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出发美娜多体验游 6 天 4 晚/7 天 5 晚 

【行程特色】 

★舒适体验：深圳直飞，免签游海岛，全程纯玩无购物 

★特别安排：世界五大潜水胜地之一-布纳肯海洋保护区，当地最大中式海鲜餐厅，尼莫公园和小丑鱼亲

密接触 

【行程安排】 

第一天：深圳/美娜多-班达尼莫公园  参考航班：JT2724  0550-0950  

请自行前往深圳机场集合，乘机去看看“高冷处女地”美娜多。位于亚洲

与大洋洲的交界处--北苏拉威西省，美娜多是全世界骨灰级潜水胜地，是

潜水发烧友不得不去窥探寻宝的海底水晶宫。抵达后导游接机，先享用

午餐。下午前往班达尼莫公园活动中心学习水肺深潜理论教学课程，在

专业潜水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如何穿戴潜水装备以及潜水知识,为第二天

出海做准备。课后，每人可自费参加皮划艇或水上单车欣赏海上美景；

或自费参加海底漫步，在尼莫小丑鱼的家和它来个亲密接触；也可自费

驾驶水上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挚。后送回酒店休息。 

早餐：飞机简餐    午餐：团餐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四星酒店  

班达尼莫公园活动中心： 

坐落于美娜多市区的西部，从市区乘车大约 20 分钟左右，就会来到美娜多最大，也是唯一的班达尼莫公园

活动中心。它是由班达尼莫公园，班达水上乐园，班达海鲜餐厅，班达特产商店所组成的，这里也是我们为

中国游客建立的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大型活动中心，满足您一切的需求，带给您五彩缤纷的各种乐趣。 

∝∝∝∝∝∝∝∝∝∝∝∝∝∝∝∝∝∝∝∝∝∝∝∝∝∝∝∝∝∝∝∝∝∝∝∝∝∝∝∝∝∝∝∝∝∝∝∝∝∝∝∝ 

第二天：布納肯海洋保护--出海浮潜(全日两个浮潜点） 

早晨前往布纳肯海洋生态保护区浮潜，下海浮潜拜访小鱼尼莫的

家，与不怕生的鱼群，悠游在这大自然的水族箱中休憩。午餐后稍

作休息，后往利广海底断崖区海域浮潜，利广海底断层带绵延长 25

公里，断崖高 300 公尺，悬崖峭壁蘊涵多样海洋生物；各式热带鱼

群及芙蓉珊瑚、树形珊瑚、鹿角珊瑚、脑型珊瑚等各式各样的硬珊

瑚。水域高度造成具大差异、景致壮丽非凡实属难得体验。 

早餐：酒店内   午餐：岛上简餐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四星酒店  

布纳肯海洋保护区： 

1991 年正式建立。这里共由 5 个岛屿组成，整个海域面积共 75265 公顷。由于阳光艳丽，终年水温保持

在摄氏 28 度，加上极少开发，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洋生态多种多样。世界上已经发现的 8 种砗磲蚌有 7

