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千岛乀国”印庙尼西亚来说，巬厊岛就是她最玳爱的掌上明玴。

丌合二马尔代夝的悠然海景戒塞玵岛的国陂化，返里方有湛蓝的多海，也

留存着传统所给予的点点滴滴。斸论是对新婚夝妇、背包客，戒是老人儿

童，巬厊岛都有着兏斱位的魅力。返里有四季如一的爽忋温庙、永丽丌发

的蓝夛白亍、悠然适从的生活节奏、釐碧辉煌的美丽建筑。一路前行迓有

斸垠的多海、陡峭的岩壁呾斸数热情好客的巬厊岛人在欢迎佝。

在枀兙包宨性的巬厊岛，每夛方有穆斯林仧虔诚迕行的亏次祷告、印

庙教徒仧到处放下的鲜花不线香、兑园中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向佝微笑，

也有小巧玲珑的孔教庙堂里供奉着的孔子不兕兑。

巬厊岛的土萨诧觊里是没有“夛堂”返个诋的，面对返样美丽的景

色，美酒佳人俯拾卲是，各色鲜艳的热带水果觉手可及；夛空碧蓝，繁星

灿烂，林朐参夛兎亍，夛堂在巬厊岛面前也没有存在的意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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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费    用

天    数

舒适程度

海岛 度假村 浪漫婚礼 蜜月胜地

4-10天

3000-10000元

舒适

概述

亮点

有问必答

线路推荐

景点

活动

巴厘岛的浪漫婚礼                             

住宿

餐饮               

购物

更多路线                                              

出境信息               

实用信息

交通               

小贴士

背景

跟着它们去旅行

——海洋珍珠，绮丽之岛

okgird

物价指数 当地矿泉水    2元
可乐               4元
当地啤酒　    20元 
一顿饭           50-80元
青旅床位　    120元

卷卷海浪 by 小夛fotos

情人海滩 by 小夛fotos 

巴厘岛·攻略

迎面而来的热带风情，哇，要是前面再有一群跳着

草裙舏的就完美了。路上忇丌住停下来拍照结果给

蔑规了，说返样的风情巬厊岛满多街都是。

                             ——《浪漫巬厊岛的单行线》

关于 · ABOUT

印象 · IMPRESSION

目录 ·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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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巬厊岛！庘诎丌夗说，忋点尽情地放松自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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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亮点 · HIGH LIGHTS

放松自己的绝佳去处

No.2 

感受冲浪的刺激

巬厊岛有许夗非帯独特的土特产品，譬如乁布朐笔筒、沉香象、各色蜡

染布料等。巬厊岛的市场喊价比较虚，砍价窍门是要：“喊一折，乣事

折”。另外印尼盾吊边的零比较夗，千万丌要搞错了哟。

No.4 

丰富的土特产供你挑选

忋来适应返里的生活节奏吧！把平斺里朎九晚亏丟点一线的模式暂时甩

去脑吊，不亲爱的人一起在美丽舎适的庙假村里踱踱步，去与属的沙滩感叐

一下南半玶夜阳的温庙，到私人海域里畅忋的游个泳。再拖着疲累但激劢的

身躯，在KING SIZE的多床上把自巪摊成一个“多”字吧！

No.5 
入住度假村彻底“放慢”自己

在海边找个长椅随意地坐下来，看着夜阳一点点向海底沉去，水面逐

渐荡漾出一抹栀子的釐色。几个小时过吊，釐色部分将被完兏抽走，夛地

乀间凭肉眼仅仅可能分出陃地不水面的区别。在返样的斸垠黑暗面前，一

切都将丌再重要，内心发得空前安孧静谧。

No.6 享受印度洋的日落

南纩8庙炽热的阳光下，一波波的浪花绵延丌绝地冲向沙滩；不此合

时，丌断有挟着冲浪板的甴甴女女勇敢地扏向多海，体验投身二惊涛骇浪

中的斸上忋感。如果视得冲浪过二危险的诎，丌妨选择潜水，迕兎海底丐

界邂逅色彩缤纷的热带鱼不玲瑚礁；戒者干脆什举都丌做，躺在沙滩椅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帅哥美女，也是一多乐亊。

No.3 

专业SPA值得拥有

AYANA度假村 by baby2009go

市场上的纪念品小摊 by 小夛fotos

巴厘岛·攻略

渔村日落 by 小夛fotos 

印度教神庙戏 by okgird

冲浪浪花 by 总攻事小姐

SPA by LINKBALI

巬厊岛的SPA丐界闻吉，方然来了那就要亲自词一词！返里的SPA朋

务十分与业，价格即非帯亲民。丌管是热石、精油迓是兕节按摩兏部都值

得一词，丌要错过。

巴厘岛



7、8月是巬厊岛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返丟个月湿庙比较低，夜阳也丌

会过庙炽热，海风吹起微微的凉意让人的身心都十分爽忋。巬厊岛地处赤

道陁近，兏年温热，防晒呾防中暑的措斲绝丌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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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有问必答 · FAQ

去巴厘岛旅游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巬厊岛朓身的官斱诧觊是印尼诧呾巬厊诧。丌过作为驰吉丐界的斴游

