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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 巴厘岛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如何使用穷游锦囊
它不是砖头式的指南书，却是
这颗星球上更新最快的旅行攻
略；它不会面面俱到地介绍每
个景点，但是住在当地、上路
多年的穷游儿们会给你最必不
可少的忠告，这有时也许能救
命；我们亲手绘制的地图，包
括了最重要的景点、地标和街
道，让你踏上陌生城市的街
头，不至于感到迷失。你可以
把它打印，放在背包中最容易
找到的位置；也可以把它放在
手机、笔记本、iPad，分享给
路上的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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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经验
★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
比起待在家里，你在路上会带更多东西。所以，当你在街头的餐厅
或咖啡馆，离开时你很有可能会忘记外套或者笔记本。

★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除了贴身保存的卡和钱包，至少要
把一张卡藏在别的地方，如果在路上你丢了卡可没那么容易补办。
网吧里慎用信用卡，有些网吧可能安装了能记录键盘输入的软件。

★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上几份，
和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好所有的重要文件放在自己的
邮箱里。即使行李全部丢了，只要能上网，就能找到需要的文件。

★ 出发之前买好保险。如果你在海外生病或者受伤，即使是一点小
伤，也可能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所以保险还是划算的，而且有时是
办签证的必要条件。

★ 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虽然
这属于常识，但是总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语言帮助
印尼话为印尼及巴厘岛的官方语
言，巴厘岛拥有自己的巴厘话及
文字，不过当地人基本上都能用
英语与人沟通。
常用语句： 
Kenken kabare - 你好
Matur suksma - 谢谢
Tiang sing ngerti - 我不懂
Ji kude niki? - 多少钱?

常见名词：
Pura - 寺庙
Brahmā - 梵天
Vishnu - 毗湿奴
Shiva - 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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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巴厘岛的居民非常友好，但还是要了解下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要引
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要用左手握手，不要用弯曲手指的方式请别人
过来，巴厘岛人认为头部是神圣的，千万不要摸别人的头部，哪怕
对方是小孩子。

★ 巴厘岛的餐厅名字很多都叫Wayan，Warung，Warisan之类
的，最好记住全名，地址和电话，免得搞错，司机也不是每个餐厅
都知道在哪里的，给他地址和电话方便尽快找到地方。

★ 在祭祀庆典中拍照，不要站在跪拜祈祷的人群前，也不要用闪光
灯拍摄祭司。拍摄当地人最好先得到许可，一方面表示尊重，再则
也避免事后索取费用的争议。

★ 巴厘岛地处热带，紫外线很强且蚊蝇甚多，请备妥帽子、太阳眼
镜、高倍数防晒乳液、防蚊液、蚊虫咬药膏等。

★ 出入印度尼西亚海关时被勒索很普遍，巴厘岛虽然此类现象较
少，但还是会遇到，只要你坚决不给钱，坚定自己的立场，海关是
拿你没有办法的，最终还是会盖章让你走人。

★ 巴厘岛采取落地签，统一为25美金30天停留，离开巴厘岛时还
需在机场海关缴纳150,000卢比或者20美金的出境税，所以在最后
离开巴厘岛时要留好卢比，不要都花完。

★ 大部分酒店和餐厅都会在账单上加上10%-15%不等的服务费，
除此类已标明收取服务费的酒店和餐厅外，接受其他服务一般都是
要付小费的。消费按对方所付出的劳动量支付，如服务生可以给
5,000卢比或1美金左右。建议随身携带1,000或5,000卢比或1美
元的纸币，随时准备付小费，还有付小费时千万不要用硬币。

★ 不同的旅行代理在不同的景点、SPA或活动能拿到的最低优惠是
不同的，所以在选择代理时多选几家，选择最优惠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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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 巴厘岛南部
 ★ 库塔 Kuta 见地图A标识 
库塔位于岛南端是巴厘岛最热闹的沙滩，以冲浪和夜生活闻名。这
里的海滩平坦，海浪较大，是玩冲浪和滑板的乐园，沙滩到处都是
冲浪板出租和冲浪教练。
到达：从机场打的至库塔海滩费用约为10美金

★ 海神庙 Tanah Lot 见地图A标识 
海神庙建在一个巨大的岩石之上，它是巴厘岛著名的寺庙之一，巴
厘岛人祭奠海神的地方。每到傍晚，日落同寺庙交相辉映，实为壮
观，神庙右侧有一突起岩石是拍摄日落和海神庙的绝佳地点。
门票：30,000卢比/人