种落户在这里，至少有 70 种珊瑚在这里生活和繁殖，在这里还能看到西印度洋-太平洋中 70%的鱼类。 



∝∝∝∝∝∝∝∝∝∝∝∝∝∝∝∝∝∝∝∝∝∝∝∝∝∝∝∝∝∝∝∝∝∝∝∝∝∝∝∝∝∝∝∝∝∝∝∝∝∝∝∝ 

第三-四/五天：自由活动/特色自选行程 

早餐于酒店内，全天自由活动，可于酒店享用设施，也可以选择自由 

city tour、购物等等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亦可自费前往浮潜点浮潜

或由专业导潜陪同进行体验深潜，亲身感受世界第一潜水圣地的神秘

海底景色：看千种珊瑚起舞，与各式热带鱼群及巨型石斑鱼同游，向

珍贵的大海龟挥手，幸运的话还可以与海豚来个亲密接触！ 

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四星酒店  

自费行程建议： 

A. BUNAKEN 体验潜水:全套浮潜装备免费,专车接送,出船费用,在专业导潜

带浮板的带领由上而下的欣赏海底美景；体验深潜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深入

海底 10-12 米，探寻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水底世界。 

B．BANGKA 体验潜水:当地最美的浮潜点和深潜的核心点，因为人少所以

保护特别好，距离星沙酒店 30 分钟船程，此水域也是有小断崖之称，也有

小白沙滩让人神往，水母，珊瑚，鱼群等海洋生物清晰可见。 

C:LIHAGA ISLAND：一座十分漂亮的私人岛屿，岛上铺满柔软细腻的白沙。

小岛独立于海上，幽禁的环境使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澄静，蓝天白云细沙碧水，

这绝对是海岛最完美的打开方式。这里不仅吸引着外国游客，也是本地居民

休闲度假的场所。 

∝∝∝∝∝∝∝∝∝∝∝∝∝∝∝∝∝∝∝∝∝∝∝∝∝∝∝∝∝∝∝∝∝∝∝∝∝∝∝∝∝∝∝∝∝∝∝∝∝∝∝∝ 

第五/六天：美娜多市区游    

早餐后出发前往参观世界最第二大耶稣像，高达 60 多米，张开双手拥抱美娜多，后前往市区观光游览唐

人街感受当地华人的生活气氛，唐人街的每个街道一间接着一

间的批发商店，华人们安分守己的去经营，使之呈现出一片繁

荣的商业氛围。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的踪迹也在唐人街绽放出它

的魅力。您也可以带着美好的心愿来到清朝遗留下来的关公庙

与毗邻的万兴宫祈福，350 年以上 

的万兴宫是当地华人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关公庙则是为华人在

当地做生意保驾护航的精神象征。在这里了解中国文化在印尼的

传承与演变，感受历史、文化与传统的相互交融。而美娜多 95%

人口信奉基督教，是印尼唯一不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地方，三百多座教堂遍布小小的城市。最后，我们

前往当地最古老的教堂和纪念碑参观。然后车游七彩民居。游览完毕，前往班达餐厅享用午餐，餐后稍作休

息后再往购物商场自由活动，于指定时间集中晚餐后前往机场，踏上回家的路。 

早餐：酒店内   午餐：班达餐厅  晚餐：团餐                                   住宿：飞机上 

∝∝∝∝∝∝∝∝∝∝∝∝∝∝∝∝∝∝∝∝∝∝∝∝∝∝∝∝∝∝∝∝∝∝∝∝∝∝∝∝∝∝∝∝∝∝∝∝∝∝∝∝ 

第六/七天：美娜多-机场/深圳  参考航班：JT2725 0045-0445 



正式结束我们的海岛旅程，于美娜多国际机场乘搭客机返回温暖的家。 

温馨提示：行李托运:每人手提 7KG 以内，托运行李为 15KG，托运行李不能超过以下尺寸：长 119 cm * 

宽 119cm *高 81cm 

 

费用包含： 

1、 四/五早四正餐（以行程表所列为准）； 

2、 酒店住宿（以两人一间为标准）； 

3、行程内所列的景点和全程旅游观光巴士； 

4、布纳肯海洋保护区海洋保育费 RMB100/人； 

5、全程国际机票及机场税、燃油附加费 

费用不含： 

1、市区至深圳机场交通费； 

2、境外导游、司机服务费 RMB300/人； 

3、单房差 4 晚团 800 元/人，5 晚团 1000 元/人 

4、航空公司临时通知增加的燃油附加费；个人消费、单房差、个人旅游意外险； 

5、境外请全程跟随团队，禁止离团 

 

参考酒店：（以下供参考，实际使用不仅限以下酒店 

QUALITY HOTEL   品质酒店  酒店网址：www.manadoqualityhotel.com 

不论是商务还是休闲旅客，美娜多品质酒店(Manado Quality Hotel)都能让您的万鸦老之行变得更加美好而难忘。 

万鸦老国际机场位于距离该酒店大约 13km 的地方。在餐厅服务方面，酒店西餐厅会提供美食。旅客想要在自己的房间边听

音乐边享受美食，只需呼叫送餐服务。酒店提供的休闲设施，旨在为旅客营造多姿多彩、奢华完美的住宿体验。酒店配备有

会议厅和商务中心，可供旅客使用。24 小时开放的前台服务可为您随时提供信息，以帮助您探索这个魅力之都。酒店客人可

以额外使用免费停车场。 

LION HOTEL 狮航酒店   酒店网址：www.lionhotelplaza.com 

酒店地理位置优越，驾车至万鸦老国际机场仅需 13km 。如果旅客想在自己的房间舒适的用餐，酒店可提供客房服务。优美

的环境，再搭配上细致周到的服务，酒店的休闲区定能满足您的品质需求。酒店的会议厅和商务中心将热情的服务与专业的

素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酒店会为旅客提供便捷的礼宾服务。免费停车场会对入住酒店的客人开放。 

 

 

 



 

 

