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彩假期——专注马尔代夫自由行，首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 

 

七彩假期官网：http://www.7jiaqi.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QICAIMD，获取更多马尔代夫特价！ 

1 

马尔代夫旅游攻略 

七彩假期 编写 

目录（点击标题跳转相应攻略） 

目录 .................................................................................................................................................. 1 

一、初识马代 ................................................................................................................................... 3 

1、马尔代夫简介 ..................................................................................................................... 3 

2、马尔代夫在哪里？ ............................................................................................................. 4 

3、马尔代夫地图大全 ............................................................................................................. 4 

4、马尔代夫属于哪个国家 ..................................................................................................... 6 

6、马尔代夫有什么好玩的？ ................................................................................................. 6 

7、去马尔代夫旅游要多少钱？ ............................................................................................. 7 

二、选岛攻略 ................................................................................................................................... 8 

马尔代夫选岛攻略 ................................................................................................................... 8 

一价全包岛屿推荐 ................................................................................................................... 9 

马尔代夫沙滩好的岛屿排名 ................................................................................................. 10 

马尔代夫可以带小孩入住的酒店 ......................................................................................... 10 

马尔代夫 10 大冷门岛，中国人少的岛屿 ........................................................................... 11 

马代酒店房型搭配 ................................................................................................................. 12 

有双层房间（阁楼）的马尔代夫岛屿酒店 ......................................................................... 12 

三、选择代理 ................................................................................................................................. 13 

1、马尔代夫代理是啥？同旅行社是什么关系？ ............................................................... 13 

2、马尔代夫代理哪家好？ ................................................................................................... 15 

3、如何选择靠谱可信的马代代理？ ................................................................................... 15 

4、去马尔代夫旅游为什么要选择七彩假期 ....................................................................... 17 

四、航空相关 ................................................................................................................................. 20 

马尔代夫机票预订 ................................................................................................................. 20 

航班......................................................................................................................................... 21 

直飞航班 ......................................................................................................................... 21 

转机航班 ......................................................................................................................... 22 

马代机场 ......................................................................................................................... 22 

航空公司推荐 ................................................................................................................. 23 

航空细节 ................................................................................................................................. 24 

五、行前准备 ................................................................................................................................. 24 

1、护照办理 ........................................................................................................................... 24 

2、马尔代夫必备物品清单 ................................................................................................... 24 

3、马尔代夫穿衣指南 ........................................................................................................... 25 

4、潜水用品选择及淘宝店铺推荐 ....................................................................................... 26 



七彩假期——专注马尔代夫自由行，首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 

 

七彩假期官网：http://www.7jiaqi.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QICAIMD，获取更多马尔代夫特价！ 

2 

5、浮潜三宝：面镜、呼吸管、脚蹼 ................................................................................... 28 

6、水下相机哪款好？ ........................................................................................................... 28 

7、国外旅游英语不好，翻译工具推荐 ............................................................................... 28 

8、如何在银行换美金？ ....................................................................................................... 28 

9、如何选择适合长途旅行的拉杆箱？ ............................................................................... 29 

六、出入境..................................................................................................................................... 30 

七、到达马累 ................................................................................................................................. 30 

马累景点推荐 ......................................................................................................................... 31 

马累简介 ................................................................................................................................. 31 

马累旅游行程路线推荐 ......................................................................................................... 31 

马累住宿推荐（马累过夜酒店） ......................................................................................... 32 

马累美食 ................................................................................................................................. 34 

马累到马累机场岛交通工具 ................................................................................................. 34 

八、前往度假岛 ............................................................................................................................. 34 

马代机场到度假岛交通工具选择（快艇、水飞、内陆飞机） ......................................... 34 

马代机场怎样去马累 ............................................................................................................. 35 

马累机场到度假岛水飞时间表 ............................................................................................. 35 

马累到度假岛注意事项 ......................................................................................................... 35 

九、玩转度假岛 ............................................................................................................................. 36 

入住: ....................................................................................................................................... 36 

岛上游玩: ............................................................................................................................... 36 

度假岛上注意事项（浮潜安全、防盗、医疗急救、保险索赔） ..................................... 36 

度假岛上活动及出海活动一般有哪些，怎么玩，怎样参加？ ......................................... 38 

马尔代夫度假岛屿 WIFI 怎样？收费多少？ ...................................................................... 40 

离岛返程: ............................................................................................................................... 41 

酒店前台退房手续办理 ......................................................................................................... 41 

十一、旅游细节 ............................................................................................................................. 42 

马尔代夫婚纱拍摄机构推荐 ................................................................................................. 42 

马尔代夫特产购物注意事项 ................................................................................................. 43 

马尔代夫支持银联不，另外哪些卡可用？ ......................................................................... 43 

马尔代夫小费给多少合适 ..................................................................................................... 45 

马尔代夫双岛游怎么选择？（最适合跳岛游的组合） ..................................................... 46 

几岁的孩童不能住水屋，小孩费用如何收取？ ................................................................. 47 

什么东西不能带去马代？ ..................................................................................................... 48 

 



七彩假期——专注马尔代夫自由行，首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 

 

七彩假期官网：http://www.7jiaqi.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QICAIMD，获取更多马尔代夫特价！ 

3 

一、初识马代 

1、马尔代夫简介 

目前，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其自然环境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海平面在加速上升，珊瑚礁在加

速死亡，科学家计算，不出百年，马尔代夫将被海水淹没，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即将消失。 

 

马尔代夫是由 26 组自然环礁、1192 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南北长约 820 公里，东西宽约 130

公里，其中对游客开放的岛屿有 90 来个，另外有 200 来个岛屿居住着当地人。马尔代夫平

均海拔 1.2 米，由于环礁有水浅、温暖的特征，这里的海洋生物丰富，是全世界最佳潜水天

堂之一。各小岛之间的交通以 Dhoni、快艇、水上飞机为主。 

 

·气候 

 

马尔代夫临近赤道，属海洋性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30℃，日照强烈，没有明显的四季

之分。每年的 5~10 月属于雨季，时常有短时的阵雨，也是旅游淡季，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4

月是干季，为旅游旺季。 

 

·时差 

 

马尔代夫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3 个小时，有个别岛晚 2 个小时。 

 

·护照和签证 

 

踏出国门，首先要准备的是护照和签证。中国公民只需持有半年内有效的护照，即可在马累

国际机场直接免费办理马尔代夫落地签证，时效为 1 个月。 

 

·货币及信用卡 

 

马尔代夫政府税已经从以前的 3.5%连续上调为 12%。各度假岛和首都马累都可以使用美元。

双币信用卡均可使用。出国前，可以倒银行兑换美元，在国内每人一次最多可兑换 2000 美

元，一年最多可兑换 5 万美元。到达马累机场可在兑换点兑换小额美元。到达度假村后可以

倒前台或向服务员兑换小额美元。 

 

·语言 

 

马尔代夫官方语言为迪希维希语，但英文几乎全国通用。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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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特产有贝壳产品、芦苇垫子、椰壳制品、木漆盒子、手绘画、鱼骨等。注意，马尔代夫

禁止出口珊瑚。另外，游客不可擅自带走沙滩中的贝壳，购买贝壳需要前往当地承认的商店。 

 

·一岛一酒店 

 

马尔代夫的观光政策是“一岛一酒店”，也就是一个岛屿上只有一家酒店，各岛屿之间来往

不便，游客选择了一个岛，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这个酒店，整个度假时光都将在这个酒店度过。

为了保持岛屿的美丽，政府规定，度假村内最高的建筑不能高过岛上最高的椰子树。 

 

一个度假岛屿通常分为三个部分——本岛、环绕本岛的海滩浅水区以及包围它们的外海。本

岛是活动的大本营，外海适合船钓，最精彩的部分则在于海滩及浅水区，由于海流的交汇与

滋养，这里的珊瑚礁成为最美的浮潜区，许多游客专程来马尔代夫就是为了一睹这里美丽的

海底世界。点击阅读更多《马尔代夫介绍》 

2、马尔代夫在哪里？ 

马尔代夫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由 1190 余个小珊瑚岛屿组成，其中 202 个岛

屿有人居住。面积 300 平方公里，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东北与斯里兰卡相距 675 公里，北部

与印度的米尼科伊岛相距约 113 公里。马尔代夫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珊瑚岛

国。马尔代夫南部的“赤道海峡”和“一度半海峡”为海上交通要道。中国现在是马尔代夫

最大的游客输入国。 

3、马尔代夫地图大全 

 

http://www.7jiaqi.com/introdu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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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尔代夫属于哪个国家 

马尔代夫不属于哪个国家，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国    名：马尔代夫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Malpes） 

首    都：马累 

语    言：迪维希语(Dhivehi)，英语使用也很广泛 

国    树：椰子树 

国    花：粉玫瑰 

人    口：约 39.4 万人 

面    积：总面积 9 万平方公里（含领海面积），陆地面积 298 平方公里。 

宗    教：伊斯兰教为国教，属逊尼派。 

国    歌：团结一致向我们的国家致敬 

国 庆 日：7 月 26 日（1965 年） 

政治体制：总统制共和制 

地理位置：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一个岛国，东北与斯里兰卡相距 675 公里，北部与印度的

米尼科伊岛相距约 113 公里。 

货    币：拉菲亚(Rufiyaa) 

时    区：UTC+5（无夏时制） 

时    差：比中国时间晚 3 个小时。 

所 属 洲：亚洲 

道路通行：靠左行驶 

6、马尔代夫有什么好玩的？ 

这里的最佳旅游方式和你想得可能大相径庭。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当你抵达后，这个酒店

所在的岛屿就是你今后几天的主要活动范围。比较大的岛走路环岛一周大概近 1 个小时，比

较小的岛只要 15 分钟就可以绕来回。岛上最著名的景点就是餐厅、大堂、想要找夜市或者

其他什么地方逛逛是不可能的。在马尔代夫的时光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旅行，只能算度假或

者休闲。那么就给大家罗列一些常规的娱乐项目。 

 

1.跳岛游（马累游、居民岛游览、无人岛野餐或浮潜、参观其他度假村） 

 

2.潜水（个人浮潜、有组织的出海浮潜、深潜） 

 

3.水边运动（帆船、冲浪、香蕉船、水上摩托、降落伞、橡皮艇） 

 

4.出海项目（海钓、看海豚） 

 

5.岛上运动（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电玩、健身房、台球、乒乓、游泳、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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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调项目（SPA、游艇出海） 

 

7.度假模式（发呆、懒散、晒晒太阳、看看小说、喝喝饮料） 

 

8.酒店组织（音乐晚会、比赛晚会、各种主题美食） 

 

9.特别需求（婚纱摄影、婚礼仪式） 

7、去马尔代夫旅游要多少钱？ 

选择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预算规划，才能玩的轻松和尽兴。旅游预算主要分为两部分支出：往

返机票、酒店及酒店内活动的花费。 

 

马尔代夫开发的度假岛屿众多，档次也从 3 星一直到超 5 星。星级影响着价格、你的出行日

期（淡旺季）影响着价格、度假天数影响着价格、房型影响着价格、小到水飞 OR 快艇影响

着价格、全餐 OR 半餐影响着价格、此岛在你出行的日期是否有住 4 付费 3 也影响着支出的

价格、你选择航班影响着价格、你的出发地直接影响着交通价格。这一系列因素左右着总费

用。所以应该反问自己，这次度假去马尔代夫我准备用多少钱？根据预算再来决定去马尔代

夫何种岛屿。 

 

马尔代夫岛屿酒店价格以 2 沙 2 水混住双人总费用（含机票）的预估价格。三星 1.6-2 万  四

星 2-2.5 万  五星 2.5-3.5 万  超五星 3.5 万以上，最新马代岛屿报价及房间剩余信息请咨询

七彩假期客服，会让你获取最新的房间信息。 

 

1.机票费用 

 

中国已经成为马代第一客源输入国，可想航班的发展和便捷。新航、斯行、马航、美佳、川

航、海航、国泰、东航、南航、香港航空，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加入其中。国内最重要的 5

个出发地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和香港。往返马代的航班价格主要受国内旅游淡旺季、

航空公司选择和出发地选择影响，避免出行高峰月份和节假日是降低机票费用的主要原因。

七彩假期拥有大量的自有机票和团票，即定即确认，反应迅速。具体航班信息可到官网下载

航班攻略。 

 

2.酒店预定花费 

 

·房价 

 

淡旺季价格差别很大，一般而言 5.、6、9、10 为淡季，11 月至次年 1 月为旺季。淡季价格

比旺季价格低 30%-50%。不论酒店的级别如何，房型通常都分为沙滩屋和水上屋两大类，

每一类有不同档次，比如沙滩屋可能分为普通房、高级房。沙滩屋比较实惠，水上屋较贵。 

 