★ 金巴兰海滩 Jinbaran 见地图A标识 
金巴兰沙滩位于巴厘岛国际机场旁，以壮观的日落闻名，曾被评为
全球最美的十大日落之一。傍晚，沙滩上摆满各种海鲜排挡，游客
可以边吃海鲜边看日落胜景。
到达：从库塔打的至金巴兰来回费用约为80,000卢比

★ 乌鲁瓦图 Uluwatu 见地图A标识 
乌鲁瓦图是位于巴厘岛最南端的一处断崖，又名“情人崖”，由一
个悲凉的爱情故事而得名。崖上的乌鲁瓦图寺是观看断崖的绝佳位
置。崖下面的海域由于海浪巨大，是世界各地冲浪高手钟爱的冲浪
点。每晚6点，在寺庙所进行的传统舞蹈表演，也是乌鲁瓦图的看点
之一。 寺庙中有很多猴子会抢游客的帽子、眼镜和手中的食物等，
请格外小心！
门票：20,000卢比/人
开放时间：8:00-19:00

★ 萨努尔 Sanur 见地图A标识 
萨努尔是巴厘岛最早被开放的成熟的高档度假区，宁静的海滩和美
丽的日出是这里的卖点，当然消费水平也就要比库塔稍高。萨努尔
深受欧洲中老年家庭的青睐。
到达：从机场打的至萨努尔费用约为60,000卢比；Perama班车从
库塔至萨努尔为25,000卢比/人(每日四班)

★ 奴沙杜瓦 Nusa Dua 见地图A标识 
奴沙杜瓦是真正的富人度假区，喜来登、希尔顿等豪华酒店就坐落
于此，并且这些大型酒店都拥有私人沙滩，能让游客不受外界的打
扰，享受阳光和沙滩。周围有多家大型商场，免税店等，购物和度
假在这里都可被兼顾。
到达： 从机场打的至奴沙杜瓦费用约为100,000卢比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巴厘岛面积约5630多平方公里，印度尼西亚其中一省，省会登巴萨

(Denpasar) 见地图A标识 。热门的旅行区域包括南部海滩区
域，如库塔、萨努尔和奴沙杜瓦， 乌布及其周边地区和巴厘岛的中
部山区。

景点 - 乌布及其周边
★ 乌布 Ubud 见地图A标识 , 地图B
乌布位于巴厘岛的中南部，是一个远离海滩的中心小镇，是巴厘岛
文化和艺术中心，蜚声世界的艺术村，乌布镇四周被稻田包围，安
静的田园风光和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使这里形成了巴厘岛独有的海
岛风景。遍布街道的艺术品商店和博物馆通过绘画、雕刻、音乐、
舞蹈、摄影甚至建筑等多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巴厘岛数百年的文化和
艺术底蕴。乌布也是西方人在巴厘岛定居的主要聚集点。电影《eat 
pray love》巴厘岛部分片段就在此取景。
地址： Jl Raya Ubud
到达：从机场打的至乌布费用约为110,000卢比，Perama班车从
库塔至乌布为50,000卢比/人(每日四班)

★ 乌布皇宫 Ubud Palace 见地图B标识  
皇宫位于乌布的繁华地带(Jl. Monkey Forest和Jl. Raya Ubud交叉
口)。16世纪时乌布王朝聘请著名艺术家规划设计而成，华丽的巴厘
岛特有建筑风格值得一游，还可以感受巴厘岛王室当时生活。每晚
在皇宫的院内会有传统舞蹈表演，夜游乌布的一个好去处。
门票：参观皇宫免费；传统舞蹈表演80,000卢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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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画宫博物馆 Puri Lukisan Museum 见地图B标识 
        画宫是乌布最古老的艺术博物馆，展出当代和传统的巴厘绘画
和木雕。这里收集了从战前(1930至1945年)到战后(1945-目前)巴
厘岛最好的传统绘画和木雕作品，是一个了解巴厘文化和巴厘绘画
艺术的好去处。
地址：Jl Raya Ubud
门票：40,000卢比/人
开放时间：9:00-17:00
www.pml-ubud.com

★ ARMA博物馆 Agung Ria Museum of Art 见地图B标识 
ARMA是一个多元性艺术博物馆，是视觉和表演艺术中心，游客不
仅可以欣赏到巴厘传统画作，还有机会观看一些临时性的画展、戏
剧和舞蹈表演等。是一个庭院式的博物馆。
地址：Jl Raya Pengosekan Ubud
门票：40,000卢比/人
开放时间：9:00-18:00
www.armamuseum.com