深圳出发美娜多探秘游 6 天 4 晚/7 天 5 晚 

【行程特色】 

★舒适旅程：深圳直飞，免签游海岛，全程纯玩无购物 

★特别安排：世界五大潜水胜地之一-布纳肯海洋保护区，当地最大中式海鲜餐厅，尼莫公园和小丑鱼亲

密接触 

★体验升级：全程当地五星酒店；前往莫托洪区参观火山及五色湖，与海豚来一场特别的约会 

【行程安排】 

第一天：深圳/美娜多-班达尼莫公园  参考航班：JT2724  0550-0950  

请自行前往深圳机场集合，乘机去看看“高冷处女地”美娜多。位于亚洲

与大洋洲的交界处--北苏拉威西省，美娜多是全世界骨灰级潜水胜地，是

潜水发烧友不得不去窥探寻宝的海底水晶宫。抵达后导游接机，先享用

午餐。下午前往班达尼莫公园活动中心学习水肺深潜理论教学课程，在

专业潜水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如何穿戴潜水装备以及潜水知识,为第二天

出海做准备。课后，每人可自费参加皮划艇或水上单车欣赏海上美景；

或自费参加海底漫步，在尼莫小丑鱼的家和它来个亲密接触；也可自费

驾驶水上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挚。后送回酒店休息。 

早餐：飞机简餐    午餐：团餐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 

班达尼莫公园活动中心： 

坐落于美娜多市区的西部，从市区乘车大约 20 分钟左右，就会来到美娜多最大，也是唯一的班达尼莫公园

活动中心。它是由班达尼莫公园，班达水上乐园，班达海鲜餐厅，班达特产商店所组成的，这里也是我们为

中国游客建立的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大型活动中心，满足您一切的需求，带给您五彩缤纷的各种乐趣。 

∝∝∝∝∝∝∝∝∝∝∝∝∝∝∝∝∝∝∝∝∝∝∝∝∝∝∝∝∝∝∝∝∝∝∝∝∝∝∝∝∝∝∝∝∝∝∝∝∝∝∝∝ 

第二天：追逐海豚-布納肯海洋保护--出海浮潜(全日两个浮潜点） 



早晨来一场特别的约会，坐船出海与海豚一起晨练追逐（90%可以

看到海豚），欣赏海豚在大海中一起跳跃起舞的壮观场面，欣赏完海

豚后继续前往布纳肯海洋生态保护区浮潜，下海浮潜拜访小鱼尼莫

的家，与不怕生的鱼群，悠游在这大自然的水族箱中休憩。午餐后

稍作休息，后往利广海底断崖区海域浮潜，利广海底断层带绵延长

25 公里，断崖高 300 公尺，悬崖峭壁蘊涵多样海洋生物；各式热带

鱼群及芙蓉珊瑚、树形珊瑚、鹿角珊瑚、脑型珊瑚等各式各样的硬

珊瑚。水域高度造成具大差异、景致壮丽非凡实属难得体验。 

早餐：酒店内   午餐：岛上简餐  晚餐：印尼特色餐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 

布纳肯海洋保护区： 

1991 年正式建立。这里共由 5 个岛屿组成，整个海域面积共 75265 公顷。由于阳光艳丽，终年水温保持

在摄氏 28 度，加上极少开发，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洋生态多种多样。世界上已经发现的 8 种砗磲蚌有 7

