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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芭提雅：一边海水 一边火焰

芭提雅美景

芭提雅被称为“东方夏威夷”，著名的3S（SUN 阳光、SAND 沙滩、SEA 海水）每年吸引着超过

一百万的游客前来度假。在芭提雅，长达15公里的海岸线，与几百米长的红灯区街道组合相得益

彰，诠释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诱惑。

芭提雅的旅游历史已经超过40年，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芭提雅是一个最为纯粹的度假胜地，对享

乐主义者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白天的海滩与海上运动，夜晚的人妖秀与夜总会，诠释着芭提

雅之所以成为度假天堂的原因。 

                                                 6 / 99



�������

芭提雅：东方夏威夷

芭提雅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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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11月-次年2月是芭堤雅的最佳季节，干燥少雨，平均气温仅为15至18℃左右，各种花卉绚丽

多姿，其次是6～10月。4-5月则是最难以忍受的酷暑季节，月均温度高达30℃。  

当然，芭提雅最出名的还是人妖表演。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在3月前往芭提雅，一睹选美大赛的

盛况，感受异域文化带来的刺激。

   

2、签证

1、申请签证Visa：

签证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1：45

签证领取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1：45，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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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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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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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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签证

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各领事馆分布：

泰国驻华大使馆(北京)

地址：北京市光华路40号，100060

电话：86-10-6532-1749

传真：86-10-6532-1748

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567号晶采世纪大厦15层

邮政编码：200041

电话号码：86-21-62883030

传真号码：86-21-6288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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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王国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酒店2楼m07室

邮政编码：510064

电话号码：86-20-83858988

传真号码：86-20-83889567，83889959

泰王国驻昆明领事馆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52号昆明饭店南1楼

邮政编码：650051

电话号码：86-871-3168916，3149296

传真号码：86-871-3166891

泰王国驻成都领事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3号楼12层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号码：86-28-66897861

传真号码：86-28-66897869

 泰王国驻西安领事馆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77号裕朗国际大厦4层

邮政编码：710004

电话号码：86-29-87433320，87433393

传真号码：86-29-87435355，87438908

泰王国驻厦门领事馆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虎园路16号厦门宾馆3层

邮政编码：361003

电话号码：86-592-2027980，2027982

传真号码：86-592-2028816

泰王国驻南宁领事馆

地址：广西省南宁市金湖路52-1号东方曼哈顿大厦1-2层

邮政编码：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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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86-771-5526945-47

传真号码：86-771-552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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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填写一张申请表，并签字； 

2、一张白底2寸照片；

3、从入境日期起15天内有效的全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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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落地签证者除疾病等特殊原因外，不可申请延期。延期申请可前往移民局：

地址：Immigration Division 1, Soi Suan Plu, South Sathorn Road, Bangkok 10120

联系电话：662-287-3127 or 287-3101-10 转分机2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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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货币与小费

货币：

芭提雅的通用货币为泰铢（Thai Baht，简称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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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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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10、20、50、100及500铢等六种面额的纸币和5、10、25、50萨当及1、5铢六种铸币。每种铸

市的正面均铸有泰王“普密蓬�阿杜德”头像。

花不完的泰铢可以带回国内在中国银行兑换人民币。注：银行只收面值100泰铢及以上票面平整没

有折痕的纸币。

1000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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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取现和刷卡：

在芭提雅有很多pos机可以使用银联信用卡刷卡，泰华农民银行（Kasikorn Bank）、泰国TMB军人

银行、泰国SCIB银行等ATM上可以用银联卡直接提取泰铢。建议在泰国的泰华农民银行ATM上取

现，这家银行的服务非常好，ATM机上有全中文造作界面，其标志颜色是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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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1、信用卡提取现金需要付息或手续费较高，建议ATM取款尽量采用借记卡（储蓄卡）；

2、部分商店或ATM可能目前没有张贴“银联”标识，建议您主动询问商店收银员或银行服务人

员。

3、银联泰国24小时服务热线：0018-001-2066-5999

4、中国银联卡在泰国的ATM上取现，泰国各银行的手续费是相同的：每两万铢收取150铢，类推

：一万株就收取75铢。每卡每天最多可以取出40000泰铢。

5、华夏银行的借记卡在泰国的银行提取泰铢，每天的第一笔取款是不收取手续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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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一种礼仪。另外，在给小费的时候，不要给硬币，因为硬币是

给乞丐的，因此，给小费最少要给20铢。

泰式按摩：可视按摩师的服务品质或专业水准而弹性给予，一般为50-100泰铢

丛林骑大象：每次给驯兽师约20-50泰铢

与人妖拍照：每人每次约20-100泰铢

行李小费：一房间一次给行李员20泰铢

床头小费：一房间每天给20泰铢即可，作为打扫房间的消费（注意：不要把其他钱放在房间里，

会被当作小费拿走）。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4、通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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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

中国的手机能使用泰国当地的SIM卡。泰国的SIM卡分3种：True卡、HAPPY卡和1-2-CALL卡。

泰国本地的手机卡打电话较为便宜，在泰国国内无市话长话之分，都是单向收费，预存话费为0也

可以接听，但须注意预存话费的有效期。

1、True卡：99泰铢一张，含30铢话费，打回国内以30秒为计算单位，算下来一分钟大约为6铢。

2、HAPPY卡：单向收费，可以从绝大部分7-11店购买，并让店员充值并设置语言为英语。售价为

199铢，含50铢话费。打回中国国内为7B/分钟，打泰国电话为1B/分钟。

3、1-2-CALL卡：泰国最大移动通信公司AIS发行的SIM卡，在小海岛上信号也很好。售价为250铢

，内含50铢话费。还有一种是搞促销活动：卖300铢内含300铢话费。打回中国国内为6B/分钟。拨

打泰国电话：5:00-17:00时间段，每个泰国国内电话收1铢，即1B/call，

17:00-5:00时间段每分钟收一铢，即1B/分钟。

 旅人提示：泰国3种电话卡均有不同的包装，售卖价格及赠送花费不同，购买前请仔细查看。

拨打方法：

拨打中国固定电话：0086+国内区号（0省去）+固定电话号码

拨打打中国手机 ：0086+手机号码

中国国内号码拨打泰国电话的方法0066+2+电话号码，泰国本地SIM卡直拨。

寄明信片：

从泰国寄明信片到中国大约是15铢 一张。邮寄地址可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5、电压与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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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泰国电压是220V，50H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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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街头的7-11里有卖转换器，但国内买好带过去更便宜。

 时差：

泰国属于东七区，比中国的北京时间晚1个小时。

   

6、行李装备

护照、现金、信用卡、机票、短袖衣裤、洗漱用品、相机、记事本、笔、防蚊水、常用药品、沙

滩鞋、防晒霜、泳衣等。

   

7、语言帮助

 常用泰语：

问好/sa wa di ka 谢谢/ko kun ka

会说中文吗？/pu jin dai mai 听不懂/mai hao zai

洗手间在哪里？/hong nam you ti nai 多少钱/tao lai ka

便宜一点/biang 对不起/ko tuo ka

女性/shui jin jin 男性/luo ma ma

去酒店/bai long lian 火车站/sha tan ni luo huai

公共汽车站/sha tan ni luo mie 飞机场/sha nang bing

   

8、选择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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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航空公司都会不定期推出到曼谷的优惠促销活动，旅行者越早订票价格越低。对于省钱，廉

价航空-亚航是首选，亚航有时会推出免费机票，旅客只需要支付燃油税就可以，但这一类的机票

需要在“开闸”那一刻盯着屏幕“抢”，鼠标点慢点都会失手。

 可参考的廉价航空网站：

亚洲航空:http://www.airasia.com

亚航15日票价查询:http://www.airasiaplus.com

捷星航空:http://www.jetstar.com/sg/zh/index.aspx

马来西亚航空:http://www.malaysiaairlines.com/cn/zh.html

春秋航空:http://www.china-sss.com/

穷游廉航网:http://www.fly2save.com

wegolo国际机票网:https://www.wegolo.com

旅人提示：喜欢偷懒的朋友，不妨用http://www.skyscanner.com 查询所有机票信息。

   

9、地理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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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在泰国的位置

芭堤雅（Pattaya），芭提雅属于纯武里府，距离曼谷东南方147公里。是东南亚近年来热度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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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度假圣地之一。从曼谷出发，沿苏库威高速公路（Sukhumvit

