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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丹岛：赤道上的宁静天堂

多样Bintan，不很有名的海岛，只是一个安静的度假地~(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素有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犹如一串明珠，散落在东南亚的洋面上。大小岛屿灿若星辰，

美丽非凡，其中民丹岛度假胜地则如一颗冉冉初升的新星，开始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距离繁华

、生机勃勃的新加坡不到一个小时的豪华汽艇船程，您就能体验完全远离尘嚣的惊喜。碧浪轻拍

一望无际的沙滩、柔和的海风摇曳着椰棕⋯⋯您的心境也随之开阔、欢欣！

民丹岛位于蔚蓝的南中国海，是印尼廖内群岛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面积几乎是新加坡的两倍，

但人口却只有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岛上民风淳朴，生活悠闲惬意。世界级的度假村林立、各种振

奋人心的消闲活动都在等着您来享受呢！

在这里，你可以在一个假期领略新加坡多元化的城市风光，感受新加坡四大种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又可以在民丹岛悠闲度假，体验印尼风情万种的海岛度假方式，领略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奇特美

景，所以，当你莅临民丹岛度假胜地时，将会得到非一般的美妙假期！

岛上海水清澈蔚蓝，沙滩白净，海洋生态则相当丰富；有浓绿斑斓的热带植物、银色的绵长沙滩

、碧蓝的南中国海、各种国际级度假酒店。岛上的酒店为度假（Resort）形式，休闲设施都相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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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此外，每家渡假酒店都有属于自己的海滩，附属的海上运动中心皆可提供房客们从事各种丰

富的海上活动，例如风帆、橡皮艇、潜水、钓鱼、独木舟和香蕉船等等。岛上兴建了多个高尔夫

球场，其中还有27洞的锦标赛场（包括18洞的海景球场与9洞的森林球场）。 

民丹岛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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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民丹岛地处亚热带，四季气温变化不大。3月下旬-11月上旬气候干燥舒爽，阳光明媚，海面平静

，是最佳旅游时间；11月下旬-次年3月初有东北季风，适合冲浪，不过这段时间水上运动设施可

能会短缺。另外每年1月份这里都会举行Mana Mana Amslam 亚洲杯国际风浪板巡回赛。

   

2、签证

中国公民去印尼旅游无需提前办理签证，只需要携带有效期六个月以上的护照和往返机票即可出

入境，到达民丹岛入境处办理落地签证手续。落地签费用为25美金/人，可以在印尼境内停留30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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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提醒的是，因为很多旅行者都是从新加坡前往民丹岛，那么你还需要提前在国内办理

好新加坡签证，办理事宜见新加坡攻略，链接如下：http://d.lvren.cn/gonglue/Singapore/#s_522334

   

3、货币与小费

货币：

印尼的货币为Rp（Rupiah，简称印尼盾或卢比），兑换汇率约为 1 CNY（人民币）=1538.1657

IDR（印尼盾），确切汇率按照出发前的官方汇率为准。

小费：

在民丹岛无须给小费，然而若遇到服务周到的服务员，打赏也无妨。酒店与餐馆的消费也许需缴

付20%的服务与政府税，这样的话无需补加小费。

兑换：

人民币不容易直接兑换，且汇率很差。最好在国内换好美元，到当地再兑换印尼盾。机场、酒店

、银行都可兑换，市镇街头也有不少兑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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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丹岛因为跟新加坡关系密切，岛上大多地方同时可以使用新币，所以也可兑换一些新币

带在身上。新加坡元同人民币的汇率在1：5左右，在国内的话可以去中国银行等大银行兑换。如

在新加坡，新加坡兑换钱币的地方不少，牛车水那边兑换钱币的钱庄比较多，有时候还可以砍价

。

兑换技巧：

印尼盾汇率波动较大，到达机场后先看看当天汇率，如果正处在较高水平，不妨多换一点。

大面额美金比小面额的兑换率高。

兑换时当面点清，不要经过他人转手。

最好不要携带1996年发行的100美元面额纸币，有可能被拒绝。

如果美金有损伤或者污垢也会被拒收。

信用卡：

高级酒店、餐厅、大型商店都可以刷卡，但国内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单币种信用卡不能使用。刷visa

信用卡的话，首先是印尼盾换成美元，然后再换成人民币。货币转换需要1.5%手续费，不过说个

题外话，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到还钱的时候基本就能抵扣掉手续费了。

银联：

民丹岛的ATM都不支持银联卡取现金。

   

4、通讯网络

通讯：

民丹岛度假胜地备有先进的通讯设施，包括国际直拨电话、传真／数据电话线路及电话卡付费电

话。

印尼国际区号为62，民丹岛区号为770，因此用中国国内号码拨打当地座机：0062+770+号码；拨

打当地手机：0062+手机号；用当地号码打往国内的座机：0086+区号（区号首位为0需省去）+号

码；拨打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

网络：

绝大部分度假村的房间内可以通过WIFI上网，只需到接待柜台开通即可。

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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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酒店购买当地邮票，酒店员工将代劳把信件送往当地的邮政局。也可以购买新加坡的邮票，

酒店会安排信件从新加坡寄出。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民丹岛电压220V，为三孔插头，需带转换器，酒店一般都会提供。

