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惹：爪哇传奇

                                                 1 / 53



�������

日惹：爪哇传奇
　

日惹：爪哇传奇
　

婆罗浮屠，普兰班南，默拉皮火，日惹王宫，水宫，雀鸟市场，嘎加玛

达大学

　

封面 .............................................. 1

一、为什么去日惹旅行？ ............................... 4

二、在日惹最棒的体验 ................................. 5
1、到“活着”的苏丹王宫 拜访爪哇文化的虔诚守护人 ........... 5

2、夜色中倾听灯影下的千年绝唱 ......................... 6

3、光脚而坐，在马里奥波罗大街与当地人共食 ................ 8

4、深入日惹当地居民区，感受日惹人民的善良与淳朴 ........... 9

5、感受婆罗浮屠的日出，等待阳光洒在佛身上的瞬间 .......... 10

6、迎着落日的余辉，感受普兰班南的苍凉 .................. 12

7、与默拉皮火山擦身而过，真切感受地球的呼吸 ............. 13

三、日惹：爪哇岛的文化坐标 ........................... 15

四、行前准备 ...................................... 17

1、签证 .......................................... 17

2、机票预定 ...................................... 17

3、酒店预定 ...................................... 18

4、行李装备 ...................................... 18

5、货币兑换 ...................................... 19

6、通讯 .......................................... 19

7、电压及插座 ..................................... 20

五、日惹市区景点概述 ................................ 21
1、日惹王宫 ...................................... 21

                                                 2 / 53



�������

日惹：爪哇传奇
2、水宫 .......................................... 23

3、雀鸟市场 ...................................... 25

4、Sono-Budoyo博物馆 ............................... 26

5、Benteng Vredeburg博物馆 ............................ 27

6、嘎加玛达大学 ................................... 28

六、日惹郊区景点概述 ................................ 30
1、婆罗浮屠 ...................................... 30

2、普兰班南 ...................................... 34

3、默拉皮火山 ..................................... 36

七、日惹行程推荐 ................................... 38

八、日惹交通 ...................................... 39

1、飞机 .......................................... 39

2、火车 .......................................... 39

3、大巴 .......................................... 40

4、市内交通 ...................................... 41

九、日惹美食 ...................................... 42

十、日惹住宿 ...................................... 45

十一、日惹购物 ..................................... 49

十二、旅人提示 ..................................... 51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52

封底 ............................................. 53

                                                 3 / 53



�������

日惹：爪哇传奇
  

一、为什么去日惹旅行？

当众多国内旅行者都热衷于巴厘岛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占重要地位的古城

——日惹。日惹，英文名叫Yogyakarta，初识这个地名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它的名称所吸引，为什

么Yogyakatar这个城市，中文要叫日惹呢？或许你永远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但这丝毫不影响你折

服于它的魅力：日惹为爪哇文化艺术的发源地，是爪哇岛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充满了

文化的优雅与艺术情调，建筑也富有印尼民族风格。日惹还是印尼的大学之都，城市不大，竟有

几十所大学，其景色也很秀丽，哪怕仅凭此也值得一游了。更可况这里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

罗浮屠和印尼最大的寺庙群——普兰班南。

婆罗浮屠的日出(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如果你对巴厘岛的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开始有点失望的时候，那就趁着国内泱泱旅游大军还未

到达，去日惹看看吧！毕竟日惹在爪哇，在印尼，因其悠久的传统与历史，被誉为爪哇中心之中

心、“爪哇的灵魂城市”、“爪哇文化摇篮”。总之，想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一定要来日惹

；想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还是要来日惹；想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状态，更要来日惹⋯

⋯作为印尼曾经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它的古代文明和历史传统，绝对会震撼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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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日惹最棒的体验

   

1、到“活着”的苏丹王宫 拜访爪哇文化的虔诚守护人

坐落于日惹中心地带的苏丹王宫是日惹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印尼的一个文化坐标。宫墙外面是喧

嚣繁华的现代都市，而墙内却仍然保留着‘宫里’的那些事儿。宫内，随处可见腰间别着格利斯

短剑的侍卫，时而听到悠扬的加美兰音乐在宫里缭绕，宫女们每天早午两次向内宫敬茶时与你擦

肩而过。侍卫和宫女一律身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服饰，裹着纱笼（一种裙装），姿态优雅。

宫外，巴迪克手工作坊、木偶艺人、木雕工匠，几个世纪的传统场景依然如故，恍若时光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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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内，一位打击乐手正敲打古老的打击乐器(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在宫中，无论是侍奉苏丹的宫女，还是表演加美兰器乐的乐师，大都年事已高，却仍然尽忠职守

，成为宫内一道活的布景。他们都是苏丹家族的忠实拥戴者，也是爪哇文化的虔诚守护人。虽然

每个月只从苏丹那里领到微薄的津贴，但他们认为，到宫里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至高无

上的荣誉。一些当地农民在农闲时常来宫里谋差，还有很多人是自愿到宫里服务的‘临时工’。

在爪哇人眼中，只要能在王宫里做事，哪怕当个‘临时工’，也感觉很体面，很自豪。对精神生

活的追求多于物质需要，这或许是安于天命的爪哇人突出的性格特征之一吧。

   

2、夜色中倾听灯影下的千年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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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京剧脸谱让人想到中国，爪哇皮影则让人想到印度尼西亚。而皮影戏最初就是从日惹王宫流

入民间的。在近千年的岁月里，皮影戏曾是印尼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支柱，

被视为印尼的国粹。

虽然日惹在很多方面都很现代化，但皮影戏仍是当地人重要的娱乐项目。每到夜幕降临，大大小

小的皮影戏班就圈地为营，开始表演了。跟国内的皮影戏不同，日惹皮影戏的剧情都跟宗教有关

。隔着幕布，你可以看到，除了锣鼓手以外，表演者们都是赤脚，他们每个脚趾上都挂着铃铛，

辅助剧情制造出各种声音效果。演到热闹处，幕后可真是一片手忙脚乱。但如果你只是好奇，最

好去看那些专门为游客安排的“缩略版”皮影戏，因为完全版一场要演上一整夜。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旅人提示：在日惹，每天晚上都会有几处地方上演哇扬皮影戏（wayang kulit）。

Sasono Hinggil

门票20000Rp，马拉松式的彻夜演出，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晚上从9点一直演到次日早5点，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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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宫的南部主广场，alun alun selatan广场。记得要带个枕头哦。

Sono-Budoyo Museum博物馆

门票3000Rp，在Kraton附近，这个博物馆每天晚8点至10点都有表演。

   

3、光脚而坐，在马里奥波罗大街与当地人共食

去日惹，一定要到马里奥波罗（Malioboro）大街上走走。它是日惹最重要的一条南北向大街，北

面是火车站；南边是可以到达市中心的广场，周围很多星级酒店，附近也是很多背包客的聚居区

。整条大街西侧商场林立，是购物的天堂；东侧从下午开始，变身出无数的大排档来，煞是热闹

。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下午2点以后，这些大排档就开始营业了，由于都是穆斯林，所有客人都需要脱鞋光脚入座。一般