Highway），两小时可到达芭堤雅。

   

10、出入境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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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可能会被逮捕、控诉或没收超额部分的金额。出境时可携带泰币金额不得高于五万铢，携带高

额外币入境时应先申报，出境时携带外币则不高于入境时申报之金额。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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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著

作品每人以携带一份入境为限。

3、泰国曼谷机场内行李转盘附近装有蓝色免费电话，遇有突发状况可利用电话与外界联络。

4、泰国博物馆组、野生动物保育组、海关署、泰国政府旅游局、以及泰国大使馆、领事馆或海外

代表办事处，都可取得关于外汇管制及管制项目规定的手册和摺页，并告知购买那些物品，在离

境前，得向泰国相关的政府机构申请核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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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机关或商店取得输出许可证明，以便在离境时提交海关检查。旅客可从免税商店购买一瓶酒

（一公斤）、一条烟（二百支），以及其它私人用品（例如一个照相机、一个摄影机，个人佩戴

之珠宝装饰品等）出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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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因挟带如毒品、枪械等违

禁品，触犯法律。

7、出境手续：每人500泰铢。泰国移民局收去出境卡，在护照上加盖出境章。接受安全检查。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11、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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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援：191

救护车电话：006622460199

查询专线：1133

泰国旅游投诉：1155

旅游局热线：006622815015

驻曼谷大使馆：006622457043

素万那普机场：006627230000

廊曼机场：006625351111

华南蓬火车站：006622204334

芭提雅火车站：00663822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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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芭提雅不得不做的事

   

1、芭提雅人妖秀：风情撩人心

惊艳撩人的“她们”(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芭提雅吸引着潜藏不同目的的人们来此，有的是寻求欲望满足，有的是出于好奇，想窥视圣洁与

放纵夹缝中的边缘生活方式，抑或是社会学调查，走访于白昼与黑夜的双重性格的城市。在芭提

雅，你可以看到蛰伏在人们灵魂深处各色欲望的大汇演。他们身为男人，却有着比女人更妩媚妖

艳的容颜和曼妙的身姿，是这个城市最矛盾的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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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any是人妖们的最高世界舞台，这里的人妖地位相当高，很多是得过人妖选美大奖的。Tiffany s

how并不是所谓的色情表演，它重在展现人妖的美和她们的精神世界。表演包括各国风情展示，

还有展现人妖们内心世界的一些歌舞。

   

2、体会“芭”海的喧嚣与沉默

“芭海”美景(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到了芭提雅，是少不了看海的。而芭提雅的海，一面是取悦游人热闹非凡，一面是面对着星空沉

默不已。尽管每年逢雨季时芭提雅的海水不一定很干净，但不得不说芭堤雅海滩是芭堤雅15公里

海岸线中沙质最细、海水最清的一段了。除游泳和日光浴外，海滩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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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都是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小型帆船、滑浪风帆、滑水、浅水潜游、深水潜泳、深海钓鱼等

等，不但一切器材及时供应，还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教你。如果嫌海滩的活动未能尽兴，大可以

乘船出海，前往各个海岛。距离芭提雅最近的兰岛（珊瑚岛）只需45分钟航程便可抵达，这里海

阔天空人群稀少，设备亦不遑多让。小岛周围海域水质洁净，可透视水深达数米之下的海底生物

世界。西岸不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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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芭堤雅最热门的沙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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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逛水上市场，一秒钟变杜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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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拉水上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芭提雅水上市场是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外景取景地之一，电影中的

杜拉拉在市场一摊位撞倒瓷瓶遭人勒索，然后被王伟拉着拼命逃跑，最后在芭提雅海滩总算躲过

了追兵。不过，若你想踏着杜拉拉的脚步从水上市场一路闲逛到芭提雅海滩上，那你一定要失望

了，修在一个大水塘上的水上市场离芭提雅海滩可远着呢！

水上市场有很多泰国特色产品出售，比如泰丝和泰国风味的花裙子，买上一件，去更衣室换上，

一秒钟就变杜拉拉！不过，水上市场的商品也许和国内的价格比起来显得便宜些，但在泰国来看

可是相当贵的，所以一定要讲价，用中文就可以，店员都懂中文，由于民风淳朴，所以即便是身

在旅游区，这里的”外国人价格”现象也并不严重，略贵只是因为旅游区的缘故罢了。

水上市场不只能血拼，更有很多水上泰拳和乐器表演，所以不要光顾着买东西，看见人群聚集的

地方去看看，说不定就是免费的表演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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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味诱惑：海鲜、水果惹人爱

美美的海鲜和水果

“海鲜”和“水果”是泰国芭堤雅美食的两大主题，来到芭堤雅不品尝这两样美食是会给自己留

下的遗憾！水果的丰富程度自不必说，而芭堤亚的海鲜也便宜到令你无法想象，只要区区400铢就

可以吃到正宗的印度洋海鲜大餐。搭配着热带地区特有的甜玉米，不同品种的鲜鱼、螃蟹、大虾

、贝类，混合着阳光置于面前，此时此刻，饕餮的欲望可以毁灭一切！

旅人提示：

如果想要达到最高品尝效果，请遵循柚子-椰子-火龙果-菠萝蜜-山竹-榴莲的基本顺序，并勤用清

水漱口，否则味蕾会提前退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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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逛侬律花园，沉醉兰花海

美丽的侬律花园(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侬律花园也称兰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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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兰园你才知道，芭提雅不仅有海，有美食，有活色生香与放纵自我，更有使人沉醉不知归路

的绝美园景。

   

6、东芭乐园，“泰”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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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东芭乐园

东芭乐园的好玩程度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这里是集中展示泰国民族文化的场所，表演大厅定时

演出勇猛的泰拳、富有农村气息的指甲舞和竹竿舞等民族舞蹈、反映泰国风俗习惯的剃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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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演场里还有憨态可掬的大象表演骑车、大象足球、象足按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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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象却狡猾的很，表演完一个动作，就将

长长的鼻子升到看台上要芭蕉，与它合影还要付50泰铢呢！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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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奇妙建筑就在眼前，信不信由你

“信不信由你”(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很多图集里，都有世界各地不可思议的建筑集锦，其中一栋扭曲如波浪的房子相信你一定有印象

，这就是芭提雅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馆主是个环球探险家和收藏家，他以趣味的方式陈列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稀奇古怪的收藏品，是

全球第25座奇趣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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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隧道

、变形镜、不平衡房间、逼真的机器人演讲、新几内亚食人族头骨及猪齿项链等。不过，这些奇

闻怪物是真是假，就要由你自己来判断了。一定要好好享用“信不信”之旅，最好有点胆量，里

面有的东西还是有点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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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享用全泰最平最靓“马杀鸡”

按摩(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说到“马杀鸡”，给人最直接的理解是“一匹马干掉了一只鸡”。

“马杀鸡”---马萨基（massage），意思是推拿按摩。

按、摸、拉、拽、揉、捏⋯⋯从脚趾到头顶，从足部到心脏，一套“马杀鸡”下来，舒筋活骨，

保健防病，消除疲劳，健体美容。在芭提雅的大街小巷，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泰式按摩场所，价格

从250泰铢-1500泰铢不等，在这里，您可以在淡淡的香茅熏香中享受到由专业的按摩师带来的亲

切细心的服务，再来上一杯芳香养生茶，吃点泰式小点心，保证让你更具活力，神采飞扬。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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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夜闯芭提雅 红灯酒绿撩人心

芭提雅红灯区

在禁赌不禁色的泰国，“芭堤雅”更是“色情”的代名词。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拉开了夜生活

的帷幕，在芭提雅的红灯区大街两旁到处是露天酒吧，只要你看到酒吧有写“agogo”的字样，里

面就有穿着劲爆bikini的姑娘跳脱衣钢管舞；而街头则满是花枝招展的女人向过往的行人搔首弄姿

，极尽风骚。当灵魂如身体一般赤裸，坦白爱恨，尽情喜悲，黑夜白昼便都是浮云——所谓的“

芭提雅永不眠”当如是。

   

10、骑大象 悠然漫步于丛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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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大象