★ 圣猴森林公园 Monkey Forest 见地图B标识 
圣猴森林公园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园内林木葱郁茂盛，林中生活着
巴厘岛特有巴厘猕猴，被视为圣猴。这些猴子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
活，还有专人喂食。园内还种植着大概115种不同种类的植物，是
乌布地区的热门景点之一。
地点：Jl Monkey Forest
门票：20,000卢比/人
开放时间：8:00-18:00

★ Tips： 小心猴子
园中的猴子会抢游客的帽子、眼镜等玩咬或换取游客手中的食物，
请格外小心！

★ 象窟 Goa Gajah
象窟是巴厘岛唯一的石窟寺院遗址，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昔日佛
教高僧修行之地。入口处是一个雕刻的恶魔的嘴，里面是一些象头
神的塑像。
地址：Jl Goa Gajah
门票：15,000卢比/人(包括纱笼租用)
开放时间： 8:00-18:00

★ 德格拉朗梯田 Tegallalang 见地图A标识 
德格拉朗梯田位于乌布以北，椰林和梯田交相呼应，使德格拉朗梯
田与世界上无数的梯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使得巴厘拥有了别于其
他海岛所独有的田园风光。沿途贩卖巴厘手工艺品的小店延绵数公
里，价格也是相当的公道，是购买手信和纪念品的好地方。

景点 - 巴厘岛其他地区
★ 圣泉寺 Tirta Empul 见地图A标识 
圣泉寺依地下泉眼而建故而得名。泉水不断涌出，通过十几个不同
的出水口流入池中，每个出水口都代表一种神明，将头埋入流出的
水中洗礼即表示得到庇护和去除疾病。洗礼完后还可在寺中祭司的
带领下敬拜神明。门票：15,000卢比/人

★ 京打马尼 Kintamani 见地图A标识 
京打马尼位于巴厘中部北边山区，是以海拔1717米的巴都鲁山为中
心的高原地区。因为海拔较高气温凉爽很适宜疗养。高处设有眺望
台，可以看到巴都鲁山与亚邦山之间的巴都鲁湖，湖水清澈平静，
风景引人入胜。

到达：Perama班车从库塔至京打马尼150,000卢比/人(每日10:00
出发)；从乌布至京打马尼100,000卢比/人(每日11:00出发)
门票：10,000卢比/人

★ Tips： 京打马尼注意事项
如果包车司机带你去京打马尼入口处的餐厅观看火山的风景，你可
以拒绝，因为进入餐厅后你一定要消费才可以，并且还设有70,000
卢比的最低消费，而再往里一点就会有一个免费的观景平台。

★ 罗威纳海滩 Lovina
罗威纳海滩位于巴厘岛的北部。细长的黑色火山岩海岸独具特色，
观看海豚和浮潜是来到这里两大重要水上活动，除了7、8月的旺季
以外，平时罗威纳游客较少，是一个安静、悠闲的度假地。

到达：Perama班车从乌布至罗威纳为125,000卢比/人(每日11:30
出发)；
观鲸费用：50,000卢比/人

★ 布撒基寺 Pura Besakih
布撒基寺始建于11世纪初，是巴厘岛最古老、面积最大的印度教寺
庙群，也是巴厘印度教寺庙的总部，有“千庙之母”的美称。全寺
由30多座庙宇联合组成，规模宏大。寺庙时常会举行祭祀仪式，如
果能够遇见，那一定不虚此行。

门票：1,100卢比/人
开放时间：7:00-18:00

★ Tips： 布撒基寺注意事项
寺庙的内部是不允许游客进入的，常有当地人索要高额费用带游客
进入，建议果断回绝或者不作回应。

★ 图兰奔 Tulamben
图兰奔是巴厘岛东北的一个海边小镇，誉为全世界最美的50个潜水
胜地之一，是专业潜水者的乐园。海底还有一艘二战时期的沉船残
骸，对于潜水者来说更是一个探索的诱惑。

到达： Perama班车从乌布至图兰奔为175,000卢比/人(每日两班)