种落户在这里，至少有 70 种珊瑚在这里生活和繁殖，在这里还能看到西印度洋-太平洋中 70%的鱼类。 

∝∝∝∝∝∝∝∝∝∝∝∝∝∝∝∝∝∝∝∝∝∝∝∝∝∝∝∝∝∝∝∝∝∝∝∝∝∝∝∝∝∝∝∝∝∝∝∝∝∝∝∝ 

第三天：耶稣像-托莫洪区观景台-山顶集市-MAHAWU火山-火山花园餐厅-五色湖 

酒店享用早餐，后出发前往参观世界最第二大耶稣像，高达 60 多米，

张开双手拥抱美娜多，托莫洪地区，途径观景台，山顶集市，您可将

美娜多城市风光及老美娜多火山尽览眼底，随后前往 Mahawu 火山

参观，登上 100 多阶台阶，近距离观看火山的顶部，依然有硫磺烟冒

出，原始的休眠火山的景色。尔后再驱车前往火山花园餐厅用餐，同

时欣赏游览花园景色和各品种的鲜花，感受美娜多的新鲜空气，可自

行于绿草如茵花园锦簇的庭园中漫步悠游，远眺形状如富士山标高的罗肯火山，景色之美令人赞叹！餐后前

往五色湖，品尝一杯当地的纯正咖啡或下午茶，一边观赏湖色美景五彩斑斓，别有一番风味。后返回美娜多，

酒店休息。 

早餐：酒店内   午餐：花园餐厅  晚餐：团餐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 

∝∝∝∝∝∝∝∝∝∝∝∝∝∝∝∝∝∝∝∝∝∝∝∝∝∝∝∝∝∝∝∝∝∝∝∝∝∝∝∝∝∝∝∝∝∝∝∝∝∝∝∝ 

第四或第四-五天：自由活动/特色自选行程 

早餐于酒店内，全天自由活动，可于酒店享用设施，也可以选择自由 

city tour、购物等等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亦可自费前往浮潜点浮潜

或由专业导潜陪同进行体验深潜，亲身感受世界第一潜水圣地的神秘

海底景色：看千种珊瑚起舞，与各式热带鱼群及巨型石斑鱼同游，向

珍贵的大海龟挥手，幸运的话还可以与海豚来个亲密接触！ 

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 



自费行程建议： 

A. BUNAKEN 体验潜水:全套浮潜装备免费,专车接送,出船费用,在专业导潜

带浮板的带领由上而下的欣赏海底美景；体验深潜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深入

海底 10-12 米，探寻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水底世界。 

B．BANGKA 体验潜水:当地最美的浮潜点和深潜的核心点，因为人少所以

保护特别好，距离星沙酒店 30 分钟船程，此水域也是有小断崖之称，也有

小白沙滩让人神往，水母，珊瑚，鱼群等海洋生物清晰可见。 

C:LIHAGA ISLAND：一座十分漂亮的私人岛屿，岛上铺满柔软细腻的白沙。

小岛独立于海上，幽禁的环境使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澄静，蓝天白云细沙碧水，

这绝对是海岛最完美的打开方式。这里不仅吸引着外国游客，也是本地居民

休闲度假的场所。 

∝∝∝∝∝∝∝∝∝∝∝∝∝∝∝∝∝∝∝∝∝∝∝∝∝∝∝∝∝∝∝∝∝∝∝∝∝∝∝∝∝∝∝∝∝∝∝∝∝∝∝∝ 

第五/六天：美娜多市区游    

早餐后前往市区观光游览唐人街感受当地华人的生活气氛，唐人街的每个街道一间接着一间的批发商店，

华人们安分守己的去经营，使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商业氛围。

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的踪迹也在唐人街绽放出它的魅力。您也可

以带着美好的心愿来到清朝遗留下来的关公庙与毗邻的万兴宫

祈福，350 年以上的万兴宫是当地华人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

关公庙则是为华人在当地做生意保驾护航的精神象征。在这里

了解中国文化在印尼的传承与演变，感受历史、文化与传统的

相互交融。而美娜多 95%人口信奉基督教，是印尼唯一不以伊

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地方，三百多座教堂遍布小小的城市。最

后，我们前往当地最古老的教堂和纪念碑参观。然后车游七彩民居。游览完毕，前往班达餐厅享用午餐，

餐后稍作休息后再往购物商场自由活动，于指定时间集中晚餐后前往机场，踏上回家的路。 

早餐：酒店内   午餐：班达餐厅  晚餐：团餐                                   住宿：飞机上 

∝∝∝∝∝∝∝∝∝∝∝∝∝∝∝∝∝∝∝∝∝∝∝∝∝∝∝∝∝∝∝∝∝∝∝∝∝∝∝∝∝∝∝∝∝∝∝∝∝∝∝∝ 

第六/七天：美娜多-机场/深圳  参考航班：JT2725 0045-0445 

正式结束我们的海岛旅程，于美娜多国际机场乘搭客机返回温暖的家。 

温馨提示：行李托运:每人手提 7KG 以内，托运行李为 15KG，托运行李不能超过以下尺寸：长 119 cm * 

宽 119cm *高 81cm 

 

费用包含： 

3、 四/五早七正餐（以行程表所列为准）； 

4、 酒店住宿（以两人一间为标准）； 

3、行程内所列的景点和全程旅游观光巴士； 

4、布纳肯海洋保护区海洋保育费 RMB100/人； 

5、全程国际机票及机场税、燃油附加费 

费用不含： 



1、市区至深圳机场交通费； 

2、境外导游、司机服务费 RMB300/人； 

3、单人房差 4 晚团 1000 元/人，5 晚团 1200 元/人 

4、航空公司临时通知增加的燃油附加费；个人消费、单房差、个人旅游意外险； 

5、境外请全程跟随团队，禁止离团 

 