泰国人酷爱大象，大象对泰国的贡献很大，泰国人民对大象的感情非常深。大象也通人性，与人

和睦相处。当然，这些大象也都是经过训练的，一般不会伤害游客，大象和游客很友好，会和游

客一起玩，也会向游客要香焦吃，同样会做出“谢谢”的动作。

骑着大象沿着一片小树林转一圈，人坐在大象背上的感觉就是随着大象一摇一摆，等遇到小山坡

的时候，人的感觉就是往后倾斜，但是绝对是安全的，不会从象背上摔下去的。中途大象还会喝

水小憩，顽皮的很！

 旅人提示：一般要给象师20-50铢的小费，假如忘记给了，象师会问你要的哦！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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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芭堤雅必去景点

在芭提雅，除了“享用不尽”的阳光沙滩海水以外，在芭提雅还有一些不可不去的景点。比如光

听名字就吊足人胃口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号称东南亚最美园林的侬律花园，以及用以展示泰国

民族文化的东芭乐园等。此外，芭提雅附近的一些岛屿自然也是不能不去的，海水清澈见底可透

视海水生物的珊瑚岛，可进行多种水上娱乐活动的沙美岛，都是芭提雅旅游的首选。 

芭提雅

   

1、芭堤雅海滩Pattaya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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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海滩(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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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位置在市区中北部，大致位于Soi 1路和South Pattaya路之间。

   

2、沙美岛Samet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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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美岛(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提供)

去芭提雅一定要去沙美岛，因为沙美岛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沙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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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侬律花园Nong Naoch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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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律花园(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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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珊瑚岛Koh L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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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岛(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珊瑚岛，又称兰岛、金沙岛、格兰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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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东芭乐园Nong Nooch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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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芭乐园

东芭乐园占地1600多亩，是一个泰式乡村风格的休闲兼度假公园，进入其中仿佛进入一个大大的

庄园。放眼望去皆是雅致的风景，无论是参观养殖房的奇花异草还是园方精心安排的表演，都充

满着乐趣。

东芭乐园内的节目主要有泰国的民俗表演、大象表演和参观植物园三大部分。民俗歌舞很质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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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以兰花为主，

两旁的绿色植物都是可以卖的。

旅人提示：东芭乐园可以骑大象绕行，成人400泰铢，儿童200泰铢。还可以跟小动物拍照，50泰

铢/次，有小老虎、小猩猩等。

交通：从芭堤雅海滩乘车南行约15分钟即可到达。

门票：400泰铢。 开放时间：每天8:00-19:00，表演时间：10:15、15:0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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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迷你暹罗Mini Siam 

迷你暹罗(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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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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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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铢。（价格有些小贵，里面的面积比较小，很快就能逛完。）

开放时间：9：00-22：00。

   

7、乔木提恩海滩Jomtien Beach

乔木提恩海滩(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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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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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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信不信由你博物馆Believe It or Not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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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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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成人320铢，儿童270铢。 开放时间：10：00-23：00。

   

9、杜拉拉水上市场Pattaya Floating Market

芭提雅水上市场

芭堤雅水上市场(Pattaya Floating Market)位于芭堤雅郊区，集合了泰国四大部落的建筑，占地36800

平方。是2010年热卖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外景拍摄地。水上市场，行在水上，住在水上，买

卖在水上。这里货品丰盛、物件美观、价格优惠，游客可任意选购自己喜欢的商品。水上购物，

别是一番风味。

   

10、云石公园Million Years Ston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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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公园(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提供)

云石公园占地100多亩，园內有不少奇形怪状的巨石和古老的植物化石，造型千姿百态的树木和盆

景点缀其中。

云石公园里的鳄鱼潭有数以千计的鳄鱼和种类繁多的爬行动物，这里的鳄鱼表演是芭提雅最出名

的鳄鱼表演场，有各种惊险有趣的表演，包括空手抓鳄鱼、头伸入鳄鱼嘴里以及一些魔术表演等

。

开放时间：9:00-18:00。

   

11、绿山国家野生动物园Khao Kheow Ope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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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o kheow动物园(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位于曼谷及芭达雅之间，含盖高山常绿植物及混合落叶林及广大草原林，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物

，公园总面积约5万Rai（泰国土地单位，1Rai约为484坪），其中仅700多Rai开发作为开放式的动

物园（Khao Kheow Open Zoo），现饲养300多种共八千多只动物；您可以近距离与野生动物接触

，在安全的开放式毫无人工斧痕凿作的密林水瀑区域活动；搭乘游园车欣赏整个园区，依山傍湖

风景绝佳，将旅游带入大自然生态、结合休憩的新概念。

   

12、芭堤雅观光塔Pattaya sightseeing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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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缆车(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芭堤雅观光塔芭堤雅标志性建筑，PARK酒店56层。上去只有电梯，下来有4种方式，除电梯外，

可单人滑下，双人滑下，和8人滑下，当然是要另外收费的。登顶在观光大厅，四面是巨大的玻璃

窗，芭堤雅360度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13、真理寺Sanctuart of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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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寺(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芭提雅真理寺，寺庙1981年破土，除了地基，全部用柚木建造，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寺庙，而是

一座出于宗教理念的艺术创作，至今扔在不断的维修建造。这座寺庙表达了人类与天地万物，都

要不断寻求真理的宗教理念。门票500泰铢，除了观赏，还有大象，海豚等游乐活动。

整个建筑长宽高都是105公尺，占地2115平方公尺，由170根柱子支撑。建筑宏伟，没有门，四面

通风。

门票：500泰铢

   

14、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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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船上的猴子

猴岛是靠近芭提雅的一个小岛，好像还没怎么被开发出来，很小，规模也还好，岛上的猴子很多

，给它们扔花生就会疯抢，还会从水里游到船上来要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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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芭提雅推荐行程

   

1、芭提雅晾在海滩一日游

线路特色：

来芭堤雅就是度假休闲的，蓝蓝的海水，柔软的沙滩，轻轻的海风，还有那绚丽的珊瑚，美丽得

让人心醉。在这里放慢脚步，停下来细细品味时间的流逝。

芭堤雅海滩→珊瑚岛→芭堤雅艺城

上午到芭提雅海滩，在这里除游泳和日光浴外，也有各种各样的水上运动，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

。下午到离芭提雅9公里处的珊瑚岛，它是芭堤雅海滩外最大的岛，岛的四周有很多沙滩，沙白细

棉，水清见底。晚上去芭堤雅艺城观看精彩的表演，欣赏艺术的美丽。

   

2、初访芭提雅精华两日游

线路特色：

游览芭提雅推荐一条众多游客强推的两天游览路线。此条线路集合了芭提雅的精华景点，整个行

程很宽松，可以彻底放松身心，充分享受阳光海滩的拥抱。

D1：沙美岛→芭提雅海滩

沙美岛是芭提雅附近最热门的海上娱乐区，它也是距离曼谷最近的海岛之一，在这里你可以享受

全泰国最优美的沙滩，享受风浪板、浮潜、滑水等水上活动。到了晚上，可以到芭提雅海滩欣赏

人妖表演，还可以在这里和人妖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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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可以到迷你暹罗游玩，迷你暹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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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最好选择。下午也可以前往侬律花园，上千种美丽的兰花同时出现在眼前，美不胜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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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还可以买上几株幼苗带回家。最后一站可以选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博物馆里各式千奇百

怪的收藏品足以颠覆你对博物馆的印象。

   

3、芭堤雅亲子教育两不误

线路特色：

美丽漂亮的植物园，欢快兴奋的水上乐园，刺激冒险的丛林探险，绚丽多彩的珊瑚礁，和孩子一

起在玩耍中学习，在惊叹中思考，寓教于乐。 

D1：植物欣赏：迷你暹罗→侬律花园→芭堤雅水上乐园

第一天主要带孩子逛逛景观，早饭后来到世界第四大微型景观——迷你暹罗，这里有泰国各地名

胜的缩影和其他国家的名胜小型建筑物。然后去往侬律花园观赏品种珍贵的兰花，在碧绿的草地

上全家人一起开心野餐。孩子有亲水的天性，下午就带他去芭堤雅水上乐园疯玩一把，各种滑水

活动应有尽有。

D2：丛林探险：飞翔的长臂猿→绿山国家动物园

第二天的主题是丛林探险，让孩子通过惊险的探险活动，深入了解动物的生活环境，培养其保护

动物的意识。早饭后，会有车接到飞翔的长臂猿总部，然后穿好安全设备，进行短距离行走，并

培训相关的安全知识。接着在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冒险旅程，享受24个平台的高空飞