★ Tips：巴厘岛参观寺庙注意事项
巴厘岛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国家且非常虔诚，所以进入寺庙时都会
穿上纱笼以视对神明的尊敬，当然游客也不例外必须穿着纱笼，很
多寺庙外都有免费或收费的纱笼租用，不过倒是可以在市场上买一
件纱笼，既能免去租用的费用，又能带回家所谓纪念品收藏，一举
两得。

http://www.pml-ubud.com
http://www.pml-ubud.com
http://www.armamuseum.com/
http://www.arma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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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巴厘岛最佳的旅行时间为每年的4月至10月，因受澳洲大陆性气流
影响，降雨量少，为气候燥热之干季；11月至来年3月受亚洲及太
平洋气流影响，午后多有季节性阵雨，降雨量丰沛，为温湿之雨
季，所以不大适合旅行。

每年1月间：加隆安(Galungan)
加隆安是一个十天的庆典，为庆祝暴君Mayadenawa的死亡，每家
每户会在门口摆放各种祭品和迎神驱邪的物品，加隆安的最后一天
称为“Kuningan”，是十天庆典中最隆重的日子。

每年3-4月间 ：涅琵(Nyepi)
涅琵即印度教新年，又称安静日。在涅琵前一天，人们会举行大型
的祭祀活动，上街狂欢、跳舞等非常热闹。涅琵当天清晨6点到次日
早晨，所有人必须待在家里，包括游客在内被要求待在酒店不能出
门，街上还有会人专人巡视，机场也会关闭一天，这一天岛内十分
安静，节日的目的是为了人们反思自己的内心。

6月15日-7月14日：巴厘岛艺术节 
巴厘岛艺术节为期一个月，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家、戏剧家、
音乐家、画家齐聚登巴萨的艺术中心，向游客们展示各自的作品。 

8月13日：巴厘岛祭祖节
巴厘岛祭祖节又称“加化根”节，一年一度的祭祀祖先的节日，也
是一年中最大节日。这一天从清早到夜晚，巴厘岛各大庙宇内将香
火不断。

8月17日：独立纪念日
印度尼西亚全国性的节日，是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殖民者统治宣布
独立的日子。

每年9月底至10月初：库塔狂欢节(kuta Karnival)
巴厘岛最热闹的节日，包括游行、艺术大赛、文化展示、海滩运动
锦标赛、放风筝竞赛等，整个库塔一片狂欢热闹的景象。

     实用信息
★ 游客服务中心 见地图B标识 
乌布旅行服务中心位于乌布皇宫斜对面，紧邻乌布市场。在这里你
可以拿到旅行指南和乌布舞蹈和传统表演的时间表，在这里也可以
直接购买皇宫每晚的演出门票。
地址：Jalan Jembawan, Ubud
www.balitourismboard.org

★ 地图
在机场大厅可以拿到免费的地图，书店或者一些旅行代理店里能买
到巴厘岛的地图。 

★ 电话
购买当地的SIM卡拨打电话既方便又便宜，在库塔海滩等地区还能
直接使用3G网络直接上网，当地的SIM卡种类很多，比如IM3、
SimPati、Mentari、ProXL等，SimPati是当地最大的电信公司，
信号最好。路边有很多专门出售各种SIM卡的商店，价格基本一
样，比如SimPati的卡就只需15,000卢比，并内含10,000卢比的话
费，拨打当地手机大概是1,200卢比/分钟，拨打固定电话要贵些，
接听电话免费，余额不足时直接去商店充值就可以了。

★ 网络
巴厘岛上大多数酒店、Guesthouse、餐厅及咖啡馆都有WIFI或网
络接口，也有酒店大厅提供几台公用电脑供住客上网。街边会有比
较多的网吧，尤其在乌布和库塔，价格也不贵，就是网速较慢。

★ 货币帮助 见地图B,C标识 
巴厘岛的货币为印度尼西亚盾(Rp，简称卢比）兑换汇率大致为1人
民币=1,300-1,350卢比之间，1美元=8,500卢比-8,900卢比间。
当地可以使用美金和印度尼西亚盾，就汇率而言，当地人更乐意你
支付美金。汇率在机场是最低的，所以刚到时可以少换一点，找到
汇率较高的兑换点时再兑换即可，库塔和乌布的汇率相对较高，单
张100美金的汇率又比单张50美金高。在巴厘岛兑换货币的点很
多，所以无需担心。

巴厘岛绝大多数商店和餐厅支持VISA和Master Card刷卡消费，所
以不需要带大量的现金在身上，路边也有很多的ATM机都支持信用
卡取现。

★ Tips：货币兑换
兑换货币时不要挑小巷里的并且汇率特别高的兑换店，兑换时不要
跟边上的人对话，当面数清货币，一般兑换点都会开具兑换收据，
要收好。

★ 邮局 见地图B,C标识 
乌布的邮局地址是：Jl Jembawan，营业时间：8:00-18:00，库塔
的邮局地址是：Jl Raya Kuta，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
7:00-14:00，周五7:00-11:00，周六7:00-13:00。明信片从巴厘
岛寄到国内的邮资为7,000卢比。
www.posindonesia.co.id