·接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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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飞机后到酒店有三种交通选择——坐船、水飞或者内陆飞机。这由岛屿与马累之间的距离

决定。如果选择快艇抵达的岛屿，交通费比较便宜，通常几十美金/人。坐船可到达的度假

村集中在马累南北环礁。 

 

如果选择较远的岛屿，必须乘坐水上飞机或内陆飞机，通常要话费 200 美金以上/人。而且

水上飞机只在白天运营，晚上抵达马累的航班，客人就需要在马累住宿 1 夜。内陆飞机晚上

通常运营至 23：30。 

 

·马累住宿房费 

 

机场岛和马累市区均有当地旅店，价格在 400-1000 元/2 人。能顺带游玩马累。 

 

·餐饮 

 

在“一岛一酒店”的马尔代夫，一旦选择好度假岛以后，一日三餐就要在这解决，为了方便

游客选择，度假村通常提供一价全包、全餐、早晚餐、只含早、几种。通常一个度假村会提

供几种报价方案供应选择。 

 

3.度假村活动费用 

 

·参加付费娱乐活动的费用  比如海钓 30-70 美金/人，体验深潜 80-200 美金/人 SPA 等等。 

这个费用会因度假村的奢华程度和客人自身因素有所影响，七彩假期接待的客人中，有喜欢

静静看海，不参加任何出海活动，付费项目为 0 的客人；也有豪掷狂玩人均 1000 美金/人。

个人建议人均 200-500 美金是比较合理的。 

 

·小费 

 

后面有详细的小费攻略。个人建议 1 个家庭单位小费额度在 20 美金以内即可。如果有管家

服务会多出 10-30 美金。 

 

·税金·政府税·服务税  

 

马尔代夫旅游费用总价高，相对于代理来说利润低。旅游行业一直以来是靠量来获利。 

二、选岛攻略 

马尔代夫选岛攻略 

马尔代夫由 26个自然环礁组成，1192个珊瑚岛环绕，其中 199个有人居住，目前已经开发

了 100多个，位于赤道附近，躺在印度洋宽广额怀抱之中。她很神秘，离你似乎有点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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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很熟悉，因为她时常在你梦里出现，她享誉世界，赞叹为世间最后一块净土，人间最接近

天堂的地方，上帝遗落在印度洋的一颗明珠，她——没错，就是你整天哭着、喊着、叫着、

爱着、闹着一生非去不可的，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渐渐消失的天堂——马尔代夫。 

 

沙屋与水屋，一静一动，一明一暗，交相辉映。其实沙有沙的好，水有水的妙，两种房型，

两种心情，一个地上，一个海里，一个沙里滚，一个海里混，有的酒店沙屋好，有的酒店水

屋棒，怎么选择，看自己喜爱。水飞与内飞，距离不同，飞机就不同，价格就不同，待遇就

不同，快艇很划算，水飞不便宜，内飞就更贵。浮潜，蜜月，亲子，类型不同，选择不同；

早餐，早晚餐，三餐，还是一价全包，4 至 10 月，马代雨季，淡季价格，酒店活动多，优

惠多，机会也多，比如住 4付 3，比如酒店打包价，比如蜜月赠送，出行之前，多多咨询。

切记：一切选岛以需求为前提作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自己的预算缩小岛屿范围。 

 

超 5 星至尊：W 宁静岛、瑞喜敦、第六感索妮瓦富士（全沙屋）、香格里拉、柏悦哈达哈、

唯一岛、尼亚玛岛、肯尼呼啦、JV岛、JD岛、芙花芬岛、姬丽岛（全水屋）、四季兰达、四

季库达、都喜天阙、阿雅达、吉哈瓦/AKV、白马、维拉私人 

 

5星奢华：吉塔丽、泰姬珊瑚、泰姬魅力、维拉曼都、维丽甘杜、维拉沙鲁、玛娜法鲁、太

阳岛、满月岛、鲁滨逊岛、天堂岛、棕榈海滩岛（全沙屋，沙滩非常美，2 公里长）、尼卡

岛、娜拉杜岛、蜜莉喜岛、蜜月岛、曼德芙仕岛、力士岛、莉莉岛、椰子岛、库拉玛蒂岛、

吉哈德岛、神仙珊瑚岛、伊露岛、幸福岛（全沙屋）、甘格西岛、钻石岛、康斯坦斯魔富士

岛、康斯坦斯哈拉维丽岛、港丽岛、可可阿岛、杜妮可鲁、波杜希蒂、卡尼岛、中央格兰德、

巴洛斯岛、悦榕庄瓦宾法鲁（全沙屋）、班度士、维拉瓦鲁、伊葫鲁（全沙屋）、安纳塔拉薇

莉岛、安纳塔拉笛古岛、蜜杜帕茹岛（全沙屋）、瓦杜岛（全水屋） 

 

4星豪华：美露丽芙、蕉叶岛、皇家岛（全沙屋）、里希微莉岛（全沙屋）、瑞提海滩岛、拉

维丽岛（全沙屋）、双鱼岛、古丽都岛、卡曼都岛、月桂岛、假日岛（全沙屋）、康杜玛岛、

海尔格兰岛（全沙屋）、菲丽兹优岛、艾来度岛、梦幻岛、阿里玛萨岛、白金岛（全沙屋） 

 

3星经济：维丽都、蓝色美人蕉、马库努都岛（全水屋）、玛杜加里岛（全沙屋）、玛雅富士

岛、菲哈后岛、艾瑞雅度岛（全沙屋）、茵布杜岛、笛基丽岛、哈库拉岛、比亚度（全沙屋）、

巴萨拉岛（全沙屋）、安嘎嘎、绚丽岛 

 

3 星一般就是比较经济的，4 星就是豪华一点的，5 星就比较奢华了，超 5 星就是各种高大

上了。 

阅读：马尔代夫选岛攻略 

一价全包岛屿推荐 

一价全包:含全餐、酒水无限畅饮以及一些娱乐项目、当然包括浮浅装备免费租用、日常饮

用水、无限网络等等。 

 

现在就按照星级来列举马尔代夫一价全包岛屿: 

 

http://www.7jiaqi.com/TipsDetail/103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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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5星：莉莉岛 慕芙岛 鲁宾逊岛 阿雅达岛 

5星：中央格兰德岛 密度帕如岛 卡尼岛 

4星：白金岛 哈库拉岛 法鲁岛 

 

莉丽岛 Lily:奢华系首选一价全包岛，岛屿属性各方面都是上乘，可以说在奢华岛屿里面是

性价比最高的岛屿。 

慕芙岛 Moofushi:年轻的一价全包岛，岛屿属性非常不错，还有个小型的沙滩拖尾增加浪漫，

住宿风格梦幻童话，沙屋比水屋好。 

鲁宾逊 Robinson:新开不到 1年的有限全包岛屿，特定酒水才免费，也有小型沙滩拖尾，岛

屿非常远，原始生态保护很好。内陆飞机。 

中央格兰德 Centara Grand:老牌一价全包岛，有中文 G.O，服务比较成熟，适合家庭和蜜

月出行，深海沉船潜水是一大特色。 

蜜度怕茹 Meedhupparu:升级不久的 5 星新贵，性价比高，沙滩屋感觉不是很豪华，潜水 A

级哦。 

白金岛 Adaraan Hudhuran Fushi:4 星岛，5 星服务，水上屋均配备了私人管家，水上娱乐

活动非常丰富，适合冲浪。 

哈库拉岛 Hakuraa Huraa:水屋非常壮观，价格非常便宜，住宿风格是现代简约适合一大家

子去玩。 

卡尼岛 Kani:由于此岛比较老牌，国内代理和旅行社推得比较多，多为团队岛了。 

 

点击查看：马尔代夫一价全包岛排名 

马尔代夫沙滩好的岛屿排名 

马尔代夫沙滩的优良可根据 3个方面决定： 

1）颜色：越白越好； 

2）颗粒：越小越好，越细越好； 

3）软硬程度：沙子越柔软越好； 

 

一般沙滩：绚丽岛、白金岛、班度士、卡尼岛、波杜希蒂岛、四季库达、四季兰达、太阳岛、

阿斯度太阳岛、白雅湖岛、菲里希奥岛、甘格喜岛、维拉曼豪、泰姬珊瑚、康杜玛 

 

优质沙滩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除开上面一般的沙滩，剩下的沙滩基本都是比较好的客人评价

比较高的了。 

 

马尔代夫的沙滩都不错，这样评选是为了鸡蛋里挑骨头，把马代沙滩最真实的一面客观的展

示出来，供大家参考选择。 

马尔代夫可以带小孩入住的酒店 

亲子游是马代的一大特色，这也成为大家选岛时的参考因素，一家人都去玩很是温馨，越来

越多的夫妻们有了自己的宝宝后就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度假。孩子是单纯而天真的，在他们

http://www.7jiaqi.com/yijiaquanbao.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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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也许让他们找个地方发呆，会不情愿，但是在那么美丽的海洋、

沙滩、阳光普照的环境下，和孩子们在沙滩上过家家，孩子和鱼儿共舞，在海边晒太阳，孩

子会很开心的。国外很多家庭都都会带孩子去马尔代夫，大人孩子自得其乐。可是马代并不

是所有的酒店都可以带小孩的，有些酒店虽然可以带小孩，但是费用较贵，性价比较低。在

这里就简单罗列一下适合带小孩入住的酒店。 

 

当然带小孩去马尔代夫，不仅仅是酒店会产生费用，机票也是会产生费用的。小于 2岁的婴

儿机票也是要给税费的，不同的航空公司价格不同，一般不超过 2000往返，2-12岁之间的

算是儿童，机票跟成人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多，部分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会比成人的低几百的

税金，大于 12岁的算是成人了，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都是按照成人的价格算的。 

 

酒店儿童价格：小于 2 岁的婴儿是全免的，所谓全免的意思就是免房费，免餐费，免上岛的

交通费用，2-12岁的儿童不同的酒店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超过 12岁的也是算成人，价格

和成人的算法是一样的。 

 

全免（针对不超过 12岁的儿童）：JV（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卓美亚集团的维塔微利酒店，儿童

全免）、尼亚玛（超五星酒店，设施很不错的，儿童有玩的地方，有私人看护，酒店的沙滩

很棒，水飞上岛）、四季库达（人称小四季，5岁以下的儿童全免，非常适合带小孩的酒店）、

中央格兰德（老牌一价全包亲子岛，有 112套房及别墅，酒店为优秀潜水爱好者提供一个很

好的机会，附近有着阿里环礁顶级潜水点，世界最佳潜水点之一） 

 

免房费，但要收上岛费用：JD（卓美亚集团旗下，也是只收上岛交通的酒店，豪们，带小壕

们去吧，住 4晚的话，酒店的房间面积统统大于 200 平米，洗漱用品都是爱马仕的，极度奢

华）、AKV（各种明星去，比如黄晓明、林心如、罗志祥去的就是这个酒店哈，水飞上岛，海

底餐厅，边吃饭边看鱼 ，独家记忆）、都喜天阙（有马代目前为止最大的公共泳池，水飞或

内飞上岛都是可以，有儿童乐园，大人出海的时候。儿童就可以让他们在这里玩耍哦）、香

格里拉（马代超五星的酒店之一，内飞+快船上岛，稍微远了一点，如果带儿童去住的话，

可以考虑先入住一晚马累，第二天在上岛）、瓦宾法鲁（超五星的浮潜非常棒的酒店，快艇

上岛，全沙屋房型，没有水屋，酒店设施棒棒哒）、依葫芦（跟瓦宾法鲁是一个酒店集团的，

浮潜也很好。两个岛屿相邻，每天都有摆渡船往返接送，也就是说花一个岛的费用游两个岛

屿）、肯尼呼啦（水飞上岛，沙滩很棒）、 玛娜法鲁（水屋有玻璃地板的酒店）、狄娃（沙滩

一级棒，是个宁静自然的五星海岛）、伊露（水飞上岛，住 7付 5 ，性价比不错，娱乐健身

中心和儿童乐园免费使用）  

 

剩下的酒店多多少少都要收点费，比上面列出来的价格要高一些，还有 W 宁静岛和马富士

瓦鲁是不能带小孩的。 

马尔代夫 10 大冷门岛，中国人少的岛屿 

拒绝大众，拒绝团队，不走寻常路，找真正的马代世外桃源。冷门岛最大的特点就是国人少，

老外大爱， 一般要求住宿晚数多，房间少，浮潜棒。1.甘格西 2.蜜莉喜 3.坎多卢 4.皇家

岛 5.艾布度 6.洛玛 7.海尔格蓝湾半岛 8.古丽都岛 9.维拉曼都 10.维利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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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代酒店房型搭配 