行之旅。之后，在湖边的餐厅享受午餐，下午在森林里短途步行，在绿山国家动物园里看看动物

。最后再乘车返回，结束一天的刺激冒险。

D3：潜水冲浪：芭提雅海滩→珊瑚岛

早饭后，来到著名景点芭提雅海滩，这里可以教孩子学习冲浪货者游泳，锻炼胆识，一定要好好

看管，以免产生危险。还可以在沙滩上玩一玩排球，参与到不同的队伍当中。下午，再去往珊瑚

岛潜水，这里的珊瑚礁非常美丽，孩子可以和鱼儿游玩，是教育其保护海洋环境的好机会。

   

4、芭堤雅浪漫求婚之旅

线路特色：

浪漫的海岛，细细的沙子，蔚蓝的大海，晴朗的天空，还有徐徐的海风，这是热恋中情侣度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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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热恋中的情侣怎么玩？跟着这条线路行进吧！

D1：浪漫休闲体验：沙美岛→芭堤雅水上市场→芭提雅艺城

早晨起来，为心爱的她端上一杯芒果汁，开始轻松浪漫的一天，实施着向她求婚的计划。来到树

木葱葱的沙美岛，在海滩上依偎着行走，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简直甜蜜到心窝里去了。或者在

这里潜水，穿梭在美丽的珊瑚礁中间，享受只属于两个人的海底世界。下午，去热闹的芭堤雅水

上市场瞧瞧，这里可是《杜拉拉升职记》取景的地方。坐在船上，看着两面丰富多彩的商品，定

会把喜欢购物的她高兴得不行。傍晚，找一家餐厅，请她吃一顿正宗泰国大餐，并借机拿出已买

多久的求婚戒指正式向她求婚。成功之后，再去芭堤雅艺城观看精彩的表演，欣赏艺术的美丽。

D2：文化历史熏陶：七珍佛山→九世皇庙→杜莎夫人蜡像馆→东芭乐园→泰北文化村→芭堤雅步

行街

去旅游当然得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及风土人情，接触当地的人，感受当地的事。带好相机，来到

芭堤雅的三大奇观——七珍佛山、九世皇庙和蜡像馆，感受这里的人文气息。下午，去往东芭乐

园和泰北文化村。两人骑在大象背上，参观东芭乐园的美景，享受甜蜜旅程。晚上，来到热闹的

芭堤雅步行街，吃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然后去酒吧沉浸在浪漫的时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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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芭提雅交通

   

1、飞机

芭提雅没有机场，国外游客想要去芭提雅旅游，最好先坐飞机到曼谷，然后再换乘其他交通工具

去芭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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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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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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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到芭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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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662723000

网址：www.airportthai.com

旧曼谷机场（或廊曼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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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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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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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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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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火车

芭堤雅火车站位于芭提雅市区的北部，火车站有旅游咨询处，介绍酒店和其他信息，工作人员英

语都不错。车站外的TuTu到市区旅馆的价格一般不超过50泰铢/人。

曼谷到芭堤雅的火车只在周一至周五开行，每天一班，大概用时3.75个小时。周一至周五每天早

上6点55分从曼谷出发，下午2点20分从芭提雅返回。三等车厢的票价为32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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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时间：

曼谷-芭堤雅：283次，6:55-10:35

芭堤雅-曼谷：284次，14:21-18:25

但因为这趟火车的发车时间经常调整，所以在动身前最好向曼谷华南蓬火车站或者芭提雅进行询

问，获取最新的火车时间信息。

华南蓬火车站

电话：006622204334

服务台电话：1690

网址：www.railway.co.th

芭提雅火车站：

电话：006638429285

泰国火车的等级：

泰国国家铁路公司的游客列车有三种等级的车厢，及1等车厢、2等车厢和3等车厢，但每个等级都

会根据你所乘坐的是普通列车，快车还是特快列车而有所不同。

泰国火车费用：

泰国火车票价的计算是在最初的低价上根据距离、等级和列车类型（特快专列、特快列车、快车

、普通车）加上额外收费。特快列车在低价上追加了150B，快车加了110B。这些列车比普通列车

略快，因为它们停的站更少。

泰国火车通票：

如果你打算乘火车作短途旅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发行的泰国铁路通票（Thailand Rail

Pass)会帮你节省很多费用。这种通票只在泰国有效，可以从曼谷的华南蓬火车站购买。

20天不限次地乘坐2等车厢或3等车厢旅行的通票是每位成人/儿童 3000/1500B。在初次使前，通票

必须经过当地火车站的确认才能生效。通常价格中包括了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一个泰国国

家铁路公司售票处进行的座位预定费用。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3、长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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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从曼谷去芭提雅坐长途汽车比坐火车要方便的多，也快的多，因为火车每天的班次很少。

曼谷的东线巴士站和北线巴士站都有通往芭提雅的汽车。从曼谷到芭提雅的长途汽车大约需要2个

小时。

曼谷东线巴士总站：空调巴士每天早上6:00-20:30，每半小时开出一班，末班车的出发时间在22:00

，芭提雅的回程车在Beach Road的 Regent Marina Hotel开出，6:00-20:00，每半小时开一班，末班车

21:00。单程收费50泰铢，往返收费90泰铢。订座电话：曼谷：006623922391，芭提雅：0066342370

4

曼谷北线巴士总站：位于Phaholyothin的北线巴士总站的空调巴土，班次为6:00-18:00，每小时开出

一班。回程车自Regent Marina

Hotel开出，班次为6:00-18:00，每小时开出一班。单程车费53泰铢，往返收费96铢。

此外也有私营空调巴士运行于曼谷机场与芭提雅之间，办事处在New Petchaburi路的奥斯卡戏院对

面，每日有3班车自该处开出。曼谷机场开车时间：9:00，12:00，19:00。芭堤雅的开车点在Nipa Lo

dge酒店，单程收费110铢。由芭提雅直接开往曼谷机场为190铢。曼谷和芭提雅各大酒店服务台代

售开往芭提雅的车票。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4、自驾车

芭堤雅位于曼谷东南154公里处，有高速公路连接。从曼谷前往芭堤雅，十分方便，约2小时车程

即可达。

在泰国旅游自己租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介绍两家在帕提亚本地还不错的租车公司。

       Avis Rent-A-Car

       营业时间：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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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638361628

地址：Th Hat Pattaya

       网址： www.avisthailand.com  

芭提雅市内地图

       Holiday Rent Car

       这是一家芭提雅当地租车公司，价格会便宜些，而且提供全套的车险。1500cc的丰

田威驰车(Vios)租金均价为每天1250泰铢。要是您租的时间够长还能享受折扣价。

       营业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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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6638426203

       地址：Th Pattaya 2

       网址： www.pattayacar-rent.com

       当地旅行社也有铃木吉普车出租，起价每天1000泰铢；但如果你出了车祸，旅行社

肯定会借机索要高额赔账。

       100cc的摩托车租价为每天150泰铢至250泰铢不等，125cc至150cc的租价则在350泰铢

左右，也有排量超大的750cc至1000cc的摩托车出租，价格从500泰铢到1000泰铢不等。芭提雅的海

滩路旁就有出租摩托车的地方。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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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第二天凌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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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6、爱情碰碰车

在芭提雅的市区是没有公交车的，如果步行全城需要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市内的主要公共交通工

具是一种载人的小货车，这种车也被当地人称为“泰铢公共汽车”，它们在海滩路和Th Pattaya

2道上来回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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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最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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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提示：

需要留心的是芭提雅的街道大多是单行道。芭提雅海滩大街的行车方向是由南到北，而芭提雅第

二大街则正好相反。游客乘车时需要搞清地理位置，以免坐错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财。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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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芭提雅美食：绝色更美味

泰国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菜肴出名。芭堤雅以海鲜最为闻名，烹调精美，滋味独特，如同她闻

名世界的人妖秀一样，一次品尝，终身回味。除了原汁原味的印度洋海鲜，传统泰餐中的冬阴功

汤、各类咖喱海鲜等也道地味浓，不可不试。

每年的4月初，在芭堤雅海滩南端的兰岛（珊瑚岛），举行为期1周的海滩盛会，届时不但有身披

彩饰的大象和各式彩车游行、人妖表演、风帆滑板和高空滑翔表演，最吸引人的还是各色当地美

味佳肴。此时的海鲜佳肴，滋味独特，非同寻常。由于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餐厅的风味也丰