城际交通
★ 机场 见地图A标识 
✈ 巴厘岛国际机场(DPS，Ngurah R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又称登巴萨国际机场，位于巴厘岛南部，登巴萨以南13公里处。巴
厘岛机场是印尼的第三繁忙的国际机场。
出机场右转可以看到机场出租汽车售票处，根据到达的地区不同收
费(库塔：50，000卢比；萨努尔：95，000卢比；努沙杜瓦：
95，000卢比；乌布：195，000卢比)，缴费后出具单子，然后由
出租车(黑色车身)司机载你去酒店。

★ Tips：机场交通
因为机场出租车是被垄断的，其他公司出租车不得进入载客，所以
价格较贵，其实出机场的路边就会有停着载客的出租车，价格要公
道很多。如果预定了高档酒店，会提供免费接送机的服务，库塔等
附近地区的酒店，有些还提供住3晚免费接送机的服务。所有的出租
车、包车、Perama班车都可以送机，如果从库塔去机场的最好提前
出发，因为库塔非常容易堵车。

http://www.balitourismboard.org
http://www.balitourismboard.org
http://www.posindonesia.co.id/
http://www.posindonesia.co.id/


P 6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岛内交通
★ 旅游巴士 见地图B,C标识 
Perama是巴厘岛最大的旅游巴士公司，办事处和代理商遍布整个巴
厘岛，每天会有至少一班固定的班车往返与各旅行景点包括库塔、
乌布、萨努尔、奴沙杜瓦、罗威纳、京打马尼等地。价格比较公
道，具体班次及价格可查询Perama公司官网。
www.peramatour.com

★ 出租车
巴厘岛的出租车分5种，分别是浅蓝灰色的Bali Taxi、绿色的
Panwirthi Taxi、橘色的Praja Taxi、白色的Ngurah Rai Taxi和黑
色的机场出租车。其中Bali Taxi口碑最佳，在挡风玻璃上标
有“BlueBird Group”和蓝色鸟的标记所以也称蓝鸟出租车，司机
有礼貌、基本跳表计费，起步5,000卢比/1km，之后2,500卢比/
km。其次是绿色或橘色车，而如果是白色车子，通常是不跳表的，
因此乘白色车之前要先谈好价钱。

Bali Taxi 叫车电话：701111；
Praja Taxi 叫车电话： 289090；

★ 包车
包车是游巴厘岛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包车基本上有两种形式，第1种
是找代理，在国内通过邮件先联系好当地的司机，确定全部用车行
程和价格，如果包车3天以上可以跟司机谈提供免费机场接送；第2
种是到当地找司机，在乌布和库塔街头到处都是拉客的司机，可以
分单程和包整天，包整天一般是一天8小时30-40美金左右；

★ Tips：包车
在确定包车费用的时候要确认是不是包括油费、过路费、司机餐
费、停车费等，一般这些都是包括在整体价格上的，不过小费还是
需要的，一般是一天1美金或者10,000卢比；

★ 小巴
固定线路的小巴在巴厘岛称为“Bemo”，是当地人常用的交通工
具。车窗上贴着线路，沿线设有站牌，也可以招手停。方便而且价
格便宜，不过经常都比较拥挤而且没有空调。城镇之间也设有小
巴，有固定的站点和路线，按人收费。

★ 租汽车
租汽车出行相对来说自由度较高，租车费用在20-30美金一天，但
是在巴厘岛开车很考验驾驶技术，首先印尼为左行国家，汽车驾驶
座在右侧，再者巴厘岛山区比较多坡，基本都是两车道，又窄，没
有路肩，像乌布的街道又比较拥挤，摩托车常快速通过，所以要格
外小心驾驶。
库塔很多地方都有租车，方便的很，不需要国际驾照。中国驾照没
有问题，但是你要确认你的驾驶技术没问题。

★ Tips：租汽车
租车时一定要检查好车况，最好要找保全险的车辆，省得发生事端
时难以善后。

★ 租摩托车
摩托车灵活机动方便，在巴厘岛的小巷中穿梭不为一个好选择，但
是相对来说，摩托车的风险也更高一些，在巴厘岛一般摩托的骑行
速度都较快，尤其是在山区或者偏僻的路上，所以小心骑行很重
要。在乌布和库塔租用摩托的店很多，可以按天租，大约
40,000-50,000卢比，并附安全帽。一般不需要执照，也不需要押
证件。