时差：

民丹岛时间比北京时间慢一个小时，新加坡跟北京没有时差。

   

6、行李装备

护照、现金、信用卡、机票、转换插头（英标插头，3个方孔的）、相机、记事本、笔、蚊不叮、

常用药品、短袖衣裤、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泳衣（女生必带超美比基尼）等

。

   

7、选择航班

民丹岛旅馆区是新加坡向印尼租借的地方（印尼政府将民丹岛北部计3,200公顷，划为特别行政区

；并将此特别行政区租予新加坡80年），旅馆区内无当地居民。民丹岛离新加坡很近，乘搭渡轮

只需45分钟。因此去往民丹岛一般都需先到达新加坡，再前往民丹岛。

   

8、出入境须知

中国出境须知：

1、出境允许携带货币：每人限带人民币现金不超过美金5000元或人民币20000元，旅客携带的旅

行支票数量及金额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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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携带中成药价值人民币300元、工艺品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下，免税烟一条，酒一瓶。携带一

个以上摄像机、高级照相机必须在海关申报，以免返回时过关要上税。

3、随身携带的行李规格：每人限2件托运行李，每件行李限重23公斤。一般正常托运行李尺寸是1

58规格（长+宽+高），手提行李每人限1件，手提重量约7公斤左右，手提为115规格（长+宽+高

），手提电脑不计分量。

4、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乘航班的旅客，如携带电子产品中有锂电池，将

不允许跟随行李托运。但旅客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用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如：手表、计算器、

照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DV等。携带备用锂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止短路，且只允许每

人在手提行李中携带2块备用电池。如在托运的行李中发现有锂电池，航空部门将拒绝托运，退还

给旅客。

印尼入境须知：

1、外国非外交人员出入机场、港口等国际口岸，随身及托运行李必须接受海关检查。

2、外国游客随身携带的日常生活必须品：总价值不超过250美元／人的货物（乘务员所带货物总

价值不超过50美元／人）（包括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或200克烟叶；1升含酒精饮料；适量的香水

）享受免税待遇，外国游客自用的照相机、摄像机、卡带式录音机、望远镜、运动器械、笔记本

电脑、手机或其它类似设备需申报，离境时须带回。

3、外国游客入境时须填写海关申报表申报自己的物品，包括数量、种类、价值等。没有需要报关

物品的走绿色通道，有需要报关物品的走红色通道。

4、海关官员有权对经过绿色通道乘客的物品进行开包检查。如开包检查发现所带物品数量超过规

定限制，海关有权对其超出部分进行没收和销毁。

5、此外，由于时有我公民持旅游签证在印尼从事小商品买卖等与签证不符的活动，如入境时携带

过多日常生活用品易引起机场移民官员的疑虑，相关物品可能会被没收。

最后，上一个可爱的手绘民丹地图，祝去玩的同学像这幅图一样旅途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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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紧急救援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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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6221）5761039（白天）；

晚间、周末、假日值班手机：0816865655

网址：id.china-embassy.org/chn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地址：大使馆位于东陵路150号（150 Tanglin Road, Singapore ）

电话：64712117（一般咨询）；92971517（仅限紧急领保求助，不接受证件咨询）

交通：乘坐111路或132 路新巴公共汽车抵达。

大使馆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30-5：00（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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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2:30-4:30

网址：www.chinaembassy.org.sg

   

10、其它

1、语言

国语是印尼语，岛上也通用简单的英语。

2、饮用水

民丹岛度假胜地的所有酒店提供的自来水都符合世界卫生机构的标准。在民丹岛度假胜地可以放

心地饮用自来水！

3、医药护理

度假胜地内设有一间诊所，全天24小时都有医生候诊，加上高效率的紧急撤离系统。诊所位置见

“住宿”中的地图。

4、习俗与禁忌

印尼人握手或接拿东西必须伸出右手，不可用左手（当地人左手用来如厕），不要摸别人的头，

包括小孩的头，也不可用手指人，还要时常保持微笑。

进入寺庙需脱鞋，不可露出手臂及腿，寺庙门口有供免费借用的沙龙和腰带，但应适当布施，另

外生理期的女生不得进入寺庙。

不要进入印度教寺庙内部。非印度教徒是被禁止进入的，不要被好奇心驱使，即使有人怂恿也应

该拒绝。

本地人跪拜祈祷时，不要站在其前方。无论在哪里，这至少是非常不礼貌的。

若有人尤其是祭师坐在地上时，千万不可站在他的右手边。

到当地人家中做客，进入房间的时候要先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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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民丹岛不得不做的N件事

   

1、探索民丹红树林

“红树林”实际上是一处原始丛林区，外观一片深绿色。有白天和夜晚两种行程，可根据天气和

喜好自行选择。

红树林之旅地图： 

详细信息如下：

白天行程：从锡邦河穿过红树林，行程两个小时。锡邦河中有很多种野生动植物，例如猕猴，蛇

，翠鸟等等。水下有珊瑚鱼，蜗牛等。继续顺流南下，看一看建在水上捕鱼的房子和传统的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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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民丹岛的红树林中，居民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房屋，船，捕鱼工具和每

日的饮食都取材于红树林。

夜晚行程：夜晚的锡邦河之旅更加神秘，令人陶醉。从晚上7：30开始，路线与白天相同，但不用

细细探究每个支流。在凉爽的夜晚来到红树林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在夜晚的红树林里捕捉萤火虫

