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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轻奢慢游，精彩度假

轻奢慢游 • 马来西亚

在海岛酒店醒来，打开窗迎一脸海

风。沐浴晨曦中，吃个健康的早餐，打一

场 18 洞，再回酒店享受身心灵 SPA。

第二天，乘坐游艇出海欣赏日出……这是

马来西亚轻奢慢游的正确打开方式之一。

在过去的旅游经历里，您一定已经

非常熟悉这里的经典元素 ：美味小吃、

时令热带水果、多民族风情……这些亚

洲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不止 1 次来到马

来西亚旅游。然而马来西亚的魅力不止

于此。这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临

南中国海，西接马六甲海峡，西北至安

达曼海，海岸线绵延 4800 公里，一向

以美丽的岛屿及海滩而闻名世界。大自

然赐予的宝贵资源，被人类智慧充分尊

重与利用，马来西亚也由此成为奢华旅

行目的地。

在马来西亚境内的不同海岛、海滩，

星级酒店及度假村配套齐全，能满足您

纯度假休闲的需求。体验直升机与高空

跳伞、玩摩托艇、或乘坐游艇出海观日

出日落，这些不可多得的享受就在离酒

店不远处。而值中国的冬季之时，马来

西亚气候依然温和，高尔夫球友们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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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打球，数百个高球球场各具特色。分

布在各州琳琅满目的“明星餐厅”，受众

多知名人士青睐，同样是满足您味蕾的

度假必选。还有位于新山的三个亚洲唯

一的主题乐园，虽尚未为人所熟知，但

很多去过的家庭都表示那里的亲子体验

独一无二……

作为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国际著

名 鞋 履 设 计 师，Datuk Jimmy Choo 

OBE 周仰杰先生对马来西亚的热爱是不

言而喻的。本册的奢华度假主题，恰恰

囊括了周仰杰先生最为熟悉的马来西亚

元素，为此他特别现身说法，分享个人

的真实体验。从酒店到美食，从购物到

运动，周仰杰先生都能在马来西亚享受

到独特的奢华体验。作为马来西亚旅游

大使，他更诚挚推荐中国游客轻奢慢游

马来西亚，介绍从不同角度探索马来西

亚这个熟悉的旅行目的地的新鲜乐趣。

马来西亚旅游局亦致力于推广多元

化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主题，希望借本书

的出版发行，让更多中国游客了解到我

们的奢华度假设施与服务。欢迎朋友们

前来马来西亚轻奢慢游，精彩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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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周仰杰
奢华背后的故乡情怀

周仰杰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

广东梅县。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也许继承

了父亲的遗传，11 岁的周仰杰先生就自己动

手做出第一双鞋子。80 年代初，他凭自己设

计的作品考上了伦敦英国艺术大学，自此在

英国开创鞋子王国。那时，每次戴安娜添置

了新装，她都会与周仰杰先生一同讨论设计

新的鞋款，用以搭配服装。戴安娜王妃之后，

越来越多名人如超模辣妈米兰达 • 可儿、剑

桥公爵夫人凯特 • 米德尔顿、新变形金刚女

郎罗西 • 汉丁顿 - 惠特莉等，不论好莱坞明

星还是时尚女孩，都梦想拥有这样的一双仙履。

随着名闻天下，周仰杰也不断获得国

际 领 域 的 奖 项。 周 仰 杰 先 生 曾 在 2003 年

6 月获得英国女王颁赠大英帝国四等爵士

勋位 ；2004 年周仰杰先生在故乡槟城荣获

拿督勋位 ；2009 年周仰杰先生荣获马来西

亚旅游大使之荣誉 ；2012 年周仰杰先生荣

获“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2011-2012”在文化艺术领域奖项等等。

2001 年国际鞋子制造商向周仰杰先生购买

JIMMY CHOO 名号，继续打造国际著名时

尚鞋子品牌。此后，只有“JIMMY CHOO 

提起周仰杰，时尚圈人士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以设计高贵的鞋子闻名，也是唯一一位在国际拥有

自己英文姓名“JIMMY CHOO”作为著名鞋子品牌的华裔人士。然而这位时尚大师还有一个

重要的名字：马来西亚旅游大使，今天一起听听周仰杰先生与故乡的那些事儿。

COUTURE”品牌的鞋子才是周仰杰自己本

人设计的鞋子。

华丽世界里 感恩故乡情

在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周仰杰先生都不

会忘记他的故乡——马来西亚。周仰杰先生

曾在各种公开场合说 ：“作为马来西亚人，

Text-Qiuqiu  ACKNOWLEDGEMENT-周仰杰 JIMMY CHOO

我十分骄傲。马来西亚既可为寻找商机及发

展的人士提供很多机会，又是享受美好假期

的理想目的地。” 周仰杰先生在出席一些大

型活动或演讲，都会和年轻人分享自己出身

于大马鞋匠家庭，长大后到英国求学及创业

设计鞋子时的真实故事和经验，他在教育

性质中以“JIMMY CHOO”这个最直接的

“全球品牌”，就是让外国人知道“JIMMY 

CHOO”就是大马人，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力

量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这个地方，进而向

他们推介马来西亚旅游的特色。

提起周仰杰先生，他的故乡槟城当地人

可是竖起大拇指称敬的。因为大师的关系，

槟城这个充满了人文情怀的城市跃上国际舞

台，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到马来西

亚旅游。家乡的父老都为周仰杰先生感到骄

傲。周仰杰先生更是对故乡情有独钟 ：“除了

吉隆坡的繁华和美丽，我极力推荐我的家乡

槟城岛的乔治市，槟城有山有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一个人

情味浓郁的都市，乐活式的生活氛围，大家

热情和蔼可亲的相处都是我喜欢的地方。”他

最推荐的私房景点为升旗山，因为山上居高

JIMMY CHOO • 周仰杰

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周仰杰先生。

无论去到哪里，周仰杰先生都不忘推广多元而美丽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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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CHOO •周仰杰

作为马来西亚人，我十分骄傲。马来西亚既可为寻找

商机及发展的人士提供很多机会，又是享受美好假期

的理想目的地。我推荐家乡槟城岛的乔治市，槟城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一个充满

人情味、乐活式的人文城市。

临下，可以俯瞰整个槟城市区，再加上气候凉爽舒适，

一个人静静或想要轻松休闲的时候，他会来此偷个浮

生半日闲，有些游客曾在逛升旗山时巧遇到大师。 

作为一名华裔，周仰杰先生对自己的华人身份很

有感触，在中国参加活动或者接受采访，他都坚持说

中文。“我觉得我们要知道根出在什么地方。我的父

亲是在广东长大，他接受的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的熏陶，当然，我是出生在马来西亚，也在那里长大，

不过我思想上还是中国人的思想，我从小上的也是华

校，念中文，坚持学中国文化。我希望我有多点的时

间回中国，有一天我肯定要回到我的老家梅县去。”

虽然周仰杰先生目前多半在英国与马来西亚或海

外活动，但他仍还保持了许多华人的传统信仰。讲究

内修的周仰杰先生每次回来必定造访“极乐寺”，这

座相当知名的槟城华人佛寺，在东南亚也拥有相当高

的知名度。而周仰杰先生在因缘际会下，开

始信仰九天玄女并且认识一位道行很高的师

傅，自此他的人生观开始改变。

他认为信佛对他帮助甚多，除了工作上

的开释之外，还让他得以趋凶化吉，印象最

深的经验则是南亚大海啸。为此，他也怀着

感念的心，平常修练读经文，体悟到许多做

人做事的道理，近来更愿意多花点时间跟家

人相处，他认为这都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一

个人的信仰带给自己的改变。他也认为做人

应该秉持正念“日月阴阳纯净气”，才能无愧

于于心 ；“不论是做设计师，还是为人处世都

要认真努力于工作上，谦卑和勤奋是我成功

的最大要素”这是他语重心长期许大家的话。

如今日丰硕成就的他，也对旗下子弟兵

相当提携。这位来自槟城的时尚设计大师，

未来也将继续以故乡的文化熏陶，展开放眼

世界的时尚设计之旅，“槟城是我出生与成长

的地方，在外国生活多年后，还是觉得槟城

最有家的感觉。槟城的人文价值观影响了我的

一生，无论我去到哪里这个地方都在我心中。”

