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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曼谷：拒绝失望

曼谷(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旅行者很难不爱上泰国首都曼谷，这里古典与现代的缩影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你会

发现，穿黄色袈裟的和尚在曙光初现中沿街托钵，是一幅历久不衰的景像；高耸矗立的大型建筑

，强调着城市奇情与超越时空的景致，刻划出曼谷的特殊风味。曼谷除了是泰国皇室居所、政府

和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外，也是所有主要工商业和财经金融中心。既是泰国的主要港口，亦为全国

十分之一人口的家园。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会点在曼谷。古老的庙宇处在太空时代购物商场的阴影下，高耸入云的摩

天大楼俯视着摇摇欲坠的茅舍，简单的街头货摊围绕着超酷的咖啡馆和餐馆⋯⋯曼谷其实是极好

的减压室：这里会让你有浓浓的家一样的感受；同时又充满异域情调，探险之途俯仰即是。潜于

高架公路或航线之下，你会发现小村庄以典型的泰国方式在狭窄的巷子里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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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曼谷，你可以前往四面佛寄托自己的虔诚；可以去素坤逸的牛仔酒吧街恣意放纵；也可以

在曼谷水上集市感受最原始的交易方式；而人妖表演自然是每一个到这座城市的人最不能错过的

体验。这座城市，以自己最大的包容接纳各种事物的存在，只因为拒绝看到任何人的失望表情。

                                               7 / 175



�������

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二、初访必读

   

1、签证和出入境

签证：

1、申请签证Visa：

　　签证/认证申请：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11：00。

　　领取签证/认证：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4：00至16：00。

　　所有签证须本人申请，需两个工作日，且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

　　旅游签证：签证费用 230 RMB

　　凡赴泰旅游，访友和探亲者需办此类签证。具体程序如下：

　　填写旅游签证申请表一式一份，申请表必须本人签名，2寸照片一张，申请者本人国内工作单

位或街道办事处的英文担保信原件（内容包括：申请者姓名；赴泰目的；在泰停留期；该信必须

担保申请者按期返回中国，使用印有该单位抬头的信纸打印，并附有该单位的地址及电话，此信

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负责人签字及签字人的姓名和职务），出示确认往返时间的出入泰国的机

票，并递交该票的复印件一份，护照和护照复印件一份。（小孩未满16周岁需提供中英文出生证

或者中英文的关系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如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则可交由旅行社负责统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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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签证

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各领事馆分布：　　

　　泰王国驻华使馆：

　　地址：北京市光华路40号

　　电话：010-65321749，传真：010-65321903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 --- 11：30

　　泰王国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酒店2楼M07房

　　电话：020-83858988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 --- 11：30

　　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567号晶彩世纪大厦15楼

　　电话：021-6288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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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30 --- 11：30

　　泰王国驻南宁领事馆：

　　地址：南宁市金湖路52-1号东方曼哈顿大厦1楼

　　电话：0771-5526945/6/7，传真：0771-5526949

　　签证时间：每周一、三、五上午9：00 --- 12：00

　　泰王国驻昆明领事馆：

　　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路52号昆明饭店南楼

　　电话：0871-3149296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30 --- 12：00

　　泰王国驻西安领事馆：

　　地址：西安市解放路77号裕朗国际大厦4层

　　电话：029-87433393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30 --- 11：30

　　泰王国驻厦门领事馆：

　　地址：厦门市虎园路16号厦门宾馆3号楼别墅

　　电话：0592-2027980

　　签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 --- 11：30

　　泰王国驻香港领事馆：

　　地址：香港中环红棉路8号东昌大厦8号

　　电话：00852-2521648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地址：泰国曼谷拉差达披色路57号（NO.57，RACHADAPISEK ROAD，BANGKOK

10110，THAILAND）

　　电话：（662）2477554（办公室）；2457032，2457036－7（领事部）

　　传真：（662）2468247

2、落地签Visa on arriral：

　　落地签证申请材料：

　　中国游客前往泰国可以在到达后在机场落地签专柜办理落地签证。但申请人须出示相当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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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泰铢/人或20000泰铢/家庭的财产证明。

　　1、填写一张申请表，并签字；

　　2、一张白底2寸照片；

　　3、出示入境和出境的机票；

　　4、半年以上有效期本人护照和护照复印件一份。

　　提交以上材料后可当场获得在泰国停留不超过15天的落地签证。

　　如护照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有效签证，中国海关可能会不允许个人离境。但对于旅行社组

团泰国游，在国内参团的游客，只需持有效因私护照及旅行社开具的团队名单即可过关出境。

旅人提示：

保险起见，建议还是提前在国内申请办理签证，落地签有时需要由第三国飞往。亚兰边境（前往

柬埔寨）不接受落地签，如果要从这里进入泰国，务必提前办好签证。

出入境须知：

　　所有旅客在抵达曼谷国际机场之前，都须填写海关申报表，申报携带入境的外币数额，违法

者可能会被逮捕、控诉或没收超额部分的金钱。所有进入泰国国境的外国游客每人可携带200支免

税香烟及1升葡萄酒或白酒，切不可帮助别的客人携带此类物品。对于武器和麻醉品，泰国政府有

严格的规定。古董真品和佛像出口均需办理出口许可证。

外币携带：

　　所有旅客在抵达曼谷国际机场之前，都需填写海关申请表，申报携带入境的外币数额，出入

境时不可超过5万泰铢。

　　盗版著作物品不准携带入境，即使是合法著作如图书、录音带、电脑软体、美术品等，每人

以携带一份入境为限。

禁带违禁品：

　　严禁携带麻醉剂、毒品、色情书刊及武器等。在此郑重建议旅客，即使是同团队友、领队或

导游提出之要求，亦不应受托带行李，以防因携带如毒品、枪械等违禁品触犯法律。在泰国购买

体积较大，需特别包装之佛像、古董、艺术品(小型纪念品除外)，一定要先向有关主管询问，或

商店取得输出许可证明，以便在离境时提交海关检查。

移民局办事处：

　　曼谷移民局办事处（Bangkok Immigration O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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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06622873101

　　地址 ：Soi Suan Phlu.Th Sathin Tai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am至中午和1：00pm ~ 4 ：30pm ; 周六9：00am至中午

   

2、行前准备

最佳旅游时间：

　　曼谷属热带季风气候，终年炎热，相对来说，每年10月到来年5月是旅游旺季，而到了台风季

，海边不适合旅行。

这期间最舒适的月份是11月至次年1月，那是曼谷的凉季，月均温度17℃-24℃左右，各种花卉依

然绚丽多姿，曼谷此时景色最美。在每年的12月，曼谷作为首都都会举行盛大的行军大典和泰国

国王寿辰纪念活动。身着鲜艳军服的皇家军队和国民着意装点的街市，更加美不胜收。 

曼谷郊区水上市场(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衣着：

　　带上夏天的吊带、短裤、裙子是最佳选择。如果要游览大皇宫和进寺庙参拜，女生还需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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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套端庄的带袖长裙。准备一条薄披肩也很实用，能够应付阳光、空调的冷气。鞋子方面，人

字拖在任何场合都适用，可以在当地买一双。

时差：

　　泰国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小时。

货币：

　　泰铢（Thai Baht，简称B）是泰国官方货币，由泰中央银行泰国银行发行。泰铢有 5、10、20

、50、60、100、500铢及50萨当等面额，还有5、10、25、50萨当及1、5、10铢铸币，辅币及进位

为1铢等于100萨当（satang）。目前流通的有5、10、20、50、100及500铢等六种面额的纸币和5、1

0、 25、50萨当及1、2、5、10铢铸币。

汇率：

　　目前1元人民币约合4.9776泰铢，美元兑泰铢约1:1.7左右（仅供参考，请以当日实际汇率为准

）。

国内兑换：

不考虑汇率变化因素，在国内就提前换好泰铢是最合算的。银行会按照当日泰铢卖出价折算，不

收取任何费用。但泰铢不是主要货币，并不是随时可以换到。只有中国银行可以换到泰铢。中国

银行只兑换1000泰铢一张的大票，不提供小额。

国外兑换：

银行在曼谷各地都设有货币兑换服务台，主要集中在素坤逸大街、考山路、暹罗广场和是隆路等

地。营业时间有时会改变，不过多数兑换点每天在早晨8点到夜晚8点营业。银行的营业时间通常

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ATM机到处都有。各兑换处的汇率不同，每天的价格也会随外汇市场波

动而变化。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国际到达大厅出口旁边就有兑换处，但机场的汇率总是最差的。一

般人民币在当地的汇率都很差，特别是在银行的兑换柜台，远不如美元等主流货币合算。如果确

实需要用人民币兑换，可以去唐人街，那里有些兑换店的人民币价格相对比较高。所有兑换处和

银行都可以很方便地将美元换成泰铢。100美元面额的汇率较高，面额越小汇率越差。部分银行不

接受1996版及以前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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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币(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银行卡：

　　借记卡可以取现，曼谷的农民银行（Kasikorn Bank）、TMB军人银行、SCIB银行等几千台AT

M上可以用银联卡直接提取泰铢。在机场国际到达大厅出口的兑换处旁就有可以使用银联卡的提

款机，在可以使用银联卡的提款机上，都有醒目的银联标识，还有中文服务界面，需注意ATM机

存款余额是显示按当时中国银联的外汇牌价计算出的泰铢金额，而不是人民币余额。汇率按照当

天中国银行公布的泰铢卖出价计算。每次取款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具体费率由各发卡银行决

定。每卡每天最多可取4万泰铢。

信用卡：

　　在曼谷有近千台POS机可以使用银联信用卡刷卡。因为不需要二次转换货币，使用银联信用

卡付款比较合算。但银联信用卡与其他国际信用卡相比覆盖面还是非常小的，所以最好还是带一

张同时有银联和一种国际信用卡组织（如Visa、Master等）标识的信用卡，就可以左右逢源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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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时标示银联、visa标识的双币信用卡，有可能只能走visa通道。

　　旅人提示：

使用货币的优先级为：先花掉携带的小部分泰铢（如果在国内换好的话），之后是用银联提现，

其次是用美金换泰珠，再其次是visa或master，最差的是用人民币换泰铢。在联银的ATM上取泰铢

是按中国的当地汇率算的，是最理想的方案。比如取8000泰铢，手续费为20元人民币。请慎用 VIS

A或MASTER，手续费分别为1.5和1USD。由于泰国打压人民币，在泰国当地用人民币换泰珠是1:3.

5左右，在ATM上提现或在中国换泰珠是是1:4.5 。建议办张华夏银行银联卡，因为华夏银行银联

卡在当地有银联标志的取款机进行取款每日每卡第一笔免费，从第二笔开始收取12元/笔手续费。

小费：

　　除了大部分旅馆和饭店会在账单中增加10%的服务费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可能需要支付小

费，当然，这些不算是必须的，更多的是一种礼仪。

泰式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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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骑大象： 每次给

驯象师约50泰铢。与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约50-100泰铢。行李小费：一间房一次给行李员20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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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小费的比例是10%。

通讯：

　　泰国电信局（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Thailand . CAY；Th Charoen Krung ;

24小时）在邮政总局隔壁。泰国电话局（Telephone Organisation of Thailand .TOT；Th

Ploenchit）能拨打国际电话及发送传真。

中国国内拨打泰国手机方法：0066+2+电话号码。

手机：中国全球通用户可以在泰国使用手机（需开通全球漫游服务），拨打当地电话是5元人民币

/分钟，接听是6元人民币/分钟，拨打国内电话13元人民币/分钟，发送短消息2元人民币。

SIM卡：也可在当地购买手机SIM卡，泰国手机SIM卡有三种：one-2-call卡、Happy卡和True卡，

都是单向收费，国内无市话长途之分，预存话费为0照样可以接听，可以在绝大多数7-11店里买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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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街景(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One-2-call卡是泰国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所发SIM卡，在小海岛上信号也不错。售价为250泰铢含50

泰铢话费，促销价为300泰铢内含300泰铢话费，相当于免费送号码。在05:00-17:00时间段，国内电

话费用为每个电话1泰铢（不限时）；在17:00-5:00时间段每分钟费用为1泰铢。拨打中国长途：008

（或009）+86+号码（固话需区号），7泰铢/分钟。发短信则要11泰铢。

Happy卡：99泰铢一张，含35泰铢的话费。打中国加拨009，打回国的费用也是7泰铢/分钟。拨打

当地电话没有时间段，都是1泰铢/分钟。

True卡：99泰铢一张，含30泰铢的话费。打回国内最便宜，以30秒为计费单位，给国内打电话算

下来不到6泰铢/分钟。给国内手机打电话： 00600+86+

国内手机号码；给国内座机打电话：00600+86+区号+座机号码；官网：

http://www.truemove.com/en/Inter-SIM-Prepay.rails

电压：

　　泰国电压是220V。如果是2脚的不用转换，和国内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三脚充电的最好带上

转换器，泰国的3角插头和中国的不同（中间那根是圆的），最好带一个把3头转2头的插头转换装

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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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

　　网络咖啡吧到处都是，其收费取决于网迷的密度和流量。最便宜的地方是在考山路附近的小

巷，那里的费用是每小时30B。暹罗广场次之，但在素坤逸大街和是隆路地区就贵得多了。网络连

接慢得让人吃惊，还经常掉线。

   

3、实用信息

1、常用电话：

紧急救援：191

泰国旅游投诉：1155

曼谷查询专线：1133

急救中心1691

医疗救助1669

泰国旅游局协助热线：006622815015

中国驻曼谷大使馆：006622457043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006627230000

廊曼机场：006625351111

东部长途汽车站：006623916846

北部和东北部长途汽车站：006629362852

南部长途汽车站：006624351200

华南蓬火车站：006622204334

曼谷地铁MRT：006626245200

曼谷轻轨：006626177300

出租叫车：1681

2、泰国人们视头部为神圣之地，因此不要随便触摸别人的头部。如果你无意中碰及他人的头部，

应立即诚恳地道歉。特别忌讳外人抚摸小孩（尤其是小和尚）的头部，小孩子的头只允许国王、

僧侣和自己的父母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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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佛寺(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3、公众场合不要做出过于亲昵的举动，如拥抱、亲吻等。仅在某些海滩允许裸体晒日光浴。

4、避免使用暴力和粗鲁的语言，遇事要克制忍耐——这也是泰国人“乐天安命”的处世态度。

5、人们不用红笔签名，因为泰国人死后要用红笔在棺材口写上其姓氏。

6、泰历每年12月15日要举行水灯节，在观看水灯时一定要注意，无论那水灯多么精致美丽，都绝

对不能拣起来。

7、进入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齐、端庄，最好不要穿短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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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曼谷禁赌，即使酒店房间也不能玩牌或打麻将。

9、在曼谷，国王和王室成员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泰国法律有对王室不敬罪的处罚条例，即使外国

人也不可触犯，所以不要随便谈论或议论王室。遇有王室成员出席的场合，最好是留意其他人的

动作，跟着照做。

10、小心警惕尤其是在热门旅游景点周围的嘟嘟车，连锁店以及裁缝的诈骗。记住，没有免费搭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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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好是在出租车已经行驶（红灯亮表示空车）的时候招停；这种车普遍是用表计量，而那些

停靠在路边的车子，典型的就是要收取更高费用。

12、在六月至九月的季风时节，雨下的又快又大，特别是在午后。准备好足够的鞋袜和伞是比较

明智的。

13、泰国对禁止吸烟有所收紧，如果烟蒂乱扔或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即使是游客也有可能被即

时检控，罚款2000泰铢。

14、与野生动物合照时，切勿逗弄或拔动物鬓毛，请听从驯兽师的指导，以免因人为因素而发生

意外。

15、请不要支持任何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千万不要购买用野生动物制成的任何产品或纪念品，

包括蛇、巨蜥等爬行动物以及海龟壳和象牙。请不要光顾那些供给野生动物饭菜的当地饭店。在

泰国屠杀野生动物进食是犯法的。

16、问候：泰国人问候的方式是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然后礼貌得点头鞠躬。

17、多备零钱。泰国有一点比较狠，有些情况下小费是例行的（如骑大象、spa、按摩等），但还

是叫小费，它和固定收费（如和动物照相、和人妖照相）的区别就是：不找零的！如果你手里没

零钱，多给了他，那不好意思，人家会认为那是你对她服务的满意，然后很高兴得感谢你，你就

偷偷郁闷吧。所以去买东西的时候尽量花整钱，保证手里的一直有10张左右的20b就踏实了。

18、骗子和偷盗问题。曼谷游客最密集的地区——玉佛寺（Wat Phra

Kaew），高山路，吉姆�汤普森之家（Jim Thompson’s House）——是专业大老千最爱的捕猎场

。他们衣着光鲜，油腔滑调，不全是泰国人，不过都能流利地用你的母语和你交流。他们通常使

用的伎俩是：你想要参观的那个景点今天关闭，不过他样能为你安排到别的地方的廉价游。这是

臭名昭著的珠宝诈骗伎俩。更为明显的是受委托在外兜客的司机，他们把你拉到一家当地的丝绸

或者珠宝店，即使方向和你要去的目的地完全不同。无论如何，假如你接受了一次“免费”观光

或者购物的邀请，结果你将很有可能浪费一下午时间，或者损失大量的金钱，这样的事情经常发

生。

泰国旅游局（Th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网址：www.tourismthailand.org

地址：1606 Th Phetburi Tat Mai

办公时间：08: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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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咨询处

　　电话：006625042701

地址：Arrival Hall ， Terminal 1 . Bangkok Interanationl Airport

办公时间：08:00-24:00 8am

公交：要到达总办事处，可乘512路空调公共汽车，10路小公共汽车或者普通的公共汽车如11路、

38路、58路、60路、72路、99路和 113路，也可以从曼谷轻轨的Asoke车站走过去。

旅行社

　　曼谷不缺旅行社，不过不是所有的都合法可信，这点在购买廉价飞机票这个问题上尤为突出

。要在给钱之前检查一下机票。以下几家是信誉比较好的旅行社：

IBS Travel

电话：006628101219

地址：108/11 Th Khao San

这是背包客聚集区最值得信赖的选择之一，在考山路附近，靠近Susie Pub酒吧

STA Travel

电话：006622360252

网址：www.statravel.com

地址：14楼. Wall St Tower.33/70 Th Surawong

   

4、漫话曼谷

世界之最：最长的名称

　　世界上地名虽然长短不一，但由于地名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能够记住这个地方，因此总

的来说地名一般不会太长。但曼谷人却不这样认为，当地人为其起了一个长达167个字母的名字。

该名称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天使之城、伟大的都市、玉佛的宿处、坚不可摧的城市、被赠予

九块宝石的世界大都会、充满著像似统治转世神之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宫，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毗

湿奴建造的大都会。”整个名字融合了两个古老的印度语言：巴利语和梵语。你能一次就记住这

个名字吗？而它的英文翻译则为：“The city of angels, the great city, the eternal jewel city, the

impregnable city of God Indra, the grand capital of the world endowed with nine precious gems, th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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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bounding in an enormous Royal Palace that resembles the heavenly abode where reigns the reincarnated

god, a city given by Indra and built by Vishnukam”。这样长的名字既不好写也不好念，所以泰国人就

把它简称为“共台甫”。而外国人则称为“曼谷”，就是“天使之城”的意思。正式名称为“曼

谷吞武里京都”。泰国人一般称自己的首都为“恭贴”，即“仙都”。 

大王宫(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曼谷简史：

　　1767年，暹罗阿瑜陀耶王国首都大城（���������������

Ayutthaya）被缅甸攻陷焚毁。

1782年吞武里王朝拉玛一世将首都南迁至昭披耶河西岸的吞武里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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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nburi），并命名未Krung Thep Maha Nakhon，意思是天使之城；在此造宮殿、修城墙，大皇宫

和玉佛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并兴建了曼谷最早的九条街道，以唐人街的三聘街最为著名。昭

披耶河东岸从一个小型市集和港口开始发展。

拉玛二世和三世时期，城内增建和维修了许多佛寺，其中以卧佛寺和金山寺为代表。

朱拉隆功大帝（1868年-1910年）时代，王宫群向北建设，并拆除了大部分城墙；后任的国王继续

往北建造宫殿。

1916年建立了第一所大学，朱拉隆功大学。

1937年以昭披耶河划分成曼谷和吞武里两市。

1971年两市再合并成曼谷-吞武里都市区，面积达290平方千米。

1972年组成曼谷吞武里京都，又称大曼谷，面积2000平方千米；新都心移往昭披耶河东岸，西岸

现在被视为旧市区。

今天，统治泰国的是却克里王朝的第九代君主普密蓬�阿杜德国王，也是拉马九世。该王朝的开

创者昭�披耶�却克里在1782年取得王位。

自一七八二年秦皇拉玛一世建都于此，曼谷就成了汇集整个泰国新与旧生活方式的万花筒。比较

其他任何地方，曼谷更能显出泰国人在蓬勃的现代化发展中，仍然保留著敬重传统的诚意。

旅游现状：

　　曼谷拥有四百多座寺庙，无数传奇故事，被称为“佛庙之都”。在曼谷，到处都可以看到寺

庙和僧院，香火鼎盛，青烟缭绕，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罗德渠外侧的拉嘉宝碧寺Wat Rajabopitr

，是一块魅力四射的建筑瑰宝，外观与设计皆是上乘之作；而建于阿犹他雅时期的苏湾那蓝寺Wa

t Suwannaram，则粱柱雕刻精美，内部还装饰著精美动人的壁画，均是光芒耀眼的建筑。

如果你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嘈杂，这儿也有步调较缓慢的传统民俗可供欣赏玩味。曼谷代表着这

个国家的文化及精神，来到曼谷，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泰国会赢得“微笑之邦”的美名了。无论你

是什么年纪，你在这儿都能找到最喜爱的娱乐及美景，而且一定会让你留连忘返。

   

5、佛教圣地

　　泰国男人一生中要有一次剃光头、穿僧袍当僧侣的经历。有的则做两次僧侣，一次在10岁左

右，一次在20岁以后，遁入空门22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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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有这样一句话：未当过僧人，算不得男子汉。

在泰国还有这样一句话：无村无庙，无庙无村。 

曼谷金佛(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菜 提供)

而泰国首都曼谷更有“佛庙之都”之誉。这里到处香火鼎盛，佛庙林立，佛迹遍布，由佛教衍生

的佛像雕塑和寺庙壁画，折射着“千佛之国”的佛教艺术的精髓。漫步城中，映入眼帘的是巍峨

的佛塔，红顶的寺院，红、绿、黄相间的泰式鱼脊形屋顶的庙宇，充满了神秘的东方色彩。

每天清晨，全城香烟袅袅，钟声悠悠，磬声清脆动听，诵经之声不绝于耳。寺庙里的和尚、尼姑

在街上慢慢行走，逐家化缘，成为曼谷街头的特有景观。曼谷之于泰国，好比罗马之于意大利，

除了神圣，还有浪漫。曼谷的神圣，是金色的。无论怀着虔诚的心穿行在大黄宫和玉佛寺中，还

是宁静舒缓地漂浮在夜晚美丽的湄南河上，那随处可见耀眼的金光，仿佛迷离了璀璨而漫长的历

史。

佛像雕塑

　　曼谷王朝的佛像雕塑风格是从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经文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它象征着一种