去马尔代夫一般是 6天 4晚的行程，马尔代夫酒店房间一般分为沙屋和水屋，入住的时候一

般选择 2沙 2水来搭配房型，有些酒店只有水屋，则搭配 4水房型，有些酒店只有沙屋，则

搭配 4沙房型。 

有双层房间（阁楼）的马尔代夫岛屿酒店 

W宁静岛：海滨绿洲 Wonderful Beach Oasis 

 

阿米拉富士岛：双卧室树屋 Tree House 2 bedroom 

 

维斯瑞岛：豪华海滩泳池别墅 Duplex 2 Bedroom Beach Villa with Pool 

          豪华海滩泳池别墅 Duplex Water Villa with Pool 

坎多卢岛：豪华泳池别墅 Duplex Pool Villas 

 

都喜天阙：双卧室沙滩套房 Two-Bedroom Beach Residence 

          三卧室沙滩套房 Three-Bedroom Beach Residence 

 

JV岛：双卧泳池海滩套房 Two Bedroom Beach Suite with Pool 

      泳池海景套房 Ocean Suite with Pool 

 

芙花芬岛：带泳池的双卧室沙滩亭阁别墅 Two Bedroom Beach Pavilion with Pool 

 

索尼娃富士岛：克鲁索别墅 Crusoe Villa 

              克鲁索 2房带泳池别墅 Crusoe Villa 2 Bedroom with Pool 

              克鲁索带泳池 2房别墅套房 2 Bedroom Crusoe Suite with Pool 

              克鲁索带泳池 3房别墅套房 3 Bedroom Crusoe Suite with Pool 

              日出别墅 Sunrise Retreat 

              日落别墅 Sunset Retreat 

              1号别墅 Villa One 

              14号别墅 Villa 14 

              11号别墅 Villa 11 

              森林隐避别墅 Jungle Reserve 

              15号别墅 Villa 15 

              克鲁索带泳池 1房别墅套房 Crusoe Suite 1 bedroom with pool 

 

第六感拉姆拉提岛：瀉湖沙滩泳池别墅 Lagoon Beach Villa with Pool 

                  瀉湖水上别墅 Lagoon Water Villa 

                  拉姆水上别墅 Laamu Water Villa 

                  拉姆水上泳池别墅 Laamu Water Villa with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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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岛:标准海滨房 Standard Rooms 

 

椰子岛:高级客房 Superior Room 

 

月桂岛:豪华海滩别墅 Deluxe Beach Villa 

       海洋别墅 Ocean Villas 

       甘达瓦鲁套房 The Ganduvaru Suite 

 

班度士:按摩浴缸沙滩别墅 Jacuzzi Beach Villas 

 

海龟岛:海中泳池别墅 In-Ocean Pool Villa 

       日落海中阁 Sunset In-Ocean Pool Villa 

       静海轩 Sanctuary In-Ocean Pool Villa 

 

满月岛:豪华客房 Deluxe Rooms 

 

双鱼岛:豪华客房 Deluxe Rooms 

 

康杜玛:海滨别墅 Beach House 

       家庭海滨别墅 Family Beach House 

 

伊露岛:名人别墅 Celebrity Retreat 

 

哈拉微莉:双层泳池海滩别墅 Double Storey Beach Villas 

         总统别墅 Presidential Villa 

 

阅读了解：马尔代夫岛屿 

三、选择代理 

1、马尔代夫代理是啥？同旅行社是什么关系？ 

马尔代夫旅游需要事先预定酒店和机票，组合配置这两要素并提供服务的机构即为代理。 

http://www.7jiaqi.com/Maldives.aspx


七彩假期——专注马尔代夫自由行，首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 

 

七彩假期官网：http://www.7jiaqi.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QICAIMD，获取更多马尔代夫特价！ 

14 

 

 

区别及友情提醒 

 

1.称呼为代理的机构是面向全国各地客户，并且酒店、航班资源最为丰富，且大多采取的是

一对一客服服务，全面处理客户从出行前到出行中乃至归来的一切问题。 

 

2.旅行社面向本地，主推固定酒店和本地航班，由于旅行社涉及门店现场销售，大部分为长

期合作的低价团队岛。代理通常专注于操作有限的旅游线路，服务和售后更为专业，区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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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产品的繁杂，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 

 

3.综合性电商网站诸如携程、途牛等国内知名网站，预定更加智能化，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也有一些信息不对称，解决问题不及时的情况出现。线路特别丰富也造就了大部分产品

均靠采购解决的现实。 

 

4.全球知名的订房网站诸如 agoda,综合了全球许多知名酒店和客栈，不过要在这个网站预订

的朋友一定要留心它的规则，不然到最后哭的是自己。①一经预定不能撤销，就算提前很早

预定的订单要撤销也将损失 ②信用卡预授权模式，不用输入密码，有案例显示曾有客人认

为他只是下了订单，并没有付款，其实已经从当事人的信用卡中扣除了酒店款 ③网络延时，

造成客人重复下单，这个也是有真实案例存在的，客人直接为自己定了同一时间的 2 套房④

汇率弊端，就算是交易地为“人民币支付”此预定网站也会默认把款项转化为美金支付，从

中赚取多余利润 ⑤显示酒店款非常诱惑，但是均不含当地政府税和其他税金。⑥境外网站，

维权不利。 为什么这个站要着重说一下呢，毕竟马尔代夫行程较自由行客栈预定要复杂一

些，要涉及餐、上岛交通、酒店活动等。 

 

综上所述，马尔代夫自由行细节问题较多，仍然避免不了找一家一对一的代理为之服务。 

2、马尔代夫代理哪家好？ 

2003 年马尔代夫落地签计划启动，2006 年初马尔代夫进入国内高端需求群的视野。也正是

这一年，七彩假期开始了漫漫国内推广之路。限于当时的国内经济水平和汇率情况，其令人

咂舌的旅行费用，没法做大范围的宣传，也没法做旅行社同行。只能以小圈子，固定客户群

推介的形式来进行小范围的推广。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七彩假期积累了最忠实的一批老客

户群体。 

 

直到 2008 年七彩假期开始建设网站，成为国内第一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对马尔代夫的推

广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打开了国内马代推介的新形式。随后全国各地的电商代理如雨后

春笋，活跃了市场，给广大客户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3、如何选择靠谱可信的马代代理？ 

这个问题人云亦云，这里以中立的角度给大家推荐一些识别靠谱代理的原则和小方法。这些

也许仍然不能避免骗子袭扰，不过作为参考，消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保证清醒的头脑。 

 

三原则——资质 口碑 流程 

 

1.资质 

 

①网站备案 工信部备案查询 http://www.miitbeian.gov.cn 查询代理的所在网站企业资质以及

网站成立年限等，这个方法简单可靠。工信部备案查询域名输入以七彩假期为例输入

“7jiaqi.com” 

http://www.miitbe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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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营业执照 通过其他渠道去证实，如果为挂靠机构建议电话到总部查询真实性。 

③异地交易，有条件者建议本人或熟人到实地考察。 

 

2.口碑 

 

任何资质均有一定漏洞可钻，不要找曝光率很低的代理，可查看其交易平台成立时间、交易

量以及评价，可广泛搜索关于其正面和负面的评价或文章。可通过已经出发归来或等待出发

的客人口中了解其服务。 

 

3.流程  

 

每一家代理都有一套完整的预定流程，这个预定流程是否合理合法，是否保障了消费者的权

利，是否存在明显漏洞，这些都要在付款前仔细阅读和确定。能否走公账，开发票与否这些

基本常识大家还是要知道的。 

 

其他小方法 

 

1.不相信私聊陌生客服，代理客服一定要通过正常渠道官网咨询，谨防同昵称、同头像的伪

代理。 

 

2.马尔代夫涉及纠结的选岛过程，在这段时间各种信息会充斥周围，也会结识许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在这个期间尤其辨别所谓的“熟人介绍”。这里面会充斥虚假代理。 

 

3.关于百度搜索问题。当搜索代理，通常搜索结果有一些并不是意向代理，这是百度搜索引

擎为了自己的产品 “百度推广”而采取的手段，大家可以通过其域名找到真实的网站。当

然做了付费推广的代理一般也是经过百度官方审核过，也是正规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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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旅游正规代理推荐（不断更新） 

 

七彩假期从业 9 年来目睹了业内众多纠纷和不良代理的丑恶，自己也被同行诈骗过，甚至还

被客人欺骗过，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非常理解客户的求真之心。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和国内优

质代理共创一个和谐、服务至上的双赢行业。 

不分先后顺序，欢迎更多优质代理加入“中国区马尔代夫协会”群号 242395994 ，本群旨

在规范引导市场，揭露抵制不良代理，仅供业内代理加入。 

七彩假期（成都）、爱茵假期（北京）、马代专家（广州）、Itravel（武汉） 

4、去马尔代夫旅游为什么要选择七彩假期 

七彩假期是专业从事马尔代夫自由行的专线旅游团队，隶属于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

司云龙分社，具备合格的出境游旅游资质。 

 

 

 

第一品牌： 

 

全国首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 

 

老牌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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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假期经营马尔代夫专线多年，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帮助众多同学完成了期盼已久的

马代之旅。 

 

房源优势： 

 

七彩假期同马尔代夫各大酒店直接合作，只要酒店有剩余房源，我们都可以直接销售，让你

订房无忧。 

 

全国出发： 

 

七彩假期能够接待全国出游去马尔代夫的游客，还可以为你代订机票（全国各出发地机票自

由搭配）和酒店。如果需要在马累停留一晚，我社还可代订马累住宿。 

 

 

多次考察： 

 

七彩假期每年都会派出员工对马尔代夫各岛屿、酒店集团进行深入的考察，只有切身体验过，

才知马代众多岛屿的优劣，好为大家推荐最佳岛屿。实行合作酒店定期互访制考察酒店。 

 

 
 

专属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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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假期全部采用一对一专属客服服务，为你做好机票、酒店、马代当地交通的衔接工作。

独立客服，沟通更畅。你只需提供你的岛屿要求和预算，七彩客服就会为你推荐最适合你们

的岛屿。 

 

全程服务： 

 

从咨询选岛、预订酒店机票到入住马代酒店直到返程中国，全程都可以联系到七彩假期专属

客服，在国外遇到问题我们都会远程协助你们解决好。 

 

金牌口碑： 

 

9 万客户口碑推荐 

 

付款保障： 

 

淘宝付款，酒店确认后收货 

 

七彩假期提供马尔代夫酒店预订、机票代订服务以及当地上岛交通同酒店的衔接。 

 

a、马尔代夫酒店预订 

 

马尔代夫对外开放的有 100 多个岛屿，对于初次选岛的同学都会感觉很困难。首先了解马尔

代夫酒店的基本信息，然后提出岛屿酒店要求和预算，七彩客服就会帮助你选择最适合的岛

屿。 

 

b、马尔代夫机票预订 

 

去马尔代夫可以选择国内的部分城市直航马代或通过第三方国家转机到达。 

 

c、酒店+机票组合预订（推荐） 

 

七彩假期推荐选择马尔代夫酒店、机票一起预订，这样可以省去中间航班同当地交通、酒店

单独衔接的流程，费用上还划算。 

 

马尔代夫自由行，跟着七彩去旅行。我们致力于帮助更多想去马尔代夫度假的朋友 。 

 

★登陆七彩官方网站：http://www.7caijiaqi.com/ 或者 http://www.7jiaqi.com/，点击右侧客服

联系方式，在线咨询马代选岛、预订事宜。 

http://www.7jiaqi.com/Maldives.aspx
http://www.7jiaqi.com/hangbanxinx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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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航空相关 

马尔代夫机票预订 

中国现在多个城市开通了直飞马尔代夫的航班，另外也可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迪拜等第

三地中转到达。无论直飞还是转机，都得提前预订好机票，那七彩假期就马尔代夫机票预订

事宜及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介绍，具体请看正文。 

 

马尔代夫机票预订平台有哪些？ 

 

1、马尔代夫代理 

2、机票预订网站 

3、航空公司官网 

4、旅行社代订票 

 

一、马尔代夫代理 

 

马尔代夫代理主要代理马尔代夫酒店，也就是帮助国内游客代订马尔代夫度假酒店，另外也

能预订中国直飞或者通过第三地转机的机票，价格和时间衔接上更具优势，只能说性价比最

高，还省心，当然机票价格也许不是最便宜的。一般机票贵不了多少就在代理那同酒店一起

预订吧，差距太大就自己预订机票。 

 

二、机票预订网站 

 

国内机票预订网站预订可以选择携程、同程等旅游网站，预订时请仔细阅读购买条款，费用

包含哪些。 

 