飘香浮罗山，优雅吃榴莲

每年五月至七月，槟城以西南的浮罗

山，粒粒流星锤树上熟，识食榴莲迷自会赶

赴槟城品尝，周仰杰先生暂且放下高跟鞋事

业，到家乡优雅吃榴莲。而马来西亚五星级

香格里拉沙洋大酒店都会诚意邀请周仰杰先

生，品味当造的马拉果王，比如酒店甜品

师还会特别为大师设计周仰杰先生高跟鞋

cupcake，住客也可于 Rasa Deli 餐厅提前

预订，把麦当娜、《色欲都市》女主角 Sarah 

Jessica Parker 常穿的周仰杰先生“靓鞋”

一并吃进肚中。

据了解，榴莲节期间，槟城两间香格里

拉酒店包括香格里拉沙洋度假酒店及水疗中

心或邻近的金沙度假酒店推出榴莲套餐，连

续入住三晚或以上，便可像周仰杰先生一样，

在酒店两小时任食来自浮罗山的顶级榴莲，

包括红虾、葫芦、坤宝、红肉和猫山王等品种，

以及每日双人早餐、三道菜双人午餐等礼遇，

趁榴莲飘香好时节，及早齿颊留香！
1. 购物、海岛、酒店等，周仰杰先生欢迎大家到大马“轻奢慢游”。

2. 就算工作在忙，周仰杰先生都会抽空回到大马参加“榴莲节”。

轻奢的大马 精彩处处在 

周仰杰先生最喜爱的马来西亚城市是家

乡槟城，但周仰杰先生也很喜欢到海边游泳，

马来西亚有许多漂亮的海岸，他都相当推荐，

比如能够绝对放松以及拥有独特水疗的绿中

海度假村无疑是周仰杰先生的首选。高尔夫、

出海游艇、甚至极限挑战等等，现在的马来

西亚越来越多丰富的旅游玩乐，也越来越多

国际的星级高端酒店进驻马来西亚 ；对于时

尚购物，周仰杰先生更加赞不绝口：免税店、

国际奢侈品牌、性价比高的本土设计、风情

万种的当地特色等等，马来西亚真是一个旅

游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这是他作为马来西

亚旅游大使感到非常欣慰的。“只要能出到自

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我都义不容辞地向

全世界的人推广马来西亚的旅游。”

周仰杰先生以最感恩的心，希望把自己

最爱的故乡介绍给更多人认识，让这个充满

美食文化与拥有世界遗产的美丽城市，能在

国际间更为发光。

在国际设计、艺术、教育等领域获奖无数的周仰杰先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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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酒店

在田园别墅嬉戏到下世纪

穿越摩登之都的艺术旅行

兰卡威瑞吉酒店
The St. Regis Langkawi

吉隆坡瑞吉酒店
The St. Regis Kuala Lumpur

你的瑞吉记忆是什么？百年私人管家服务？下午茶的宝贵

传统？ “血腥玛丽”鸡尾酒？……坐落在兰卡威南端的瑞吉酒

店，先是从颜值上深深俘虏了人心 ：神秘的南洋文化、奢华的

欧式格调、中东风情的装潢、明朗的香槟主色、私密的 89 间房、

180 度的无敌阳台……在兰卡威私人礁湖上大气磅礴的热带雨

林面前，我只想做一枚静静的旅者。

走心的服务更是让人无可挑剔，“瑞吉家庭传统计划”让

一家大小都全身心融入到兰卡威这个人杰地灵的圣地 ；酒店的

专家导游还会讲起池畔枣椰子树和精美花园比如有关“水果之

王”榴莲的趣事 ；面积 259 平米的绿洲距离瑞吉私人礁湖仅

数步之遥，怎能不感受室外无边泳池，员工还会随时提供防晒

霜、防晒乳液、保湿面膜、太阳镜等。

对待美食又怎么能懈怠？以一览无余的热带雨林景观为特

色的橘园特色餐厅融合亚洲和地中海风味的现代法式菜肴，

折射兰卡威岛兼容并蓄的丰富文化传统。龙虾煎蛋卷、egg 

nouvelle、鸭肝酱、越南春卷、芭蕉叶包乌打海鲜慕斯、奶油

龙虾汤，真是念念不忘。

吉隆坡瑞吉酒店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酒店位于吉隆坡最负盛

名和吸引力的地段之一，208 间奢华舒适的住房，饱览久负盛名吉隆坡

中环广场及周边繁华城市的壮观美景。 

在吉隆坡瑞吉酒店有着非凡的私人艺术收藏癖，包括 Fernando 

Botero 的马雕塑、Mark Evans 的皮革壁画和 Barnaby Hosking 的

三维鸟类以及蝴蝶艺术品等等，若你有兴趣，吉隆坡瑞吉酒店还会提供

当地讲解员为你探索艺术之旅。

虽地处繁华的市中心，酒店的屋顶泳池却没有喧嚣烦扰，还可俯瞰

吉隆坡令人震撼的植物园。231 平米的露台区配有充足的太阳椅和露台

桌（由超大遮阳伞遮荫）。这一宽敞舒适的放松天堂提供私人池畔凉亭，

池畔餐饮菜单还供应一系列诱人的茶点，一杯茶、一本书，看云展云舒，

这才是人生。

网站：www.starwoodhotels.com/stregis/property/overview/
index.html?propertyID=4194

网站：www.starwoodhotels.com/stregis/property/overview/index.
html?propertyID=3392

2016年马来西亚瑞吉酒店在兰卡威正式开业，越来越

多国际奢华酒店瞄准这一度假天堂。

酒店已悄然从一张睡床的功能升华为一个旅行的目的

地。作为全球知名度假圣地，马来西亚的好酒店常常

是旅行者的惊喜的发现地，一起走进这些“好酒店”，

追逐美轮美奂而又轻奢极好的旅途。

好酒店
亦是度假目的地 

Text-Qiuqiu、Pnx   Photo-品牌提供

HOTEL • 酒店

室外无边泳池、橘园特色餐厅推 荐至

私人艺术收藏品、艾斯特酒吧、屋顶泳池推 荐至

1. 餐厅环境舒适，美食种类

丰富。

2. 在室外无边泳池可欣赏安

达曼海的壮丽景色。

3. 特色瑞吉睡床和枕头菜单可确保打造一夜宁静舒适的酣眠。

4. 咖啡西餐厅可观赏吉隆坡葱郁的植物园悠然美景。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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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的地道美食盛宴
吉隆坡希尔顿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Kuala Lumpur

地处马来西亚首府中心地带的吉隆坡希尔顿逸林酒店

屹立在吉隆坡的金三角区，距离地标建筑佩重纳斯双子塔、

吉隆坡会议中心、Suria KLCC 和 Bukit Bintang 等旅游景

点和购物场所均只有十分钟路程，出行便利，大都会城市

风光迷人。

在酒店开放、互动的 Makan 厨房，你可以品尝六种

正宗的马来西亚本地美食，即马来菜、中国菜、Nyonya、

Iban、Kristang 和印度特色菜，每一款都精致而不失本土

风味 ；或到 Tosca 餐厅了解意大利家常美食，还可以在乡

村风格的 Cellar 酒吧和大堂酒廊品味各种上等葡萄酒。

网站：www.hilton.com.cn/zh-cn/hotel/kuala-lumpur/
hilton-kuala-lumpur-KULHIHI 

水韵风情 疗养圣地

 秀美景致 造就非凡

兰卡威威斯汀水疗度假酒店
The Westin Langkawi Resort & Spa

兰卡威安达曼豪华精选度假酒店
The Andaman, A Luxury Collection Resort, Langkawi

远离都市生活的压力，徜徉于碧波荡漾的安达曼海及兰卡威威斯汀水疗度假

酒店的苍翠景观之中，在绵延 500 米的私人海滩上找回焕然一新的自我。无论

是在向导的带领下悠然远足、亲近大自然，还是投入到精彩的双打比赛之中，或

者放松下来享受马来西亚式美容护理，度假酒店及周边岛屿的无限趣味和便捷设

施定会让人流连忘返。

    不可错过酒店特色的水疗护理，兰卡威威斯汀水疗度假酒店的威斯汀天梦水

疗中心，位于海滨酒店的延伸区，美轮美奂的安达曼海景可令你在陶醉于自然美

景的同时，充分感受宁静幽谧的迷人氛围。经验丰富的水疗护理师将为你量身打

造特色护理，通过芳香精油和按摩相结合的面部、颈部、耳朵和头皮护理帮助你

舒缓身心。你只需闭上双眼、尽情呼吸，在宁静幽谧的舒适氛围中充分感受彻底

放松后重拾活力的愉悦体验。

安达曼豪华精选度假酒店位于马来西亚兰卡威岛田园诗般的热带景观之中，

坐落在达泰湾上拥有千万年历史的苍翠雨林与拥有 8000 年历史的珊瑚岸礁之

间，别有一番静谧闲适的风味。这里的海滩拥有柔软的珊瑚沙和保存完好的海岸，

因此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世界最佳海滩中名列第九。罕有的野生动物与奇异的

植物群随处可见 , 你可以与酒店的自然生态学家探索这奥秘的雨林。作为度假酒

店珊瑚礁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宾客可通过 Coral Nursery （珊瑚培育园）与各种