对正统的延续创造，以及对原创者的敬意。佛像除个别的佛像用金银等贵金属外，绝大部分采用

普通的材料，包括岩石、砖瓦、灰泥、陶瓦及木材等。

代表作品：云石寺，寺內供奉一尊高2.2米高，素可泰时期行走姿势的青铜佛像。该寺同时还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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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尊深受全国敬重的清拉佛像，高3米，是泰国著名彭世洛佛像的复制品。

寺庙壁画

　　寺庙壁画在拉达那可辛初期达到全盛時期。壁画多绘制于涂有灰泥的石造建筑及木制的隔墙

上，内容是宗教故事和民间生活的景象。对细节部分的精致描绘和熟练的手工绘制技艺是泰国壁

画的特色。

代表作品：玉佛寺建筑群四周有个动人的史诗故事《拉玛坚》，共178幅精美的壁画，规模宏大，

工艺精细，很让人赞叹。《拉玛坚》来源于长达2万多句的大型梵文史诗Ramayana，意为Rama的

历险记。最完整的版本由泰王拉玛一世所著，拉玛二世则把故事编为传统戏剧。

   

6、水上市场

　　水是暹罗人真正的家，只有水才可以最完美地展现他们自然民风、纯真性格和天赋。没有阔

马扬鞭，只有乘船摇桨才是这个自由国度的独有的气质。——《黄色长袍的国度》1898年，Ernest

Young著。

“水”是最有灵性的，在泰国它是幸运的象征。翻开泰国地图，就可以发现一条全长1200公里的

湄南河（ChaoPhraya）纵贯泰国的南北。正如黄河之于中国，滚滚的湄南河是泰国历史的缩影、

文明的摇篮。湄南河又名昭披耶河，在泰语中就是“母亲河”的意思。

湄南河作为泰国的母亲河，更是曼谷的发源地，200多年前，拉玛一世将首都由吞武里迁到这里，

曼谷才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只因为有了水上城市、水上市场、水上人家的独特美景

，才被称作“东方威尼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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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南河黄昏(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静静地欣赏两岸的风光，鳞次栉比的居家都延伸进河里，用木桩高高架起的房屋，倒影随波浮动

，风情万种，如诗似画，使人想起风姿绰约的泰国姑娘。千万间水屋千万种样式，有的白墙绿瓦

，现代化厅堂居室，外铺红色木板阳台，青藤垂落，鲜花点缀，自是小康人家；有的旧式木棚，

老旧门窗，看上去也窗明几净，朴拙宜人。不管什么样式，门前都有一架小小水梯，一个小小码

头，拴着条小船。

然而这些水道却形成了曼谷的一个特色：水上人家和水上市场。所谓“水上人家”是指那些出不

起“黄金价格”在岸上购房或建房的低收入人家，只好选择河畔浅水处，用长木打桩，在上面搭

起木屋来居住的平民。这些高脚屋都较简陋，用木板和铁皮搭成，地板空隙看下去甚至可以看到

河水，然而在曼谷炎热的气候里它却四面通风，十分凉爽，但是遇到飓风来临就惨了。水上人家

虽然清贫，但都热爱生活。许多主人都在阳台摆放盆花、梁上挂着鸟笼、屋里供着神佛。你也不

时地可以看到孩子在河里戏水，妇女在栈道上洗衣。烟筒里冒出的冉冉炊烟，或游艇驶过时掀起

                                             25 / 17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53&do=album&picid=55249&goto=down#pic_block


�������

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的波浪，拍打着河岸，都是河边的动态。和平、温馨、简朴的景象会给游客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

象。就像意大利的威尼斯一样，水城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舟楫了。泰国生产热带水果和鲜花，又

有许多特色的工艺品。

伴着水上人家而行程的水上市场自然是认识和了解这个城市相当不错的选择。过去，商贩们都是

划着小船在船艇之间叫卖，既危险，又堵塞航运。有鉴于此，泰国政府就在湄南河岸开辟若干个

“水上市场”，把船民们的商业活动集中起来。于是“水上市场”就成为曼谷的重要旅游景点。

每个清晨与黄昏，修长的长尾小船载着用来买卖的鲜果时蔬、吃食杂货徜徉在湄南河上。大大的

斗笠下面，是人们平和的笑脸，还有不谙世事的儿童在水中玩耍；而出家人也划着小船，依照佛

家规定排列僧碗，沿船托钵。

这些可能仅仅是您在书本上读到过的传统生活图景，现在仍然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上日复一日上

演的真实生活。五彩缤纷的商品和女商贩的多彩的服饰相映成趣，河道里一片繁华。恰好这些商

贩又多是“水上人家”。这样，两个旅游资源就结合了起来。在“水上市场”里，妇女是主角。

不仅可以看到她们身着便服，头戴斗笠，划着舢板，往返叫卖商品。有时，她们还为水上餐馆送

饭送菜。她们是最辛苦的。早上要用船把男人送去上工，在家育儿养女，操理家务，还要抽空划

船去向游客兜售商品，补贴家用。这是她们的生活，然而在游客眼里，她们只是新奇的游乐项目

中的扮演者。对于这些底层的劳动妇女，遇到她们上前来兜售什么，你能一毛不拔吗？在水上市

场的交易买卖过程中，你将最大程度的体验泰国人生活的动力。

主要水上市场：

1、赛寺院水上集市（Wat Sai Floating Market）

地址：Bang Khun Thian， Chom Thong， Bangkok

2、丹嫩沙多水上集市（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地址：Damnoen Saduak， Ratchaburi 70130

   

7、刚猛泰拳

　　曼谷的民间泰拳活动丰富多彩。正式比赛时拳师解下头上束的“神带”，戴上橡皮手套和保

护下部的硬罩，不穿上衣，只穿一条短裤，手腕部要缠上宽一寸的长绷带。每场比赛必须经过五

个回合才分胜负，每一回合三分钟。如果一方被击倒，裁判数到10，仍未起来就为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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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猛残酷的泰拳(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观赏场所：

　　拉差达慕拳击馆(Ratchadamnoen Boxing Stadium)，位于民主纪念碑附近，比赛日为每周一、

周三、周四及周日的傍晚时候，其中周四的比赛最精彩。空调503路、普通车70路可到达。

蓝吡尼拳击馆(Lumphini Boxing Stadium)，位于蓝吡尼公园附近，比赛日为每周二、周五及周六的

傍晚时候，其中周二的比赛最精彩。普通车47路可到达。

票价：外围席500泰铢，中间席800泰铢，内场席1500泰铢，可观看8-10场比赛，每场五回合，其中

每天的最后三场比赛是最精彩的。

曼谷周日免费泰拳观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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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泰拳观看是在蓝毗尼公园附近的2个泰拳馆，对于外国人来说，票价最低的是1000

泰铢。不过，如果你只是为了看一眼，且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到Mo

Chit也就是Chatuchak周末市场附近来看一场免费的泰拳比赛。该比赛由TV7 电视台组织，每周日

下午2点左右开始，现场直播，观众可以免费入场，但VIP坐席貌似只提供给外国人，价钱不详，

看到一个老外给了100泰铢就搞定了。

从Mo Chit站下车，左边是加都加周末市场，右边是一个超大的停车场；从右边下去，往北（即没

有下面车站的方向）绕过停车场，看到向右的岔路，走进去5分钟就可以看到TV7电视台。一般来

说，12：50会放观众入场，但11点左右就已经人满为患，因为泰拳算是一种公开的赌博方式，比

赛期间，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下注，只有少数的外国人才关注比赛。比赛会分6场，强弱安排没有

规律。

关于泰拳的电影推荐：

　　《拳霸》：托尼�贾主演，全面展示了泰拳风采，托尼�贾拥有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其弹跳

能力更为出众，片中展现了很多高难度动作表演和泰拳古拳法技术，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在法国影展上推出的时候，技惊各国影评人，备受称赞和推崇。

《冬荫功》：托尼�贾继《拳霸》之威继续推出的又一力作。肘膝技术在此片中有所弱化，但却

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泰拳的分筋错骨技术。影片最后一场“一人独敌五十之众”的恶战，招招

不同，招招制敌，分筋错骨术的演绎，神乎其技，叹为观止。

影片中还有泰拳与巴西卡布拉（拳舞）、中国刀术、欧美摔角等不同拳术的对抗，其中饰演大块

头T.K的演员由澳洲顶级摔跤手NathanJones扮演，与《霍元甲》中扮演英国大力士奥比音同属一

人。大家可以比较下：泰拳的以刚制刚和中国拳术的以柔克刚，两种不同风格克敌制胜的精彩演

绎。

   

8、人妖：美丽后的辛酸

　　人妖是港台叫法，有些地区把他们叫做“红艺人”，因为大多数人妖是靠歌舞表演生存的，

我国的海南省兴隆市就有专门的红艺人表演场所。“人”者，说明他（还）是人，“妖”者，说

明他是由人变的，妖里妖气。泰语叫：GRATEAI。英语作：SHEMALE。和“妖”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到现在，主要指的是在泰国旅游胜地专事表演的从小服用雌性激素而发育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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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妖表演(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人妖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在泰国早年间，由于战乱影响导致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去打仗，这时

就有人发现在一种野草，当地人管这叫“女儿草”，经常吃可以使其男性特征退化，女性特征明

显，比如胸部丰满，声音变细，喉结消失等等。很多男子为了不去当兵而选择吃“女儿草”，等

其战乱过后，停止服用恢复男儿身（摘自《中国古代性残害》）。其中部分是变性人（外生殖器

做了手术），而大部分仍然是“男人”，只是胸部隆起，腰肢纤细，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大多

人妖都很漂亮，唯一外表上和女性的区别是通常手脚较大，并可通过声音鉴别。这一类人多集中

在泰国，我们称之为“人妖”。

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原因，人妖主要沦为供人欣赏的取乐对象，其生活的辛酸不言而喻。 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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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人妖往丑角发展，逗逗观众要靠上天赏赐一副比例均匀、细瘦的骨架，不然有再好的容貌，

也无法成为最佳女主角，只能跑跑龙套或是往丑角发展了。人妖秀的表演内容，含括各国民族舞

蹈和代表歌曲，不仅吸引观光客，就连当地人也常光临。除了欣赏豪华的歌舞表演之外，也可看

到姿色较平凡的舞者表演笑剧。

在泰国，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碰上人妖，只是你分辨不出来罢了。但人妖在法律上是定为男性的

。不男不女，这也正巧符合“人妖”名字的本身。泰国的人妖，主要集中在曼谷和芭堤雅，而尤

以芭堤雅为多。芭堤雅是泰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以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未受污染的海岸线而闻名，

倚山傍海，四季气候宜人。该城有两个著名的人妖歌舞艺术团，可观看到最高水平的人妖艺术表

演。

在泰国，人妖一般都来自生计艰难的贫苦家庭，可以说，几乎没有富家子弟愿意做人妖。在泰国

，有专门培养人妖的学校。一般是从小孩两三岁时开始培养。培养的方式是以女性化为标准，女

式衣着、打扮、女性行为方式、女性的爱好。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吃女性荷尔蒙药。这种药的

作用在于抑制男性生殖器官的发育，促进体内新陈代谢，并向女性发展。一般有十多年的服药期

。十多年后，男性生理特征便逐渐萎缩，如男性阳具，就会变得又短又小，而皮肤就会变得细润

，有光泽，臀部、胸部会越发达，像女性一样，肌肉减少，皮下脂肪增多，皮肤富于弹性，胸乳

增长快的，比普通女性还高耸、浑圆、挺拔。

在这期间，学校便要教授许多技艺。比如让她们学习舞蹈，熟悉声音。练功是极其艰苦的过程，

腿功、腰功、头、手、脚等，都要进行严格的规范化训练，这种训练的苦，一般女性是难以承受

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妖都能够成为优秀的艺人，众多的人妖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佼佼

者。为了培养出一批优秀演员，有的人妖艺术学校或艺术团体，还要选拔人妖送往国外，比如美

国、日本或其它国家深造。所以，人妖艺术表演水准是相当高的。

至于这些人妖演员，优秀的，每月月薪有一万泰铢，差的，则只有一千元左右。而她们每天平均

要演出三场以上。演出收入归剧团老板，老板根本上是将“她们”作为发财致富的工具。所以，

为了生存，人妖就不得不拼命地赚钱。

但“她们”赚钱的途径除了出卖色相以外，又别无选择，所以不少人妖只好在外胡来。比如在红

灯区，许多妓院的老鸨都愿意高薪聘请漂亮的人妖来做拉客的妓女。

人妖在泰国是受到歧视的。虽然法律规定她们为男性，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她们当作男人看待，只

把她们视作一群玩物。她们自幼接受女性化的教育和熏陶，使性格、形态都表现出女性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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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期间，她们在心理发育上就出现严重不平衡。社会的歧视使她们感到自卑和绝望。

人妖的生命和艺术生涯都是非常短暂的，一般来讲，人妖的平均寿命只有35-40岁，他们的生理周

期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成长期（18岁以前），这个阶段是人妖向女性化方向成长的重要阶段，

同时，他们要接受相关的艺术培训；二是鼎盛期（18-25岁），这是人妖的事业巅峰期，这个年龄

段的人妖会获得很多的登台表演机会，他们赚取的薪水也是最多的；三是衰老期（26岁以后），

这个阶段的人妖，就如同55岁以上的正常人一样，开始衰老。人妖的寿命之所以这么短暂，主要

是和他们长期服用雌性激素有关。由于过多使用激素，使他们对药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当他们

进入衰老期后，其男性特征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皮肤变得粗糙、毛孔粗大，声音也随之变粗，

此时雌性激素对他们的作用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明显，他们也只有在身心煎熬中度过余生。

   

9、泰式按摩与SPA

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蜚声全球，是泰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之一，既可治愈多种疾病，又可舒松肌肉、消除

疲劳、有益健康。它发源于古印度的西部，创始人是印度王的御医吉瓦科库玛，他至今仍被泰国

人民奉为医学之父。他的传统医药及按摩知识技法由传教的僧人带入泰国，并由泰王召集，广泛

吸收他们的传统医药及按摩的宝贵经验，并铭刻在大理石上，镶嵌于瓦特波的卧佛寺的游廊壁上

，并成为训练传统泰式按摩的基地。泰式按摩为泰国古代医学文化之一，拥有四千多年历史，源

远流长。古代泰国皇族利用它作为强身健体和治疗身体劳损方法之一。近年来经过泰国政府监管

发展和积极推广的情况下，泰式按摩已广为人知，成为受中外重视的天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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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按摩(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泰式按摩男女咸宜，换上丝绸睡衣，按摩从脚趾头开始作业到头顶结束，包括捏、拽、揉、按、

摸、抻、拉等，甚至柔道式大背挎，十八般武艺让每一寸肌肉都舒展。按摩一般一个半到两个小

时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按摩身体一定要最彻底地放松，千万不要和按摩师拧着劲，否则很容

易拉伤。

如果你希望活动关节、舒缓肌肉、增强身体柔韧性，又不愿或没有时间主动运动，不妨试试泰式

按摩。这种按摩其实是对体验者施以的被动瑜伽，利用独特的推拉蹬摇踩等手法，通过压足、压

腰、踩脊等方式作用于肌肉筋膜和关节等部位，按摩后如同进行了高强度运动。

需要提醒的是，现在挂着“按摩接客室”之类牌子的店铺大多是色情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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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推荐场所：

　　泰国排名第一的培训女按摩师的卧佛寺泰式按摩学校，就在卧佛寺里有两座按摩馆，对外开

放。绝大游人参观完寺庙后都会去享受一次正宗的泰式按摩，不少游人去卧佛寺看完大佛就直奔

按摩了。按摩品种很多，有传统的泰式按摩，也有中草药的、精油的，时间是一小时，也有半小

时的。

如果想走自然路线，但又不想砸下太多银子，推荐去考山路的Massage Garden。这里的按摩手法虽

然与卧佛寺按摩中心的无法相比，但小径通幽的环境让人充满惊喜，是曼谷难得的静谧之地。露

天庭院里，布满半透明的纱帐，地上铺着白色石子，四周种满花草，流淌着轻柔的音乐，满眼绿

意中，人很容易安然入睡。

EMPORIUM百货商店旁边有一家很出名的按摩店，BODY TUNE。这家店已经开了有3年多，据说

，不少香港明星都爱光顾这边，比如钟丽缇。地址：SUKHUMVIT 24，就在SEAFOOD

MARKET前面。价目表：TRADITIONAL THAI MASSAGE ,1HR,350铢；2HR，550铢；

OIL MESSAGE，1HR，550铢。

泰式SPA

　　急速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等都市病，不但影响健康及情绪，更减弱肌肤的正能量，泰式spa

正是缓解疲劳的绝好选择。泰式SPA融合东、西方的水疗特色，又以传统的泰式按摩见长，在西

方香熏按摩的基础上加入泰式香料，形成自己独特的SPA风格。泰国SPA提倡简约而又现代的概念

，“重生”是它的精神，离开喧嚣的都市红尘，通过SPA让生活重生。

在泰国SPA不是只为少数人提供的奢华享受。如果不介意环境和氛围，在海边的椰树下、沙滩上

招招手，就会有专门的按摩师带给你一次自由随意的Spa体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选择一

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否则在沙滩上做推油按摩，一旦起风，身上粘了砂砾，精油就会多了磨砂

膏的效果，最好还是不要尝试。

饭店附设SPA：

The Spa——千禧希尔顿饭店

Chi Spa——中国概念，香格里拉饭店

Devarana Spa——Dusit Thani 饭店

The Spa by MSpa——四季饭店

The Oriental Spa——Oriental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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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e Spa——Sheraton Grante Sukhumvit

Banyan Tree Spa——高楼夜景Spa

Spa Athenee——Plaza Athenee Bangkok饭店

COMO Shambhala——Metropolitan饭店

SPA专门店：

Divana Nurture Spa——健康自然概念，Phrom Phong站

Purple Spa——纯白艺术感， Phrom Phong站

Lian Spa & Massage——Si Lom区

Hapa Spa——Nana区，画廊风情

Palm Herbal Spa——精致舒服，Thong Lo区

Dulaya Spa——泰式寺庙设计，Phrom Phong站

Chance Spa——平价园林式，Si Lom区

Leela Thai Herbal Spa——平价舒适，Chong Nonsi站

Blooming Spa——平价简洁，Phrom Phong站

Lavana SPA——曼谷最大，Nana站

精油种类：

　　常见的精油有三种：一种是“Aromatherapy

Oil”，大部分是混合油或合成油，价格合适，也常被使用；另一种是“Essential

Oil”，是100%纯精油，需要保存在深色玻璃瓶中，价格也相对昂贵；还有一种是“Fragrant Oil”

，精油含量只有2%~3%，只是好闻而已。购买精油时一定要问清楚是香薰专用（在香薰炉中加热

挥发）还是用于身体的。

在曼谷买精油：

　　除了SPA馆，曼谷很多商店都可以买精油，比如：Siam Paragon商场地下一层的护肤产品专区

；Central商场6层的SPA用品专卖店；还有曼谷机场C闸口附近的Home-SPA店，更是离开泰国前最

后一搏的好选择。当然，夜市中价格较为便宜，但身体用的精油还是到正规商店购买比较保险。

   

10、曼谷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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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的餐饮选择非常丰富，这里是历史悠久的泰国菜的发源地。泰国既辣又酸且甜，不仅用

到大量的辣椒、葱、姜、蒜，还要加入咖喱、鱼露、虾酱、椰奶、柠檬汁等佐料，有时还会加上

薄荷叶等天然香料和菠萝等水果。除了泰国菜还能在曼谷找到中国、印度、其他东南亚和西方美

食。曼谷当地的泰国菜以"辣味"闻名，炸食、炒菜的种类很多，美食首推海鲜。曼谷小吃精美，

烧烤食品，如鱿鱼、炸香蕉尤为出色。对一些人来说，品尝泰国菜的障碍无疑是它的辛辣，不过

没关系，点菜的时候，只要声明说“麦派”(不要辣)，就可以放心享受似是而非的泰国美食了。

曼谷的就餐场所多种多样，从高级饭店到传统高脚屋，从酒吧到路边摊，包括许多游船也提供船

上晚餐，在清凉的晚风中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夜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冬阴功汤(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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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曼谷的路边小吃也很美味，烤鱿鱼、炸香蕉等随处可见。对一些人来说，品尝泰国菜的障碍无疑

是它的辛辣，不过曼谷菜在泰国并不算很辣的。如果实在不吃辣，只要点菜的时候声明说"麦派"

（不要辣），就可以放心享受似是而非的泰国美食了。

除了美味的泰国菜之外，泰国的热带水果也不可不尝，甜度高、香味浓、非常新鲜、价格不贵，

新鲜的水果还经常入菜，如著名的菠萝海鲜饭。但要注意新鲜水果不能带进中国，所以除了在当

地吃个够，就只有带些水果干回来解解馋了。

如果实在无法适应味道独特而浓烈的泰国菜，曼谷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备选方案。在唐人街可以

吃到地道的中国菜，是隆、暹罗两大商业区的百货公司里都有正宗的西餐厅和西式咖啡馆。作为

最后的选择，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厅遍布街头巷尾，它们的味道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

曼谷的就餐场所多种多样，从高级饭店到传统高脚屋，从酒吧到路边摊，包括许多游船也提供船

上晚餐，在清凉的晚风中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夜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除了泰国菜还能在曼谷找

到中国、印度、其他东南亚和西方美食。

美食地：

考山路及其附近：这几条街上的餐厅、酒吧数不胜数，而且口味多样。营业时间也很符合年轻的

背包客的习惯，很多是24小时不打烊。

商业中心：在暹罗、是隆两大商业区，几乎所有大型百货公司的顶楼都是美食区，购物走累了随

时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

湄南河：是最有泰国情调的区域，找家临河餐厅吃饭或喝杯咖啡都是很醉人的。如果坐在河边不

够过瘾，还可以选择游船餐厅，一边夜游一边品尝美食。

大排档：它们晚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街头巷尾，在行的食客都知道，那里才是泰国美食灵魂所在

。尽管卫生状况不尽人意，但意想不到的美味和公道的价格仍吸引着无数的食客。

机场餐饮：素万纳普国际机场的三楼有很多餐厅、咖啡厅，环境和食物的味道都较为国际化，人

均消费200-500泰铢不等。一楼八号门边的Magic food的形式类似食堂，需要先买票再点餐，票花

不完可以退。一客米粉或饭的价格35-50泰铢，量不是很大。

   

11、曼谷小档案

区号：0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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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语言：泰语

区域面积：1568.737 平方千米

人口：980万(2010年)

地理：

　　曼谷的平均海拔2米左右，这使得曼谷经常在雨季面临洪水的困扰。大雨过后，曼谷的街道经

常会出现积水。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在1960年-1990年，曼谷的平均气温升高了2度。气象记录的

历史最高温和最低温分别为40.8 °C和9.9 °C。曼谷位于皇河昭披耶河（即湄南河）河畔，暹罗

湾湾口上数公里的平坦冲积平原之上。显着的地理位置标志着它的首都地位。曼谷地区为平原地

带，海拔仅0.5-1.5米，面积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其疆域北邻暖武里府和巴吞他尼府，南连北榄

府和龙仔厝，东毗北柳府和巴吞他尼府，西接暖武里府和龙仔厝府。美丽的湄南河纵贯南北，逶

迤而下，把曼谷一分为二，最后汇入泰国湾。曾几何时，曼谷市内河道纵横，货运频繁，水上集

市贸易十分繁忙，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而今，城市的发展使得大多数河流被填平，只剩下湄

