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蓝沙岛 Velassaru Maldives Laguna Beach 

 

 

 



 

维拉沙露岛介绍 

电影《蓝色珊瑚礁》的拍摄地，因此岛上的童话色彩特别浓郁。这儿拥有最高度的隐私与宁静，海天共成一体，

是一座蓝色桃花源般的度假岛屿。酒店设计相当讲究，从主体建筑到海滨小屋、水上豪华套房、游泳池、休憩亭

栏等都经过整体规划，给人连成一气的视觉感。虽遗世独立，但海滨渡假小屋的设计细腻精致，却仍保留文明色

彩，设备齐全，雅致，给人有如在自己家里的舒适感。 

Velassaru Maldives Laguna Beach 

更多译名 维拉沙鲁岛、拉古娜 

官方网站 点击查看  

距离马累 大约 11 公里，乘快艇需 35 分钟到达 

岛屿位置 位于马列南环礁 

酒店级别 高级岛屿度假村 

建成/翻

新 
2009 年 

所属集团 Univeral 集团 

房间总数 132 

http://www.velassaru.com/


 

原名拉古娜岛（Laguna Beach Resort），装修后改名为 Velassaru，电影《蓝色珊瑚礁》的拍摄地。 

 



 

 

豪华别墅 Deluxe Bungalow 

房间面积  70 平米 

房间设施 安全  液晶电视  DVD 播放机  私人酒吧  茶及咖啡设施 国际长途直拨电话  互联网接入 浴袍和吹风机 

独立控制的空气调节  吊扇 



 

独立的平房位于芙蓉的植物园当中，几步就到弗兰吉帕尼和棕榈树海滩，自然的设计天衣无缝。 

 

暖无缝柚木和热带观叶与包罗万象的海滨融合塑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内饰。 



 

 

沙滩别墅 Beach Villa 

房间面积  96 平米 

房间设施 迷你酒吧  葡萄酒冷却器  咖啡机  液晶电视   iPod 基座   DVD 播放机   花园淋浴  室内淋浴间 浴缸 

豪华洗浴用品  双面盆 



 

从沙滩别墅走几步就能到达海边，宽敞的室内和室外居住空间，酷石材地板，高木材天花板和大窗可以欣赏到宽

广的沙滩，大海和热带花园。 

 

现代海滨生活。内置石，柚木典雅的室内设计。在马尔代夫的海滩别墅全长玻璃门的大窗户和允许无缝流动的空

间，从室内到面向大海的露台。室外的长椅浸泡在自然光线和微风。 



 

水上屋 Water Bungalow 

房间面积  80 平米 

房间设施 迷你酒吧  咖啡机  液晶电视  iPod 基座  DVD 播放机  浴缸  豪华洗浴用品 



 

现代室内设计，同时保持了自然的感觉，露天生活，沐浴在自然日光中，广泛的日光浴精美海景和最大的私人会

所。 

 



 

 

水上别墅 Water Villa 

房间面积 112 平米 

房间设施 迷你酒吧  葡萄酒冷却器  咖啡机  液晶电视  iPod 基座  DVD 播放机  花园淋浴  室内淋浴间  浴缸 

豪华洗浴用品  双面盆 



 

在所有马尔代夫水上别墅皇冠上的明珠。沐浴在温暖的自然光的生活空间，栖息的绿松石泻湖之上。特大号床，

披在纯粹的亚麻和丝绸。一个完整的面向大海的墙打开了宽敞的过水的露台。一个独立的浴缸和一个步骤，带领

你进入泻湖的露台浴室。 

 

 优雅，现代，宽敞，岛屿设计的灵感亲密。栖息在泻湖无限海洋景色。 房间均面海或礁湖，并经过富有

品味的安排和高级的装潢，浴室宽敞舒适。充满乡村风味的度假套房由小庭进入，浪漫的复古帐床是置於

套房内后方的高起平台。 



 

 起居室和就餐区配置舒适的沙发和躺椅、等离子屏幕电视、带 DVD播放器的影音系统、私人酒吧、双线电

话和高速互联网连接。厨房配套齐全，备有冰箱、灶具、微波炉、电烤箱、榨汁机、意大利咖啡机、套装

炊具和餐具。 

 

泳池别墅 Pool Villa 

房间面积 175 平米 

房间设施 私人管家  私人酒吧  葡萄酒  冰箱   咖啡机   大小游泳池 池畔凉亭  宽敞的浴室  室内/室



外淋浴  剧院系统  iPod 基座 

 

这里有终极豪华的室内设施和幽静雅致的环境，让您自由自在地享受私密空间。宽阔的阳台和宽敞的浴室，以及

泳池池畔的凉亭和用餐区都为您的豪华别墅增添动人情趣和生活的惬意。 

 



 

水上套房 Water Suite 

房间面积  270 平米 

房间设施  私人管家  私人酒吧  葡萄酒  冰箱  咖啡机   大小游泳池  池畔凉亭  宽敞的浴室 室内/室外

淋浴   无边泳  剧院系统 iPod 基座 

 

成熟纯净的隐居套房。透过玻璃底板，可以看到脚下的海洋生命在舞蹈。宽敞的甲板让您能在星空下悠闲地用

餐。从入海楼梯不如超大的跳水池，或者甲板上俯瞰海洋。 



 

 



 

 

水疗中心 

类型  水疗 Spa 

 矿泉理疗 

亮点  海景瑜伽馆 

 蒸汽、桑拿 

 具有当地特色的定制治疗 

   