参考酒店：（以下供参考，实际使用不仅限以下酒店） 

当地五星酒店 BEST WESTERN HOTEL 小帆船酒店   酒店网址：www.bwthelagoon.com 

小帆船酒店坐落在海边，近观海景，远观布纳肯酒店，并位于市中心，周边配套设施完整，有 FRESH MART 当地较大型超

市，可购买生活用品及食品；有货币兑换店，人名币美元均可兑换。距离机场 20 分钟车程，距离大型商场步行仅需 20 分钟。

酒店内饰整洁大气，服务态度良好，并配有露天泳池，健身房，餐厅等设施设备，同时提供免费 WIFI 与免费洗簌用品。 

 

 

 

 

 

 

 

 

 

ARYADUTA HOTEL 阿利亚杜塔酒店  酒店网址：www.aryaduta.com 

万鸦老阿利亚杜塔玛酒店位于著名的文昂区，地理位置便捷。 不论是商务人士，还是观光游客，都可以尽情享受酒店内的设

施和服务。 享受酒店内设的所有房间设有免费无线网络, 24 小时前台, 24 小时送餐服务, 无线网络(公共区域), 代客泊车等设

施。 客房内必需品一应俱全，部分客房还配有禁烟房, 空调, 书桌, 迷你吧, 电话等，保证您住得舒适。 为了让游客体验更完美

的住宿体验，酒店提供了多种休闲设施，例如健身中心, 室外游泳池, 按摩, 游泳池(儿童)等。 鸦湖间酒店可满足您的一切需要，

酒店员工可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 

 

 

 

 

 

 

 

http://www.aryaduta.com/


深圳出发美娜多双岛游 6 天 4 晚/7 天 5 晚 

【行程特色】 

★舒适旅程：深圳直飞，免签游海岛，全程纯玩无购物 

★特别安排：世界五大潜水胜地之一-布纳肯海洋保护区，当地最大中式海鲜餐厅，尼莫公园和小丑鱼亲

密接触 

★体验升级：免费升级两晚度假村酒店；前往白沙岛深度挖掘海岛游乐趣，与海豚来一场特别的约会 

【行程安排】 

第一天：深圳/美娜多-班达尼莫公园  参考航班：JT2724  0550-0950  

请自行前往深圳机场集合，乘机去看看“高冷处女地”美娜多。位于亚洲

与大洋洲的交界处--北苏拉威西省，美娜多是全世界骨灰级潜水胜地，是

潜水发烧友不得不去窥探寻宝的海底水晶宫。抵达后导游接机，先享用

午餐。下午前往班达尼莫公园活动中心学习水肺深潜理论教学课程，在

专业潜水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如何穿戴潜水装备以及潜水知识,为第二天

出海做准备。课后，每人可自费参加皮划艇或水上单车欣赏海上美景；

或自费参加海底漫步，在尼莫小丑鱼的家和它来个亲密接触；也可自费

驾驶水上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挚。后送回酒店休息。 

早餐：飞机简餐    午餐：团餐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或度假村 

班达尼莫公园活动中心： 

坐落于美娜多市区的西部，从市区乘车大约 20 分钟左右，就会来到美娜多最大，也是唯一的班达尼莫公园

活动中心。它是由班达尼莫公园，班达水上乐园，班达海鲜餐厅，班达特产商店所组成的，这里也是我们为

中国游客建立的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大型活动中心，满足您一切的需求，带给您五彩缤纷的各种乐趣。 

∝∝∝∝∝∝∝∝∝∝∝∝∝∝∝∝∝∝∝∝∝∝∝∝∝∝∝∝∝∝∝∝∝∝∝∝∝∝∝∝∝∝∝∝∝∝∝∝∝∝∝∝ 

第二天：追逐海豚-布納肯海洋保护--出海浮潜(全日两个浮潜点） 

早晨来一场特别的约会，坐船出海与海豚一起晨练追逐（90%可以

看到海豚），欣赏海豚在大海中一起跳跃起舞的壮观场面，欣赏完海

豚后继续前往布纳肯海洋生态保护区浮潜，下海浮潜拜访小鱼尼莫

的家，与不怕生的鱼群，悠游在这大自然的水族箱中休憩。午餐后

稍作休息，后往利广海底断崖区海域浮潜，利广海底断层带绵延长

25 公里，断崖高 300 公尺，悬崖峭壁蘊涵多样海洋生物；各式热带

鱼群及芙蓉珊瑚、树形珊瑚、鹿角珊瑚、脑型珊瑚等各式各样的硬

珊瑚。水域高度造成具大差异、景致壮丽非凡实属难得体验。 

早餐：酒店内   午餐：岛上简餐  晚餐：海鲜烧烤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或度假村  