，流连忘返。回来的路上数着天上的星星。

如何预订：可以在各旅馆设有的接待处预定，往返及保险费用包括在游览费中。有专车到各旅馆

接送，2人以上发车。全程约2小时。

游览时间：日间游（Day Tour）上午8：00，10：00，下午13：00，15：00出发；夜游（Night

Tour）晚19：30出发。

价格：日间成人29.90 新元，儿童（12 岁以下）19.90 新元；夜间成人29.90 新元，儿童19.10 新元。

   

2、嬉戏在民丹岛大象园

民丹岛大象园有七头苏门达腊大象，大象经过特别训练，会做有趣的表演，你尽可以亲近这些温

柔的庞然大物，欣赏苏门达腊象表演算术、随着迪斯科音乐跳舞及其它杂技，你甚至还可以享受

骑着大象逛林子的乐趣，也可以尝试亲自给友善的大象喂食。这些在平日里遥不可及的事情今天

就能看到并发生在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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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价格：成人21新元，儿童19新元。

开放时间：周一，周四，周五早上十点开门，每周二，周三关门。周六周日早上10点开门，下午4

点关门。

   

3、享受海边Spa

海滩Spa亭建在海边草坪上，离海水只有100多米，远看就像当地土著居住的尖顶小草屋，不过建

造得非常精致、牢固。亭中柚木地板腾空，四周挂有竹帘、布帘，加上眼前碧海接天，海天一色

，附近椰林婆娑、奇花吐香，对休闲客的吸引力着实不小。当地马来按摩师的技术也相当棒，她

们先用浸有药草的温水去除客人体表角质，再用热带精油涂抹颈部、背部、腰部和肩膀、手臂。

手法以指压为主，由上而下，指尖压力逐步加重，继以啄、摩、擦、揉、劈、拍。按摩之后浑身

舒畅、神清气爽、畅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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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岛：狮城后花园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价格：每人每次的价位大多在140-180新币之间，包含酒店-spa之间的往返接送，有些还包含午餐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选择。

   

4、生态探险、水上作乐

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赤道，民丹岛终年阳光普照，年平均温在26度左右。这里蓝天碧海、沙滩无际

、树木葱翠、阳光明媚，无论是潜水、冲浪、骑车、射箭，或是SPA、散步、发呆，一系列休闲

的热带假日活动都是休闲的不错选择。

您可以沉浸于清澈的海水游泳池，享受一个清凉的下午，也可以到热带雨林远足爬山，登上海拔3

40米的高山欣赏令人惊叹的美景；或坐船在热带雨林夹岸的海与河交界水域穿梭游览，或乘快艇

沿锡邦河而上观赏周边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象，近距离接触翠鸟、蜥蜴、毒蛇等热带珍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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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倘若喜欢清静幽雅的环境，还可以参加传统钓鱼之旅，向当地的村民学习原始钓鱼术，伴以丰盛

的奎笼海鲜大餐；如果想了解当地民俗，可参观原住民的黄梨种植地，并看看他们怎么从橡胶树

割取胶液，再看看当地妇女用斑兰叶编织手袋和其他手工艺品。

   

5、绿茵场上挥杆

民丹岛共有4个高尔夫球场，其中3个（贝克芬奇山林球场、杰克尼克劳斯海景球场、快乐民丹高

尔夫俱乐部）属顶级设计，新加坡人每逢假期，必到此岛打球度假。如果你是高尔夫控，赶紧大

展身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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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6、体验南民丹文化之旅

行程包括民丹岛南端的3处著名景点，分别为丹戎槟榔市（tanjung

pinang），胜卡郎（senggarang）和蜂岛（pulau penyengat） 。可以看到当地居住的淳朴村民日常

生活的状态，还有当年辉煌的皇宫遗迹及苏丹寺院，完全是原汁原味没经加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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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7、民丹山探险

挑战海拔340公尺的民丹山。穿越山里的热带雨林，寻找高过40公尺的大树，观赏稀有动物如银叶

猴、太阳鸟、飞鹰和其他珍奇的动植物。或根据当地的习俗，站在水花四溅的瀑布下享受圣水的

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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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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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丹岛景点：小岛也风情

   

1、锡邦河

        锡邦河河口约6.8公里的一段河岸上，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它不仅是民丹一道美

丽的风景，更对维持岛上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沿河探索，观察红树林错综密集

的根系，了解红树林的生态作用，银叶猴的身影在枝叶间穿梭、蜥蜴、蛇类在树丛中逡巡，翠鸟

、紫鹭在阳光下亮着五彩羽毛；在水下则游弋着礁鱼、弹涂鱼、螃蟹、明虾、龙虾、蜗牛、蛤蜊

⋯⋯真是一堂不可多得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教程！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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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古洼水库

         拉古洼公园&水库是民丹岛上最大规模的水库，占地14.7平方千米，存水量达

到六百万立方米。水库存水按照WHO标准收集和管理，为周围度假村提供水源。建议在下午4点

钟后游览公园，享受公园的宁静，绿荫和清新的空气。公园有各种活动，例如单人、双人皮艇，

钓鱼，烧烤，野炊等。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交通：乘坐岛上shuttle bus可以到达