吃饭的地方有一个很长很矮的桌子，地上垫个毯子，客人就光脚坐在地上。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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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还有当地人，都光脚坐在一起用餐。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共

食在一张长桌子上，那感觉真的很亲切，和谐、热闹而又自然。

旅人提示：饮食的种类主要以海鲜、鸡、鱼为主，多采用烤，炸、炒的烹饪方法。由于是穆斯林

，没有酒，各种鲜榨饮料很多，价格比国内也便宜很多，人均20000Rp完全可以吃饱了。重要的是

可以体验大家一起在同张桌子上吃饭的感觉。

   

4、深入日惹当地居民区，感受日惹人民的善良与淳朴

每到一个地方，最好可以深入当地居民区，抛开那些游客的嘈杂，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来到

日惹也不能例外。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日惹市区南部离商业区和旅游景点比较远，多是当地居民住的小民居，这里没有高楼大厦，都是

些小平房。可以说当地人的热情、善良和淳朴能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体现。大家对“老外”还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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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的，行走至此，你总会招来很多目光，但这些目光都是友好的。偶尔你会遇到当地的女孩，

她们顾盼神飞，面露笑靥，举止得体，莫非她们的灵气与优雅是受了日惹厚重文化底蕴的熏陶？

唯一麻烦的是，这里懂英文，会日语的人不如商业区那么多。如果你幸运地碰到能说点英语的人

，可以和他们边休息边聊天，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脉搏。

旅人提示

：到这里就品尝一下东南亚流行的鲜榨水果SHAKE（由水果、冰沙混合而成的清凉饮品）吧！可

自行选择水果，有芒果，杨桃，菠萝等等。甚至土豆都拿来做SHAKE，都是整个拿出来给你榨，

一点水都不添加，最多加一些冰，口感和味道好极了。这样一杯自然纯正的水果SHAKE，多少钱

？也许你都不好意思，4000Rp，合人民币4块钱而已。 

   

5、感受婆罗浮屠的日出，等待阳光洒在佛身上的瞬间

到了婆罗浮屠，最好在婆罗浮屠的酒店Manohara hotel住宿一晚，然后第二天凌晨参加酒店组织的

婆罗浮屠观看日出。天还未亮，一早登上这公元824年前的佛教遗迹，心中的震撼难以言喻！完全

可以用Amazing、Fantastic和Spectacular来形容此时壮丽的景色。此刻的你被一堆佛陀和金钟罩围绕

著，心中出奇的平静，只痴迷地等待阳光洒在佛陀身上的那一瞬间。周围也一片宁静，大家说话

时都低声细语，一切和婆罗浮屠显得如此和谐；远方山下云雾迷漫，真的有种仙境的感觉。难怪

婆罗浮屠的上面几层代表着已摆脱欲望、躯体，几乎成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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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其实婆罗浮屠和周围相比，并不算高，西面和北面还有很多高山，加上地势的原因，且远方有云

雾，太阳出来的时候只能透过云雾露出日光，从单纯看日出来说，或许并不能给你太多的震撼，

但是这样的体验是十分难得的。阳光穿过云雾，照射到佛陀身上，和黄山日出，泰山日出相比，

人们并没有任何惊呼，都在默默的不停地按着快门，希望能保留这美好的一瞬间。早晨的阳光很

柔和，洒在浮屠上，柔美无比。

当太阳渐渐升起，周围丛林里的鸟也开始唧唧喳喳的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婆罗浮屠也迎着曙光

，迎来新的一天。趁凌晨公众游客还没上来，你可以绕着每级台阶感受一下生命的轮回，体验一

下婆罗浮屠的宁静和安详。

旅人提示

：由于凌晨婆罗浮屠景区还未向公众开放，因此选择凌晨来看日出的基本上都是住在Manohara ho

tel的游客，酒店也把这个体验垄断起来，价格自然也高很多，每人120000Rp的价格，确实高的有

点离谱了。

凌晨四点酒店就会给报名参加观看日出的客人Morning Call，一般04:45就在大厅集合，准备前往Bo

robudur看日出，出发前每人发一个小手电筒，然后上小巴士直接到婆罗浮屠，其实开车就不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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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的车程，如果不害怕的人，可以自己步行前往，步行最多15分钟就能到达。但是因为凌晨，

四周一片寂静，一片漆黑，没有灯光，所以胆子小的人最好不要一人前行。

   

6、迎着落日的余辉，感受普兰班南的苍凉

普兰班南是印度教的庙宇，但是如今的日惹，95%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曾经的辉

煌，也只能在这些古迹中体现了。

由于地震、火山，普兰班南已经伤痕累累，很多庙宇已经破败不堪，很多庙宇的遗址上，只剩下

一堆一堆的乱石。也正因此，每当傍晚时分，落日的余辉照在庙宇群上面，穿过乱石，从耸立着

的庙宇看过去，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油然而生。索性就与庙宇里面都供奉着的印度教神像一起，

静静地感受着这份庄重与苍凉吧！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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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渐渐落去，你会忍不住站在不同角度一阵狂拍，想抓住这即将隐去的壮丽瞬间。即将离去

的时候，回头遥望这一座座耸立在朦胧夜色中的庙宇，你会忍不住感激大自然的美好和古日惹人

给世人创造的辉煌，一种苍凉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

   

7、与默拉皮火山擦身而过，真切感受地球的呼吸

默拉皮火山在日惹市以北32公里，是日惹最高的山峰，火山口终年飘着白色的烟雾。乘坐日惹飞

机升空后，从上往下看，能很清晰的看到默拉皮火山锥形火山口飘着袅袅炊烟，甚是壮观。但千

万不要被其温柔的外表所蒙骗，它频繁喷发，危害周围百姓，特别是2010年11月的那次喷发，让

周围的村庄损失惨重，日惹市内也受到影响，连婆罗浮屠景区和机场都临时关闭，诸多新闻给大

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平静中的默拉皮(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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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日惹，有幸赶在火山稳定之时，可以前去拜访一下这个火山，感受它“愤怒的博动”。只需

一眼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所吸引，纵然其无法与婆罗浮屠相媲美，但隐隐约约中透露出的那股傲人

的不羁，让人敬畏！

旅人提示：在日惹的Gilwangan车站乘坐汽车（6000Rp，1小时）前往火山南部的小镇Kaliurang。如

果要自己前往Kali Aden，就必须在Kaliurang Hill Resort下车，然后搭乘停在路边等客的Ojek（摩的

，8000Rp），前往观看火山的运动、熔岩和烟雾。你可以全权委托位于Kaliurang的Vogels Hostel旅

馆，此馆店主二十年来一直组织前往默拉皮火山的旅行。登山费2000RP。上这个山非常辛苦，体

力一定要好，上山至少4-5小时，下山3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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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惹：爪哇岛的文化坐标

日惹是印度尼西亚的古城，又称“雍亚卡塔”。位于爪哇岛中部，是日惹特别自治区首府。曾经

做为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首都，据说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任总统就是在这个城市就职，印尼的第一面

国旗也是在这个城市升起的。

无处不在的日惹悠闲生活(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日惹热情但不喧嚣，温和而又宁静。街道不宽，建筑不高，感觉与人很接近，亲切而温馨。登高