珊瑚礁活动，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宾客与游客可借此深入了解海洋生物及

体验将活珊瑚移植至新基板的过程。

酒店共有 178 间精致的客房与装潢华丽的套房，每一间均淋漓尽致地彰显

出现代马来西亚风情，并可将安达曼海与古老的热带雨林美景尽收眼底。度假酒

店还设有餐饮礼宾员，随时随地为追求个性化体验的用餐宾客打造非凡用餐经历，

其中包括在海滩享用私密浪漫盛宴的情侣。V 植物园水疗中心坐落在层峦叠翠之

中，是享受放松护理的绝佳之所， 四周环绕着葱郁繁茂的古老雨林，十分宁静清幽。

网站：www.westinlangkawi.com

网站：www.theandaman.com

瓜埠地理位置最佳的下榻之处、威斯汀天梦水疗护理、
海滨瑜伽课程

推 荐至

日落晚宴巡航、自然漫步之旅、小小探险家俱乐部、V 植物园水疗中心推 荐至

吉隆坡地理位置最佳的下榻之处、
马来西亚地道佳肴

推 荐至

1. 无敌海景，一览无遗。

2. 素雅的房间设计风格。

3. 在豪华海景房，躺卧在温软的大床房上，便能看到大海。

4. 酒店为秀美环境所环绕。

1. 可以从酒店静静欣赏吉隆坡市中心夜景。  2.  酒店提供丰富的餐饮选择。

3. 酒店位于吉隆坡城市中心繁华商业区。   4. 从房间可以纵览吉隆坡城市魅力。

1

2

3

4

吉隆坡希尔顿酒店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繁华商业区，直通地铁站，交通极

为便捷。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约 30 分钟车程，步行可至双子塔和中央市场，

国家博物馆、山姆汉口通寺、马来西亚土著居民博物馆、国家天文馆和魏玲

画廊等著名景点均可轻松游览。它更荣获“2014 年 TTG 旅游大奖”中的“最

佳城市酒店奖”和“Seven Star Global Luxury Award”奖。

酒店更提供 10 种顶级餐饮选择，让你大饱口福。早上起床，一访国际

级的 Vasco 美味自助餐 ；午后，在 GRAZE 餐厅大啖现代欧式料理和鲜美

的海鲜，或在 Chambers Bar & Grill 享用以干式熟成处理的多汁肉类料理 ；

晚上派对，又怎能少了池畔餐厅的烧烤呢？再来一杯 Zeta Bar 酒吧提供的

特饮，一天完满了。

一场国际级概念餐饮之旅
吉隆坡希尔顿酒店

Hilton Kuala Lumpur

网站：www.hilton.com.cn/zh-cn/hotel/kuala-lumpur/hilton-kuala-lumpur-KULHIHI 

最佳城市酒店、Vasco's Restaurant自助餐、
GRAZE餐厅现代欧洲风味美食

推 荐至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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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式浪漫邂逅热情部落
珍拉丁湾

Club Med Cherating Beach 

珍拉丁湾，一个像她的名字一样诗情画意的童话世界 ：当来自法国

的 Club Med 遇上郁郁葱葱的热带密林，这座世外桃源更野趣浓浓、生

机盎然。 

珍拉丁湾 Club Med 被誉为 “全球首座生态环保度假村”，是企业团

队体验自然生态的最佳目的地，村内游玩项目缤纷无穷。海龟保护基地、

树顶探险、让人流连忘返 ；80 公顷的热带花园，4,000 米的南中国海

细绵沙滩 ；“儿童欢乐之旅”亲子游戏丰富 ：丛林漫步、环保主题活动、

各种儿童俱乐部，比如到距离约 980 米的雨林探索，观赏到种类繁多

的热带动植物 ；还有众多有趣的冒险主题活动 ：树顶探险、攀岩、空中

飞人、射箭、马戏学校、健身课程、森林健走、DIY 蜡染工坊、各种球

类运动等；水上活动，如风帆船、皮划艇等。若村内不能满足你的好奇心，

村外探索绝对是停不下来 ：珍尼湖、野生探险之旅、农庄探索 & 大象公

园、彭亨之探险、吉隆坡之旅、乡村生活、关丹市逛街购物、夜市之旅、

梦幻游艇、黄昏游艇等。在珍拉丁湾 Club Med，不论是户外探险，还

网站：www.clubmed.com.cn/d/Asia/Malaysia?locale=en-CN

生态环保度假村、世界最长连通高脚屋、
团队丛林探险、丰富水上活动

推 荐至

1.  特具当地风格，建筑全部采用奢华柚木。

2.  一起到珍拉丁湾Club Med度假村寻迹吉尼斯纪录的高脚屋，还有全球唯一的Club Med丛林探险。

是度假村活动，都会有专业的 G.O 带领 ,G.O 是 Club Med 独有

的文化，为法语“GENTIL ORGANISATEUR”缩写，他们是“亲

切的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 G.O 是娱乐时开心的玩伴，更有

会说中文的 G.O 协助团队活动的完美执行。

一场冒险之旅之后，到 SPA 间享受热石按摩、巴厘传统按

摩等 SPA 疗法，感受久违的宁静安详 ；或到 Club Med 第一家

面点吧，现场即点即做的一碗“销魂“的亚洲风味面食。若你只

想“静一静”，在面向南中国海的静池，感受诗与远方。

1

2

一向以“清新的林园美景设计、浓厚亚洲文化气息的大堂”特征闻名于世

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它的故乡马来西亚的第一间五星酒店又怎会令人失望

呢？美不胜收的不仅是设计，香格里拉沙洋度假酒店与融汇马来西亚多元文化

的槟城相互映衬，熠熠生辉，展现其作为一个海岛的独特魅力 ：海边雨林花园

的百年古树，葱郁垂地的树叶，殖民时期的文物，精巧的珠宝陈列，蜡染的印

花，形色的珊瑚雕塑……在反应了东西方独特情怀的大都会槟城，香格里拉沙

洋度假酒店仿佛让人遁入宁静之境。临海凭风，听涛观潮，在满园树影一地斑

驳之间邂逅一场绝美日落。

幻想一下，恐怕再没有比在这个美丽的海边雨林花园，与最爱的人交换一

生的爱情誓言更浪漫美好的回忆了，眼前的大海为永恒爱情作见证。香格里拉

沙洋度假酒店无疑是举办浪漫海边婚礼的绝佳场所。作为槟城第一时尚婚礼酒

店，酒店拥有可容纳300位宾客的宴会厅，能让亲朋好友一同见证人生最美时刻。

一半是浪漫一半是美景
香格里拉沙洋度假酒店

Shangri-La’s Rasa Sayang Resort and Spa, Penang

网站：www.shangri-la.com/en/penang/rasasayangresort

海边百年雨林花园、槟城海边婚礼、香格里拉CHI水疗推 荐至

1. 香格里拉沙洋度假酒店是举办浪漫海边婚礼的绝佳场所。

2. 海边雨林花园带给情侣最浪漫的回忆。

3. 宽敞的房间充满马来风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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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享海中翡翠的私密 SPA
绿中海度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绿中海不是海，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美丽海岛，由于岛上大片

超过 200 万年历史的热带雨林倒映于水中，使得海水碧绿温润，被

称为“海中翡翠”，从直升飞机上俯瞰，整个岛就是一块碧绿的翡

翠漂浮在大海上。在这座岛上，仅有一家酒店——绿中海度假村，

属于杨忠礼酒店集团。马来西亚旅游大使 Jimmy Choo 曾在接受

采访时说道 ：“我最喜爱的马来西亚城市是我的家乡槟城，但是要

说到终极度假胜地的话，能够绝对放松以及拥有独特水疗的绿中海

度假村无疑是我的首选。”