南河的几条干流。湄南河以东为现代化的新城曼谷，政府最高行政机关如王宫、国会、政府官邸

、法院以及酒店、商业中心、机场、码头、工厂、娱乐场所等均集中于此。湄南河以西是旧城吞

武里，多精致的园林，仍保持着传统的色彩。两百多年来，曼谷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优化

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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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云石寺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行政区划：

　　政府建筑曼谷大京都的行政区域共分成三十八个县，分别为：拍那空县、律实县、巴吞旺县

、三攀他旺县、挽叻县、然那哇县、挽卿县、拍耶泰县、挽甲必县、拍昆仑县、民武里县、廊祝

县、叻甲挽县、吞武里县、空讪县、曼谷莲县、曼谷艾县、叻巫拉纳县、打邻仓县、汇权县、拍

司乍能县、挽坤天县、廊卿县、邦巴沙都拍县、挽是县、挽柯莲县、拉贴威县、巴威县、空堤县

、明拱县、叻抛县、乍都节县、廊曼县、挽拍县、庄汤县、萱銮县、领亮县。

气候：

曼谷属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度不下摄氏18℃，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11月至2月受较凉的东

北季候风影响比较凉爽，3月到5月气温最高，可达摄 氏40-42℃，7月至9月受西南季候风影响，是

雨季。10月至12月偶有热带气旋从南中国海经过中南半岛吹袭泰国东部，但在暹罗湾形成的热带

气旋为数甚少且弱。一年中最舒适的月份是11月至次年1月，那是曼谷的凉季，月均温度17℃-24

℃左右，各种花卉依然绚丽多姿，曼谷此时景色最美。

宗教：

　　泰国男人一生中要有一次剃光头、穿僧袍当僧侣的经历。有的则做两次僧侣，一次在10岁左

右，一次在20岁以后，遁入空门227天。曼谷有92%人口信奉佛教，6%信奉伊斯兰教，1%信奉基

督教，犹太教徒约300人，0.6%信奉印度教。曼谷约有400座佛教寺，55座清真寺，10座教堂，2间

犹太会堂。

节日和重大活动：

　　国庆日：国王生日，每年12月5日，又称万寿节。

万佛节：泰历3月15日，公历一般在2月。节日清晨，国王也在玉佛寺斋僧。

宋干节：又称泼水节。时间为公历4月12至15日，是泰国新年，泰政府规定宋干节放假四天。每当

此刻，举国欢庆，曼谷尤甚。整个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采，大致有五项内容，即浴佛、堆沙、放

生、庆祝游行、泼水。

佛诞节：公历5月23日。又称浴佛节，为佛祖释加牟尼诞生纪念日。佛寺在这一天都要举行斋戒、

颂经法会，以各种香水、鲜花水浴洗佛像。这天善男信女都要到寺庙敬香，参加浴佛仪式，因此

泰政府规定放假一天。

农耕节：每年5月份举行，具体日期由国王选定，仪式由国王主持。农耕仪式一般在大皇宫北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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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田广场举行，历时2小时，仪式隆重，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人观看。

守夏节：每年公历7月，是重要的佛教节日。玉佛寺要举行隆重的玉佛更衣仪式，一般由国王或御

代表主持。这一天即表示泰国已进入盛雨季节，僧侣进人为期３个月的坐禅、颂经期，期间和尚

除早上外出布施化缘外，其他时间一律不得随意走出寺庙，膳食只能早晚两餐，晚餐只能吃流食

。

水灯节：每年公历11月（泰历12月）月圆之日。水灯节是泰国的主要节日，亦是泰国民间最热闹

、最富诗意的传统节日，不亚于宋干节。时间在泰国阴历12月的望日之夜，届时曼谷全城沸腾，

万灯漂流，壮美无比，最热闹的地区是第一世皇桥两岸、考遴公园、空洛港等地。

雨伞节：每年的正月，为清迈柏善村(BoSang)所制精美传统雨伞艺术而设。

花之节：每年的二月，清迈万紫千红的花卉令你仿佛到了天堂，何似在人间。

卫塞节(VisakhaBucha)：每年五月，释迦牟尼佛涅盘之日，点着烛光游行庆祝佛教至圣的节日。

RayongSunthonPhu日：文化色彩浓厚。每年六月在BanKram的记念公园(MemorialPark)里，诗人以

诗歌朗诵和舞台歌舞表演来记念Rattanakosin诗歌。

皇后华诞：每年8月12日，曼谷大王宫附近与Ratchadamnoen街将张灯结彩，庆祝泰国皇后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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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曼谷最棒的体验

   

1、从大皇宫开始 征服泰国的庙宇

泰国的故宫(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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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是世界上佛寺最多的地方，有大小400多个佛教寺院。漫步城中，映入眼帘的是巍峨的

佛塔，红顶的寺院，红、绿、黄相间的泰式鱼脊形屋顶的庙宇，充满了神秘的东方情调，寺庙里

四处充满了对佛的崇拜与敬仰。

从空中看曼谷，在一个河流的转弯处便是曼谷城市的发源地--大皇宫，这是泰国最有名的古代建

筑，地位相当于北京的故宫。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 、规模最大、

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均居于大皇宫内

。1946年拉玛八世在宫中被刺之后，拉玛九世便搬至大皇宫东面新建的集拉达宫居住 。现在，大

皇宫除了用于举行加冕典礼宫廷庆祝等仪式和活动外，平时对外开放，成为泰国著名的游览场所

。

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萃，其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

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泰国艺术大全”。

   

2、不拜四面佛 你的曼谷旅程就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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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佛(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四面佛是到曼谷一定要去的。四面佛，人称“有求必应”佛，该佛有四尊佛面，分别代表爱

情、事业、健康与财运，掌管人间的一切事务，是泰国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对信奉佛教的人来

说，到曼谷来不拜四面佛，就如入庙不拜神一样，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据说四面佛的灵验超乎

寻常，因此，有些游客为了在四面佛前许誓还愿而多次往返泰国，更有许多港台影视明星，年年

都来泰国膜拜四面佛，可见四面佛的魅力。

四面佛原名 “大梵天王”为印度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乃是创造天地之神、众生之父，天王在天

界中法力无边，掌握人间荣华富贵，具备崇高之法力。大梵天王有四面、八耳、八臂、八手，每

手所执之物均有其深长意义：一手持令旗（代表万能法力）；一手持佛经（代表智慧）；一手持

法螺（代表赐福）；一手持明轮（代表消灾、降魔、摧毁烦恼）；一手持权仗（代表至上成就）

；一手持水壶（代表解渴、有求必应）；一手持念珠（代表轮回）；一手持接胸手印（代表庇佑

）。人们在拜四面佛时，通常用鲜花、香烛、木象祭神，或者将麻雀放生，有的则雇几名穿着泰

国古代民族服装的少女在佛像前随著音乐边歌边舞，意在祭神、谢神或还愿。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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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拜四面佛：四面佛是一个很小的神龛，对公众免费开放，就在大马路的旁边，在凯悦酒

店旁，斜对面是中心世界广场。100平米都不到的一个小地方。拜四面佛是有讲究的。花20B从神

龛旁边的一个摊位买香和花，他会给你12注香、一个蜡烛和4个小茉莉花圈。从入口处的佛面开始

拜，把蜡烛留在第一个佛面那里，许愿，然后插三注香和一个花圈。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拜其他的

三个佛面，在每一个佛面前重复许过的愿，插三注香和一个花圈。全部拜完后，回到第一个佛面

再拜一次。最后到旁边的一个水缸前，舀一杯神水，拍在额头、脸上和手臂上。

每天信徒们都要在这里举行拜神的仪式，如果你这时来这里可以摄得很多难得的照片，尤其是早

上。

   

3、看一场令人瞠目的人妖秀与泰拳

泰国人妖秀(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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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到泰国，很容易想到曼谷金碧辉煌的佛塔寺庙、芭堤雅明媚的白沙椰林，灯红酒绿的夜

生活，光彩照人的“人妖”，以及令人惊心动魄的泰拳。

泰国旅游业极富地方特色，其中最让人好奇追逐的便是著名的“人妖”表演。泰国人妖，是一个

神秘的群体，“她们”娇艳无比，能歌善舞，美得可圈可点，让女人都忍不住羡慕嫉妒恨！

泰拳，即泰国拳术，杀伤力大，一门传奇的格斗技艺，是一项以力量与敏捷著称的运动。泰国拳

风鼎盛，俗话说：“十个男人，九个打拳。”可见拳斗在泰国普遍流行的程度。每当有寺庙盛会

或重大庆典，拳赛不仅为必备的节目，而且常被列为大会的戏轴。

泰拳(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场所推荐：

　　泰拳竞技场（Boxing Stadium）

这是一个室内竞技场，由泰国皇家军队代为泰国政府经营。Lumpinee现在已然是现代泰拳的象征

了。泰拳比赛在每周二，五，六举行，大约晚上6点开战。这里还是泰国为数不多的允许赌博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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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妖秀（Ladyboy Show）

曼谷主要人妖秀场有三个：克里普索(Calypso)人妖秀，曼波(Mambo)人妖秀以及金东尼(Golden D

ome)人妖秀。三家价格都差不多，可以找旅行社等代理还价。克里普索人妖秀评价较高且靠近市

中心。

旅人提示：

每场表演结束后人妖会留下来和游客合影赚些小费，价格30－80铢不等。人妖很多是穷苦家庭出

身，迫于生计在走上这条路，而且病痛多，寿命普遍不长，观看人妖秀时请记得礼貌和尊重。

   

4、特色SPA 神奇的古法泰式按摩 

泰国SPA(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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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的古法按摩是泰国历史文化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无论你是男人还

是女人，都会在一张小小的按摩床上得到最好的休息与放松——泰国本地的按摩技师经验老道，

手法轻重拿捏准确，收放自如，在力道逐渐加强的同时，你也会领悟到什么才叫“舒服”！

开在卧佛寺里的“泰国传统医学与按摩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的泰医药从业人员和按摩技师。

按摩大房比较拥挤，但身处卧佛寺的大环境是无与伦比的。技师确实很专业，价格比外面的店贵

些（360泰铢／50分钟Foot Massage或60分钟Thai Massage）。

要感受泰国的spa，那在曼谷的至高点体验传统而创新的泰式Spa，相信你的感受也会跃然升级—

—曼谷悦榕庄Spa水疗中心是能俯瞰曼谷全城的Spa馆，规模很大，设施齐全，桑拿房、冲浪池等

俱全 ，是名副其实的“水疗”精品店（7000泰铢／180分钟女士ThaiBeauty Ritual或男士Thai Ginger

Healer）。

   

5、停不住的血拼，从开张到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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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购物(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泰国可以退税，一家商店买够2000泰铢即可填写退税单。所以在曼谷一定要大买特买才过瘾。各

种手工艺品、小吃零食、佐料调料、滋补药品、珠宝首饰都可以在这里捕获，且都比国内便宜，

在这里购物，选择多到你没法想象，绝对考验旅行拉杆箱大小——各种各样的摊铺，食品、时装

、手工艺品、家居、家饰、玩具店，各种档次的商场购物街，各种大大小小的周末市场⋯⋯逛累

了还可以吃排档或坐摩天轮看夜景。而一定要去的是位于曼谷市区北边的全亚洲最大的周末市场

Chatuckak每到周末的时候总是人挤人的，曼谷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摆摊卖些有趣的东西，在里面可

以淘到不少很棒的货品。另外，对女孩子来说，到曼谷没有不逛Naraya的，逛Naraya没有不买包

的，这个俗称曼谷包的品牌，绝对让人趋之若鹜。从开张营业到商店打烊，这里无时无刻不人满

为患，不买10个20个的，都不好意思结帐出门。

   

6、湄南河打“船的” 河景也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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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南河美景(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如果你有一天的时间是在曼谷城中那段湄南河上度过的，一定会记忆深刻，这里有各种水上TAXI

，它可以带你游览整个沿河的地方，在每一个河边的码头都有一些短途游览的行程，你可以挑选

感兴趣的来参加，只要记好船靠岸的时间就可以。最好是晚上在船上晚餐，比如Grand Pearl

Cruises游轮餐厅或Horizon

Cruise，不但有极其美味的国际自助餐，更会有各种派对，当然，还能拍到很美的夜景。

   

7、“泰”美味　一半热辣一半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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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美味(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曼谷是泰菜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烹调方法主要是煎炸为主，辅料有辣椒、葱、姜、蒜等，

伴以咖喱、鱼露、虾酱、椰奶、柠檬汁、薄荷叶等独特的佐料及香料，味道独具特色，著名的应

该算是冬阴功汤与咖喱蟹！

曼谷街头小吃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行走于曼谷街头，让人放佛走进了一个美食的天堂。泰

国的热带水果更是出了名的多，在这里的每一天，相信你的味蕾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有一点一

定要记住：来泰国不吃榴莲简直就是白来，不过泰国的酒店是不允许榴莲进房间的，所以通常需

要在超市的门口或路边的小广场上就把刚买到手的榴莲立刻消灭光光！

在曼谷寻找美味不是难事，地铁沿线、湄南河沿岸、曼谷市集、夜市、百货地下街，各色美食无

处不在，套用一句纽约名厨AnthonyBourdain的话：“美食精髓就在市场、街角，各个顶端蕴着热

气的小吃摊上，只要跟着当地人吃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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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楼顶感受曼谷高空奇妙夜

楼顶餐厅美景(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曼谷段的湄南河边有几家特别的露天餐厅，钱包宽裕的话，不妨找个机会，穿体面一些，到Sirocc

o、Vertigo Grill & Moon、Mezzaluna、Baiyoke Sky或者Breeze随便哪家餐厅去喝一杯。Sirocco餐厅是

世界上最高的露天餐厅和曼谷最令人垂涎的就餐地点之一；Vertigo Grill & Moon Bar在悦榕庄的61

层，尽管比Sirocco低两层，却一点也不影响它让每位游客都陶醉在曼谷和湄南河的美丽景致中的

能力。全开放360度毫无遮挡的楼顶餐厅，视野开阔到可以看到曼谷各处，尽管酒水小贵，但相比

这个环境，值！

   

9、曼谷水上集市 划着小船去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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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逛的水上市集(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是俗称的曼谷“水上集市”，是个和当地居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场所。集

市中，一条条卖货的小船在运河上交错往来，再加上河岸边那一家家水乡居民的住宅，构成了一

幅令人深感亲切而又典型的曼谷印象图卷。以前曼谷市区里也有水上市场，近几年因为节奏太快

，水上市场的交易已经满足不了商贩的要求，所以市区水上市场就消失了。如果你能起得早，不

妨去周边的水上市场看看，尤其是早上，各种百货用品、新鲜的水果、蔬菜都能够坐着船挑选。

   

10、骑大象喂鳄鱼 乐在奇趣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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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的精彩活动(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看过《大象的眼泪》的人都应该对大象有更加浓厚的情感，这里的大象看上去像泰国人一样瘦小

，如果它们的皮肤也有黑白之分，在这样强烈的日照下应该也比北京动物园里的大象黑不少。三

攀大象鳄鱼表演园被誉为世界上最专业的鳄鱼展示园。从大象的一声长鸣开始，大象们会手牵手

依次入场，精彩的大象表演拉开帷幕，还有惊险剌激的鳄鱼表演在后面。除了观赏大象表演，趣

味盎然的丛林骑大象也很值得一试，那不就是泰国电影和民俗风情片里时常展示的泰式风情吗？

不妨试试这种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体验泰国人古时利用大象从事工作的情形。坐在大象背上的感

觉很特别，虽然座椅不很舒服，腿有点悬空，但是新鲜感会冲淡那些挑剔。视野变得更高更广，

身体还随着大象慢悠悠的脚步来回摇摆，大象真是让人觉得踏实的家伙，那么庞大但是又那么温

顺、稳重，能任劳任怨的为人类工作。

另外，在著名的猴子学校可以看到训练猕猴的情形，亦可欣赏到猕猴在受训后所表演的各种逗趣

画面；毒蛇研究中心现场有人蛇表演，并可观赏到最毒且濒临绝种的金刚眼镜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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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曼谷夜市 用一个夜晚爱上曼谷

曼谷的夜市(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华灯初上，曼谷的大小夜市早就已经人声鼎沸，每个人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不要着急，过

不了多会儿，你也会这样。

曼谷夜市很多，几乎每个繁华的街道都会有个或大或小的夜市，不过最出名的就两个：SUAN-LU

M NIGHT BAZZAR夜市和PATPONG夜市。

SUAN-LUM NIGHT BAZZAR夜市是泰国旅游部门官方指定的夜市，相当大，基本上一个晚上最

多就是逛一半的面积，另外这里有许多吃饭的地方，还有酒吧和演出，提供娱乐、购物一条龙的

服务。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可以上去看看曼谷夜景。而PATPONG夜市平民化些，

似乎价格更低，如果你想体验如泰式按摩这些更有泰国风情的玩意儿，那么最好是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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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从曼谷出发，开始一段东南亚之旅

曼谷(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曼谷是东南亚第二大城市，从世界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可以便捷地来到东南亚腹地的

曼谷。而从曼谷到泰国乃至东南亚其他任何目的地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作为交通中转站的身份，

无疑让泰国更加国际化和现代化。那么，就从这里，开始你的热带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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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曼谷景点详述

景点地图 

   

1、暹罗广场Siam Square

       中文译为：沙炎商业中心。暹罗广场始建于1965年，地皮由朱拉隆功大学所有。初

期只有平常的租户，后来吸引到品牌进驻，使得开始不断的向周边扩张。在2007年上映的泰国电

影《暹罗之恋》有多个镜头也是在此拍摄。现在已成为有名的购物娱乐商场，里面有不少名店，

如星巴克咖啡店、Hard Rock Cafe、银行、酒楼、咖啡店、时装店、书店、唱片店、学校、酒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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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曼谷的年轻人最喜欢聚集的地带，可以媲美日本新宿区、台湾西门町。

交通：曼谷集体运输系统暹罗车站，出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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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佛寺Wat Phra Kaew

       拉塔那古辛岛地区：与湄南河东岸相接，这个地区是泰国佛教真正意义上的梵蒂冈

城，该国最尊贵神圣的一些场所就分布在此：玉佛寺、大王宫和卧佛寺。这些是曼谷呈现给游客

的最为壮观的景点，即使是最不用功的文化和历史专业的学生，这里也是必到之处。许多泰国人

在这里进行朝圣，所以记得穿戴要谨慎（上衣及肘，裤裙及膝），行为要尊敬（根据提示，脱掉

鞋子）。在广场上散步时，要穿不露脚趾和脚踝的鞋子，不能穿凉鞋。 

                                             58 / 175



�������

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玉佛寺是一个建筑奇迹：有看上去好似漂浮在地面之上的闪闪发光的镀金佛塔（ch

edi）、漆成橙色和绿色的屋顶瓦片、表面嵌有马赛克的柱子，和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山形墙。供奉

有尊贵玉佛的神龛在主殿中。这座由碧玉制成的玉佛从泰国北部到现在的家曾经历了一次史诗性

的旅行。在泰国北部时，玉佛被藏在一层灰泥中，途中被老挝军队截获，然后被带到琅勃拉邦（

Luang Prabang ）和万象；后来泰国人在万象将玉佛夺回。

TEL: 02623 5500;

地址：Th Na Phra Lan

门票：200B

开放时间：8:30am ~ 3:30pm

   

3、 大王宫Grand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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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和玉佛寺在同一个地方，曾是皇室的居所。现在，国王仅在特定的节庆场合才使用

大王宫，如加冕日；国王目前的寝宫是城北的奇托拉达宫殿（Chitlada Palace）。这四栋建筑物外

部华丽的皇家气派值得人们一看，不过内部不对公众开放。深墙内居住着的那曾经一度与世隔绝

的人群，以及发生于其中的密谋和仪式，对现代的访客并不总是一目了然。在Kukrit

Pramoj所作的三部曲《四王朝》（Four

Reigns）中，有一个小说化的版本，讲述了一个叫做Ploi的女孩在皇宫长大的故事。

门票250泰铢/人：大王宫本身门票200B/人，但一般卖门票250B，共有三张票，一张是参观大皇宫

的；一张是参观大皇宫检票处边上的博物馆；还有一张是参观离大皇宫4公里远的Dusit

Zoo动物园附近的柚木宫，这张门票7天内有效。

Tips ：大皇宫离Khao San Road很近，没必要坐车，走20分钟就能到了。

   

4、 卧佛寺Wat P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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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位于皇宫南面，始建于大城王朝时期。它又称“越菩寺”，已有200多年历史，是

泰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寺院。寺内供奉著一座释加牟尼的巨大卧佛像。卧佛呈金黄色， 46

米，高15米，为铁铸、包金，镶有宝石。佛祖侧卧，右手托头，两只大脚底长5.8米。卧佛寺囊括

了一切颁给最高级别者的奖项：它是曼谷最古老和最大的佛像馆藏。最大的看点就是大得令人震

惊的卧佛，展示了佛祖最终涅槃的形象。佛像由石膏包着一个黏土核心塑成，最后在外面贴上金

箔。佛像双目和双足镶嵌有珍珠母贝壳，足部展示了108个吉祥图案。大佛几乎占满整座佛堂，因

而得名 “卧佛寺”。

        卧佛寺还以传授古老的按摩术而著名于世，院内有按摩学校和培训班，都是采用

最古老的方式教授按摩术。

TEL: 0 2221 9911

门票：20B

开放时间：8am ~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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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面佛

       四面佛是印度神祇，原是婆罗门教三主神之一的梵天，是创造天地之大神，有四张

面孔。在东南亚、泰国被认为是佛教的护法神，是法力无边，掌管人间荣华富贵和发扬和谐佛法

之神；其四面分别朝向东南西北，供信众祈福。由于外形近似中国佛像，因此在中文多称为四面

佛。

四面佛坛是泰国香火最鼎盛的宗教据点之一，在曼谷市中心爱侣湾的 Ratchadamri 路和 Phloen Chit

路交界，邻近君悦酒店和崇光百货。在此地设立四面佛坛的原因，据说是在1956年 Erawan 酒店（

君悦酒店前身）兴建之时，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事故，因此聘来了一名道士作法，依其建议供奉

四面佛，保佑大众诸事顺逐。

       每年有甚多的华人信徒及印度教徒到此膜拜，其中更深受福建人的敬仰。信众相

信四面佛极为灵验，如果祈求后愿望达成，信徒必须准备祭品再次到此酬神还愿，甚至自己或雇

人表演歌舞。

   

6、 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博物馆往往是在旅途中驻足停留的好地方。曼谷国家博物馆NationaI Museum的收藏

品规模庞大而品质精良，代表着泰国不同时代的美。国家博物馆据说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博物馆

，参观者可以了解泰国文化艺术的概貌，也是探索古都大城和素可泰的一块有用的踏脚石。其不

足的方面是，展品标签不够清晰，没有空调，在热天无法帮你保持清凉。可以参加免费的导游团

队游（每周三9:30am，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进行讲解）。

TEL: 0 2224 1370

地址：Th Na Phra That

门票：40B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日9am ~ 4pm

       其他博物馆，诸如吉姆汤普森之家（Jim Thompson

House）、维曼默宫（Vimanmek Palacel） 和璀璨的白菜园宫（Wang Suan Pakkard）

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品，让人流连忘返，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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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王庙Wat Arun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一座引人瞩目的寺庙，以印度教中的黎明神Aruna命名。在湄南河的通布里一侧的