富多样。较好的海鲜店一般都在南芭堤雅，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在芭提雅，热带水果也同样不可不尝。为了抵抗炎热的天气，这里的小贩总是用

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方式给水果保鲜——冰块。水果和冰块被共同放在一个巨大容器里，沿街叫

卖，让人看上去就觉得凉爽。

芭堤雅的热带水果品种繁多，价廉物美，营养价值丰富，四季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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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色美味(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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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色美食大推荐

(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右上：海鲜 右中：青木瓜沙拉 右下：泰式炒河粉 左上：冬阴功汤 左下：泰式菠萝炒饭

 海鲜：

芭提雅以海鲜，尤其是以虾、蟹、蚝等出名，特色菜有酸甜干煎明虾碌，肉松酿蚧，清烹大龙虾

等。游在芭堤雅，大嚼海鲜，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大快事。而这里的海鲜便宜到无法想象，只要4

00铢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印度洋海鲜大餐。搭配着热带地区特有的甜玉米，不同品种的鲜鱼、螃蟹

、大虾、贝类，混合着阳光置于面前，此时此刻，饕餮的欲望可以毁灭一切！

青木瓜沙拉（SOM DOM）

泰国人很喜欢的一道开胃小菜，入口酸、甜，随后以辣椒带出青木瓜的鲜脆口感，搭配生菜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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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颗粒的嚼感，让人一吃就胃口大开。不过点这道菜时要记得，由于传统的作法都会加上鱼露、

虾酱与蒜头，因此在点菜时只要特别注明这些东西不吃就行了。虽然少了虾酱与鱼露的调味，以

辣椒取而代之的呛辣口感，却也让清淡的开胃菜点缀出鲜活的灵魂。

冬阴功汤

一种酸辣汤，其成分有虾、泰国酸柑、辣椒、香菇、高良姜和香茅。据说泰国人患上消化道癌症

的机率非常低，是因为常喝冬阴功汤的缘故。泰国家庭常有此汤，全球许多泰国餐馆也提供此汤

。

泰式菠萝炒饭

运用泰国香米的香气，搭配菠萝以及什锦蔬菜等大火快炒，咸咸酸酸甜甜的口感，才吃一口就会

让人食欲大开，撘配腰果一起入口，口感层次丰富，相当值得推荐！尤其把饭装在菠萝里一起上

桌，视觉效果奇佳！

泰式炒河粉

这也可说是泰国菜里的招牌菜，先将河粉用甜酱炒得甜甜咸咸的的，之后在旁边摆上碎花生、辣

椒粉、花生粉以及豆芽菜等，要享用之前先把所有的料全部拌匀，再加上几滴柠檬汁，入口后弹

牙的河粉与青脆的豆芽，交错出绝妙的口感，在花生粉的香气中，柠檬汁更将整道菜的鲜甜滋味

给缓缓带出，最后出现的才是辣椒粉的劲道。通常这份料理在泰国比较常见，因此大餐厅小馆子

里都可以点得到！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餐厅大推荐

泰式美食：

◆Ruen Thai Restaurant

人均消费：300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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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85/3 M.10 Pattaya 2nd Road, Pattaya City

电话：006638420771

这是一家开放式的泰国餐馆，晚上有泰国舞蹈的节目表演。餐厅环境布置的不错，有浓烈的热带

感觉，海鲜及泰国特色菜是这里的招牌。

营业时间11：00-23：00

Ruen Thai Restaurant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Green Bottle

人均消费：500泰铢

电话：006638429675

地址：Soi11-12,Pattaya2Rd.

餐馆气氛高雅，夜晚有现场音乐节目表演，在外国游客和泰国人中都很受欢迎。

营业时间：11：00-03：00

◆Beni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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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Royal Garden Plaza 2F

电话：006638428126

这是一家风格独特的烤肉店。

营业时间：11：00-14：00、18：00-22：00 

◆M.K.Ski

地址：Pattaya Rd.

这是一家在泰国最受欢迎的泰国斯奇连锁店。

中国风味：

◆南星海鲜鱼翅酒楼

地址：Pattaya 2 Rd

餐厅服务员会说中文，招牌是中文，有中文菜单，以海鲜为主。

◆鸿星海鲜酒家

人均消费：400泰铢

地址：Pattaya 2nd Rd

鸿星海鲜酒家是一家香港连锁海鲜酒家在芭堤雅的分店，门口有店主和黄秋生的照片。双人套餐8

00泰株，包括每人一盅鱼翅和一盅燕窝，还有海鲜汤和小龙虾。咖喱蟹也是这里的招牌菜，值得

一试。

营业时间10：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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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 Restaurant(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各国风味：

◆La Glitta

人均消费：500泰铢

地址：Amari Orchid Resort内

据说这是芭堤雅最可口的意大利餐馆。夜晚在柔和的烛光中一边欣赏钢琴演奏，一边用餐的感觉

令人陶醉。

◆Mama Restaurant

人均消费：100RMB

电话：006638426515

地址：SoiDiamond,SouthPattaya

这是一家瑞士餐馆，晚上的气氛尤其吸引人。

营业时间：12：00-23：00

◆Tip's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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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2/10 Beach Rd.

电话：006638423418

餐馆酷似茶馆，顾客可以在里边轻松地喝茶、进食。到这里的欧美游客比较多。

营业时间：07：00-01：00

美食地带：

◆Mike Shopping Mall四楼的饮食中心

地址：262 Pattaya 2 Rd. South Pattaya

电话：006638428438

饮食中心实行餐券制用餐形式，顾客可以随意点菜。

营业时间：11：00-23：00 

注：芭堤雅有两家Mike Shopping Mall，饮食中心位于北侧的新店内，南侧的老店2层有按摩店。

◆Royal Garden Plaza

这里是快餐店集中的地方，麦当劳、肯德鸡、比萨饼等许多家快餐店都在这里营业。

营业时间：11：00-23：00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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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芭提雅娱乐：水陆空high翻天

芭提雅色情产业发达，人所共知，但是这儿的娱乐业绝不单调：你可以去放映录像的酒吧消遣，

也可以在芭提雅南部的迪斯科舞厅里跳上一整夜的舞，节目丰富得很。你可以在芭提雅海滩路为

起点逛逛，这条街全是酒吧和夜店，足够你在这里耗上一整夜。此外，芭提雅的水上运动也非常

发达，潜水、冲浪，都会让你大呼过瘾。 

芭提雅娱乐(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1、人妖秀

到了芭提雅不去看场人妖表演，那么你的这趟旅行时注定要留下遗憾的。华丽的服装，精彩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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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无不让人印象深刻。

蒂芬妮人妖秀Tiffany's Show Pattaya 

蒂芬妮人妖秀(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蒂芬妮人妖秀成立于1974年，是东南亚首个真正的人妖歌舞表演秀。现在的知名度极高，已经成

为芭堤雅最值得去的景点之一。每年都会有成年上万的游客前去观看那精美绝伦的表演。蒂芬妮

剧院装饰得富丽堂皇，可容纳1000人。目前剧院已经拥有100多位表演者，各个技艺精湛，配合剧

院中国际水平的音响和灯光设备，将给观众带来完美体验。

地址：464 Moo 9 Pattaya 2nd Road Pattaya City 20260

门票：前排VIP席1000铢，Delux席800铢，顶层席600铢。座位不同，票价不同，旅行社代订普通

坐位一人500铢(不包含接送)，直接到蒂芬妮购买是一人550铢。

交通：从泰国观光局旅客服务中心(TAT)车程约5分钟

表演时间：每天19：00、20：30、22：00，共三场。

额外的放映时间（公共假日）：16：3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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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芬妮人妖秀地址

阿卡莎人妖秀 Alcazar Show

节目主要面对欧美观众，富有西方风味。如果你要看漂亮的人妖，去蒂芙尼秀；但如果你要看一

场伟大的演出，那么必须去阿卡莎秀。

电话：0066384102247

开放时间：18:00-23:30

人均消费：600泰铢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男孩城Boyz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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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城(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泰国是一个对同性恋比较宽容的国家。芭堤雅的同性恋区大部分集中在南芭堤雅，靠近Royal Gard

en旁的“男孩城”。这里聚集有超过20家同性恋酒吧、舞厅、商店等。也有大量女客和观光客前

往。有兴趣者可以向店家索要“thai guys”同性恋观光导引手册，内有详细的介绍。

   