在绿中海度假村，你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山间花园套房、私人

餐厅、泳池、酒吧及门前沙滩，与爱人悠闲享受蜜月时光无疑是最

好的选择。在晚风吹拂的夕阳下，两个人在海滩上享用浪漫的正宗

法国海鲜情侣烛光晚餐，甜蜜而宁静。

网站：www.pangkorlautresort.com

马来西亚最顶级的私人度假岛屿、水上木屋、水疗推 荐至

1. 置身大自然，体验一次身心的SPA。

2. 走出房间，便可眺望魅美丽的绿中海。

3. 情侣可在沙滩上享受私密的双人晚餐。

3

2

1

1

石灰岩山丘间，竟然别有洞天。怡保万雅岚温泉度假村位于马来

西亚怡保，距离怡保苏丹阿斯兰沙机场及怡保火车站仅需 25 分钟左

右的车程。酒店以石灰岩丘陵为背景，提供宁静的保健休闲之地。试

着想一下，在热带丛林中，度假村的四周都是悬崖，仿佛是一个与世

隔绝的伊甸园。那里处处耸立着数以百万年的石灰岩山岭，处处都有

新奇等着游客去探索。

温泉度假村有 26 栋矗立在谷底的别墅，提供了充足的生活和私

密空间。园林别墅设置在花园当中，而水上别墅设置于温泉河岸上，

有独立的阳台可欣赏美丽的河水风景。

花园别墅内种植热带植物，是引人入胜的私人圣地和豪华天堂。

每座别墅都是坚固的石质建筑，水质清凉纯净，拥有如按摩浴缸等现

代化设备，更有私人庭院，让人在任何其中一座别墅都像在自己后花

园般，欢快自在。夜幕落下，不妨到距别墅几步之遥的温泉区进行理

疗，驱走一切的疲劳与烦忧。

想象你走到别墅阳台，凝望就在脚下闪闪发光的湖面——怡保万

雅岚温泉度假村水上别墅让此变成现实。装修精致，豪华无比，美得

石灰岩间的私密伊甸园
怡保万雅岚温泉度假村

The Banjaran Hotsprings Retreat Ipoh

网站：www.thebanjaran.com

管家服务、私人泳池、Pomelo有机食品餐厅推 荐至

令人窒息。不管是私人游泳池，还是户外雨水淋浴和按摩浴缸，

经过这一番洗礼，你将会焕然一新。

度假村内的 Pomelo 餐厅供应美味健康的有机食品，

并拥有室内外宁静的用餐环境，让人身心胃皆舒适。而 The 

Juice Bar酒吧则提供丰盛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果汁单，风味独特。

1. 住客可以在独立别墅里面进行烧烤。

2. 度假村位于石灰岩山岭间。

3. 可以在大自然间呼吸新鲜空气。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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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的快乐生态城堡
碧桂园森林城市凤凰酒店

Country Garden Forest City Phoenix Hotel Johor Bahru

 马来西亚具有亚洲顶尖养老环境，在美国《国际生活》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宜

居退休生活国家”中位列亚洲第一，风光秀美，气候宜人，蓝天白云，纯净海风，

常年无雾霾 ；而碧桂园森林城市拥有丰富的海岸线资源，毗邻生态湿地、红树林

保护区，水质纯净，大量绿化设计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作出典范。

碧桂园森林城市凤凰酒店位处新马经济特区核心，东面是南中国海，西临马

六甲海峡，南面隔着柔佛海峡与新加坡一桥之隔，地理环境无以伦比。走进酒店

范围，仿佛走入一片净土，处处能感受到自然的气息。外观引入仿生学及双弧线

设计，宛如蒲鱼逐浪，功能上则实现室内的自然采光及通风，同时保证了览林观

海的绝佳视野，俨然一座全生态循环系统的绿色城堡。

踏入酒店，典雅大气、融汇自然贯穿主体设计，一脉相承于碧桂园凤凰品牌，

并将海岸景观巧妙引入室内，无论走到酒店哪个角落，都能看见室外碧海蓝天的

景致，随意融入大好美景，徜徉于最适合的温度和景色之间悠然自得。

悠然走进房间，酒店拥有 283 间客房，一如整体设计，舒适典雅，搭配简约

韵致的家私、大气明亮的落地窗，人坐在沙发上便能看到窗外的林与海，自然生

态透进房中，令人心情舒畅。清晨起床，呼吸着一口口新鲜的空气，步入酒店的

国际自助餐厅，款式多样的无国界环球美食再次让人陷入度假生活的幸福中。

网站：www.forestcitycgpv.com

HOTEL • 酒店

最绿色生态酒店、全角度立体绿化、酒店顶楼的星空音乐吧推 荐至

从天空中俯瞰下去，你一眼便认出大红花 • 海上度假别墅。由伦敦国际建筑师 Broadway Malyan 设计、正如一朵绽放的马来西亚国花

大红花（扶桑），作为吉隆坡双子塔后的新地标也就理所当然了。就像大红花的花语一样，大红花 • 海上度假别墅用无比热情的服务给全世界

的游客呈现一个梦幻式度假天堂。

大红花 • 海上度假别墅是官方认证“马来西亚标志性的获奖度假村”，并且获得“2016 东南亚地区奢华水上别墅度假村”。首先看它的地

理位置，大红花 • 海上度假别墅坐落在吉隆坡森美兰州波德申（Port Dickson）美丽的长沙湾海滩，：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只需 35 分钟的车程，

只需 25 分钟便可抵达知名的雪邦 F1 赛车场，拥有各个链连吉隆坡至波德申的高速大道，地理位置可谓“四通八达”。

这里能满足你对海岛度假村的一切想象 ：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瑰丽珊瑚礁尽收眼前 ；独特又私密的海滩，星空下享受乐趣无穷的夜泳 ；

巧妙且实用的概念化设计，每个房间配备入室泳池和桑拿房 ；别具一格的田园式住宿，让你美美地静一静 ；一张睡床配有九个枕头，怎么舒

服怎么躺……除了高大上的酒店设施，很走心的人性服务，大红花海上度假别墅的“一站式”度假体验让人非常向往。例如 ：浮潜、潜水、

垂钓、扬帆、观赏珊瑚等等，因此说，大红花 • 海上度假别墅被评为“波德申地理位置最佳的下榻之处”也真并非浪得虚名。

新地标度假天堂
大红花 • 海上度假别墅

Lexis Hibiscus Port Dickson

波德申性价比最高的下榻之地、拥有最多泳池的
度假村、拥有最多水上别墅的独立度假村

推 荐至

1. 度假村每个房间配备入室泳池。

2. 丰富餐饮选择等着旅客来品尝。

3. 别墅区有丰富的儿童游乐设施。从空中俯瞰，度假村就像一朵大红花洒落海面。

1. 凤凰酒店拥有大量绿化设计。

2. 房间室内自然采光通风，适宜度假。

3. 凤凰酒店俨然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的绿色城堡。

网站：www.lexishibiscuspd.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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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酒店

皇室般的奢华享受

当现代设计遇见复古南洋风格

远方海域的奇幻天堂

放生小海龟，做苏禄海的“隐士”

月之影度假村
Tanjong Jara Resort, Terengganu

马六甲大华酒店
The Majestic Malacca Hotel

马布岛西巴丹水上屋度假村
Sipadan Water Village Resort, Sabah

兰卡央潜水度假村
Lankayan Island Dive Resort, Sabah

月之影度假村曾是苏丹的度假地，其建筑风格仿 17 世纪富丽堂

皇的马来宫殿设计，极富本土色彩，同时也体现了马来民族细腻的艺

术天赋以及热情好客的本质。在月之影度假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即岛上的服务员永远要比游客多，以此来保证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享

受到皇室般的奢华服务。

在一片椰影婆裟、碧波荡漾的海洋衬托下，浪漫典雅的月之影度

假村让旅客的度假时光沉浸在丰富优雅的古老马来传统文化中。度假

村的套房采用木板装璜，配搭色彩鲜艳的布料，显得舒适雅致。置身

于此，在浪涛声声、水波粼粼、微风徐徐中缓缓放松心情，释放心灵。

若你是复古控，马六甲大华酒店也许就是你内心期许的怀旧南洋风格。

马六甲大华酒店位于马六甲河畔，距离 Jonker 步行街和荷兰红屋有

1 公里，距离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有 2 小时的车程。作为马六甲这座城

市悠远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店所在这幢楼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古老

