无乐趣，它与马尔代夫很多三星岛一样，不以房间为卖点。

吃喝
拉维丽乡村酒店唯一的餐厅 Raakani 餐厅建在岛屿中央，供应当地美味和国际菜肴，
包括早中晚餐，客人用餐前需要提前预定。餐厅也可以应客人要求安排海滩晚餐。另外，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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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 Badi 酒吧全天候提供含酒精和不含酒精的饮料，专业的调酒师会按照客人要求
调制各式美酒。在海边、泳池边、日光浴甲板上，你都可以边享受美景，边品尝美酒。

玩乐
拉维丽所在的该地区是马尔代夫著名的潜水胜地，附近海域有着丰富的海洋鱼和珊瑚
资源，在专业的潜水教练带领下前往马尔代夫最好的潜水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
的珊瑚和鱼类。在这里，不管你是初学者还是发烧友都会感到非常兴奋。
除此之外，这家经济实惠的度假村还为客人提供傍晚巡游、海岛特别野餐、风帆冲浪、
独木舟等多种活动，可以说拉维丽度假村更加适合喜欢新鲜岛屿体验的游客。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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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e
高端现代

白马庄园
这座刚刚运营不久的白马庄园（Cheval Blanc Randheli）是一座主打奢华牌的岛屿。
岛屿的很多细节上都非常到位，定位高端。这里有巨幅的玻璃大门，12.5 米长的私
人泳池、私家服务等等。酒店与岛上的自然环境、热带丛林、泻湖景观融为一体，设
计时尚现代，但与马尔代夫传统元素精妙结合，营造出一个浑然天成、功能齐全、舒
适温馨的环境。
关键词： 非凡精选、私人泳池、私家服

Cheval Blanc Randheli, Noonu Atoll, Maldives

务、时尚现代

+ 960 664 2672

消费指数：★★★★★

从马累国际机场乘坐水上飞机 40 分钟到达
info.randheli@chevalblanc.com
www.chevalblanc.com

Beautiful
Island
达人推荐

住宿
岛内别墅 /15 栋阁楼风格的别墅，均配有一扇 7 米高的大门，为别墅增添了雄伟的
2

气势。分为一居室或两居室，面积在 295 ~355km 之间，内饰奢华，布置精心，宽
敞的海景卧室，让客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优美的海景。
水上别墅 /15 栋设计独特的别墅架在水面之上，面积在 240 平米左右，户外露台提
供私人的泳池、沙滩、潜水区，特别适合享受浪漫假期的情侣。
海洋花园别墅 /15 栋花园式的别墅凌空在环礁湖面上，四周围被郁郁葱葱的私人花
2

园包围，确保客人的私密感和全方位的海洋体验。240 ~350km 的一居或两居的客房，
非常适合家庭入住，别墅的水上平台和私人花园的凉亭可以作为户外餐厅或者酒吧。
奢华别墅 / 度假村唯一一栋有四间卧室的私人别墅，在 1180 平米的面积内，拥有私
人的码头、私人温泉、超大的露天泳池以及最奢华的设施和布置，提供顶级的度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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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
这里有四间不同风格的餐厅，高级奢华的 1947 餐厅、现代的啤酒屋 The White、提
供日本料理和西班牙美食的 Diptyque 餐厅以及特点鲜明的 Revisited 鱼市。此外还
有三间室内和户外酒吧，由前米其林餐厅主厨亲自打理、搭配的各种餐点。

玩乐
喜爱活动的人可以参与丰富的活动，如乘坐传统的多尼船、在专业的潜水中心和教练
的指导下潜水、到健身房或者高尔夫球场锻炼。去荒岛享受原始和宁静、乘船在傍晚
时分出海捕鱼，每一项活动都非常刺激。除此之外，酒店内的水疗中心、瑜伽馆、普
拉提馆都可以让人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得到放松，体验到度假的快乐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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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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