3、水上运动

芭提雅并不是他泰国最佳的潜水区，但是由于离曼谷近，游客还是喜欢到这里享受水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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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潜水(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潜水

Koh Larn 、Ko Sak和Ko

Kork等岛屿非常适合初学潜水的游客；而对于那些潜水好手来说，那些较远的的小岛如Ko Man

Wichai和Ko Rin应该是更好的选择，那里能见度高，海底生物也更丰富。

芭堤雅的水温全年适中。市区的专业潜水商店提供必要的潜水装备出租，同时也提供英文解说的

潜水训练课程，认真学习的话4-7天就可以拿到国际认可的潜水执照(约1-1.2万铢)。

芭堤雅的某些潜水点有沉船遗址，可以一探究竟。这里鱼类丰富，你很容易就会在水下与成群的

鱼儿碰面。但是有一点要提醒你注意：请尊重海洋的生态环境，不要去骚扰珊瑚礁里的生物，同

时珊瑚礁附近也是危险区域，当您发现珊瑚礁时，请保持距离。

香蕉船Banana Boat

由快艇或者水上摩托牵引，速度颇快，可以享受乘风破浪的快感。但是在转弯的时候也许会翻船

，要注意安全。

价格：每人400-600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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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分钟

冲浪

冲浪运动被美国时代周刊推荐为20世纪最好玩的运动。驾驶着只有一片三角帆的冲浪板，在快风

中穿浪而行，真是一件刺激非凡的享乐。芭堤雅的海岸线没有岩石、暗礁、鲨鱼或者其他危险，

季节性的风向和天气都相当稳定，并且气候温暖，不必穿厚重的潜水衣防寒，这都是对冲浪运动

十分有力的条件。冲浪运动看似很难，但是掌握诀窍的话就可以进步神速，你不妨向当地的老手

请教，亲自尝试一下吧！

租冲浪板，一天500-700铢。指导教练每小时300铢左右。

空中飞伞Flying Kite

可以从沙滩上起飞，也可以从海上平台起飞。着地的时候要注意适度弯曲膝盖，并且助跑以平安

着地。

准备好了吗？在碧海蓝天之上飞吧，这种像鸟一样翱翔的感觉可是非常爽的哟！

价格：每人400-600铢不等

时间：10分钟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4、芭提雅红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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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红灯区

芭堤雅已经从一个小不名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近10万人的旅游不夜城，号称是“外国人的天堂

”。每当夜晚，灯火通明，大商店、 大酒店、歌舞厅、夜总会霓虹灯闪烁耀目，街道两旁亭式小

酒吧鳞次栉比，流行音乐充塞大街小巷，马路上行人摩肩接踵，车水马龙，通宵达旦。这块土地

应该是全世界最开放的一块土地了，此地的娱乐场，没有一间不跳脱衣舞的舞厅，所有的酒吧，

没有不设陪客饮酒的艳脱女星。这就是泰国的风情。这芭街是芭堤雅的一条娱乐长街，长达三公

里，入夜起汽车不准进入，街中心搭有民间艺人表演节目的戏台。街两边，铺位对望，半是商店

，半是酒吧，酒吧内坐着不少的美洲、欧洲游人（也可能是当年的侵越美军），他们多抱着艳女

在饮酒作乐。会讲英语的泰妹更消魂，她们边饮边唱，不穿上衣，手舞足蹈。此是色情酒吧，最

开放的，谁有钱在手，都可以享受，在那里，男女可以同台剥光共舞，政府无权干涉。导游介绍

芭堤雅红灯区步行街的时候说，这条街俗称鸡鸭鹅一条街，鸡即是妓女、鸭是为女性提供性服务

的男子、鹅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妖。因为这条红灯区步行街是合法的，里面有形形色色的性服务，

女子为男子提供性服务、男子也为女子提供性服务，也有同志之间的性服务，当然还有人妖提供

性服务，所以俗称鸡鸭鹅一条街。

芭提雅夜总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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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夜总会(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Tony's

你可能爱上它，也可能痛恨它；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超新星”会所是最合适的彻夜狂欢场所。

这里有个迪斯科舞厅，期间充斥着跃动的音符和闪烁的霓虹，也有白色塑料长椅、卡拉OK和台球

桌；这里还提供物美价廉的自助食品、烈性鸡尾酒和现场音乐。

地址：139/15 Walking St

网址：www.tonydisco.com

电话：006638425795

Blues Factory

这儿是离步行街稍远，正正经经欣赏现场音乐的最好地方了，每晚至少有两个乐队担纲演

奏。而且离步行街只有几米远，但清净多了，没有步行街夜店的那种招摇撞骗的感觉。

地址：Soi Lucky Star

网站：www.thebluesfactorypatta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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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66383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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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芭提雅购物：物美价廉

芭堤雅本地并没有什么特产，但各种泰国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而且价廉物美。

名牌服饰，尤其是休闲的夹克、牛仔裤等，因为在泰国生产，价格比国内要便宜得多。

花样百出的棉质T恤，是在热带旅行不可缺少的行头，芭堤雅的T恤图案多到令人眼花缭乱，价格

也比曼谷便宜，值得多买上几件。

泰丝质地细腻、纹样雅致。用这些当地布料制成的服装、头巾、领带、沙发靠垫套是很好的礼物

，也可以挑些布料回来定做衣服，效果一定非常惊艳。

芭提雅特色商品

   

1、大型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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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花园芭莎购物中心（Royal Garden Plaza）

芭提雅人气最高的商场，在MARRIOTT RESORT的旁边，一共三层，有国际名牌和泰国名牌服装

店，电影院，化妆品店，工艺品店，体育用品店，音像店，还有美容院，发廊。顶楼还有一个很

大的FOOD WAVE，你要吃什么都有，有各国美食，价格也很便宜。这里可以说是芭提雅最旺的

购物中心了。

电话：006638710294

地址:218, PATTAYA BEACH RD.,SOUTH PATTAYA

芭提雅中央购物中心（Central Shopping Centre）

芭提雅最大的海滨商场。品牌店超过370间，从国际大牌到DKNY、Topshop、Diesel，连日系无印

良品都来入驻，泰国特色珠宝、手工艺品更可轻松够到；还有多个面向海滩的餐厅和酒吧，书局

、保龄球场一应俱全。还有FUJI日式餐厅和MK泰式火锅连锁店。地下一层有Naraya专卖店。

网址： http://www.centralfestival.co.th

地址：位于皇家花园芭莎购物中心旁。Na Kluea, Bang Lamung, Chon Buri 。

迈克购物城（Mike's Shopping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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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购物城(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是芭堤雅著名的百货大楼，售卖较为普通的日用百货。麦克商场有两个，一个在BEACH

ROAD，这是旧的，新的在长桥附近，有很多名牌衣服，运动鞋，LEE牛仔裤, WACOA

内衣，儿童用品应有尽有，特别是门口有一个大的水果市场。

电话：006638412044

地址：Na Kluea, Bang Lamung, Chon Buri 

AVENUE SHOPPING MALL

这家商场除了有很多店铺外，还有芭提雅最漂亮的保龄球场和电影院。

地址：Na Kluea, Bang Lamung, Chon Buri

CENTRAL FESTIVAL CENTER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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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在蒂芬妮

人妖SHOW对面，交通很方便，商场很大，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店，有服装店，运动鞋店等等，

还有一个很大的BIG C超市，吃的用的应有尽有。还有FUJI日式餐厅和MK泰式火锅连锁店。

地址：PATTAYA SAI 2 ROAD,NORTH PATTAYA

   

2、超市、奥莱与小店

大型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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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的家乐福外景(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南部芭提雅近Sukhumvit路有一家BigC；中部芭提雅有家乐福超市；北部（PattayaNaKlua）近海边

