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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米概述

甲米（Krabi）位于泰国南部的甲米是一个有如天堂的热带半岛，周围零星散落着30多个离岛，如

珍珠般点缀着这片海域。洁白柔软的细沙，温暖清澈的海水，棕榈树随风摇曳，瀑布潺流不绝，

野生动物随处穿梭，这里到处诗情画意，美不胜收。喜欢攀岩的更可以在这里一展身手。

     

甲米拥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岛屿和浓厚的本土文化，它丰富的植被和动物种群也闻名遐迩。 

(图片由网友  @暗夜精灵鼠  提供)

   

1、甲米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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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与离开：

飞机：从泰国的曼谷和合艾（泰航、PB Air）、新加坡（胜安航空）以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等地

，都有航班直飞甲米。其中从曼谷到甲米需飞行1小时15分钟，泰航每天有三班航班，费用约2500

泰株。

从甲米的机场到海边的度假区只要30分钟的车程。从机场出来，有150泰株/人的机场穿梭巴士，

先后经过甲米镇和奥南海滩，终点站是诺帕拉塔拉海滩。上车前司机会记下你的酒店，然后一路

把所有的乘客送到他们的酒店门口。从机场打的至甲米镇约300泰株，至奥南海滩约400泰株。

长途客运

：甲米长途汽车站位于甲米镇以北4公里，坐公交车只要20泰株就可到达。这里有发往曼谷、合艾

和普吉等地的班车。

甲米－曼谷：

每天大约有7班长途汽车从甲米开往曼谷汽车南站。具体线路是：甲米——攀牙——董里（Trang

）——Khumphon——Prachuap Khiri

Khan——Phetchaburi——曼谷，公路距离946公里，全程需要12小时，票价400泰株起。

甲米－合艾：

每小时一班，全程需要4－5小时，空调车约180泰株，普通车约100泰株。甲米－普吉：每小时一

班，全程需要3－4小时，空调车约120泰株，普通车约70泰株。

游船

：在甲米，岛屿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长尾船。甲米镇上有新旧两个游船码头，新码头位于甲米

镇的南部，其规模看起来比甲米机场还要大。这里有发往兰达岛、皮皮岛等外岛的游船。旧码头

位于镇中心，主要发往莱雷海滩，长尾船价格便宜，只要70泰铢。包快艇出海约1200泰铢/天。

岛内交通

：甲米的内部交通很便利，有很多TuTu和小货车型的公共汽车，随时都能找到去各个地点的车，

价钱公道，从奥南海滩去甲米镇约40泰铢，到附近其他的海滩约20泰铢。

   

2、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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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白纸的天真 提供)

甲米的天气和普吉十分相似，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最佳旅游季节，到了11月，不仅整个甲米是一

片热闹景象，而且天空也呈现温和的阳光，海水湛蓝，波涛温柔，可以舒舒服服地潜水，和鱼儿

们尽情地亲密接触。而到了4月中旬还有非常隆重的泼水节。每年的4月至9月是甲米的雨季，但相

比普吉，即使雨季里也未必天天都会下雨，这里有时也会十几天不下雨，十多天都是阳光灿烂的

日子。

   

3、货币兑换

      甲米以美元兑换泰铢很方便，汇率比普吉岛稍低，不过差别不大。甲米镇和奥南海滩

都有兑换点。详细的关于泰国货币兑换的问题，详见旅人网普吉岛攻略，在介里哦~：http://d.lvre

n.cn/gonglue/pujidao/#s_5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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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去泰国的行前准备的详情，介里也有：http://d.lvren.cn/gonglue/pujidao/#s_522028

   

4、浮潜喂鱼

      甲米的水质条件很适合浮潜，尤其是在海岸旁岛屿的附近。你甚至可以找一处僻静的

海湾带着面包去喂鱼，水清的动人，蓝的彻底，有成群黄绿相间的热带鱼在附近游弋。洒下一片

面包，它们就蜂拥而至。偶尔，还会有鱼儿把人也当成面包啄上一口，让人尖叫连连。

推荐场所：兰达岛。

   

5、攀岩

      甲米是现代“蜘蛛人”所爱——这里据说已经有460条攀岩路线。石灰岩悬崖是攀岩

最理想的地方，从2003年开始，当地举办攀岩节活动，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和好手前来参加。在这

里参加攀岩课程一般1000泰株/天，有很多专业的公司提供攀岩的设施和培训。

推荐场所：莱雷海滩

   

6、夜生活

白天享受阳光沙滩，晚上自然不能错过这里的夜生活。入夜，点一杯好喝的，坐在一大堆异国朋

友中间，谈天天，吹吹海风，别提有多惬意。有乐队表演的露天酒吧，兴起时大家会一起唱歌跳

舞。

推荐场所：奥南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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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在壹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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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米看点

   