★ Tips：租摩托车
租摩托车的时要注意问明时间是8小时还是24小时，检查车况车
灯、方向灯、车身刮痕、车上有无放行照、油表度数等，并试骑 看
煞车，车头有无问题，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问是否有保险了。

★ 租自行车
骑自行车是在城镇里闲逛或短途出行的最佳的选择。可以穿梭于一
些车辆所无法到达的村间小巷，探索那些远离热门景点的地区，感
受真正巴厘岛最传统的生活。还可以加入当地自行车旅行团，由领
队带着融入自然，发现一个全新的巴厘岛。自行车的租金大约在每
天12,000卢比-18,000卢比。

★ Tips：租自行车
租车时请一定检查好车况，并跟店主索要车锁，并一定保管好钥匙
和锁好车，以免被店主敲诈，因为类似弄掉钥匙和车被敲诈的事是
常会发生的，格外小心。

活动
★ 漂流
在巴厘岛，漂流是相当热门的活动，巴厘岛的漂流公司很多，服务
和价格也是参差不齐，像其中最好的漂流公司SOBEK，它的价格在
32美元左右，其他公司在25美元左右，基本上都是包中饭和接送
的，在选择漂流公司时一定要看是否有保险和专门水上教练陪同，
这点很重要。巴厘岛有4条漂流的路线，其中最出名的应属阿勇河
(Ayoung River）位于乌布以西，全长11公里，22处急流点，两岸
是风景绝佳的原始森林。
SOBEK的网站是： www.balisobek.com

★ Tips：漂流
漂流时东西不要带太多.记得带换洗衣物，因为全身会湿；电子设备
和钱包放入防水袋中随身携带。

★ 水上活动 
位于奴沙杜瓦一角的Pantai Tanjung Benoa海滩，俗称南湾，是
巴厘岛水上活动的主要区域。在这里可以参加拖曳伞、水上摩托
车、香蕉船、舢舨、帆船等活动，还可以乘船出海浮潜，观赏海
景。水上项目的价格可以侃价，并且会比旅行团和代理所给出的价
格还要低一些，在这里基本上你能找到所有水上项目，让你一次玩
个尽兴。当然在巴厘岛的其他海滩同样提供各项水上活动项目，价
格也会差不多。

★ 看海豚 
罗威纳的海豚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清晨阳光初上，海豚不断的跃出
水面，画面美不胜收。早晨6点钟坐着蜘蛛船出海，除船夫外，每船
坐4人，每人50,000卢比。看完海豚后，还可以到附近的海域浮
潜，探究海底的神秘和美丽(外加50,000卢比左右)。

http://www.peramatour.com/
http://www.peramatour.com/
http://www.balisobek.com
http://www.balisobek.com


P 7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餐饮
巴厘岛常年有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因此在岛上各国风味的
食物可谓是应有尽有，而且味道正宗。当然，来到巴厘岛一定要品
尝下当地特色美食，这里的菜色口味稍重，烹饪时会加入很多的香
料入味，独具巴厘风味。海岛地区，海鲜肯定也是要吃个够的，在
金巴兰或是库塔等海滩都能吃到当天渔民出海捕回的新鲜海鲜，直
接烧烤而成，不用多加料理就已经非常美味。

★ 当地特色

Bebek Bengil 见地图B标识 
脏鸭餐(Dirty duck)应该算是巴厘岛最有名的特色菜了，鸭子烤成棕
色，酥脆的鸭肉用手即可撕下，放进嘴里没有油腻的感觉，更难得
的是，丝毫没有鸭腥味。基本上只会选4、5个月大的鸭子，以确保
肉质紧嫩，烤制之前，用由多种本地香料特制的“秘汁”腌45分
钟，所以味道独特又美味。餐厅位于乌布，餐厅的连廊下就是整片
的稻田，环境十分优美。
双人份的熏鸭套餐加税后的价格是202,000卢比，包括半只鸭子、
一份印尼沙嗲(鸡肉烧烤)、一份青豆、虾片小食、2杯果汁和一桶米
饭。
地址：Jl Hanoman, Padang Tegal, Ubud
电话： 975-489
营业时间：11:00-22:00