河岸上，郑王庙在隐约中显得非常巨大，看起来似乎由花岗岩雕刻而成；靠近些细看才发现，这

座壮丽的高棉风格的82米尖塔（praang）上，覆盖着一层瓷砖镶嵌起来的图案。这些瓷砖是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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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船留下来的。整个寺庙充满了印度寺庙的精致繁复感。由此可见各宗教的信仰自由在泰国的

显现。

TEL: 0 2466 3167

地址：Th Arum Amorin

门票：20B

开放时间：9am ~ 5pm

   

8、 唐人街和帕乎叻Phahurat

       闪闪发光的金店，高大的中文霓虹灯标牌，拥挤到人行道上的店面——欢迎来到唐

人街，繁忙的曼谷商业中心。这里五彩缤纷、琳琅满目，既让你兴奋无比，也会让你筋疲力尽。

著名的舢舨巷（Sampeng Lane, Soi Wanit）穿过城中央，与耀华力路（Th Yaowarat）大致平行；这

条路拥挤而嘈杂，充满了有用和无用之物，不过都是一些便宜货。在耀华力路和Th

Chakrawat路交叉口处，是贼市（Thieves Market, Nakhon Kasem），因为过去这儿是进行销赃的地

方。夜晚，周边地区灯火通明，好像一棵圣诞树，这时去四处逛逛非常有趣。

       唐人街西侧是较小的印度区，称为帕乎叻，以印度餐馆和印度糖果店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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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耀华路

       暹罗君主拉玛四世开辟石龙军路后，感到三聘街虽然是华侨的商业贸易中心，然而

局促一隅，难以再有地方可以发展，属曼谷唯一不能行驶汽车的繁荣商业耀区，因此有意在三聘

街与石龙军路之间，开创一条能通行汽车的新马路。在1881年规划动工，可惜拉玛四世在1886年

驾崩，工程延误至1892年，才由他的继任者拉玛五世谕令开工。它由高亭越三振佛寺起，至三皇

府三聘城门为止，全长1,430公尺，宽20公尺，行人道宽4公尺。当年有一位姓林的华侨，爵名为“

坤耀华力陀那勒”捐献出大片土地供整路，这条马路被命名“耀华力路”以之褒扬林先生的功绩

。华侨相继到这条新马路经商，商店排屋林立，并先后创建“老哒叻”“新哒叻”“龙尾爷街哒

叻”等菜市场；并有戏院、电影院、“九层楼”及“六层楼”等作为饭店、咖啡室、麻将馆及舞

厅等娱乐场所。楼房以中国建筑为主，挂上中文招牌，戏院里上演中国的广东省之潮剧，商场里

讲中国的广东省之潮州话。

   

9、 金佛寺Wat Tra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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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这座寺庙位置在华南蓬车站附近，他的英文名字叫做Temple of the Golden Buddha（

即金佛寺），这丝毫不令人惊讶。寺庙供奉有一尊高3米，重5.5吨的实心黄金佛像——即使在这

个万佛之国，它也不失为一个吸引人的景观。这尊闪着金光的佛像曾用灰泥覆盖在其表面，不过

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人们在搬运佛像时，将佛像摔了下来，灰泥脱落，露出了里面这件宝贝。大

概是在缅甸的许多次入侵中，才用灰泥把金佛藏起来的吧。

TEL: 0 2623 1226;

地址：Th Yaowarat和Th Charoen Krung街角

门票：20B

开放时间：9am ~ 5pm

   

10、 湄南河Mae Nam Chao Phr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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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曼谷曾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用来运货和送人的是运河而不是马路。宽

阔的湄南河是通向泰国内地的高速公路。一切生命都以这些巨大的运河网络为中心。时代改变了

，不过只要你在任何一个码头（thaa）乘上一艘湄南河快艇，还是能够观察到城市水上生活的影

子。这也是曼谷较为舒适的交通方式之一，从穿制服的学童到身着僧袍的和尚等各阶层人士都在

使用。

只要跨河到通布里地区，Khlong Bangkok Noi火车站让人们可以迅速逃离曼谷疯狂的现代生活。沿

着运河（khlong）前行，走得越远，收获越大，你会看到柚木吊脚楼和无边的绿色。长尾游船定

期从思帕孔大学（Silpakorn University）旁的清码头（Tha Chang）出发，到达邦亚镇（Bang

Yai）。全程往返60B。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am ~ 3pm。

      

在航海时代，也有外国人在这条河流上出现。两位荷兰船长建造了宏伟的东方酒店Orientel

Hotel，其本身就是一个景点。毛姆（Somerset Maugham）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其他名人都曾在东方酒店下榻。你可以在酒店的Author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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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咖啡吧或河边的酒吧为这些文学巨匠举杯；在此穿着要得体。

酒店信息：

TEL: 0 2659 9000;

网址：www.mandarinoriental.com ;

地址：48 Soi Oriental. Th Charoen Krung

   

11、 吉姆�汤普森之家Jim Thompson’s House

       成功把泰国丝绸推销到西方市场的美国企业家吉姆�汤普森的漂亮住宅。在泰国工

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于1967年在马来西亚的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神秘失踪；

失踪原因仍不明，许多人怀疑他被谋杀了。他的住宅是利用传统泰式房屋的回收材料建成的，悬

空建于一条小运河之上。除了这座杰出的建筑，他还收藏有一流的泰国艺术和家居装饰品。门票

收入系数捐给曼谷盲人学校。

TEL: 0 2216 7368;

地址：Soi Kasem San 2. Th PhraRam I;

门票：成人/儿童100/50B

开放时间：9am ~ 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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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12、 柚木宫Vimanmek Teak Mansion

       五世皇金柚木行宫：位于宁静的杜喜王宫（Dusit Palace）范围内，据说是世界上最

大的金色柚木建筑。地处曼谷的郊区，又称“维玛迈克宫”，建于1900年，是五世皇全家的寝宫

。宫内有100多间房间，饰物十分华丽。它是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质地最好的金柚木宫殿。也是

历代泰皇御照和收藏艺术品的博物馆。

        20世纪早期，国王就曾生活在这栋有着雅致的楼梯、八角形房间，以及格子窗墙

壁的宅邸之中。宫内陈列有国王各种各样的财物，以及拉达那科辛早期的艺术品和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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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 2628 6300;

门票：外国游客/泰国游客100B/50B如有大王宫门票可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9:30am ~ 4pm

   

13、 蓝披尼公园Lumphini Park

       一个远离都市喧嚣和交通拥挤的阴凉休息处；可即来即学的下午有氧运动班是一项

很棒的免费娱乐活动，不管你是否加入那些动作整齐划一的学员行列中。

地址：Th Phra Ram IV和Th Ratchadamri街角

开放时间： 5am ~ 8pm

   

14、 旺神龛Erawan sh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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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用于供奉印度教的生育之神，并且据说它还能为信众们带来好运，让他们中大彩

。假如许下的愿望实现了，祈愿者会租用乐师和舞者在神龛前表演来还愿。

地址：Th Ratchadamri和Th Ploenchit街角

 

   

15、 云石寺Wat Benchamabophit

       由1899年开始修建，材料是产自意大利卡拉拉（Carrara）的白色大理石，这是现代

庙宇建筑的一个绝色的样板。然而真正的宝藏却在后园中，其中陈列有众多泰国佛教艺术的有时

期的佛像。

交通：云石寺在奇托拉达宫殿的斜对面。附近有503路空调车和72路公共汽车站。

地址：Th Si Ayuthaya和Th Phra Ram V街角

门票20B; 8am ~ 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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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里安曼神庙Sri Mariamman [Maha Uma Devi] Temple

       是座供奉湿婆的较小的印度神庙，坐落在Th Pan和是隆路的交叉处。

开放时间：5am ~ 8pm

   

17、 小阿拉伯Little Arabia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是一个中东移民的聚集地，感觉好像现代的麦地那，这里有气氛活跃的咖啡厅和

烟雾弥漫的水烟（sheesh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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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oi 3. Th Sukhumvit

   

18、梦幻乐园����������

        位于泰国的中部地区之巴吞他尼府(Pathum Thani,

��������)之兰实(Rangsit) - Nakornnayok (泰国第三公路)的第七公里处。它是一个设有多

种机动游戏设施的主题公园。园里有定时的角式扮演大巡游、特务爆炸表演、动物表演等剧场。

双层观光公共汽车、小型铁路及架空吊车连接整个公园。公园分为四部分：

       梦幻乐园广场：美国风格的购物街；

Love Garden：世界各国著名建筑的小人国、玫瑰花园等景致，让夫妇拍摄婚姻照片的热点；

Fantasy：适合儿童的各国童话故事的场景摆设。例如：安徒生、迪士尼。

Adventure Land：适合成人的惊险历奇机动游戏、鬼屋及飘雪乐园。

开放时间：平日：早上10:00至下午5:00；假日：早上10:00至晚上7:00

门票：500B

交通：从曼谷的Kasetsart大学附近搭乘25路空调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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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曼谷周边

   

1、 丹能沙朵水上市场DAMNOEN SADUAK FIOATING MARKET

(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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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湄南河道上乘船旅游，一睹至今仍十分活跃的传统于水上人家的生活，是与熙熙攘攘的曼谷不

同的另一种经历；曼谷有众多河川、水道纵横交错，道尽了这个都市的历史发展与独有气质。

纵横较粗的河道上，水上市场应运而生，不少小舢舨上堆满鲜花、水果、手工艺品等，居中的妇

女、商贩殷勤地向小艇中的游客兜售，热闹非常。

这样的画面简直是完美的：穿靛青色衣服、戴宽边草帽的泰国妇女们划着独木舟，船上堆满了五

颜六色的水果和蔬菜——这分明是明信片上才能看到的景象。尽管出售纪念品的小铺子比集市上

的摊贩还要多，游客则比本地人还要多，但是和所有娱乐狂欢的聚会一样，这里同样很有趣。

要想躲避那些旅行团嘈杂的人群，最好的办法是，前一晚先抵达丹能沙朵，然后投宿在位置便利

的Noknoi Hotel 旅馆（TEL: 0 3225 4382; 单/双220/350B），早上7点起床来欣赏一下这个市场，这时

光线充足，日光和煦，而且没有游客。到了上午9点，来自曼谷的大批游客抵达，祥和的气氛一下

子消失殆尽。

Tips：Th Sukhaphiban 1路是通往水上市场地区的陆上线路，你可以在这条路上任何码头租到一条

小船。船费为每人每小时150B到200B。如果船主想要多收钱，就再到另外一家问问。

交通：丹能沙朵市场位于曼谷西南105公里处。乘空调长途汽车78路和996路（65B；2小时;6:30am

~ 9pm, 每隔20分钟一趟）从曼谷南部长途汽车站发车，直抵丹能沙朵。

   

2、佛统NAKHON PA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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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曼谷以西56公里的佛统据说是泰国最古老的城市，不过只有佛统塔（Phra Pathom Chedi）提供了

关于其悠久历史的唯一线索。那座塔最初是堕罗钵底（Dvaravati）王朝时期的小乘佛教徒在公元6

世纪早期修建的。公元11世纪初，高棉国王，即吴哥王国的苏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I），下

令在原先的塔座上修建了现在的钟型建筑物。这样，这座127米高的佛统塔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的佛

教纪念碑。佛统塔位于城中央，这里是不错的散步场所，也是不错的素描对象。在主殿（Boht）

正对面有一家博物馆（门票20B；周三至周日9am ~

4pm），内有一些随罗钵底时期的雕塑。每年11月这里举办佛统塔集市（Phra Pathom Chedi

Fair）,届时会挤满了人，从卖水果的小贩到算命先生，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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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长途汽车997路和83路（35B，1小时，车次频繁）从曼谷南部长途汽车站发车，开往佛统

。回曼谷的话，你可以搭乘Th Phayaphan大街靠河道那一边正在空转的汽车，距火车站一个街区

。开往丹能沙朵水上市场的78路公共汽车也从这里发车。

从通布里（Bangkok Noi）站发车开往佛统（三等车厢14B，约1.25小时）的火车每天有两趟（7:45a

m和1:45pm）。返回通布里同样也有两趟车（8:55am和4:20pm）。还有开往华南蓬的列车，不过路

途较远。

   

3、 北揽古城SAMUT PRAKAN

(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让北揽声名鹊起的正是这古城Muang Boran。据称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这里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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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以南约12公里处。拥有109处泰国最著名历史景点的微缩模型，其中有一些景点现在已不复

存在。这时你的脑海也许会浮现出拉斯维加斯（Las Vegas）以及俗不可耐的小玩意儿，不过古城

在建筑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并保存了古典建筑和艺术形式。对学习泰国建筑的学生，或那些想

要对这门课有一个初步了解的人，这里绝对值得一游。同时，因为很少有拥挤的时候，所以这里

还是悠悠闲闲散步或者骑车（出租50B）的好去处。

交通：

　　25路普通公共汽车（3.50B）以及507路、508路511路空调公共汽车（16B）固定往返在曼谷中

心和北揽之间。根据交通情况，路上最多要花两个小时。沿Old SukhumvitHwy公路而行，古城和

曼谷之间距离是33公里。你可以从北揽搭36路绿色小型公共汽车（6B），穿过古城城门，进入古

城；坐在汽车的左手边，注意 “Muang

Boran”这个标志，在此下车。要回城的话，穿过主干道，然后搭乘白色的36路sawngtha

ew（5B）。

TEL: 0 2323 9253

网址：www.ancientcity.com

门票：成人/儿童300/200B

开放时间：8am ~ 5pm

   

4、 芭堤雅 Patt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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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堤雅素以阳光、沙滩、海鲜名扬世界。这里只有10万人口，每年接待游客却达100多万人次，全

市90%以上的人口都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长达15公里的海岸线处处水清浪平，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悠闲享受着日光浴，滑水、潜水等水上运动也盛行不衰。入夜后，五彩缤纷的烟火装点着

芭堤雅的夜空，歌舞厅、夜总会的霓虹灯闪烁耀眼，街道两旁的小酒吧热闹非凡，流行音乐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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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街小巷。

　　看点：

　　1、美丽海景：人们可以在美丽的芭堤雅海滩享受到日光浴的乐趣，在珊瑚岛领略水上降落伞

、冲浪、滑水、风帆滑板和高空滑翔等水上运动的奇趣。

2、新奇乐园：在东芭乐园可以欣赏精彩的民俗文化表演；在迷你暹罗几小时内就能游遍泰国主要

山川名胜、通晓泰国古今文化；在老虎乐园、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市郊著名的侬律花园，更能获

得意外惊喜！

3、人妖表演：是泰国最独特的现象之一，对旅游者来说充满神秘色彩，在主要城市都可看到，但

以芭堤雅最为著名。

 　 　推荐行程：2日游

　　D1: 沙美岛

前往芭堤雅附近最热门的海上娱乐区：沙美岛，乘船只需要30分钟。这是离曼谷最近的岛屿之一

，如果没时间前往南部度假岛屿，沙美岛也会给泰国之行留下美好记忆。

既然来到芭堤雅，当然要去看著名的人妖表演。奥斯卡表演团和蒂凡尼表演团是芭堤雅最著名的

两个表演团，以节目新颖、布景宏大、服饰精美著称。准备跟人妖合影的话，除了换上漂亮衣服

，还要准备好足够的小额纸币。

D2: 迷你暹罗→侬律花园→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早上去迷你暹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迷你景观之一，也是快速了解泰国历史和文化的不二选择。

下午前往侬律花园，上千种美丽的兰花同时出现在眼前，美不胜收。如果喜欢，还可以买上几株

幼苗带回家。最后来到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各式千奇百怪的收藏品足以颠覆你对博物馆的固有印

象，是真是假反而不再重要了。 

 

　　芭堤雅海滩Pattaya Beach

芭堤雅海滩是芭堤雅15公里海岸线中沙质最细、海水最清的一段，长约3公里。除游泳和日光浴外

，海滩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整天都是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

海滩北部比较安静，有不少漂亮的海滩酒店和度假村，适合希望安安静静享受假期的度假者；南

部则集中着无数小旅馆，以及餐厅、服装店、酒吧、夜总会等各种各样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适合

喜欢热闹和刺激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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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在市区中北部，大致位于Soi 1路和South Pattaya路之间。 

　　沙美岛Samet Island 　

沙美岛靠近罗永，是芭堤雅最热门的一个岛屿。小岛上散布无数山丘和椰园，有15个海湾及白色

的沙滩和怪异的岩石，可进行多种水上运动项目，如潜水和滑水等。沙美岛不仅有美丽的热带风

光和第一流的海泳场，还有别具特色且价廉物美的热带水果和海鲜品尝。 在沙美岛ko

Samet有更详细的指南介绍。

交通：每天都有船只从内陆来往于沙美岛，从罗永海岸乘船到沙美岛仅需30分钟。

 　　侬律花园Nong Naoch Garden

侬律花园，位于芭堤雅西南18公里，也称兰园，号称东南亚最美的园林。园主是泰国妇女侬律，

她极喜兰花，收集各种兰花品种在园中精心栽培，地上放的、竹架上摆的、棚顶上吊的，尽是品

种珍贵的兰花，总共超过670个本地品种和300多个国外品种。

Tips：你可以在这里购买兰花带回家种植，所以最好在将要离开泰国的时候来这里，以保证兰花

容易成活。

门票：成人300铢，儿童150铢。 开放时间：8：00-18：00。 

 　　 珊瑚岛Ko Lan

珊瑚岛，又称兰岛、金沙岛，离芭堤雅海岸约7.5公里。珊瑚岛周围海域水质洁净（比芭堤雅海滩

要好许多），可透视水深达数米之下的海底生物世界。离珊瑚岛西岸不远的海底，有大片美丽的

珊瑚，可乘玻璃底观光小船饱览海底奇景，也可以潜入水中更近距离地观赏。　

在岛屿南部的努安海滩边有一座酒店，岛上也有不少海鲜餐厅、商店等设施。

交通：芭堤雅和珊瑚岛之间有渡轮，航程约45分钟。 

　　东芭乐园Nong Nooch Village

文化村：是集中展示泰国民族文化的场所。在表演大厅中，定时演出勇猛的泰拳，富有农村气息

的指甲舞、竹竿舞等民族舞蹈，模拟古代战士骑象厮杀的战斗以及在农村盛行的斗鸡游戏和充满

宗教色彩的传统结婚仪式等节目。最精彩的是反映泰国风俗习惯的剃度仪式。

大象表演场：大象表演骑车、大象足球、象足按摩等等，庞大的身躯与矫健的动作形成有趣的反

差。象与人的游戏逗引得人“奋不顾身”，而大象却绝对功利，表演完一个动作，就将长长的鼻

子升到看台上要芭蕉（要付钱买蕉）。与大象合影要付20铢。

东芭乐园内节目分三大部分：一是泰国的民俗表演；二是大象表演；三是参观植物园。民俗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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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质朴地道，表演者就是村寨中人；而大象表演格外精彩，总是能吸引最多的游人。

交通：从芭堤雅海滩乘车南行约15分钟即可到达。

门票：250铢。 开放时间：每天8:00-19:00，表演时间：10:15、15:00、15:45。 

 　 　迷你暹罗Mini Siam

迷你暹罗位于芭堤雅市近郊Sukhumvit路，为世界第四大微型景观。这里是泰国各地名胜的缩影，

园中有80个景点，展示泰国众多著名的文化和历史建筑物，展出了百余座小型建筑物，与实物比

例为1:25。

园中还有各国名胜小型建筑物，如法国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意大利比萨斜塔、罗马斗兽场、美

国自由女神像、德国科隆大教堂等。

里面有泰国地形和自然环境，包括高山、河流、瀑布、铁路，及全国72府名胜古迹。其中有早已

废弃、经考古复制的雄伟壮观的古代素可泰王宫和阿育陀那王宫等；有现在作为泰国重要旅游景

点的古建筑大王宫、郑王庙、云石寺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死

亡铁路”和桂河桥等；有现代化的机场、码头、高楼大厦等泰国重要建筑；有近代建造的鳄鱼湖

和古老的茅寮村庄。此外，园中还有纪念君主立宪的民主纪念碑、素可泰王朝拉玛五世的骑马铜

像以及意大利复兴式的建筑——旧国民大会大楼。园中定时举办旧时养蚕、织布、打造银器首饰

等民族工艺制作方面的表演。

门票：200铢。开放时间：9：00-22：00。 

　　乔木提恩海滩Jomtien Beach

和芭堤雅海滩相比，乔木提恩海滩更适合喜欢安静的游客。同样有金色的阳光、柔软的沙滩和清

澈的海水，但乔木提恩海滩远离市区，娱乐场所明显比芭堤雅海滩少得多。如果你想要安安静静

地欣赏日落美景，乔木提恩海滩无疑是更佳的选择。

交通：位置在芭堤雅市区以南约3公里。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Believe It or Not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又称不可思议博物馆，馆内以趣味的方式陈列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各式各样

稀奇古怪的收藏品。这是全球第25座此类奇趣博物馆，展品有来自厄瓜多尔的缩小人头、西藏人

的头盖骨及双头猫等。不过这些奇闻怪事是真是假，就要由观众自己判断了。

交通：位于Central Pattaya路上，皇家花园广场3楼。

门票：成人320铢，儿童270铢。 开放时间：10：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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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提雅美食

　　海鲜：泰国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佳肴，芭堤雅以海鲜，尤其是虾、蟹、蚝出名。著名菜式

有冬荫功汤（以虾、蟹、鸡肉、猪肉煮成的酸辣汤）、清蒸蕉叶咖喱鱼、百花乌贼色汤、酸甜干

煎明虾、肉松酿蚧、清烹大龙虾等。 

水果：芭堤雅的热带水果四季不断，价廉物美，风味独特，以山竹、红毛丹以及水果之王榴莲最

具特色，值得品尝。

　　芭提雅交通

　　公交车

海滩巴士：

芭堤雅海滩巴士有三条线路，分别为绿色、红色和黄色，覆盖了芭堤雅、纳克鲁阿和乔木提恩的

主要道路。站牌与线路颜色对应，很容易辨认。

运行时间：早6∶00～凌晨2∶00

票价：三条线路车票通用，单程票30铢，日票90铢，三日票180铢，月票900铢。车票可在大部分

的旅馆和超市买到。

 　　载人小货车：

后车厢里装两排椅子坐人，是市内主要的交通工具，运行方式介于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之间。招手

即停，如果去的地点在司机的预定线路上就可以上车，票价一般是 5-10铢，下车的时候按车顶上

的铃通知司机。如果车上没有什么乘客，不顺路也可以和司机商量，20-30铢送到目的地。

需要留心的是芭堤雅的街道大多是单行道。芭堤雅海滩大道的行车方向是由南到北，而芭堤雅第

二大道则正好相反。乘车时务必弄清楚位置和方向，以免坐错车

   

5、 大城 Ayutthaya

　　在三条河流（Mae Nam Lopburi, Chao Phray和Pa Sak）争先恐后地奔向泰国湾的途中，会聚形

成了大城岛，即泰国旧都，这个名称来自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拉玛女神（Rama）的故乡之