而望，在蓝天白云下，城市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充满生命气息。夕阳西下，云褪去了色彩，日

惹躺在山的怀抱，显得安详而宁静。走在街上，轻风拂面，星星闪耀，感到久违的清新与惬意。

在日惹，懂日文的远比懂中文的要多，大街上很多地方都是印尼语、英语，还有日语，这点很奇

怪，甚至连当地居民，路边卖水果的大叔，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当你行走在日惹大街上，很

有可能被问到“ Japannese?”你只能回答“No,I am Chinese”。

1、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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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特别自治区位于爪哇岛中心，在雅加达和万隆以东以及苏腊巴亚以西，面积3200平方公里，

大约有100万人口，其中华人2万人。日惹市区的位置已经在赤道以南了，因此来到日惹，就已经

来到了南半球。日惹大部分人都信奉伊斯兰教。（这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居然有着婆罗浮屠

这样大规模的佛教庙宇，真是所谓各种宗教的结合体。）

日惹市的北面是冒着烟的默拉皮火山，西面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的遗址，南边是印度

洋，东面相邻着梭罗、泗水。

日惹与北京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到达日惹后，需要将你的表向后拨一个小时。

2、 气候

地处赤道以南，属于热带，阳光照射强烈，常年高温，平均温度25度，一年四季湿度较大。

3、 最佳旅行时间

常年高温湿润，湿度较大，但是每年5——10月份降水相对少一些，但是也不太明显，所以只要你

有时间，随时都可以去日惹旅行。

旅人提示

：旅游时要注意避开斋月（即伊斯兰教历的9月，大约为我们阳历的8、9月开始，历时1个月），

此时多数餐馆多数整天不营业。斋月结束后的两天，旅馆大多客满，价格也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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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前准备

   

1、签证

目前，印尼政府开放对中国（大陆）公民赴印尼的落地签证（VISA ON ARRIVAL）。有效因私护

照、往返机票，可以有30天签证，费用是25美元。（注意，网上很多都说有7天10美元的签证，20

10年已经取消）。

一般对中国海关来说，没有先签好的签证中国海关一般是不让出境的，至少需要第三国的签证。

但是印度尼西亚比较特殊，只要有往返机票，中国海关就能给放行。这也是中国护照无签证能出

关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当然，如果实在觉得不放心，觉得不塌实，你也可以在国内事先做好签证，但是国内旅游签证据

说需要35美元，如果你委托旅行社代理的话，费用会更多，而且很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不太建

议在国内做旅游签证。

   

2、机票预定

目前，在国内很少有人把日惹作为唯一的旅游目的地，因此从中国大陆没有直接到达日惹的航班

，到日惹都需要从别的城市转机。

一般国内游客会选择目的地为巴厘岛或者雅加达，因此可以从这两个地方转机，十分方便，特别

是雅加达，每天往返航班很多。主要航空公司可以选择印尼最好的Garuda航空公司，每天都有从

雅加达和巴厘岛的登巴萨往返日惹的多次航班。

如果从第三国转机，可以选择亚洲航空，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飞往日惹，提前在亚洲航空促销时

定票，能买到非常便宜的票。

另外，新加坡也有直飞日惹的航班。

相关航班，可以查询以下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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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Garuda Indonesia)：http://www.garuda-indonesia.com/

狮子航空公司(Lion Air)：http://www.lionair.co.id/

亚洲航空公司(IndonesiaAir Asia)：http://www.airasia.com

曼达拉航空公司(Mandala Airlines)：http://www.mandalaair.com

巴达维亚航空(Batavia Air)：http://www.batavia-air.co.id/

   

3、酒店预定

日惹的酒店比雅加达和巴厘岛便宜很多，可选择的也很多，可以通过booking.com或者agoda.com

预定，特别提醒的是，一些特殊酒店，比如婆罗浮屠的Manohara Hotel，最好提前预定，一般这个

酒店几乎每天都能满，因为接待团队比较多，所以如果要住这家酒店，最好提前预定。

在日惹市内，马里奥波罗（Jl Malioboro）大街是这里最主要的街道，这大街上矗立着很多星级酒

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选择。经济型酒店以及客栈都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Sosrowijayan区，

从这里去火车站，飞机场都比较方便。另一处中档住宿区集中在Jl

Prawirotaman大街附近。可以参考booking.com或者agoda.com预定等网站做预定。

旅人推荐：在Sosrowijayan区有个叫做1001的旅馆，主人非常亲切，感觉非常好；另外在Prawirotam

an大街附近，有个duta garden hotel，酒店也比较安静。

   

4、行李装备

出门行李需要带上如下物品：

1）机票、护照。（护照复印件、两张2寸彩照备用）

2）美元、人民币、信用卡。酒店预定单。注意事项：准备25美元作落地签证。   

3）服装和个人生活用品：

衣服：以薄、透气的衣服为主，注意遮阳；进出皇宫，不能穿吊带衣服，不能穿未过膝盖的短裤

，拖鞋和背心也是禁止的，需要有领的T恤或者衬衫。

防晒霜：（最好是50倍以上的，抗UVA UVB）、面膜、牙膏、牙刷、木梳。

药品：创可贴、止泻药、止痛药、抗过敏药、止痒药膏、防蚊剂、酒精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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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数码伴侣、充电器、转换插头、电池、快译通、地图资料等。

   

5、货币兑换

在日惹，能用人民币兑换印度尼西亚盾的不多，而且人民币汇率也不是太划算，所以少带人民币

，美元尽量带大额面值的，大额面值的美元比小面额的汇率要高。

机场汇率比较低，建议到市内再换，各家兑换点的汇率也都不一样，可以多做比较。

   

6、通讯

飞机到达印尼，可以买一张当地的SIM卡，方便当地的业务联系（包括与酒店联系，租车事务联

系等），也方便一起出行同伴之间的联系。最小面额的是20000盾的，相当于人民币20块钱，可以

用很长时间了。

当然不在乎费用的话，国内的手机开通国际漫游也是可以的，中国移动的SIM卡在印尼都比较好

用，信号也很足，就是话费比较昂贵。发短信回国内是0.99元/条，打电话到国内好象是5.99元/分

钟。（仅供参考）

旅人提示：建议不要用中国电信的CDMA国际漫游到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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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5000Rp的电话卡，下图为50000RP的冲值卡

   

7、电压及插座

当地电压是220V，插头是欧标的插头和插座，就是两个圆头的那种，和我们国内的插座不一样，

所以出行前最好带上插座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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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惹市区景点概述

   

1、日惹王宫

日惹王宫（Kraton of Jogyakarta）为日惹苏丹的王宫。这是一座已有近250年历史的故宫，位于日惹

市中心，建成于1756年，是由日惹苏丹国首任国王哈孟古�布沃诺 (意为宇宙位于我的膝上)一世

设计并修造的。该故宫的独特之处是，印尼独立后政府允许原王族一家继续住在宫内，宫中所用

仆人仍着古时服装。现住宫内的是哈孟古�布沃诺十世苏丹，其父哈孟古�布沃诺九世过去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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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 