Warung Ibu Oka 见地图B标识 
餐厅位于乌布皇宫的对面，人气菜是印尼传统饮食烤猪饭。烤猪饭
是在竹篮盛上一份米饭，上面盖上几片烤乳猪的脆皮和肉，但味道
很好。就是餐厅的环境不佳，需要脱鞋进入。
烤猪套餐价格是30,000卢比，包括烤猪饭和一份饮料。
地址：Jl Suweta
营业时间：11:00-15:00

Nomad 见地图B标识  
Nomad就是一家受到外国人和当地人绝对好评的餐厅。这家餐厅的
特色在于老板将印尼特色和西式风味做了很好的融合，别有风味。
到乌布，这家餐厅不容错过的。
地址： Jl. Raya Ubud
营业时间：9:00-24:00
nomad-bali.com

Made's Warung II 见地图C标识 
餐厅位置在库塔区中心，是一家在库塔最老和最出名的餐厅，于
1969年创建。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多种印尼名小吃。这里的印尼花
生酱沙拉，印尼式炒饭，印尼拼盘饭都很出名。
地址：Jl Raya Seminyak Kuta
电话：732130

★ Tips：
如果想品尝各种巴厘岛传统美食，又吃不了太多菜的话，点一份
Nasi Canpur Bali(巴厘岛式拼盘饭)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通过一
道菜，品尝到不同风味巴厘菜肴。盘子中央是饭，周围摆放至少4到
5种各式小菜，绝对超值，每一家拼盘各有不同，有海鲜、有肉类、
有蔬菜类，但都很有当地特色。 

        ★ 潜水
        巴厘岛是最受欢迎的潜水胜地之一。本岛东部的图兰奔
(Tulamben)地区、东南侧离岛努沙本尼达(Nusa Penida)岛等地都
是世界级的潜水点。图兰奔可以说是巴厘岛最具盛名的潜水地，因
为那里有二战时期的遗物——“自由号”沉船。巴厘岛大概有50多
家潜店提供潜水服务，集中在奴沙杜瓦和萨努尔地区，在此加入潜
水中心，价格大约是90元美金/两潜，当天往返，价格包括交通
费、午餐、潜水费用、饮料、毛巾之类，出发时间大概是早上8点，
单边行程2个小时，午饭前后各潜水一次，随后返程。没有潜水证也
可以参加潜水体验，教练会带着你搞定一切。

★ 浮潜
潜水的地方基本都提供浮潜的服务，在奴沙杜瓦和萨努尔的海滩上
就有很多，包接送和船费的价格大致是40美金。

★ SPA
巴厘岛有“SPA天堂”的美称，巴厘岛SPA使用特有天然芳草和香
料植物所制香精加之特有手法，深受旅行者欢迎。乌布有很多SPA
馆，价格相对其他地方也要便宜很多，所以在这里享受巴厘岛SPA
是物超所值的。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P 8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购物 
巴厘岛的有许多纪念品都值得购买，如木雕、石雕、各式各样绘
画、精致手工银饰、面具、蜡染织物、纱笼、香薰精油等；土产有
咖啡豆、咖喱粉、虾片等，买来自用或者作为手信送给亲朋都是不
错的。库塔、登巴萨、努沙杜瓦等游客众多的热门区域，物价会贵
许多，乌布市场和德格拉朗梯田沿线相同的工艺品价格会便宜许
多，还可以跟店主砍价。
咖啡算是印尼的特产之一，印尼咖啡的品质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
的。巴厘有专营咖啡的商店，超市里更有多种品牌多样包装咖啡豆
或咖啡粉可供选择。

★ 购物市场

乌布市场 Ubud Market 见地图B标识 
市场位于乌布皇宫的斜对面。属于乌布的闹市区，人多嘈杂，各式
货品应有尽有，店面众多，选择性极高，议价空间很大，是贴近当
地生活并满足购物欲望的圣地。当然这里的商家都是老手，砍价需
要一定的技巧。
地址：Jl Raya Ubud

德格拉朗梯田街边市场 
位于乌布的北面，沿街有许多工艺品商店延绵数公里，商品精致，
小店后基本上就是工厂，所以价格会比较实在，砍价余地不大，但
是这条街非常的长，分布也不是很均匀，所以最好是在有车的情况
下来，买完直接到下一个目的地。

★ 商场、超市

DISCOVERY 见地图C标识  
库塔最高档的商场，囊括购物、餐饮、娱乐等设置，地下一层还设
有一个SOGO百货，可以考虑在这里购买POLO衫，商场里POLO衫
专柜很多，一般都有折扣优惠，购买多见还能获得更高的折扣。
地址：Jalan Kartika Plasa Kuta