三、航空公司官网 

 

去马尔代夫航空公司主要有四川航空、海南航空、香港航空、美佳航空、国泰航空、马尔代

夫国家航空、新加坡航空等。具体航空信息请了解《中国到马尔代夫航空公司介绍》。 

 

四、旅行社代订票 

 

有的旅行社会有单独预订机票服务，但是他们所预订线路很多，可能服务会跟不上。另外，

他们在与马尔代夫当地交通、酒店等衔接上也不会帮你联系。 

 

预订注意事项： 

 

1、推荐预订机票和酒店都找同一家马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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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尔代夫“一岛一酒店”的特殊性，从预订机票、飞机起飞到达马代机场，再转乘当地

交通工具抵达度假岛屿，这整个旅行流程中间都需要很好的时间衔接。 

 

代理会对各酒店、航班衔接时间做到更好的把控，尤其是部分需要调整旅游时间的游客，很

有帮助。 

 

2、单独预订机票价格与预订[机票+酒店]的价格做对比是无意义的。 

3、非直飞城市出发的游客需要计算上起始地到直飞城市的交通费用。阅读这篇《中国直飞

马尔代夫城市》，看看你从哪里出发最近。 

4、不同航空公司机票价格差距很大。 

5、综合出发地、机票价格、航空公司、预订平台便捷性等因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6、国际航班最好提前 2-3 小时到达机场候机。 

航班 

直飞航班 

截止目前为止，中国多个城市已开通直飞马尔代夫的国际航班，直飞城市名单如下： 

 

北京、上海、香港、成都、重庆、武汉、西安、长沙、南京、广州、昆明 

 

后期由于前往马尔代夫的游客数量增加，还会有部分城市开放直飞航班的。 

 

这里七彩假期先就已有的直飞城市的机场进行介绍。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 

2、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 

3、香港国际机场（香港） 

4、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 

5、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 

6、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武汉） 

7、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西安） 

8、长沙黄花机场（长沙） 

9、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南京） 

10、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 

11、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昆明） 

 

选择直飞城市机场小提示： 

 

平时你听说得最多的机场是哪个，一般直飞就选择哪个。当然还得考虑价格、航班、出发时

间、执飞机型等因素，最终确定选择最适合您出发的直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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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机场出发，因为马尔代夫是国际航班，最好提前 2-3 小时到达机场候机。 

转机航班 

马尔代夫转机航班及转机城市选择 

 

前往马尔代夫的转机航班主要有新加坡航空、马来西亚航空、斯里兰卡航空、美佳航空、阿

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 

 

转机城市为：新加坡、吉隆坡（马来西亚）、科伦坡（斯里兰卡）、迪拜（阿联酋）、多哈（卡

塔尔） 

 

每天都有数班航班去马尔代夫，从北京、香港、广州、上海、成都出发。请下载《中国到马

尔代夫转机航班表格》，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的航班。 

 

七彩假期提示： 

 

1、转机航班请了解清楚转机所需的时间，以免误机。 

2、请看转机航班起飞地，距离较远建议选择所在城市或者附近的直飞航班。 

 

国外转机航班行李怎样解决？ 

 

通过第三国转机航班行李一般都是直挂马累的，也就是说从中国起飞后，在中转机场转机时

不用去管行李，直接转接到达马累后提取行李就行。 

 

转机时间衔接及转机注意事项 

 

由于需要通过第三国中转，因此到达中转机场后需要记清楚飞往马累的航班时间，以免因为

在机场游玩、逛免税店等而错过接下来的飞机。 

 

请事先查询好转机航班所在航站楼与到达航班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请查询好路线，坐车或

者步行需要多长时间。 

 

马代机场 

马累国际机场是现在马尔代夫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多个国家的数架次航班在马尔代

夫起降，主要是运送来马尔代夫度假旅游的观光游客。 

 

地理位置：北马累环礁（马累岛东北部 2 千米处的机场岛 Hulhule） 

IATA 代码：MLE 

机场设施：共有 24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登机口，5 个临时停车场，1 个固定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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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餐厅，贵宾休息室，免税店，书报/烟酒店，礼品店，旅行

社，旅游服务台，出在机场可提供租车服务公司，急救中心，婴儿室，残疾人设施。 

 

机场岛住宿 

 

瑚湖尔岛酒店（Hulhule Island Hotel）是机场岛上唯一的一家酒店，瑚湖尔岛酒店距离机场

不到 5 分钟车程，酒店免费提供 24 小时免费巴士接送。距离首都马累需要乘船 10 分钟，瑚

湖尔岛酒店也提供往返于酒店与马累岛之间的免费定时轮船接送服务。 

 

Hulhule Island Hotel 酒店拥有一个私人海滩、一座室外游泳池和一个高尔夫球轻击区。客人

可以打网球或沙滩排球，或者在健身中心锻炼身体。Spa 水疗中心提供按摩和身体理疗服务，

还设有一间桑拿浴室。 

 

空调客房内配有平面电视、保险箱和熨烫设施，还设有一个迷你吧和沏茶/咖啡设备。部分

客房设有私人阳台和浴缸。 

 

酒店拥有 136 间客房，6 个餐饮场所。Uduvilaa 餐厅提供国际菜单，设有可以俯瞰到大海的

玻璃墙。24 小时营业的 Faru Coffee House 咖啡厅专门提供欧洲、日本和意大利菜肴。 

 

机场到度假岛交通方式 

 

1、快艇 

2、水上飞机 

3、内陆飞机 

4、渡船 

 

找国内代理预订的酒店住宿一般都包括上岛交通，下飞机后机场有人举牌接送，找到自己去

得度假岛接送的即可。 

 

机场小费 

 

机场接待小黑一般会帮着搬运行李，您可以根据服务质量，给 1 美金纸币小费，当然服务特

别好，也可以多给。（不要给硬币，他们会认为是给乞丐的） 

航空公司推荐 

七彩推荐新加坡航空、四川航空、香港航空、马尔代夫国家航空等。 

 

如果你觉得推荐的航空公司不符合你的需求，请查看以下航空公司信息挑选你喜爱的航空公

司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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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细节 

1、新航团队机票和散客机票的区别 

新航团队票不能提前在官网选位置，散客票可以。团队票会价格会比散客票便宜几百上千不

等，节假日期间尤其明显。七彩假期不仅代理马尔代夫酒店，还负责帮助客人预订马尔代夫

机票，真正的一条龙服务。 

 

2、如何申请新航蜜月蛋糕？ 

 

新航蜜月蛋糕可以找代理帮忙预订或者自己给新航官网发邮件申请。 

 

3、如何选择飞机座位？ 

 

购买机票后，进入各航空公司官网进行座位的选择。因为去马尔代夫主要是度蜜月，因此选

择作为一般都要两个人做一起的，如果没在网上选好位置，到机场柜台办理时一定要说明坐

一起，是否靠窗等。 

五、行前准备 

1、护照办理 

去马代当然得要护照啊，就和身份证一样，是你的个人凭证，办理很简单，本人带上身份证

到户口所在地县级以上的（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即可，拿到护照一般只需半个月

左右。马代是免费落地签，到达马累机场即可免费办理，过海关时只要携有护照原件，以及

出/入境卡和申报表就好，出/入境卡、申报表在飞往马尔代夫的飞机上空服人员会发放，在

飞机上把该填的填好就 OK 了。记得护照要有 6 个月以上有效期，还要有 3 页以上空白签证

页。 

2、马尔代夫必备物品清单 

（相机-存储卡多带几张、电池） 

 

衣服：马尔代夫全年可穿清凉夏装，包括 T 恤衫、短袖、轻薄的裤子，还可带一件薄外套，

防止空调房间冷气太低着凉。行为举止及服装要保持端正，适应当地的风俗民情。 

防晒：防晒指数较高可防水的防晒霜、偏光墨镜、伞（防晒+遮雨）、宽沿太阳帽。 

鞋子：海岛漫步，需要不怕水、不扎脚的沙滩鞋；观光行走，需要轻便运动鞋；进入正式场

合最好不要穿拖鞋、短裤短裙、无袖上衣等。 

浮潜：前往海边，请视自身需要携带面罩、呼吸管和脚蹼等潜水装备，马代多数度假酒店都

可租用(5-10 美金/天)或免费借用，也可以提前购买，从国内带过去。 

其他：泳衣(比基尼为宜)、泳镜、泳帽、水下相机/相机防水套（推荐一次性水下相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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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防蚊用品、小食品、杂志或书、手机、相机（带足电池和储存卡）。 

 

证件/贵重物品 

护照及复印件 身份证及复印件 2 寸证件照 

信用卡、借记卡 户口本（儿童国内

转机） 

结婚证原件（申请

蜜月服务） 

七彩出团通知书、旅行须知、

紧急联络名单 

现金（不多于 5000）； 美元，

多换 1 块钱 

衣物 

清凉夏装、薄外套 内衣、袜子、睡衣 

长裙（适合拍照） 泳衣、泳帽 

便于行走的鞋 小礼服  

沙滩鞋 运动服（略宽松 

日常用品 

洗发水、护发素、护肤品、

化妆品、修护霜 

防水型防晒霜（SPF50+、

PA+++以上 ） 

牙刷、牙膏、牙杯、梳子 毛巾、浴巾 

卫生纸、纸巾、消毒纸巾、

女性卫生用品 

手表、笔、小本子、单反 

剃须刀、刀/剪刀（建议托运

瑞士军刀） 

潜水用具、遮阳伞、宽檐帽、

太阳镜（深色） 

药品 

感冒药、肠胃药（当地主要

喝凉水凉牛奶等） 

消炎药、 眼药水（海水可能

会刺激眼睛） 

止泻药（氟哌酸、泻立停等） 驱蚊器、驱蚊药水、蚊香 

防水创可贴、云南白药 风油精、解暑药 

晕车药、晕船药 个人疾病常备药 

电子、电器设备 

数码相机加防水外壳或一次

性水下相机 

手机、iPad、三脚架（自拍或

者拍摄夜间景观） 

电池、充电器、 数据线、存

储卡 

英标电源插头转换器/万能插

头 

手电筒（晚上出行） 翻译工具 

旅行箱、背包 
带锁拉杆箱、贴身背包 购物袋（大小视个人需要） 

防水密封袋 杂物包 

潜水装备 

面罩和呼吸器（当地可租， 

自备卫生） 

脚蹼（不建议水性不好者穿

戴） 

潜水鞋、 潜水手套（非必需

品）、鼻塞、耳塞 

泳装、泳镜（近视眼戴有度数

潜水镜） 

食品 
饼干、方便面、小零食 榨菜、简单的调味品 

肉干/午餐肉（勿带猪肉产品） 矿泉水（有些岛免费提供） 

 

3、马尔代夫穿衣指南 

马尔代夫天气四季如夏，去马尔代夫夏季度假的穿衣选择当然是舒适为主。每年 5 月至 10

月份是西南季风期，是刮风下雨比较频繁的月份。由于地处赤道，季风柔和，气温波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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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年均日气温在 25.4-30.4 摄氏度之间，年均降水量低于 2 米。想要拍美照的美女们穿漂

亮的轻薄的连衣裙吧，颜色鲜艳些，拍照才好看，除了各种仙裙外，不妨也准备一身适合做

运动的服装，虽然晚上也不会冷，但出入一些较正规的用餐场所时，还是建议大家套一个防

晒衣或者纱衣，因为马尔代夫也是伊斯兰国家，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我们必须遵守的风

俗习惯。另外要多带比基尼，一是方便换洗，二是那里真没人穿连体的泳衣。男生就简单多

了，T-shirt,短裤，干净利落。 

 

作为以海景为主的旅游胜地，在马尔代夫浮潜是每个游客必须体验一把的娱乐项目，但要提

醒大家，浮潜是最容易晒伤皮肤的，如果经不住烈日的考验，或许可以准备一条毛巾，或者

一件暴露皮肤比较少的泳装在浮潜时穿着，在海滩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大秀比基尼。 

 

此外，春节是前往马尔代夫旅游的旺季，此时的马尔代夫气候宜人，不但白天能下海，晚上

也非常凉爽，所以建议大家还要带一两件长袖衣服在夜晚出门的时候穿着。马尔代夫的夜晚

有时会刮起不小的风，带两件长袖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乘小船出海的时候也需要穿上

长袖衣服。 

 

为了拍出更好看的照片，可以穿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图案可以非常艳丽、花俏。年轻

的女孩子们穿吊带裙、略显小性感的抹胸都是最好的选择，在马尔代夫，几乎是西方女孩展

示比基尼的大秀场。 

 