建筑物坐落于城市的中心，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是一幢豪宅的一部分。如

今酒店新建的高楼与古建筑相映成辉，提供 2 间套房在内的总共 54 间装

修豪华且富有历史的客房。

马六甲大华酒店客房铺设木质地板，设有带豪华浴缸和花洒淋浴的

大理石浴室。现代化的舒适设施包括 1 台平面电视和 1 个迷你吧。The 

Mansion Restaurant 餐厅供应娘惹菜肴等当地特色菜 ；The Bar 酒吧供

应威士忌、鸡尾酒以及其他饮品。住客可在酒店的健身中心锻炼身体或在

Spa 享受按摩以放松身心。

“阅读与旅行，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在马六甲大华酒店能一次满足你

的这两个愿望――在安静的酒店读书馆阅读，带着你的思绪沉浸书卷味中。

度假村房屋设计灵感来源于最后的吉普赛人——马来西亚的巴瑶人

（Malay Bajau）常用的水上高脚屋 ：奢华浪漫的房屋完全置于水上，只通

过一条木桥墩与马布岛码头相接。长长的栈道从沙滩延伸入海，两旁的三

角梅，在碧海蓝天的衬托下，娇艳迷人，时刻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宾客。西

里伯斯海水清澈见底，呈现迷人的薄荷蓝，随处可见欢快游玩的海洋生物。

眺望着一望无垠的大海，吹着湿甜的海风，置身此地，彷佛处于乌托邦国度，

能让人忘记生活的烦恼，体验到真正的休闲与舒适。

木桥墩连接的岛上住着当地居民，白天能经常看到当地的小朋友划着

小船玩耍。你甚至可以上岛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度假村

更提供浮潜、深潜等项目，让人亲身体验被誉为世界潜水者的“麦加圣地”

的西巴丹的魅力，入住 5 天 4 晚潜水客人可保证一天西巴丹岛潜水。

兰卡央岛位于马来西亚山打根以北一个半小时船程的苏禄海中，被列为海洋

保护区，是绝佳的生态旅游度假地。因与外界隔离，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天堂

小岛，周围环绕着纯净白沙滩和清澈海水，兰卡央被誉为“苏禄海的隐士”。

兰卡央潜水度假村拥有 23 间海边木屋，简单优雅，宽敞精致，适合寻求宁静、

原始自然环境的游客与家庭一起来游玩。度假屋因地制宜，取用当地木材而建，

屋内设备齐全，热水澡、咖啡机、品茶等，迷你冰箱有来自陆地的淡水。客房带

有私人阳台 , 俯瞰白色的沙滩和海洋，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兰卡央岛是热门的潜水点，潜水点离海岛几分钟的距离。除了丰富的海洋动

物群体、神秘的沉船残骸，在 3-5 月经常能看见巨大却无害的鲸鲨，在这里潜水

会感觉像是跟它们的梦幻约会。此外，兰卡央是国家保护的岛屿，岛内有驻兵点。

周边生态被保护得非常好，兰卡央岛是绿龟和玳瑁栖息产卵的地点，岛上有海龟

保育中心，住客可参加放生小海龟、小海龟下蛋等与动物们近距离接触的独特活动。

网站：www.tanjongjararesort.com

网站：www.majesticmalacca.com

网站：www.swvresort.com/home.cfm 

网站：www.lankayan-island.com

温泉水疗、海上浮潜、森林健行、沙滩晚餐推 荐至

酒店图书馆、地道大马菜、Spa Village Malacca推 荐至

深潜、浮潜、潜水考证、海钓推 荐至

生态度假地、潜水地、放生小海龟推 荐至

1. 在浪涛声中，享受浪漫晚餐。

2. 月之影度假村是情侣蜜月的好选择。

3. 酒店融合了南洋风格的现代设计。

4. 既带来奢华体验，也注重住客私密，比如房间内享受豪华浴缸。 

1. 度假村栈道旁，身心向往的水屋。

2. 房间的设计融入了当地的风情元素。

3. 在兰卡央潜水度假村看日出日落。

4. 习习海风中品味大马美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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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4
4

1

2



18 LUXURY TRAVEL IN MALAYSIA LUXURY TRAVEL IN MALAYSIA 19

FAMILIY •亲子

一站式奢载风光
Text-Phoenix  Photo-Global Marque Auto (GMA)、全景

DRIVING • 奢驾

甫到马来西亚，透过网上平台预定的豪华轿车早已在机场外等候，准备着载你奢享大马假期。

无论是朋友间结伴同行，抑或是与家人共享旅游时光，总希望旅途轻松自在，交通出行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马来西亚在这方面

就有着相当周全的服务。比如，从到达马来西亚国际机场开始，Global Marque Auto (GMA) 提供的一站式优质的出租车服务，让出

行不再折腾，令度假的每一分钟，都能奢享旅途风景。

GMA 是一家拥有马来西亚官方认证的五星级豪华出租车 / 旅游 / 直升机服务及手机应用程式订车服务系统，奔驰、宝马、高级

休旅车，甚至是直升飞机出租，都可以在旗下的 Transporter 平台上轻松办理，该平台司机接受过专业训练，能准确把握时间、行程

和轮胎性能，驾驶熟练平稳，完美并安全地解决在马来西亚的交通出行方案。

卸下飞行的疲惫，舒适地坐在豪车中，期待着开启度假旅程 ；与奢华座驾同行，穿梭在高楼与绿树林立的城市，领略双子塔下的

摩登时代 ；一家人围坐在高级休旅车中，谈天说地，穿越山川河流，奔赴热带丛林 ；兴奋地乘坐直升飞机，随飞机缓缓而上，以更宽

广的视角俯瞰有着“南方蒙地卡罗”美誉的云顶高原……而为了让顾客更方便，这家公司在各大主要的机场及城市设置交接地点。

Global Marque Auto服务优势：

1. 司机接受专业服务，能控制好时间、行程、轮胎性能等；

2. 驾驶技术一流、经验丰富的司机能带给乘客舒适的旅程体验；

3. 安全性保障；

4. 24小时紧急服务热线；

5. 标准化按时收费；

6. 可以提升公司形象；

7. 能够准确把握顾客到达时间，满足顾客的心理预期。

1. 在奢华座驾里，看尽大马风光。 

2. 豪车接送，确保旅途舒心畅快。

3. 奢华体验，提供私人直升飞机到

岛屿服务。  

4. 私人直升飞机空间宽敞舒适。 

⊙ Global Marque Auto 网址：www.gm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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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美食

多元多姿“赏”马来菜

马来菜一向以其风味独特而多元化闻名于世。

其精髓就在于普遍运用的咖哩、参拜、阿三、冬炎

四大香料调味烹制，以酸辣口味，颜色鲜丽丰富见

长，椰浆更是食物中的主料，吃起来口感浓郁，层

次丰富，异常爽快。

在吉隆坡的 Saloma 餐厅品尝马来餐是一场

声色味觉的盛宴。这间名字取自于一位富有传奇色

彩的马来西亚女歌手的餐厅，以马来菜自助餐及传

统舞蹈表演闻名，一些王室成员婚庆也曾在这里举

办，格调非凡。一边品尝着最地道的马来餐，一边

还可以欣赏到传统马来民族歌舞表演，更可以眺望

双子峰塔璀璨夜景，马来风光尽情叹享。还有不可

错过的南洋风情餐饮连锁 PAPPA RICH，全球超

过 80 间店，绝对是大马的人气王。其招牌特色餐

点包括金爸咖啡包、金爸咖啡、牛肉鸡肉沙嗲、咖

喱叻沙、椰浆饭等都是必试推荐，经典滋味叫人意

犹未尽。

要说马来菜多元化，那么娘惹菜则是体现融合

精髓的代表。“娘惹”原本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

的后代子裔，尤其是指女性，尔后演变成泛指华人

与马来人相融的文化，这也包含饮食在内。中式烹

饪与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让娘惹菜融合甜酸、辛

香、微辣等多种风味于一身，香浓多汁，呈现出一

种独特的迷人口味。娘惹菜凭此风靡南洋，成为马

六甲一带令人交口称赞的地道佳肴。酱猪蹄、煎猪

肉片、竹笋炖猪肉等，而喜甜品的人也可在娘惹菜

中找到知音，由椰浆、香兰叶、糯米和糖精制而

成的娘惹糕点甜度适中，嚼头十足。而最具盛名

的一种娘惹美食当属“叻沙” (LAKSA)，中国素

材的内敛遇上马来料理的奔放，调和出人间稀有

的爱恋热情。浅尝一口，那所引发出来的浓浓香

味和辣椒味的霸道，如洪水般侵占你的舌蕾，咽

入喉中好像还可以听到它发出‘滋滋’的声响，

这才是娘惹味觉的精华所在。

1. 星级酒店品尝最顶级

的龙虾餐。

2. Saloma餐厅马来菜

盛宴。

3. 槟城升旗山上的英式

下午茶。

恣意慢品多风味
不论是叹一杯白咖啡、品一碗肉骨茶，抑或是“赏”一

顿马来菜、寻一种娘惹味，有品味的旅行者更懂得放慢

步调，用时光去细细感受大马美味中多元融合的精髓。

Text-Youni  Photo-度假图库、全景

FOOD • 美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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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美食