王宫大门(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宫内收藏着20多套加美兰乐器。宫中两套最古老的加美兰乐器，一套是麻喏巴歇王朝遗物，另一

套来源于淡目王国。宫内有间专门收藏皮影戏傀儡的房间，里面保存着许多傀儡。在王宫近处的

大仓库里储藏着各式皇家车驾，其中一辆为在英国制造，车上镶嵌着一个英国王冠。每逢星期五

，许多爪哇人都到这里来奉献鲜花，甚至有人就睡在车房里，希望过去国王的灵魂降临其身上，

得到他精神上的指导。据说，当时的爪哇统治者选定日惹为“宇宙中心”。如此以来日惹王宫不

仅是当时苏丹王国的王宫，在统治者眼中，它还是了解并掌握宇宙的中心，象征着无上的权力，

也因此当时的国王及其家人都住在这里。

当然与中国的故宫相比，日惹王宫有点相形见拙，它显然没有中国故宫的华丽和庞大，不过让人

觉得耳目一新的是，日惹王宫里至今住有皇家成员，且所有的服务人员也穿着古代服装，这些都

为王宫增加了几分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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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2500Rp

开放时间

：08:30－14:00，周五下午只到13:00。注意：由于下午关闭时间比较早，所以建议上午参观。皇宫

内经常上午会有表演，一般每天上午8:30-10:30

表演，但不固定，具体表演时间请以售票处告示为准。

到达与离开

：皇宫没有公交车经过，但皇宫就在市中心，可以步行游览，也可以叫当地的人力三轮车送达，

步行游览时会经过皇宫附近很多小胡同，是一个很大的居民区，在这里，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人

的生活。

周边餐饮：门口会有很多买水果的，也不贵，可以随便尝尝，但是正餐不建议在此用。

旅人提示

：要想真正了解皇宫，还是请个导游比较好，目前那些导游只给点小费就可以了，一般给10000盾

的小费也就能为你讲解了。那里很多大妈级别的导游，穿着都很高贵，也很亲切，但是基本都只

能说英语和日语，英语好或者日语精通的同学，可以让她们帮讲解一下，会更有意思的。

   

2、水宫

水宫Taman Sari是一座由水渠、池塘和宫殿组成的建筑群，位于Kraton的西南角，是1758年至1765

年间由一名葡萄牙建筑师设计修建的。据说为了让苏丹的这所“快乐之园”称为永久的秘密，这

位建筑师后来被处死了。这里最初被毁于第博尼哥罗的爪哇战争，后来又在地震中被毁，很多地

方是一片废墟，周围都是拥挤的居民小屋和蜡染店。据说最主要的景观洗浴池也是后来重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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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站在水皇宫的最高处，能清楚的看到默拉皮火山。

门票：5000盾

开放时间

：9:00——16:00，参观完水宫后，附近有很多蜡染店和工艺品店，有兴趣的可以多逛逛，注意一

定要砍价，按照1/3的价格去砍就成了。

到达与离开

：参观完皇宫后，可以沿着西侧胡同一直往南走，就能到水宫了。也可以叫当地的人力三轮车送

达，一般收费10000盾。

旅人提示

：从皇宫步行到水宫的时候，会发现有人非常热情的为你指路，然后这些人可能就一直跟着你，

很不自在，虽然也不和你要钱，就一直跟着你，等你参观游览完，还热情地带你从后面出去，这

个时候他会带你去一些蜡染店去看，一一给你推荐，如果对这个没兴趣，尽量谢绝，最好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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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谢绝他。

   

3、雀鸟市场

也许是浸染了王室的气息，日惹城的老百姓颇有些活在“天子脚下”的味道。老日惹人喜欢收集

古董和养鸟。走在日惹街头，还可看见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数不清的鸟笼子，里面养着各式各样颜

色鲜艳、叫声清脆的小鸟。这里每年举行鸟鸣大赛，吸引着全日惹乃至全爪哇的养鸟者，拎着他

们的小鸟前来参赛。至今在著名的水宫旁边，还有一个传统的雀鸟市场PasarNgasem（JlPolowijan

；8am～6pm），里面贩卖各种鸟类和鸟食。 

雀鸟市场入口(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这个市场里售卖的动物千奇百怪，除了各类雀鸟外，还有蝙蝠、白免、蟒蛇、松鼠、猫、蝎子、

猫头鹰等。雀鸟市场里还有很多斗鸡卖，印尼的的斗鸡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从巴厘岛到爪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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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门答腊岛，整个印尼都喜欢斗鸡和看斗鸡，斗鸡这种娱乐形式如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在日惹

，公鸡也有着很高的地位，一只英勇善战的公鸡价格很昂贵，有的甚至成千上万元，参赛公鸡平

时享受高级别的待遇。主人每天不但要给斗鸡梳理羽毛，还要给它洗澡、按摩，傍晚时带它去散

步。有钱人家的公鸡还有专门的豪华鸡笼，主人还要时常用特殊的语言和动作与它沟通。至于食

物，更是普通公鸡所享受不到的，除了谷物，那些在市场里摆卖的竹虫和白蚁可能就是斗鸡富含

高蛋白的美食。

   

4、Sono-Budoyo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是日惹所有博物馆里面最棒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至少这里是唯一一个安装了空调（

个别房间）的博物馆。博物馆内有展出JAVA岛上的一些传统艺术品，比如说BATIK，一种原产于

JAVA的布料绘画技术，还有GAMELAN，JAVA岛上的民族乐器（应该叫乐队）。此外还有一些

WAYANG KULIT，就是皮影戏，但这是JAVA岛上的版本，博物馆里面展出的皮影有各种风格，

地产的，中国的，西洋的，怪兽的。这座博物馆应该说是把JAVA的文化照顾的面面俱到了，这里

还介绍了起源于这里的一个原人种，JAVA MAN的骸骨（模型），还有一副当年这些野人在这里

生活样子的想象图。此外，还有一些在附近寺庙中弄来的神像，一些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用的法器

等等。

门票：7500Rp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8:00-13:00，周五至周日8:00-12:00

地址：Ji Trikor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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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5、Benteng Vredeburg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里面有一座荷兰殖民时期的欧式建筑，外表白色，但是略显破旧。博物馆里面展出的

是些培养爱国主义情结的日惹独立抗争史料展。

门票：1000Rp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8:20-13:30，周五8:30-11:00，周六日8:30-12:00

地址：Ji A Yani6

旅人提示：实际上，这座博物馆的大多数地区都是一些小店，展出的地方并不多，且没有英文翻

译，可自行选择是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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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6、嘎加玛达大学

日惹堪称印尼的教育之都，该城人口不足50万，却拥有50多所大学，其中国立的嘎加玛达大学还

是印尼副总统布迪约诺的母校。这所大学的校园也很美，校园没有一片围墙，开放而悠远，有清

新和包容之气。徜徉于校园之中，让人不禁感叹，也许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日惹宁静淡泊，少

了都市的喧嚣不安，使它成了做学问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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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29 / 5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57&do=album&picid=54357


�������

日惹：爪哇传奇
  

六、日惹郊区景点概述

   