的Pattaya 2nd Road有另一家BigC以及Lotus易初莲花超市。这些都是泰国全国连锁的大型超市物美

价廉，不必担心价格有水分，如果想买一些土特产带回家，在这里可以放心的购买。

奥特莱斯

Pattaya Outlet Mall

芭提雅的outlet传说是泰国最大的名牌折扣店，商品种类不多，选择性不多，如果买牛仔裤可以去

看看，Levis的牛仔裤大约650B，还能退7%税。不足之处在于地点有些偏远。

地址：Pattaya Outlet Mall, Thepprasit Road Nongprue, Pattaya City, Chonburi

电话：006638427164

营业时间：10:00- 22:00  全年无休

特色店铺

吉乐达连锁店（Chitralada）

是由诗丽吉皇后所创立的Support基金会在芭堤雅设立的连锁店，专门推广和销售各色手工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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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怕在其他店买到假冒伪劣，不妨到这个专卖店逛逛。

电话：006638250421

地址：Na Kluea, Bang Lamung, Chon B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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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芭提雅住宿

芭提雅市内仅旅店酒店就有一百多家，分布着各种酒店及宾馆，可适应不同需求的游人。旅客在

芭堤雅既可找到设备豪华的酒店套房，也可找到风景美好的海边旅店，或平静雅洁、收费低廉的

小酒店。这里的客房高峰期是11～2月，6～8月的淡季期间房费下调约20～30％。豪华饭店和别墅

一般都建于城镇外围的海滨。市内以中低档旅店为主，沿两条首要街道漫衍在各条巷道中，寻觅

很便利。

街道北侧的部门称北芭堤雅，南侧部门称南芭堤雅。北芭堤雅集中了众多高级度假饭店，环境比

较清净；而中档饭店、餐馆和旅纪行念品商铺东要集中在南芭堤雅。旅客可以按照本身的爱好和

旅游的目标决定住宿在什么样的酒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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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部分酒店分布图

   

1、高档酒店

芭堤雅阿玛瑞兰花酒店 

Amari Orchid Pattaya(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豪华的Amari Orchid Pattaya酒店位于北芭堤雅，距离著名的Walking Street约有3公里。酒店享有迷

人的海景，设有一个室外游泳池和让人恢复活力的spa水疗中心。Orchid Amari Pattaya酒店的客房

分布于酒店的两翼，部分客房设有私人阳台。客房设有木地板、温馨的照明、卫星电视和迷你吧

台。Breeze Spa水疗中心提供各种令人放松的身体按摩和美容理疗服务。客人还可以在健身中心锻

炼，或光顾美容院理发。海滩上还提供水上运动。酒店的3间餐厅可以提供国际和当地菜肴。客人

可以在酒店4间酒吧内品尝清凉的鸡尾酒，欣赏日落美景。

参考房价：标准间3200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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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40 Moo 5, Pattaya-Naklua Road

电话：00663841841

网址：www.amari.com

硬石酒店

Hard Rock Hotel酒店距离芭堤雅海滩有8分钟步行路程，设有摇滚乐主题的住宿、完整的SPA和4个

游泳池。酒店配有迷人的装潢，以超级巨星的海报装饰，提供平面电视和沏茶/咖啡设备。阳台俯

瞰着热闹的市区或宁静的暹罗湾。Hard Rock Café招牌餐厅供应美式食品，Starz

Dinner餐厅则全天供应意大利、泰式-中式和日本料理。Thai Shack and

E-bar供应饮品。在美丽的早餐室供应新鲜足量的早餐，将会让您的一天有一个愉快的开始。

参考房价：标准间4500泰铢

地址：429 Moo 9 Pattaya Beach Road Chonburi

电话：006638428755

网址：pattaya.hardrockhotels.net

皇家克里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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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Cliff Hotels Group(图片由网友 @驾车游世界 提供)

Royal Cliff Hotels Group酒店是一间屡获殊荣的五星级度假酒店。酒店拥有山景或海景客房、11处

就餐选择和几个带沉下式泳池酒吧的室外泳池，是您度过豪华海滩假期的理想住处。这里采用现

代泰式装修风格，酒店客房中配有空调、舒适的休息区和阳台。您可以在客房内通过IPTV点菜、

欣赏高清电影或是查看账单。Cliff Spa水疗中心舒缓的按摩可以拂去您一天的劳累。酒店还开设烹

饪课，为您提供烹制正宗泰式料理体验。

参考房价：海景套房4400泰铢

地址：353 Phra Tamnuk Road

电话：006638250421

网址：www. royalcliff.com

Pattaya Marriott Resort & Spa

这个度假胜地位于芭堤雅市中心，设有一个650平方米的室外游泳池和SPA。宽敞的客房设有一个

可以欣赏到海洋、游泳池或花园景致的私人阳台。宽敞的现代客房铺设了木质地板，配有豪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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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罩和枕头、迷你吧以及带有线频道的平面电视。私人浴室设有浴缸和淋浴设施。酒店的客人可

以在桑拿浴室放松身心，打网球或者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其他设施包括商务中心和旅游咨询台。

餐饮选择包括供应国际和泰国菜肴以及丰盛自助餐的Garden Café咖啡厅。

Elephant Bar酒吧于午餐和晚餐时段营业，供应国际美食和各种各样的饮品。Manao

Bar酒吧于游泳池畔供应烧烤菜肴、小吃和饮品。

参考房价：标准间5000泰铢

地址：218/2-4 Moo 10, Beach Road

电话：006638412120

网址：www.marriott.com

LK皇后酒店  

The Empress Hotel

The Empress Hotel 酒店融合了欧洲古典设计与泰式好客之道，提供带免费无线网络和小厨房的优

雅服务式住宿。酒店还拥有桑拿浴室和户外花园中的Spa 游泳池。酒店距离Central Festival 购物中

心仅有5分钟步行路程，距离海滩仅有几步之遥。酒店的客房非常宽敞，温暖的灯光和以金色装饰

的家具相得益彰。每间客房均设有平面有线/卫星电视、DVD 播放机和舒适的客厅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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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房价：标准间2600泰铢

地址：240/1 Moo 10, Soi 12 Beach Road

电话：006638720999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中档酒店

Ma Maison

Ma Maison比城内大多数酒店都更加的人性化也更私人化一些，成排的盆栽鲜花布满了整个旅馆，

四处都悬挂着精致的小装饰品，像是八角形的风扇、古农耕用具。房间萦绕着中央水池，就像是

沙漠中的绿洲吸引着刚从灯红酒绿中逃离出来的每一位旅行者。

参考房价：标准间1400泰铢

地址：386 moo 10.soi 13

电话：006638710433

网址：www.mamaison-hotel.com

Diana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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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a Inn

这是一家发展良好的酒店，在泰国很受欢迎，它为高尔夫爱好者提供接洽服务。较好的房间铺设

了闪闪发光的硬木地板，你可以从房间里俯瞰地面上镶嵌这白色陶瓷的游泳池，大堂里的咖啡厅

里提供了饱受称赞的自助早餐。

参考房间： 标准间1500泰铢

地址：215/6-20 Th Pattaya2

电话：006638429675

网址：www.dianapattaya.com

天然沙滩酒店

Natural Batech Hotel这是一家你可以亩用另外花钱走到沙滩最近的酒店。天然沙滩酒店拥有低调舒

适的花园与水池天井，舍内年代久远的陈设不经意地赋予了它不用于其他酒店的80年代复古风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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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格：标准间1500泰铢

地址：216 Moo10. Soi 11

电话：006638429239

网址：www.naturalbeach.com

阁楼酒店

Penthouse Hotel会把你带入真正的芭提雅精神世界，酒店的大堂充斥着从巴黎旧货市场中带淘来的

各种艺术品，风格华丽耀眼。楼上的房间也保持着法国跳蚤市场的主题，此外还有一些额外的康

乐设施，比如按摩浴缸、健身拉杆等。

参考房价：标准间2200泰铢

地址：325/61 Moo 10, Soi Pattayaland 2

电话：0066384296369

网址：www.penthousehotel.com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3、经济酒店

顶点酒店

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在顶点酒店（Apex Hotel）似乎是可能的。这里的装饰看起来非常

像是灰色的乐高积木，房间布置的整洁干净、服务十分周到，游泳池更是客人的最爱。这里最便

宜的房间遵循着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分配。

参考房价：标准间500泰铢

地址：216/2 soi 11

电话：006638428281

茉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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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Hotel(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茉莉酒店（Jasmine Hotel）位于步行街的一个巷子内，晚上很安静，出门左转就是芭堤雅著名的步