西亚的白咖啡仍以怡保白咖啡最为出色、地道。白咖啡并不是指咖啡颜色是白色，而是经中轻度低温烘培及特殊工艺加工后，去

除了一般高温热炒及炭烤的焦枯、酸涩味，保留了原始咖啡的自然风味及浓郁的香气，令人回味无穷。泡出来的咖啡色泽奶白金

黄，因而被称为“白咖啡”。在怡保的老街上，有着许多老字号咖啡店，新源隆、长江白咖啡等等，老板们都是数十年经营着祖

辈父辈留下来的咖啡店，继承着家传的好手艺，更以他们的朴实、认真、热情和坚持，感动着所有的老饕，也让每一杯白咖啡增

添了浓浓的人情味。

高颜值甜品，奢啖矜贵滋味

若说马卡龙是法国甜品的代名词，那么来大马就不得不尝贡品级美食——燕窝。马来西亚海岛众多，环境保持非常好，污染少，

为金丝燕提供了优质的生长环境。另外，金丝燕的繁殖对气温的要求十分高，而马来西亚一带的气温常年保持在 25℃ -32℃之间，

非常适宜。这些因素决定了马来西亚所产的燕窝杂质少、纤维密度高，品质优，也让马来西亚成为燕窝的最大主产地之一，占全

球燕窝总产量 80%。燕窝含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作为补品老少皆宜，对爱美人士更是养颜美容的上乘佳品。无论是冰糖炖

燕窝的清甜滋润，抑或是做成香酥润滑的燕窝蛋挞，还是创意的燕窝蛋糕，甚至必买的燕窝手信等，样式百变，却是同样的矜贵

奢华味享。

尝，而且正宗滋味往往超乎你想象。若到槟城，就到升旗山上

的 David Brown's Restaurant & Tea Terraces 叹英式下午

茶。在繁花似锦的英式花园中，像英国人那样充满闲情用餐，

啜一口茶，咬一口 Scone 烤饼，俯瞰槟城全景，品味格调尽显。

又或者到香格里拉沙洋度假酒店的西式餐馆 Feringgi Grill 来一

场豪华的西餐海鲜盛宴，黄昏日落下，浪漫烛光中，欣赏着海

滩美景，味蕾得到最大满足。要是在吉隆坡，更是越夜越精彩，

许多酒吧和餐厅让人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有美景陪伴。Trader 

Hotel 33 层的 Sky Bar 是吉隆玻派对爱好者的首选。26 米长

的泳池两旁闪闪发亮的新吧台，点上一杯鸡尾酒将双子塔全景

尽收眼底，伴着炫动的旋律，心身可以彻底大解放。

一杯白咖啡叹一世时光

走进怡保一间古式古香茶餐厅，来一杯白咖啡，搭配

一份夹着椰糖酱的焗面包，这便是马来西亚人每日早午餐

的标配。醇香的白咖啡早已成为大马人生活的一部分，这

种已有 100 多年历史的特产美味，原产自怡保，是移居到

马来西亚的华人吴文清先生的祖父研制出来的。所以马来

吹着海风饕餮海鲜盛宴

大马的美食除了风味的多元，食物品类更是多元。富饶

的海鲜肯定首屈一指，咸蛋黄炒蟹、白胡椒炒蟹、奶油虾、

绍酒蒸象鼻螺、青龙虾刺身……每一种方式都能让海鲜展现

出最诱人的样子和滋味。其中著名的沙巴州更是饕餮海鲜的

天堂，名产斑马濑尿虾几乎每只都与手臂同长，饱满鲜爽，

味道一绝。绝美的海滨配上正宗的海鲜大餐，感觉人生多么

完满。此外，大马的淡水资源也极其丰富，江河内盛产肉质

鲜美的河鲜。排名第一的珍贵淡水鱼“ 忘不了”绝对叫人一

尝就会忘不了，香味独特，皮下脂肪奇多，肉质鲜美无比，

就连知名美食家蔡澜都对它念念不忘。珍馐百味的大马让味

蕾过足了奢侈瘾。

星级餐厅叹环球美味

多元文化共存造就了大马美食天堂的美誉。在这里除了

传统的马来菜外，中餐、西餐、日本菜、印度菜等都可以品

1. 大马经典美食“叻沙”面 。  

2. 怡保的白咖啡久负盛名。   

3. 马来糕点。

4. 风情水果特饮。

5. 贡品级美食冰糖燕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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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下海，高端玩乐 
飞天遁地，上山下海，马来西亚的“高端玩乐”无处不在。搭乘

亚洲最顶级、最豪华的梦幻列东方快车穿越泰国到马来西亚，“很

豪很刺激”；直升飞机，自由翱翔在大马上空，试与天空欲比高；

高空跳伞 U jump I jump、骑着摩托他到野趣丛林、在游艇上赏

日出日落 ...... 有一些体验会让人“终身难忘”，岂能不雀跃？

Text-抽抽疯、Youni   Photo-度假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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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常绿，挥一杆写意

马来西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尔夫球乐园，整年都是绿草如茵，任何时

候都适宜打球。全国超过 200 个球场，分布在高山、海滨、岛屿、热带雨林、

乡村，处处形成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此不但可以尽情享受打球的乐趣和全方

位的服务，还可以欣赏无限的马来风光。就正如世界级高尔夫球手格拉罕马

斯（Graham Marsh）曾说的“在身处球道与大自然融于一体的球场中打球，

乐趣甚至高于比赛本身”。

    有多长的海岸线，就有多少美丽的球场。在大马沿海岸线分布的高尔

夫球场中不乏高尔夫球名家的杰作，包括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阿

诺帕玛（Arnold Palmer）和葛瑞诺曼（Greg Norman）等，每个高尔夫

球场都凸显环境的最佳特点及混合了他们个人的独有专长，给人终生难忘

的挥杆体验。若想体验更多的与众不同，还不妨尝试一下夜间高尔夫。

婆罗州岛上的沙巴州，得天独厚的漫长无尽头海滩和无数天然港湾，

面积硕大的原始雨林和神奇的动物与植物生态，以及巍峨宏伟的京那巴鲁

山，使几乎所有的高尔夫球场都拥有天然构成的壮观造景，并因而成为高尔

夫球迷心目中壮哉美哉的天堂。而位于柔佛州迪沙鲁海岸区中心的 The Els 

Club 迪沙鲁海岸高尔夫球俱乐部，由世界知名的特伦高尔夫 Troon Golf

管理机构负责经营，代表了高球体验的最高水准。旗下两个高级俱乐部球

场总共拥有 45 个球洞，包括 Ernie Els 设计的 27 洞海洋高尔夫球场（Ocean 

Course）及 Ernie Els 与高尔夫球冠军球员好友 Vijay Singh 共同设计的 18

洞谷地高尔夫球场（Valley Course），让人在每次打球过程中拥有一流体验。

    马来西亚每年都会举办各级别的高尔夫球锦标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高球爱好者来大显身手。加上大马优越的陆路及交通系统，可以使你轻松

抵达国内任何一个顶尖球场，尽情享受最愉悦的高尔夫写意假期。

① 吉隆坡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吉隆坡） Kuala Lumpur Golf & Country Club

② 哥打柏迈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雪兰莪） Kota Permai Golf & Country Club

③ 浩然山庄高尔夫球俱乐部（柔佛）Horizon Hills Golf & Country Club

④ 埃尔斯俱乐部俱乐部(兰卡威达泰及迪沙鲁)  The Els Club Teluk Datai & Desaru

⑤ 棕榈园高尔夫俱乐部（太子城）Palm Garden Golf Club

⑥ 邓普勒公园乡村俱乐部（雪兰莪）Templer Park Golf & Country Club

⑦ 双溪龙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雪兰莪）Sungai Long Golf & Country Club

⑧ 丝绸港湾高尔夫球场（沙巴）Sutera Harbour Golf & Country Club

⑨ 达迈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古晋）Damai Golf & Country Club

⑩ 绿野仙踪高尔夫俱乐部（雪兰莪）Mines Wellness City

TOP10

马来西亚十大高尔夫球场推荐

1. The Els Club迪沙鲁海岸高尔夫球俱乐部拥有最高水准的高球管理经验、服务和条件。

2. 大马一年四季都适合高尔夫运动。

吉隆坡高尔夫球场与乡村俱乐部球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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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云端，罗宾逊R44直升机 

还记得宋仲基欧巴告别乔妹转身奔向直

升机那伟岸的背影？ 在马来西亚兰卡威能实

现你的飞行梦想。

“罗宾逊 R44 直升机”是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安全的直升机之一，并拥有在马来西亚