现在还有很多小情侣选择在马尔代夫度蜜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带上婚纱和小

礼服，马尔代夫的日出和日落都是拍照的最佳时机。 

 

马尔代夫是著名的珊瑚岛，为了避免在潜水时划伤手脚，游客在游玩时需要穿上潜水袜，带

上潜水手套，除了避免划伤手脚，它们还有防晒的作用。如果不想花费大量的资金在购置服

装上，一件合身的紧身衣和紧身裤也足够让游客在海水里玩得尽兴，而且同样能起到防晒的

作用。 

4、潜水用品选择及淘宝店铺推荐 

浮潜的手套很重要，务必带上（那种工人手套不能替代，下水会很重容易勾到），如果没有，

带表面光滑的不重不怎么吸水的手套，珊瑚很锋利，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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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带上浮潜的脚套，不能用一般袜子代替！别听别人说随便穿双袜子就信了！很重要的！

一定要带，最主要目的是不让脚蹼滑脱！由于印度洋强大的洋流，不穿脚套的话很容易把脚

蹼给冲掉，但是脚蹼弄的太紧会抽筋，所以别省这个钱，体积小带着不麻烦，下次还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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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浮潜三宝：面镜、呼吸管、脚蹼 

呼吸管:请一定要买好的，真正全干式的，海里进水很危险，会呛水然后面镜进水。岛上租

的就很好，所以那种一百内的呼吸管，别买，不好用，要是岛上不能免费租，要买就买好得，

能免费租就问岛上的租，岛上的是专业的，用着很不错的！很卫生的，人家有消毒过用着很

不错。 

 

脚蹼：见仁见智，最好用那种后面扣能调松紧的，要是岛上租记得大一号，因为要算上你的

潜水袜子，太紧会容易抽筋，只要推力 ok就行，如果买还是那句话，别贪便宜„„ 

 

面镜：近视的朋友，可以选择带度数的面镜，如果会戴隐形眼镜的话可以戴普通的，面镜别

太松，过紧会勒的人受不了，只要紧到不进水就行。浮潜别用鼻子呼吸，面镜会进水都是你

鼻子呼气造成的。 

 

救生衣:有免费租就免费用，没有免费的，行李放得下可以自己带。 

 

水母衣：不是必备的，如果你初学可以买，毕竟厚防刮伤；如果不是初学，可以带旧的贴身

的衣服，到时候走的时候扔掉就可以了，毕竟水母衣比较厚重还不舍得扔掉。 

 

其他：不建议穿比基尼直接去游，容易晒伤。注意旗杆，别游到很远的深海被冲走，其实海

沟还是安全的，你有救生衣你别怕，不是远到看不到都很安全的。请爱护大自然，不要喂鱼， 

不要用手摸珊瑚，易划伤手。 

 

6、水下相机哪款好？ 

水下相机租赁：海鸟窝海岛旅游服务 http://hainiaowo.taobao.com/ 

7、国外旅游英语不好，翻译工具推荐 

在境外，流利的外语肯定会有助于交流和沟通，也能让你的旅途更加顺利，但外语不好绝对

不是障碍，沟通方式不仅仅是语言，肢体语言也可以用于交流，当然，了解一些必要的单词

和句子是最好的。马尔代夫是旅游胜地，普通民众一般都很友好，会努力理解你的意思，就

算蹦单词+手语，当地人也能听得懂，而且大家基本都是来休闲度假的，其实你会不会说，

会说多好，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敢不敢说，不要不好意思，不出意外情况，中学水平

的英文基础就完全够用了，只要自信的说，就可以了。再不然，还可以在手机里存好一些常

用的语句，下载个翻译软件，比如有道词典，金山词霸，离线版的，以备不时之需。 

8、如何在银行换美金？ 

去马尔代夫是需要准备一些美金的，一是用于现金支付，二是用于给小费，我们可以在国内

http://hainiaowo.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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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兑换美金，比如中行，工行，但是银行小额 1美元很少，一般都存着给大客户或者员

工应急用，所以大家去换的时候一般人家都说没有，我们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先预约，让他们

给协调一下，然后再去换就有了。另一种方法，可以先在国内换好大额美金，然后在入住酒

店的前台兑换，他们一般都准备的有零钱，实在不行就在淘宝上找，只是要鉴别卖家的信誉

好坏，不要上当受骗。当然在马累机场也可兑换大额美金，只是小额美金比较难换到，从汇

率看境外兑换划算，但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见得在境外可以随时兑换，所以还是在国内

兑换保险一点。 

9、如何选择适合长途旅行的拉杆箱？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去一次马尔代夫也是出了国了，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拉杆箱

还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20 寸以下的就有点小了，推荐一个人出行 1 到 5 天左右，这种

短途的旅行不太适合去马代，我们推荐 24 寸以上的，需要托运，适合两人出行 7 天以上，

还嫌不够装的，就选 28 寸的，如果你是出国血拼一族，我觉得够了，需要注意的是，三边

的和加起来不要超过 158CM，这是飞机可以免费托运的标准尺寸哦。 

 

挑选拉杆箱时的一些小技巧 

 

（1）拉杆：要选内置的，材料一定要是钢的，因为外置的拉杆和轮子不能适应时下各个航

班的野蛮装卸。 

（2）箱体：要有钢置的骨架，面料最好是防雨的,材料的颗粒度大一点的好，因为比较耐磨。 

（3）轮子：一定得要内置的，轮子要四个轮子可以 360 度转向的，比较方便轻巧.轮子的材

质当然是橡胶的，在地上拉的时候声音越小越好。 

（4）拉链：要看材料和试拉的手感，象西服袋还是加高层什么的都看你自己的喜好就可以。 

 

购买拉杆箱时的一些小细节 

 

（1）检查箱体的外观，即箱体是否周正，箱角是否对称，可将箱子直立或倒放在地面上，

查看箱子是否四脚着地、不歪斜。 

（2）看箱面是否平整，有无划伤、裂纹，特别要注意箱壳（上面、下面）的四角要对称。

打开箱子，检查箱口，箱口要互相吻合，间隙要小，要合缝，合页转动灵活，无卡阻，克马

（搭扣）合得上、扣得住、打得开，箱里应粘着牢固，纺织面料不得有跳丝、裂匹现象。 

（3）提把（拖把）是否安装牢固，不能有松动。 

（4）拉杆应伸缩自如，有一定的强度，伸缩杆与固定杆配合适度，扩量不能太大，拉杆的

锁紧钮按下后，应能顺当地伸缩拉杆。 

（5）箱走轮是否转动灵活，最好选用带有轴承的走轮。检查箱锁时，可随意组合几组数码

进行试验，开启、关合正常即可。 

（6）箱拉杆大多是可伸缩的，选择时按下锁钮反复拉伸几次，拉杆应伸缩自如，固定杆与

伸缩杆的配合间隙应适中，扩量不能过大。 

（7）箱提把大多是塑料件，选择时应着重检查塑料质量，一般情况下质量好的塑料有一定

的塑性，质量差的塑料硬、脆，在使用中容易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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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入境 

马尔代夫出入境卡模板（参照填写） 

 

 

七、到达马累 

到达马累后直到前往度假岛上的流程是怎样的 

（下边的内容都需要写清楚，客人很关注） 

马累住宿一晚衔接（酒店、上岛交通时间、行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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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上岛衔接 

马累景点推荐 

1.共和国广场 

2.人造海滩 

3.鱼市 

4.本地市场 

5.国家图书馆 

6.国家博物馆 

7.伊斯兰中心 

8.大礼拜市 

9.星期五清真寺 

10.麦杜 兹雅拉特圣殿 

11.总统官邸 

12.苏丹公园 

马累简介 

马尔代夫以自然岛屿为群居单位的社会形态，没有城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首都马累

原为唯一的城市，行政上为市。新设的阿杜市，不仅没有城市的概貌，也没有在人们的印象

中形成城市的概念。倒是一些旅游度假村，其现代化程度达到了城市水平，成为旅游殿堂。 

 

马累-世界最小的首都 

面积只有 1.87 平方公里，人口大约只有 10.8 万，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它是世界

上最小的首都之一，被人们谐称“迷你都市”“袖珍首都”。马累自古就是重要港口，现在是

政府所在地，也是商业、贸易、卫生和教育中心。马累也是宗教中心，大小清真寺就有 35

个，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寺都在这里。马尔代夫的民族风貌、历史和宗教遗迹以及社会发

展程度，都集中表现于马累。马累四周海港码头多处，对外交通方便。 

 

马累市是个喧闹繁华的小岛，分成亨维鲁（Henveyru）、加罗鲁 (Galolhu)、马昌果里

(Machangolhi)、马法努（Maafannu）、维林吉里（Villngili）五个区。前四个选区在马累本岛，

第五个在与马累隔海相望、乘船只需 10 分钟的维林吉里岛。 

马累旅游行程路线推荐 

以下介绍在马累的 2 天 1 夜自由行： 

 

1Day 独立广场 

 

在马累玩的第一天，可以从北部海滨的波杜塔库鲁法努大街开始。先去只允许游客上午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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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斯兰中心，然后去星期五清真寺的外面游览一圈，再去独立广场拍照留念和休息。最后，

可以去鱼市场和果蔬市场游玩，感受当地的风俗人情。 

 

1Night 纪念品商店 

 

晚上，可以在果蔬市场内买一些吃的，或者是在周围的小吃店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之

后，去 Chaandhanee Magu 北端到鱼市场之间纪念品店逛逛，买一些纪念品。如果时间还比

较早的话，可以去马吉迪亚，阿里马斯嘉年华寻找美食餐厅、酒吧，感受一下当地的夜生活。 

 

2Day 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 

 

第二天，就去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参观，逛累了可以在苏丹公园内休息。然后去马尔代夫国

家美术馆看看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下午去人工沙滩，在那儿游泳、晒日光浴等，还可以去人

工沙滩南边的冲浪点冲浪。 

马累住宿推荐（马累过夜酒店） 

马累岛酒店 

五星酒店： 

● 马尔代夫盛贸饭店 Traders Hotel Male by Shangri-La 

四星酒店： 

● 萨默塞特酒店 The Somerset Hotel 

● 娜萨杜拉皇宫酒店 Nasandhura Palace Hotel 

● 撒拉精品酒店 Sala Boutique Hotel 

● 穆凯酒店 Mookai Hotel 

● 摩卡基套房 Mookai Suites 

三星酒店： 

● 八度马尔代夫酒店 Hotel Octave Maldives 

● 大理石酒店 Marble Hotel 

● 海阁顶层甲板酒店 SeaHouse Maldives TopDeck Hotel 

● 三叶草之家 House Clover 

● 关天酒店 Off Day Inn 

● 索夫美景酒店 Surf View Hotel 

● 轻松宾馆 Hotel Relax Inn 

● 金门酒店 Kam Hotel 

● 达斯酒店 Dace Hotel 

二星酒店： 

● 天空旅馆 Skai Lodge 

● 鲁克伊亚酒店 Luckyhiya Hotel 

● 帕拉佐酒店 Hotel Pallazo 

● 卡尼住宿 Kaani Lodge 

其他星级酒店： 

● LVIS 精品酒店 Lvis Bo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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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岛酒店 

五星酒店： 

● 机场海滩酒店 Airport Beach Hotel 

四星酒店： 

● 瑚湖尔岛酒店 Hulhule Island Hotel 

● 马尔代夫康福特茵机场酒店 Airport Comfort Inn Maldives 

● 乐维游尼斯旅馆 Le Vieux Nice Inn 

● 海滩日出酒店 Beach Sunrise Inn 

● 休闲海滩酒店 Relax Beach Inn 

● 晴空旅馆 Clear sky Inn 

三星酒店： 

● 伊比丽旅馆 Iberry Inn 

● 度假者旅馆 HolidayMakers Inn 

● 新城旅馆 Newtown Inn 

● 水晶海滩酒店 Crystal Beach Inn 

● 中转旅馆 Transit Inn 

● UI 客栈酒店 Hotel UI Inn 

● 芬泊魁哎特旅馆 Fern Boquete Inn 

● 海滩宫殿酒店 Beach Palace 

● 珊瑚皇后酒店 Coral Queen Inn 

● 10007 别墅酒店 10007Villa 

● Platinum Residences 酒店 Platinum Residences 

● 维泽特沙滩旅馆 Visit Beach Inn 

● 维利马旅馆 Velima Inn 

● 可可吉利海滨住宅酒店 Cocogili Beach House 

● 马累旅馆 Hulhumale Inn 

● 阿赖耶酒店 Alaya Inn 

● 马尔代夫皇冠礁石酒店 Crown Reef Maldives 

● 马尔代夫旅游旅馆 Travel Lodge Maldives 

● 德玛欧兰花酒店 DeMal Orchid 

● 瓦拉海滩酒店 Velaa Beach 

● TLM 瑞台特酒店 TLM Retreat 

● 娜拉海滩酒店 Nala Beach Inn 

● 环礁七星旅馆 Atoll Seven Inn 

● 沙门酒店 The Sand Gate Inn 

● 极其豪华酒店 Rare Deluxe Inn 

● Fenda Hotel 酒店 Fenda Hotel 

● 劳布鲁酒店 Leau Bleue Inn 

二星酒店： 

● 精英酒店 Hotel Elite Inn 

● 阿斯卡尼别墅酒店 Askani Villa 

● 海贝微风旅馆 Shellbreeze inn 

● 星景住宿加早餐旅馆 Star View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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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酒店： 