1、奥南海滩

 (图片由网友 @在壹起 提供)

距离甲米镇约20公里的奥南海滩是甲米最热闹也是最有名的海滩，这里生活设施便利，出行方便

，大部分来甲米旅游的游客都聚集在此，类似于普吉岛的芭东海滩。

奥南海滩白色的沙滩延伸到非常著名的石灰石山脉的山脚，而便利的生活设施吸引大量欧洲游客

，让奥南看起来像个欧洲小乡镇。这里是希望过个宁静中带点热闹，享受悠长假期的游客们的首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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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作为甲米最热闹的旅游海滩，这里餐饮、住宿、商店密集，各种服务设施齐全。这里是甲米的

海岸交通中心，旅游者可以从奥南海滩租船游览附近的景点。从甲米机场出来，有150泰铢的机场

穿梭车，约30分钟可到奥南海滩。从奥南海滩坐TuTu车到甲米镇约40泰铢/人。

   

2、莱雷海滩

      莱雷海滩分为东莱雷、西莱雷以及帕囊（Phra Nang）三个海滩，整体面积较小，从东

莱雷走到西莱雷或帕囊也就10分钟的时间。莱雷海滩以攀岩闻名，有众多的岩壁和岩洞。沙滩就

分布在岩壁下，别有一番风味。

    东莱雷为码头，没有沙滩，这里属于淤泥滩，特别是在低潮期间。而海滩的一端被红树林

覆盖是东莱雷最大的亮点。西莱雷沙滩面积稍大，是游客比较集中的地方。帕囊海滩面积也不大

，位于岩壁下方，有一座钟乳石洞穴，里面供有一座女神像，能保佑船家平安归来。整个帕囊海

滩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东莱雷有发往甲米镇的长尾船，西莱雷有发往奥南海滩的长尾船。

攀岩胜地：八十年代末一位熟悉攀岩运动的新西兰人来到甲米，发现当地的地形非常适合攀岩运

动，便教导当地年轻人学习攀岩技术。不久，其中几位泰国青年在莱雷海滩开设了第一所攀岩学

校，闻风而至的攀岩者越来越多，附近的攀岩学校也越办越多，终于形成今天的攀岩胜地。

    莱雷海滩的攀岩训练主要集中在东莱雷，除了普通练习壁，海滩东西两边的山壁是天然练

习场。只要天气好，随时都有人在那里练习攀岩技巧。从2003年开始，当地举办攀岩节活动，吸

引了众多爱好者和好手前来参加。在莱雷海滩参加攀岩课程一般1000泰株/天。

   

3、石灰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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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纸的天真  提供)

甲米的海景以随处可见的石灰石山而著名。这里是熔岩区，山冒出海面，形成一座座形状各异的

小岛，千姿百态，别有趣致。有名字的不多，大多是无名的；热闹的也不多，大多是冷清的，就

这么随意地，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撒落在碧绿海面，是甲米最抢眼的景致。也正因如此，

比起普吉岛，甲米的明山秀水，更多了几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其中KhaoKhanap

Nam是最著名的石灰石山，被视为甲米的标志。

KhaoKhanapNam：从船上看去，这是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待上岛去，才知道是个巨大的岩洞，只

是在外面很难看得出来，因为洞壁藤缠蔓绕，不知洞口隐在何处。

电影《瑞士家庭鲁宾逊》就在这里取景，这个岩洞是鲁宾逊的家。在洞一侧的木板阶梯是专门为

拍电影而搭的入口，而真正的洞口是隐在另一侧，从岩石的缝隙中深进去。缝隙仅容一人，人要

四肢着地，匍匐前行约三四米后，就能看见一个半米见方的洞口，“钻”进去，就进入洞里了。

洞里果然别有天地，是一座被掏空的山，又大又深的空间，被倒悬的石钟乳和直立的石笋切割得

错落有致，顶上还有个比半个篮球场小些的洞口，是洞里的光线来源，洞里明明暗暗，石影憧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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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颇有好莱坞“荒岛漂流”、“荒岛探险”之类的电影场景味道。

费 用：只能包船游览或参加半日游、一日游团。包船一日游约600泰株，半日400泰铢。

   

4、兰达岛

      兰达岛位于甲米府的最南端，面积150平方公里，是一个由好几个美丽小岛点缀着的

国家公园，周围环绕着珊瑚礁。1996年才开始供电的兰达岛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度假胜地了。

