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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的热情



难忘的邂逅



探索自由

• 海滩
• 带儿童区的家庭泳池吧
• 成人无边泳池吧
• PADI五星级潜水中心
• 水上运动中心
• 设施齐全的健身房
• 网球场
• 羽毛球场
• 水疗
• 图书馆
• 儿童俱乐部

像蝠鲼一样在水中滑翔，鳍片很轻易地把您推向礁
石边缘。 在一抹橙色微光倏然而过时，把您的头
转到这边或那边，水下的珊瑚和谐地摇曳，充满了
生机和活力。 

鼓声在星空中回荡。 节奏一下子活跃起来，令人
精神舒缓。 舞者在白沙间赤脚跳跃，他们的
步调无比协调。 一只手伸出来拉住您的手，
您也就加入进来了，起初还有些犹豫，但后来就
会无忧无虑，共同跳起了几代人热爱的舞蹈。

探索休闲方式

热带野生花丛和无尽的绿茵中是蜿蜒的鹅卵石小
径。跳跃的光影穿过棕榈树，在轻柔的水波中起
舞。檀香木和茉莉散发出淡淡的香气，与芬芳的
土壤气息一起引诱着您。拐过一个弯，一座凉亭
出现在眼前，它是令您着迷的宁静避风港。 

整座岛屿都是风景秀丽的静居之所，因此您也就
没有必要再隐藏了。 相反，The Sun Siyam伊
露岛度假村岱蔻儿水疗中心是一个开放的浸染之
地，数千年来，阿育吠陀医学及中医从有机土壤
和充满活力的大海中汲取了神奇的医治力量。 

在岱蔻儿水疗中心，我们把这个古老的传统变得
更为完美，把永恒的智慧与在东西方发现的当代
实践结合了起来。在客人入住期间和离开后，我
们的常驻阿育吠陀医生及中医师会对他们进行指
导，完成他们的个性化疗程。同时，专家级的传
统按摩师，按照正宗的马尔代夫风格的仪式和世
界知名的健康做法，把精心打造的知识和自然愈
合手法融会贯通。

探索社区 

他的双手，饱经风霜，布满皱纹，和他们脚下的
木头呈现的圆滑曲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艘
多尼船（dhoni）的船头已经初具规模，它是这个
村庄长久以来保持的马尔代夫传统的见证。 被这
些永恒的岛屿精神所感动，这位谦逊的船长所发
出的赞叹模糊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

我们参与主动而又充分考虑各种文化的社会责任
工作，它既保护环礁的传统，又能改善生计。  
同时，我们邀请客人与环礁的人民和文化建立更
深的联系——您可以和为我们的餐厅供货的当地
渔民一起生活一天，和他们的孩子在乡村学校练
习英语，或者和正在准备当天渔获的妇女交换故
事和食谱。

我们的客人离开时，会带走对马尔代夫，以及其
丰富的文化和传统的独特理解。 与此同时The 
Sun Siyam伊露岛度假村提供的支持，以及它们和
您有意义的互动，令我们的社区受益匪浅。 我们
热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家，进入我们的心灵。 



既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浸染，可以
自由地探索，自由地联系。 马尔代
夫的自然之美体现在其一望无际的海
景，以及将这里称为家园的人们脸上
的微笑。