太阳百货(Matahari) 见地图C标识 
属于一个综合性购物商场，包括工艺品、服饰、餐饮、书店等。
地址：Jalan Tegal Wangi, Kuta

★ 免税店
巴厘岛有多家大型的DFS，包括库塔、登巴萨、从萨努尔至奴沙杜
瓦的路上以及机场，不过建议大家还是在机场购买，因为可以直接
拿走，如果岛上购买需要先付钱然后凭单据至机场DFS店领取。

住宿 
乌布街头会有很多民宿和小旅店，尤其是在乌布的圣猴森林街(Jl 
Monkey Forest)，基本无需预订，价格在100,000卢比到
200,000卢比不等，当然设备会比较简陋，基本不带空调，不过基
本会提供24小时热水。当然乌布也有高档酒店，价格在100美金以
上，还有1000多美金的别墅型酒店，这些高档酒店基本都会有专车
免费接送服务。

        ★ 世界特色
        鲁奇拉意大利餐厅 La Lucciola 
被称为库塔最好的意大利餐厅，虽然位置有点偏僻，不在热闹的中
心区，需要花点时间去找，但肯定能让你品尝到绝佳的美味。
地址：Jl Kaya Aya 
电话：730838

TJ 墨西哥餐厅 TJ's Mexican 见地图C标识 
是巴厘岛上最出名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味道正宗，价格实惠，服务
周到，如果想品尝下墨西哥菜肴的话，不妨一试。
地址：Poppies Lane One Kuta
电话：751093

印度门印度餐厅 Gateway Of India 
从餐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家餐厅在印度菜上的造诣了。餐厅属于
北印度的烹饪风格，所以不会太辣。
地址：Jl Abimanyu 10 Seminyak 
电话：732940 

★ 中餐

皇宫中国海鲜菜馆 Puri Bali Indah 见地图C标识 
中餐在巴厘岛并不是特别推荐，如果真的无法吃巴厘岛的食物的
话，那可以来这家中餐馆，作为不备之需。 
地址：Jl Melasti Legian Kuta
电话：751644

★ 饮品
果汁
巴厘岛的热带水果很多，所以鲜榨果汁又便宜又好喝，推荐的有酪
梨汁，俗称牛油果(Avocado)，还有草莓汁、桔子汁，菠萝汁、椰
子汁、木瓜汁等等，价格基本在20,000卢比以下。

啤酒
巴厘岛当地最有名的啤酒当属“BINTANG"了，是不可错过得好饮
品。“BINTANG”是巴厘岛特有的啤酒，满大街都是这个标志，价
格又不贵。

★ Tips：饮品卫生
不要直接饮用生水和路边摊的冰块，饮水请用矿泉水代替，建议刷
牙也用矿泉水。

★ Tips：
可以选择一些巴厘岛传统民宿，每个房间都会是一个独立的小建
筑，门前会有一个小露台，出门就能看到绿油油的稻田，清晨起床
会非常漂亮。巴厘岛属于海岛，在加上乌布位于岛中心位置，所以
一楼的房间会非常潮湿。

库塔也能找到类似便宜的民宿，价格略比乌布高，设施也要比乌布
好一些，不过在萨努尔和奴沙杜瓦想找到便宜的小旅店就比较难
了，尤其是在奴沙杜瓦，这里都是高档酒店并都拥有酒店的私人沙
滩，想要安静的享受沙滩和阳光的话，可以选择这两个地方，临近
海滩的酒店价格由50美金至上百美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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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以下网友的贡献：wangapo  rainbow_626  imkid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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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急救：118
火警：113
匪警：110

★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雅加达）
使馆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领事证件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30(受理申请和发证)，
15:00-16:00(仅发证)
签证中心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5:00(递交签证申请)，
9:00-16:00(取证及缴费)
领事保护热线：8179838410
签证中心地址：Unit 6, 2nd Floor East Building, Jl. Lingkar 
Kuningan Block E.3.2 Kav 1, Jakarta 12950.
领馆地址：Jl. Mega Kuningan No.2, Jakarta Selatan 12950, 
Indonesia

★ 医疗应急 见地图B,C标识 
巴厘岛医药较为缺乏，请备好常用药品，及各人生理所需之必备药
品。
医疗援助中心电话：236225(巴厘岛有24小时国际SOS服务，建议
在出发前购买有国际救援服务的健康及意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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