1、婆罗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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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婆罗浮屠（Borobudur）是世界最大的古老佛塔。这座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宏伟佛教建筑，与中国

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柬埔寨吴哥窟一起，被誉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虽然婆罗浮屠和前三个奇迹都是齐名的，但是游客远远比前三个奇迹

少很多。

经过一些资料查证，“婆罗浮屠”梵文意为“山丘上的佛塔”，据称约建于公元8世纪后半期至9

世纪初，印尼夏连特拉国王为了收藏释迦牟尼的一小部分骨灰，动用了几十万农民和奴隶，用了

十多年的时间建成。但是在15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尼以后，佛教开始衰败，附近又有常年喷发的

活火山，因此婆罗浮屠也就被火山灰及丛莽堙没，一直也没人关注，直至19世纪才被重新发掘。

今日的婆罗浮屠，虽然印尼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但是由于财力和物

力的局限，加上历史原因，宗教原因，目前的婆罗浮屠伤痕累累，很多佛像已经有残缺，很多地

方已经有破损。

婆罗浮屠是作为一整座大佛塔建造的，从上往下看它就像佛教金刚乘中的一座曼荼罗，同时代表

着佛教的大千世界和心灵深处。塔基是一个正方形，边长大约118米。这座塔共九层，下面的六层

是正方形，上面三层是圆形。顶层的中心是一座圆形佛塔，被七十二座钟形舍利塔团团包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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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舍利塔装饰着许多孔，里面端坐着佛陀的雕像。佛塔的建筑材料是取自附近河流约5万5千立方

米的石料。这些石料被切成合适的大小，由人工运至建筑地点。石块之间用榫卯连接。方形台的

各层，在主壁和栏楯间有4条回廊，回廊两壁上为连续的浮雕，长达2000多米，有1460幅叙事浮雕

和1212幅装饰浮雕。佛塔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以适应当地的暴雨。为防积水，每个角上都有装

饰着滴水嘴兽的排水孔，整座佛塔共有100个这样的排水孔。

婆罗浮屠浮雕艺术也极为杰出，其中，塔底四面墙内有160幅浮雕，而塔身墙上、栏杆上均饰有浮

雕，在全长2500米的范围里，共计有1300幅叙事浮雕，1212幅装饰浮雕。第一层走廓的正墙上，

描绘了佛陀从降生到涅的全部过程。第二、三、四层的浮雕描绘胜财到处参访、寻求人生真谛的

情节。佛陀、菩萨往往与动物飞鸟、舞女乐师、渔民猎人杂处，国王、武士和战争一起为表现的

题材。佛教徒必须按特定的路线登婆罗浮屠。从东面进入，按顺时针方向绕行。走向庙顶象征着

一个人逐步达到完美的精神境界。

旅人提示：令人不解的时，这个佛教庙宇，附近住的目前基本都是穆斯林，每天清晨，穆斯林的

广播就开始诵经，而且喇叭就正对着婆罗浮屠，很多佛教徒也为婆罗浮屠慕名而来，不知道每天

清晨听着穆斯林的大广播，这些佛教徒是否还能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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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门票：99000Rp，也直接收美元，15美元。

开放时间：06:00—17:30，如果住在Manohara Hotel，酒店还有清晨看日出的项目，收费120000盾/

人，费用不便宜。如果想省钱，也可以从其他的侧面或者后门进入，但门是关着的，需要攀爬翻

过去，不太光彩的做法。

到达与返回

：婆罗浮屠在日惹市西40公里，自助游的朋友，可以从日惹市内乘1A，在终点站Giwangan下车，

然后下来可换乘到婆罗浮屠的车。虽然这个车站是去婆罗浮屠最近的一个车站，但因此车站不是

去婆罗浮屠的始发站，有时候会碰到人很多，行李没地方放的状况。

如果不赶时间，可以在日惹市中心东南方向约5公里的南环路上Giwangan车站乘坐去婆罗浮屠的始

发车，只不过这车始发后，一路上客，大概半时后才会路过Jomber车站。

很多功略说是在Jomber车站转车，但当地乘务员会建议你在Giwangan下车乘坐，因为在Jomber没

有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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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婆罗浮屠的长途汽车很破，和国内80年代的公共汽车差不多，一路上上下下，大概得2个小时才

能到达终点。到了终点会有很多很多人三轮车来拉你去婆罗浮屠，其实如果行李不多，完全可以

谢绝，根据路标，选择步行，大概10分钟能走到婆罗浮屠的大门口。顺着大门口的路继续往前，

大概再走5分钟，就能到Manohara Hotel酒店了。当然如果要乘坐三轮车，一般10000盾就足够了。

从婆罗浮屠返回市内，在车站有很多车，可以询问当地的管理员或者乘务员，他会指引你坐上回

日惹市内的汽车，建议坐那种大的汽车，虽然很破，但是比较正规一些，有一些小中巴据说不太

安全。从婆罗浮屠回日惹市内，你就可以在Jomber车站下车了，下车后从这里坐当地市内的公交

车，基本可以到市内任何地方，十分方便。

附近住宿

：由于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一日游览婆罗浮屠，所以很少有人在婆罗浮屠住宿，加上这里离市内

也比较远，所以整个婆罗浮屠，只有Manohara Hotel这家酒店在附近，酒店生意非常好，需要提前

预定，否则经常会满员，团队游客住的也很多。

这家酒店其实就和婆罗浮屠连成一体的，坐在酒店餐厅，就能看到婆罗浮屠，选择这家酒店住宿

，可以享受免费无数次进入婆罗浮屠。并且每天凌晨，酒店还组织登婆罗浮屠看日出的项目（因

为这个时候，婆罗浮屠还未开放），因此吸引着很多游客。

建议提前一个月预定，标准间合人民币380元左右，可能你会觉得比较贵，但可以省去无数次上婆

罗浮屠的门票15美元，在酒店还可以免费观看介绍婆罗浮屠的影片，还能免费现场听日惹音乐，

实际算下来，还是挺值的。

周边餐饮

：车站附近有一些小店，可以买到一些吃的，也有几个小超市，这里地处偏远地带，商业还不是

很发达。也可以在酒店吃，费用算下来和在北京饭馆吃差不多，还是比较方便的。

   

2、普兰班南

日惹以东是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普兰班南，与日惹以西的世界文化遗产婆罗浮屠各占两方。

普兰班南建于公元7世纪（从门票上印的得知如此，但网上所有资料基本上都说建于8－10世纪）

，大约与柬埔寨的吴哥窟属于同一时代，在建筑形式和雕塑题材上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是现今

印度尼西亚境内最大、最美丽的印度教庙宇群，曾遭受多次火山和地震的损伤，现存神庙遗址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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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余座。它在16世纪初被发现，当年被发现时，普兰班南庙群处于一片瓦砾之中，几乎所有的神庙

都坍塌不成形。1918年，政府开始对普兰班南进行复原工程。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整座庙群由3个正方形阶层包围，其中最高一层由9个庙宇组成。这9个庙宇由从北到南依次排列。