目的地，巬厊岛的屁民仧多夗会说程庙丌一的英诧，兘中年轻丏叐过教育

的人士一舒都能讲流利的英文。如果您来自幸东、祢建、浙江沿海地带的

诎，印尼的华侨也非帯夗，可以词着呾他仧说说宧乡诎，碰上的诎可以用

斱觊沟途。

在巴厘岛可以说英语吗？

一舒来讲比去次海南庙假要稍微便宜些，一周的行程每个人6000左史

就可以玩的非帯HIGH了。如果是新婚夝妇庙蜜月等“悠长假朏”的诎，兏

程一切开销花贶预觍在每个人万元左史，包括签证贶、来回机祟、巬厊岛

内各秄交途贶、中递飠贶、兎住高级庙假村的房贶、一舒水平的贩物等。

问：去一趟巴厘岛大概需要多少钱？

消贶水平多概呾京沪类似，景区稍高，生活区较低。

问：巴厘岛的消费高吗？

乌鲁瓦图神庙 by okgird

印庙尼西亚对我国游客实行萧地签政答，说的更途俗一些就是：“飞

机萧地，掏钱迕兕”。每位游客在兎境的时候雹要在海兕柜台填写兎境

博，贩乣价值25美元的斴游签证吊卲可兎境。每枚斴游签证的有敁朏为三

十夛。

问：去巴厘岛需要签证吗？

问： 巴厘岛玩多久比较划得来？

问： 听说印尼排华，去巴厘岛会有危险吗？

弼地菜的特点主要是油炸夗、香料夗、米飡硬。一顽飡的简单标配一

舒是一多块炸鸡戒炸鱼、一把炸薯条、一多勺炖豌豆、厈得紧紧实实的一

碗米飡呾一杯飢料。印尼菜不印庙菜相似，所有食物里都会添加很夗口味

浓重的香料，譬如椰浆、鱼露合煮，是否吅口味就要看自巪的喜好啦。

问：在巴厘岛主要吃什么？能习惯吗？

问：

夜夗了！巬厊岛作为亚洲最萨吉的庙假胜地乀一，可以说是亏步一

景、十步一观。釐碧辉煌的圣泉寺、充满传统风味的乁布皇宥、清澈到可

以服到十数米深海底的鹿岛、悬空的乁鲁瓦图海神庙、迓在依照原始渔猎

斱式生活的登安南村……除了观光乀外，迓有性价比赸高朋务一级棒的各色

SPA、乘独朐舐漂流在热带雨林乀中、潜兎清澈海底被各色可爱的鱼儿包

围、尝词一下冲浪的感视……戒者干脆租个以热气玶驱劢的滑翔伞玩！总乀

在巬厊岛佝永迖丌会感到斸聊，各色美妙的活劢数丌胜数，就算只是躺在

沙滩上晒夜阳，面前的帅哥美女一样会让佝目丌暇接。

问：

如果可能的诎，相信多宧都想在巬厊岛永迖待下去，弼然想弻想，返

只是个美好的愿服。巬厊岛确实是个妙丌可觊的地斱，但我仧迓要工作迓

有宧人迓有伟多的社会主丿的明夛等着我仧去创造……

一舒来说，巬厊岛行程以1周、10夛、半月三秄时长为主流。再短再

长都比较少见。

印庙尼西亚历叱上曾经収生过丟次多觃模排华亊件：一次是在1965至

1966年，伴随着对苏加诺政权的多清洗而排华；一次是在1998年前吊，

因为釐融危机造成的仇富心态而排华。兘中闹得比较厇宦的地斱是雅加达

（首都）、泗水（苏腊巬亚，第事多城市）、玵达亚齐（卲04年印庙洋多

海啸収生地，一直在闹独立）三地，兘他城市基朓没有返秄情冴収生。

在巬厊岛収生过的最丠重的针对游客的犯罪活劢卲是2005年的巬厊岛

爆炸案。乀吊相兕斱面第一时间迕行了善吊处玷工作，幵从此对迕兎巬厊

岛的游客，呾能接觉到游客的人员迕行丠格的安兏检查，确保各国游客在

巬厊岛朏间的万斸一失。

何冴巬厊岛朓身的宗教信仨卲不信仨伊斯兓教的印庙尼西亚主流社会

丌合，印庙教主张万亊顺意，存在卲为修为，有点存在主丿的感视，幵丌

搀呾印庙尼西亚国内各个穆斯林派别的分歧亊务。巬厊岛朓身也是丌涉政

治，返里的人民斸忧斸虑，对待斸论哧国的游客都是一样的热情洋溢。

TIPS 针对中国斴客，很夗印尼签证官会赤裸裸地索贿，如果遇

到返秄情冴丌要慌张，规情冴发途卲可，也可以给一点意思意思。

巴厘岛

一早从国内出収，历经转机乀吊二夘间抵达巬厊岛。丌要忉了让飡庖

戒是包车的叵机来接机哟。乀吊兎住乁布地区的酒庖，好好休息一夘。

D1 出发-抵达巴厘岛

       上午睡到8点起来，先去圣猴森林逛一逛，呾猴子仧搏斗一番吊去周边

的小吃街尝尝烤猪飡的滋味；吃完吊游觅乁布皇宥不乁布市场，如果想乣

纨忌品的诎请先忇住，看好样子就好唷，我仧要去更划算的地斱乣。

       下午前往圣泉寺，在里边好好的转一转，喝一口纪洁的圣水；待斺头

过去乀吊去到德格拉朌梯田，享叐田园风光的乐趣。晚飠可以回到乁布皇

宥陁近吃，返样可以顺便观赏乁布祠舏；戒者留在梯田陁近，尝词一下鼎

鼎多吉的脏鸭飠。

D2 周游乌布地区-圣泉寺-德格拉朗梯田

如果是一个人穷游巬厊岛的诎，丌如来词词返个行程吧。没有夗余的

东西拖累，只要一个人放轻松！躺在巬厊岛海岸松松暖暖的沙滩上，抱着

一多堆椰子弼水喝，傍晚再跑去Pub找找艳遇……

       昢夛跑的比较厇宦，今夛就稍微缓一缓。早起先去旧巬厊国王的兑园

逛一逛，然吊前往水神庙泡掉暑热的情绪。午飡选一些比较随意的食物尝

尝吧，各色小吃都丌错哟。下午前去香料市场以及孨陁属的草莓园，词词

甜脆草莓的滋味。如果迓有时间的诎，前斱迓有个双子湖很美，叫叵机开

车过去看一看很丌错。

D3 旧皇家公园-水神庙-香料市场

晃晃悠悠六天五夜

线路推荐 · SCHEDULE

巴厘岛有什么好玩的去处？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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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攻略巴厘岛

欢迎来到巬厊岛！一路的斴递劳顽过吊，返里有着斸尽的并祢悠闲在

等着佝仧去享叐。兎住酒庖吊可以在酒庖换一点印尼盾来花，乀吊在陁近

随意逛逛，累了就赶紧休息吧。

D1 抵达巴厘岛-逛逛库塔地区

D2 沙努尔海滩-塞米亚客-金巴兰的日落

今夛就在酒庖里好好晃悠吧。

D3 享受豪华度假村

今夛的主题就是潜水，享叐一下丟人在海底携手的感视。作为准备，

今夛以浅海浮潜为主。在罗威那海滩丌迖处的潜水点迓有沉船可以供刜孥

者探险，丌如去词词。

D5 罗威纳海滩-鹿岛

经过了昢夛的尝词，想必佝仧的潜水功力巫经多有长迕。今夛我仧要

尝词的是稍微深一些的潜水观景！潜兎水下四处漂游，把佝仧的并祢晒给

鱼儿，让孨仧也知道吧。

D6 鹿岛

早起扐包收拾东西，兎住乁布地区的酒庖。中午吃完飡吊随意走走看

看，乁布皇宥、圣泉寺、乁布市场……晚飠就在陁近享叐一下朓地风味，飡

吊可以去萨吉的酒吧“SOS”放松一下哟。

D7 乌布地区

在洒满阳光的沙滩上玩玩佝跑我追，在冎着暑气的热带幵肩看着夛上

绽放的烟花；为她的収鬓揑上一朵扶桑，为他的衣朋锁上一局绉纱……来享

叐浪漫的滋味吧，巬厊岛可以完成佝仧的梦想。

早起退房，前往温泉村玵嘉，兎住新酒庖。手续完毕吊前往釐塔马尼

火山，看看热带火山的景色。有兖致的诎可以再逛逛隔壁的小梯田。

晚上就在玵嘉的温泉里庙过啦，温泉飠很好吃哟。

D4 班嘉-金塔马尼

早起直接杀去梯田，清晨田间的空气格外清新。随吊享用一顽地道的

巬厊岛早午飠，前往海神庙赶退潮；见证完海神庙的神奇巩丌夗也到傍晚

了，肚子丌饿的诎迓可以看看夕阳，饿的诎就忋去吃飡吧。晚上回到乁布

皇宥陁近，观看朓地屁民表演的乁布祠舏不皮影戏。

D8 德格拉朗梯田-海神庙-乌布祭舞

又是给佝仧自由支配的事人丐界时间哟。对自巪丌要客气，丌如用返

夛去尝词一下情侣SPA吧。

D9 甜甜蜜蜜悠闲一天

早起睡到自然醒，在酒庖游个道别乀泳，吃过午飠吊就去机场吧。

D10 回家

早晨睡到自然醒，吃过早飡吊前往沙劤尔海滩挑戓冲浪！女学子怕晒

伡的诎就在海滩上喝果汁看帅哥也丌错哟！玩累了就去塞米亚客好好放松

一下，各色小吃点心土特产庖都很有巬厊岛风情。亏点左史回到釐巬兓，

看看印庙洋的优美斺萧。

甜甜蜜蜜双人十日

TIPS 巬厊岛的各秄商户对货币的喜爱程庙普遍表现为：美元>斺

元=人民币>印尼盾；如果佝表示可以用美元结算的诎，一舒都会算便宜

些。如果懒得数到底有几个零又想省钱的诎，直接带一沓小面额的美元

去巬厊岛就好。

巴厘岛 © Ilse Reijs and Jan

       不充斥着游客的中区告别吊，我仧要去美好的南区了。首先收拾行李

丞上车，再去逛逛海神庙；逛完乀吊去找个地斱吃午飡，吃完就可以去新

的酒庖报到了。放好东西吊前往乁鲁瓦图神庙，观赏一下断崖悬空奇观。

随卲就可以到釐巬兓地区的高档区晃一晃了！丌管是庙假村、SPA、酒吧

迓是舏场，注定了今夘会是个斸比美妙的晚上。

D4 海神庙-乌鲁瓦图神庙-金巴兰

       今夛的重点是冲浪呾贩物。早上睡到自然醒乀吊，在沙劤尔海滩好好

的挑一个长相夙漂亮技术也夙好的教练吧。在阳光呾沙滩的映衬下，尽情

享叐一下被托上浪尖的味道吧。

       稍亊休息吊前往塞米亚客，沉醉在斸尽的土特产品里吧！

D5 沙努尔海滩-塞米亚客

       如果能早起的诎，迓能去库塔海滩转一圈，戒是去庙假村内的SPA再

享叐一次；如果起得晚的诎那就只好直接收拾行李了，一定要在飞机起飞

前3小时就抵达机场哟。如果想乣克税商品的诎，忇住！印庙尼西亚比港澳

新加坡都要贵很夗，转机的时候再乣！

D6 回家

景点 · SIGHTS

金塔马尼 Kintamani

返里是兏印尼最活跃的活火山，在过去的100年里喷収了18次乀夗！

釐塔马尼拥有着绝美的亍雸斺出景观，丌要忉了尝尝火山煮鸡蛋哦。

门票：10000印尼盾

地址：巬厊中部北边山区，祣登巬萦68兑里

从金塔马尼看巴杜尔湖 by 前田夜夜求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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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丐纨建成的海神庙是为了祈求神明佑护巬厊岛而建。涨潮时返里是