门票：成人3新元，儿童2新元

   

3、民丹岛大象公园

        民丹岛大象公园有七头苏门达腊大象，大象经过训练，会做简单的表演。游人可

以骑着大象穿越森林或试着直接喂大象食物。 

                                               23 / 6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45&do=album&picid=54261


�������

民丹岛：狮城后花园

(图片由网友 @彼岸花又开 提供)

门票：成人21新元，儿童19新元。

开放时间：周一，周四，周五早上十点开门，每周二，周三关门。周六周日早上10点开门，下午4

点关门。

   

4、民丹山

        民丹山位于民丹岛中心，也是民丹岛上的制高点，海拔340米。登上顶峰，可以

尽览民丹周围的优美风光，远眺碧海接天，近观奇花异草。如果够幸运，在登山途中也可能看到

当地的稀有动物如：银叶猴，阳光鸟等等，光听名字就能引起无限遐想呢。在阳光下晒得口干舌

燥大汗淋漓时，不妨跃入林中瀑布享受难得的清爽自在。按当地的说法，“淋湿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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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5、小型赛车模拟公园

        这是小型赛车模拟公园Bintan Usahatama Go-Kart

Track，有17辆从英国进口的小赛车，赛车速度每小时50公里。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注意：1.4米以下儿童不许进入。

门票： 成人28新币（白天：9 am – 6 pm）33.5新币（夜间：6 pm – 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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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9：00-21：00

   

6、贝克芬奇山林球场

小小民丹岛拥有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顶级球会，贝克芬奇山林球场Woodlands Course

是其中一个。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以起伏球道、狭窄落球区加上刁钻球道走向设计闻名亚洲的锦标赛球场，基本上是依原有的山势

作构思，保留了大自然的风貌，林木极多，地势起伏很大，不少洞都是由山上攻山下，拐弯洞也

不少，挑战性颇高。

电话：65-67502280

传真：65-6225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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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bintanlagoon.com

   

7、尼克劳斯海景球场

常见的造型沙池和绝不常见的沙池危机，使得尼克劳斯海景球场Sea View Course具有了独特的个

性。超级代表洞是第12洞，它面向大海，顶着阳光，右抱沙滩，果岭后有临海小丘屏障，前有斜

坡沙池捍卫，万紫千红的短球道上种满了野玫瑰、白雏菊、紫丁香等五颜六色的奇花异草⋯⋯面

对如此众多诱惑的夹攻，不知是您征服它，还是被它征服呢？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电话：65-67502280

传真：65-62252117

网址：www.bintanlagoon.com

   

8、快乐民丹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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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民丹Ria Bintan Golf Club中ria这三个字是印尼语“快乐”的意思，被称为亚洲顶尖海景球会，

曾获奖无数，2002年在全亚洲获得最佳状态球会第三名（The Best Condition Course）。巧妙融入乱

岩、沙地、海岩湖与浓密树林，又充分利用了海风变幻无常的性格，充满了刁钻古怪的创意。而

海天一色、绿树银沙的美景，则让被高难度球道搅得疲惫不堪的身心为之一振。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电话：65-64337714

传真：65-63377224

网址：www.riabintan.com

价格：一个course从150-215新币价格不等，基本都包括往返接送的费用，还有很多种package，可

根据自己的酒店位置和喜好自行选择。

                                               28 / 6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3&do=album&picid=58827
http://www.riabintan.com


�������

民丹岛：狮城后花园
  

五、周边迷人风光之巴淡岛

如果此次度假时间挺长，可以再去民丹的周边走走，同样有不会让你失望的迷人景致等待着你。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享有“小巴厘岛”之称，因为是个免税港，很多人都喜欢到巴淡岛来消费和玩乐。巴淡岛曾经是

个封闭的渔村，现在在高速发展中。在岛上你可以看到东南亚最大的寺庙，很漂亮的清真寺，传

统的舞蹈和民间艺术，同时还能享受海滨度假的乐趣。

交通：从民丹岛发往巴淡岛的快速客船，大约在每天的上午7点45分和下午4点45分，用时45分钟

，价格35000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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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丹岛餐饮：印尼风味的诱惑

 

   

1、特色食品

海蜗牛（gong gong）

生长在民丹岛和巴淡岛海域的海蜗牛，非常新鲜的海鲜。 

otak otak

著名的丹绒槟榔otak otak，煮法是把鱼肉和加了印尼香料的椰浆放在一起煮，然后巧妙地用两段

椰叶包起来，之后放在碳炉上烤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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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巴东（Nasi Padang）

饭配菜肴，当地的传统吃法。马来饭加以辣味和香料的苏门答腊式的各式小菜Nasi

Padang即马来式自助餐，马来饭加上辣味十足且香料众多的苏门答腊式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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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风味小食

如著名的虾饼（或鱼味虾饼）、薄米饼、以及一包包的干粮；例如炸干鱼仔、干贝与小虾、千层

糕。 

   

2、推荐餐厅

民丹岛酒店区的各家高星级酒店和度假村都有自己的餐厅，供应世界各地的美食，这里就不做太

多推荐了，豪华酒店的东西在世界各地差别都不是很大，你懂得⋯⋯要想让你的味蕾面对和感受

地道的当地风情，大排档才是你该尝试的地方，有木有啊有木有？知道你在会心的微笑点头，所

以下面来了：

Jalan Bakar B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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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品尝传统的Nasi Padang（配饭菜肴），一定 要到靠近市中心的Jalan Bakar