 热石和精油的豪华组合是最终缓解压力 

 古代泰国技术使用拉伸和压力，以减少肌肉紧张 

  

 

在 Velassaru马尔代夫著名的水疗，采用传统土著成分，经典疗法是维拉沙鲁岛度假村的特色。 

 

采用香油为原料，用双手细细的按摩，让您的身体得到一个全程精心的护理。美容治疗，蒸汽治疗。有蒸汽

疗养室，可同时容纳三个人接受按摩，皮肤治疗，采用传统的疗养法，让您的身体得到彻底的恢复。 



 

 

餐厅&酒吧 

Etesian restaurant 

 

  

Vela 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zh/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saffron-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主要的餐厅提供有自然的用餐区，所有餐式可到商店

购买或到餐桌用餐，有最喜欢的欧洲及亚洲菜肴提供。 

特点：地中海美食，分割成室内和室外用餐区  

座位：64 

营业时间 

吃饭、点菜：19：00 - 22：30 

全天提供美味的国际小吃，夜晚，咖啡厅转变成舒适的国际

餐厅，提供有特殊的干酪饮食。 

容纳人数：100人  

营业时间 

自助早餐 7：00-10：30             

午餐点菜 12：00 - 16：30 

自助晚餐 19：00 - 22：30 

Sand Restaurant  

 

自由的气氛，外室的烧烤区，给您一个享受浪漫餐的

地方。海鲜，牛肉或其它，多种选择满足您的需求。 

特色：东西方美食  

座位：60  

营业时间：19：00 - 22：30 

Tepenyaki  Restaurant  

 

这里是观看迷人的夕阳景观的极好位置。与爱人站礁湖之上

的甲板上，观看蓝色的大海与红色的夕阳相接的那一美丽时刻。 

特点：传统的日本烧烤和寿司 

容纳人数：20人 

营业时间：19：00 - 22：30 

Fen  Bar  

 

海滨酒吧。提供鸡尾酒和葡萄酒，亚洲和欧洲的小

吃，在宽大舒适的躺椅上俯瞰蔚蓝色大海的全景，美妙的

音乐在耳边响起，让您的马尔代夫蜜月之旅难以忘怀。 

座位：36 

开放时间：09：00 - 01：00 

Chill  Bar  

 

在湛蓝的海边享受天然的日光浴，品尝清凉的鸡尾酒一直到

日落时分，壮观的日落让你平静的心里满是感动，一边喝着香槟

一边欣赏绝世美景，此生足矣。这里也是浮潜和观赏海洋生物的

好去处。 

开放时间：11：00 - 19：00 

Turquoise 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在这间传统的意大利酒馆，提供有各种各样国际上有

名的香酒，是您品酒的最佳之地。 

特点：自助餐，可俯瞰碧绿的泻湖。 

座位：48 

营业时间 

午餐 点菜 12：00 - 16：30                 

自助晚餐 19：00 - 22：30     

In Villa Dining  

 

是该岛上可用来举办鸡尾酒会的社交中心之一，在这

里您也可以观赏乐队现场表演的歌舞。水池边的 Triton 酒

吧全天供应热带的水果汁和鸡尾酒。晚上，这里便是岛屿

的中心，有轻松动听的背景音乐，舒缓一天的心情。 

 

服务&设施 

运动与娱乐  

 

 面向大海的 Velassaru 拥有一个带有漩

涡，沿木质甲板蜿蜒着的游泳池。度假村

的水上运动中心提供独木舟租赁、帆板和

木筏，同时拥有一个设备齐全的体育馆和

远足/短途旅行 

 

提供有多种远足旅行，给您的度假生活增添

更多乐趣，度假村精心为每一个顾客提供多种短

途游线路，包括环岛游、马累购物、黄昏漫步、

垂钓、潜水、夜间/清晨垂钓。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the-cellar-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zh/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saffron-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medium-rare-restaurant/


网球场。 

晚间垂钓  

 

 这里提供传统的鱼饵和鱼线为游客提供与

众不同的游玩方式。 

开放时间： 

 周一 17：30-20：30；周二 17：30-20：

30；周四：17：30-20：30；周五：17：

30-20：30；周六：17：30-20：30；周日

17：30-20：30 

   

黄昏海上漫游 

 

如果您没有参与过此项活动，那您在马尔代

夫的假期是不完整的。您可以一边饱览大海的美

丽壮阔，一边在甲板上品味为您特别准备的鸡尾

酒。 

开放时间 

周四：17：30-19：00；周日：17：30-19：00。

注：最少 6人最多 15人成行。游客可前往客户

关系中心或导游中心预订。 

潜水 

 

1990年，维拉沙鲁岛初设初高级潜水课程，

有齐全的设备和专业的潜水区。聘请具有专业资

格的潜水教练培训潜水知识，确保每一个游客都

有机会探索美丽的海底世界。 此外还有礁石区潜

水。 

 

捕鱼 

 

一种特别的深海发射设备为捕鱼高手和初学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zh/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saffron-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medium-rare-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medium-rare-restaurant/
http://www.waldorfastoriamaldives.com/maldives-restaurants-and-bars/medium-rare-restaurant/


者提供了刺激的捕鱼方式。 

您可选择在 Maafushi岛上僻静的沙滩和当地

渔村进行半日游活动。 

开放时间 

周五：09：00-13：00 

注：最少 8人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