北部有毗湿奴庙，中部为最雄伟的湿婆庙，而南部有梵天庙。这3个副庙往东部望，而另外三个庙

宇往西部望。这六座寺庙再由3个小庙包围。在最底层的正方形外包围着几百个大小的庙宇，而这

些庙宇如今变成了瓦砾。特别2006年的大地震，普兰班南损毁得特别严重，直到现在，很多修复

工作依然在继续着，不少建造寺庙的石块被一一标上符号，以便确认以及重新搭建。由于修建或

以防事故发生，普兰班南部分庙宇里面目前还未对游客开放，只能隔着栏杆看看外表。

与婆罗浮屠一样，普兰班南神庙也是以火山岩建造，墙壁上布满精美的浮雕，不过其内容多取材

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它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作最

初的诗。普兰班南神庙中有一座露天剧场，每逢月圆前后的几天，都会上演舞剧《罗摩衍那》。

票价：门票13美元，可以直接收美元。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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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17:00，普兰班南神庙中有一座露天剧场，每逢月圆前后的几天，都要上演舞剧《罗摩衍

那》这个舞剧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芭蕾”。想看此表演的话最好提前买票，也可以让酒店代为

定票，票价从125000RP-200000RP不等，19:30开始，约2个小时。

到达与离开

：市内乘坐1A公交，终点站Prambanan下车。下车后，继续往东步行约500米左右，即到景区入口

。公交车末班21:00，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来参观。

附近住宿

：由于普兰班南离市区不太远，公交也能直接到达，因此一般游客都不会在庙宇附近住宿。

周遍餐饮购物

：普兰班南出口的地方，有很多露天市场，里面有一些工艺品，也能找到一些吃饭的地方，不过

没什么特色，纪念品和工艺品可以留意一下。

   

3、默拉皮火山

默拉皮火山（GunungMerapi）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活火山之一，火山口终年烟雾缭绕，好像随时准

备着下一次的喷发。其喷发惊人地有规律。在1994年11月的一次爆发中，有69人丧生；而在2001

年1月大量涌动的熔岩和上千次的地震，让印尼的火山测量局对该火山的状况提出了警告。它最近

一次喷发大概是2010年11月份，当时喷发伤亡很惨重，连婆罗浮屠都受到影响，景区都被迫关闭

。莫拉比火山的喷发带给日惹无尽的灾难，婆罗浮屠和普兰班南很大程度不是毁于人为的破坏或

岁月的侵蚀，主要是被火山和地震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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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默拉皮火山的侧面是风景宜人的山区度假胜地Kaliurang，这里的空气新鲜，能看到爪哇最活跃的

火山，大约在日惹以北26公里处。默拉皮是印尼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因此在攀登此山前，请一定

要征求意见。从Kaliurang登山本来很受欢迎，但已经被禁止一段时间了，不过你可以在合格导游

的陪同下步行至观景点看一看，可以联系VogelsHostel青年旅舍的主人ChristianAwuy（081-7541257

2）了解一些信息和建议。Vogels组织的团队游（每人50000Rp）凌晨4点出发，可以将你带到最远

的观景点，在那里可以看到火山活动情况，大约在上午9点返回旅馆。在火山较为平静的时候，你

可轻易地从Selo由北面攀登默拉皮。

交通

：日惹的Giwangan车站有直达Kaliurang的客车（6000Rp，1小时）。如果要到Selo，先乘坐开往马

格朗（Magelang）的客车到Blabak（3000Rp），然后再搭小型公共汽车或是公共汽车（3000Rp）前

往。梭罗至马格朗的直达客车也经过Selo。

住宿：

Kaliurang小镇是距离莫拉比火山最近的居民点，镇上的几家旅馆都组织火山游，有的店主人对火

山了如指掌，有的拥有能看到山景的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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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惹行程推荐

日惹的景点比较分散，但是从交通来看，都还在一条线上，建议如下线路参观游览：

D1：上午出发，前往婆罗浮屠，中午到达婆罗浮屠，入住Manohara Hotel酒店；午餐后，稍做休

息，下午登婆罗浮屠，可以在婆罗浮屠上看日落，然后返回酒店，晚上观看酒店的免费介绍婆罗

浮屠的MOVIE，听古乐，参观酒店的一些活动。

D2：凌晨5点出发，参加酒店登婆罗浮屠看日出活动，在婆罗浮屠等待日出，拍照，然后9点左右

返回酒店吃早餐，稍微休整后退房出发，前往车站。乘坐公交回到日惹，中午到达日惹市内，入

住日惹酒店后，午餐，稍做休整后乘坐市内公交前往普兰班南参观，在普兰班南观看日落后，返

回酒店。然后在马里奥波罗（Malioboro）这条大街上晚餐，晚上可以逛街购物。

D3：起床，早餐过后，前往日惹皇宫，参观皇宫出来后，午餐；然后进入水宫参观；后参观附近

的鸟市场。如果还有精力，可以参观几个市内的博物馆，晚上自由活动。

D4：前往Kaliurang小镇，参观默拉皮火山，然后返回日惹，或者继续前往梭罗，泗水等城市旅行

。

旅人提示

：下飞机后可以从机场坐1A路公交直接到婆罗浮屠，然后入住婆罗浮屠酒店；也可以选择在市区

入住，先逛市区，然后去婆罗浮屠。婆罗浮屠是在市区西边，离市内40多公里；普兰班南在市区

东面，大概16公里，这两个地方之间必须经过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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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惹交通

   

1、飞机

国内到印尼的飞机一般都直飞雅加达或者巴厘岛，通过雅加达或者巴厘岛转机十分方便。从巴厘

岛去日惹每天也有几个航班。

日惹机场到市内没有机场大巴，可以坐公交车1A路，运营时间为6:00-21:00，可以到Malioboro下车

，也可以到普兰班南直接Prambanan。

也可以选择TAXI，一般价格从机场到市内的Malioboro大街，价格大概为25000RP，行程约20多分

钟。

在日惹机场一下飞机就能明显感觉到日惹人民的友好，有专门的演奏家在机场大厅演奏日惹古老

的传统音乐，演奏的老者很慈祥，感觉非常友好。

旅人提示：在雅加达转机要注意，印尼的国内机场和国际机场离的还有一段距离，国内机场也分

着1、2、3航站楼，定票时一定要看看是在哪个航站楼，别搞错了。

   

2、火车

从雅加达也可以乘坐火车去日惹，需要花费9个多小时，等级比较好一些的火车在GAMBIR站。可

以在机场乘坐雅加达机场大巴直接到GAMBIR，到机场大巴的终点站就到了这个火车站了。同样

，从日惹回雅加达也一样，下了火车就能坐机场大巴，机场大巴每十五分钟一班，相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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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bir火车站到雅加达国际机场机场大巴时刻表

印尼的火车没有卧铺，过夜的火车也一样，都是那种沙发椅子的座位，商务仓的座位比较宽敞，

一边两个座位，可以调节角度，空调也挺足的。但是总的来说，在火车上坐着过夜，还是十分辛

苦的。

日惹有两个火车站，分别是Tugu车站和Lempuyangan车站，两个车站在一条线上，都相隔不远，

前者主要是一些旅游列车、商务列车停靠；后者主要是一些经济列车，停靠的列车基本都没空调

。想要了解详细的列车时刻和票价，请访问www.infoka.kereta-api.com 。

旅人提示：日惹火车票也是实行实名制，购买时，需要填写一个单子，姓名，地址，日期，车次

，目的地等，填写后交于售票员，售票员就能根据相关信息打印出车票了。

   