海滨别墅

打开卧室的滑动门，带顶棚的私家露台出现在您眼前，

这里豪华舒适的躺椅格外诱人，海风凉爽宜人，透过棕

榈叶就能看到大海。 您还会发现自己专属的露天浴场，

俯瞰阳光甲板的特色水疗浴缸，带凉蓬的躺椅，还有枝

繁叶茂的自然环境。 

豪华海滨别墅

时尚的开放空间，简洁的线条。 简朴的静居之地令您精

神舒缓，精心配备了齐全的现代豪华设施。 越过露台，

沙滩上有一座茅草凉亭，海浪在您身后拍打，不时能看

到出来觅食的马尔代夫苦恶鸟，此时您定能体会到岛上

的宁静带来的喜悦。 

日出豪华海滨别墅

黑白构成了自然的色调，辅以炫目泻湖泼洒的色彩和闪

烁的影子。 现代感。 在岛上的其他部分还沉浸在梦乡

时醒来，从您的私人凉亭充分感受唤醒灵魂的日出，然

后再退隐回沐浴在柔和阳光下的别墅。

豪华泳池海滨别墅

在沙滩凉亭的阴凉下，尽情享受休闲一刻时光。 悬垂

的一缕缕茅草在您的私人游泳池水面摇曳。 迷人的海

洋延伸到地平线，它仿佛在邀请您重复今天上午的冒

险，在其丰富多彩的深处再来一次探索。 

池畔海滨别墅

池畔海滨别墅是带小孩家庭的理想选择，它可分为卧室

和独立的起居区，带有只能从卧室进入的私人游泳池。 

户外露台带有顶棚，坐在豪华舒适的躺椅上可以俯瞰您

的私人凉亭，最适合欣赏岛上的美景。   

水上别墅

从特大号床、休息区和宽敞的阳光甲板望去，优雅的开

放式客厅和一块天然调色板完美融入了无边的海景。 

在您的私人阳台品尝马尔代夫甜食，躺下休息片刻，悠

闲地度过懒洋洋的一天，又或跳下阳台下清澈的泻湖享

受清凉。  

海平线水上别墅

The Sun Siyam伊露岛度假村的水上别墅宛如一片棕榈

叶般覆盖在岛屿的泻湖上，能提供典型的马尔代夫体

验，这座水上避风港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海洋生活的

魅力。  

从甲板上的豪华水上按摩浴缸望去，壮丽的海景一览无

余——泻湖的颜色从绿松石色渐渐变深，直到成为无尽

的蓝宝石色。 

日落海平线水上别墅

落日余晖在海面上舞动，而天空则变成了紫罗兰和赭石

色的电动调色板。 很快星星开始在夜空中闪烁，您躺

在按摩浴缸的泡泡中，边品味香槟边俯瞰大海。 

无边海景水上别墅

在面向大海的户外独立水疗浴缸中沐浴，还有水上淋浴

和室内花洒淋浴。 打开卧室的推拉门，客厅和浴室通

往多层阳台，私人无边泳池则延伸到泻湖及远处。 

  

隐逸别墅

隐逸别墅坐落在令人惊叹的景观庭院中，是平静而祥和

的世外桃源，它为您提供了终极度假体验。 您的居所掩

映在大片宜人的热带植物中，它有两间宽敞的卧室，每

间卧室都带有独立浴室，配备的花洒淋浴和豪华水疗浴

缸能让您精神焕发。

水上别墅套房

翡翠色泻湖上方是富丽堂皇的水上别墅套房，这座独一

无二的建筑呈扇形对称分布，设有两间主卧室，每间都

有自己的娱乐系统和迷你吧，套间内的浴室位于水面上

方，室外还有私人休闲区域。 在悬臂支撑的无边按摩浴

缸观赏神奇的日出。  

名人别墅

一个广阔的海滨游乐场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枝叶之中，两

层楼高的名人别墅有三间卧室，能满足多达十人的聚会

要求。 楼下的两间卧室都有自己的庭院，内设户外浴

室，主卧室还有额外的惊喜，它带有一个私人游泳池和

凉亭。 

发现生活

灵感源于四周的自然环境。 浓荫遮蔽的居所通向原生态

的粉状沙滩，泻湖及其带来的喜悦在静候您的光临。 日

出时分沿着海边漫步，阳光将天空染成深玫瑰色。 躺

在浅滩享受纯净阳光的沐浴，海浪轻抚着您，成群的鱼

儿在身边嬉戏。 此时您会感觉生活的意义应该总是这

样——品味每一刻。

我们的故事

在The Sun Siyam伊露岛度假村，我们邀请您抛开世俗的忧虑，独自一人、和您的伙
伴、与您的家人一起尽情享受自己的时间。 沉浸在我们占地52英亩的岛屿的迷人环
境中，陶醉于我们传统的马尔代夫别墅的奢华，在我们的14间餐厅尽情享受令人垂涎
的美食，并体验其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您可以借此机会在海面上乘船疾驰，亦
可潜入大洋深处探索海底奥秘。