除了兰达岛，还包括可以看到许多燕子在此筑巢的凉棚岛、哈群岛、乃岛、洛內岛等。附近有一

些以安达曼海捕鱼为生的村落，这些人被“Chaolay”，意思 就是海上吉普赛人，他们在各岛屿中

游弋捕鱼，主要以甲壳类产品为主，所住的房屋是临时性，随着捕捞点的变更而随时迁移，堪称

“逐水而居”。

交 通：从甲米可以通过两次车辆轮渡，开车前往兰达岛。中间过渡的岛屿是Ko Klong，每次摆渡

约10-15分钟。因车渡需要等待，整个行程约2小时。旅游旺季时还有直达快艇。浮 潜：兰达岛及

其周围一些岛屿是甲米地区最好的浮潜和游泳地点，海水清澈，鱼儿众多，当然，需要你先把面

包撒在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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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米美食

水果飞饼

在甲米的特色小吃中，各种水果飞饼是最美味大众的，据说其中的菠萝飞饼是最好吃的，而喜欢

榴莲口味的，榴莲飞饼一定不要错过。水果飞饼路边小摊子上就有卖的，味道都很不错。

泰南咖喱鱼

相比泰国其他地方，甲米的咖喱鱼更辣些，不能吃太辣的朋友需要提前和服务员说明。泰南咖喱

鱼以新鲜鱼为原料，加以干辣椒、大蒜、红葱和姜等辛香佐料后，用芭蕉叶裹起后蒸熟食用，味

道鲜美劲辣。 

(图片由网友  @暗夜精灵鼠  提供)

推荐餐厅

      甲米的餐饮主要集中在最早开发的奥南海滩和甲米镇上。另外，星级酒店里也有餐厅

，味道不错，价格稍贵。泰南咖喱鱼是这里的特色菜肴，水果飞饼是这里最有名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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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南海滩，有很多可以吃新鲜海鲜的大排挡。每一家的口味和价格都差不多，不一定人多的那

家就特别好吃，而且每家上菜都不慢，所以可以随便选择。选家相对空的，找个靠窗的位置，看

着大海吃海鲜是非常有意思的。

      Ao Nang Cusine，位于奥南海滩最热闹的街道上，自称是奥南海滩第一家餐厅，这里

的泰式冬粉拌炒蔬菜和鸡肉只要80泰株，又美味又能吃饱。冬阴功汤和泰南咖喱鱼等著名泰国菜

这里也做的很不错，而现调的鸡尾酒也只要110泰株起。

Bella Vista，位于Seafood巷内的一家意大利炭烤匹萨店，主厨来自意大利，烤匹萨的砖炉就架在餐

厅门口，料理过程一目了然。这家店以薄皮匹萨为主，其中海鲜口味最受欢迎，原料都是当天市

场购买。餐厅露天座位就设置在沙滩上，迎着徐徐海风和夕阳佐餐，很是惬意。薄皮匹萨的价格

约为150－250泰株。营业时间 11:00-23:00。

      甲米镇上的餐厅比起奥南海滩更本地化和大众化些，地道的小炒、烧烤、海鲜和泰国

的甜食为主，其中不少餐厅老板还是华人后裔。

      Ruan Mai，位于甲米镇Maharaj路，是甲米镇较有规模的餐厅。这是家崇尚自然的餐厅

，在绿荫环绕的庭院中摆上餐桌，顾客们甚至可以选择在凉亭里顶着摇摆的绿色植物就餐。餐厅

提供地道的泰南菜肴，偏辣。其中酸辣鱼汤（Keang Som

Pla）是这里的招牌菜，就算喝的汗水直流，也让人忍不住再想来一碗。臭豆炒虾仁（Pad Sato）

是另一道一入口就停不了的招牌菜。这里每道菜的价格在80泰铢左右，营业时间10:00-22:00。

      Lachaba鱼丸王，位于甲米镇Shukon路，是一家很小的木板门面店，但是每天光顾的客

人络绎不绝。店主是华人后裔，用当地捕获的新鲜鱼肉制成鱼丸、鱼片和汤面（Keaw- Teow Pla）

，因为用料新鲜，鱼肉的鲜甜味充分融入汤汁，非常鲜美。这里的泰南冰咖啡（O-Liang）也不容

错过，不但有麦香，还相当解渴。鱼丸25泰铢一碗，营业时间6: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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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米购物

      相对于普吉和皮皮岛，甲米的物价稍微有点贵，且选择面不是很大。因此单纯的购物

最好不要安排在甲米，偶然看到什么合眼缘的小东西，再买不迟。不过甲米的土特产，鱼子酱和

鱼干等可以在当地选购，很受欢迎。土特产品购物主要集中在甲米镇以北的Utarakit路上。买生活

必需品的话，可以到7-11去买，甲米镇和奥南海滩都有7-11的便利店，这里价钱水分较低。其他

的旅游纪念品，这里的价格都偏高，且较难还价。

     

旅人提醒：

游客在泰国购买商品，回国时可以要求退还7%的增值税。当天在同一商场购买2000泰铢以上并印

有“VAT Refund For Tourists”字样的商品，可以向商家索取退税表格和商品收据。同一护照在泰

国累计购物5000泰铢以上，就可以凭这些表格在机场4楼离境大厅申请办理退税，需出示所购商品

，并收取100泰铢退税办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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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米住宿