杰出的安全性历史。走近黑色的四人座直升

飞机，还没坐上就被它的颜值迷倒。机长一

副苍蝇墨镜真是“狂拽酷炫帅炸天”。约 10

分钟的安全教育之后，便可坐上驾驶位，机

长与乘客必须带上耳机，在空螺旋声、风声

等噪音很大，通过耳机及麦与机舱内的人对话。

一切准备就绪，飞机冉冉上升。大概就

像平时搭乘飞机一样，会有失重或晕眩的感

觉，但很快就过去。你开始投入眼底下的风

景 ：兰卡威 99 个群岛，绿色的椰子树植被、

红色的别墅洋房、白色的沙滩及拍岸的海浪。

五颜六色的降落伞 ；如蚂蚁般的大小船只就

像模型可爱极了；当然最有意思的是看“人”：

全裸着晒背的白种人，情侣泳衣的蜜月者，

扬帆的黑伙子……风趣的机长会毫无预兆地

突然 90 度转弯，让你体验这种“忐忑”的刺

激。《冲上云霄》的剧情，可以任意用。

 兰卡威的直升飞机有四条路线可供选择 ：

6 分钟环“珍南海滩”飞行 ；20 分钟“骷髅

海滩 + 游艇公园 + 东方村 + 马金章峰缆车

站 +Kedawang 村 + 珍南海滩”或“骷髅海

滩 + 湿米岛 + 狮子岛 + 孕妇岛湖 + 珍南海

滩”两条路选 ；30 分钟就可以选择“骷髅海

滩 + 狮子岛 + 孕妇岛与孕妇湖 +Tuba 岛 +

瓜镇 +Bukit Malut+Kedawang 村 + 珍南海

滩 ” 或 者“Kedawang 村 +Bukit Malut 渔

村 +Gunung Raya+ 麒 麟 河 + 珍 南 海 滩 +

骷髅海滩”；当然最为深度体验的是 45 分钟

的“骷髅海滩 + 游艇公园 + 东方村 + 马金章

峰缆车站 +DATAI 高尔夫球场 + 丹绒鲁沙滩

+Gunung Raya+Kedawang村+珍南海滩”

这一条路线，准备好劲酷衣着和墨镜，长枪

短炮摄影机，以男主女主的姿态与兰卡威来

一场空中的完美邂逅。

高空跳伞 30 秒失重的快感

高空跳伞，光是听见这个名字就能让人

肾上腺素飙升。然而，极限运动并没想象中

可怕，兰卡威是目前东南亚唯一可以玩“高

空跳伞”的地方，并由来自澳洲的世界冠军

团队全权运营，无需担心安全问题。整个高

空跳伞，专业人士从酒店接送一直到平稳的

降落在洁白的丹绒鲁沙滩，全程保驾护航。

当到达准备区，每个参与者会签责任书，

这是一个让人紧张的开始。但可以很负责任

地告诉你，一切的恐惧都源自于恐惧本身。

接下是 10 分钟的安全教育，如何跳跃、如何

伸展四肢，不论你有任何问题都能请教教练，

他会很自信地告诉你“保持微信，好好享受

即可！”到了直升机出发地，随着飞机冉冉

上升，当攀升到一万英尺高空，20 分钟的景

区盘旋，俯瞰令人沉醉的兰卡威风光，充分

欣赏兰卡威湛蓝的海水和天际线。随后就是

“重头戏”开始 ：以 240 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自由下落，享受将近 30 秒的失重的刺激感觉。

美好的事情总是过得很快，你还没来得及反

应这“终生难忘的 30 秒”的过去，此时的你

展开双手，在教练指导下自如地掌控降落伞

的方向，“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那一种豪迈和广阔，“春

天是世界的开始，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从一万呎米高空自由落体，图啥？除

了冒险的刺激外，其实美景的冲击力远比一

般旅行方式强一万倍，诗意、美好、刺激、

高能……更多微妙的感觉都无法言语说尽。

千万要记得，如果有一次高空跳伞的机会在

你面前，不跳待何时啊。

2. 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体验直升飞机。  

3. 在直升飞机上俯瞰大马海景。

1. 从兰卡威10000尺高空中跳伞，非常刺激。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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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城堡中做一回贵族

茂密的丛林、蜿蜒的河流、唯美的寺庙

教堂……如画般的南洋美景在大大的车厢落

地窗上一幕幕展开，手捧一杯香浓的咖啡，

身旁放一本书，聆听着车外大自然的呼唤，

欣赏着迷人的异域风光，仿佛穿越百年，何

等的诗情惬意！这正是在有着百年历史的亚

洲最顶级豪华的 E&O 东方快车上，往返于

泰国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之间，全亚洲独一

无二的富豪旅行体验，也是全球的富豪和贵

族们旅游最时尚的选择。

这趟开通于 1993 年的 E&O 东方快车

是欧洲东方快车的亚洲版。经过法国著名装

饰大师 Gerard Gallet 的设计，22 节车厢糅

合柚木、樱桃木等名贵装潢，完全一派欧洲

东方快车的古典气质。每趟行程只接纳 100

余名乘客，每间包厢均是五星级酒店套房级

别 ：拥有独立卫浴，大型落地窗，宝格丽备

品以及 24 小时私人管家服务。

来自英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法国的国

际顶级厨师精心烹饪，融合了东西方的菜肴

特点、供应早、午、晚三餐，外加一道传统

的英式下午茶。早上 8 点服务员会用一个银

制餐盘，将早餐送到包厢内。而尊贵晚餐则

会呈现出一番流光溢彩的场景，你将被邀请

穿上高贵的晚礼服在轻松的笑谈声中享用丰

盛晚餐，恍惚之间如同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了

18 世纪的英国。火车上还设有丰富的休闲设

施，Saloon 交谊厅、钢琴酒吧、阅读室……

绝对不会让人有枯燥乏味的时间。

火车全程有多站停靠点，让你充分领略

当地风情。探索有传奇色彩的桂河大桥，感

受着泰国东北部的原始森林风情，还有吴哥

式的神圣文化遗产，一路行驶到马来西亚槟

城，不妨体验马来西亚版的三轮车在槟城最

古老的街区环游，欣赏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

乔治城和康华丽斯堡，然后经过跨越柔佛海

峡的著名海堤进入狮城新加坡。

慢速奢华的火车之旅，一路穿越不同的

时区，欣赏窗外的绝美风光，感受不同的文

化风情，这才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意义，也

是奢玩大马的另一种星级享受。

1. E&O东方快车上复古典雅的车厢。

2. 在E&O东方快车上体验贵族享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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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潜那一抹蓝色传说

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大多数受欢迎

的潜水胜地都是由于一到两个特点而为世人所熟知，如海

水的高透明度、大型鱼类、小型生物、色彩绚丽的珊瑚等，

但这里却集结了所有的这些特点，每一次潜水都是令人兴

奋又难忘的经历。位于印度洋及太平洋盆地正中心的地理

位置，造就了马来西亚的海洋区域拥有世界最大及最丰富

的海洋生态系统。这里的海底世界名闻遐迩，美不胜收，

小岛上的度假生活也格外写意，让热爱潜水者叹为观止。

浪漫游艇看日出日落

马来西亚的海上有数以千计的海岛，正如 Jimmy Choo 所说，

在马来西亚岂能错过被越来越多游客誉为一流的豪华游艇胜地。

马来西亚许多海岛都设有游艇体验，在拥有 50 亿年地理历

史的马拉西亚西北岸，浮罗交怡岛被 90 多个岛屿和小岛环绕，

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外桃源 ：巨鹰传说兰卡威岛、海洋之心热浪

岛、人烟不多停泊岛、爱情传说的邦咯岛、环保宁静的幸福岛、

火山岩石群岛的刁曼岛、洁净无污染金之岛、海龟产卵及孵化地

海龟岛、迷人海底世界诗巴丹岛等等。浮罗交怡的多个码头可谓

举世无双专门为服务超大型游艇而设计，岸上的度假村又有多种

贵宾级的住房任游客选择，还有高级餐饮、娱乐以及免税购物设

施。还能在世界驰名的豪华水疗度假村享用按摩和美容疗程。

据兰卡威游艇俱乐部 (RLYC) 了解，在位于离瓜镇步行距离

不远的地方，有一处独特的游艇俱乐部楼。那里有一个设施完备

的、有 51 个停泊位置的码头，它可以容纳各型船艇，包括平底

航船、深体船，甚至是 60 米的超级帆船。兰卡威游艇俱乐部同

时还是一年一度的兰卡威国际赛舟会的组织者。俱乐部提供使人

眼前一亮的设施设备，如水滨游泳场、极可意浴缸和桑拿、深海

钓鱼、风帆、氧瓶潜水、水艇、快艇等，还提供帆船租借服务。

与亲密的旅伴，在这里租借豪华机动帆船 Putri Maimunah 去兰

卡威美丽的海岛间欣赏漂亮的落日景色。

1. 大马海岛资源丰富，游艇出游很浪漫。

2. 不同类型的游艇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3. 搭乘游轮，追逐日落。

1. 马来西亚是世界顶级的潜水

胜地之一  。

2. 马来西亚精彩的海底世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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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的西巴丹岛是世界顶级的潜水胜地之一，迷人