名。今天，一个现代化城市在神圣的废墟周围兴起。河流四周的生命生生不息，并成为居民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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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要道，浴室和厨房水槽。

　　大城历史悠久的庙宇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它们散布在这座曾一度辉煌的城市各

处，以及环城河流沿岸。遗址分为两个区域：“岛上”遗址位于Th Chee Kun街和Th U Thong街西

端之间的镇中心地区，最适合骑车进行观光。而“岛外”遗址则在河对岸，最好是参加傍晚乘船

游（250B起；通过旅馆订票）或者骑车前往参观。只有经过一些初步的指导后，才能对寺庙的宗

教和历史意义有一定的认识。在大城历史研究中心可以看到翔实而专业的展品，这为欣赏这座古

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讲解。还有必要购买一本小册子《Aythaya》（15B），在Wat Phra Si

Sanphet寺的售票亭有售。

Ayuthaya Historical Study Centre

TEL: 0 3524 5124

地址：Th Rotchana

门票：成人/学生100/50B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am ~ 4:30pm; 周六和周日9am ~ 5pm

 

城内还有两座国家博物馆

Chantharakasem National Museum国家博物馆（门票30B；周三至周日9am ~

4pm）所在的建筑物自己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国王Rama

IV在1936年下令重建这座宫殿并作为博物馆。魅力相对较小，但空间较大的Chao Sam Phraya

National Museum国家博物馆（Th Rotchana 和 Th Si Sanphet街角；门票30B；周三至周日9am ~

4pm），其楼上的一个保险间内收藏有一流的黄金手工制品。

多数庙宇每天上午8点或者9点至下午5点或6点对外开放。

在岛上

菩斯理善佩寺Wat Phra Sanphet

　　是最具大城建筑特色的典范，这要归功于其三座由底至顶渐次变细成环形的钟型佛塔。自建

成以来至15世纪中期，此地都作为皇宫，之后则改为寺庙。虽然四周的场地得到悉心的照料，但

是这些努力并不能掩盖战争和时间对其的摧残。周围建筑的橙色砖块已经裸露，并由于重力的作

用而倾斜。这个建筑群曾经还包括一座16米高的站立式佛像，其表面覆盖着250公斤黄金，不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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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缅甸入侵者将佛像熔化了。

门票：30B

邻近的孟扣波琵寺大殿（Wihaan Phra Mongkhon

Bophit）供奉着一尊巨大的坐式青铜佛像，这是泰国最大的佛像。

玛哈泰寺（Wat Phra Mahathat门票30B）的高棉式佛塔（praang）是大城内最早建成的高棉式佛塔

之一。被触角一样的树根所环抱的佛像头部是大城标志性的形象之一。

 

岛外

　　三宝宫寺（Wat Phanan Choeng, 门票30B）主殿（wihaan）内供奉着一尊19米高的坐佛，据传

闻，在缅甸入侵者洗劫大城时，它流下了眼泪。这座寺庙为纪念中国航海家郑和而建，每到周末

，这里就挤满了从曼谷前来朝觐的佛教徒，他们花钱购买藏红色的布条，然后根据仪式，披盖于

佛像之上。

　　柴瓦塔娜兰寺（Wat Chai Wattanaram）曾经是大城一处荒废的废墟，荒草丛中排列着庄严但

残败的佛像。今天，粗糙的修复工程（凭借着现代水泥的神奇力量）造就了一列逼真而簇新的佛

像。不过，这座庙宇依旧是那么迷人，在日落余晖中，更是理想的拍摄对象。

金山塔（Golden Mountain Chedi, Phu Khao Thong）坐落于市区西北部，这里的视野非常广阔，放

眼望去，地势平坦的乡间尽收眼底。也位于北面的大象围场（Elephant

kraal），这里是过去每年围猎野象时所使用的木制围场的修复版。东南面是Wat Yai

Chai寺，这里有一座巨大的佛塔废墟，与周围当代佛像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城美食

　　在尽情的享受了曼谷众多餐饮带来的欢乐以后，你也许会对这里屈指可数的餐饮感到失望。

在旅馆里用餐比较沉闷无聊，不过，在Bann Kun Phra

河边的露台餐饮值得去尝试一下，即使你不住在这个地区。Tony’s Place

的家常菜做的非常棒，既有泰国菜，又有西方菜，这里也算是背包客酒吧了，还配有台球桌。

    Hua Raw 和Chao Phrom夜市都在Th U Thong路上，你可以吃到穆斯林式的薄饼（rotti），

还有受欢迎的泰国炒菜。如果你到夜市是想吃一顿便宜的晚餐，这里能满足你的要求。

    Phae Krung Kao（Th U T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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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道菜60～100B；午餐和晚餐）在大城，水上餐馆向来很受人们的欢迎。Phae Krung

Kao位于桥南，那里的美味食物吸引着成群结队的当地食客。

大城住宿

　　Bann Kun Phra（TEL: 0 3524 1978; bannkunpra@ai-ayutthaya.com ; 48/2 Th U Thong; 宿舍150B，单

/双250/350B）假如你只追求氛围，那么这间别致的老式柚木房屋就很适合你。房间十分质朴，以

价钱来看，甚至有些过于简陋，浴室是共用的，不过旅馆位于河岸上一个极佳的位置。楼下有一

家真正的餐饮，带有一个很棒的小露台，可供客人享受夜晚的微风。 

　　Tony’s Place（TEL: 0 3525 2578; 12/18 Soi 8. Th Naresuan; 房间160～500B）Tony’s Place的历史

几乎和一些寺庙一样久远，不过一直受到游客们的青睐，这要归功于这里种类齐全的房间，以及

充满活力的餐馆和酒吧。较便宜的房间有共用浴室，而最高档次的简直就是套房，沙发等配备一

应俱全。 

　　UP Inn（TEL: 0 3525 1213; 20/1 Soi Thaw Kaw Saw; 单180～200B，双250～500B）UP旅馆和Tony

’s旅馆在同一条路上，设在一栋漂亮的现代别墅内，房间干净明亮。这家友善的旅馆非常敬业：

可以随时查询旅游信息，提供自行车出租，以及渡船团队游。 

　　Baan Lotus Guest House（TEL: 0 3525 1988; 20 Th Pamaphrao; 房间300B）巨大的花园中，有这样

一座古老的柚木住宅，这就是一处宁静而温馨的旅馆，主人对客人无比热情。房间很大，而浴室

更大，有的甚至还有阳台。走慢一点儿，因为有好几条狗守卫着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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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行程

   

1、曼谷拥抱自然生态之旅

　　线路特色：拥抱自然，接触生命，观看各色的动物表演，骑大象，喂鳄鱼，水上活动，让你

将烦恼抛到水里，随心跳而感受自我，酣畅淋漓，心情舒畅。曼谷也有你不知道的绿色生活。 

野生动物园内的动物表演(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D1：曼谷蛇园→蓝吡尼公园→四面佛→吉姆汤普森之家

泰国被称为毒蛇的宝库，出产的蛇类非常多，第一站就去参观这个东南亚独一无二的毒蛇研究院

吧。各种毒蛇在这里悠然自得，还有刺激的蛇表演，当然了想要给家人买点蛇胆啥的是个质量有

保证的地方。下午再去蓝吡尼公园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还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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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的艺术画廊熏陶一下情操，提升一下素养。傍晚去四面佛那里拜访一下。四面佛在泰国被称为

有求必应佛，是泰国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每天从世界各地前来的朝拜许愿者成群结队，络绎不

绝。然后去有名的吉姆.汤普森之家买点泰丝。

D2：曼谷野生动物园→暹罗公园→暹罗梦幻剧场

上午去曼谷野生动物园看动物精彩的表演，各种各样的小生灵会让你的整个心情可随之欢快起来

，此外还可以欣赏到泰国民间舞蹈、巴布亚新几内亚土风舞和美国西部牛仔的武打等表演。下午

去暹罗公园酣畅淋漓地High个够。晚上，到暹罗梦幻剧场看绚丽精彩的节目。它是世界最伟大的

舞蹈剧场，舞台高度刚好围绕着观众，使观众更能投入欣赏剧目，仿如自身于真实环境当中。

   

2、曼谷周末血拼之旅

　　线路特色：这是一次别样的购物之旅，乘着小船在河上进行交易，还有物品齐全，价格便宜

的周末市场可以逛，喜欢购物血拼的你不容错过。 

曼谷周边水上市场(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D1：赛寺院水上集市→郑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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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市6：00就开始了，所以赶热闹的话千万不能赖床哦，要起个大早才行。然后满载舒畅好奇的心

情，从湄南河的码头上船，开始自己的淘宝旅程。独有的泰国风情这这里云集，遇到合适的泰国

风情的纪念品一定要顺手买下来，丰富一下家里的摆设，不过要控制好自己的口袋，不要花得太

彻底。中午也可以在船上就地解决。逛得差不多的话，还可以乘船返回，在郑王庙处登岸，好好

欣赏一下这独特的西式建筑。

D2：四面佛→Chatuchak周末市场→加都加公园

早餐后参观西隆商业区宏伟的四面佛，给家人祈祷许愿。要是想要买点蛇药、燕窝、黄金、珠宝

物品，一定要去西隆的大型商场购买菜有所保障。然后直奔加都加周末市场，把自己融入到各种

买卖声、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中来，尽情地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物品。这里的商品不仅款式多样

，价格也相当优惠，让你一刻也停不下来。实在体力不行了，就去旁边的乍都节公园找个阴凉地

休息休息吧，可以仔细数数自己今天淘得的宝贝。

   

3、曼谷泼水节湿身之旅

　　线路特色：拥抱自然，接触生命，观看各色的动物表演，骑大象，喂鳄鱼，水上活动，让你

将烦恼抛到水里，随心跳而感受自我，酣畅淋漓，心情舒畅。曼谷也有你不知道的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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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泼水节(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曼谷玉佛寺→曼谷卧佛寺→湄南河→考山路

如果你在曼谷正值4月，可千万不要错过曼谷4月13日的欢乐泼水节，而且一定要做好被泼的准备

哦。上午，可以去玉佛寺听经，接受高僧的“洗礼”（也就是被泼）和祝福。这一天，最受尊敬

的佛像——帕辛佛（Sihing）也会被展出，上千佛教弟子向他泼水。然后，去往卧佛寺参观，在周

边找个地方吃个便饭，不过肯定有很多被泼的经历，还会看到精彩的庆祝游行呢。下午，到湄南

河那，买条鱼放生，将所有的烦恼和苦闷一并带走。乘着船，游览河两岸的风景，欢乐的相互祝

福吧。晚上在去考山路上，吃个小吃，逛一逛夜市。总之一句话：尽情地泼别人，和接受被泼吧

！

   

4、曼谷精华体验之旅

　　作为蝉联全球最佳旅游城市的曼谷自然有他的独特魅力。行程囊括了曼谷的经典旅游景点，

从建筑到宗教，从地面到水上，从美食到人妖表演，让你一天的时光充盈饱满，回忆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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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宫中的精美建筑(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行程设计：大王宫→曼谷玉佛寺→曼谷卧佛寺→王家田广场→泰国国家博物馆→云石寺→湄南河

上午：早上在曼谷清晨的钟鼓声中醒来，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开始准备踏上曼谷旅程。首先，前往大名鼎鼎

的大王宫和玉佛寺，这里是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的国王宫殿，游走在这里可以欣赏泰国建筑的金

碧辉煌，感受泰国皇室的气派。然后转战卧佛寺，卧佛寺是全曼谷最古老的庙，也是全泰国最大的庙宇，同时

卧佛寺有泰国最大的卧佛、最多的佛像和佛塔。顺便可以计较一下泰国的卧佛和中国卧佛有什么不同。然后去

王家田广场吃个午饭，休息一下。

下午：午后前往泰国国家博物馆，博物馆濒临清波荡漾的河流，象浮在水上的一座宫殿，这里很值得深入了解

一下泰国的历史和现在。然后在National Museum站乘503路在Wat

Benchamabophit下前往云石寺，感受一下和传统泰式风迥然不同的西方建筑风格寺庙。接下来在Wat

Benchamabophit站乘503路在Sanamluang下走回卧佛寺，从Tha Tieh码头乘船去往郑王庙（黎明寺），这座庙与华

裔的民族英雄郑信有关，他曾率军驱逐缅甸敌人，拯救河山，并创建了吞武里王朝。在这里登上台阶之后还可

以俯瞰看到整个湄南河的美景。晚上可以沿着湄南河品尝泰式美食，也可以选择乘船夜游湄南河享受一下这难

得的浪漫水上夜景，还可以选择去克里普索人妖秀观看豪华人妖歌舞表演。

   

5、曼谷寻觅《西游记》拍摄地之旅

　　你是否曾今对《西游记》中的宗教场景念念不忘呢？这条线路将带你重温相关画面，徜徉在

佛教艺术殿堂，还有古朴的泰国古典舞蹈在等着你，绝对是一个让眼睛享受盛宴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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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出现过的佛塔(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行程设计：金佛寺→郑王庙→大王宫→曼谷玉佛寺→泰国国家大剧院

上午：早上从金佛寺开始参观，这里因供奉一尊世界最大金佛而闻名。金光灿烂，庄严肃穆的金

佛是泰国素可泰时代的艺术品，也是泰国和佛教的无价宝。之后在Wat Trai Mit站乘坐25路在Tha T

ian下参观卧佛寺（《西游记》第二十五集中拍摄地），寺内有一尊大佛卧于神坛之上，为世界最

大卧佛之一。乘佛祖侧卧，右手托头，是涅槃时刻之状。之后乘摆渡船到郑王庙（黎明寺）。寺

庙规模庞大，仅次于大皇宫和玉佛寺。登山塔顶可以极目眺望湄南河对岸的曼谷市景。中午在黎

明寺附近找个餐馆吃个素斋。

下午：午后再去大王宫（《西游记》第二十四集拍摄地）和大王宫和玉佛寺走走，这里巍莪佛殿

神秘严肃，精彩雕像巧夺天工，瑰丽色彩缤纷夺目！晚上，可以到旁边的国家剧院看一场泰国古

典舞蹈—— “Khon”，体味不同的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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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曼谷购物SPA享乐之旅

　　线路特色：泰国，一个光怪陆离的国度，金碧辉煌的皇宫、色彩香艳的出租车、猎奇的人妖

秀⋯⋯在这喧嚣的背后，你大可以把时间挥霍在各种感官的享乐上，购物、美食，还有SPA。

D1：暹罗百丽宫→暹罗海洋世界→半岛酒店精品餐厅→暹罗中心→蓝象皇家泰国菜餐馆

早上轻轨BTS到Siam站。这家百货商场的确是包罗万象，各类奢侈品一应俱全。拥有二百五十多

个国际和当地奢侈品牌，经营者自豪地称其为“曼谷的骄傲”。然后逛到位于百丽宫购物中心B1

及B2二个楼层，是座世界级，也是全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稀有的海洋生物叫人目不暇接。午餐

可以在1楼的半岛酒店精品餐厅内解决。

下午步行3分钟左右到达暹罗购物中心。商场内拥有众多设计独特的服饰品牌，充分满足了追求性

感时尚的都市男女的需求。特别值得一逛的还有精巧可爱的首饰专柜，在那里你一定能发现别具

匠心、酷感十足的设计。晚上到大象餐享用美食。乘坐地铁在Wongwian Yai Station站下，步行200

米可达。蓝色大象在全国12个不同的城市都有连锁，专业于皇家泰式餐饮。皇家泰式是以前为了

服务宫廷而创的，将丰富的菜式与异国情调的口味相结合，如今随着泰式餐饮在全球的快速传播

越来越受到欢迎，同时餐厅也提供烹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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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SPA(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D2：四面佛→四面佛购物中心→盖桑购物中心→MBK中心→Breeze→桑伦夜市

上午：早起开始游览四面佛，它人称“有求必应”佛，泰国香火最盛的佛像之一，前后左右有四

副面孔，分别代表慈、悲、喜、舍四种梵心，凡是祈求升天者必须勤修这四种功德。之后前往四

面佛购物中心，在这里你能找到全曼谷最独特奢华的设计商品。底楼的众多餐厅几乎囊括了所有

的亚洲美食，当地人亲切地称其为 “ 都市厨房 ”。顶楼的美容美发和 Spa 中心里都提供自创的产

品。接下来前往盖桑购物中心，它的外型给人一个很新净的感觉，里面的名店大都走年青人流行

的品牌路线。这里楼高四层，里面有DKNY、Prada等等国际知名名牌店铺。

下午：在Erawan Bangkok乘504路在RTamruat Hospital下千万MBK中心，这是吃喝玩乐一应俱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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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购物中心，旁边还有日系的百货公司Tokyu Department Store，卖场上方就是酒店，让你疯狂

购物、护肤spa、看电影、饱尝美食，都在这座大楼里搞定。接着在Silom乘坐164路在BangRak Mar

ket千万Breeze，这里是提供亚洲海鲜料理的高级食府。“味觉&视觉”的完美结合，如此美妙的夜

晚怎能不让人陶醉？然后在BreezeSoi RongNamkhang乘坐149路在Lumpini Park下千万桑伦夜市这里

是泰国旅游部门官方指定的夜市，相当大，有酒吧和演出，提供娱乐、购物一条龙的服务，另外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可以上去看看曼谷夜景。

   

7、曼谷及周边趣玩五日游

　　第一天：

　　上午：起个大早，参观玉佛寺——大王宫——卧佛寺——护身符市场

　　下午：租一艘长尾船，穿过吞武里的运河，到郑王庙

　　晚餐：Ton Pho或者Harmonique。

　　夜生活：红灯区帕蓬Patong

　　第二天：

　　上午：购物，搭乘轻轨，穿梭于各大购物商场

　　下午：去吉姆汤姆森之家，回味旧时的泰国风情。

　　夜生活：泰式massage，或者去跳舞俱乐部high一下

　　第三天：

　　上午：体验唐人街

　　下午：加都加周末市场淘宝（如果没有赶上周末市场，不妨去丹能沙朵水上市场。）

　　第四天：

　　芭提雅休养生息一日游

　　第五天：

　　大城古迹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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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泰式美食大集合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在泰国，在小摊上吃饭是常事，你要想了解泰国人的生活，最好也入乡随俗。

从调味的角度来看，泰国东北部的气候干燥炎热，所以味道属于“重辣”；北部的山区气候要温

和一些，食物的味道相对也要清淡很多；南部靠近马来西亚的地方，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等国一样都是马来文化占主要地位，食物中使用了大量的香料；而中部就是各地方的风格

混杂在一起，兼容并蓄之下的平衡。

而如果看食材，山区的主流食物的和沿海地区的自然也不太一样。

历史上，泰国的文化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马来文化的影响都很深。印度文化的痕迹要比中国

文化更重——大约90%的泰国人是佛教徒，传统的建筑也有不少印度元素，饮食中咖喱的丰富种

类和普及程度让人吃惊。曼谷，两百多年来一直是泰国的首都，自然和别国首都一样，饮食文化

中吸收了本国各地饮食的特点，再加上点皇家的奢华派头，俨然成为泰国饮食文化的最重要代表

。

曼谷的餐饮选择非常丰富，这里是历史悠久的泰国菜的发源地之一。泰国菜既辣又酸且甜，不仅

用到大量的辣椒、葱、姜、蒜，还要加入咖喱、鱼露、虾酱、椰奶、柠檬汁等佐料，有时还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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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薄荷叶等天然香料和菠萝等水果。

曼谷菜炸食、炒菜的种类很多，美食首推海鲜。曼谷小吃精美，烧烤食品如鱿鱼、炸香蕉尤为出

色。对一些人来说，品尝泰国菜的障碍无疑是它的辛辣，不过曼谷菜在泰国并不算很辣的。如果

实在不吃辣，只要点菜的时候声明说“麦派”（不要辣），就可以放心享受似是而非的泰国美食

了。

除了美味的泰国菜之外，泰国的热带水果也不可不尝，甜度高、香味浓、非常新鲜且价格不贵。

但要注意新鲜水果不能带进中国，所以除了在当地吃个够，就只有带些水果干回来解解馋了。大

部分水果的价格是10B-35B/斤，有山竹，红毛丹、榴莲、芒果，都非常新鲜。 

(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当地随处可见卖椰青的地方，街边一般20B一个，餐厅里的就视餐厅档次而价格有所差别。椰青相

当消热解暑，尤其是冰镇的，捧着整个椰青用吸管猛喝一大口，沁凉直抵心脾，甚是惬意。我的

经验是小的往往比大的要好喝。

曼谷的就餐场所多种多样，从高级饭店到传统高脚屋，从酒吧到路边摊，包括许多游船也提供船

上晚餐，在清凉的晚风中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夜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除了泰国菜还能在曼谷找

到中国、印度、其他东南亚和西方美食。

餐饮价位：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曼谷餐饮档次的选择非常多，一般来说比北京、上海同档次的餐

厅价格稍低，比中等城市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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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国特色菜

先来看看大名鼎鼎的几道泰国名菜都长什么样子：

泰式咖喱

　　提起泰国菜，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色彩斑斓的咖喱。泰国独特的热带环境加上人民的智慧

才有了美味和咖喱之间的奇妙关系。而最常见的红、黄、绿咖喱彰显着迥异的个性，为味蕾带来

不同的快乐体验。

青木瓜沙拉

　　该怎样阐述青木瓜沙拉的滋味呢？

如果用影像来解释，从电影《青木瓜之味》中大概可以获知一二：那些平缓的镜头将各种生活场

景一一舒展，所有聒噪于此然而止，只余清凉。它看起来简简单单，但只要夹一筷子到嘴里，各

种各样细碎滋味纷纷涌现：小青辣椒的出奇辛辣，青柠檬的酸，碎花生米的香，鱼露的腥与鲜⋯

⋯五味陈杂，而青木瓜丝本身又那么清脆，只带着温和的酸甜，好似平凡的人一生。在热爱青木

瓜的泰国地区，制作这道凉食时，青木瓜要先削皮再清洗。在街边食档都用手刀剁丝，这样青木

瓜丝的口感会比用擦板擦来得更脆，容易入味。然后在大木臼里加入小青辣椒、青柠檬、小西红

柿、花生米、海米、鱼露等各种佐味料，最后铺上青木瓜丝，用捣棒和大木勺一起捣搅均匀，就

可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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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泰式咖喱海鲜、咖喱炒蟹、青木瓜沙拉 (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芒果糯米饭

　　去泰国不吃芒果糯米饭，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一定一定要吃芒果糯米饭。半个芒果横切成

一小块置于盘中的一半，另一半则是糯米饭，糯米饭在盛毕再浇上一些椰浆，用叉子兜一些糯米

饭和小块芒果混在一起，就可以入口了。这么简简单单的组合，竟然能在口里发生神奇的化学反

应。芒果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这一点点的酸，在口中品得分外清晰，可就那样一瞬间，酸味就

被糯米饭的甜味给溶化了去，可这一瞬间溶化的感觉，又是这样丝毫不落地在口中就能品味得到

。这糯米饭，又是软、粘、韧的，椰浆糯米饭的甜味和芒果的清香，在嘴里悠悠地化开来。该怎

么形容这种感觉呢？糯米饭和芒果实在是配合得天衣无缝，芒果一定要甜中带一点点的酸，糯米

饭一定要微甜而韧，两相结合，两种味道在嘴里转换融合，都能被味蕾体会得丝丝分明。

泰式虾饼

　　虾饼可说是道泰式经典名菜，酥炸后的虾饼呈现金黄色泽，一口咬下，厚实的饼皮与虾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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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出酥脆声响，绵密的口感交融著虾子的鲜甜味，沾上特调的沾酱，独特的酸甜滋味，回味悠