Sheraton Krabi Beach Resort （甲米喜来登海滩度假酒店） ★★★★★

Aonang Villa Resort （奥南别墅度假村） ★★★

Tubkaak Resort （托可克度假酒店） ★★★★

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 and Villas （甲米中心海湾度假村） ★★★★★

Rawi Warin Resort & Spa （甲米生态水疗度假村） ★★★★★ 

(图片由网友  @刺眼的温柔  提供)

                                               15 / 2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83&do=album&picid=55507


�������

甲米：海滩攀岩
  

六、推荐行程

甲米两日游

  

1、甲米两日游

线路特色：海中美景和悠闲假期相结合 

线路设计：

D1奥南海滩→兰达岛→莱雷海滩

D2甲米镇→虎穴庙→石灰石山→莱雷海滩

第一天：早上带好面包和水就准备出发了，面包既可以喂鱼，也可以自己垫饥

。坐快艇约1小时到达兰达岛，找鱼儿多的地方浮潜，如果不知道哪儿鱼比较

多，不妨拿点面包把它们勾引出来。事实上可以找一处僻静的海湾洒下一片面

包，鱼儿们会蜂拥而至。甚至还会有鱼儿把人也当成面包啄上一口，让人尖叫

连连。

中午回到奥南海滩午餐，喜欢攀岩的或者希望学习攀岩下午可以去莱雷海滩一

试身手，或者留在奥南海滩游游泳，晒晒太阳。运动了一天，晚饭可以去Seaf

ood巷内Bella Vista意大利炭烤匹萨店，就着徐徐海风，品尝美味匹萨。两天的

住宿都选择奥南海滩，方便又热闹。

第二天：早上搭车去甲米镇，体会浓郁的本土风情。打的去不远的虎穴庙，有

体力的可以爬到最高处俯视整个甲米镇。中午回来在甲米镇吃午饭，可以试试

Shukon路的鱼丸王。

下午可以包船去看甲米著名的石灰石山景观，电影《瑞士家庭鲁宾逊》就在这

                                               16 / 21



�������

甲米：海滩攀岩
里取景。晚上回到奥南海滩可以试试Ao Nang Cusine餐厅的泰国风味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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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旅人提醒

 １、习俗与禁忌
泰国人非常尊敬他们的国王，因此到泰国旅行，请谨记不可冒犯任何与皇室有关的东西，例如印

有泰王俏像的纸币。在泰国，任何冒犯皇室人员的行为均属犯法，违法者会被判监禁。

泰国人不爱争执，如果你对他们无礼，或挑起争执，吃亏的只会是自己。相反，如果你对他们友

善、他们不但会以礼相待，也会在你有需要时，出手相助。普吉人主要信奉佛教及回教，所以进

入当地时有一些禁忌是一定要遵守的。

a、参观寺庙时不勾肩搭背，不从背后惊吓别人。

b、不可随谈论或批评皇室。遇有皇室成员出席的场合，态度要敬重。

c、进入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齐、端庄，最好不要穿短裤。

d、女性避免碰触僧侣，如奉献财物，可请男士代劳，或直接放在桌上即可。

e、遇见僧侣要礼让，佛像无论大小新旧皆应尊重。

f、打招呼时双手合掌，不可以用脚指人或物，头部为身体较神圣部分，不随便摸别人的头，泰语

中的坤恩（Khun）意指先生、小姐、太太、男女适用。

h、公共场所中男女不可有太过亲密的举动，亦不当众发脾气。

i、泰国禁赌，即使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j、请不要在海滩上裸露身体。

2、小费

在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支付小费，这不算是必须的，更多的是一种礼仪：

泰式按摩：您可视按摩师的服务品质或专业水准而弹性给予，约50-100泰铢。

与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约20-100泰铢。

床头小费：一间房每天给20泰铢。

旅馆员工服务良好，可酌予给小费，一般一次约20泰铢或1美元左右。 

3、 语言

普吉岛服务业的英语比较普及，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还是旅馆或餐厅服务员，都能够流利用英文做

交流。入乡随俗，以下一些日常泰语可供参考。

您好（男性用语） sawatdee krup ；您好（女性用语） sawatdee kaa

是的 Chai ；不 Mai ；谢谢您 kop koon ；这个东西多少钱？ nee tao-rai

太贵了 paeng maag ；打折吗？ Lot-ra-kha-dai-mai ；再见 la gon

４、热线电话

旅游警察服务电话1155，主要服务内容：

a、提供旅游信息；

b、统计每天游客反映的情况，以便提供方便及保障游客的安全；

c、接受游客去旅游期间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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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提供警察网络服务，接受报警，刑事询问。如果游客遇到麻烦，警察将迅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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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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