的海底山洞等着潜水高手去探秘 ；仙本那的马布岛适宜

浮潜和岛上休闲，是世界上顶级“漫潜”地，这里以能

见到众多稀有生态物种著称，火焰章鱼、蓝环八爪，尖

鳍虾虎和海鳝在这海域随时能遇到。而沙比岛最特别的

莫过于进行“海底散步”，只要戴上像太空人头罩一样

的配备，你就可以到海底里和鱼儿面对面。若是要欣赏

色彩最缤纷旖旎的珊瑚就要到热浪岛，游泳、滑翔、潜

水、追风逐浪，或是在岛上的热带雨林中寻幽探秘。而

在兰卡威岛最北端的丹绒鲁海滩拥有世界级的酒店度假

村、湛蓝的海水、雪白的沙滩和成片的松林，是乐水畅

游的度假天堂。还有潜水者梦寐以求的卡帕莱岛，住在

岛上的水上别墅小屋，倚身在阳台休憩时就可以从容惬

意地观赏到水中嬉戏的乌贼、颌针鱼等，也可以随时潜

入海中，享受自由自在的无穷乐趣……而且在马来西亚

各大潜水胜地均有专业的潜水机构和教练人员，提供各

种潜水课程，还能考取 OW+AOW 潜水证。

明媚的阳光下，潜入一片蔚蓝的大海，色彩斑斓的

海底仿佛阿凡达世界里的种种神奇景象，回到人类最原

始神秘的本初，释放自己的好奇，平顺呼吸，感受与自

然一致的节奏。在大马的深蓝深处，你会发现这里都不

是传说，而是最真实写意的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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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力十足购大牌

每次来大马，都像中了购物的“毒”，流连忘返于各式各样的 shopping 

mall。世界各大奢侈品品牌在这里一个也不缺，你甚至可以用相对较低的价格

买到梦寐的 LV、Chanel、CELINE、Versace、Prada、Gucci 等国际品牌

的最新款。其中来大马必买的大牌首推世界顶级女鞋品牌 Jimmy Choo，这

个由马来西亚华裔设计师周仰杰创立的品牌，鞋子女人味十足，高贵典雅，如

同灰姑娘的水晶高跟鞋般耀眼。在马来西亚多个商场均有专卖店，价格比中

国国内实惠更多。

马来西亚拥有总数超过 360 家的购物中心，单单吉隆坡大都会地区就有

120 多家，早在 2012 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全球十佳购物城市评选

中，前三分别是纽约、东京、伦敦，吉隆坡紧跟其后位列第四，超越了巴黎、

香港以及迪拜等世界知名购物城市。吉隆坡更曾荣获多项国际购物奖项，其中

包括 2016 年英国 Expedia 的世界最佳购物目的地排名第五，及 2015 年根

据 CrescentRating 和万事达卡之穆斯林旅游购物指数所排行的穆斯林最佳购

物目的地第二名。大马是副其实的“亚洲购物天堂”。

摩登时尚如 PAVILION，云集 450 多个奢侈品、中高端品牌，是一站式

购物的首选。高端大气则莫过于城市形象的首席代表吉隆坡双子塔，登高临远

之后别忘了下楼到裙楼购物商场 Suria KLCC 扫货，国际奢侈品云集，还有

伊势丹、百盛百货叫人疯狂不已。最有格调品味的要数 STAR HILL，非凡豪

华的品牌店设计以及高级餐厅的布局都为其增添不少名气。而云顶高原的第

一城则早已闻名遐迩，美国环球步道、法国香榭丽舍、意大利威尼斯等著名

时尚大街让人一次过恣意逛遍……此外，大马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更是必逛

推荐。距马新第二通道仅 20-30 分钟车程的柔佛奥特莱斯（Johor Premium 

Outlets）有着多达 130 家设计品牌和名牌商店，涵盖了包括 Armani、

Burberry、Coach 等大牌，提供高达 25%-65% 折扣优惠。而拥有 127

家专卖店，售卖顶级国际品牌和本土品牌的三井奥特莱斯（Mitsui Outlet 

Park），离吉隆坡国际机场只有 6 公里，过境旅客乘坐穿梭巴士可往返于机场

航站楼和奥特莱斯之间轻松纵情买买买。

如果大马是吃货和玩客的伊甸园，那么购物狂则会把这里当做“血

拼天堂”。作为东南亚主要的购物中心，马来西亚有着遍布全国的

购物商场、奥特莱斯、免税店，从国际顶级大牌、著名设计师品牌，

到当地特色名品，应有尽有，加上免税制及相对便宜的马币兑换率，

想要尽情奢个“购”，非来大马不可！

时髦到底奢个“购”

Text-Youni  Photo-品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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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购物节精明买

每年马来西亚三大购物盛典都会吸引全球各地旅客来此

疯狂血拼。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购物节不同，马来西亚三大购

物节分别为“马来西亚超级购物节”、为期两个半月的“马来

西亚购物嘉年华”、“马来西亚年终购物大优惠”，可以说是有

整整半年以上购物都有折扣，还可搭配免税退税服务，优惠

体验简直超乎想象。马来西亚旅游局推出了虚拟代言人 Miss 

SHOPhia。Miss SHOPhia 除了代表对传统大马文化的认

同，更对现代的创意与生活美好事物有深刻的了解。她会定

期更新国內外消费者有关购物的最新消息，使你在马来西亚

获得最好的购物体验。Miss SHOPhia 还有自己专属的购物

和美食博客，并会根据不同的主题而有适切的装扮形象。面

对琳琅满目的超值商品不知道怎么买 ? 别担心，就让 Miss 

SHOPhia 当你的购物专家吧！

1. 今年购物节，马来西亚旅游局更推出的虚拟代言人Miss SHOPhia可以当你的

购物专家。

2. 吉隆坡的PAVILION是马来西亚最高端的商场之一。

2

1

马来西亚购物狂欢节

 3月1日-3月13日

 马来西亚购物嘉年华

 6月15日-8月31日

  马来西亚年底大促销

 11月1日-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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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柔佛奥特莱斯Johor Premium Outlets。

2. 大牌云集的购物中心。

免税退税最精选

马来西亚虽不是自由港，却是一个低进口税的国家。绝大部分商品的

进口税在 5%-10%，甚至免税。而且退税简单便捷，只要在有 IRIS 环球

蓝联退税购物标志的同一商铺购物满 300 马币即可享受 5-6% 退税额。如

此诱惑，怎能不叫人买上瘾呢？除大马各地机场免税店外，最受宠的免税

天堂当属兰卡威了。岛上规模最大的是兰卡威购物中心（Langkawi Fair 

Shopping Mall）一年四季都在打折，折扣低至 3-5 折。当中的旗舰店

Samudra 免税百货公司 (Samudra Duty Free Department Store) 货品

齐备、种类繁多。而兰卡威机场免税店购物则是全大马最为划算的，免税

化妆品专柜都是国际一线大品牌，而且购买还额外有 9 折优惠，这在马来

西亚当地也是绝无仅有。

除了物超所值的国际奢侈品畅购中，还有一些设计新颖、美观大方，得

到众多时尚人士青睐的马来西亚当地名品更值得选购。如皇家雪兰莪锡器

是公认的高级礼品和极有价值的收藏品，银器一样的光采，且耐热性能极高，

平常的保养也容易，价格相当实惠，最值得推荐。又如马来西亚的手工蜡染

布，自古以来闻名于东南亚。将丝、棉、人造纤维或锻子等布料，经过多

次重复蜡打底、染色、晾干、设计、煮沸工序后制作而成，工序繁琐而复杂，

制作出来的巴迪蜡染布款式和颜色各异，可用来制作帽子、围巾、外衣、台布、

手袋及画作等，是极佳的纪念品。还有珍贵的金丝燕窝、价值连城的沉香

产品、健康和品质兼具的乳胶寝具都是值得购买的马来特色精选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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