● 维斯特斯旅馆 Visitens Lodge 

● 格兰德城酒店 City Grand 

● 马坎纳旅馆 Maakanaa Lodge 

马累美食 

马尔代夫的饮食带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特色，地道的马尔代夫食物更是离不开大海的。马尔代

夫人常吃的肉类是家禽和羊肉，也常吃蛋类，鱼则是吃的最多的食品，所需的牛肉需要从国

外进口，价格昂贵。他们喜欢吃带有刺激性芳香调味品的肉、鱼和蔬菜米饭以及红薯、芋等

淀粉食物。传统主食以鱼及椰干为主，洋葱汤在当地最流行。 

马累到马累机场岛交通工具 

两岛距离很近，只需快艇上岛。单程的费用是一美金一个人。 

 

马代度假岛机场候机室盘点（饶阳负责的移动到这里） 

 

八、前往度假岛 

马代机场到度假岛交通工具选择（快艇、水飞、内陆飞机） 

马尔代夫由一个个岛屿组成，距离近一点的岛屿之间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如果远一点的

岛屿就可以乘坐水上飞机或者国内诶及前往。马尔代夫的船有多尼船，快艇等，基本上每个

岛屿杜有自己的船和码头，码头不允许别的船停靠，船只一般也不允许别的岛屿上的游客使

用。此外，由于马尔代夫的岛屿比较小，只有如马累这样的大岛才有汽车形式，其余的岛屿

基本上都没有汽车，其较大的岛屿可以乘坐电瓶车、骑自行车，小一点的岛屿步行就能走完。

一般路程在 148 千米（80 海里）以内可以选择快艇，148~278 千米（80~150 海里）选水上

飞机，超过 278 千米（150 海里）就可以选国内飞机了。 

  

1.乘飞机游马尔代夫 

 

在马尔代夫国内，飞机分为两种： 

一种是国内飞机，一种是水上飞机。 

 

国内飞机就是马尔代夫的国内航班，比快艇的速度块，比水上飞机价格便宜。搭乘国内航班

能够到达更远的环礁，然后在选择快艇去度假村。马尔代夫的 Island Aviation 境内航班的飞

机只有 37 座和 16 座的小飞机，需要提前预定以确保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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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飞机（Sea Plane）是一种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如果乘坐快艇 40 分钟才能到达小岛，

建议选择乘坐水上飞机。每一架水上飞机可乘坐 14~16 人。水上飞机只有白天飞机，如果游

客是白天到达马尔代的话，可以直接办理手续乘坐水上飞机。如果是晚上到达马累的话，就

需要现在马累住一晚，然后第二天搭乘水上飞机前往度假村。水上飞机往返费用为 150~400

美金，具体价格取决于游客所在位置距离度假村之间的远近，其费用一般会与酒店房间费用

一同算出，告知游客。如果你是完全独自旅游者，水上飞机则会额外收费。 

 

2.乘快艇游马尔代夫 

 

在马尔代夫，基本上每个岛屿都有自己的快艇（Speed Boar），在自己的预定度假村度假期

间，游客只能使用度假村的快艇。各个岛上度假村提供的快艇往返价格由度假村决定，与距

离远近没有太大关系。通常 12 以下儿童半价，2 岁以下小孩免费（个别度假村有自己的规

定）。 

此外，马尔代夫也有独立的快艇公司（Inner Maldives），它比较适合在马尔代夫停留时间比

较才，而且需要包船出海的人使用。电话 00960-3315499，价格约 350 美元一天。 

 

3.乘多尼船游马尔代夫 

 

多尼船（Dhonis）也叫“机帆船”，有现代简约式和仿古式两种。其中多数是现代简约式，

两三个水手一条船，作为摆渡船。在码头停靠的多尼船也可用于出租，比快艇便宜很多，但

是形式速度比较慢，在赶时间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多尼船的价格依据天气、路程的不同而

异，参考费用 65~100 美金/天。游客可以自己去码头找船砍价。出海钓鱼或者巡游可以选择

风味十足的多尼船。 

马代机场怎样去马累 

两岛距离很近，只需快艇上岛。单程的费用是一美金一个人。 

马累机场到度假岛水飞时间表 

马代水飞时间： 

最早一班是：上午 06:00    水飞最晚一班是：下午 16：00 

马累到度假岛注意事项 

1.到达马累后，上酒店的岛时间酒店会统一安排，请提前到指定地点等待，勿错过上岛交通

哦。 

2.如果是乘坐快艇上岛，请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重贵物品，以防被海水打湿。 

3.如果是乘坐水飞上岛，因水飞噪音较大，可提前准备防噪耳塞。 

4.到达酒店后，要记得给小黑小费哟。一般是一人一美金，如特别热情，服务特别好，可多

给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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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玩转度假岛 

入住: 

如何办理马代酒店入住 

岛上游玩: 

 

度假岛上注意事项（浮潜安全、防盗、医疗急救、保险索赔） 

潜水注意事项： 

 

1.小心暗流 

海底周围的暗流是最致命的，每年都有中国游客在浮潜时遇难。你可以把暗流理解为很

强的水流，它会把你卷入海底，或者让你不断远离海岸线。所以浮潜时一定要了解当地环境，

一定要看酒店的标示。如果上面写了“危险，不能游泳”，千万不要因为看起来安全盲目的

往海里冲！如果没有写，那也请看下酒店提供的海岛地图，看看周围那些地方适合浮潜，选

择那些地方。或者，至少选择人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另外，雨季去玩时你更要注意，因为那

时候海流会更长。 

 

2.伤人珊瑚 

 

   珊瑚是最容易让你受伤的。大体上你会在两种情况下受伤，一是试图去摸岩石。岩石通

常很锋利，要不就特别滑，你踩上去会摔跤。无意摸到很可能被划伤。另一种情况是水很浅，

下方是珊瑚。在浮潜的时候因为水太浅，你用力游泳或者试图站起来时，腿就很容易被珊瑚

划伤。 

 

3.船和螺旋桨 

 

   这种情况是当你在浮潜点，从船上跳下来时，一定不要一直埋头看鱼。请不时抬头看看

船在哪里。不是为了防范船远离而导致你被丢掉。而是说船很容易漂到你身边，然后你就一

头撞上了！游客腿被船的螺旋桨划伤案例曾经发生过。 

 

酒店防盗： 

 

     入住酒店或度假村后，不要让陌生人随意进屋；有陌生人来访应与导游、领队或酒店

前台确认；要增强保险意识，出行前除了旅行社责任险外，建议游客购买一份适宜的意外保

险产品，行程中如出现意外及时通知旅行社并要求旅行社及时报险；如遇财物被盗，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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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要求度假村酒店调查，拨打电话 119 报警，并与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联系，使馆领保协助

电话：00960-7458160。 

 

医疗/急救： 

 

在马尔代夫旅行，常见的病况有两种：一种是水土不服造成的腹泻，一种是因天气炎热、摄

入水少造成的脱水。每个度假村都有医疗室，如果严重可以转到马累岛或者各个环礁的中心

城市。马累岛上接待外国人的医院有两家，但必须是已经购买旅游保险并通过保险公司进行

预约才能诊疗。医生可以讲英语。不属于境外救援的费用（例如牙病）需要自费，价格不低。 

Adk Private Hospital（私立医院） 

地址：Sosun Magu 电话：3313553 

Indira Gandhi Memorial Hospital（公立医院） 

地址：Boduthakurufaanu Magu 电话：3316647 

 

旅程阻碍保障 

 

旅程延误：若由于天气、自然灾害、罢工、航空公司超售或航空管制等原因而导致飞机或轮

船延误，每延误 5 小时，可获赔偿 300 元。 

行李延误：旅行期间被保险人的随行托运行李每延误 8 小时，可获赔偿 RMB500。 

个人随身财产：旅行期间被保险人随身财产被盗窃或抢劫，或因其他第三方责任而遗失或意

外损坏，可获赔偿。(每件或每套行李或物品最高赔偿额为 RMB1,000） 

旅行证件遗失：赔偿被保险人为重置因被抢劫或盗窃而损失护照、旅行票据等旅行证件所支

付的费用及相关交通、住宿费用。 

 

紧急救援： 

 

紧急医疗运送和送返：旅行期间因意外事故或罹患疾病，我们将承担医疗运送和送返(AIG 

Assist)所发生的费用。 

医药补偿：赔偿旅行期间因意外事故或罹患疾病而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其中境内旅行疾病

医药补偿的最高赔偿限额为 RMB1,000 元。 

慰问探访费用补偿：若被保险人于旅行期间身故或遭严重身体伤害而住院治疗，我们承担被

保险人的一名成年直系亲属前往探访的交通费和食宿费。 

个人责任 

我们承担旅行期间因意外事故导致他人身体或财物损失而须支付给第三方的赔偿金。 

24 小时全球旅行支援服务(AIG Assist)一览： 

国际医疗救援：紧急医疗运送及送返、安排入院许可、费用垫付等 

各种资讯服务：旅行、签证、天气和使领馆资讯等  

特别协助：护照、行李遗失协助，紧急旅行协助 

当您需要 AIG Assist 服务时，只需拨通 24 小时热线电话（+86）400-888-3080 

 

特别提示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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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禁私自在岛上钓鱼、采摘或践踏珊瑚，违者罚款可达美金 5000 元。 

2、严禁在酒店房间内煮食，违者罚款可达美金 5000 元。 

3、勿在岛上喧哗、吵闹，切勿随地扔垃圾，以确保大自然环境的优美、宁静。 

4、在马累旅游，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拍照的，例如海岸警卫队所在地，所以在拍照前，一定

要先问清楚。 

5、在马累的主要危险就是摩托车会冷不防地从某个角落以极速窜出来。在过马路之前，要

保持机警并四处看看。 

6、侵犯旅行者的犯罪不是没有，但很少。扒手可能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在拥挤的购物区

和市场周围，但这也并不经常发生。 

7、在马累的主要恼人之事是缺少酒。如果你真想喝一杯，从 1 号码头乘坐约每小时一班的

渡船去机场附近的 Hulhule’ Island Hotel，或者乘坐机场轮渡，然后走 10 分钟到这家宾馆，

在水池边喝一瓶冰爽的啤酒。 

8、不可以携带海水、失事船只残骸碎片、岛上的贝壳（不是可购买商品）或珊瑚出马尔代

夫。购买由海龟制成的物品也是违法的。 

9、当地居民不食猪肉，不饮酒，严禁偶像崇拜，妇女出行必须穿遮体长裙，男士不能穿短

裤，游客到了当地居民岛也须遵守此习俗。 

10、禁止裸泳，如被发现会被处以高额罚款。 

11、不要穿泳装在餐厅用餐。 

12、马尔代夫旅游岛大多不提供牙刷、拖鞋等，建议游客自行携带。 

13、最好准备证件复印件及 2 寸照片若干，以备证件丢失可及时补办。 

14、不要对小孩乱拍照。 

度假岛上活动及出海活动一般有哪些，怎么玩，怎样参加？ 

马尔代夫的活动包括自费项目和免费项目两种，下面列出了马尔代夫的娱乐活动项目还

有自费项目的费用，仅供参考如有疑问欢迎咨询七彩假期客服~ 

 

一般的付费项目： 

 

1 黄昏海钓 SUNSET FISHING $25 

2 浮潜 Kuda Bandos Snorkelling $25 

3 浮潜 Reef Snorkelling $22 

4 首都马累游 Male’s Ferry $25 

5 帆船 Catamaran Sailing $45 (一般限时） 

6 列岛游（4 个岛）Island Hopping(full day) 含餐 $48 

7 列岛游（2 个岛）Island Hopping(half day)不含餐 $28 

8 清晨海钓 Sunrise Fishing $25 

9 海豚之旅 sunset dolphin cruise $22 

10 体验水肺潜水（一小时）（至少 4 人成行） $45.00 

11 玻璃底船 glass bottom boat rides（2 人） $13 

12 潜水（包括理论学习，练习和真正下潜）Diving ~ PADI certification $135.00 $90（不潜） 

13 帆板 Windsurfing,基础课程 大约 8 小时 $155 

14 Windsurfing 出租 $14/人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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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水上飞机及浮潜一日游 sunrise picnic(by Sea Plane) $149+transfer 

