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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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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现在正是前往东南亚户外探险的最佳时期。别再犹

豫，快来全情投入吧！

欢迎阅读《东南亚户外轻探险旅游手册》！东南亚有

太多的振奋人心的旅行方式，这本小册子精选内容，

扼要介绍。东南亚十国的自然环境优越，因此越来越

多的骑行、徒步、攀岩、野营爱好者开始钟情于这

里。不用说，这个地区的海岸线极长，再加上河流密

布，所以也是水上运动的最佳平台。在泰国冲浪，在

马来西亚戴水肺潜水，在越南划独木舟，在菲律宾玩

风筝冲浪，都是水上运动的一时之选。此外，东南亚

每年还举办多次马拉松，游客在参赛锻炼的同时也抓

住了欣赏美景的良机。

www.aseantourism.travel网站上有更多东南亚户

外探险旅游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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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勒周边骑行

以历史名城曼德勒为起点，骑行者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缅甸。该城狭长的街巷、热闹的集市都美不胜收，更不用说

周边还有多座寺庙和成片的稻田，更远一些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柚木桥。在城中，只需骑行很短距离就可抵达多处古

迹，如金色宫殿僧院（Shwenandaw Monastery）、固都陶佛塔（Kuthodaw Pagoda）以及极为宏大的马哈

牟尼卧佛。骑到乡间，平整路面逐渐让位于石子路和土路，河谷的轮廓也越发清晰，呈现出宜人的自然风貌。在前往

阿马布拉达（Amarapura）的路上，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柚木桥——乌本桥（U Bein Bridge），而沿此最终可到达

缅甸古都阿瓦（Ava）。

从10月到2月的气候凉爽干燥，最适合在曼德勒周边的河谷平原骑行。

网站资源:
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缅甸酒店与旅游部网站的曼德勒指南。

www.myanmartourism.org

缅甸
Image © Gaid P. Kornsilapa

自行车与摩托车骑行
东南亚的城市与乡村道路环境极为宜人，是两轮骑行爱好者的上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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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厘岛京打玛尼火山

京打玛尼镇海拔1500米，是巴厘岛上最高的居住区之

一，这里风景非常优美，也是骑行路线的起点。从巴都鲁

    暹粒、吴哥窟和洞里萨

由暹粒出发的道路平坦且多树荫，最适合骑行。而且这些道路远离普通游客的足迹，直奔柬埔寨的真正核心；骑行者可

以骑过稻田、村庄、高棉寺院。从暹粒城骑自行车很快就能到达吴哥窟（约6公里），此外全国最大的内陆湖洞里萨湖的

水上浮村（Chong Khneas）距暹粒只有12公里，也值得拜访。前往洞里萨湖的路线风景秀丽，虽然路况不是太好，

沿路有一些美丽的寺院（如沃阿维寺Wat Althea以及猪山寺Phnom Krom）。

暹粒大部分酒店和旅社都提供自行车，所以不必把自己的自行车带来。市区也有若干租车铺，不少都能提供结实耐用

的山地自行车。

网站资源:
关于暹粒骑行的更多资料，请访问柬埔寨旅游局官方网站。

www.tourismcambodia.org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Image © ruben i / Creative Commons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山的火山湖望去，一切都在“山下”。骑行者由此可向岛

上的文化中心乌布进发，也可以前往东部的农业村镇甘地

达萨。两条线路都避开了巴厘岛上的最繁忙的交通区域，

骑行者经过稻田、艺术工坊、村镇、咖啡种植园和庙宇时

能感觉轻松安全。骑行时还可以在巴厘村庄停歇片刻，感

受一下地方习俗与文化。

从京打玛尼骑车到乌布大概花费2到3个小时，去甘地达

萨需5个小时。实际花费时间取决于骑行者在途中停留多

少次。

网站资源:
了解印度尼西亚骑行的更多资料，请访问网站：

www.indonesia.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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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敏岛吉胆山地车公园

要想远离新加坡市中心的繁华，可以前往乌敏岛，这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绿洲岛屿，岛上有占地45公顷的吉胆山地车

公园（Ketam Mountain Bike Park）——一个全天候的人造骑行区，共有10公里骑行山道。按照IMBA颁布的5

级难度标准，这里的线路达到了3级，因此对于周末度假的锻炼者和山地车发烧友都很合适。这里有一座越野技术园
（Freeride Skills Park），设置了一系列障碍挑战骑行者，一座土坡技术园，适合各种水平的骑行者尝试。也可以

骑上碎石路，前往岛上更偏僻的区域，包括面积达100公顷的仄爪哇湾湿地（Chek Jawa Wetland），这是观看当

地鸟类和海洋生物的好地方。

从樟宜码头乘轮渡船5分钟就可抵达乌敏岛。

网站资源：
更多信息请见：www.nparks.gov.sg

    老挝北部琅南塔

老挝北端的琅南塔多有山谷、稻田、瀑布，非常适合骑

行。游客可以租摩托车或自行车，几分钟之内就能开始

在少数民族村寨、山林和其他自然景区游览。骑行者很容

老挝

新加坡

易到达一座兰腾族（Lanten）村寨班南迪（Ban Nam 

Dee），当地人至今还在用古法制造竹纸。黑泰族（Thai 

Dam）村寨善于纺丝织布，骑车也可以尽情游览。更远

一些还有南河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这是一个森林保护

区，有两条河流经过，适于划独木舟和木筏。距此不远还

有芒新（Muang Sing），一座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小镇。

11月至2月时微风凉爽，道路干燥，最适合骑行。

网站资源：
可关注老挝旅游局官方网站和琅南塔旅游局网站上的骑行

（cycling）信息：

www.tourismlaos.org、www.luangnamtha-
tourism-laos.org

Image courtesy of the Singapore 
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

Image © James Antrobus /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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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人的清迈

清迈多山，骑行路线蜿蜒曲折，一年中的气候也大都不

错，这些在骑行爱好者看来都相当可贵。清迈城市的文化

富有活力，甚至可以说是“为骑行而设计的”。清迈的

700年体育场（700 Year Sports Complex）,有一个

高质量的赛车场，满足了场地骑行爱好者的需要；因他农

山、素贴山起伏的山路则对山地骑行者提出了挑战。当地

的骑行爱好者组织定期会举办比赛，吸引了上百位骑手前

来参加，其中包括东南亚各国的国家运动队。同时，每年

一度的清迈大师赛（Masters Tour of Chiang Mai）

是最热门的赛事，比赛时间共4天，吸引了全世界的顶

尖选手。

    沿着1号公路自北向南

1号公路的正式名称是国家1A公路，是越南最主要的非

轨道交通线路，从北部的中国-越南边境延伸2300公里，

直到最南边的金瓯省。自从战争结束、南北越统一后，骑

手们就可以沿1号公路穿越全境，充分利用宽阔的道路。

对于发烧友来说，这条道路格外具有挑战性，海云关的高

度令人生畏，但能够在南部芽庄的海滩休息，能够在北部

的下龙湾饱览岛屿风情，让骑完全程的勇士都觉得不虚此

行。沿途也不缺乏旅社、民宿和酒店，只要您想停下来深

入探访，就总会找到地方住。

有些路段上的高流量和季节性的坏天气也许会吓退一些骑

行者，不过遇到困难时，总可以改用汽车或火车走完这一

段，只不过要为携带的自行车多付些车票钱罢了。

泰国

越南

Image © Kyle Taylor / 
Creative Commons

清迈有国际机场，但往返曼谷的火车和长途汽车也非常方

便。骑手可以自带车辆，本地的车行也便于租借。

网络资源：
请查阅泰国旅游局官方网站了解清迈这座最适于骑行的

城市。

www.tourismthailand.org， masterstourofchiangmai.
com

网站资源：
越南自行车骑行网站上有更多路线信息。

www.vietnambiketour.com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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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有丰富的河流资源和广阔的海域，因此堪称木筏、独木舟、手划船、帆船爱好者的天堂。