Batu。这里有许多露天小贩售卖传统的咖喱肉。

Kota sebung 的pujasera熟食品尝中心

      可以品尝地道的印尼式饭菜，传统的千层糕一直都是当地人的最爱。除此之外，还能

品尝到当季的新鲜水果，价格也是异常可爱。

交通：岛上有运营在各个大酒店和市镇管理中心购物区停靠的班车，直接联系酒店前台即可。或

者时间不赶趟儿的情况下，也可以打车。

班车费用：成人6新元，儿童3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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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丹岛购物：土特产带回家

   

1、特色商品

手工艺品

当地有特色的木雕品，“红公龙”（一种竹制乐器）、奇特风筝以及其他纪念品。

民丹岛圆领T恤

很多高品质的服装在民丹岛成立了生产工厂，所以价格非常合适，尤其是上班休闲都ok的polo衫

，绝对可以打包带走。

色彩鲜艳的峇迪沙笼

除了日常睡衣的用途，峇迪沙笼作为主题式宴会或者舞会的衣饰最为理想。

   

2、推荐购物场所

民丹岛轮渡码头

当您抵达这轮渡码头，一排排店铺热烈的欢迎您莅临！值得您尽情购买的货品，包括特别折扣有

领T恤，及当地居民的手工艺品和民丹圆领T恤。口味特佳的虾饼，更是要记得买呢！

万隆时装直销工厂

这是名副其实的时装直销工厂，也是万隆最大的零售直销工厂。你可以以工厂般低价尽情收购各

种品质高超的时装用品。

营业时间：8am-8pm

交通：可以搭乘岛上运营的游客巴士到达。

Pasar oleh oleh纪念品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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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岛土生土长的市集，是许多礼品店集聚一堂的购物好去处！在此，您可以找到许多充满印尼

风味的小食。美名远播的印尼特产，一定要买。

交通：可以搭乘岛上运营的游客巴士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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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丹岛住宿：听着海涛入眠

       民丹岛的住宿条件一流，大都是高星级的酒店，集中在民丹岛北部的酒店区。当然

，也有其他小型酒店错落在民丹的南部，条件设施跟北部的酒店无法相比，考虑到安全问题，还

是推荐住在酒店区。

酒店的位置以及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1、娜湾花园酒店集团旗下的5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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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介绍以下民丹岛上最大的酒店集团娜湾酒店集团旗下的5个酒店，风格、设施和价位都各有不

同，可上酒店集团官网查询更详细内容和当季价格，官网地址：www.nirwanagardens.com

联系方式：62770-692505

娜湾海滩俱乐部 Nirwana Beach Club   3*

民丹岛娜湾海滩俱乐部酒店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民丹岛，邻近海滩及水上运动场，距离巴淡岛只有4

5公里。酒店的中心位置使其能够十分便利地到达民丹岛的大多数旅游景点和商业区域。

地址：Jalan Panglima Pantar,Lagoi,Bintan Island,Indonesia

房间数：50

参考评价：小木屋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空调很足，提供洗头水浴液和一种防蚊油，需要自己带牙

刷牙膏，可以向前台借电水壶和转换插头，最后还回去即可。有免费wifi，check in的时候向前台

要下用户名和密码。门前有一片荷塘，经常有类似于蜥蜴的大家伙出没，门口会有小松鼠跑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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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旁边还有动物园。有shuttle bus往来于Nirwana各个酒店之间，可以坐shuttle

bus去旁边的nirwanna

garden享受游泳池等设施。可能订这里的人比较少，沙滩上人也很少，就像是独家享用的哦。

媚阳莎丽海滩度假村 Mayang Sari Beach Resort  4*

Mayang Sari Beach Resort位于民丹岛北部海岸，是远离尘嚣、避开俗世喧闹的理想选择。度假酒店

拥有美丽的自然风景，提供宁静丶具有乡村风情迷人的度假住宿。设备齐全的商务中心可用于举

办会议丶研讨会及其他活动。繁忙一天之后，您可以享受按摩服务放松身心。

地址：Nirwana Garden,Tanjong Uban-Lagoi,Bintan Utara,Indonesia

房间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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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评价：面朝大海，风景迷人。早饭不错，特别推荐白粥和水果，房间设施比较旧，不过很安

静，喜欢独立的小房子，风景很美,the beach is very beautiful

碧茹别墅 Banyu Biru Villas   4* 

碧茹别墅位于民丹岛的西海岸，座落在林荫的海湾，从新加坡搭乘渡轮只需45分钟即可到达这个

远离尘嚣的乐园，您就可以从新加坡来到这个截然不同的热带度假圣地，感受娜湾花园度假村，

热带风光园林，体验温暖的阳光和植物繁多的宁静岛屿生活。

地址：006 Tanjung Uban-Lagoi Riau Bintan Island, Indonesia

房间数：36

参考评价：位置好，酒店和设施的连接，让我们觉得很方便。酒店和酒店设施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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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游泳池和海滩是美丽的。