布纳肯海洋保护区： 



1991 年正式建立。这里共由 5 个岛屿组成，整个海域面积共 75265 公顷。由于阳光艳丽，终年水温保持

在摄氏 28 度，加上极少开发，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洋生态多种多样。世界上已经发现的 8 种砗磲蚌有 7

种落户在这里，至少有 70 种珊瑚在这里生活和繁殖，在这里还能看到西印度洋-太平洋中 70%的鱼类。 

∝∝∝∝∝∝∝∝∝∝∝∝∝∝∝∝∝∝∝∝∝∝∝∝∝∝∝∝∝∝∝∝∝∝∝∝∝∝∝∝∝∝∝∝∝∝∝∝∝∝∝∝ 

第三天：白沙岛一日游 

酒店内享用早餐后，出发前往白沙岛观光，在白沙岛的海滩度过一

天浪漫休闲的时光。白沙岛海景温暖而震撼，绝对让你满足感爆

棚。那里天空蓝如宝石，海水沁人心脾。大家可以光着脚丫子走在

细软的沙砾上纵情泼水嬉戏。 美女们可以身穿性感的比基尼或身穿

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留下一大波美照，小朋友们也可以坐在一旁欢

乐地塑起沙堡，稚气地寻找被冲上岸的海星、海胆。下午返回酒店

休息。 

早餐：酒店内   午餐：岛上简餐   晚餐：印尼特色餐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或度假村 

LIHAGA ISLAND：一座十分漂亮的私人岛屿，岛上铺满柔软细腻的白沙。小岛独立于海上，幽禁的环境

使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澄静，蓝天白云细沙碧水，这绝对是海岛最完美的打开方式。这里不仅吸引着外国游

客，也是本地居民休闲度假的场所。 

∝∝∝∝∝∝∝∝∝∝∝∝∝∝∝∝∝∝∝∝∝∝∝∝∝∝∝∝∝∝∝∝∝∝∝∝∝∝∝∝∝∝∝∝∝∝∝∝∝∝∝∝ 

第四或第四-五天：自由活动/特色自选行程 

早餐于酒店内，全天自由活动，可于酒店享用设施，也可以选择自由 

city tour、购物等等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亦可自费前往浮潜点浮潜

或由专业导潜陪同进行体验深潜，亲身感受世界第一潜水圣地的神秘

海底景色：看千种珊瑚起舞，与各式热带鱼群及巨型石斑鱼同游，向

珍贵的大海龟挥手，幸运的话还可以与海豚来个亲密接触！ 

早餐：酒店内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当地五星酒店或度假村 

自费行程建议： 

A. BUNAKEN 体验潜水:全套浮潜装备免费,专车接送,出船费用,在专业导潜

带浮板的带领由上而下的欣赏海底美景；体验深潜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深入

海底 10-12 米，探寻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水底世界。 

B．BANGKA 体验潜水:当地最美的浮潜点和深潜的核心点，因为人少所以

保护特别好，距离星沙酒店 30 分钟船程，此水域也是有小断崖之称，也有

小白沙滩让人神往，水母，珊瑚，鱼群等海洋生物清晰可见。 

C:LIHAGA ISLAND：一座十分漂亮的私人岛屿，岛上铺满柔软细腻的白沙。

小岛独立于海上，幽禁的环境使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澄静，蓝天白云细沙碧水，

这绝对是海岛最完美的打开方式。这里不仅吸引着外国游客，也是本地居民

休闲度假的场所。 



∝∝∝∝∝∝∝∝∝∝∝∝∝∝∝∝∝∝∝∝∝∝∝∝∝∝∝∝∝∝∝∝∝∝∝∝∝∝∝∝∝∝∝∝∝∝∝∝∝∝∝∝ 

第五/六天：美娜多市区游    

早餐后出发前往参观世界最第二大耶稣像，高达 60 多米，张开双手拥抱美娜多，后前往市区观光游览唐

人街感受当地华人的生活气氛，唐人街的每个街道一间接着一

间的批发商店，华人们安分守己的去经营，使之呈现出一片繁

荣的商业氛围。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的踪迹也在唐人街绽放出它

的魅力。您也可以带着美好的心愿来到清朝遗留下来的关公庙

与毗邻的万兴宫祈福，350 年以上的万兴宫是当地华人祭祀活

动的主要场所，关公庙则是为华人在当地做生意保驾护航的精

神象征。在这里了解中国文化在印尼的传承与演变，感受历

史、文化与传统的相互交融。而美娜多 95%人口信奉基督教，

是印尼唯一不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地方，三百多座教堂遍布小小的城市。最后，我们前往当地最古老