长。

冬阴功汤

　　冬阴功汤在泰国非常普遍。大小餐馆、普通人家常饮此汤，从而成为泰国菜的代表。这道汤

的名字中，“冬阴”是酸辣的意思，“功”是虾的意思，所以汤里的材料以虾等海产为主，加上

泰国特有的调味料，喝起来酸酸辣辣的，很是过瘾！  

 

图为芒果糯米饭、冬阴功汤、泰式虾饼(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泰国街头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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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泰国街头各式烧烤(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即使不知道想吃的东西怎么说也没关系，餐厅的菜单上一般都有图片，看图点菜即可。

品尝街边小吃摊也许是最划算的选择，但是不要忘了去逛逛城中购物中心的食阁，这些食阁是城

市户外市场的室内版本（无污染，而且有空调）。

泰国的本地食品也许够具异国情调，不过曼谷为人们供应了一份儿不可思议的国际化菜单，这要

归功于当地众多移民人群。唐人街自然是吃中餐的好地方，是隆路周边的Phahurat地区则是小印

度，在空虚片区，众多小间的印度餐馆烹制出次大陆最棒的菜肴。从意大利菜到墨西哥菜都有的

西餐都是最时新，最美味，会让你胃口大开，还有酒馆小吃让你忘掉乡愁。

素食者到曼谷算是来对地方了。除了各种素菜馆，印度和穆斯林通常都有素食的选择，大多数泰

国和中国菜馆也是如此。在10月的斋月，整个城市都为豆腐而疯狂，届时小吃摊和饭馆都用小黄

旗来标明不含肉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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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按照规定，曼谷的酒吧在凌晨1点，夜总会在凌晨2点要宵禁，大多数都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考山路地区是个例外，这里的旅馆和餐馆还会觥筹交错，不过是换了塑料杯做伪装。大多数短期

旅行者都在考山路周围消磨时光，狂欢的气氛吸引着酒客在此寻欢作乐到天明。在四周的小巷里

也有一些很棒的酒吧，因为这里现在同样吸引着泰国人。如果你能从大象牌酒导致的昏迷中清醒

过来，那么就斗胆前往是隆一帕蓬路（Patpong）或者素坤逸路上，逛逛那里的酒馆吧。

考山路地区是夜晚出外放松的一处便宜的热身场所，这得要归功于那异常兴盛的街边酒吧，一些

只是临时搭起的小摊，有一些是卸掉车顶的大众（VW）露营车，不过都出售廉价啤酒和“非常

烈”的鸡尾酒。这些临时的生啤摊往往供应烈性酒。

Sunset Street（Th Khao San）沿着这条修砌过的小巷向前闲逛，可以找到众多精致的酒吧和夜总会

。这是泰国人聚集的地方，在小巷尽头有一栋漂亮的法中式房屋，外面设有一个啤酒花园。

Gullivers Traveller’s Tavern（Th Khao San）夜深后，这里聚集着越来越多的酒客。楼下大多数夜晚

都是喧闹非凡，不过楼上通常较为安静，还有几张台球桌。

Bangkok Bar（149 Soi Rambutri）小小的店面中经常萦绕着流畅的桑巴舞节奏，这间舒适的酒吧聚

集着躲避周围疯狂场面的老外和泰国情侣。隔壁是Sawasdee

House旅馆，旅馆内设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酒吧。

Baghdad Cafe（Soi 2, Th Samsen）只要过了帮兰普运河就到了这家水烟( sheesha )吧，在这里可以叼

着阿拉伯水烟管，吸一口刺鼻的水果烟叶。不过对阿拉伯传统有一个改良，那就是这里还可以喝

酒。

Susie Pub（Soi 11. Th Khao San）这个酒吧在高山路北面的一条小巷中，吸引泰国大学生们在此庆

祝生日。酒吧布置得很漂亮，不过和街边出售的便宜饮料相比，这里饮料价格贵得吓人。

About Studio/About Cafe（TEL: 0 2623 1742; 418 Th Maitrichit）这家时髦的沙发吧成功地将画廊与社

交场所融为一体。营业时间不定，所以来之前打个电话。这里没有英文标志，但这是这个街区唯

一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

Bukk’s Head（Soi 33/1, Th Sukhumvit）是素坤逸地区众多英式酒馆中的一家，是一间很漂亮的带

走廊的酒吧，看起来好像是从伦敦直接海运进来的。这里常有环游亚洲的独角滑稽戏演员的表演

，而且这个酒吧还举办智力竞赛之夜。

Cheap Charlie’s（Soi 11. Th Sukhumvit）想在喝高山路最便宜的啤酒，那就到Cheap Charlie’s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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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这是一家特惠型啤酒店。外籍劳工在回家前会在此喝上一杯；这里座位不多，不过可以到

宽敞的路边站着喝酒。在巷边的一个小胡同里，找找看“Sabai Sabai

Massage”这个标志牌，你会看到许多红鼻子的外国酒鬼。

Vertigo（TEL: 0 2679 1200; 21/100 Th Sathon Tai. Banyan Tree Hotel ）这里肯定不是在Cheap Charlie喝

酒的人来的地方，这家位于摩天大楼上的露天酒吧简直可以让你目登口呆。电梯把你从底层一直

送到第59层，在这里，曼谷嘈杂的交通被抛到万丈深渊去了。很贵，不过尽收眼底的景色是无价

的。

   

2、曼谷美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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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帮兰普和考山路

　　考山路沿线都是餐馆，不过价格比起帮兰普周边街道上的更高些，而菜肴质量却差些。在这

儿许多街边小贩摊前兜来兜去顺次品尝小吃，也可以生存下去。要品尝便宜的正餐，你得离开考

山路，径直到Soi Rambutri巷或者路沿街的小吃摊去。现在，新鲜的海味烘烤在大受欢迎，你可以

就着50B一罐的廉价大象牌啤酒（Beer Chang）把那些烘烤冲进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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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华南蓬，唐人街和帕乎叻

Hualamphong food Centre 美食中心（Hualamphong Station; 每道菜30 ~ 60B；早餐，午餐，晚餐）在

大多数国家，车站的食物是最难吃的，不过在泰国，小贩们知道，满足那些即将踏上长途旅行的

顾客是非常重要的。停下来在此用餐的话，你可以在最美味的泰国菜，中国菜和印度菜之间选择

。

Royal India Restaurant（392/1Th Chakraphet; 每道菜80B以下；早餐，午餐和晚餐）藏匿于ATM

Shopping Centre购物中心对面的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长久以来一直公认为是城中最好的北印度

餐馆之一。住在高山路，懒得动？那就到Rambutri Village Inn旅馆的池塘边新开的漂亮餐馆（在Soi

Rambutri上；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去看看吧。

暹罗广场（Siam Square）

　　在Soi Kasem San 1巷中的食品小贩生意兴隆，整天忙着喂食那些饥肠辘辘又要赶时间的食客和

懒散的老外们。他们是手语交流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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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boonkrong Food Centre美食中心（MBK; Th Phra Ram I和Phayathai西南角；早餐，午餐和晚餐）

这家购物中心第七层的美食中心是十分繁忙，这要归功于这里花色齐全的美味佳肴，足以与楼下

大街出售的最好食物相抗衡。

 

素坤逸大街（Thanon Sukhumvit）

　　素坤逸大街在曼谷也是一条深受外国游客和异国居民喜爱的街道，两侧的店铺各有特色。这

里也是曼谷的高级住宅区，有着不少高级饭店、商场、餐厅和酒吧，是游客常去的地方。大街四

周连接着一些有趣的巷道，如“阿拉伯街”、“印度街”、

“日本街”等。到了入夜时分，这里便灯红酒绿，人潮涌动。 

(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是隆路( Thanon Silon )

　　是隆路西端的小巷以及与之平行的Thanon

Surawong路，是一个活跃的穆斯林和印度社区。这里让来访的商业人士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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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曼谷推荐餐厅

Ａ、景观餐厅：

　　Breeze

　　位于曼谷五星级酒店lebua at State Tower51-52楼的Breeze是提供亚洲海鲜料理的高级食府。Bree

ze有室内、室外两个就餐点，入夜后若在室外露天餐区吃饭，正如餐厅的名字一般，顾客不仅能

品尝到餐厅提供的精致美食，还能迎着“微风”，居高临下地欣赏曼谷的璀璨夜景，“味觉&视

觉”的完美结合，如此美妙的夜晚怎能不让人陶醉？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107 / 175

http://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421&do=album&picid=55081&goto=down#pic_block


�������

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地址：1055 Silom Road，Bangrak，Bangkok 10500

电话：006626249999

营业时间：11:00-22:00

Vertigo Grill & Moon

　　正如餐厅名字所说，来这里就餐的人也许会有晕眩感，因为它开在Banyan Tree曼谷悦榕庄酒

店61楼的顶层露台，让你感觉自己是在云端用餐。需要事先预约，着装需略正式。旁边的Moon B

ar也是俯瞰曼谷夜景的好地方，在这里求婚应该是绝顶浪漫的事，旁边的外国游客会为你打气的

！

(图片由网友 @翠花上酸菜 提供)

　　地址：Banyan Tree Bangkok, 21/100 S Sathon Rd,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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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626791200

营业时间：17:00-23:00

Sirocco

　　2003年底刚开幕的Sirocco，旋即获得Conda Nast旅游杂志2005年Hot Tables和Hot

Night两项大奖，可说是曼谷目前最热门的餐厅。餐厅位于曼谷63楼高的State Tower顶层，精心布

置的露天座位，宛如坐在一艘大型飞船的甲板上，伴着星光和璀灿的夜景，耳际流泻着现场演奏

的爵士旖旎乐音，该有的浪漫元素在这里一样也不缺。然而，这些都只是配角，目的只为陪衬那

令人难忘的精致美食。料理的特色融合了法式和地中海风味，有些菜色甚至带了点北非摩洛哥、

黎巴嫩的风味。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109 / 17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91&do=album&picid=55123&goto=down#pic_block


�������

泰国曼谷：天使之城
　　地址：Lebua at State Tower

电话：006626249555

营业时间：18:00-01:00

　Mezzaluna

　　曼谷最好的、档次最高的餐厅Mezzaluna餐厅，位于曼谷最高的建筑楼，特色为现代流行的就

餐空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大块玻璃，可以从中眺望到昭拍耶河。

(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地址：State Tower, Bangkok 10500

电话：006626249555

营业时间：1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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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 Cruise

　　游船餐厅Horizon Cruise，每晚18：30准时开船。坐在泰国明朗的夜空下，数着星星，看着两

岸的夜景，起身取来新鲜的自助大虾、羊排以及奶酪，已经足够写意。偶尔当别的游船从你身边

经过，你会听到他们远远传来的音乐和欢笑，于是，这个充满辛香料和欢喜的国度瞬间会俘获你

。

(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地址：89 Soi Wat Suan Phlu, New Rd., Bang Rak, Bangkok

电话：006622367777

营业时间：18: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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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传统泰餐：

　　Tom Yum Kung Restaurant

　　汇聚世界各国背包客的考山路，有家道地有名的酸辣汤专卖店，位于7-11巷弄內，宁静又舒

适。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地址：9 Trokmayom, Jakapong Rd., Phra Nakorn 10200, 10200

电话：006626292772

营业时间：11:00-23:00

　秘密花园餐厅

　　秘密花园其实一点也不秘密，尤其在香港泰国通胡慧冲的推荐下，不只是当地人，慕名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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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洲观光客也不少。整幢白色的木造建筑，很有拉玛五世时代的况味，整个餐厅分为两部份，

供应下午茶甜点的是Cafe Sweets Bakery，提供在地泰国料理的是Secret Garden。室内草绿色的墙面

，偏向英国下午茶式的情调，给人一种轻松坐下就可以多吃几碗的舒适感，装潢年轻，菜单却都

是传统好味道。

(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地址：117/1 South Sathorn Rd, Bangkok

电话：006622862464

营业时间：11:00-22:00

Eat Me Restaurant

　　作为曼谷最好的混合菜式餐馆之一，Eat Me创造了出了美味的金枪鱼酱（t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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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tare）、粉丝春卷（glassnoodle spring rolls）及生菜沙拉（five-lettuce salad）。泰国现代艺术家们

不断轮换的展品为餐馆的别致装饰锦上添花。这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地址：20 metres off Convent Rd. (in Soi Pipat 2), Silom, Bangkok 10500

电话：006622380931

营业时间：15:00-01:00

避孕套餐厅

　　在曼谷Nana地铁站附近的小巷里，隐藏着一家性主题餐厅，避孕套餐厅。顾名思义，这家餐

厅从里到外，都和性有关，倡导“安全的性”。门口的condom大招牌，各种性用品主题商店，到

餐厅的装潢乃至餐具，都可以找到避孕套的踪迹。这里的菜单也很特别，里面还写着：吃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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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会怀孕。有露天花园座，结账后会送上安全套，餐厅的小卖部也都售卖相关纪念品。菜式明

显经过改良，以适应各国游客的口味，泰式调料的味道不太浓烈。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地址：Sukhumvit, Bangkok 10110

电话：006622294610

营业时间：16:00-23:00

　　蓝象餐厅

　　蓝色大象在全国12个不同的城市都有连锁，专业于皇家泰式餐饮。皇家泰式是以前为了服务

宫廷而创的，将丰富的菜式与异国情调的口味相结合，如今随着泰式餐饮在全球的快速传播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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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受到欢迎，同时餐厅也提供烹调课程。当然这里的价格也不便宜。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地址：Yannawa, Sathon, Bangkok 10500

电话：006626739354

营业时间：11:00-22:00

　Mahanaga

　　这是家时尚的泰国餐厅，装修环境添加了一些流行元素，颜色搭配比较有异国风味。菜品也

融合了泰餐和西餐的口味。炸春卷（deep-fried prawn rolls）配以梅酱（plum

sauce）和泰式肉汁扇贝（scallops in Thai-style gravy）是这里的特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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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地址：2-2 Soi Lak Khet, Khlong Tan Nuea, Vadhana, Bangkok 10110

电话：006626623060

营业时间：11:00-22:30

Ｃ、异国风味：

　　Himali Cha Cha And Son

　　这是一家已有30年历史的老字号印度餐厅，主营北印度菜，获得米其林推荐，由于经历了多

年调整，口味略微改变，柔和而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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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地址：10/1 Convent Rd.,Bangkok

电话: 006622381478

营业时间：中午11:00-15:00

晚上17:30-22:30

　Le Normandie

　　Le Normandie 是曼谷顶尖的法国餐厅之一，除了有美食外，更有昭披耶河美景相伴，重点是1

200B就可以实现法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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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地址：48 Oriental AveBangkok 10500, Thailand

电话：006626599000

营业时间：午餐12:00-14:30；晚餐19:00-23:00

　Royal India Restaurant

　　这家小饭馆是曼谷小印度区就餐最可靠的地点。美味的面包和咖喱饭以及自制的旁遮普甜点

是不能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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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地址：Thanon Chakphet Wang Burapha Phirom, Phra Nakhon, Bangkok

电话：006622216565

营业时间：10:00-22:00

　春Hajime

　　泰国曼谷有一家名为Hajime 的机器人餐馆，这是一个日本风味的主题餐厅。除了能做出Ni

Hon 国的各种美味之外，此店打出的最大噱头，便是机器人。 他们拥有4个武士造型的机器人服

务员，通过座位旁边的触摸屏，就可以向他发出命令。不管是送餐还是清理餐桌，均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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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地址：Monopoly Park plaza, Soi 61 Rama 3 Rd., Bangkok, Thailand

电话：006626831670

营业时间：11: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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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曼谷购物

　　欢迎来到真正的购物天堂，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户外市场、大量高档的购物商场，每条街道的

人行横道几乎都塞满了路边的集市，曼谷的商业活动如此活跃，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不过，虽然

可以选余地很大，品种很多，但在需要购物时，曼谷只在一个领域真正胜过他人：廉价的商品，

这里的陶瓷、便宜的T恤、纺织品、亚洲的小饰品以及盗版软件和音乐都很值得一买。

　　由于曼谷的街市人口稠密、噪杂混乱、有时候很难辨别方位，你可能会迷路。购物的时候最

好带上一本Nancy Chandler's Map of

Bangkok，里面有详细的注释，告诉各种各样小型和偏远的购物场所和市场的方位。

   

1、曼谷的特色购物

　　国际化都市曼谷的特产琳琅满目，如服饰配件、泰丝、创意设计品、保养品等都极具时尚特

色。

1、曼谷包

曼谷包以缎面棉为特色，由于设计简单大方，从10多年前开始，就已是许多空姐的最爱。近年来

，更成为我国女性游客前往泰国旅游必定疯狂采购的单品，因为在当地平均售价一个折合人民币

只要几十元，所以行家无不大量选购，送礼自用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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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包

曼谷包旗舰店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5022000

地址：A119-A121 Ground Floor, Central World Plaza Bldg

如何到达：1)地铁MRT到Chit Lom站 2)2、13、14、17、54、73�、74、77、159、164路公交Central

Woen Store站下车。

2、香氛产品

泰式按摩与精油疗程的结合，带动了泰国的SPA与香氛产品工业，不仅大酒店生产独家产品并用

于酒店内的精油疗程，坊间精油产品与衍生性商品也很多，标榜由泰国生产的有机香草制作，搭

配香薰瓶、烛台等器具，已成为现代人的家具热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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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n药妆店(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Thann

THANN在泰国被誉为第一天然保养品牌，其天然水疗护肤产品系列是许多观光客的必买商品。T

HANN运用泰国植物及亚洲的天然资源，如以从茉莉香米中提炼出富含维他命 E 的米稃油为原料

制作保养品，迅速赢得良好口碑。位于曼谷的THANN理疗馆曾被评为全球最好的50家Spa馆之一

。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26580550

地址：5F, Siam Discovery Center

3、泰丝

泰国丝绸经过吉姆.汤普森的推广之后，已成为举世闻名的优质产品。泰丝产区在泰国东北部，从

种植桑叶、饲养蚕宝宝，到抽丝、染色等都是本土制造，且分纯手工制作与机器制作两种。泰丝

品质跟其他国家生产的丝绸相比，较为粗硬，甚至纤维上有些微的瘤节，不像中国丝绸或是意大

利丝绸柔软而光亮，但也因此泰丝特别适合手工编织，制造出一件件独具风格的泰丝艺术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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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生产的制式化产品感觉截然不同。 

泰丝专卖店(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吉姆汤普森丝绸店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2167368

　地址：Rama 1 Road

　如何到达：轻轨BTS到Siam站

4、家具设计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泰国家具设计与室内设计逐步成熟且充满创意，泰国本土的设计师纷纷在

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更令人惊讶的是，领军时尚的新锐设计师年龄层集中在20-40岁，作品风格兼

具东西之长，擅用天然材质创作，在泰国国际家居展的推动下，曼谷已成为亚太地区最有活力的

家具创意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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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家具(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PANTA家具店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1294430

　地址：Room420 4F, Siam Paragon

5、服饰

　随着泰国知名设计师Thakoon Panichgul在纽约时装周大获好评，其他像Fly Now、Senada、和Stre

tsis等泰国设计师品牌，也在米兰的时尚T型台发光。泰国服装设计在国际时尚舞台已占有一席之

地，许多好莱坞巨星也是泰国品牌的爱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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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设计服装

　Mob.F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2525868

　地址：4F, Siam Discovery Center

   

2、大型购物中心

暹罗广场商圈　

暹罗百丽宫（Siam Paragon）

位于泰国的首都曼谷之巴吞旺县的拍喃大马路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占有十层楼，包括各种商店

及餐馆共270多间，以及一所有15间放映室的电影院，亦拥有一个号称东南亚最大的名叫“暹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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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世界”的水族馆及一个展览厅和泰国艺术画廊和歌剧院。还拥有大型保龄球场，卡拉OK。它是

由香港出发的观光旅行团的热门购物地。

暹罗百丽宫(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电话：006626109255

营业时间：10:00-22:00

公共交通：曼谷集体运输系统，架空电车，沙炎车站。

暹罗中心(Siam Center)

作为曼谷历史最悠久的购物商场之一，Siam Center 身处竞争激烈的商业中心，常常会淹没于周边

的新型豪华购物中心之中。商场内拥有众多设计独特的服饰品牌，充分满足了追求性感时尚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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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男女的需求。 Siam Center

内特别值得一逛的还有精巧可爱的首饰专柜，在那里你一定能发现别具匠心、酷感十足的设计。

电话：006626580447 �

地址：1 Pathum Wan, Bangkok

网址：www.siamcenter.co.th

如何到达：1）可乘坐15、16、25、40、48、54路公交。2）轻轨BTS到Siam站

MBK中心（Mah Boon Krong）

这是泰国青少年的购物天堂，位于暹罗广场的路对面。这里有很多出售手机挂件、T恤，钱包和

手提包等等便宜货的小摊位和商店，而且还有一家中档的Tokyu百货商场。

(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开放时间：10: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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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626209000

地址：Th Phayathai和Th Phra Ram I街角

网址：www.mbk-center.co.th

 

盖桑购物中心（Gaysorn Plaza）

位于泰国的首都曼谷之巴吞旺县的叻差南蒂路与奔集路之高档豪华购物中心，许多国际著名品牌

都集中在此五层商场里，汇集100多个商店。

营业时间：10:00-20:00

电话：006626561149 �

地址：999 Ploenchit Road, Lumpini, Pathumwan, Bangkok

交通：曼谷集体运输系统(架空电车)，素坤逸线，七隆车站的出口9设有天桥直达它的二楼。

西隆商业区

曼谷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商业区，这里有著名的Central World Plaza，BIG C大型超市也在这里。

中央百货商场(Central World Plaza)

位在曼谷捷运线上的Central World购物商场，是泰国中央集团(CentralGroup)将原世界贸易中心(W

orld.Trande.Center)收购后重新改装，把世界贸易中心一分为三的商场，重新划分六大区，总计将

有500家商店进驻，两家百货公司、50多家餐厅、21个电影院，加上一个保龄球馆，一座国际会中

心和五星级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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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百货商场(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2645555

地址：Rama 1 Road, Bangkok

网址：www.centralworld.co.th

如何到达：1）地铁MRT到Chit

Lom站。2）公交：2、13、14、17、54、73�、74、77、159、164、路公交Central Woen

Store站下车

　　Big C 超市

BIG C是家大型超市，底层有一家名叫Fashion Outlet店铺，里面的Levi’s和Lee等产自当地的品牌

产品特别便宜。二楼是超市，如果要给朋友家人带吃的，这里就是不错的选择，如肉松酥 饼，脆

皮肉干，脆条鱿鱼，还有小包装的芒果干，榴莲糖，都是很好的选择。三楼有卖内衣，虽然款式

不是最新的，但价格比专柜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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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08:00-22:00

地址：Lumphini, Pathum Wan, 曼谷

四面佛购物中心（Erawan Bangkok）

在伊拉旺商场你能找到全曼谷最独特奢华的设计商品。底楼的众多餐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亚洲美