银雅别墅酒店 Indra Maya Villa    4*

著名的民丹岛以其世外桃源般的特色风景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来此。而落脚于民丹岛的银雅别

墅酒店步行仅10分钟便到附近的海滩，一望无垠的海景令人叹为观止。 

地址：Tanjung Uban-Lagoi Riau Bintan Island,Indonesia

房间数：14

参考评价：非常私密的住处，我们最爱的就是面向海的私人游泳池，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

个池子里。厨房里的设备非常完善，酒店员工也很友善，活动项目也不错。不过有虫子还是挺恐

怖的，甚至有两只猴子造访我们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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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湾度假酒店Nirwana Resort Hotel   4*

娜湾度假酒店布置典雅，由每一间客房向外望，翠绿的热带园景或壮丽的南中国海景尽收眼帘。

酒店内还有著名的奎笼餐厅，您可一边品尝刚从海中捞起的生猛海鲜，一边享受习习海风，十分

惬意。酒店还提供多种水上活动，风帆、滑水、水上摩托，深海及浅滩潜水等，让您尽兴不已。

酒店地址： Jl. Panglima Pantar Lot A1-2-3 Kawasan Pariwisata International Lagoi Bintan 29155

房间数：225

参考评价：印象最深的就是游泳池，无论是孩子的0.5米浅水区还是大人1.2米，1.5米的深水区，设

计都非常好，还有点迂回辗转，特别是‘海天一色’的那边，令人流连忘返。还有动物区，运动

区。 房间还算整洁，有蚂蚁，也属正常。基本满意。

有众多饭馆，日本及泰国饭馆非常推荐，其他几件良莠不齐，有些失望。早饭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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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酒店

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 BINTAN ISLAND 5*

广为人知的club med在民丹岛也有开设顶级享受的度假村。CLUB

MED实行一价全包的政策，可以安心享受奢华度假，价格包括：

欢迎及接送

房间费用

套房内享用早餐

早餐，午餐，下午茶，小食以及晚餐

琳琅满目的自助餐食选择

全日饮品及轻食:畅饮酒吧提供的国际优质饮料，并全天候供应小食

Club Med欢迎宝宝 ：育儿设备、嬰儿食品、奶瓶温热器

儿童俱乐部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G.Os照顾4至10岁的儿童

青少年俱乐部 为11至17岁的青少年而设的俱乐部

一系列的活动选择

免費使用蒸汽浴

于表演节目中享受热闹节日气氛

网址：www.clubmed.com.cn

地址：CLUB MED BINTAN ISLAND SITE A11 LAGOI BINTAN ISLAND

电话号码：(62) 770 692 801

传真：(62) 770 692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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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评价：club med的有点大家都知道了，一价全包是个特色，带着人和护照过去就可以了，没

什么需要消费的地方，酒店活动丰富，就算天天在酒店呆着也不会无聊。不过去过民丹岛的Club

Med，设施蛮一般的，感觉有段时间没更新了。

民丹岛悦椿度假村 Angsana Resort & Spa Bintan   5*

民丹岛悦椿度假村静静地依偎在印度尼西亚民丹岛西北角上僻静的丹戎塞得海湾怀抱中，美丽的

海湾，婆娑的椰树、辽阔的大海和古老的远山丛林。在她那充满神秘魅力的自然环境中为您营造

一种逍遥自在的休闲生活，将给予您在时尚度假胜地享受轻松假期的百分百承诺

地址：Site A4 Lagoi,Bintan Island,Indonesia

网址：http://www.angsana.com/

电话：62 770 693 111

传真: 62 770 693 222

E-mail: reservations-bintan@angsana.com

房间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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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评价：住了两晚上，预订时提到是honey

moon，结果进房间时发现床上摆了个心型，写了happy honeymoon，还送了一个挺大的巧克力蛋

糕，很是让我们感动，要知道这次新马民丹行总共订了5家酒店，但也只有这一家给了我们surprise

。 服务挺好的，自然环境挺好，外面就是一片很干净的海滩。 房间设施很陈旧，热水都是每个房

间单独的热水器，电视还是很老的19寸crt电视，但来这里不是享受房间的，外面的环境才是第一

位的。. 不满意点 - 硬件设施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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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岛礁湖度假村 Bintan Lagoon Resort     5*

坐落在滨海衅边的民丹岛礁湖度假村拥有幽静的环境与迷人的夜景，是观光旅游的好去处。度假

村内备有一系列的休闲娱乐设施如：射箭、宽阔的高尔夫球场体验下绅士般的娱乐方式；喜欢刺

激水上运动的你可选择水上摩托、单人划艇，尝试在海上游晃的休闲感或玩下劲爆的冲浪滑水运

动. 