    在独木舟中探访爱妮岛

爱妮岛在巴拉望岛的东北部，是海滩和自然环境爱好者熟知的去处。巴奎湾的碧绿海水和周边石灰岩地貌简直令人目不

暇接。这片海域面积共达450平方公里，包括45座热带岛屿，多有洞穴和 湖，周边的水域给独木舟和浮潜爱好者提供

了无限的探险机遇。旅行社常常把这一带打造成休闲去处（比如Miniloc、Simisu、Lagen、Inabuyutan、Matin

loc、Tapiutan和蛇岛都是如此），活动项目里大都会包含 湖浮潜和沙滩午餐。

独木舟爱好者也可以下船登岸，去探访每一座小岛的秘密。在皮娜秀岛（Pinasil Island），有一个形似天主教堂的巨大

溶洞；神社岛（Matinloc Island）则有一片“秘密海滩”，只有穿过一处岩洞才能见到，这个美景激发了小说家Alex 

Garland写成小说《海滩（The Beach）》。傍晚，结束了一天独木舟旅程的探险者可以在7 Commands Point海
滩野餐，这里经常可以看到鹰嘴海龟、鲸鲨、 鱼、海豚和海牛出没。

网站资源：
菲律宾旅游部官方网站上有爱妮岛的详细信息。

www.itsmorefuninthephilippines.com

菲律宾

Image courtesy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划船与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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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滨海湾乘帆船

看到新加坡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很难让人联想到活力十足的扬帆景象，但滨海湾确实已经成为旅游者、度假家庭、探

险爱好者的热点去处，甚至还有利用午餐时间来此扬帆的爱好者。扬帆从没有像这么简单过，教练把一切都准备就绪

了，您要做的只是踏上船，启程，玩够了就下船而已！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即插即用”，想玩的时候就拉起帆，立刻

起航。帆船行驶路线的背景颇具高科技色彩，包括滨海湾金沙酒店、滨海湾花园和新加坡摩天轮等几大名胜，以及新

加坡城市天际线上的所有其他美景。驾船人可以静静地在水面上滑行，饱览新加坡CBD和滨海湾步道上的繁华景象。

滨海湾的水利工程耗资2.26亿美元，竣工后极受欢迎，所以个人和家庭如果想在此享受下午阳光，还需要提前预订。

网站资源：
滨海湾的相关活动可参见其官方网站。帆船预订也有滨海湾帆船官网可提交咨询。

www.marina-bay.sg
www.marinabaysailing.sg

新加坡

Image courtesy of the Singapore Sailing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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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龙湾划独木舟

越南北部下龙湾有着一片静水，从前是疲惫的水手和逃

亡的海盗栖居之地，曾达数百年之久。今天，在此泛舟能

够饱览美景，游客们可以看到周边岛屿石灰岩地貌的奇

观——无数岩石突出秀美的海面，形状千奇百怪。虽然很

多游船只是在白天行驶于巨大海湾的一小部分区域中，但

是也有无所畏惧的探险者会由此出海，开始时间更久的探

险行程。探索这片区域的最好方式无疑是独木舟，因为

它能让人最大限度地靠近岩壁观察，甚至能看到头顶巨鹰

盘旋的景象。

有很多区域无法借由大型船只进入，这时独木舟就成了最

理想的工具；下龙湾这类风景宜人的去处尤多：各种规模

的洞穴、只有独木舟才能进入的 湖、水上浮村（往往销

售纪念品）、荒废的海滩、可供攀岩的悬崖，所在皆是。

网站资源：
想要了解下龙湾，请在越南旅游局网站搜索相关信息：

www.vietnamtourism.com

越南
Image © Gaid P. Kornsilapa

Image © Gaid P. Kornsil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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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栾湾的海豚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楠榜省的基栾湾（Kiluan Bay），常常能见到海豚嬉戏。这个海湾是海豚的一处定期迁居地，

既有长嘴海豚，也有宽吻海豚，这两种海豚都会成群跃出水面——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景象。游客为了就近观看，可

以租用一种楠榜当地的传统船只ketinting，并雇船夫划船。这种独木舟在印度尼西亚全境都常见，原本是渔民所用。

整艘船由一棵树的树干凿成，然后再加上发动机和竹制支架（katir，用于保持平衡）。

清晨6点，船只就出发观看海豚，每艘船可乘4至6人，更大的旅行团只能分到多条船上。需要1小时左右时间行驶到

目标区域的海面上，然后就只有等待海豚跃出波浪。海豚活动的旺季是6月和7月，这时能见到它们嬉戏的概率最高。

几乎可以肯定能看到海豚跃水的奇景。

网站资源：
印度尼西亚旅游官网有一个网页“Keinting: the Unique Traditional Slender Boat of Lampung”，内有详细信息

www.indonesia.travel

  印度尼西亚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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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通河木筏漂流

旺通河（Khek）发源自泰国北部的碧差汶府山区，流至彭世洛府多有瀑布、险滩，最后汇入难河。6月至10月的雨季

时，河水大幅上涨，径流让河水变成了棕色，此时正是漂流的最佳时间。

这里的白水漂流路线会持续3小时，途经8公里，经过18处险滩（难度等级1-5）。漂流起点在Kaeng Tha Kham，这

里的水势较缓，桨手还可以略加操纵，调整充气筏的航向；下一阶段难度提高，险滩越来越多，就很难这样调整了。漂流

的最佳部分是100米长的Kaeng Yao险滩，河水流过巨石和暗礁；雨季让礁石深藏在水下，变得更加危险。而在险滩的

有些区域，水位还会突然下降。最后阶段将漂往终点Kaeng Thap Khun Tai，这时风平浪静，算是对探险者的奖励。

除了乐趣、激情和挑战之外，漂流途中还能饱览旺通河惊人的美景、葱郁的树木。这是泰国最佳的白水漂流线路之一。

网站资源：

关于旺通河漂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adventure.tourismthailand.org

泰国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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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爱好者一发现东南亚有如此之多的垂钓胜地，肯定会从此彻底“上钩”，欲罢不能！

    在千岛群岛垂钓

千岛群岛离雅加达很近，距爪洼岛海岸只有45公里；但此

处的风光却与邻近的首都大为不同；在纯净的海水中散落

着70座珊瑚岛，140种鱼类在此生息繁衍。海钓爱好者很

方便地就能乘本地快艇出海，途经Puteri Island、Pulau 

Ayer等著名景点，等待梭鱼、鲭鱼上钩，然后满载而归。

当然，走这么远要是不登岛看看那才是买椟还珠。一定要

在行程中规划一次上岛。这些小岛既是水路通道，又是动

物园，同时还是海龟等动物的繁殖保护区。同时普拉穆卡

岛（Pulau Pramuka）也是千岛群岛国家公园所在地，

普吉岛
在泰国南部的普吉岛，竞技垂钓是一大产业，安达曼海上

有黑马林鱼、旗鱼、王鲭等名贵品种。

东南亚的其他垂钓胜地

昆岛
这处海岛休闲区距胡志明市东南部海岸不远，那里有一批垂

钓场所，还提供专门的教学服务，教人钓鱿鱼、叉鱼和烹制

传统越南菜的方法。

印度尼西亚

鹰嘴海龟等珍稀海洋生物在这里得到保全。

对于宁可留在陆地上的钓鱼爱好者来说，雅加达北部的海

边地带也有一些钓鱼场所。比如Pantai Marunda就是

一个，在这里投下钓线，就可以静候收成了。

网站资源：
详情请见印度尼西亚旅游官方网站的“The Thousand 

Islands: A Sensational Islands Resort”。

www.indonesia.travel

越南
泰国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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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坎洞穴