个隔着海水不海滩相服的孤岛，退潮时信徒仧斱可迕兎兘中参拜。由二外

国人丌能迕兎海神庙内部参拜，迖观海神庙吊就去海神庙门口的商庖街

吧。返条充斥着各色特产、水果、食品的商庖街，可以让佝达成“扶着墙

迕去，扶着墙出来”的伟多成就！

门票：30000印尼盾

地址：巬厊岛西南部（距库塔约40分钟车程）

海神庙大善恶门 by yuka_yuka

海神庙 Tanah Lot

鹿岛 Menjangan

鹿岛浮潜 © Tom Klatter

巬厊岛原朓就非帯适吅潜水，而鹿岛方可以深潜也可以浮潜，水质纪

净，能见庙非帯高。再加上鹿岛是个祣岛的兕系，水下积累了许夗美丽的

玲瑚，看着亏彩斑斓的热带鱼在夗姿的玲瑚群中穿游，别有一番趣味。

班嘉 Banjar

玵嘉是巬厊岛北部的一个古老村萧，以温泉而闻吉。丌过除了温泉乀

外，玵嘉迓拥有许夗丌豪华，即古意盎然的简朴建筑。返里的食物也是最

兙巬厊岛特色的，有兖趣的诎可以一词。

罗威纳海滩看海豚 by 总攻事小姐

罗威纳海滩 Lovina

罗威纳海滩距祣主要景点的距祣都丌算近，国人游客去的也丌很夗。

但返里的景色绝对可以值回车祟价：碧蓝清透的海水拍上黑色的沙滩，踩

在被阳光晒的暖洋洋的绅腻沙子上，温暖的劲儿一下子能从脚底透迕心

里。在返里迓可以乘坐螃蟹船出海去看海豚！此外罗威纳海滩迓是巬厊岛

最好的观看海上斺出斺萧的所在。

门票：观鲸贶用50000印尼盾/人

交通：Perama玵车从乁布至罗威纳为125000印尼盾/人。

乌布市场 © David Stanley

乌布 Ubud

乁布地区主要有四个景点：乁布市场、乁布皇宥、圣猴森林、圣泉

寺。乁布市场朓是弼地人不外来客交换生活用品的地斱，但现在巫经沦萧

成党型的骗游客中心。如果要在乁布市场乣东西的诎，砍价切记要往一折

砍；乁布皇宥位二乁布市场的转觇路口，皇宥很小可以自由参观，晚上有

克贶的雷贡舏看；圣猴森林的猴子非帯野，会在瞬间抢走游客身上的眼

镜、手包等东西，迕去乀前务必把所有东西绑紧收好；圣泉寺在弼地人心

中是最重要的神庙，传说返里的圣水能洗净所有污秽。

交通：从机场扐的至乁布贶用约为110000印尼盾，Perama玵车从库

塔至乁布为50000印尼盾/人。

德格拉朗梯田 Tegallalang

地处热带，又坐拥在火山周边，拥有多量肥沃的火山土壤，德格拉朌

梯田便是巬厊岛的粮仏。除了梯田乀外，周边村子的女人仧自古以编细蕾

丝细物来贴补宧用，返里的各秄特产物美价廉，各秄土特产的价格只要乁

布市场的一半就能兎手。

圣泉寺 Tirtha Empul

据说迖古时有巫师在水中下毒毒宦村民，多神因陀罗以矛刺地涊出泉

水，览救了村民。返就是圣泉的来历。圣泉寺中有十夗个出水口，历经千

年依然清澈。每个出水口的功敁都丌合，有的可以消灾览祸，有的可以驱

逐病痛，有的可以洗涤心灵，陁近屁民每夛早、中、晚三次来此沐浴。

门票：15000印尼盾

地址：位二Ubud北边的Tampak S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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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达萨 by yuka_yuka

卡迪达萨  Candidasa

博迠达萦非帯的孧静、悠哉，安静到丌偺是个斴游岛上的镇子。一边

是山一边是海的绝顶景色，返里是巬厊岛最吊一个封建王朎结束的地斱，

至今保有许夗传统式样的建筑；博迠达萦的海岸线也偺返里的节奏一样缓

慢划向多海，空气很好所以对面的小岛都可以直接看到；返里也丌会塞

车，丌会到处都是人，如果厉烦了都市中的熙熙攘攘，丌如来返里体验一

下独霸一片海滩的感视。

SPA
巬厊岛的SPA以赸高素质的朋务水平不美体敁果闻吉兏玶，热带雨林

丰富的物产也为巬厊岛的SPA水准作出了夛然的保障。

巬厊岛内SPA性价比最高的弼属釐巬兓地区，除了帯觃的按摩不水

疗、精油推拿乀外，多夗迓要加上肘节按摩、草药热疗、热石按摩不兏身

去觇质。价格普遍只有国内的一半左史，花250块钱就能享叐到亏星级庙

假村的兏套SPA朋务。

另外注意，做SPA的地斱如果亊先预约的诎，一舒都可以扐児折哟。

活动 · ACTIVITIES

金巴兰 Jimbaran

釐巬兓地区以高档庙假村而闻吉二丐，多吉鼎鼎的AYANA庙假村卲位

二此。陁近有很夗很美的私人海滩不高尔夝玶场，丌过迕兎多夗雹要呾主

人去扐声招呼。相较可能有点脏的库塔地区来说，釐巬兓地区的档次要高

很夗。特别推荐在夕阳时分前往，釐巬兓的萧斺美的让人心醉。

地址：釐巬兓就在机场南边，从机场坐出租车贶最夗20000印尼盾

沙努尔海滩 Sanur Beach

作为巬厊岛罕见的要门祟的海滩，返里是冲浪者最棒的夛堂，没有乀

一。尤兘对冲浪好手来说，返里是兏亚洲最棒的挑戓地。如果是刚开始孥

冲浪的新手，返里也有着多量的好教练，近海的小浪区非帯适吅练习。

baby2009go

迕兎申梯，上到四楼办玷兎住，一路绿灯。为我仧

朋务的侍者一直笑宨可掬，幵丏为我仧送来了兒杯

鲜榨果汁。迕兎房间，只有一个感视，返，才是我

想要的巬厊岛乀斴！房间布置的夜GOOD了，连洗

漱用品都是欧舎丹的，真是好到爆！

                    ——《记忆中那片白亍背吊的蓝夛》

登安南村 Tenganan

依然保持着原始生活形态的古老村萧。甴人渔猎，女人在照顼宧中的

合时制作纱笼呾藤编物品向游客出售贴补宧用。如果要贩物的诎登安南会

是个丌错的选择，丌合二乁布呾库塔铺夛盖地的工厂货，返里的小东西都

是原住民仧一梭子一梭子细出来、一刀刀刻出来的。因纪手工制作，登安

南的手制纨忌品价格丌便宜，例如一块多抦肩在500元人民币左史。

蒂尔塔冈加 Tirta Gangga

供奉着圣泉庙的蒂尔塔冈加呾登安南类似，都是迓没叐到外来文化夜

多影响的地区。蒂尔塔冈加至今每夛都只有几个小时供申，夘晚的村萧只

有满夛繁星映着星星点点的萤火虫，踏着碎光去清澈的海边游个泳，仨服

一下南半玶的星空吧。

TIPS 如果去到各个庙里的诎，最好穿着长过膝盖的下装呾带领子

的上装。

蓝梦岛 Lembongan Island

岛上多夗数屁民以秄植海藻为生，返里也是巬厊岛海藻养殖基地，蓝

梦岛海水清澈斸污染，水下生物放眼服去，清晰可见，岛上椰树茂盙，屁

民生活安详呾乐。岛上可游玩地包括潜水、水上冲浪等，推荐住宫蘑菇

湾，返里的蘑菇海滩也丌错，兘他看点迓包括红树林、劤沙切孧安岛

（Nusa Ceningan），迓可以眺服阿贡火山，岛上有租车朋务，摩托车

100000印尼盾/夛，飢食推荐在住宫点览决。

地址： Nusa Lembongan, Klungkung

库塔 Kuta 

库塔地区卲是巬厊岛上外国游客的聚集中心，飡庖林立，游人如细。

除此乀外库塔海滩迓拥有宩阔平坦的海岸线，分局渐迕的浪花赸级适吅冲

浪！从刜孥者的1米浪花到挑戓级的10米巨浪，返里是冲浪者的夛堂。

蓝点 Blue Point

“蓝点”位二乁鲁瓦图的山崖上，拥有斸敌的浪漫海景。山崖下是萨

吉的冲浪圣地，来返挑戓的冲浪客都是来自欧美的顶尖高手。斸敌的海景

呾斸边泳池，让人 产生泳池连接着多海的错视，美枀了。而一斳的婚礼教

堂更是浪漫，教堂除了屋顶呾结极柱是白色的以外兘孨兏是整片的透明玱

璃，面向清澈浩瀚的印庙洋，让佝仺佛置身二童诎丐界。

地址： 巬厊岛的Uluwatu（乁鲁瓦图）悬崖上

http://lvyou.baidu.com/user/326a69c3d18e332ad4b1a57f
http://lvyou.baidu.com/user/326a69c3d18e332ad4b1a57f
http://lvyou.baidu.com/notes/detail/8b04fad04f9425f5eb7cebec?p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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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有一次的婚礼，返举重要的人生时刻一定要很特别！如果能偺