地址：Jalan Indera Segara,Bintan Utara,Lagoi,Riau,Indonesia

网址：: www.bintanlagoon.com

电话: (62) 770 691 388, (65) 6223 3223

传真: (62) 770 691 399, (65) 6543 1705

Email: reservation@bintanlagoon.com

房间数：473

参考评价：刚到酒店，就有酒店的工作人员欢歌跳舞迎接。还有免费的冷饮提供。酒店很大，有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很快的check in，到了房间，室内环境很好，靠近窗户还有一张大床，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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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海景。（我住的是豪华海景房）。之后到游泳池游泳，水很干净。而且，景色很好，喝上一

杯冷饮，再晒晒阳光，无非是一种最美的享受。之后到海边踏沙，海浪很猛，有一种振奋。海边

有按摩，做了按摩，感觉很舒服，边感受海风，边感受印尼按摩。我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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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丹岛交通

   

1、如何到达民丹岛

从新加坡出发

民丹岛度假胜地渡轮公司每天定时有豪华渡轮往返新加坡的丹那美拉渡轮码头及民丹岛的班达本

单特拉尼渡轮码头。船程大约55分钟。请记得在开船前至少一个小时办理登船手续。

欲知更多有关航班表及网上购买船票详情，请浏览：www.brf.com.sg

您也可亲临以下地点购买船票：

丹那美拉渡轮中心第5柜台

地址：50 Tanah Merah Ferry Road#01-21 Singapore 498833

电话：(65) 6542 4369

传真：(65) 6542 4372

电邮：reservations@brf.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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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尼出发

每天定时有快艇往返印尼巴淡岛的特拉卡澎古渡轮码头及民丹岛的班达本单特拉尼渡轮码头。船

程大约35分钟。

联络详情：

地址：PT Bintan Resort Ferries Domestic Port Telaga Punggur Batam - Indonesia

电话/传真：(62) 778 761 553

电邮: brf_batam@telko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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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丹岛上的交通

       从码头到酒店的往返接送，酒店都会提供，只要你在预定酒店提供自己的船班，下

船的时候就会有酒店的班车来接你咯。

       在民丹岛上的交通主要有两种：一个是计程车，一个是固定运行的班车。班车基本

能到达除clubmed之外的各大酒店和购物村。

运行时间和停靠地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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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丹岛经典线路推荐

   

1、民丹红树林一日游

如果只有一天可以让你在这享受民丹的风光，那么就去这个必去的线路吧！生态之旅带您回归自

然，探索民丹岛度假胜地中的红树林。红树林保护海岸免受侵蚀，同时在海浪退离海岸时阻止沙

砾流入海中，确保海水常保澄清。沿着锡邦河而上，您可以观赏到红树林中丰富的生态景象；各

种鲜艳夺目的花朵及果实，点缀着碧绿的红树林树。 

   

2、畅游民丹悠闲两日游

                                               51 / 62



�������

民丹岛：狮城后花园
第一天：民丹大象园-夜游红树林

早餐后，前往民丹大象园，在民丹大象园，游客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温驯可爱的巨型动物，这

里饲养着七头苏门答腊象，40分钟的大象演出将让您观察他们各种的饮食及喂食习性。园中的象

群都经特别训练，能呈现轻松滑稽的表演，如跨上小鼓桶举高双前腿做完美的转身动作，象鼻把

训象师高举360度旋转或随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还可自费骑大象。

之后回到酒店用餐和休息，下午在海边逛逛，吹着海风，放空自己。

晚上参加红树林夜游，既迷人也充满梦幻想象。于晚间7点30分出发的夜游活动，是不可错过的独

特民丹生态之旅。回返码头的归途中，别忘了抬头数一数繁星⋯⋯对生活在都市中的游客这也是

一个难得的奇景。

第二天：印尼美食--海边spa

  一早起来，用过早餐，可以前往民丹岛土生土长的pasar oleh oleh纪念品市场！这里的许多礼品

店聚集一堂，你可以边购物边品尝印尼风味的小食：例如著名的虾饼等等！

购物归来身体累了，刚好享受当地马来按摩师相当棒的技术，伴随着海风和美景，她们先用浸有

药草的温水去除客人体表角质，再用热带精油涂抹颈部、背部、腰部和肩膀、手臂。手法以指压

为主，由上而下，指尖压力逐步加重。按摩之后浑身舒畅、神清气爽、畅快不已。

   

3、更多行程推荐

如果你有个令人羡慕的悠长假期，值得你去体会的民丹岛还有很多行程可以参加：

民丹岛南部传统之旅

参加民丹岛南部传统之旅一日游，探索岛上引人入胜的传统及生活习俗。此团将带您到胜卡琅华

人渔村，寻找当地佛教徒的朝圣地－300岁的古榕树。

到蜂岛旅游，您可以游览如荷兰炮台遗址、皇家陵庙、旧皇宫及廖内苏丹的大回教堂，据说这座

教堂建筑时采用蛋白代替石灰。还有，您也不能错过繁忙的丹绒槟榔贸易港口，以了解当地的商

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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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岛丹绒槟榔购物之旅

欣赏路途上的民丹岛乡土景色，体验岛上要镇丹绒槟榔的风土民情。见识镇上晾晒海鲜的画面及

五颜六色的脆饼与小吃，感受这繁忙小镇所散发的魅力。丹绒槟榔繁忙的港口，其交通量来自世

界最繁忙的海道之一－马六甲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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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山探险之行

探索民丹岛的热带雨林，登上海拔340米的民丹山巅享受非凡的景色！在这5小时的跋涉途中，您

可以看到超过40米高的巨树，林间栖居的稀有动物如银叶猴、太阳鸟、鹰及鸢等。沿途您会学习

许多植物的实际用途并探寻当地有关“公主池”的传说。最后，您还能在冰凉的瀑布下淋浴，具

当地人说这会带来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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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丹岛传统钓鱼之旅