昆坎洞穴地处老挝中部的Phou Hin Bun国家公园内，吸引着探洞狂热爱好者们探索熟悉道路之外的风景。探访者们

先要划船驶过7千米长的地下河，沿途将经过巨大的岩洞，一经进入主要的地下洞室，探访者将环绕在超自然的氛围

中：洞室最高点高达100米，洞壁间距90米，钟乳石和石笋莹莹发光。结束洞穴探访后，探访者再度沿着河流乘船前

行，终点将出现在隐秘的青翠峡谷间。

前往昆坎洞穴的旅行者常常先在距离万象283公里的班纳欣村住下，接着可前往Ban Kong Lo村（距离班纳欣村48

公里），这里靠近洞穴入口处。从班纳欣村可以在森林中漫步到洞穴漂流的起始处——蓝 湖。11月到4月的旱季水

位较低，但是参观洞穴的最佳时间。

网站资源：
了解昆坎洞穴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老挝官方旅游网站：

www.tourismlaos.org

老挝
Image © Harry Bloom / Creative Commons

攀岩与探洞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是探访东南亚令人惊奇的山峰、悬崖和洞穴网络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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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鲁山洞穴群

百万年的降雨和径流将位于砂拉越州的姆鲁山地表塑造为

令人难忘的自然奇观。山体包括奇特的地下洞穴网和大规

模的砂拉越地下洞室（长度超过700米，宽度近400米，

高70米）。来到这里的旅行者会对定居此处、数量庞大

的蝙蝠感到惊奇，这里的蝙蝠已有记录的种类达12种。

以上提及的只是洞穴的亮点之一，超过290公里的洞穴蛇

形散布在这片石灰岩区域内，形成有趣的岩石结构，如黑

蛇洞，黑手洞——这两个洞穴的岩壁上有史前人类的手掌

印；鹿洞则以世界最大洞穴而闻名。

公众需要在公园办事处注册、付费，并请一个向导方能

进入洞穴。整个公园开放4处有路径、栅栏和人工灯光

的洞穴，但在有向导的情况下，旅行者也可以去“野洞

穴”探访。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姆鲁山公园官方网站或在马来西亚

官网上查询关于姆鲁山公园的介绍：

www.mulupark.com
www.tourism.gov.my

马来西亚

菲律宾

Image courtesy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Malaysia

    普林塞萨港地下河

普林塞萨港（巴拉望岛西部）的圣保罗山脉的石灰岩下，

有一处8.2千米长的地下河，流经大教堂洞穴内部，最终

流入风景如画的 湖，由圣保罗湾入海。尽管作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下河是旅行热门地，然而要到达

此处需要做许多行前计划。从普林塞萨港的主要城市出

发，需要4小时到达发放游客许可的萨邦（Sabang）。

从萨邦开始，旅行者将得到安全装置和照明设施，乘坐

快艇航行一段距离后，再穿过一小片沙滩就抵达洞穴入口

处。旅行者在这里换乘漂流艇进入洞穴深处。巨大的教

堂洞穴内部是错综复杂的石灰岩结构，洞穴幽深处居住

着9种蝙蝠。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普林塞萨港地下河信息，请访问菲律宾旅游局

官网：

www.itsmorefuninthephilipp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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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大洞穴

越南石灰岩岩层以数量众多的洞穴而闻名，2009年，广平省地表层下的喀斯特地貌被发现，巨大的惊喜立即在探洞爱

好圈中掀起巨浪，这一发现就是著名的韩松洞。韩松洞的发现震惊了地理学家，如今它已正式成为人类已知的最大洞

穴。目前完成探索的洞穴长度4.5千米，已测量的洞壁截面高出洞穴地面140米。事实上，洞穴里的一切都非常大，巨

大的石笋从地面突出70米高，如篮球大小的穴珠，急速奔流的地下河在洞穴内回荡震耳欲聋的声响。

目前只有一家旅行社接待到韩松洞的旅行者，由于洞穴内只允许少量旅行者进入（每年只有224名游客名额），旅行社

的预订已排到2015年。入口处需要经过80米深的下降才能开始第一段行程。

网站资源：
获得更多进入韩松洞的排队信息，请前往官方网页注册：

www.oxalis.com.vn/son-doong-cave

越南

Image © Doug Knuth /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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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雷攀岩

无怪攀岩爱好者都被吸引到泰国甲米地区，这里的石灰岩

悬崖就像为运动量身定制一般。海岸边的悬崖上有上百种

攀爬路线，瑞雷半岛附近的岛屿攀岩是最吸引游人的去

处之一。攀岩爱好者首先集合在瑞雷沙滩周围的悬崖下了

解注意事项，选择攀岩专家；更有经验的攀岩者们会前往

通赛挑战自己。这两个地方都只能通过乘坐长尾船到达。

初学攀岩者和中等水平攀岩者有超过700种设置螺栓和挂

片保护的路线可选择，难度系数在F4到F8c之间。想冒

险的攀岩者可以在这里攀爬伸出海平面的悬崖，在无螺栓

和绳索保护下向上攀爬，在顶点看一看身下幽蓝的海水。

泰国

东南亚
其他攀爬、探洞热门地

乌节购物中心的Via Ferrata 攀岩墙

Via Ferrata 攀岩墙由混合保护的攀岩墙材质构成，粗

鉴的石头上有设计良好的攀爬绳、钉子、扶梯和搭桥。更

多信息请登录：www.blocx.com

苏加武眉

坐落于格德潘拉贡国家公园（Mt. Gede - Mt. Pangrango 

National Park）南部斜坡，苏加武眉地区气候凉爽、风光

秀美，是外国人热衷的旅行地。这里的活动包括露营、

山地徒步、急流漂流，想要探洞可以下降到黑暗洞穴中

观赏石笋。贡布洞穴

位于Phnom Chngouk,距离贡布以东8公里，有一座贡

布最古老的洞穴寺庙。寺庙由隐蔽的洞室和建在巨大岩石

下的古老红砖印度神庙组成。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甲米最好的攀岩季在11月到4月，这期间天晴无雨。甲米

地区有几十家攀岩学校，所以如果您是初次接触攀岩，

可以参加3天的入门课程，课程包括攀岩指导、装备介绍

和安全教程。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关于甲米旅行的信息，请访问泰国旅游局官网上

的攀岩栏目：

tourismthailand.org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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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莫多岛潜水

科莫多巨蜥（现存最大的蜥蜴）可能让科莫多岛吸引了全世

界的目光，不过科莫多岛的水下世界值得同样的关注，尤其

是对于那些寻求潜水新地点的潜水爱好者们。水下20米，潜

水者们能发现斑斓的珊瑚，大量的水下生物，如海马、海

豚、海龟和 鱼。水下摄影师和潜水专家会选择远离海岸

的芭杜菠隆或Tatawa Besar的珊瑚礁潜水。

尽管科莫多国家公园的巡航船巡航的海域范围超过132000

公顷，包括科莫多、Rinca、Padar及毗邻群岛，但初次在

这片区域的潜水者们仍需注意，因为多变、无法预测的洋流

有时会让水下十分危险。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潜水及交通信息，请查询印度尼西亚旅游网站上“

科莫多岛潜水”的网页：

www.indonesia.travel

印度尼西亚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潜水和浮潜
无论您是资深的潜水者还是闲暇而潜的浮潜者，这一部分将给您提供东南亚潜

水的深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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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船潜水