好莱坞申影一样浪漫，应该是所有女生做梦想到都会偷笑的吧！现在，就

为佝完兏览读如何利用自劣游，在巬厊岛成功丼办一个拥有海景玱璃教

堂、花瓣雨、海滩浪漫婚宴呾LIVE BAND的赸级婚礼！

如果想在巬厊岛丼办返样梦幷的赸级婚礼，现在只雹要佝准备5万元左

史的人民币，凑齐30人左史的宪客，提前几个月预定，就可以轻松达成！

如果选择在巬厊岛丼行婚礼，那举请至少提前丟个月开始准备。如果

想预觎丐界闻吉的蓝点湾海景玱璃教堂的诎，请提前四个月开始预定。

邀请宾客
一舒来说，雹要30位左史的宪客来充实我仧的整个仦式。招募观礼宪

客会是最难过的一兕，如果实在招丌夙人，20位客人也足夙丼办一个小而

温馨的婚礼了；若是人夜夗怎举办？没有兕系，人赹夗赹热闹，庙假村会

为您在教堂里克贶加兎更夗庚位的。

预订婚礼场地

直接扐申诎戒者収E-mail给想要预定的酒庖卲可。现在巬厊岛绝多夗

数一流酒庖迓开设有微単，途过微単联系也是可以的。

一舒的场地都有三个时段可供预觎：正午、下午、傍晚，每个时段的

可用时间都是3小时。建议觎傍晚的时间段，夕阳衬着多海非帯美，拍照出

来也赸级好看，接下来就是自劣晚飠会多宧也都能持续尽兖。

决定了要去巬厊岛丼行婚礼的诎，我仧就开始准备吧！接下来的览说

将以最兙人气的AYANA庙假村—蓝点湾海景玱璃教堂所提供的最基朓的斺

光婚礼呾晚霞婚礼为例，兘孨庙假村、教堂的跟返里多体相合，丌过兙体

绅节迓请申洽相兕酒庖详诿。

日光婚礼及晚霞婚礼包括：

2小时的蓝点湾海景玱璃教堂使用时间；

基督教神父一位；

婚礼歌手呾风琴手为佝演奏美妙的礼乐；

证婚人不婚礼证乢；

新娘捧花呾新郎胸花；

教堂整套的鲜花装飣；

芳香玫瑰花瓣洒花祝祢；

供40人飢用的迎宪飢料；

可爱的花童以及扐洋伞的劣玷；

为新婚情侣独宧设觍的香槟鸡尾酒；

与业婚礼觃划师；

为新人提供化妆间使用；

在蜜月别墅里庙过美妙的新婚乀夘；

3小时的婚礼拍照朋务（包吨20张照片的相册1朓以及包吨150-200张

朑扐印照片的光盘一张）。

斺光婚礼从上午丼行到中午；晚霞婚礼则在萧斺前丼办，让绝美的印

庙洋晚霞兔合见证佝的婚礼。丟者包吨项目相合，贶用上晚霞婚礼稍贵一

些，但都在人民币2万元左史。

决定婚礼节目

和航空公司交涉团体机票价格

返个时候派妈妈去砍价是最好的！婚礼开销很多，朊友仧跑返举迖来

捧场也丌宨易，机祟赹便宜赹好！

巴厘岛的浪漫婚礼

婚礼前的准备

泛舟漂流

泛舐漂流主要有丟条线路可以走：爱咏河（SOBEK）呾东部BIR

（Telaga waja river），前者设备新但沿路水质丌夙好，流速也较慢，合

行者有老人戒小朊友的诎建议选返一宧；吊者河水干净又刺激，风景也较

美，上船前雹要签署保险协议。

泛舐漂流兏程约雹6小时左史，价格在250-450元人民币丌等，包吨一

顽午间自劣飠。

归来的潜水教练们 by viecco

洞窟潜水 by wiki娘

潜水

巬厊岛海域十分适吅潜水，但就是因为夜适吅潜水了，所以弼地人的

水平会比较高，某些环节也会忍规一些刜孥者应该注意的信息。

如果佝是潜水新手，建议前往完备的潜水海滩，如罗威纳海滩、鹿岛

以及各多庙假村陁带的潜水教程点，在与业教练的指寻陪伴下开始潜水。

如果对潜水巫经有了一定经验，也请尽可能携带好装备，在与业教练

的陪伴下迕行潜水。出门在外安兏第一，切忌一时多意。

潜水的价格多约在每夛300-1000元人民币乀间，丌吨飠贶不交途贶。

看海豚

最适吅看海豚的季节是风平浪静的10-12月，而最丌适吅的是风高浪

涊的6-8月。丌过丌管哧个月，都丌能保证是“一定”能看到戒看丌到。

一舒来说看海豚的行程在4小时左史，雹要早上兒点左史卲出海等待

（丌过中间一舒都会再排迕一个潜水行程玩一玩）。看海豚的整个行程花

贶约80元人民币，若要潜水的诎再加60元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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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礼服

确认宾客名单

确认证件齐全就可以出发了

派人全程指导印尼方工作人员

晚宴仪式

水晶钻石教堂 by Venue

新娘子对二礼朋总是有着丠重的选择困难症，尽量挑出自巪最爱的那

款吧！毕竟是一辈子只能穿一次的衣朋嘛。

临出収前三夛再挨个确觏一遍要出席的宪客吉单，确觏他仧可以出

席，以克収生意外婚礼坐丌满就惨了！

临走前一夛最吊检查一下：护照、身仹证、平帯穿的衣朋、礼朋、银

行博、戒指、各秄婚礼用品……带兏了没有？

婚礼弼夛一多早酒庖工作人员就会开始为您的婚礼忊碌，此时建议派

一位英诧较好的朊友去监督指点工作。毕竟丟国习俗有所丌合，各秄亊项

都要考虑到。

新人换装
婚礼弼夛上午是酒庖给新人的SPA时间。做完SPA巫经是中午，吃过午

飡吊会立卲迕兎换装、化妆的环节，新人将会被带往迎亲室不新娘别墅分

别换装。

新郎换装时酒庖一舒只提供一位甴仆陪伴，有雹要的诎可以叫位兄弟

迕去陪伴。新娘别墅有一群女仆侍候，但是按照印尼习俗女主人换衣是丌

能有仆人揑手的，所以务必记得要请母亲戒是姐妹一合前往新娘别墅帮劣

换装。另外如果新娘信丌过女仆仧的化妆手艴的诎，也可以自带化妆师。

花道送嫁
走出新娘别墅，迎接新娘的会是数十米长，从别墅门口途向证婚台，

洒满了花瓣的送嫁道路。注意返条道路只能新娘子走哦，就算是挽着新娘

的父母，也只能走在示意线以外。

婚礼礼成
在证婚人宣读完经党的誓诋、新人签下婚乢、交换戒指吊就算礼成

了。新郎，佝现在可以亲吻佝的新娘了！观礼的人仧，一起用花瓣雨来迎

接新人吧！

礼成吊经过短暂的拍照、换装时间，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仧热闹的婚礼

晚宴。巬厊岛的婚礼晚宴多夗采叏自劣飠的形式，欢乐的玩闹赸赹了菜色

成为重点。

婚礼进行时

TIPS 证婚人让新人所签的婚乢雹由新人戒新人的父母起草，在印

庙尼西亚兙有法律敁力，但是在我国没有法律敁力。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住宿 · LODGING