16 水上飞机摄影之旅 Photo Flight(by Sea Plane) $55+transfer 

17 独木舟单人 $10/小时 

18 独木舟双人 $15/小时 

19 摩托艇 $12.5（一般按 15 分钟算） 

20 玻璃底船 glass bottom boat $15 

21 香蕉船（6 人） 30 分钟不到 $15 

22 夜间烧烤 

23 印度洋看日落 $25 

24 双体喷射游艇 未知 

25 桌球 免费 

26 风帆租用 未知（有些岛屿是免费） 

27 日钓 50.00 US$/人（至少 4 人） 

28 快艇私人租用旅行一个小时 $220 适合多人 

29 环岛游 $53.00 /人（至少 8 人） 

30 玻璃底船赏鱼 $16.00 /人（至少 1 人） 

31 岛周边游玩观海豚珊瑚(至少 8 人) $45.00 /人（至少 8 人）  

32 钓鱼马累游 $20.00 /人（至少 10 人）  

33 水疗和蒸汽室 

34SPA 

35 烛光晚餐（有些岛屿蜜月送） 

36 蓝色珊瑚礁之旅（半日游） $88（至少 14-17 人） 

37 多尼船 $35-60 

38 拖拽伞 $35 （1 人） 

 

一般免费的项目： 

 

      健身房 香蕉船 篮球场 沙滩排球 浮潜 独木舟、羽毛球（有些岛屿要给场地费）、网

球（有些岛屿要给场地费）、沙滩排球、室内游戏、水球、远足和单车（一般奢华大岛才有） 

 

马尔代夫活动的报名方式： 

 

   在绝大多数岛上，都会在前台附近发现一个区域，上面贴满了活动的照片和说明，下方

有册子，册子里写着活动的日期和集合时间，你们只要在相应的活动后面写上房间号和参加

人数就 OK 了（费用会记账，在你退房的时候会一起算给你让你支付）  

 

马尔代夫活动怎么玩： 

 

水上摩托： 酒店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傍边指导你们先把你们教会，然后就是自己玩。 

浮潜：多数度假村的岸边浮潜环境一般 -- 但对于第一次浮潜的同学来说，也足够美啦，直

接跳进水里就成，没有教练。 

冲浪：有技术难度的活动，多数在岛的某一侧进行（很多岛是一侧有泻湖，水平静，另一侧

海浪大，适合冲浪），6-11 月是会从狼最好的季节 --- 好吧，虽然玩不了，但不妨过去看看

哈，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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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板：有一定难度，但可以参加短暂的培训，值得体验哈。 

皮划艇：难度不大，主要是两个人要配合好节奏，否则就是原地转。 

香蕉船：由摩托艇牵引的香蕉形状的船，有可能会翻船（也是乐趣之一）需要穿救生衣哈。 

滑水：滑水板比冲浪板小，由摩托艇牵引着滑行，有一定难度，需要先接受付费培训。 

拖拽伞：摩托艇把降落伞拉起来，没有难度，可能会觉得有点晕。  

双体船 Catamaran：有两个船身组成，动力靠风帆，需要先接受付费培训。 

海钓 - Fishing：鱼线钓鱼，注意很多同学反馈会晕船。 

真正钓鱼 Big Game Fishing：鱼竿钓鱼，通常是深海大鱼，费用较贵。 

出海浮潜 Snorkel Safari：必须会游泳，之前度假村会做测试。 

深潜 Diving：有体验潜水和自由潜水两种，前者不需要什么，后者需要考证。 

看海豚 Dolphin trip：大家经常选择的项目，30-50 美金不等！ 

水飞拍照 Photoflights：200 美金左右，选择的人不多，喜欢的同学不如直接乘水飞来 

无人岛晚餐 Picnic on a deserted island：快艇把你们送到一个无人小岛上，准备好餐点，太

阳伞后撤退... 

潜水艇 Whale Submarine：德国制造的名为鲸鱼的潜水艇，定员 50 人，潜水时间大约 45

分钟，下潜至 45 米，费用/成人 75 美金左右。 

落日巡航 Sunset Cruise：日落前出航，然后停在一个可以观赏日落的位置，\提供饮料，一

般需要 2 个小时。 

私人游艇 Yachting：可以完全包空船也可以雇佣船员。 

跳岛 Island Hopping：去其他度假村，无人岛，居民岛。 

马尔代夫度假岛屿 WIFI 怎样？收费多少？ 

   以下去马尔代夫有 wifi 没有？麻袋没有网那是不可能的，只是看收费与否。马代大部分

岛屿都有免费的 wifi，但是个别岛屿是需要付费的，在预定岛屿的时候可以咨询客服确认是

否有网免费上。  

 

我记得五星的酒店岛屿都有网络。无线 WIFI、有线宽带也有。首都机场就有 WIFI。我

们住的 Kurumba 岛，只要自带笔记本就可免费上网。伊露岛也是免费上网的，房间内有网

线。大部分岛都有都带 WIFI，只有一些特别便宜的岛屿，在收费的时候比较贵。 

 

参考岛：中央格兰德，波杜希蒂，阿雅达，JD，W，芙花芬，都喜，海龟岛，密度帕

如水屋有 WIFI,沙屋没有。 

 

   马尔代夫移动 wifi 是你畅游马尔代夫的必备旅行插件，购买后您可以在上海北京等城市

的机场柜台直接领取相关设备。 

     马尔代夫移动 WIFI，无论你是在马累还是在您度假的任何岛屿，都能享受随时随地上

网体验。您可以在马尔代夫旅行时，上 QQ，上微信，刷微薄，看新闻，听音乐，还可以通

过手机定位地图，无需担心迷路和语言不通。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随时随地分享你在马尔代

夫休闲度假时拍摄的唯美照片，发表你在路途上感受到的点滴文字。 

     移动 WIFI 的覆盖范围很广，除了在山区，高速公路，地下，隧道，偏远地区会遇到

信号较弱或无信号的情况，其他地点都能正常使用本设备轻松上网。 大部分境外的通讯运

营商都会使用公平原则，针对一个时间段内使用过大流量的用户，并导致其他用户无法正常



七彩假期——专注马尔代夫自由行，首家马尔代夫主题网站 

 

七彩假期官网：http://www.7jiaqi.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QICAIMD，获取更多马尔代夫特价！ 

41 

使用流量，运营商会采取停止使用或降速的措施。所以为了保证您在境外能够正常使用上网

功能，需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观看视频或对流量消耗较大的行为。 

 

  相关建议：马尔代夫上网费用也不贵，10 美金左右。你也可以在马代买张当地的卡，

亚洲除了日本，手机卡都一样的，装上就可以。不过马尔代夫大部分都可以免费上网了。还

是尽情的去游吧，没必要纠结。上网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要么交钱上网，要么当地买卡。 

 

度假岛酒店消费怎样结算？ 

离岛返程: 

头一天晚上同酒店沟通离岛事宜（水飞、快艇时间等） 

酒店前台退房手续办理 

1、延房服务：延房服务申请需要在退房前一天早餐后前往前台申请，前台的 G.O 会为你登

记，一般会在晚上 0 点前答复你申请是否成功（用一张卡片放在你的房间里告知申请是否成

功），如果晚餐前还没有收到申请成功的信息，需要晚餐前前往前台再次确认；不论房型是

什么，延房服务只需要缴纳 59 美元；  

2、如果你的延房服务没有申请成功，那么 Checkout 那天需要在中午 12 点前办理 Checkout

手续，行李在 10 点前放在房间门口就行，我们那天，10 点前就有小黑上门敲门主动提取行

李；   

3、离岛当天，前台公示版上会有离岛客人的航班号和名字，上面会写清几点办理 Checkout

手续，几点搭船离开等信息；一般离岛时间安排在航班时间前四个小时，岛上的快艇会送客

人到机场；  

4、在办理完 Checkout 手续后，前台可以免费寄存行李一直到你离岛前；  

5、办理完成 Checkout 手续到离岛期间，客人在岛上的娱乐及餐饮仍然免费，就是没有房间

可以休息，但是有公共的洗手间和公共浴室可以使用；   

--------------------------------------------------- 

①、办理退房手续： . 

     与人间天堂依依惜别除了美好的回忆，什么都不要留下。请您于酒店规定的退房时间之

前，整理好行李，携带证件和房卡到前台办理退房手续。马代度假酒店的退房时间通常为上

午 10:00 至中午 12：00，请您在入住时提前与酒店确认。如果您在此规定时间后退房， 

酒店将收取您延迟退房的费用。等到查房完毕后，酒店会将您入住时支付的押金退还。 

②、延房服务： 

    延房服务申请需要在退房前一天早餐后前往前台申请，前台的 G.O 会为你登记，一般

会在晚上 0 点前答复你申请是否成功（用一张卡片放在你的房间里告知申请是否成功），如

果晚餐前还没有收到申请成功的信息，需要晚餐前前往前台再次确认；不论房型是什么，延

房服务只需要缴纳 59 美元；  

   如果你的延房服务没有申请成功，那么 Checkout 那天需要在中午 12 点前办理 Checkout

手续，行李在 10 点前放在房间门口就行，我们那天，10 点前就有小黑上门敲门主动提取行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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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退房之后：  

    由于时间尚早，您可以把行李存放在酒店大堂，之后在岛上继续用餐、游玩，部分高端

酒店还会为已退房的客人免费提供淋浴间和休息室服务。 

 ④、快艇／水飞机的离岛时间：  

    酒店的前台通常会设置一块“离岛信息板”，上面有当天退房客人的航班信息，以及相对

应的快艇／水上飞机离岛时间。请您先在信息板上找到自己搭乘的航班，并根据上面对应的

离岛时间，返回大堂集合，离开酒店前往机场。 

 

 温馨提示： 请您在离开前，务必清点好随身的行李和重要证件！  

小贴士：在您旅行出发前，应整理好物品清单，届时在所有的行程里，对着清单进行物品清

点，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了。  

 

⑤、提前去马累：  

    如果您觉得退房后在岛上的时光过于漫长，也可联系酒店，搭乘早班的快艇／水上飞机

前往机场岛，将行李放在机场的寄存处，之后乘多尼船到邻近的马累首都岛游览。不过游览

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时间（请于航班起飞前２．５小时返回机场岛），避免发生误机的悲剧。  

十一、旅游细节 

马尔代夫婚纱拍摄机构推荐 

七彩假期专注于马尔代夫自由行多年，和众多海外摄影机构有着合作关系，由于我们不专注

于婚纱摄影，也没有自己的摄影机构，因此这个代订均是无偿的，客人可以通过七彩来预定，

也可以自己去找这个机构预定，旨在帮助客人圆梦。 

 

1.团队婚纱摄影 

 

前面说了，七彩假期不专注于海外婚纱摄影，因此团队婚纱摄影基本都是一些大型摄影公司

自己组织的活动，只是在七彩假期来预定相关的目的地行程。重庆金夫人就和七彩假期保持

了多年的合作关系，每年均有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的专业摄影团。   

国内团队婚纱摄影团的优点：1 多数为当地客人，.便于前期和后期的沟通洽谈 2.专业摄影机

构实力看的到 3.降低人均费用   缺点：不能任意选择目的地和时间，需统一安排 

 

2.私人摄影师 

 

这类海外摄影非常适合有更好需求的客人，直接带摄影团队上岛，不过费用真的是“呵呵” 

笔者认为马尔代夫风景本来就无敌，就算业余摄影爱好者也能出美片，这个真的玩得有点大。 

当然像国内知名的“风格 STYLE”私人摄影团队的装备、技术、甚至水下摄影、MV 出来

的效果肯定也是非常一流的。定制-高端啊。 

 

3.目的地当地摄影机构（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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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的私人摄影师，自己可以去任何目的地均可预约当地摄影师，现在也比较流行。就拿马

累为例，七彩假期经常合作的一家是“幸福摄影”。大部分岛屿都可以上岛拍摄，需要承担

摄影团队的上岛费用，花费是最低的一种方式。 

 

4.酒店摄影机构 

 

有摄影计划的朋友不妨咨询客服看此酒店是否有自己的摄影机构驻扎。全球知名集团 LUX

集团在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的酒店均有此机构，曾经也拜访过七彩，大力宣传过此服务。马

尔代夫的鲁滨逊也有自己的机构。 不过作为笔者不得不说，价格并不是最低，拍摄质量也

各说纷纭。 

马尔代夫特产购物注意事项 

马尔代夫本地产物件很少，什么多？鱼多！所以建议大家理性购买，给亲朋好友带些小物件

即可。 

 