靠近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附近的海域面积约4500公

顷，是原始珊瑚礁的生长乐园。在这里潜水探访沉船残

骸尤其受欢迎，著名沉船如古老货船Cement Wreck
在海面下不到12米处就能找到。这些水下人类遗迹包括

四艘货轮和一些废弃石油钻塔，它们已完全与珊瑚和水

下生物融为一体，无论是资深潜水者还是初次体验者都

会爱上它们。许多海洋爱好者前往此处，探访这里的海

葵、锤头鲨、无以计数的鲶科鱼、梭鱼及常见的大白鲨。

从斯里巴加湾市到珊瑚礁十分容易，选择在旱季（3月到

11月）来这里旅行，旱季时节海水平静、清朗。

网站资源：
更多关于这个区域的沉船潜水亮点和指南，请查询：

www.bruneitravelguide.com

文莱

    芽庄乌岛

前往美丽的越南东海岸芽庄的潜水者应当在乌岛（Hon 

Mun ）停留些时间。早在2003年，此处成为国家保护

区，渔民不得在此捕鱼，超过350种珊瑚与多彩的裸鳃亚

目动物得以繁衍生息。如今这里已是潜水者们的探访地，

他们非常享受海水中海洋生物群急速而过的“骚乱”。这

里的洋流有助于珊瑚生长，因而更大体积的海洋生物，如

海龟、海鳗也可以轻易找到。

从芽庄乘船需经过40分钟到达乌岛。许多潜水店提供潜水

越南

装备和指导。二月到九月是最好的潜水季。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乌岛信息，请前往越南旅游官方网站：

www.vietnamtourism.com

Image courtesy of Brunei Tourism

Image © Ilse Reijs and Jan-Noud Hutten /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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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老群岛

丹老群岛是安达曼海上超过800个岛屿的岛屿群。尽管在地

理上，丹老群岛位于缅甸，但只有通过靠近泰国湾的普吉、

拷叻和拉廊岛乘坐船宿潜水艇才能到达。1997年之后，丹

老群岛只对国际潜水群体开放，所以这里的珊瑚礁仍保持

原始状态。超过36000平方公顷的海域属于海军管控，可

以说大部分的海域还未被外人探访过。在群岛最知名的地

方潜水也需要十天时间，神秘洞穴、石墙和庞大的海中山

脉供您探访，当然，还有丰富的海洋生物。

    西哈努克城水下景观

相比于东南海岸，柬埔寨南部海岸似乎逊色一些，但前往

西哈努克城参观时，南部海岸仍有许多值得一看的景观。

柬埔寨

缅甸 
船宿潜水旅行从十一月到来年三月期间开放，这时的海水

状况最佳。从泰国出发，船在缅甸高当停留，办理出境。

潜水者需要携带护照，并缴纳200美元的费用。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缅甸生态游，请前往缅甸旅游官网：

www.myanmartourism.org

西哈努克城是一个美丽的海滨旅游胜地，城里的许多潜水

中心提供到竹子岛和塔基岛的2小时短途旅行，到偏远的

潜水地，如高龙撒冷岛、戈公市的6小时旅行。这里的珊

瑚礁布满海洋生物，如裸鳃亚目动物、海葵，还能看见大

白鲨，往海洋深处游，到像牙岛这样的地方，水下30米

深依然有很棒的水下景观。

六月到十一月的潜水季，海水状况最佳，是来西哈努克

城的好时间。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柬埔寨旅游官网：

www.tourismcambodia.org

Image © chuck.miser (www.ecosea.com) 
/Creative Commons

Image courtesy of the Myanmar 
Ministry of Hotels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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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巴丹岛的水下珍宝

靠近沙巴的诗巴丹岛有“潜水麦加”的美誉，它是东南亚的首选潜水地。岛屿每天只允许120名潜水者下潜，且潜水

时间仅限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这些限制保证了珊瑚礁的原始生长状态。如果潜水者遵守这些规则，将能得到去更具

挑战的潜水层潜水的机会，并能看到超过3000种鱼类和300种硬体、软体珊瑚，该场景就像打开水下宝库般绮丽。这

里有12处潜水地点，广受欢迎的有白鳍鲨大道（以大量鲨鱼而闻名），龟穴和梭鱼观测点。

海水能见度20米，全年皆可潜水，在旱季（三月到十一月）能见度最深可达50米。旅行者常选择在马布岛、卡帕来和

仙本那岛的度假村停驻。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预订此区域的潜水旅程，请前往马来西亚官方旅游网站或沙巴旅游网站：

www.tourism.gov.my

www.sabahtourism.con

马来西亚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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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米兰群岛

泰国著名的斯米兰群岛坐落在13000公顷的国家公园保护区内，在普吉岛西北约100千米处。最受欢迎的潜水地点斯米

兰岛，汇集了大量多彩的鱼类。作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潜水地，该岛的水下景观超越语言描述：超过500种硬类、软

类珊瑚生长，大白鲨、海龟和豹纹鲨等海洋生物游弋。

这里全年皆可潜水，洋流温暖，能见度达20到30米。斯米兰群岛只能通过乘船到达，所以十一月到次年五月是当地的

潜水季。船宿旅行有从拷叻岛或普吉岛出发的四日旅行，也有短时间的过夜游和一日游。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斯米兰群岛国家公园的潜水信息，请前往泰国旅游局官网：

www.tourismthailand.org

泰国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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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水下世界与鲨鱼共舞
无论您是否有潜水证书，只要超过12岁（含12岁），您

就可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的水下世界与鲨鱼共舞。90分

钟的体验足以让您熟悉水下呼吸，并与一大群鲨鱼和魔鬼

鱼一起游玩。

网站：www.underwaterworld.com.sg

     图巴塔哈群礁
菲律宾最珍贵的自然景观图巴塔哈群礁较难抵达，群礁位于苏禄海中部，距普林塞萨港以东150公里，在海军巡逻艇

的巡护范围内。北部珊瑚环礁是群岛面积最大的区域，南部珊瑚环礁矗立着图巴塔哈灯塔，这两个群岛以北约20千米

处是受喜爱的杰西比兹利环礁。群岛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因为这里也是海龟和珊瑚鱼的家园。从三月中旬到六月中

旬，潜水季持续三个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正因此保证了珊瑚的健康。

群礁没有住宿，因此旅行者可通过普林塞萨港的潜水店安排旅程。船宿一般在晚上出发，次日早上可达群礁。

网站资源：
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图巴塔哈群礁官网：

www.tubbatahareef.org

菲律宾
Image courtesy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东南亚其他潜水或浮潜胜地

新加坡

在圣淘沙度假村五彩礁潜水
到了圣淘沙度假村，在五彩礁间潜水的梦想真能实现。这个

水下动植物公园给潜水者提供独立的空间，您可以慵懒地慢

慢欣赏五彩礁，和成千上万友好的鱼类打招呼。

网站：www.rwsento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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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哥马拉松

吴哥窟全程马拉松起点和终点都是吴哥窟的中央神殿，途

经世界驰名的吴哥寺庙群，还路过斑黛喀蒂寺、女王宫、

巴戎寺、塔普伦寺等名胜以及多个传统的高棉村庄。对于

想要最近距离体验古代寺庙建筑的人来说，马拉松是一次

非常独特的机会；除了42公里的全程马拉松外，比赛还包

括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10公里公路赛和3公里家庭赛。

     多彩的雅加达马拉松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每年一度的马拉松赛事会有15000

名选手，展现出节日般的气氛。赛事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市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比赛于8月举行，具体日期请查询网站。比赛获得了国际田

径协会联合会和国际马拉松及长跑协会认证。

网站资源：
吴哥马拉松官网

www.angkorempiremarathon.org

中心的国家纪念碑西南门，途经Pluit区、卡诺体育场、

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法塔西拉广场、印度尼西亚酒店
等地。除了全程马拉松之外，还举办21公里的半程马拉