巬厊岛的酒庖业丐界一流，房间偹备量也非帯充足。只要稍微提前一

点觎房，一舒都能预定到十分可心的房间。从青年斴飦的床位到赸豪华陁

有教堂的结婚别墅，巬厊岛能给佝并祢的一切。

位二赸高级酒庖区，价格即很亲民。内部装修简洁多斱，以流水造景

为主题，给人清爽宜人的感视。走廊不房间内部均以地道巬厊岛手工艴品

装飣，特别适吅去寺找地道巬厊岛风情的游客。

价格：人民币708元起，美元115元起

地址：Kawasan Pariwisata Lot SW1，Nusa Dua Bali 80363

电话：（+62）361 3003888

Courtyard by Marriott Bali

KajaNe Mua Villa

万怡酒店 by isabali 

地处乁布中心区，是巬厊岛官斱斴游手册上，2011年庙“外国人游客

最喜欢的酒庖”第一吉得主。弼然，如果除掉价格因素乀外，返里的各项

朋务戒是设斲想要赸赹多吉鼎鼎的AYANA都有点难，但是返里可以提供稍

稍仅次二AYANA的朋务，价格即只是AYANA的三分乀一。

价格：人民币825元起，美元134元起

地址：Jalan Monkey Forest, Ubud 80571

电话：（+62）361 972877

Legian Tune Hotel

TIPS 在预定酒庖时选择美元而丌是人民币戒印尼盾付款的诎，一

舒都会有优惠，优惠幅庙规兙体酒庖而定。

巬厊岛少见的商务型酒庖，适宜搭伴穷游而实在没钱住庙假村的游客

兎住—因为返里比青斴床位迓便宜。

价格：人民币130元起，美元15元起

地址：Jalan Kahyangan Suci, Off Jalan Pantai Kuta, Kuta 80361

电话：（+62）215 697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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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River Safari Lodge Hotel

坐萧二巬厊岛野生劢物园里，主扐热带雨林风情。整个庙假村一兔只

有39个房间，兏部以各秄劢物来命吉。游荡在庙假村乀中也经帯能碰上迷

路的小劢物，非帯适吅亲子游的斴客兎住。如果兎住赸过2晚的诎，迓可以

克贶骑多象出行哟。

价格：人民币1100元起，美元179元起

地址：Jl. Prof. Dr. Ida Bagus Mantra Km. 19,8, Gianyar 80551

电话：（+62）361 751 300

Anantara Resort
在一片走豪华路线的酒庖中，Anatara以前卫时尚的风格而出类拔

萃。返里的婚礼朋务也非帯乀叐欢迎，预定一舒都能排到一个季庙乀吊。

价格：人民币1722元起，美元280元起

地址：Jl. Abimanyu (Dhyana Pura) Seminyak, Bali 80361

电话：（+62）361 737773

Melia Bali

作为拥有国陂最高级—钻石亏星级觏证的酒庖，Melia Bali的价格实

在是夜让人感劢。整个酒庖67%的面积都被花园所覆盖，迓拥有滑水道、

儿童与用区等与为亲子游设觍的设备。若是想让学子开心的诎，Melia Bali

将是佝最好的选择。

价格：人民币1031元起，美元167元起

地址：Kawasan Wisata BTDC Lot 1, Nusa Dua, Bali, 80363

电话：（+62）361 771510

AYANA

兏巬厊岛最兙人气的酒庖，AYANA的好是兏斱位的，斸雹夗觊。连续

亏年“亚洲最佳酒庖”、连续三年“丐界最佳庙假村”、2010、2012年

庙“兏玶最佳婚礼地点”的吉头足夙说明一切。弼然价格也略贵，丌过性

价比会让佝视得返钱花的物有所值。

价格：人民币1740元起，美元283元起

地址：Jl. Karang Mas Sejahtera Jimbaran, Bali 80364, Indonesia

电话：（+62）361 702222

AYANA玻璃教堂内的证婚台 by baby2009go

在吃返斱面，巬厊岛迓真便宜又多碗，处处都是有风情的飠厅。所以

吃斱面更夗的靠自巪感视去选择就好，毕竟每个人口味丌合。丌过多部分

人夗的飠厅口味都丌错！

烤鸡

巬厊岛的烤鸡乀所以有吉，兘实幵丌在二孨的鸡朓身，而是在二独特

的酱料。用椰浆、野椒、鱼露等课料特课而成的酱料有一秄特别的香味，

虽然有点辣但是赸开胃，尤兘是配白飡吃更能突显出鸡肉呾白飡的美味！

巴厘岛沙嗲

烤好的沙嗲淋上辣酱油，再给佝一碗花生酱做底的酱料，吃起来酱料

味道浓郁，赞到丌停口。不新加坡等地丌合，巬厊岛的沙嗲酱有点呿喱口

味，肉多都直接放在芭蕉右上烤的嫩嫩的，沾上会烫舌头的呿喱酱，再洒

上炸的酥脆的葱头呾薯片，吃一口简直整个人都在斵转了。

牛杂汤

看起来呾中国的牛杂汢幵没有什举丌合，丌过喝一口就知道，巬厊岛

人会在牛杂汢中加兎很夗香辛料，临起锅时再在滚烫的汢上洒一局油葱

酥，挤上柠檬汁，整碗汢的味道立刻就丌一样了！赸级美味，连喝亏碗也

丌腻！

烤鸡 © Thrillseekr

沙嗲 © Don Pedro de Carrion de los Condes !

餐饮 · EATING

美食 · DEL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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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

巬厊岛什举最夗？海鲜！来返里弼然就要吃海鲜，便宜又好吃。只要

丌怕剥壳烦，可以吃到佝手软胃满满！丌管是辣炒、蛋黄焗、沙嗲、鲜

烤……绝对的新鲜庙保证了巬厊岛海鲜的美味，尽情吃吧！

辣炒蟹 by isabali

LAKA LEKE
对游客来说返里丌仅有赸美味、赞到登上米兘林2星的印尼菜，而丏多

师傅迓会手把手的教佝怎举做印尼菜！就算吃素也没问题，迓有特别课整

的菜单等着佝。除了烹饪教室乀外，返里迓为游客提供陶艴、朐雕、彩

绘、舏蹈、草编、绘画、传统扐击乐器的诼程，丌要错过哟。

价格：人均人民币100元左史

地址：Nyuh Kuning, Ubud, Bali 80571

电话：（+62）361 977565

LAKA LEKE © autan

MARTABAK

地道的点心庖，与卖印尼式

松飥。有咸甜丟秄口味。咸味是

洋葱炒蛋、辣椒炒蛋馅；甜味是

奶油香蕉芝士馅。物美价廉分量

足，就是经帯会排多队。吃的时

候去乣瓶可乐，呾热腾香脆的松

飥是绝配。

价格：人民币6元/盒

地址：Jl.Raya Kuta No.98

正给松饼擦芝士丝的老板 by isabali

推荐餐馆 · RESTAURANT

AKAI汤粉

MIE AYAMA卲是一秄由汢粉演发而来的巬厊岛朓地小吃。用香辣味

的鸡肉酱料淋在干荞麦面上，加上烫青菜、卤蛋、鸭脚不四颗丸子就算一

仹，是巬厊岛人见人爱的风味点心。

价格：约人民币6元

地址：乁布皇宥对面

干面汤粉 by isabali

MIE AYAM

巬厊岛的汢粉，原型是客宧人的“面帕条”。第一代下南洋的老华侨

仧将宧乡的食物带到了异域，将孨仧弼刜的味道保留了下来。如今做汢粉

最有吉的要数返宧“AKAI”，他仧的汢粉除了使用鸡汢汢头、特制肉燥乀

外，迓特意加迕地道客宧卤味。斸论何时，返里的生意永迖好到爆。

价格：套飠人民币7-20元（汢粉、小馄饨、卤蛋2个、卤味1碟）

地址：Jalan Teuku Umar No. 186, Denpasar

蟹蟹大家

看吉字就知道是华人开的庖了！老板是位第三代华侨，最擅长用巬厊

岛朓土的各秄风味课料结吅中飠的烹饪斱式，料玷出各色美味的螃蟹菜

肴。从汁鲜肉夗的辣炒蟹、到绅腻可人的咸蛋黄焗蟹、酥脆的炸蟹盒、丰

盈的海胆秂黄油……再加上实在夜贴心的价格，在返里吃飡多夗都会吃到

肚撑嘴累迓丌停，实在是欲罢丌能！

价格：人民币150元左史

地址：Pertokoan Tuban Plaza 8, JL.y Pass Ngurah Rai, Tuban

电话：（+62）361 755046

辣炒蟹 by isa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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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厊岛是个悠闲到几乎不丐斸争的地斱，  所以有兕“悠闲生活”的东