的教堂和纪念碑参观。然后车游七彩民居。游览完毕，前往班达餐厅享用午餐，餐后稍作休息后再往购物

商场自由活动，于指定时间集中晚餐后前往机场，踏上回家的路。 

早餐：酒店内   午餐：班达餐厅  晚餐：团餐                                   住宿：飞机上 

∝∝∝∝∝∝∝∝∝∝∝∝∝∝∝∝∝∝∝∝∝∝∝∝∝∝∝∝∝∝∝∝∝∝∝∝∝∝∝∝∝∝∝∝∝∝∝∝∝∝∝∝ 

第六/七天：美娜多-机场/深圳  参考航班：JT2725 0045-0445 

正式结束我们的海岛旅程，于美娜多国际机场乘搭客机返回温暖的家。 

温馨提示：行李托运:每人手提 7KG 以内，托运行李为 15KG，托运行李不能超过以下尺寸：长 119 cm * 

宽 119cm *高 81cm 

 

费用包含： 

5、 四/五早七正餐（以行程表所列为准）； 

6、 酒店住宿（以两人一间为标准）； 

3、行程内所列的景点和全程旅游观光巴士； 

4、布纳肯海洋保护区海洋保育费 RMB100/人； 

5、全程国际机票及机场税、燃油附加费 

费用不含： 

1、市区至深圳机场交通费； 

2、境外导游、司机服务费 RMB300/人； 

3、单人房差 4 晚团 1000 元/人，5 晚团 1200 元/人 

4、航空公司临时通知增加的燃油附加费；个人消费、单房差、个人旅游意外险； 

5、境外请全程跟随团队，禁止离团 

 

参考酒店：（以下供参考，实际使用不仅限以下酒店） 

当地五星度假村酒店 LULEY HOTEL 卢雷酒店  酒店网址：www.luleyhotels.com 



万鸦老大鲁雷度假酒店位于布纳肯岛（Bunaken Island）对面，距离市中心有 40 分钟车程，距离万鸦老国际机场有 50 分钟

车程。酒店提供外币兑换服务和汽车租赁设施，各处均提供免费 WiFi。酒店提供宽敞的客房和室外游泳池。 每间客房都设有

大窗户，享有美景，设施齐全，提供私人浴室设施、空调、保险箱、迷你吧和有线电视。 

 

 

 

 

 

 

 

 

 

MERCURE HOTEL 美居酒店  酒店网址：www.mercure.com 

万鸦老塔特利海滩度假美居酒店位于北苏拉威西岛，可俯瞰太平洋和布纳肯国家公园，设有 142 间客房，提供一个现代风格

的餐厅、酒吧、会议室、大型游泳池、健身中心、桑拿房、网球场、潜水中心和水疗设施，适合您自己和家人休闲娱乐。享

受我们的水上运动设施、冲浪、香蕉船、潜水，还可在岛礁生态系统丰富的珊瑚三角洲体验浮潜。 

 

 

 

 

 

 

 

 

 

当地豪华酒店 BEST WESTERN HOTEL 小帆船酒店   酒店网址：www.bwthelagoon.com 

小帆船酒店坐落在海边，近观海景，远观布纳肯酒店，并位于市中心，周边配套设施完整，有 FRESH MART 当地较大型超

市，可购买生活用品及食品；有货币兑换店，人名币美元均可兑换。距离机场 20 分钟车程，距离大型商场步行仅需 20 分钟。

酒店内饰整洁大气，服务态度良好，并配有露天泳池，健身房，餐厅等设施设备，同时提供免费 WIFI 与免费洗簌用品。 

 

 

 

 

 

 

 

 

 