松、10公里和5公里公路赛。与赛事相呼应，雅加达会举

行多彩的艺术、音乐、文化会展。

比赛奖金不菲，所以吸引了很多顶级选手；赛事通常在10

月进行（详情请查网站）。

网站资源：
印度尼西亚旅游官网上有雅加达马拉松的网页：

www.indonesia.travel

Image courtesy of the Ministry of Tourism 
of Cambodia, used with permission.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耐力项目
有些身强体壮的旅游者希望在游览的过程中再经历一次体能上的极限挑战，东南亚可以为他们

提供极多机会，从公路赛跑到翻越高山，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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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勃拉邦半程马拉松 

琅勃拉邦半程马拉松既是运动竞赛，又是慈善活动，还是

一场在这个国家最美的城市进行的观光之旅。只接受不超

过500名参赛者，路线经过湄公河、南坎河以及城市大多

数重要地标。当看到本地啦啦队在路边助威时，选手们会

被琅勃拉邦浓郁的田园气息和亲切感所打动；整个赛事期

间和结束后，都有小贩叫卖土特产。顶尖选手参赛不是为

了奖金，入场费和所有其他收入都用于慈善。

赛事举办时间是守夏节结束后的第一年早晨（通常是10

月），同时举行的短途赛事还包括7公里和14公里的长跑。

    京那巴鲁山越野马拉松

越野跑作为一项运动未必尽人皆知，但是爱好者们认为沙

巴举办的京那巴鲁山越野马拉松是全年的一项重要赛事。

这项极限运动的要求是高度超过2000米，斜率超过30%，

京那巴鲁山正适合这样的标准。登峰比赛全程33公里，始

于京那巴鲁公园入口，经过4100处的顶峰，然后回到昆达

桑镇（Kundasang）。选手们要想过关，必须在3小时之

内登顶。同时业余选手可参加强度略低的23公里探险赛；

只需跑到半山腰。

老挝

马来西亚

这项赛事通常在10月中旬举办，具体日期请查询网站。

网站资源：
京那巴鲁山越野马拉松的官网可以报名；沙巴旅游局网站

有详细信息。

www.climbathon.my

www.sabahtourism.com

网站资源：
赛事官方网站提供准确日期和报名指南。

www.luangprabanghalfmarathon.com

Image courtesy of 
the Luang Prabang 
Half Marathon, used 
with permission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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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甘寺庙马拉松

这条风景如画的马拉松线路经过上千座寺庙和古塔，并与

缅甸乡村的淳朴风貌交相映衬。以狄罗明洛佛塔为始发点

和终点，蒲甘马拉松的道路不仅有沥青公路，也有土路，

中间经过了蒲甘城的大部分区域和周边很多城镇。不像在

大都市中举办的那些过度拥挤的赛事，这个比赛中的选手

们沿乡村公路奔跑，身边经过的是很多13世纪的佛塔和

浮屠。比赛始于清晨6点，因为上午温度和湿度都上升很

快，选手们很难在高温下保持水分。

缅甸

    阿波火山越野赛

南达沃省有着菲律宾最高山阿波火山，每年夏天，极限运动爱好者会聚集于此，挑战120公里的超长赛程，要在1天

时间内登顶并返回才算成功。选手们骑车到卡帕塔甘地区，徒步至阿波火山顶峰营地，沿锡布兰河而下，跑过一条热

闹的国家公路，最后回到圣克鲁兹广场——全部在一天内完成。这项国家资助的赛事也是每年4月自然节（Pista sa 

Kinaiyahan）的一部分，活动中还有一个生态保护环节，是将各地游客往年丢弃在山上的垃圾清理干净。

网站资源：
阿波火山越野赛官方网站提供了详细信息。

www.boulderface.com

菲律宾

赛事通常在11月举行，入门者可以在全程与半程马拉松

之间选择。

网站资源：
赛事官方网站提供准确日期和报名指南。

www.bagan-temple-marathon.com

Image courtesy of the Myanmar 
Ministry of Hotels and Tourism

Image courtesy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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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标准渣打马拉松

新加坡的代表性跑步赛事，包括个人、团体、轮椅选手乃

至儿童选手，可谓一项兼容并蓄的比赛。但新加坡标准渣

打马拉松并非易事，因为争夺50000美元奖金的选手足

有5万人。赛事举办于12月的第一个周日，跑完全程的选

手实际上已经获得了一项奖励：新加坡观光之旅，从乌

节路、总统府、克拉码头，到东海岸公园和滨海湾，名胜

尽收眼底。虽然新加坡湿度很高，但这只是给比赛提高了

挑战的难度。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叫“耐力竞技”了。

网站资源：
欲知比赛详细信息和报名事项，可访问新加坡标准渣打

马拉松官网：

www.marathonsingapore.com

    泰拳集训

泰式拳击又称泰拳（Muay Thai），在泰国具有重要的

历史文化意义。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在当地观看比赛还

不够，他们还想亲身掌握泰拳技艺。因此有很多泰拳集训

营，专门培训外国爱好者，曼谷、普吉、拷叻和清迈等地

举办的最受欢迎。所有的集训营都提供专业级设施和冠军

教练，虽然集训只持续两周左右，但真正投入的学生可能

会留下来练习几个月、甚至几年。

大量训练能让选手沉浸在泰拳代表的生活方式之中，但是

请牢记，训练可能会强度极高、严酷、甚至血腥。

网站资源：
泰国旅游官网提供了若干招收外国人的泰拳集训营信息，

此外还有每年3月在大城府举办的泰拳拜师节信息。

www.tourismthailand.org

新加坡

泰国

Image courtesy of the Running Society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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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飞行员执照，您仍然可以借助帆伞、滑翔伞和风筝冲浪飞上东南亚的天空。

    在万津蛤山亲吻天空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万津蛤山（Bukit Jugra）风景秀丽，

到吉隆坡只有90分钟车程。它是一座海拔350左右的高

地，从这个制高点，飞行公园的游客可以装上一种类似于

翅膀的降落伞装置（称为滑翔伞），跃入空中。只要一绑

上这个伞，探险就开始了，学员和教练一前一后飞行。如

果风向合适，能飞到900m高，乡间的美景尽在眼前，冷

岳河、马六甲海峡一览无余。兴奋只能持续15到20分钟，

还来不及回味，学员就被温柔地带回了地面。

马来西亚

正如滑翔体验要靠好风助力一样，滑翔伞是否运营也取

决于天气，如果天气预报突然有变，那么经营者会马上停

止滑翔活动。

网站资源：
预约滑翔可拨打电话+60(0)14-718-7826，也可以用

关键词Jugra Flight Park, Banting检索Facebook。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Malaysia

帆伞、滑翔伞和风筝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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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其他帆伞和帆板热门地点

    在长滩岛风筝冲浪

风筝冲浪是一项要有持续、足量的风力的运动；这也是全球风筝冲浪爱好者来到长滩岛的原因。该岛处于班乃岛的西北

端。除了美妙的海滩、尽情的派对场景外，长滩岛还举办一些高规格的国际风筝冲浪赛事和活动。在岛东侧的布拉波海

滩是专为这项运动打造的。周边地区有多所风筝冲浪学校，为初学者提供教学服务。课程通常持续3小时，价格包括设

备和安全装置的租金。学习结束后，万事俱备，只需要下水等着好风了。

布拉波水域气候最好的时候是11月至4月间，和煦的信风吹拂下，新手最容易学会掌控方向。

网站资源：
菲律宾旅游网站对布拉波的风筝冲浪有概要介绍：

www.itsmorefuninthephilippines.com

菲律宾

Image courtesy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泰国 文莱

印度尼西亚越南

在美奈海滩玩帆伞

美奈海滩是越南最美的海滩之一，而且这里非常适合帆

板、帆伞等水上运动项目。3月底天气转暖时，尤其适宜。

在华欣玩帆伞

华欣的海滩通常都被当成休闲场所，但是近来帆板、风筝

冲浪、尤其是帆伞在这里越来越有人气。

从朋卡克，茂物旁的“巅峰”，俯冲滑向茶园

从朋卡克可以俯瞰山谷，另一边则是多座山峰。自由翱翔

在这样一幅俯瞰式的全景中，肾上腺素分泌不断提升——

还能有比这更刺激的体验吗？

色拉沙滨海综合体

色拉沙海滩至穆阿拉只有10分钟车程，色拉沙滨海综合体
坐落于此，拥有许多水上运动设施（如帆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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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淡武廊国家公园徒步线路