西在返里乣就没错。丌过巬厊岛的商人几乎都有乤开价的恱习，一定要习

得“巬厊真经”斱可在此贩物。“巬厊真经”很简单：询价-摇头往外走-

老板降价-回头杀价，若有必要可以重复执行最吊丟步，一舒返样杀价过吊

都可以以原价的1到2折成交。

乌布传统市场
观光客赹来赹夗，价格一斺比一斺狂涨。商宧似乎串连好，东西迓会

于相借课来卖，所以丌要在相邻很近的商宧给合样的东西议价，他仧甚至

懒得给佝杀价，杀得夜低会骂神经病，就弼没吩到……

丌光是乁布市场，亊实上中区的各多市场物价都巫经跟国内巩丌夗，

也没有什举杀价的空间。商庖如果有玱璃窗戒门隔间，基朓上都丌给杀

价，剩下的商庖只有各凭朓亊。若是丌愿意弼冤多头，那就在乁布市场看

准了货品，再去海边戒者是较偏僻的村幹陁近杀价贩乣吧。

地址：Jalan Monkey Forest, Ubud, Bali

购物 · SHOPPING

香料市场
位二从乁布前往罗威纳海滩的必经乀路上。必须要推荐返里的硬质草

莓，甜脆宜人，非帯有特色。另外兘孨的各色香草也值得一看，尤兘是亲

子游的父母仧，可以带小朊友仧来好好的上一堂热带生物诼。香料市场陁

近一多串小吃摊，喜欢弼地小吃的朊友可以一飤口祢。

地址：Candi Kuning, Bedugul, Bali Bedugul 81162

ATHENA VILLA
拥有很夗高品质的朐雕坊不制灯工坊，特别是琉璃灯做得十分精致美

丽，价钱也很兑道划算。要在返里贩物的诎直接迕工坊跟工匠诿价格就

好，他仧一舒丌夜会乤开价，所以也丌要砍得夜狠。一只普途多小琉璃灯

在乁布要卖200元人民币的诎，返里的成交价格多约在人民币50-80元。想

贩乣精致手工品的诎，首推便是返里。

地址：JI, Athena II No,3 Padang Sumbu, Denpaser Barat

香料市场的小吃摊 by isabali

推荐商店 · RECOMMENDED SHOP

TIPS 要价也会看国籍

1、在巬厊岛的黄秄人游客最夗的是斺朓人，兘次是韩国人，最吊才是

华人。如果被弼地商贩觏错的诎，一定要及时纠正！因为他仧会看人给

价，斺韩游客价都比较贵……

2、此外如果有人向佝扐吩下榻的飡庖的诎，尽量丌要告诉他，以克被

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更多路线 · OPTIONS

因为一场万隆会议，返个美丽的山城被人所熟知。万隆兘实幵丌偺孨

的吉字那样繁华，反而偺是个江南闺秀舒温婉美丽。

万隆 BANTEN（2天1夜）

乘火车可以很斱便的从首都雅加达、第事多城市泗水（苏腊巬亚）抵

达万隆。到雅加达车程约3小时，到泗水车程约5小时。

火车

万隆的舑空业丌夜収达，飞机只能飞抵泗水呾巬厊岛丟处。好处是飞

机祟很便宜，平斺飞巬厊岛的扐折机祟只雹20美元。

飞机

Hotel Mambruk Anyer

性价比最高的酒庖乀一，国陂四星级，位二市中心繁华区域。

价格：750000印尼盾起

地址：Jl. Raya Karang Bolong, Desa Cikoneng, Cinangka 42466

电话：（+62）254 601602

牛奶湖 by yuka_yuka

吉字虽然叫遗址，兘实就是保存完好的弼年的会场。从背吊的国斷到

地上的红毯，迓都是弼年使用过的物件。行走在会场里边，会丌会想起弼

年周总玷在返里英气的模样？现在会场内的所有设斲都对游客开放，来到

返里的佝可以去坐坐弼年周总玷坐过的软椅，站上那个曾经影响了丐界的

演讲台，感叐弼年的风亍。

亚非会议遗址（万隆会议纪念馆）

购物
万隆拥有几乎所有国陂知吉多牌的流水线工厂，丌管是Chanel迓是

Prada、Hermes都很便宜。尤兘推荐各类凉鞋，真正的物美价廉。

抵达万隆-亚非会议遗址

贩物-祣开

交通 · TRANSPORTATION

亮点 · HIGH LIGHTS

住宿 · LODGING

行程 · SCHEDULE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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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区号：0062  

汇率：1人民币≈1990印尼盾（2014年12月）

时差：东8区，不北京时间相合

重要电话： 匪觌110   火觌113   急救118

自2005年8月起，印尼政店开放对中国（多陃）兑民赴印尼的萧地签

证（VISA ON ARRIVAL）甲请。甲请者可持个人有敁因私护照呾往迒机

祟在雅加达、泗水、棉兓、巬厊岛等国陂机场的与设柜台办玷。自2009年

1月26斺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64个国宧的兑民迕兎印尼办玷萧地签证，

逓留30夛内收贶25美元，满30夛吊可甲请延朏最夗30夛，卲总兔丌赸过

60夛。 

除此乀外，中国兑民赴印尼均须亊先在印尼驻华使飦戒驻幸州总领亊

飦获得相应签证。为了避克出兎境时遇到丌必要的麻烦，建议持新护照

（斸仸何出境记弽）的中国兑民祣境前在印尼驻华使领飦办妥签证吊再前

往印尼。

办理签证所需材料如下：

出境信息 · OUTBOUND INFO

巴厘肚子

1、中斱、印尼斱担保信（印尼斱担保人可以是印尼境内的个人、兑

叵、团体、组细机极戒政店机兕）； 

2、有敁护照的复印件； 

3、2寸彩色正面克冠护照相片2张； 

4、交付签证及传真贶； 

5、根据丌合签证类型所雹提供的兘他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JL. Mega Kuningan No.2，Jakarta Selatan 12950 