1.马累的商品一定比酒店纪念品店便宜很多，超级市场一定比马累的商店便宜很多。 

2.一定记得砍价，喊价通常较高，别害羞，先砍一半再说。 

3.马尔代夫的纪念品少的可怜，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和印度，尽量购买质地属于当地的物件。 

4.免费导游可以婉拒，他们都是靠拿回扣生存，没有回扣肯定会向你索要辛苦费或看护行李

费。 

5.线毯、漆雕、冰箱贴、邮票、明信片、硬币、贝壳工艺品、芦苇工艺品、纱笼是最常见的

小纪念品。 

6.带走贝壳、沙子、海水都是不被允许的，正规的工艺品店购买是允许。 

7.马累商店建议现金支付，万不得已使用信用卡，减少资金风险的概率。 

马尔代夫支持银联不，另外哪些卡可用？ 

马累很多商店支持银联，酒店大部分不支持银联。银联卡必须要信用卡，借记卡不行。银联

卡因为一个汇率因素，使用起来不是很划算。 VISA 和 MASTER 标志的双币信用卡是最佳

支付方式。 

 

关于马尔代夫电话卡的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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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小费给多少合适 

在国外，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支付小费。因各国、各地区收小费的比例不一，

差距较大。初到一地，应事先向有经验的人了解有关情况，并与同行者研究一下付小费的合

理办法。不要把它看作区区小事，“能省就省”，而应以“入乡随俗”的态度认真对待，以免

带来不好的影响。 当然一切小费的支出都是以提供服务为基础。 

 

美金兑换小贴士：国内银行只能兑换大额美金，通常均是面额 100，所以需要对面美金的朋

友可以在国内兑换大额的。到达马累机场兑换窗口可以兑换小额，也可以上岛在酒店前台兑

换。一般来说 200-300 美金现金即可，1 美元的可以兑换 20 张比较合适。酒店均支持刷双

币信用卡。 

 

以梳理马尔代夫自由行整个行程来看看哪些地方需要付小费？应该付多少？需要注意些什

么！ 

 

1.接机人员应该付小费吗？ 

 

到达马累后，客人有 2 种情况。第一种是需要在马累住一晚，这时马累酒店的工作人员会高

举你的姓名牌专程接待你，并且车载到酒店下榻。当然行李都是他们搬运上车、下车。到达

酒店后可以给 1-2 美金作为答谢，视你的行李多少和车上工作人员情况而定。第二种就是不

需要入住马累，当天需要上岛，这种情况你需要自己找到酒店柜台，也可能是酒店工作人员

举写有度假村名称的牌子，你跟着他走。机场人多，行李大包小包，这个场景可以不必给小

费。 

 

2.快艇、水飞、内飞需要付小费吗？ 

 

不需要。快艇有部分是酒店自己的船只，有部分是其他营运公司。水飞和内飞都是营运公司，

工作人员薪酬不低，况且我们是付过交通费、付费费和政府税。所以大可心安理得的看风景。

到达后，可以善意的口头表示感谢。如果真要给，交通设施上多名工作人员也会让你给得非

常尴尬。 

 

3.上岛办理入住后，行李的搬运需要付小费吗？ 

 

这是必须给的，当你办理入住的同时，酒店就同时安排了行李员搬运到你的房间。这时会派

给你房门钥匙，房间这个时候都是房门打开，如果你到达房间遇到服务员，请给他们小费

1-2 美金。但是很多情况下，当你到达，服务员已经不见了踪影，行李已经给你妥妥的放到

房间里。为什么要给呢？ 这些服务员是度假村最基层的服务员，基本都为当地人，工作很

烦琐、既是你第一次上岛的行李搬运员，也大多都要参与餐厅服务，以及平时闲时的问题处

理员，甚至是晚会的客串演员。 他们和客人的假期息息相关，由于和客人接触最多，基本

工资也是最低的，小费是构成收入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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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家和中文 G.O，小费怎么给？ 

 

第一次遇到，加之交流 OK 的话可以多聊一会，表达对假期充满期待和提前感激。不要吝啬，

大方的给小费 10-20 美金，视度假村豪华程度和事先攻略管家的服务范围而定。一般来说，

管家会给你讲解一些度假村的情况，接受你各种问题咨询，活动预约，甚至陪同浮潜等。聊

开了，又遇度假村房源不紧，甚至给你免费升级房型。G.O 是度假村的灵魂，为了让你度过

愉快的假期，他们就是一群和你拉近关系，让你感觉如至宾归，还能解决部分人的交流问题，

游走于整个度假村，不为某个客人单独服务。G.O 很多都是旅游相关专业的实习生，年轻激

情，小费不用给。违背了他们工作的初衷。 

 

5.请勿打扰&整理房间 小费情况 

 

如果你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客房服务员会绕道走。如果挂了“整理房间”或者没有挂

牌子，客房服务员都会来打扫。如果有这个需求，可以在枕边或床头柜上整齐的摆放 1-2 美

金作为小费。客房服务员也会很乐意的及时给你补充淡水、饮料等。 一般来说 2 沙 2 水的

国人住宿要求，个人觉得真没有什么必要整理房间，当然视情况而定。懒人、脏人大有人在。

哈哈。 

 

6.最常见的自助餐需要付小费吗？ 

 

按道理不需要，这里已经包含了服务费。当然如果有为你桌服务的小黑格外殷勤，不给说不

过去吧。我认为如果是含半餐的就没有必要付小费了，如果三餐均为自助的度假村，我认为

还是有必要给小费的，客人桌子是上岛就固定的，小黑服务也是固定的，可以晚餐的时候付，

光线不是很强，而且也是作为一天就餐服务的总结。 

 

7.娱乐活动小费怎么给？ 

 

均可不单独付小费。不过马尔代夫部分岛屿参加活动时候，比如集体出海，船员较多，可能

会事先被要求均摊小费，每人支付 10 美金到船上的箱子里。这种情况较少。 

 

马尔代夫双岛游怎么选择？（最适合跳岛游的组合） 

1.同集团组合   

 

这个请参考七彩假期马尔代夫选岛页面的集团选岛 传送门: 

马尔代夫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酒店集团拥有 2 个或以上度假村，阿达郎集团，安娜塔娜集团，

斯里兰卡集团都是拥有 5 家酒店，Universal 度假村集团甚至游泳 8 个度假村。同一个集团

某些时候预定甚至能享受一些特别优惠政策；同集团度假村换岛交通通常度假村就可以安

排，不用再回马累中转。 

 

2.差异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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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远近组合 很多人都对全球著名的水飞系统感兴趣，但是恰恰选择的度假村又是快艇岛，

最郁闷的这个快艇岛还没有水飞这项娱乐活动。不得已圆梦必须得双岛。那么可以选择快艇

岛+水飞岛组合。 

②浮潜沙滩组合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沙滩好的浮潜往往不好，浮潜顶级的沙滩也看不上法

眼。如果有哪个度假村的宣传告知你沙滩和浮潜都是顶级的，那么你可以断定是在忽悠你，

顶多是 2 项中庸而已。  

③风格组合  我特喜欢茅草房度假村，设施古朴简洁，老婆喜欢港丽的现代奢华，当然还有

他著名的 SPA 和水下餐厅。问题来了，好吧！双岛。 

④预算组合  根据预算让七彩客服根据现实报价来推荐，少走许多弯路。或者提出要求，甚

至是其中某个中意岛屿，客服再行进行推荐。 

 

提醒：只有有足够的假期，探索未知的欲望，马尔代夫任何岛屿都可以组合成双岛游，来发

现他们吧。 

 

天然双岛游组合 

 

①瓦宾法鲁和伊瑚鲁 

推荐理由：同一集团，姐妹岛组合，隔海相望。一小岛一大岛，一简朴一奢华，既可以享受

伊瑚鲁世界级浮潜和深潜，也能享受瓦宾法鲁奢华服务和享受。 

 

②鲁滨逊和柏悦  

推荐理由：一价全包老牌 5星，并且岛屿属性均为中上的鲁滨逊，外加新开幕奢华装修平民

价格的柏悦，必定给你带来一个浪漫的蜜月之旅。 

 

③W宁静和哈拉微利 

推荐理由：国际著名酒店集团喜来登和康斯坦斯的组合，是不是直流口水。 

 

④维拉沙鲁  瓦杜  JV 

推荐理由：维拉沙鲁顶级沙滩+瓦杜超小岛纯水屋浪漫+奢华 JV ，3 个小岛紧紧抱团，构成

了天然的双岛组合。 

 

⑤ 卡尼和翡诺 

推荐理由：翡诺 15 年新开幕纯蜜月岛，禁止带小孩。 入住翡诺即可享受卡尼一切的设施和

活动。反之不能。 

几岁的孩童不能住水屋，小孩费用如何收取？ 

绝大部分的岛屿水屋都是可以带小孩入住的。部分房型规定了年龄，部分入住需要事先签订

免责声明。总之，马尔代夫很多度假村都是适合亲子家庭游的。具体结合选岛咨询七彩客服。 

儿童入住水屋一定要注意水屋泳池的使用安全，通向大海的楼梯湿滑安全，本岛通向水屋的

栈道无护栏的安全行走。2-6 岁儿童一定要在监护人视线下进行活动。 

 

小孩收费一般分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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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免   包括上岛交通、餐食和住宿等均为免费。有严格较小的年龄限制 

2.半免   一般是免住宿费用，交通费和餐食费用要事先预定。年龄限制在 12 岁以下。 

3.付费   酒店有单独的儿童价格政策，通常费用在成人半价左右。 

什么东西不能带去马代？ 

不能携带酒类饮料、猪肉制品或其他伊斯兰教忌讳的东西。军火、武器、色情刊物、毒品、

烟草（一般为 200 支），这些当然更不能带到马代。 

声明：该份马尔代夫旅游攻略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预订和出游信息为准！ 

 

 

更多有关马尔代夫攻略及预订请访问七彩假期微信服务号。 

看马代最新资讯、享会员特价！ 

 

 


	目录（点击标题跳转相应攻略）
	一、初识马代
	1、马尔代夫简介
	2、马尔代夫在哪里？
	3、马尔代夫地图大全
	4、马尔代夫属于哪个国家
	6、马尔代夫有什么好玩的？
	7、去马尔代夫旅游要多少钱？

	二、选岛攻略
	马尔代夫选岛攻略
	一价全包岛屿推荐
	马尔代夫沙滩好的岛屿排名
	马尔代夫可以带小孩入住的酒店
	马尔代夫10大冷门岛，中国人少的岛屿
	马代酒店房型搭配
	有双层房间（阁楼）的马尔代夫岛屿酒店

	三、选择代理
	1、马尔代夫代理是啥？同旅行社是什么关系？
	2、马尔代夫代理哪家好？
	3、如何选择靠谱可信的马代代理？
	4、去马尔代夫旅游为什么要选择七彩假期

	四、航空相关
	马尔代夫机票预订
	航班
	直飞航班
	转机航班
	马代机场
	航空公司推荐

	航空细节

	五、行前准备
	1、护照办理
	2、马尔代夫必备物品清单
	3、马尔代夫穿衣指南
	4、潜水用品选择及淘宝店铺推荐
	5、浮潜三宝：面镜、呼吸管、脚蹼
	6、水下相机哪款好？
	7、国外旅游英语不好，翻译工具推荐
	8、如何在银行换美金？
	9、如何选择适合长途旅行的拉杆箱？

	六、出入境
	七、到达马累
	马累景点推荐
	马累简介
	马累旅游行程路线推荐
	马累住宿推荐（马累过夜酒店）
	马累美食
	马累到马累机场岛交通工具

	八、前往度假岛
	马代机场到度假岛交通工具选择（快艇、水飞、内陆飞机）
	马代机场怎样去马累
	马累机场到度假岛水飞时间表
	马累到度假岛注意事项

	九、玩转度假岛
	入住:
	岛上游玩:
	度假岛上注意事项（浮潜安全、防盗、医疗急救、保险索赔）
	度假岛上活动及出海活动一般有哪些，怎么玩，怎样参加？
	马尔代夫度假岛屿WIFI怎样？收费多少？
	离岛返程:
	酒店前台退房手续办理

	十一、旅游细节
	马尔代夫婚纱拍摄机构推荐
	马尔代夫特产购物注意事项
	马尔代夫支持银联不，另外哪些卡可用？
	马尔代夫小费给多少合适
	马尔代夫双岛游怎么选择？（最适合跳岛游的组合）
	几岁的孩童不能住水屋，小孩费用如何收取？
	什么东西不能带去马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