通常情况下，跟随导游的游客只能游览乌鲁淡武廊国家公园的一小部分——大约500公里范围内。但其实在整个国家

公园你可以看到更加丰富多样的野生丛林样貌。比如爬上20级阶梯，走在60米高的树冠走道，以鸟类的视角观察树栖

野生动物，俯瞰古老的龙脑香树浓密的雨林树冠丛，这是公园当之无愧的徒步亮点之一。如果你希望待在公园过夜，

可以在乌鲁淡武廊国家公园度假村（Ulu Ulu Temburong Resort）扎营，并从这里探索众多密林小径，其中一些延

伸至公园深处的瀑布，所以携带泳衣会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去往公园和公园度假村也是探险的一部分，你需要搭乘水上巴士从斯里巴加湾市到邦阿城（Bangar），然后驱车

到巴当杜里达（Batang Duri），从那里乘坐小艇沿着淡布伦河航行12公里抵达目的地。

网站资源：

欲知详情可访问乌鲁淡武廊国家公园度假村官网：www.uluuluresort.com

文莱

Image courtesy of Brunei Tourism

徒步与野营
以脚步丈量东南亚最具野性和隐秘的小径，也可在途中露宿星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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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真火山口（IJEN CRATER）

伊真高原，也称为“卡瓦伊真”，一直广受登山爱好者和徒步旅行者的好评。伊真高原位于一次火山的剧烈喷发过后

形成的火山口，占地约134平方公里。今天的伊真火山安静但依旧活跃。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海拔2368米的伊真火山

锥、高原东北部2800米的默拉皮火山锥，还有高原西南部3332米的拉翁火山锥。

拥有明媚绿松石颜色的伊真湖位于海拔2148米，被陡峭的火山壁包围着。火山的排气孔成为硫磺的重要来源地，每天

都会有硫磺采集工人长途跋涉到火山口的湖边工作。他们早晨上工，抢在下午1点前后、浓密云层涌来之前离开，身后

的背篓里装满了纯度很高的硫磺。尽管采集的过程非常危险，但伊真火山的硫磺矿纯度高所以商业价值很大，受到炼油

产业和肥料制造业的广泛需求。

网站资源：

可以从印度尼西亚旅行官网“徒步与露营”部分查找更多信息：www.indonesia.travel

     徒步维罗杰（Virachey）国家公园

Virachey国家公园，占据上丁省（Stung Treng）与拉

塔纳基里（Rattanak Kiri ) 原始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约

3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柬埔寨7个国家公园中最大的

一座，这里保护着亚洲象、马来熊、黑鹿和双角犀鸟等动

物。徒步以一个相对低强度的旅行方式，让游客尽可能贴

近自然。人们可选择在位于班伦镇（Ban Lung）的生态

旅游组织信息中心集结。由导游带领进行从2天至8天不等

长度的徒步旅行——根据每个人背包负重情况，经验丰富、

并用且英文讲解的导游会带领徒步者去往极具特色的自然

景观，比如Phnom Veal Thom草原和Chour Preah
险滩。徒步者也可以通过探访公园边界附近的部落村庄而

进一步了解当地文化。

班伦镇，从金边乘坐大巴出发约12小时车程即到，国家

公园距离小镇约50公里，如果遇到降雨影响可能会延长

行车时间。

柬埔寨

Image © Lukas Bergstrom / Creative Commons

网站资源：
你可以在柬埔寨旅游局官网找到关于维罗杰（Virachey）

国家公园的链接，其为倡导生态旅游的社区。

www.tourismcambodia.org

印度尼西亚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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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在琅勃拉邦

作为历史名城，琅勃拉邦可能最受欢迎的游客聚集地，但

游客多止步于殖民地时期精美的建筑风情。如果徒步穿过

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你会遇到有些村寨分别被三个主要

    徒步旅行穿过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

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成立于1938年,占地面积超过4300

平方公里。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其间保存

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约1300 万年历史）——在

蒂迪旺沙山脚下你就可以找到它。这个公园还栖息着亚洲

象、苏门答腊犀牛、马来亚虎等濒危保护动物。从公园总

部放射出一系列丛林小道，游客可以选择9天以内的行程跋

涉，比如从森林跋涉至大汉山（Gunung Tahan）——这

是马来半岛的最高点（海拔近2200米）。跋涉的长度完

全取决于您对冒险的渴望程度，您甚至可以在大象洞穴
（Elephant Cave）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老挝

从吉隆坡到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你需要多次转乘火车

或大巴，然后乘船沿河来到位于瓜拉大汉（Kampung 

Kuala Tahan）的公园总部。

网络资源:
如何抵达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以及预定徒步探险线路，

可以访问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和马来西亚旅游官网：

www.raman-negara.com

马来西亚

民族占据。其中郝蒙族（Hmong）生活在高地上，克木

族（Khmu）分布在中部，在低谷居住着老挝族（Lao）

。如果你安排了持续多日的跋涉行程，你将大有机会住进

某个民族村庄里过夜，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体验最原

汁原味的民族风情。途中你还会遇到一些代表性的自然地

标，其中包括湄公河（Mekong）、乌河（Ou Rivers）

、光西瀑布（Kwang Si waterfall）、以及Pak Ou洞和

Tam Ting洞等。

最安全的徒步季节是旱季，通常在11月至4月。在5月至

7月之间虽然是雨季的最初几月，但通常只是晚上下雨，

不影响整体体验。

网站资源：
可以从老挝旅行官网“徒步琅勃拉邦”部分查找更多：

www.tourismlao.org

Image © Fraser Reid/
Creative Commons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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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格劳到茵莱湖

从格劳至茵莱湖的徒步道有多种不同长度，但它们无一例外都能提供给您难忘的乡村徒步体验。游客所经之地，以前多

用于种植鸦片,如今则种植着卷心菜、土豆和油菜等经济作物。在路上，您将邂逅曾经被Taung Yo、Danu、Palaung

和 Pa-O部落占领过的村庄，甚至可以在原汁原味的缅甸乡村人家过夜。整个徒步线路中您看到的景观在不断变化，从

被森林覆盖缓缓起伏的山丘、田园风光，到高耸的山脊，最终抵达茵莱湖。短途两天的行程即可领略优美的风景，而如

果安排5天行程则能深入领略更多周围的乡村风情。

在茵莱湖边，您可以乘坐游船探访沿岸村庄，或者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在曲折安静的乡村公路上。

网络资源：
欲知茵莱湖整个地区信息，可以点击缅甸酒店与旅游部网站

www.myanmartourism.org

缅甸

Image © Gaid P. Kornsil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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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萨迦达的群山

徒步通过萨迦达意味着穿越偏远的科迪勒拉山脉（Cordillera Mountains），邂逅因与世隔绝而被成功保存下来的土

著文化。在城里的旅游局，游客们可以预约观光线路，包括去Bokong 瀑布游泳、远足去回声谷（Echo Valley）寻找

悬棺，或者去Kiltepan山观看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盛景。如果你非常愿意冒险，你也可以预约那种需要费力地跋涉过稻