行街。橙色大门的背后是铺满瓷砖的整洁房间，这里有很多让人喜欢的地方，比如宽敞的厨房、

免费的网络和崭新的木质家具，此外这里还提供特别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

参考房价：标准间800泰铢

地址：547 / 34. M.10. Soi BJ

电话：006638424590

网址：www.jasminehotel.com

Ice Inn

这家酒店藏在一个塞满各种各样亚洲收藏品的商店中，员工看似慵懒，但提供的服务异常周到，

房间也出奇的干净。这家小旅馆以经济型的价格提供中档水平的房间，让每一位旅客都有物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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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感受。

参考房价：标准间750泰铢

地址：547/34 moo10

电话：006638424590

网址：www.iceinnpattaya.com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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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芭提雅旅行关键词

   

1、电影

《杜拉拉升职记》 

杜拉拉升职记剧照(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杜拉拉升职记》是徐静蕾自导自演的都市爱情影片。黄立行、吴佩慈、莫文蔚等倾情出演。

影片讲述了职场女性杜拉拉在外企经历八年，见识了各种职场变迁及职场磨练，最终成长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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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干练的HR经理，同时收获爱情的故事。

电影里浓郁的泰式风情的情景就是在芭提雅取景，它是很多初到泰国有课的必游之地。芭提雅很

小，一共就三条平行的大道，其中海滨大道沿海而建，是最早建成也是当地最漂亮的大道，然后

是芭提雅2路，有很多的露天酒吧。白天的芭堤雅是一个碧海银沙，阳光普照的海滨城市。进入夜

晚便开始沸腾，灯红酒绿的大街，舞台上亦幻亦真的绰绰人影，仿佛是另一个迷离的世界。

   

2、书籍

《芭提雅，请别让我为你哭泣》 

2012年，请爱在芭提雅。谎言并不是毁灭爱情的致命伤，缺乏信任才是无法原谅的隐前提。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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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煽情小教主游夕林"破壳而出"。

《芭提雅，请别让我为你哭泣》是华语界第一部关于爱情成长学的恋爱心灵书。

曾经一吻定情；如今，一句谎言却打破了她所有的梦；她只是一个平凡女子，不想与身份高贵的

他有任何交集，但命运却把她们连在一起。本以为岁月静好，但一场谎言却把她从天堂拉向地狱

！

命运的无情让她如同赤脚置身在灼热的沙漠中，热辣的疼痛从脚底直奔心口。

   

3、人妖

人妖秀

人妖是港台叫法。泰语叫：GRATEAI。英语作：SHEMALE。主要指的是在泰国旅游胜地芭提雅

专事表演的从小服用雌性激素而发育的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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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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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人妖，主要集中在曼谷和芭堤雅，而尤以芭堤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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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情色之都

芭提雅红灯区(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芭提雅情色业是世界同行的鼻祖。泰国政府的政策是“禁赌不禁黄”，色情业是公开的，利用这

一点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男人向往芭提雅，带动当地的旅游收入。芭提雅市政府的广告口号是：“

芭提雅永远不眠，对你而言，她是最好的旅游胜地。”人们都把这个城市叫做“性欲迪斯尼乐园

”，据统计，每年有300多万旅游者云集芭提雅，在散布于这座城市的275家酒店25000个客房内享

受他们的“新奇夜生活”和所谓“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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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芭提雅之夜

繁华的夜晚(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白天的芭提雅是沉睡的，入夜才开始活跃起来，到了午夜才进入状态进入高峰。所以凌晨的时候

大街上才是灯火辉煌，处处回荡着动感十足的MUSIC，以及拉客妹们扭动的性感，当然更是人流

不息的。海滨大道上的酒吧还稍微有一点点含蓄，至少还可以找到几个酒吧，到了芭提雅2路的露

天酒吧街那就只能用High来形容，因为酒吧是露天的，所以少了约束就更放纵，只要你够High可

以跳舞跳上巴台，只要你够High做任何动作也不过分，口哨声，尖叫声，混和着酒精便是激情的

芭提雅的夜晚。

   

6、芭提雅3S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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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提雅3S(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一望无际的西暹罗湾上花朵般的小岛星罗棋布，小岛中央是浓绿色的热带雨林，四周是纯白色的

沙滩，外围海水的颜色从深蓝湖蓝天蓝蔚蓝浅蓝逐层递进，恍若梦中的景色令人无比陶醉⋯⋯而

在这里最美的一处风景便是“芭提雅”。它以当今最时尚健康的“3S 旅游”（SUN 阳光、SAND

沙滩、SEA 海水）名扬天下，被誉为“东方夏威夷”。芭提雅3S体验，让人忘掉时间的束缚、忘

掉工作的压力、忘掉烦恼的存在，让心灵回归自然。

   

7、传说中的芭提雅

芭提雅土地面积22平方公里，岛屿面积53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芭提雅还是一个小渔村，从

越南战场撤回的美国兵，被这里连绵松软的海滩、晶莹翠绿的海水、新鲜可口的海味和傍海而建

的幢幢渔屋所折服。因此美军在此修建起了度假中心并常来此度假。从那个时候起，便成就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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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美丽海湾的似锦繁华。

越战期间，芭提雅（Pattaya）是美国军队的重要驻扎基地，对于明天即将赶赴战场，生死未卜的

士兵来说，也许尽情的放纵和享乐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巨大的色情消费刺激了芭提雅的色情市场

，并延续至今。于是在泰国这个以佛学为虔诚信仰的小乘宗教圣地，芭提雅成了一个特例。白天

的芭提雅是一个碧海银沙，阳光普照的海滨城市，进入夜晚便开始沸腾。灯红酒绿的大街，舞台

上光怪陆离、亦幻亦真的绰绰人影，人们变型后吐露的真情，浸润在香烟、酒精和霓虹里醉生梦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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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泰国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即使是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从未改变

的泰文化特征依旧保持着它的优势地位。泰国人常常被描述为一群以“sanuk”（意为乐趣、取乐

或任何令人愉快的感受）为人生哲学的乐天派，同时，他们也骄傲而强健，在数个世纪中努力维

护着其精神的独立。来到泰国，在尊重他们的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以下几点提请注意

：

1、在芭提雅旅游，与人妖合影的时候一定要问好价格，因为按次或者部位来计费都是有可能的。

2、在芭提雅的各个景点都有专门的人为您拍照，但是拍出来的照片是收费的。价格大概在100至2

00泰铢不等。

3、芭提雅的小礼品众多，如当地一些绘有泰国图案的小手工艺品等。但是一定要看好是否：“M

ade in China”

4、换泰铢时需注意机场的汇率要低于随团导游的汇率。

5、在芭提雅，榴莲、山竹、椰子不仅新鲜而且便宜。但榴莲和椰子不能在车里、酒店等公共场所

吃。

6、芭提雅有很多小岛，在海上娱乐的时候，年轻的游客可以尝试玩一些海上项目，例如“滑翔伞

”，由快艇拉着降落伞在海中驰骋，犹如海鸥般在海上飞行。玩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好戴上防风眼

镜，以免速度快风速大，睁不开眼睛。

7、进入寺庙前，请确保您穿着整洁，并且需要脱鞋。

8、租车之前最好全面检查一下租赁的摩托车和汽车。另外，骑摩托车和开租来的汽车都得十分小

心。

9、警惕那些对来泰国旅游下手的骗子，大多数泰国人还是友好的。小心那些提供给你太多帮助或

者是许诺不可思议的交易的人。此外，警惕扒手，特别是在拥挤的步行街上。

10、不要购买或消费非法药物或者是参加非法赌博，泰国全国禁赌。

11、在芭提雅和小商铺商贩进行和善的讨价还价。一句礼貌的“不用了，谢谢你”将会比高嗓门

的流露情绪有用得多。

12、在芭提雅最好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以免腹泻；瓶装水便宜又轻易可以买到。

13、在芭堤雅性行业虽然违法但是却真实存在。因此强烈建议你保护好自己，不管是性病传播还

是偷窃行为。

14、需要注意的是，芭提雅的街道大多都是单行道，海滩大道的行车方向是由南到北，而芭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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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在风俗上特别需要注意，在泰国不要摸小孩头；国王的画像到处可见，尽量不要议论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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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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