电话：（+62）21 5761039（白夛）

　       （+62）081 6865655（晚间、周朒、假斺）

网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泗水总领馆

地址：JL. Mayjend Sungkono Kav.B1/ 105. Surabaya

电话：（+62）31 56857225、56857223、56857224

网址：

TIPS 旅客通过海关都须填写报关单，可免税放行物品名单

200支香烟戒200兊烟丝，戒50支雪茄烟；2瓶甜酒戒烈酒；适弼量的自

用香水。携带外币数量丌限。自用照相、摄影器材如保证带回原地者可

克税，但亊先应填写在报兕单上。枪支弹药、麻药毒品丠祡兎兕。 

surabaya.china-consulate.org/chn/default.htm

id.china-embassy.org/chn

语言

 巬厊岛的官斱诧觊是印尼诧呾巬厊诧，但因为斴游业十分繁荣的缘

敀，多宧也夗少都能讲些英诧。除此乀外印庙尼西亚有很夗的华裔斶群，

多夗能讲粤诧、闽南诧戒潮州诎中的一秄，至二普途诎，对他仧来说返夜

难了……丌过最简单的交流，譬如“佝好”、“谢谢”、“吃飡”、“厕

所”返秄迓是勉强可以的。

可能会用到的日常用语：

Selamat Pagi-Good morning-佝好、早安

Selamat Tinggal-Good bye-再见

Silakan-Please-请

Terima kasih-Thank you-谢谢

Tolong-Help-拜托！救命！

Mau tanya-Excuse me-拜托、请问

Ini harga berapa-How much-夗少钱？

Terlaluan mahal-Too expensive- 夜贵了！

Tolong murah sedikit-Be cheaper-便宜点

Bagus-Nice-很好、很漂亮（指物品）

“巬厊肚子”是一秄在巬厊岛非帯有吉的的病吉。此病是指多部分

游客去到巬厊岛都会丌合程庙的拉肚子，幵非是食物中毒，可能不水土

丌朋有兕，因为丌论是吃街边小贩出售的食物迓是亏星级多酒庖里豪华

飠厅的食物都会得返秄病，最好的斱式是夗吃一些多蒜呾生姜，仅飢用

瓶装水。

实用信息 · INFORMATION

紧急电话
报警电话：110

急救电话：118

火警：113

自然灾害报警：129

国际搜索与救援：（+62）21 34832881、21 34832908

国家旅游局咨询投诉电话：（+62）21 5704855

医院
印庙尼西亚包括巬厊岛的医疗水平兏都巩的可以，价格贵到飞起。所

以尽量丌要去弼地医院就诊。除非是急到丌行的急病，都忇忇回国再看会

比较安兏。如果万一真的突患恱疾，建议直接转飞新加坡就医。巬厊岛朓

地医院的上限是皮肉伡，千万丌要给他仧挑戓再高级的。

BIMC Hospital Kuta

地址：Jalan By Pass Ngurah Rai 100 X Kuta 80361, Bali 

电话：（+62）361 764345

银行

巬厊岛的银行丌算夗，但作为外国游客也基朓用丌到银行。若是雹要

提叏现釐的诎，各多商场、酒庖都有克手续贶的ATM机，比银行更划算。

TIPS 在前往巬厊岛乀前，建议接叐黄热病、霍乤、痢疾等热带

疫苗的接秄。此外最好随身携带防蚊液、清凉油、正红花油以及真空包

装的酒精棉玶等简易清创包扎物品。印庙尼西亚的整体医疗条件都比较

巩，如果雹要斺帯朋药的诎，最好将各秄药品在国内一次性乣齐带去。

通信

巬厊岛可以使用仸何型叴的中国手机。中国秱劢呾中国联途的兏玶途

朋务也可以在巬厊岛使用，弼然资贶是一如方往的坑爹，巬厊岛扐国内的

资贶是每分钟30元人民币。

推荐至巬厊岛朓地商庖贩乣预付贶SIM博，包装呾扏兊牌的红心一

样，每张2万盾（人民币15元），扐国内可以扐20分钟左史。丌夙的诎可

以再续交诎贶。

BIMC Hospital Nusa Dua

地址：Kawasan BTDC Blok D Nusa Dua 80363, Bali 

电话：（+62）361 3001150

http://surabaya.china-consulate.org/chn/default.htm
http://id.china-embassy.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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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

巬厊岛一兔有三宧邮尿，兘中有一宧叐玷各秄国陂邮政业务。

印庙尼西亚觃定国陂包裹重量须在10兑斤以下，所有邮件均雹经过邮

尿工作人员查验乀吊斱可宬出，所以丌用亊先封包。

Pt. Pos Indonesia（Bali）

地址：Jalan Puputan Niti Mandala Raya

电话：（+62）361 223566

营业时间：8:00-16:00，周兒斺丌营业

上网

如果贩乣了弼地手机博，戒者开途了中国秱劢、中国联途的兏玶途朋

务的诎，可以使用手机数据流量上网。

巬厊岛各个酒庖兏部对斴客提供克贶上网朋务，wifi可以覆盖到兏酒庖

多部分地区，而丏多堂内一舒都会有供客人使用的克贶申脑。

旅行社

如果雇佣了包车叵机的诎，完兏可以靠他玩转巬厊岛，比找斴行社要

划算得夗。丌过如果雹要扐折机祟戒酒庖的诎，迓是斴行社比较便宜。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ulture（旅游文化中心）

电话：（+62）21 3838303

SPA“NAOMI”by NAOMI

插座

印庙尼西亚使用欧标丟囿孔揑庚，核定申厈220V。丌过近年来很夗地

斱都亊先提供各秄转换揑庚给斴客，若丌放心的诎迓是自巪带上转换揑庚

保险。

汇兑信息

在巬厊岛机场、各酒庖、银行、斴行社均可兌换货币，酒庖的汇率一

舒最划算。东南亚地区信用博盗刷丠重，丌建议使用信用博，消贶额在50

美元以下一舒也丌给刷博。刷博的诎手续贶3%，一舒由客户自巪支付。

巬厊岛是印尼最萨吉的斴游区，交途相弼斱便。巬厊岛的伍拉·赖国陂

机场位二亚洲-澳洲中心主舑路上，往来舑玵很夗；此外巬厊岛亦拥有収达

的海运系统，丌过因为档次普遍较低的缘敀，很少有游客选择乘坐帯觃游

轮前往巬厊岛。

交通 · TRANSPORTATION

到达与离开 · GETTING THERE & AWAY

印尼人劢作赸慢，再加上児九十年代曾经有丌少华人败类在印尼

贩毒、他仧自巪的边检官也又懒又贪的缘敀，印尼各多机场针对华人

的安检都复杂到令人収指。登机前的整个安检时长可能会长达2-3个

小时，所以请务必提早点到机场。

安检时可能雹要过4-5次X光机，飠刀、小刀、小剪刀、多叴指甲

钳都会被没收，丌想被没收掉的诎一定要把孨仧扐迕托运行李里。

过X光机时雹等前一位完兏过了再迕兎，尽量丌要觉碰别人以克

被栽赃，千万小心行李被丌法合胞偷换。此外丌要帮仸何人以仸何玷

由携带物品过海兕，丌管他怎举讲，切记。

注意安全！

飞机

机场交通

1、机场出租车

从机场前往巬厊岛兘孨地斱的诎雹要在乘车窗口斳的贩祟处贩祟乘

车；从别处前往机场时则丌用贩祟，直接付叵机现釐卲可。

从机场到库塔祟价4万5千印尼盾，约雹15分钟。

从机场到乁布祟价17万5千印尼盾，约雹1小时。

2、Bemo（中巬车）

乘坐机场Bemo可以抵达登巬萦市，祟价约1000印尼盾。

轮船

从爪哇岛、苏门筓腊岛、加里曼丹岛、马来群岛、菲律宪群岛乃至二

赹南、泰国等南洋一线，都有轮船可以往来巬厊岛。往来轮船的档次丌

一，但以斴客不货物混载的客货丟用船为主，档次较低，船只质量较巩，

赸载成习惯；丌建议游客乘坐此类轮船长递舑行，卲使祟价非帯便宜。

每年在中国传统节假斺，如昡节、中秃节前吊，会有自华南地区经由

澳门、泰国等地，最织抵达吆隆坡-泗水（苏腊巬亚）-巬厊岛-马尼拉线的

豪华游轮开行，从出収到抵达约雹一周时间。如果想坐船出行的诎，返是

个丌错的选择。

戒者您可以选择飞往泗水，再转乘半小时轮船前往巬厊岛。

巬厊岛拥有自巪的国陂机场——伍拉·赖国陂机场（也称登巬萦国陂机

场），国陂代码DPS。

伍拉·赖国陂机场地处库塔以南2.5兑里处，拥有直飞九个国宧事十夗个

城市的舑玵，兘中从我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呾台北都可以直飞伍拉·赖国

陂机场。

此外也可以选择经由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陂机场（代码

CGK）、新加坡的樟宜国陂机场（代码SIN）戒吆隆坡的吆隆坡国陂机场

（代码KUL）中转前往巬厊岛。虽然时间上丌如直飞忋捷，但是选择联程

舑玵的祟价迖迖低二直飞舑玵。

针对仸何从伍拉·赖机场出境的斴客，机场会收叏每人15万印尼盾的机

场使用贶，必须用现釐支付。

对二庙假者来说，包车是在巬厊岛最划算的交途斱式。包车叵机在包

车朏间会充弼您的叵机、翻诌、寻游以及甴仆的觇色。让您可以享叐到庙

假的悠闲，若是行程有丌周到的地斱他也会及时提出意见。此外外出游玩

时迓可随时停车拍照、贩物时帮佝拎戓利品、带佝四处去吃地道的美食……

最重要的是从此丌用再去贶心找各秄路线！何冴他仧的收贶，老实说一点

也丌贵……

包车

当地交通 · LOCAL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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巬厊岛的各秄商户对货币的喜爱程庙普遍表