田探访Bomod-ok瀑布的徒步路线，或者进入Sumaguing洞穴内观测令人惊叹的巨大岩石层，探索Sumaguing与

Lumiang洞穴的连接处，或者在登上Ampacao山顶观看壮观全景之前先在Danum湖边享受一顿野餐。

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萨迦达都保持适度寒凉的气候，但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几个特别时期由于受到冬季寒风降温，

使山区比平常冷了不少。

网络资源:
欲知详情，请参见菲律宾旅游官网关于高山省（Mountain Province）、包括萨迦达的概况介绍。

www.itsmorefuninthepholippines.com

菲律宾

Image courtesy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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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索国家公园徒步与划独木舟

游客可以选择徒步或乘坐大象探索考索国家公园（Khao Sok）。考

索国家公园位于泰国南部的素叻他尼省（Surat Thani），是一大片

热带雨林。在这里，你会看到各种神奇的野生动植物亲密共存，而且

世界上有很多独特植物种类仅生存在这里，比如泰国最大的花——凯

氏大王花（Bua Phut）。还有动物，比如马来貘（Asian tapir）、

孟加拉虎（Bengal tiger,）、云豹（Clouded leopard）、白肢野牛

（Gaur）、爪哇野牛（Banteng）以及超过200种不同类型的鸟。

徒步大约需要2个小时，沿途你还会看到当地人的生活，感受独属于他

们的生活哲学。在Khlong Sok河上划独木舟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日落时分开车去山间兜风将会是非常完美的体验，而且你会看到村民

们晚上的生活，他们如何在熙攘的小市场里购物，他们如何浇灌自己

的菜园或做其他农活。这里的生活是如此愉快、迷人！

网络资源:
了解更多考索国家公园的情况可以访问

adventure.tourismthailand.org

    徒步麦里芝水库

新加坡的“树梢步道”（Tree Top Walk）是悬挂于

Bukit Peirce与Bukit Kalang（麦里芝水库两个制高

点）之间的空中无支撑悬浮吊桥。它可以让游客以飞鸟视

角观看周围壮观的次生雨林，以及附近的贝雅士水库上

段。这条吊桥于2004年建成，在25米高空上，步道长达

250米。游客在其上可以不被干扰地尽情观赏80余种鸟

类、猫猴（飞狐猴）、长尾猕猴等。步道只能单向通过，

入口在Ranger Station 的管理站。

新加坡

Image © Singapore 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

“树梢步道”距离麦里芝水库公园约4.5公里处，距离

Venus Drive停车场约2.5公里。所以往返步行，包括树

梢步道上的行走，约需要花费3至5小时不等。

网络资源:
了解更多步道开放时间等信息，可以点击新加坡国家公园

官方网站关于“树梢步道”的链接：

www.nparks.gov.sg

泰国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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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谷海滩（Pantai Tungku）冲浪

这个相对未开发的海滩是文莱鲜为人知的冲浪场所之一，它拥有一座巨大的防波堤，让人一见难忘。东谷海滩位于帝国

酒店（Empire Hotel）附近。冲浪者在这里可以尽享相对平缓、易于驾驭的海浪，浪高通常1米到1.2米左右，当然，

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些高海浪成为激动人心的冲浪小插曲。

这片隐秘的海滩如今还没有被更多冲浪者知晓，但如今在每年10月和3月期间，当海浪达到1.5米左右之际，已有一

些外国小众冲浪团体定期到访。冲浪者不需要从海滩游出去太远即可冲浪，而且这里很少有锋利的岩石或珊瑚伤人。

这片海滩总能让人感到惬意和悠闲，当地人也十分友好。如果你想要一整天都在海滩上消磨时光，那么海滩烧烤或者

搞个篝火晚餐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站资源:
想了解更多东谷海滩的冲浪资讯可以登录Wanna Surf网站了解天气预报、当地信息以及论坛点评：

www.wannasurf.com

文莱

冲浪
东南亚拥有丰富的冲浪资源，从经典冲浪地巴厘岛库塔海滩（Kuta Beach），到新涌现出的热门冲

浪地，这里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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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浪好莱坞传奇

1979年的史诗电影《现代启示录》让巴莱尔一举成名。电影中的人物Robert Duvall赞美越南冲浪海滩的质量，但

他说的其实是影片拍摄地巴莱尔。当剧组离开当地，他们把冲浪板留了下来，本地人也开始学习使用，由此诞生了一

个全新的旅游热点。

巴莱尔地处奥罗拉省，马尼拉东北方向230公里处，漫长的海岸线面对着太平洋汹涌的冲击。每到9月，这个地区会举

办奥罗拉杯冲浪大赛，赛程3天，选手分为4个组别。

萨邦海滩（Sabang Beach）是初学者的最爱，海底为沙质，海浪轻柔嬉戏；而老手则愿意挑战瑟门托海滩

（Cemento Beach），在10月到2月时，这里的海浪会高过4.2米。再往北一些的林迪角（Lindy’s Point），是

河水与大洋的交汇处，波浪强硬锐利，有经验的冲浪者很喜欢这样的特质。

网站资源：
菲律宾旅游官网上有巴莱尔的介绍。

www.itsmorefuninthephilippines.com

印度尼西亚

    在巴纽旺宜的普连孔海滩上追逐传奇海浪

爪哇岛东端的普连孔海滩让印度尼西亚最为自豪。且不提

它令人迷醉的美景，这一带漫长的弧线海岸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佳的冲浪地点之一。国际顶尖冲浪选手们称它为“G-

Land”。这片海滩位于巴纽旺宜，能够为冲浪者世界上

最出色的波浪，它的七连浪能达到6米高，在国际冲浪界

素有“七浪奇迹”的美名。

“G-Land”这个外号据说也是冲浪者起的，G究竟代表

什么，还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G是“Great（

伟 大 ） ” ， 用 来 称 赞 巨 浪 的 规 模 。 第 二 种 说 法 是 G

是“Green Land（绿地）”的缩写，因为海滩所在

的地方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地区。第三种说法是，G代表

Grajagan，这是乘船前往普连孔海滩的起点。也有人

说，是因为海岸线的形状像字母G，所以海滩才由此得名。

网站资源：
印度尼西亚旅游官网上有涉及冲浪的介绍。

www.indonesia.travel

Image courtesy of the 
Indonesia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reative Economy

Image © Jojo Nicdao / 
Creative Commons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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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吉岛的最佳冲浪地