3、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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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加达，巴厘岛都有到日惹的长途大巴，虽然费用比飞机票便宜很多，但是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有时间可以考虑乘坐大巴，但是一定要对长时间坐大巴有个心理准备。从雅加达到日惹，

坐大巴约10个小时；巴厘岛首府登巴萨到日惹，大巴一般需要16-18个小时，从首府登巴萨乘车，

票价大概是180000RP左右。另外，从日惹到周边的梭罗，泗水等地，交通都十分方便，都有大巴

和火车。

   

4、市内交通

       日惹的市内公共交通十分方便，采取一票制（3000盾），无论坐多远，只要不出站

，你都可以来回换乘，就象在北京乘坐地铁一样，而且目前公交基本可以到达市内各个地方。

       公共汽车的乘务员态度非常好，不用担心不知道在哪里下，如何转车。上车后告诉

他你要去的目的地，到站时都会提醒你下车的，而且最让人感动的是，在转车的时候，车上的乘

务员会提醒车站的工作人员帮你转车，十分人性化。

TRANSI YOGJA是一种类似轻轨的公交系统，有专用月台式车站，站台高出地面约1米。每个站台

上有一个售票员，似乎有兼提供咨询服务，态度和蔼可亲，绝大多数人英语很好，掌握的信息面

较广。你能从他们那得到很多有用的建议与帮助。

除了公交车，市内最多的就是三轮车，类似泰国的TUKTUK，一般市内也就是10000RP－20000RP

，要学会和他砍价，旅游点一般会多要点。从旅行社和旅馆也能租到自行车（每天12

000Rp）和摩托车（40 000Rp）。

也有TAXI，火车站附近比较多，别的地方不太好找到，一般市内也是20000RP左右，基本不打表

，所以需要提前讲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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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惹美食

日惹美食：

日日惹有丰富可口的菜食，如印尼菜、日惹菜、中菜、西菜和海鲜等，但饭店内的餐厅以西餐为

主。乡土名菜有Ayam Goreng和Gudeg二道菜。Ayam Goreng是日惹特有的烤鸡。Gudeg是一种名叫

"南卡"的水果加上特制的香辣调味料，拌饭食用，味道稍带甜味，属于爪哇式咖哩饭，是当地人

喜爱的早餐。 

Ayam Goreng烤鸡

由于当地是穆斯林聚居地，因此不允许公开饮酒，这些大排挡都不卖酒，为了配合那些美食，如

果需要就只有从超市买了酒回旅馆喝了。

日惹美食区：

1、MALIOBORO大街

在日惹，最吸引人的还是在日惹市中心MALIOBORO这条街上各种各样的饮食，一到下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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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条街的东侧，开满了大排挡，每家生意都十分好，价格也比雅加达，巴厘岛便宜很多。由于当

地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因此进入这些大排挡吃饭，都需要脱鞋，光脚席地而坐，各国人民坐在一

起吃饭，不同种族肤，不同肤色人一起吃饭，那个场面十分壮观。

2、SOSROWIJAYAN地区

该地区以大量的廉价餐馆而闻名。最便宜的是Tugu火车站附近的小吃摊。以下大多数餐馆到晚上

都兼为酒吧。

Jl Sosrowijayan大街还有一些很不错的选择。

Bintang Café（374566；Jl Sosrowijayan 54；主菜 15 000Rp；早餐、午餐和晚餐）是整条街上最繁忙

的地方，到晚上9点，几乎每桌都摆着1瓶或5瓶Bintang啤酒。主要为背包客准备的菜肴极普通，但

关键的是气氛，每夜的现场音乐都吸引大批人群（9pm～11pm）。

Atap Café & Resto（561922；www.atap.8m.com; Jl Sosrowijayan GT 1/113；菜肴15 000Rp；晚餐）这

家摇摇欲坠的餐馆明显带有环保色彩，层压式图片菜单上印着所提供的素食。稍显政治不够敏感

的是一种名叫Osama bin Coffee的咖啡（Osama

bin即“乌萨马�本”，是拉登的名字），里面还带有一点白兰地，本�拉登先生（Osama bin

Laden）恐怕不会喜欢的。

Omar Dhuwur Restautant & Bar（?374952；Jl Mondorakan 252；主菜 50

000Rp；午餐和晚餐）在前往Kota Gede的路上2公里以外，Omar

Dhuwur是日惹最好，也是最有气氛的豪华餐馆。有各种东西方经典菜肴和极具艺术风格的环境。

Bladok Restaurant（560452；Jl Sosrowijayan 76；主菜25 000Rp；早餐、午餐和晚餐）这个用深色原

木制成的阿尔卑斯风格餐馆看上去很卫生。食物以西餐为主，从肥嫩的炸肉排（schnitzel）到丰盛

的油炸食品都有。

RM Surya Masakan Padang（749 2039；Jl Pasar Kembang 55；主菜10 000Rp；24小时）就在Jl Sosrowija

yan大街的转角附近，在一种非常传统（网帘和瓷砖地板）的环境里提供正宗的巴东菜肴。不管怎

样，这里是当地人的最爱。

Gang I和II上还有许多不错的餐馆。

                                               43 / 53

http://www.atap.8m.com


�������

日惹：爪哇传奇

一家兼有酒店的旅馆

Bedhot（512452；Gang II；主菜15

000Rp；早餐、午餐和晚餐）背包客们喜欢在这个令人炫目的环境里用餐。

New Superman’s（新超人；513472；Gang I；主菜20 000Rp；早餐、午餐和晚餐）这家以超人（Su

perman）为标志的值得信赖的餐馆可提供各种便宜的东西方菜肴。

3、PRAWIROTAMAN地区

Via Via（386557；www.viaviacafe.com；Jl Prawirotaman I 30；主菜25 000Rp；早餐、午餐和晚餐）是

一家装修别致，以旅行者风格见常的咖啡馆，比一般的咖啡馆高那么一个档次：入时的摆设、指

示全世界各大城市时间的时钟、吧台上提供的比利时啤酒以及菜单上应有尽有的西餐。这里还有4

小时的烹饪课程（50 000Rp）。

Ministry of coffee（747 3828；Jl Prawirotaman I 15A；主菜25 000Rp；早餐、午餐和晚餐）在这家现代

化的咖啡馆里，可以品尝咖啡和甜点，并发挥一下你对哲学的热情（这里的楼上有一个图书馆，

假如你的背包里恰巧没有皱巴巴的尼采哲学著作）。

Laba Laba Café（374921；Jl Prawirotaman I 2；主菜15 000Rp；午餐和晚餐）Laba Laba是“蜘蛛”的

意思——这家以竹子搭建的酒吧兼餐馆稍微有些乱糟糟的，但很实在，提供十分便宜的烤肉；当

Bintang啤酒开始流动起来时，这里到处是微醉而嘈杂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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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惹住宿