食，当地人亲切地称其为 “ 都市厨房 ”。顶楼的美容美发和 Spa 中心里都提供自创的产品。

Erawan Bangkok 正门外的四面佛神像是游览曼谷市中心的必到之地，每天还会有舞者定时为神佛

奉上传统的表演。四面佛在泰国被称为有求必应佛，是当地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2507777

地址：Lumphini, Pathum Wan, Bangkok

网址：www.erawanbangkok.com

其他商圈：

恩伯利购物中心（The Emporium）

The Emporium

恩伯利购物中心，这个时尚的空调购物中心就像脱离曼谷的另一个世界，所有的时尚品牌标签如

LV、 Prada、Chanel 等在这里都能找到。这个购物中心还有Kinokuniya和亚洲书店、CD

库、多元化的电影院和其他高档商店，anchor tenant 也出现在这个商场，有一个很大的女士鞋城

，对我来说最吸引眼球的是六楼的美食城，是超市和美食的结合，可以免费品尝多种水果，如果

你想品尝曼谷的街边小吃但又不够勇敢，你的问题在这里可以解决，美食城的就座区很充足，在

这里还能看到曼谷的全景，逛一天累了来这里歇歇脚吃点榴莲很不错的！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6622691000

地址：622 Sukhumvit Road, Klongton, Klongtoey, Bangkok

网址：www.emporiumthailand.com

　　河畔城购物中心（River City Shopping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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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城购物中心(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几乎被人们当作博物馆一样崇敬，其中的三四层设有许多高品质的艺术品商店和古董店。Ac

ala（shop 312）陈列有奇特的中国西藏和其他地方的手工艺品。Old Maps & Prints（TEL: 0 2237

0077. 分机432; shop 432）拥有珍稀的精选地图和插图，主要以亚洲为主题。

   

3、曼谷的集市

　　虽然装有空调的购物商场提供较好的服务，但是露天市场才能表现曼谷商业活动真正的风貌

，在那里将会找到最好的便宜货。

水上集市：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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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007 电影而出名的丹嫩沙多水上集市一直是游客的必到之地。狭窄的河道中挤满了卖货的小船

，交错往来中戴着草帽的女商贩们大声吆喝叫卖，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集市一般从清晨一

直持续到下午，早上七点到八点这一段时间是高峰期。如果想避开热闹的游客团队，建议提前一

天住在附近，然后起个大早去赶早市。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丹嫩沙多水上集市

　　营业时间：07:00-23:00

电话：006632241023

地址：Damnoen Saduak, Ratchaburi

　　赛寺院水上集市

赛寺院水上集市位于吞武里地区Krung Thep桥以西的达奥�卡农运河上，是曼谷市内现存的唯一

水上集市。以前，这里经常有当地居民光顾，十分热闹。由于集市距离市中心较近，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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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游览的旅游者不断增多，如今己完全演变成一个专供旅游者游览购物的水上集市。满载着游

客的小船频繁来往，为数不多的几条商船在高价兜售袋装水果、旅游纪念品等。虽然赛寺院水上

集市昔日的风情不再，但游客仍可在此感受曼谷独有的风情。

营业时间：06:00-17:00

地址：Bang Khun Thian, Chom Thong, Bangkok

普通集市：

恰图恰周末市场（Chatuchak Market）

所有泰国市场之母。这里占据着一块很大的地盘，设有15 000个摊位，每天约有200 000位客人光顾

。在市场深处时，你会忘了现在还是白天。你可以在这儿买到任何商品，从活鸡、活蛇、手工艺

品，古董，直到成打的服装。离开时，每个人都钱袋空空，精疲力竭。满载而归；真是乐趣无穷

。

恰图恰周末市场(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营业时间：周六、周日0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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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aholyothin Road, Bangkok

如何到达：轻轨BTS到Chatuchak Park 站或地铁MRT到Mo Chi站

　　铁道菜市场

曼谷著名的铁道市场市场一早就存在，后来建了火车站铁轨所以有火车要穿过市场，但是人们又

习惯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共存。其实火车每天经过好像有8次，每次小贩都要撑起遮阳帐篷，不得不

说是有点累的，但是面对每天游客的镜头，他们选择了微笑，而且好心的老板还会提醒应该站在

哪里才安全。

铁道菜市场(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营业时间：08:00-18:00

地址：Maekrong,Bangkok

曼谷的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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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伦夜市

规划整齐的摊位，贩卖各式各样的服饰、流行包包、皮带、手工艺品、纪念品、丝织品、手表、

生活杂货等，靠近马路旁是一个露天的美食广场，还有乐团现场演唱，逛累了可以到这里休息品

尝美味小吃，往另一个方向还有几家别具风格的餐厅及 Joe Louis 木偶剧场，这是泰国非常有名的

表演，须由三个人共同操纵一个木偶，曾经受邀到许多不同国家表演。

　　帕蓬夜市

(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曼谷另一个著名的夜市位于帕蓬路(Patpong)。帕蓬路又分为一、二街，是各式A go go bar及迪

斯可的集中地，也是曼谷著名的红灯区。每天傍晚时分，所有路边小摊子的档主便开始忙碌起来

，直至夜深为止。大部份摊贩摆卖的主要是赝品T恤、袋子、手工艺品和纪念品等⋯游客在选定

了心头所好之后，应该先往别的摊位看看，比较相同货品的价钱，再跟档主讨价还价，这样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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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到既便宜又称心如意的东西。

   

4、 泰国特产

　　1、泰国丝绸：以特有的完美结构和自然色泽而闻名于世。西方人认为，泰丝最适合做夜礼服

。泰国人生产丝织品有很悠久的历史。丝线是泰国农村妇女手工制成，丝织品除了染色，也有高

质量的印花。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美，日本，少部分卖给观光客。

2、金银首饰：为数不少的游客喜欢在泰国购买金饰，因其款式繁多而价格适当。银器在泰国有悠

久的历史，北部清迈的银器与银首饰均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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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黄金首饰

3、珠宝：现在的宝石资源在泰国境内所存不多，大部分是从缅甸进口加工。泰国在珠宝业的盛名

来自切割工艺的精湛而著称，饰品款式古朴精致，风格独特。泰国的宝石琳琅满目，叫人目不暇

接，但一定要选择品质可靠的商店购买。

4、手工艺品：泰国的手工精细，构思巧妙，展现给你的是各种完美神奇的工艺艺术。有著名的木

雕艺术品，泰式陶器 ，柚木雕塑，银器，蜡制工艺品，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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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的泰国手工艺品(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5、鳄鱼皮制品：皮带：从500泰铢到2000泰铢，挑选时要检查鳄鱼皮带是否是一整根鳄鱼皮制成

的，如果是几块碎皮拼接的，就便宜点。参考价，一根普通男式皮带（一整根鳄鱼的背部的皮制

成），1600泰铢。

6、皮夹子：标准式样的，大概是1000泰铢左右。打火机套：100泰铢。

7、珍珠鱼皮：这东西比较奇特，据说是自然界最硬的皮。一般，一个男士皮夹子在400泰铢左右

，一根皮带300泰铢，如果是一个挎包，2000泰铢左右，做工好的，价钱会很贵。

8、大象皮：看起来比较稀奇，其实在泰国很常见，一个男士皮夹子大概是150泰铢。

9、木雕：泰国的木雕都采用上好木料由工匠精心雕刻而成，雕纹清晰，大量地保留了木料原本的

形态，使其看起来天然质朴，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10、泰国木偶：泰国木偶剧艺术是泰国的文化瑰宝，通常一个木偶由三个木偶师操控。木偶每一

部分或四肢由一位木偶师操控，值得关注的是，整个木偶的操控没有用到一根绳子。

11、泰式香料：泰国菜的美味全赖品种多样的香料调和，想要亲手尝试烹制泰国菜，那你一定要

从曼谷带一些上好的香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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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椰子糖：不同于平常的椰子糖，曼谷的椰子糖是纯天然的，甚至就连包装都是原生态的——

用椰子壳包装。带有浓郁椰子香味的糖糯而不腻。

13、泰国T恤：泰国T恤的亮点是T恤上的图案，图案一般极富创意与幽默，种类丰富到让你难以

选择的地步，同时价格相当便宜。

14、虎标万金油：泰国常年炎热，蚊虫较多，随身携带一盒驱蚊止痒的万金油是非常必要的。老

字号虎标万金油当然是第一选择。 

虎标万金油

15、泰国邮票：哪怕你不是集邮爱好者，你也一定得关注一下泰国邮票，而且最好买上一套加以

收藏。泰国邮票一般以传统的泰国民间故事为主题，图案精致。

16、泰式精油：泰式按摩是每个去泰国游玩的人都必须要体验的，除了泰国当地技师的手法出众

之外，香郁醇和的泰式精油也是原因之一。

17、泰国香米：泰国香米的好是所有东方米食国家所一致公认的，除了香米，货架上摆放的五颜

六色的泰国糙米也是米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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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夜生活

曼谷夜生活(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曼谷不仅拥有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众多名胜古迹，而且拥有现代化的高

楼大厦、商业中心、酒店旅馆、娱乐场所、机场码头。而每当暮色降临，各种娱乐场所、餐厅酒

吧灯红酒绿，人行如织。各种各样的歌厅、歌舞厅、KTV、按摩院、浴室、酒吧、夜市等处人头

攒动，给夜色中的曼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多彩的、而又美丽的面纱。正因为曼谷的这种现代与

历史的紧密结合，使她成为东南亚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

       虽然曼谷是个消费狂热的城市，但你可以不花一分钱享受这里的都市生活。比如在

晚上，霹雳舞者们在暹罗广场轻轨站和各大购物中心之间的天桥上练习舞步。这些走道已经成为

了都市情侣们拥抱亲热的公园和无证经营者的集市，商贩们也聚集在此展示他们的货品，并且密

切注意着警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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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妖秀

克里普索人妖秀Calypso Cabaret Show 

克里普索人妖秀(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曼谷最著名的人妖表演，以模仿英国著名的辣妹(Spice Girls)演唱组合的表演为主，包括舞蹈，演

唱和喜剧，节目精彩，非常逼真。表演结束后可与演员合影留念。

表演时间：20:15 21:45两场

曼波人妖秀Manbo Show

       位于泰国的首都曼谷府之县的素坤逸路，素坤逸廿二街(Sukhumvit Soi

22)之“华盛顿商业中心”( Washington Square)里的一个以变性人(由男性变成女性)为主要演员的

歌舞表演团体，观众主要来自欧洲、北美洲及日本等地区。

表演时间：每晚 8:30 及 10:00，共两场。

金东尼豪华人妖歌舞秀

　　表演各民族风情的歌舞，颇具特色。人妖表演是曼谷之旅的重头戏，精彩的歌舞节目、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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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美灯光，让人目不暇接。演出结束，所有的人妖会在剧场门前与游客合影。

表演时间：每晚17:00 19:00 21:00三场

   

2、 泰式按摩

(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据说泰国人去按摩的时间远远长于去健身的时间。走在曼谷的大街上，即使你不去

找按摩店，按摩店也会找上你。服务好的小店往往隐藏在不被注意的街巷中。足部按摩通常需要2

50B左右，全身按摩500B左右。

推荐店铺：

卧佛寺泰式按摩学校Wat Pho Thai Massage School

TEL: 006622213683

地址：Th Sanamchai, Soi Penp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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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8am-5pm

交通：12路、53路、503路、508路、512路公共汽车；昭披耶快船公司Tha Tien港。

曼谷香格里拉大酒店“气”Spa

TEL：006622367777

地址：89 Soi Wat Suan Plu, New Road, Bang Rak, Bangkok 10500泰国

营业时间：9:00am-10:00pm

交通：15、75、77、115、164、504、544、547路至BangRak Market

曼谷东方水疗中心

TEL：006626599000

地址：48 Soi Oriental Bangkok Thailand 10500

营业时间：9:00am-10:00pm

交通：1、16、35、75、514路至Rongraem O Rian Ten Hotel

   

3、 夜总会

       在天使之城的舞厅和休闲酒吧内，劲道十足的鸡尾酒和高跟鞋就是活动主题。光鲜

亮丽的时尚一族总是行踪不定，只给游客和酒吧女们留下一个个时髦的背景。入场收费范围在500

B和600B之间，通常包含一杯饮料。想都不要想在晚上11点前出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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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 Supper club(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Bed Supper club（TEL: 0 2651 3537; 26 Soi 11, Th Sukhumvit）这里也经历了时尚一族的追捧和抛弃，

不过谁在乎呢——对初到泰国的游客，这是必去的地方。在去舞厅释放自我之前，你可以像蜥蜴

一样懒洋洋地躺一下。

Q Bar（TEL: 0 2252 3274; Soi 11. Th Sukhumvit）一座简约风格的二层建筑。这儿有高度数的鸡尾酒

供应，其中包括苦艾酒以及40种不同的伏特加。仔细听听舞曲节奏，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就是钢

管舞。从Soi 11巷一直走到头，然后再向左转，就可以找到它。穿凉鞋和短裤者不得入内。

Narcissus（TEL: 0 2258 2549; 112 Soi 23. Th Sukhumvit）对于科技乐（techno）和迷幻舞曲（trance）

的音乐迷来说，Narcissus就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罗马神庙。这里要求你必须年轻、漂亮并挥霍无度

。国际DJ会定期到这儿掀起狂热浪潮。

Tapas（Soi 4. Th Silom）是隆路上的这家舞厅掺杂有摩洛哥元素，里面的窗帘和装饰品均原产自马

拉喀什（摩洛哥城市），不过却播放爵士乐拉丁乐以及其他的世界名曲。

       推荐的还有Lucifer ( Patpong Soi 1. Th Silom ) ，以及附近Soi 2巷和Soi 4 巷（Soi Jar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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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上的一串舞厅，这两条小巷都与帕蓬1巷和2巷平行，离是隆路不远，吸引着各式各样的泡吧一

族。

   

4、 现场音乐

　　曼谷的现场音乐表演种类颇多：顶级酒店的国际爵士乐，散发着霉味的地下俱乐部的蓝调音

乐，明亮的厨房俱乐部的泰国流行音乐，以及舒适的艺术吧中的泰国民间音乐。在曼谷，每一个

音乐爱好者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音律，即使对音乐没有兴趣的人也会因这份律动而跳动。 

Saxophone Pub(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Saxophone Pub & Restaurant（TEL: 0 2246 5472; 3/8 Th Phayathai）这里是曼谷音乐场所的必到之处。

在酷似德国啤酒窖的室内飘荡着舒缓的雷鬼舞曲（reggae）、摇滚乐、蓝调和爵士乐。你可以在二

楼找个幽静的地方坐下。乘曼谷轻轨在胜利纪念碑站下就到。

Ad Here the 13th （13 Th Samsen）只要跨过帮兰普运河上面的那座桥，就到了这座活跃的狭小酒

吧，这里有个很有天分的驻唱乐队，每晚10点开始演奏蓝调，还有不会断流的冰镇啤酒。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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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客是真正经常来的，所以你应该还会交到一些朋友。

Brown Sugar （ Th Sarasin ）顺道走访一下蓝披尼公园附近的这家很受欢迎的酒吧吧，让你的生活

轻松活泼起来。周日夜晚，在豪华酒店巡回演出的正统音乐家们会到这里即兴演奏。

Radio City（TEL: 0 2266 4567; Soi Patpong 1）在帕蓬夜市的砍价大战后，你可以上这儿来。举着一

杯饮料站在庭园中，观看外面的人们讨价还价，或者躲进店里，寻找你最喜欢的摇滚。这儿的泰

国“猫王” （Elvis）自己本身的生活就是一个传奇。

   

5、 泰拳

泰拳(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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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披尼拳击体育馆（Lumphini Boxing Stadium. Th Phra Ram IV比赛周二，周五及周六

6pm，还有周六5pm）位于蓝披尼公园附近，以及拉差达慕拳击体育馆（Ratchadamnoen Boxing

Stasium Th Ratchadamnoen Nok;

比赛：周一，周三及周四5pm，周日6pm）位于民主纪念碑（Democracy Monument）附近。这两

个地方都是受人们欢迎的泰拳比赛场地。最便宜的外围席位500B，中间席位800B，靠近拳击台的

席位1500B。这样的票可用于观看8至10场比赛，每场比赛有5个回合。最后的三场比赛是重头戏，

届时体育馆会爆满。

拳击迷们说，周二晚上在蓝披尼拳馆，还有周四晚上在拉差达慕拳击馆所进行的比赛是最精彩的

。买票的时候，请去售票窗口，而不要去找在体育馆外游荡的票贩子。

交通：乘空调公共汽车503路和普通公共汽车70路就可以到拉差达慕体育馆。乘普通公共汽车47路

可以到蓝披尼体育馆。

   

6、 泰国古典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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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传统舞蹈(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Chalermkrung Royal Theatre皇家剧院（Sala Chaloem Krung街角）这栋泰国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物位

于唐人街一帕乎叻地区的边缘处。这里为khohn（根据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舞剧）表演提供

了一个盛大场地。在1933年开业时，这家受到皇家资助的剧院是全亚洲最大和最现代的剧院，内

有该地区当时最新的投影技术和第一个冷凝水空调系统。

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 TEL: 0 2224 1342; Th Na Phra That门票20 ~ 200B）在巴边高桥（Saphan

Phra Pin Klao）附近，国家剧院内有传统khohn的表演。这家剧院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和周六都

有节目上演。不过请提前电话确定时间。

Maneeya Lotus Room（TEL: 0 2282 6312; 518/5 Th Ploenchit）提供有泰国古典舞剧表演的晚宴。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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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并无特别之处，但是价格很公道（200B到500B）。

如果你想要免费观看泰国古典舞剧的片段，到皇家田附近的拉克芒神龛（Lak Muang

Shrine），或者凯悦饭店（Grand Hyatt Erawan）旁的依拉旺神龛（Erawan）看看吧；人们雇用舞者

到这里来跳舞，来感谢这个神龛在选择彩票中奖的号码上所给予的神秘帮助。

   

7、 曼谷红灯区

牛仔街(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位于泰国的首都曼谷的瓦达那县，它是著名的红灯区，一条短街上有超过40间酒吧，跟它类似的

有那那广场及拍蓬街，主要吸引观光游客及嫖客。

它位于素坤逸路，介乎“素坤逸21街”(阿速街；浑号：小东京 及“素坤逸23街”，与曼谷集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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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系统的“素坤逸线”的“阿速车站”(Asok)及曼谷地铁的“素坤逸车站”皆徒步可达。千禧年

饭店附近。

与其它泰国的阿哥哥酒吧一样：酒精饮料及穿着比基尼的妓女在舞台上跳舞蹈。非法的无上装，

甚至全裸跳，偶尔会在一些酒吧出现。嫖客若支付“出钟钱”给酒吧及给妓女服务费，就能在酒

店房间提供性服务。泰国本地的嫖客通常光顾这里的酒吧，这里工作的妓女多数来自泰国东北部

的贫苦农村。

这里亦有许多餐馆，包括也许是曼谷最著名的炸[[鱼]及炸土豆条。这地带地以一位退休的美国籍

非洲裔飞行员Cowboy

Edwards的名字命名，因为他是在1977年第一个在这里开设酒吧的人，他总是爱戴着牛仔帽。

其中一项牛仔街的夜生活为大象游行，商人向观光游客兜售大象的粮食。

当他信在2001年当选泰国总理时，他的政府制定“社会秩序运动”，所有酒吧及夜总会均需要在

凌晨2时前关闭，后来更提早至凌晨1时。

曼谷举办在2004年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一颗豆子雕刻展示了牛仔街作为文化计划之一。

许多男性游客到泰国只是为了女性，有时或者是为了男性。

帕蓬（Patpong, Soi Patpong 1& 2, Th Silom）是曼谷最著名的红灯区，多年来长盛不衰，现在吸引的

观光客比追逐肉欲的人还要多。位于帕蓬1号巷子的露天旅游市场，比色情场所更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现在还有一些脱衣舞酒吧，转变成为游客和夫妇表演的ping-pong show杂技场。不要听信酒吧

鼓吹的“免费”性演出，费用常常是暗地里加在帐上的，但是当你想拒付这高得离谱的账单并愤

然离去时，酒吧大门会突然被一群肌肉强壮的保镖挡住。

Soi Cowboy（Soi 21和Soi 23之间, Th Sukhumvit）是一条小巷，分布了25到30家酒吧；据说是20世纪

70年代越南战争后的直接产物，当时一个外号“牛仔”( Cowboy )的黑人，美国前士兵在Th

Sukhumvit 大街附近，以自己的名字开了第一家脱衣舞酒吧。

Nana Plaza（Soi 4/Soi Nana Tai. Th Sukhumvit）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实际上是个“脱衣”商业中

心，其中设有旅馆，几乎只为酒吧服务小姐进行违法勾当使用。在Casanova的“女性”职员全由

泰国的易装癖者和变性者组成。这里是那些到曼谷进行变性手术的外国人最喜爱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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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

　　曼谷的交通十分发达。泰国的铁路和公路都以曼谷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曼谷市以北大约2

0公里的廊曼机场是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航空中心之一，还是运输量最大的国际航空站，国际航线可

直飞亚、欧、美及大洋洲50多个城市。曼谷港是泰国最大的深水港口，是泰国和世界的著名稻米

输出港之一。 

   

1、飞机

　　泰国的民航业十分发达，各大中城市都有机场，如曼谷新建的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以及原来的

廊曼机场，是东南亚主要航空中心之一，国际航线可直飞亚、欧、美及大洋洲30多个城市。香港

、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汕头每周都有航班。 

泰国航空公司(图片由网友 @小麦我的最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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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曼谷飞往泰国其他城市，可利用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曼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公司，Orange航

空公司等国内航线进行。曼谷往清迈，普吉岛，苏梅岛，每日都有数次班机往来。曼谷机场交通

亦十分方便，有专线、班车等五种车辆接机，穿梭忘返于机场与曼谷市之间。

机场：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Suvarna bhu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位于曼谷以东30公里处，经过多年的延误之后，这个机场于2006年9月开始投入国内和国际的商业

营运。机场名称的读音为Su-Wan-Na-Poom，沿用了原来位于廊曼的老机场代码(BKK)。非官方的

机场网站提供英文实用信息，以及航班到达和离开的详情。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电话：00662723000

网址：www.airportthai.com

　旧曼谷机场（或廊曼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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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东南亚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位于城市的北方。新曼谷国际机场位于城市东偏南方，从2002年

开始建造，于2006年9月28日完工启用。大多数国际航线都往返于这里。其交通系统布局与廊曼机

场类似。

　旅人提示：

据说机场坐出租车最便宜应该在机场4楼，因为很多打车来机场的都4楼出发大厅停靠，下客后马

上就必须开走。泰国车子靠左行驶，上车的车门也与国内相反。

如何到达：

机场交通（24小时运行）：在机场坐免费Shuttle Bus（穿梭大巴）去Bus

Terminal机场公共交通中心，Shuttle Bus 24小时服务，几分钟一班。公共交通中心公交车也是24小

时运行，不同公交线路在不同时段发车间隔期是不同的。

　机场大巴：

（05:00-24:00），费用150B

AE1：机场到是隆路(Silom Road)即 BTS Saladang站

AE2：机场到靠伞路(KhaoSan Road)

AE3：机场到素坤逸路(Sukhumvit Road)

AE4：机场到华南彭火车总站(Hualumpong Railway Station） 

前往市中心的BUS(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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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公交：