普吉岛西岸有很多绝佳的冲浪地，在4月到11月间风浪较

大、普通游人较少，所以冲浪者充分利用起这个区域，比

如卡塔海滩（Kata Beach）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冲浪

中心，大浪能持续达到2米高。毫无疑问，正是为了满足这

种需求，周边原本并不繁华的滩头上，有一批冲浪商店应

运而生，甚至还包括一个装备了冲浪模拟器的“普吉冲浪

屋”。卡里姆海滩（Kalim Beach）的右手礁石浪（reef 

break）是另一个有挑战性的选择，这里浪头高达3米，距

离也较普通波浪长得多。普吉岛其他值得一去的冲浪地还

包括苏林海滩（Surin Beach）、奈哈恩海滩（Nai Harn 

Beach）和卡马拉海滩（Kamala Beach）。

    在My Khe海滩驾驭季风浪

My Khe海滩距岘港不远，它的形状是30公里的拱形曲

线，得天独厚的环境让它一直拥有一批铁杆拥趸，而越南

重新对游客开放之后，爱好者对这里的热情又有所提升。

冲浪爱好者要等到11月至3月的东北季风到来，在这里，

越南

泰国

波浪撞上一道沙槽，缓慢地重新成形，然后再撞上海岸——

这会形成1至2尺高点的波浪，深受长板冲浪者的喜爱。

6月到10月的台风季浪大，但是持续时间短，如果您能赶上

浪，那就会找到乐趣。无论何时抵达，冲浪时都只用穿着短

衣裤，因为哪怕是凉爽的旱季，最低温度也只是25°C。

近年来，沿海岸修建起了一批高档度假村，相比之下My 

Khe海滩似乎较为乡土。不过这里随便走走，住宿、吃

饭、租借冲浪板的价格都相当便宜。哪怕不冲浪的人，

也会喜欢My Khe平缓倾斜的白色沙滩、通透的海水和落

日的美景。

网站资源：
关于距My Khe海滩的城市岘港，请访问越南旅游官网。

www.vietnamtourism.com

西南季风季可能带来连续几天的大风，大浪随之而来，但

风停后的几天海面平得像镜子一样。当然，在无风的天气

里，普吉岛也有的是其他游乐项目可供消遣。

网站资源：
普吉冲浪屋的详情参见其官网；泰国旅游局官网则有普吉

岛的全面介绍。

www.surfhousephuket.com

www.tourismthailand.org

Image © Bernard Tey / Creative Commons

Image courtesy of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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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圣淘沙人造冲浪区

虽然新加坡海滩不具备冲浪的最佳条件，但这座城市的富庶市民并不气馁，他们面对这个挑战，决定制造人工波浪。

这是智慧与创意的结晶，圣淘沙的人工冲浪区在亚洲首度实现人工生成海浪；其设施包括水泵和仿照自然环境制造的

弯曲池壁。水泵每分钟可以抽出600立方米水，因而能既为初学者制造温柔的波浪，也为老手制造巨浪。与在真正的

海水中冲浪相比，这里的冲浪板没有用于转向的翅片；但是从肾上腺素的分泌和本能反应角度说，这种高科技冲浪与

普通冲浪的体验并无不同。

人造冲浪区也消除了冲浪者常会遇到的一些自然风险，比如鲨鱼、尖锐的岩石和潜流。除了冲浪体验之外，这个场地也

是一个聚会热点，拥有一家活力四射的餐厅。

网站资源：
欲知详情，请访问圣淘沙人造冲浪区的官网。

www.wavehousesentosa.com

新加坡Image courtesy of Wave House Sentosa

东南亚其他热门冲浪场所

马来西亚

珍拉丁海滩冲浪
在关丹北部、瓜拉丁加奴以南3小时处的珍拉丁海滩，形成了一个热门冲浪场所。季风时节，风起浪涌，也是冲浪的

最佳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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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东南亚十国独特的多

元性、好客与美丽。

在10个完美旅行目的地的

度过理想假日。在文莱、柬

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感受东

南亚的热情。

只要点击我们的网站，您一生

中最美好的假期就在眼前：

www.aseantourism.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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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旅游信息热线：1 300 88 5050

旅游部
Malaysia No. 2, Tower 1 Jalan P5/6,
Precint 5 62200 Putrajaya
www.motour.gov.my
www.tourismmalaysia.gov.my

老挝
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营销局
P.O.Box: 3556, Lane Xang Avenue,
Vientiane Capital,Lao PDR.
Tel: +856-21-212248
www.tourismlaos.org

印度尼西亚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
Jl. Merdeka Barat 17, Jakarta 10110
Indonesia
www.indonesia.travel

柬埔寨
旅游局
Lot 3A, St.169, Veal Vong Commune,
Prampi Makara District,Phnom Penh,
Kingdom of Cambodia
www.tourismcambodia.org

文莱
工业和初级资源部旅游局
Resources Bandar Seri Begawan BB
3910 Brunei Darussalam
Tel:+673 238 2822
Fax: +673 238 2807
www.bruneitourism.travel

旅游信息与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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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Viet Nam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ourism
80 Quan Su Street, Hoan Kiem District,Ha Noi
Tel: (84-4) 3942 3760
Fax: (84-4) 3942 4115
www.vietnamtourism.com

缅甸
酒店与旅游部
Building No. 33, Nay Pyi Taw,
缅甸旅游联合会
Tel: 95 67 406129, 406061
www.tourism-myanmar.org
www.myanmartourism.org

泰国
旅游与体育部
4 Ratchadamnoen Nok Avenue,
Watsomanas, Pomprap Sattruphai,
Bangkok 10100 Thailand
Tel: (+66) 2283 1500
Fax: (+66) 2356 0746
www.mots.go.th

泰国旅游局
1600 New Phetchaburi Road, Makkasan,
Ratchathewi, Bangkok 10400 Thailand
泰国旅游局联络中心:Tel: [+66] 2250 5500
Fax: [+66] 1672
www.tourismthailand.org

新加坡
Tourism Court 1 Orchard Spring Lane
Singapore 247729
Tel: 6736-6622
www.yoursingapore.com

旅游信息热线
1800-736-2000 (致电在新加坡免费),
+65-6736-2000 (海外专用)
热线周一至周五（除公共节假日外）9时至18时开通。

菲律宾
旅游部
JB Building, 351 Senator Gil Puyat Avenue,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www.tourism.gov.ph
www.itsmorefuninthephilipp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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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查信息

印度尼西亚
官方名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面积： 1,904,569 km2

人口：237,641,326

首都：雅加达

语言：印度尼西亚语是官方语言，但

也通行英语

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天主

教、印度教、佛教和其他信仰

货币：印尼盾（IDR）

老挝
官方名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面积：236,800 km2

人口：6,521,000

首都：万象

语言：老挝语、英语、法语和多种

少数民族语言

宗教：佛教及其他信仰

货币：基普（LAK）

马来西亚
官方名称： 马来西亚

面积： 329,847 km2

人口： 27,000,000

首都： 吉隆坡

语言： 马来语、英语、汉语方言、其

他地域方言

宗教： 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道

教、印度教、锡克教及其他信仰

货币： 马来西亚令吉 （MYR）

缅甸
官方名称： 缅甸联邦共和国

面积： 676,577 km2

人口： 超过6000万

首都： 内比都（行政中心）

语言： 缅甸语，但也通行英语

宗教：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

教和泛灵论信仰

货币：缅元 （MMK）

菲律宾
官方名称： 菲律宾共和国

面积： 300,000 km2

人口： 98,580,949

首都： 马尼拉

语言： 菲律宾语、英语、8种主要方言和

其他地域方言

宗 教 ： 天 主 教 、 基 督 教 新 教 、 伊 斯 兰

教、佛教

货币：菲律宾比索 （PHP）

新加坡
官方名称： 新加坡共和国

面积： 715.1 km2

人口： 5,312,400

首都：新加坡市

语言： 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

宗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

教、道教等

货币：新加坡元（SGD）

泰国
官方名称：泰王国

面积： 513,115 km2

人口： 6740万

首都： 曼谷

语言：泰语

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货币：泰铢 （THB）

越南
官方名称：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面积： 331,211.6 km2

人口： 88,772,900 （2012）

首都： 河内

语言： 越南语

宗教： 佛教、天主教、高台教、和好

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

货币： 越南盾（VND）

东南亚十国的信息和数据，方便抵达这里的游客查询

文莱
官方名称： 文莱达鲁萨兰国

Area： 5,765 km2

Population： 393,162

首都： 斯里巴加湾

语言： 马来语、英语、汉语

宗教： 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

货币： 文莱元（BND）

柬埔寨
官方名称： 柬埔寨王国

面积： 181,035 km2

人口： 1400万

首都： 金边

语言：  高棉语是官方语言，但也

通行英语

宗教：上座部佛教

货币： 瑞尔 （K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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