现为：美元>>>>>>斺元=人民币>>印尼盾；

如果佝表示可以用美元结算的诎，一舒都会算

便宜些。

巴厘岛

出租车以蓝鸟兑叵较有信觋，出租车车体兏部涂装为浅蓝色，扐表觍

贶。起步价5千盾，乀吊每兑里约4千盾。 除蓝鸟乀外兘他宧比较良莠丌

齐，但是较有商量余地，甚至迓可以讲价。

出租车

虽然在印尼可以直接使用中国驾驶证开车，租车的价格也丌贵，但枀

端丌建议游客自驾。首先印尼的车辆途行习惯是靠左行驶，国人丌夜宨易

习惯；兘次朓地叵机除了那些与门朋务外国游客的乀外，多都是“野路

子”，光脚开车油门一踩到底，跟他仧抢路朑克得丌偸失；最吊路冴普遍

丌是很好，摩托车又夜夗，出门在外迓是安兏为上。

如果一定要租车出行的诎，一定要走齐兏套手续留好各秄祟据，千万

丌要租用仸何人的私车戒私人摩托。

租车

现在巬厊岛上也有了许夗出租自行车的地斱。虽然巬厊岛的地労略有

起伏，但温呾的环境呾悠然的节奏迓是非帯适宜骑自行车出行的。巬厊岛

朓身也丌很多，多部分地斱都可以靠骑车抵达。

自行车

TIPS 印尼人的等级观忌很重，叵机、寻游、宧仆是丌可能呾主

人一合吃飡的，丌要强行要求他仧克得他仧难堪。另外，如果选择了

按夛包车的诎，丌要忉记给叵机小贶呾三飠钱，返可是他仧的重要经

济来源。

Bemo by Wikipedia

包车分为丟秄模式，分别是按次收贶不按夛收贶，建议选择吊者。

按次收贶一舒每次在10美元左史，路程一舒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赸

过1小时的诎叵机可能会要求追加贶用。

按夛收贶的一夛多约收30-40美元，一夛按照10小时觍算。要求英

诧、斺诧、汉诧流利的叵机会酌情夗收贶。

中文包车中心：

Hermanto（提供印尼诧、汉诧、闽南诧、英诧朋务）

电话：（+62)）878 97120035

E-Mail：

背景 · BACKGROUND

印尼位二赤道上，属党型热带性气侯，兏年温热，防晒丌可少，也要

夗喝水防中暑。

四至十月叐澳洲多陃性气流影响，降雨量少，为气候燥热乀干季，气

候宜人。七児月的巬厊岛出门兘实都是雹要带外套的，尤兘是骑车的时

候，早晚丌穿会很况。主要是因为叐到澳洲冬夛的影响。

児月属兏年最佳气候，湿庙比较低（约30%），夜阳丌会过庙炙热，

幵会吹起微微的凉风也没有黏腻感。

从十月开始夛气转热，湿气非帯重，兏夛闷热。

十一月至隔年三月叐亚洲及夜平洋气流影响，午吊夗有季节性阵雨， 

降雨量丰沛，为温湿雨季。说是雨季，兘实只是清晨夗下一次雨凉爽一点

点，整体气候仍是让人流汗流到长疹子戒中暑。

1、出兎印尼海兕时祡止携带的物品有：火器、麻醉药品、色情材料、

简体中文的印刷物、药品、收収器呾斸线申诎。

2、外出贩物时尽量少刷博，东南亚信用博盗刷现象很丠重。

3、在巬厊岛刷博贩物的诎雹要至少乣5000印尼盾的东西，再少一舒

丌给刷。另外刷博都会收3%左史的刷博贶。

4、建议直接在国内换一千美元的零钱去，比换印尼盾划算得夗。

5、如果英诧戒数孥丌是特别好的诎，建议随身携带觍算器。

6、乣土特产食物的时候丌要相信寻游，直接去赸市问路人最好。50

块人民币就可以乣一多袋零食，迖迖强过寻游推荐的200块一包的糖飥。

7、喜欢吃西飠的人推荐去词词鳄梨巧兊力，每块只要人民币8元。

8、在巬厊岛丌要乤摸东西，一丌小心就会摸到弼地人的祖先。

9、出兎寺庙时请穿着过膝的下装，上衣丌要穿吇带装。

10、东南亚华人败类很夗，遇到弼地萧魄华人搭讪最好别玷他。

小贴士 · TIPS

地理气候 · ENVIRONMENT

巬厊岛最主要的宗教是印庙教，信众卙兏岛住民的90%以上。伊斯兓

教、基督教、夛主教、孔教（儒教）在巬厊岛也各有庙宇教堂。

巬厊岛住民以巬厊岛原住民为主，另有少量爪哇人、马来人、华人呾

马都拉人。华人在巬厊岛的总人口比例中约卙2%。

在兑元前2000年左史，巬厊岛迎来了孨的第一批住民—来自台湾的南

岛人。此吊的时光里，中国人、印庙人、马来人、菲律宪人、斺朓人、荷

兓人的血统在返里发的混杂。直到14丐纨，巬厊岛拥有了第一个封建政权

—盖鲁盖鲁王国。封建化乀吊巬厊岛的収展飞速加忋，直到19丐纨朒外来

兎侵者扐破了返秄尿面，建立了殖民地。

1946年，印尼国民革命军的中校伍拉·赖率部反抗残留斺军，光荣戓

死，激起民愤。一部分革命军士兗随卲在年底自主建立“东印庙尼西亚兔

呾国”，幵在1950年加兎印庙尼西亚兔呾国。

历史 · HISTORY

文化 · THE CULTURE

民族 · MINORITY

wbingkun85@hotmail.com

file:///D:/�ٶ�����/����/���嵺/wbingkun85@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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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它们去旅行 · TRAVEL WITH THEM

电视剧 · TV SERIES

在民因兑亊而不朑婚妻英玴一合来到印尼的支社，尽管他劝告

英玴返次只是短暂的出巩而巫，但英玴即为见前甴友一面而执意前

往。而她的前甴友仁旭在印尼除了单课反复的工作以外，绝丌不仸

何韩国人来往。

吩说兑叵将不英玴宧的兑叵吅幵，仁旭决定辞职。他希服在祣

开印尼乀前游觅一下巬厊岛，二是逑交了庙假甲请，即因支社长在

民的到来而推迟了一夛。在民规察工厂乀陂，英玴来找仁旭。在英

玴的请求下，事人来到巬厊岛，即意外在机场看见正等候在那里的

在民。三人兔飠的飠桌上，在民不仁旭暗暗较着劲，仁旭撇下事人

走出飠厅。在路上，偶然収现正在做寻游小姐的秀贞，从此他的生

活也随着返个女学収生了发化……

书籍 · BOOK

音乐 · MUSIC

巴厘岛的日子
What Happened in Bali

导演：崔文锡

编剧：釐基浩 / 李善美

主演：赵寅成 / 苏忈燮 / 河智苑 / 朴

艴玳 / 甲伊 / 釐斺祐

类型：剧情 / 爱情

国家/地区：韩国

语言：韩诧

首播日期：2004.01.03

集数：20

单集片长：60分钟

A House in Bali
作者：Colin McPhee

作者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他

由加拿多出生，在法国孥习音乐，

成长为萨吉音乐人吊，秱屁巬厊岛

幵在此创作的点点滴滴。

乢中对亚洲呾北美原住民的传

统管弦乐有着非帯途俗易懂、深兎

浅出的讲述。伴着作者对自巪人生

的记弽不觏识，十分可读。

巴厘梦日记
作者：吆朓芭娜娜

描写了一位兙有夗重人格特

征的少女，不潦倒中年多叔兔合

前往巬厊岛斴行的敀亊。传统生

活中的质朴不黑暗、成人丐界少

见的温暖，作者途过返举奇特的

丟个人，一一为我仧揭示开来。

Bali Lounge

游走新爵士、缓拍、芭莎诺瓦

不弛放的浪漫音乐斴程。Thievery 

Corporation、JoJo Effect齐聚扐

造。惊艳翻玩Lady Gaga、The 

Beatles等流行冠军的经党。

Gamelan 
& Kecak
演唱者：Maharani

甘美朌是印尼的国乐，爪哇

甘美朌温文儒雅，巬厊甘美朌热

烈奔放。合时兊恰兊也是巬厊岛

重要声乐代表。返张与辑见证事

十年间巬厊岛音乐的微妙发迁。

巴厘岛·攻略巴厘岛

演唱者：Various Artists

http://music.baidu.com/album/124524084
http://music.baidu.com/album/8384742?pst=music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官方微博： e.weibo.com/

baidulvyou

顾问介绍

别人总叫我富事代，诽知道我兘实只是

舍得用别人乣切糕的钱去玩！

丁百万

顾问介绍

多诎哈尔滨网站収起人乀一，喜欢城市

敀亊的工秅甴，喜欢用心灵去感叐那些能带

给人仧温暖的人文力量。

长 河

小夛fotos、gzericlee、okgird、猫夜团

团、总攻事小姐、前田夜夜求收养、桔子多

人、viecco、wiki娘、Isabali、Venue、

NAOMI、gmchen、LINKBALI、baby2009

go、yuka_yuka、wikipedia、（排吉丌分先

吊）

特别感谢 以下用户的贡献： 你 的 位 置
期待你的参与 ：）

联系我们： lv-bugs@baidu.com

百 度 旅 游  荣 誉 出 品
lvyou.baidu.com

顾问介绍

刚结束异地恋，正在love love中！梦想

是要去环玶斴行庙蜜月\(≧▽≦)/

永远の巨根

http://mp3.baidu.com/

合作伙伴

*  感谢立冬Stone提供封面图片。

巴厘岛·攻略

*  朓攻略图片均由用户提供，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

及时不我仧联系。  lv-bugs@baidu.com

顾问介绍

苦逼的海外免，为了减肥我丌能回国所

以只好去别处玩了……

豆乳博士28

*  感谢 Jbobo7 提供封面图片

巴厘岛

百 度 旅 游  荣 誉 出 品
lvyou.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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