我们也邀请您踏上发现、学习、结交朋友的旅程。



发现美味

14间风格各异的餐厅完美诠释了马尔代夫的烹饪艺术和

传统。 新鲜的当地风味，佐以热带风格。 现场烹饪台

发出的诱人香气随着微风飘荡。 海鲜特色菜和丰盛的自

制佳肴。 地道的亚洲美食和便餐。 

本地和国际的上等食材融合创造出美味佳肴，令您沉醉

其中。 休闲的环境和美食相得益彰。 我们的专家品酒

师单独挑选的特色葡萄酒。 享受水边餐厅的盛宴。  

铁板的吱吱作响声和海浪的 

拍击声交织在一起。

Iru Restaurant 伊露餐厅

在伊露餐厅享用休闲自助早餐，开始新的一天。 从有

机水果和思慕雪到丰盛的英式早餐、亚洲休闲食品和新

鲜出炉的糕点无不散发出优雅的味道。每天晚上推出不

同的主题菜肴，从马尔代夫特色海鲜到自制面食，应有

尽有。 

Flavours 美味餐厅

这是一座壮丽的水上餐厅，从这里能欣赏印度洋的全景。 

使用各地美味食材烹制而成的各式法国菜肴在这里得到了

创新式的融合。 在神奇的月光下，用从酒窖餐厅精选的

葡萄酒搭配浪漫大餐。

Islander’s Grill 海鲜餐厅

气氛轻松的海滨是享受精致美食的好地方，海鲜餐厅的

特色包括马尔代夫式烤肉和烤各种新鲜捕获的海鲜。

神户牛肉、马尔代夫龙虾以及当地的黄鳍金枪鱼,

全都佐以品质最优质的葡萄酒。

The Trio 三重奏餐厅

悠闲地坐在海边，享用当地食材和诱人的意大利风味相

混合的美食。 座位设在泻湖上方，错落有致，在此能一

边品尝让人垂涎的经典和现代创意美食，一边畅饮精心

调制的鸡尾酒。

Reflections 成人无边泳池吧

这个亲密的隐居地以酒吧和无边泳池为中心，只接待成年

人。 您可充分享受这里优雅的氛围和美味的便餐，傍晚

时还有买一赠一的欢乐时光活动，同时伴随舒缓身心的现

场背景音乐。

Fluid 家庭泳池吧

这是岛屿中心地的一家家庭池畔小吃店，它周围环绕着

郁郁葱葱的枝叶。  在阳光明媚的环境里，全天享用各

种美食，如烤比萨、美味三明治、沙拉、无酒精鸡尾酒

以及思慕雪。

Taste of India at Fluid 印度风味餐厅

在泳池边静享一个传统的印度晚餐。感觉空气中充满了异

国情调的香料气味。品尝不同口味咖喱的印度风味精华，

美味的豆类和自制的烤饼。

The Cellar 酒窖餐厅

酒窖空间被几百瓶罕见的葡萄酒和香槟环绕，周围是无

边海景，适合举办亲密晚餐。  每道菜都佐以品酒师精

心挑选的佳酿，每一口食物和美酒都会给您带来惊喜。 

Bamboo 竹林餐厅

去探索和享受辛辣、甜、味道浓郁的东方异国风

味。您可以选择各种地道的泰国风味——面条、汤、

鲜味咖喱。

Teppanyaki 日式铁板烧

隐藏得像一个严守的秘密，在摇曳的棕榈树和热带竹林

间，就座于这个宜人的日式铁板烧餐厅。每一道深受喜爱

的菜在你眼前完美的呈现它最好的选择。

Bubble Lounge 香槟酒廊

这里有最上乘的香槟和气泡酒，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品牌

和限量版佳酿。可以整瓶或按杯购买。 佐以美味的小点

心。 堪称任何一个夜晚的完美开始或结束。

The Spa Café 水疗咖啡室

通过创建令人难忘的味道来营造一段最美丽的回忆,利用

平衡又美味的饮食搭配烹调理念来打造健康的生活方式。

Waters Edge 主酒吧

漫步来到主酒吧，悠闲地喝一杯饮料并观赏现场表演。 

展示充满创意的酒单，热带鸡尾酒、特色葡萄酒和啤酒、

爽口思慕雪和果汁应有尽有。

La Cremeria 甜点屋

富有香醇口感的自制冰激淋。 请仔细阅读我们独具匠

心，充满创意的饮料单， 上面有冰激淋和果汁冰糕，特

色咖啡和甜点，也有鲜榨橙汁，和清新的奶昔。

别墅送餐

您可以在床上吃早餐，在私人泳池池畔用简单午餐，而

双人美味晚餐可以在您的海滨凉亭上享用。 您可以安心

呆在私密别墅中放松身心。 无论任何时间，您只需按照

我们丰富的菜单点餐，我们的服务人员就会把美食送到

您指定的任何地方。

 

浪漫海滩晚餐

在无与伦比的马尔代夫体验最稀有的奢侈品，美食盛宴

包括多道来自陆地或海洋的美食和冰镇香槟，我们的厨

师面带温暖的笑容守候在一旁，致力于使这一时刻变得

更为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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