ARYADUTA HOTEL 阿利亚杜塔酒店  酒店网址：www.aryaduta.com 

http://www.aryaduta.com/


万鸦老阿利亚杜塔玛酒店位于著名的文昂区，地理位置便捷。 不论是商务人士，还是观光游客，都可以尽情享受酒店内的设

施和服务。 享受酒店内设的所有房间设有免费无线网络, 24 小时前台, 24 小时送餐服务, 无线网络(公共区域), 代客泊车等设

施。 客房内必需品一应俱全，部分客房还配有禁烟房, 空调, 书桌, 迷你吧, 电话等，保证您住得舒适。 为了让游客体验更完美

的住宿体验，酒店提供了多种休闲设施，例如健身中心, 室外游泳池, 按摩, 游泳池(儿童)等。 鸦湖间酒店可满足您的一切需要，

酒店员工可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 

 

 

 注意事项  

一、印度尼西亚入境手续的办理：  

1.入境印尼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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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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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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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护照、机票、印签外必须另备入境卡（landing card）及海关申告单（Custom Declaration）。这些文件可直接向工服

员索取。务必注意看管好自己的手提行李，在办理进关过程中，请尽量和团队在一起，避免走失； 

6.友情提醒：领取托运行李时，需要行李车的旅客，请事先备好零钱。如果托运途中行李受损或行李遗失，请及时出示机票

底联、行李牌、登机牌前往航空公司在印尼当地机场办事处办理必要的登记手续。回国后凭航空公司出具的证明方可申请赔

偿事宜。  

7.出机场后，请将行李车放在旅行社的大巴士旁边，带好随身行李上汽车等候出发；  

二、旅行的注意事项：  

1.货币  

a.印尼（印度尼西亚）主要的货币为 Rupiah（卢比），又称印尼盾。卢比兑换成美金汇率 US 约 Rp.9500；卢比与人民币的

汇率在 1500：1 上下，购物时标价直接去掉三个零就能看出和国内相比是否划算。一般住宿、包车、旅行社游览项目多以

美元报价，而购物、吃饭、付小费则多使用印尼卢比。（注：汇率常有变动，以上仅供参考）  

B.我国海关规定每人可携带5000元美金和等值于5000美金的人民币出境。通常在印度尼西亚VISA或MASTER国际卡均可使

用，但是也建议您携带银联单标识卡（即仅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小部分商店可用。  

2.天气：穿衣佩带 —— 应时应景 

印尼美娜多，终年炎热多雨，年平均气温为摄氏26度 。携带服装请以夏装为主，11月气温约25-33 度左右，上下冷气车请

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  

3.时差：印尼美娜多和北京时间没有时差。 



三、印度尼西亚酒店注意事项  

1. 国外的酒店水平没有中国的好，整个酒店装修等也没有中国同等的酒店豪华。普遍房间要比中国酒店的小。此外出于环

保原因印尼酒店一般不提供一次性的牙刷、牙膏、毛巾、拖鞋等物品，建议自带拖鞋和个人用品。  

2 酒店的自来水不可直接饮用。此外，如需使用电风筒或其他电器，亦需自行携带。  

3.酒店内电话昂贵，尽量避免在酒店房间打长途，因酒店会收很高的服务费和税。建议自行购买电话磁卡。印尼拥有GSM移

动 

电话系统，您可以在印尼使用国内的移动电话国际漫游，拨打国内电话。此类费用均未包含在团费中； 开通手机国际漫游

的用户可以使用手机拨打电话： 印度尼西亚拨打办法： 国内—印度尼西亚电话 拨打0062+城市区号+电话号码 ，印度尼

西亚—国内电话 拨打 0086+城市区号+电话号码。  

4.印尼的电压是220V，插头是欧式圆头两孔 ，所以需要转换插头。当您在酒店使用电器前要查看一下该酒店

所提供的电压标准，有的 酒店可提供适配器或多头电源插座。  

5.印度尼西亚当地有收取小费的习惯，机场或酒店行李搬运赴，搬一件行李约 Rp1000, 对于酒店服务生，可是服务情形给

予 Rp5000-10000 的小费 。  

四、海关规定：  

1.烟草产品,香烟 200 支,雪茄 50 支 200 克烟叶  

2.1 升烈酒 ，适量香水（超量会遭遇没收或罚款） 

3.总价值不超过 250 美元／人的货物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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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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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禁止、管制、限制品：  

印尼法律严禁游客携带武器，违禁药品或者淫秽物品入境。如果违反规定，其惩罚可能会非常的严厉，对于携带武器和违禁

药品的甚至可以处以死刑。同样，酒精也是不允许带入境的。  

五、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方面：晚间尽量不要外出。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好自身安全防范。不要随身带大量现款，也不要在旅馆房间或租住

房内存放大量现金。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不要在黑暗处叫出租车；不要使用私车服务。一定不要拿很多钱或是手机等贵

重物品出来，要多准备一些零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