在机场外几步路的地方就有公路直通市区。29路空调公共汽车（16B，24小时运营）开往暹罗广场

和华南蓬。4路空调车（16B，05:45 -20:00）开往是隆路，并跨过这条河驶往通布里。513路空调

车（16B , 04:30-21:00）对要去素坤逸大街的乘客是个不错的选择。510路空调车（16B,04:00-21:00

）由机场开往位于通布里的南部公共汽车站。

   

2、长途汽车

　　曼谷是客运交通中心，长途汽车从这里开往泰国各地。如果打算乘长途汽车到那些旅游热点

地区的话，最好直接到长途汽车站内的公共汽车公司处购票，而不是委托旅游中心内的旅行社代

买。

长途汽车站：

曼谷有三个主要的长途汽车终点站，其中有两个从市中心前往都不太方便。不过曼谷的大部分地

区都能在一小时之内到达其中任何一座车站。

　　东部长途汽车站（Ekamai)：

开往芭提雅、罗勇、尖竹汶和其他东部各地的长途汽车都从这里出发。很多人称其为“Ekamai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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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东部长途汽车站(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电话：006623916846

地址：Soi Ekamai,Th Sukhumvit

北部和东北部长途汽车站(Mo Chit)

这个长途汽车站在加都加公园正北方。人们通常称其为"Mo

Shit"。这里有发往北部和东北部各地区的长途汽车。

电话：006629362852

地址：Th Kamphaeng Phet

　南部长途汽车站（Sai Tai Mai)

这里距离市中心相当远。人们通常称之为Sai Tai Mai，是泰国最令人愉快、最整洁的长途汽车站。

除了去曼谷南部的所有长途汽车都在这里始发外，开往北碧和泰国西部的长途汽车也从这里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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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624351200

地址：Th Bromaratchachonanee路和Th Phutta-monthon 1路交叉路口。

       新机场的二号场站外也有汽车前往芭堤雅、孔敬府、呵叻府、廊开府等地，省却不

想参观曼谷的游客极多时间。

   

3、火车

　　泰国铁路非常有系统。在泰国的火车可以直接连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铁路。一路从曼谷到

新加坡，游客将有机会经过几个城镇及马来西亚的北海及怡保等。曼谷北上的铁路只到泰国北部

的城市。游客可有三种不同等级的车票供。

曼谷的主要火车站是华南蓬火车站，由此可乘车至国内各府、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

由于往北部（如古都阿育陀耶、清迈市）列车都经过廊曼机场站，所以乘国内航班游客可在二号

场站走步行道至该站月台上候车前往北部各府，不需费时费事进入曼谷市区。 

华南蓬火车站(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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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以赶到火车站的预售处购买火车票，预售处的营业时间为08:00-16:00。其他窗口只发售当

日票，其中大部分是三车厢的火车票。早晨5点至上午8点30以及下午4点至晚上11点，也能在2号

和11号窗口处预定车票，可以在服务窗口领取火车时刻表。

华南蓬火车站提供如下服务：沐浴间、邮寄中心、行李寄存、咖啡馆和食品广场。从素坤逸乘地

铁到华南蓬站下车，就能到达火车站。

   

4、轮船

　　湄南河是泰国主要水路之一。虽然多数河道已被填补，但依然有水上巴士及游艇穿梭其中。

若是游客想南下去普吉或泰南或是到邻国马来西亚的Langkawi，河路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往返于

湄南两岸的渡船是当地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船费仅1铢。

　　"长尾船"俗称水上巴士是传统水上交通工具。这水上巴士水中性能奇佳，其速度也非常快。

水上交通巴士与快艇常在湄南河上穿行。每日湄南快车北上南下。其次数间隔约为三十分钟一趟

，而收费公道便宜。乘坐快艇可游览位于河畔的御皇宫、卧佛寺等，票价依区段而定。有些船艇

也提供晚餐及傍晚之游。其食物简直令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在游艇上观赏夕阳普照，金光闪

烁的寺庙及大殿，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5、轻轨

　　乘车游览曼谷“新区”，轻轨是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了。轻轨是个高架轨道交通网，乘上轻轨

，城里恐怖的交通阻塞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轻轨称得上是曼谷现代城区内革命性的出行方式。

以前要花1小时的路程如今只需15分钟。乘坐轻轨的另一好处就是，能够让人兴趣盎然地鸟瞰城市

，偶尔还能欣赏到绿地和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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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的轻轨列车(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从早晨六点到午夜，两条线路上的车次频繁。根据目的地不同，车费从10B至40B不等。大多数售

票机只收5B和10B硬币，但是可以到问讯台换零钱。

曼谷集体运输系统公众公司（Bangkok Mass Transit

System，简称：BTS，别称：高架铁路／城铁／Sky Train）

1999年12月5日，开通了两条约55公里的独立路线，乘客可以在暹罗车站（Siam）进行两线互相换

乘；而在沙拉当车站（Sala Daeng），莫集车站（Mo Chit）及亚索车站（Asok），乘客可以换乘

曼谷地下铁路。2009年5月15日，开通了是隆线廷线（郑皇桥－大箩圈）。

是隆线（Silom Line），设有八个车站：国家运动场车站（National

Stadium）、暹罗车站（Siam）、拉喃立车站（Ratchadamri）、沙拉当车站（Sala

Daeng）、冲暖诗车站（Chong Nonsi）、素拉刹车站（Surasak）、郑皇桥车站（Saphan

Taksin）、大箩圈站（Wongwian Y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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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BTS地图

素坤逸线（Sukhumvit Line），设有十七个车站：莫集车站（Mo Chit）、水牛桥车站（Saphan

Khwai）、阿里车站（Ari）、打靶场车站（Sanam Pao）、烈士纪念碑车站（Victory Monument）

、披耶泰车站（Phayatai）、叻差南蒂车站（Ratchathewi）、暹罗车站（Siam）、七隆车站（Chit

Lom）、奔集车站（Phloen Chit）、那那车站（Nana）、阿速车站（Asok）、鹏蓬车站（Phrom

Phong）、通罗车站（Thong Lo）、亿甲迈车站（Ekkamai）、拍昆侬车站（Phra

Khanong）及翁努车站（On Nut）。

   

6、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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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地下铁路公众公司（简称MRT，Metropolitan Rapid Transit Authority)

       第一条地铁于2004年7月启用，从城市北端连到城市中心，共设有十八个车站。十年

前，由于泰国的政治及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原来由来自香港的合和实业财团（Hopewell）投资的

高架火车计划被整个废弃，从曼谷华南蓬火车站一直到曼谷廊曼国际机场处处可以看见被废弃的

钢筋混凝土支柱，成为国际笑话。 

曼谷地铁内部(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第一条约20公里的地下铁路线：华喃峰火车站（Hua

Lamphong）、三养车站（Sam

Yan）、是隆车站（Silom）、仑毗尼公园车站（Lumphini）、孔提车站（Khlong

Toel）、诗丽吉皇后会议中心车站（Queen Sirkit Nation

Centre）、素坤逸车站（Sukhumvit）、碧武里车站（Phetchaburi）、拍喃九车站（Phra Ram

9）、泰国文化中心车站（Thailand Cultural Centre）、汇权车站（Huai

Khwang）、素铁讪车站（Sutthisan）、叻猜搭披色车站（Ratchadaphisek）、叻抛车站（Lat

Phrao）、拍宏裕庭车站（Phahon Yothin）、乍督乍公园车站（Chatuc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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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甘烹碧车站（Kamphaeng Phet）及曼赐车站（Bang Sue）。

       其中，乘客可以在乍督乍公园车站（Chatuchak Park）、素坤逸车站（Sukhumvit

）或是）、是隆车站（Silom），换乘曼谷集体运输系统（BTS），由于高架电车与地下铁分属两

家不同公司，乘客必须出站再进入另一运输系统换车，这是较为不便的地方。 

曼谷地铁图

       曼谷地铁的票价为15B-39B不等，儿童票和优惠票必须在售票窗口购买。从早上6

点到午夜，每隔7分钟就有一辆车开出。

       游客亦可在华喃峰火车站（Hua Lamphong）曼赐车站（Bang Sue），换乘泰国皇家

铁路（MRT）到泰国北部、南部的很多地方，甚至每天有两班火车往马来西亚。

   

7、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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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普通公共汽车的的车费根据车的类型类型而有所不同：10公里以内车程，车费从 3.50/

4B（红色/绿色公共汽车）到5B（蓝白相间的公共汽车）不等。还有乳白色和蓝色相同的空调公共

汽车起程价是8B，不过路途更远些的话就会跃至 20B。橙色的Euro 2空调公共汽车全程价格一致，

只需12B，而白色和粉色相间的空调公共汽车费用是25B到30B。最宽松的是红色小型公共汽车，座

位坐满就不再载人，全程统一25B（不找零）。 

曼谷的公车(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8、渡船

 　　Chao Phraya River Express从曼谷中心南部Tha Wat Ratchasingkhon码头向北开往暖武里（Nont

haburi）省。有四条航线：两条快速渡船（由黄色或橙色旗子标示）、本地渡船（无旗）和旅游

渡船。快船于清晨以及傍晚的几个小时（6am － 9am和3pm ~－7pm）停靠在特定的码头，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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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目的地不同，从10B到25B不等。本地渡船从早上6点到下午7点40分停车靠所有码头，船费从6B

到10B不等，还有小舟在河两岸之间来回穿梭，每趟收费2B。 

(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曼谷市镇当局（Bangkok Metropolitan Authority）经营着两条河上出租车（5 ~ 8B;

6am ~ 7pm）线路：Khlong Saen Saep运河（帮兰普到Bang Kapi）和通布里的Khlong Phasi Charoen

运河（Kaset Bang Khae港到Saphan Phra Ram大桥）。前者对短期游客来说最有用，因为可以在暹罗

广场和帮兰普之间畅通无阻。暹罗广场的码头（Tha Ratchathewi）在Asia Hotel

酒店旁那座桥附近；而帮兰普（此线路上的最后一站）的码头在金山寺（Wat Saket）和Phra

Samen Fort附近。假如从帮兰普前往暹罗广场的话，你很容易会坐过站，因此告诉坐在旁边的人，

你想要到“See-yahm

Saquare”。与运河相比，湄南河看起来就好像山泉一样汹涌，所以尽量不要让自己被水溅湿。

   

9、摩托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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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出租车一般都停在居民区的道路路口，等着载居民最后几公里，送他们到家。因为路口

的司机经常供大于求，只要价格合适，他们非常乐意把你送到任何地方。摩托出租车的车费大约

和tuk-tuk的一样，不过在交通繁忙时可能要贵些，价格通常为10B到50B，但最好先谈好价格。这

些司机大多身穿马甲，编着号码。在曼谷的大街小巷上，骑在疾驰的摩托出租车上与进行一项极

限运动差别不大。 

曼谷的摩托出租车(图片由网友 @骑猪兜风 提供)

   

10、Tuk-Tuk（三轮摩托车）

       搭乘tuk-tuk必须提前讲好车费，而且只有在较短距离范围内，可以不妨乘坐一次，

如果的确需要的话。许多司机看起来都好像是从摩托车驾照学校毕业了，不过在骑tuk-tuk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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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这样的学习根本没用！一些旅行者总是喜欢搭乘tuk-tuk，而另外一些觉得讨价还价非常

吃力—这全得依靠个人的耐心加上迷人的微笑。如果摩托车司机愿意只要10B或者20B就可以带你

去做一次观光游的时候，你可要小心—这是很可能是一个招徕顾客的圈套，旨在逼你购买高价商

品。这种交通方式短途旅行至少要价40B。 

Tuk-Tuk(图片由网友 @绿毛的煎饼 提供)

   

11、出租车

　　计程出租车的车费通常都比没有计程的出租车低；要寻找车顶有“Taxi Meter”标志的出租车

。不必不好意思叫司机使用计价表，有时他们会“忘了”。在常有游客的地方，他们也许会拒绝

使用计价表；这时只要下车找另外一辆出租车就可以了。车费大概在50B到100B之间。在多数大城

市中，出租车司机都是经验丰富，熟悉城内所有偏僻的地区或者街道。但是，在曼谷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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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成功地用正确发音告诉司机你的目的地，出租车司机也许还是会茫茫然盯着地图。为了

确保你能够返回住地，请随身携带旅馆的名片，上面有用泰语写的地址指南。 

曼谷的出租车(图片由网友 @白天不懂夜的黑 提供)

游人也可以拨打Taxi Radio（电话：1681，www.taxiradio.co.th )和其他提供24小时电话叫车的服务热

线，但是再打表费用之外得另付20B的叫车费用。除了上下班高峰期，酒吧打烊期间，通常来说出

租车还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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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住宿

   

1、 酒店型选择

　　Lamphu House，位置在考山路警察局斜对面（背对警察局站立的右手边，走约100米，有一个

加油站，对面巷口有一个黄色银行的）小巷往里走，路的右边注意看有不显眼的招牌，带ＡＩＲ

和卫生间的双标680泰铢（人民币兑泰铢是1：4.4多）。

　　地址：75 Soi Ram butri Kwang Chana songkram Pranakorn, Banglamphu BANGKOK 10200

　　预定网页 ：www.lamphuhouse.com

　　Rambuttri Village Inn，就在Lamphu House

旁边，带游泳池，带空调，带单独洗手间800泰铢。但服务员态度确实一般。

　　地址:95 Soi Ram Buttri, Chakkra Phong Road, Phra Nakorn, Bangkok,

　　预定网页 www. rambuttri.com

　　Viengtai Hotel（TEL：0 2280 5434；www.viengtai.co.th ；42 Th Rambutri；单/双 包括早餐1750/19

50B起；）早在背包客宣称高山路是他们的地盘前，这家环境幽静的中国酒店Viengtai就已经在这

里。这里甚至开始吸引那些精明的泰国家庭。这里的游泳池是炎热的一天之后消除疲劳的最佳良

药。

　　Buddy Lodge（TEL：0 2629 4477；www.buddylodge.com ；265 Th Khao San；房间2000B起）作

为高山路上第一家高级旅馆，这里的房间和附近狭窄的小牢房似的旅馆是天壤之别。该旅馆标榜

为精品旅馆，房间设施时髦，配以泰国传统装潢，以及一些顶级设施，如游泳池。在旅馆还可以

鸟瞰高山路上每天向你展示的巡回演出。

   

2、 背包客选择

       背包客往往会聚集在考山路。从便宜的单人房到豪华套房，这里的客栈有各种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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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小的房间。深夜，这里酒吧还是一个景观。

       帮兰普是高山周围的地区，是个宁静的居民区，拥有更物有所值的客栈可供选择。

不足之处在于，帮兰普离曼谷中心很远，所以到城市其他地方比较花时间。

       暹罗广场地区位于市中心，曼谷轻轨的两条线路都经过这里。暹罗广场的住宿费用

要比帮兰普更高，不过这个热门购物区的房价本身就很非常昂贵。

       素坤逸大街是一个主要的商业区，廉价的旅馆不多。许多酒店吸引参观附近舞吧的

性游客。轻轨和地铁使得这个本来很拥挤的地区穿梭自如，不过乘坐出租车仍旧是个噩梦。

       其他选择包括华南蓬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或者，如果你要赶早飞机的话，附近也有

一些住宿。在曼谷，廉价房间大概每晚100B到750B不等。

 

考山路和帮兰普西部（Thanon Khao San & West Banglamphu）

       假如你的预算很紧，那么就直奔考山路这个游客主要聚集地附近的小巷看看吧。近

来这里的档次有所提高，沿Soi Rambutri巷子还有一些极佳的带泳池的住宿选择。考山路沿路房价

比与之隔几个街区更整洁的客房更高。最便宜的房间非常狭窄，而且隔墙很薄，浴室常常在过道

尽头。价格稍微贵的房间大那么一点点，还有真正的墙壁。再向上一级的房间有浴室、热水淋浴

和空调。有些客栈还带有小咖啡屋，里面的菜单非常简单。

Rambuttri Village Inn (TEL: 0 2282 9162; 95 Soi Rambutri; 单290 ~ 400B，双380 ~ 650B)是个经济型的

假日酒店。这个宽敞的地方有超干净的房间；没错，当我们在那里时，他们正用牙刷清洁瓷砖。

房间还有热水淋浴。最棒的是屋顶还有游泳池，这是这个价位所能享受的罕见待遇。

Lamphu House (TEL: 0 2629 5861; Soi Rambutri; 单150 ~ 300B，双300B ~ 580B)又一处整洁的新旅馆

，有各种价位的房间。最便宜的房间很小，乏味，不过多付一些钱，你就可以增加一台电视、漂

亮的家具，还有热水淋浴。楼下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式露天咖啡吧。

My House (TEL: 0 2629 5867; 37 Soi Chanasongkran; 单150 ~ 190B，双250 ~ 500B )Soi Rambutri 附近的

老旅馆之一，有简朴的房间，足以让你歇息一晚。楼下有一家不错的餐馆，可以在此打发时间。

Bella Bella House (TEL: 0 2629 3090; 74 Soi Chanasongkran; 单170B，双220 ~ 490B)这个大型现代化客

栈有便宜的共用浴室房间，还为愿意出价400B以上的人准备一些更大的空调房。

Khao San Palace Inn (TEL: 0 2282 0578; Th Khao San; 房间280 ~ 530B )离高山路仅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的距离——不要去试，你会砸伤别人的——这是较整洁的住宿之一，房间并不像牢房那样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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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房带有专用浴室，空调房带有电视机和热水淋浴。

Prakorb’s House（Th Khao San; 单/双120/250B）高山路地段上值得信赖的廉价旅馆之一，Prakorb

有简朴而干净的房间，共用浴室。楼下餐馆的咖啡厅很有名气，晚上狂欢后，可以在些喝一杯。

Ranee’s Guest House（TEJ: 0 2282 4072; 77 Tork Mayom;

单/双120/200B）远离主街上的吵闹，沿着这条步行小巷可以逛到Ranee’s 。房间的布置和帮兰普

的很多旅馆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楼下的面包房里，可以买到这个地区最美味的羊角面包和糕点。

其他值得考虑的地方：

Baan Sabai（TEL: 0 2629 1599; Soi Rambutri 单170B，双270 ~ 500B）名称意思是舒适的房屋，这个名

字用得很恰当，因为这里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附设很受欢迎的酒吧。

Chada Gueat House（TEL: 0 2629 3372; Th Khao San; 单/双140/180B）假如你想要过最节俭的旅途生

活，可以选择这家高山路上的老旅馆。要不然，就找最奢侈的地方。

Classic Inn（TEL: 0 2281 7129; Th Khao San;单250 ~ 390B，双300 ~

450B）这里漂亮的房间都快赶上酒店了，可以满足你对舒适的需要。

 

帮兰普东部和帖卫(East Banglamphu & Thewet)

        帮兰普更深处的旅馆价格相对较高。Th Samsen路附近的旅馆靠近Tha Saphan Ram

VIII码头，在这儿你能搭到水上出租车。路再向北就是贴卫地区，国家图书馆附近。

Villa Guest House（TEL: 0 2281 7009; Soi 1. Th Samsen; 双250 ~ 500B）这栋古老的柚木房屋 藏匿于小

巷深处，一个满是绿叶的花园当中。空调房间内摆放着老式的家具和古董，不过所有房间都是共

用浴室。请提前预订。

River Guest House（TEL: 0 2280 0876 ;Soi 3/Soi Wat Samphraya. Th Samsen; 130 ~ 160B）藏在一条迷宫

般的小巷子里，标志不是特别清晰，感觉好像与世隔绝。便宜的房间意味着信众甚多。

Bamboo Guest House（TEL: 0 2282 3412; Soi 1 .Th Samsen

单/双/三150/220/330B）安静的客户前有一个很大的公共区。

Taewez Guest House（TEL: 0 2280 8856; riverside soi. Cnr Th Samsen & Th Si Ayuthaya单150B；双250 ~

300B）健谈的员工，充满活力的服务和友好的氛围。

 

华南蓬（Hualamp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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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很便宜，不过这个地区非常嘈杂，以至于你只有亲自听到Th Phra

Ram IV路上的交通才会相信。在车站周围，要多运用处世之道保护自己，这里到处是小偷、骗子

和来路不明的人。

Sri Hualamphong Hotel （445 Th Rong Meuang; 双200B）这所中国人开的客栈位于华南蓬车站东面

，是一所嘎吱作响的老房子，设有华丽的楼梯和露台桌椅。房间隔层说好点儿也是薄如纸。仅有

共用浴室。

Krung Kasem Srikung Hotel（TEL: 0 2225 0132; 1860 Th Krung Kasem; 双550B）车站西部面的值得多付

些银子，因为这是一家管理完善的商务酒店。宽敞干净的房间配有电视、空调和热水。

 

 

暹罗广场

        暹罗广场是这座大城市的缩影：超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人未停止过的交通阻塞，

以及一座隐藏在Th Phra Ram 1路附近小巷中的为旅行者提便利设施的淳朴小镇。

Bed & Breakfadt Inn（TEL: 0 2215 3004; Soi Kasem San 1;单/双400/500B）这家热情的旅馆提供十分实

惠的带热水浴室的空调房间。还不止这个——正如其所言，房价还包含了早餐。

White Lodge（TEL: 0 2216 8867; 36/8 Soi Kasem San 1单/双400/500B）Kasem

San巷中又一家老字号。房间很小，不过有许多便于交际的公共场所。

Wendy House（TEL: 0 2216 2436; www.wendyguesthouse.com ; Soi Kasem San 1; 单/双700B/800B起；）

价格稍嫌昂贵不过房间是这带最整洁的，服务也比一般客栈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素坤逸大街

       素坤逸大街在Th Phra Ram IV大街北面，铁路的东面，是一条主要的商业街，这一

地区点缀着几处外国移民集中居住区。大多数酒店的价位都超出了经济型游客所能承受的范围。

不过对于那些对帮兰普已经生腻的游客，这里不失为调剂一下的场所。

Atlanta（YEL: 0 2252 1650; 78 Soi 2. Th Sukhumvit; 房间353 ~ 590B）简单说来，就是曼谷的一个标志

。大厅多年来没有变样，不过却渗透出一股永恒的新意。你可以欣赏一下互联网时代以前制造的

老写字桌，还有那模仿丛林风景的游泳池。这里是这个地区唯一一家公开向外自豪的宣布禁止性

游客的酒店。但是破旧的房间应该翻新了。这里高雅的咖啡店还提供泰国菜速成课程，并且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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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还提供很不错的咨询服务，帮你如何适应泰国文化。

Suk 11（TEL: 0 2253 5927; www.suk11.com ; 宿舍/单/双250/450/500B）要远离喧嚣，就沿着到。这里

是这一地区中仅有的几家真正的廉价住地之一。物超所值享受，尤其还可以在绿叶成荫的院子里

享用免费早餐。需要提前订房。

 

机场

      

要在机场地区找到条件尚可，价位适中的住宿很难。大多数旅馆的收费是城里类似地方的两倍。

We-Train International House（TEL: 0 2967 8550; www.we-train.co.th ; 50/11 Mu 3 , Th Dechatungkha,

Sikan, Don Muang; 宿舍200B，房间400B起）由一个非营利女性组织经营，We-Train供应免费接机

服务。假如你想自己走，那可以从这家旅馆的网站上下载一张地图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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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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