在日惹市内，住宿比起雅加达和巴厘岛，还是相当值的，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从火车站向南延伸

，一直到南端的Jl A Yani大街。整体有两个住宿集中区，一个是是位于市中心的Sosrowijayan地区

，大多数经济型住宿地都在附近；另一个就是kraton以南2公里处Prawirotaman的中档旅馆区。大

部分旅馆都可以提供一份简单的早餐。

Sosrowijayan地区

在铁路以南，Jl Pasar Kembang大街和Jl Sosrowijayan大街之间的狭长街巷是Gang Sosrowijayan I和II，

这里集中了许多廉价的旅馆和餐馆。在另一条gang（巷子）里还有很多不错的旅馆和餐馆。

这里的旅馆服务标准波动很大，好的地方可能变差，而很棒的旅馆也可能突然冒出。

Losmen Setia Kawan

地址：Gang II 58

电话：0274-512452

邮箱：bedhot@hotmail.com

价格：单/双 35 000/50 000Rp

旅人提示：在最近的一次重新装修后，这里看起来就像新娘的花束一样新鲜，这是日惹目前廉价

旅馆的首选。这家旅馆坐落在一个老式的殖民时期建筑里，多彩的装饰、宽敞的公共空间以及整

洁的客房，物超所值。

Bladok Losmen & Restaurant 

                                               45 / 53

mailto:bedhot@hotmail.com


�������

日惹：爪哇传奇

地址：Jl Sosrowijayan 76

电话：0274-560452

邮箱：bladok@yogya.wasantara.net.id

价格：双 60 000Rp起

旅人提示：这里有点贵，不过Bladok却在该地区高居最佳旅馆的榜首，更为豪华并提供各种配套

设施，还有一点欧洲风格，让游客感受到家的气氛。即使是最廉价的风扇房也非常舒适温馨。

Dewi Homestay

电话：0274-516014

邮箱：dewihomestay@hotmail.com

价格：单/双 45 000/50 000Rp

旅人提示：就像人猿泰山（Tarzan，同名电影人物——译注）的丛林避难所，这个很有艺术气息

的旅馆有着茂密的花园、众多木雕以及波希米亚风格的装饰。但与泰山不同的是，你可以享用一

张四柱卧床。这里离Jl Sosrowijayan大街不远。

Monica Hotel

电话：0274-580598

价格：双 40 000Rp起

旅人提示：在Gang II西段的小巷内，新涂的桂红色外漆看上去很不错。服务员们也穿着与之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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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制服，一缕缕阳光洒落在露天的院子里，这里可以找到各个档次的客房，从最基本的双人间

到稍豪华的空调房（80 000Rp）都有。

Nuri Losmen

电话：0274-513429

价格：单/双 30 000/35 000Rp

旅人提示：就在Gang I附近，整个建筑漆成了清新的白色，客床稍稍下陷，老板常常以古怪的韵

文方式说话。这里的灯泡不够，而且卫生间也需要好好擦洗一番。

105 Homestay

电话：0274-582896

价格：单/双 35 000/40 000Rp

旅人提示：这里的客房干净无比，虽然小得让人感觉像睡在卫生间里一样。就在Losmen

Lucy隔壁。

这个地区还有大量只有基本设施，没有装饰的旅馆——但在入住前一定要仔细查看一番。

Bagus Hotel（0274-515087；Gang II；带公共卫生间 单/双 24 000/25 000Rp）房间小，价格低。

Losmen Anda（0274-512452；Gang II；单/双 25 000/30 000Rp）十分便宜，十分简朴。

JL PRAWIROTAMAN地区

这一带是日惹中档旅馆的集中地，但近年来这里的价格狂降——有时标准也是。这里可以淘到很

多便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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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el 1001 Malam

Mercury水银旅馆

地址：Jl Prawirotaman II 595

电话：0274-370846

价格：单/双 50 000/75 000Rp

旅人提示：这是离kraton最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了，在这个古老而略带宫殿风格的建筑里，有一个

很不错的露天咖啡馆，摆放着许多像模像样的古董。虽然客房并不像贵族的卧室那么豪华，但却

总是很干净。

Delta Homestay三角洲家庭旅馆

电话：0274-372064

地址：Jl Prawirotaman II 597A

价格：带公共/独立卫生间 双 45 000/70 000Rp起

旅人点评：从Mercury再往下走几家就到了，这里看上去更像当代建筑，清澈的泳池周围是几间舒

适而有村舍风格的平房。最贵的客房带有空调（90 000Rp）。

Metro Guest House地铁旅馆

电话：0274-372364

邮箱：caféyg2@idola.net

地址：Jl Prawirotaman II 71

价格：带公共/独立卫生间，双50 000/75 000Rp起

旅人点评：这家旅馆在路两侧都有店面，是另一处受欢迎的住宿地，有餐馆、网吧以及从接待处

后面冒出来的缕缕kretek（丁香香烟）。客房有一点邋遢，但却可以提供到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的

免费交通。

其他值得推荐的地方还有：

Hotel Duta（0274-372064；www.dutagardenhotel.com；Jl Prawirotaman 1 26；带公共/独立卫生间 双

50 000/85 000Rp起）装修别致，还有许多鱼塘。

Hotel Sartika（0274-372669；Jl Prawirotaman I 44A；单/双 40 000/50 000Rp）很不错的候选旅馆。

Tulips Hotel（0274-450137；www.yogyes.com；Jl Tirtodipuran 42；双95

000Rp起）由荷兰人经营的中档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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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惹购物

日惹可是购买工艺品和古董的好地方。Jl Malioboro大街是一条很棒、很长的热闹集市，到处是纪

念品商店和小摊，兜售廉价的棉布服装、皮制品、蜡染品、topeng面具和哇扬戏木偶。

其中有名且值得买的有：

印尼花布（巴迪布）

精致华丽的图案，表现印尼的特色。这是12世纪时从印尼皇家传出来的技术，通过将布蜡染，把

动物、人像排成几何形，色彩则是传统的蓝色和茶褐色。 

日惹的金银制品

全城各处都可以看到卖银制品的商店，不过最好去银村Kota

Gede看看。这里上好的银丝装饰工艺可是日惹一绝。可以乘公共汽车2A路，直接在kota

gede站下。当然也可以叫人力三轮车前往，20000RP即可。

蜡染制品(BATIK)

在集市上买蜡染制品，特别是在Pasar

Beringharjo，比在商店里买便宜多了，但在质量上一定要多做对比，而且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日惹的皮制品

这里的皮制品是物超所值的，不过在购买前一定要检查质量。Jl

                                               49 / 53



�������

日惹：爪哇传奇
Malioboro大街上的商店和货摊都很不错，可以去那里挑一挑。

旅人提示：在日惹，那么热的天，当地人骑摩托车穿皮夹克（据说是为了防晒黑，不知道他们是

怎么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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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日惹的扒手很多，很多集中在去往布兰班南和婆罗浮屠的公共汽车上。

2、四处游走的蜡染和工艺品小贩常常自愿充当你的导游或临时朋友，特别是在Taman

Sari四周，如果不喜欢就坚决的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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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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