目睹传统的钓鱼方式，当地的渔夫所采用的技巧必令您大开眼界！享受在平静的锡邦河上乘坐传

统的舢板之乐，并挑战自己撒网(“jala”)的功夫。如果撒网功夫还不到家，导游会建议尝试转用

传统的渔笼(“bubu”)。这些竹或铁线编成的渔笼可以用来捕捉螃蟹和鱼。友善的导游还会在您

技巧更上一层楼后传授几招秘诀呢！

实里民丹甘榜生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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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里民丹传统的甘榜（即当地的村落），一窥村民的日常生活习性。在3小时的旅途中，导游

会为您讲解并让您体验许多有趣的村落活动。目睹村里的妇女用班兰香草的叶子编织成实用的产

品如手提袋及帽子。

看当地的铁匠如何把废铁制成农耕工具！到运作中的树胶园参观，了解橡胶是如何以树汁制成，

您还能亲手尝试割胶的技巧！如果您来得逢时还能享用许多种珍奇的热带水果。可以额外选择的

传统乡村午餐伴以传统印尼舞蹈表演结束。 

民丹岛丹绒乌邦之旅

丹绒乌邦就近民丹度假胜地，以其奇趣纯朴的气氛闻名，让游客能体验道地的印尼生活经历。您

可以沿着主要道路信步而行，亲尝当地的食物及产品。由木板搭成的板道(“pelantar”)是欣赏船

只及夕阳的绝佳地点。

您会途经锡邦伯列这个朴素的渔村，其特点是在椰棕林中、建在木桩上的传统马来浮脚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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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都可向所有酒店的活动柜台预订此活动，也可直接联络办事处：

民丹岛办事处 (BRC Tours)                 

地址：Pasar Oleh Oleh 401A, Lagoi Bintan Utara,

Indonesia                   

电话：(62) 770 692 029/692

092                                     

传真：(62) 770 692

030                                   

电邮：brctours@bintan-res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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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民丹岛还可以做更浪漫的事

每对新人的婚礼都想极度浪漫和难以忘怀，你是不是也在精心筹划着自己的婚礼，却还没有最符

合心意的想法，在民丹岛举办一次婚礼吧，不极度浪漫不痛快！

(图片由网友 @路过四季 提供)

以下提供几个可以提供婚礼服务的联络处，请参看：

民丹湖度假村

婚礼联络：

地址：600 North Bridge Road Parkview Square Singapore 188778

预订：(65) 6750 2280

电话：(65) 6750 2280

传真：(65) 6225 2117

电邮：reservation@bintanlagoon.com

网址：www.bintanlagoon.com

民丹湖度假村以其宽长的金黄沙滩著称，是互立誓约的完美地点。在星空下享受传统印尼喜宴佳

肴，人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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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tan Living

婚礼联络：

地址：No.1 Indra Maya Villa, Nirwana Gardens,Lagoi, Bintan 29152, Indonesia

电话：(62) 770 692579 / 692580 支线101

传真：(62) 770 692788

电邮：info@baanaarya.com

网址：www.baanaarya.com

Bintan Living

是民丹度假胜地独立外资的小公司之一，专营餐饮及提供住宿服务。他们所经营的Baan Aarya Thai

Restaurant & Bar （毗邻娜湾花园度假村）、Spice & Sea Salt 及Belle Ile Beach Restaurant &

Bar（位于媚阳沙丽度假村内）深获好评。Bintan Living

也为在银雅别墅的四卧室型别墅举行婚礼的新人筹办婚宴。 拥有丰富的餐饮业经验、对所需资源

的掌握加上出众的品味，这组多元文化的实战小队将协助您实现岛屿婚礼的梦想。有“梦幻天涯

”（地点为媚阳沙丽度假村沙滩）或“热带黄昏”（地点为 Baan Aarya Restaurant & Bar

前的草坪）等婚礼主题供您选择。 

Kedaton热带 Spa

婚礼联络：

地址：Nirwana Gardens Jalan Panglima Pantai

电话：(62) 770 692 565

传真：(62) 770 652 579

电邮：bookings@kedatonspa.com

Kedaton 热带 Spa位于媚阳沙丽度假村内，既是规模最大的Spa，也是民丹度假胜地最佳的spa之一

。无论是专为新人设计的“亲密时刻”按摩配套或爱丝玛新娘派对配套，经验丰富的服务队伍将

提供超乎所求的美好体验。 

新娘与密友们也可在隐密的户外理疗亭享受道地的婚前美容护理步骤，为大喜日子作好准备。全

天然的独特疗程能全面地滋养、镇静、洗涤与松懈您的心灵。

银雅别墅

婚礼联络：

地址：991D Alexandra Road,Singapore 119972

预订：(65)6323 6636

电话：(65)6213 5830

传真：(65)6291 1343

电邮：reservation@nirwanagardens.com

网址：www.nirwanagardens.com

要为大喜之日营造亲密温馨的气氛，专用泳池的银雅别墅是您上上之选。

民丹度假胜地所有的酒店都提供蜜月配套、婚礼配套、婚纱照地点精选、重立誓约、结婚纪念日

等服务。没有任何一场婚礼是相同的，只因每场婚礼本就独特。今天就开始着手编织您岛屿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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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想，实现这天长地久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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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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