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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柬埔寨— 旅行工具箱 

柬埔寨地区速写 
柬埔寨之旅将带你开启东南亚灵魂之窗。它是个梦幻的国度，游览这个迷人却混乱的王国时，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沉醉其中而无法自拔。这里有辉煌华美的吴哥窟庙宇、古代高棉王国熙熙攘

攘的首都金边、数百公里未被污染的海滩、伟大的湄公河、令人激动的文化和友好的人民。 

旅行工具箱 
柬埔寨旅欧可以办理落地签证，如果你想长期逗留在柬埔寨，可以办理商务签证，可以无期

限延长。如果你有特产等想邮寄回国，记得包裹只能在金边邮寄。 

印象柬埔寨 N 种魅力体验  
攀登“天国的阶梯” 膜拜“高棉的微笑” 

体验独一无二的“竹车”旅行 

在塔布隆寺当一回《古墓丽影》的女主角 

坐当地小三轮，体验当地人的热情 

暹粒密林中的绝唱 古迹明珠女王宫 

在白马市的海滨小餐馆里 吃海鲜 

 

柬埔寨景点导览 

暹粒—地区速写—交通—旅游路线—景点导览 

吴哥窑 
令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对暹粒趋之若鹜的吴哥窟，是吴哥遗迹中规模最大，无疑也是最令人叹为

观止的庙宇。因其宏大的规模、完美的对称、均衡的比例、精致的浮雕被称为古代东方的四大

奇观之一。 

巴戒寺 
即使是与同一时期的建筑珍品进行比较，巴戎寺也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精品。它犹如一座拔地

而起的山，49 座佛塔如同山峰连绵耸立，中间一座即是顶峰，其余 48 座众星捧月般全部簇拥

在它的周围。 

通王城 
通王城又称大吴哥，是吴哥王朝的首都，多次毁于战火，后几经重修。两侧各有 27 座雕像，

观察雕像的面容可分辨身份：眼睛细长、表情含蓄的是修罗；怒眼圆睁、表情凶恶的是阿修罗。   

女王宫 
女王宫被誉为吴哥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是一座供奉湿婆神的印度教寺庙，由略带桃色的

石块建造而成，寺内有世界上最好的石雕作品。 

崩密列 
在奔密列，你可以看到吴哥窟未被发现前在丛林中沉睡的摸样，它是吴哥遗迹群中最值得去同

时也是最难前往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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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布隆寺 
《古 墓丽 影 》、《花 样年 华 》拍摄 地 ,无 疑是 吴哥 最 具艺 术气 氛 的遗 迹 ，它 如 同睡 美人 的

城堡 ，完 全 被丛 林吞 没 。盘 根 错节 的巨 树 缠绕 着佛 塔 ，占 领了 长 廊， 撕裂 围 墙， 掀开

石阶 ，探 进 门窗 ，举 起 房顶 … 

巴肯山 
柬埔寨看日落的宝地之一 ,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可以骑大象上山。山丘上有一座吴哥庙宇

遗迹，是耶输跋摩一世开始以大吴哥城附近地区为首都後的第一座国庙。   

罗洛士建筑群 
被人们称之为高棉艺术的开端，吴哥王朝的创立者阇耶跋摩二世曾建立了数个首都，罗洛

士是他建立的第二个首都。 

龙蟠水池 
NeakPean 意为缠绕的巨蛇，缘于水池中小岛上依照须弥山而建造的石塔上，有一个两条

蛇神 Naga 缠绕在一起的雕像。 

豆蔻寺 
主塔壁上的浮雕，描绘印度神话中毗湿奴骑大鹏金翅鸟，西塔壁上浮雕描绘毗湿奴的神妃

吉祥天。 

金边—地区速写—交通—景点导览—美食—住宿 

金边王宫 
从空中鸟瞰，皇宫一片金山灿烂，格外引人瞩目，建筑群外有成垛形的黄墙环绕，有金殿，

曾查雅展等大小建筑 20 多座。 

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是开放式设计，十分美观，异国味十足。中间建有一座小亭，供奉了一尊佛像，周

围有四个人造荷花池，以草圃及长凳相间，有如一道道隔音墙，阻隔了馆外闹市的喧嚣，

任凭游人静静游赏。 

塔山寺 
塔山是金边的发祥地，高约百米，山顶供有“奔”（金边的英文单词 penh）夫人之像，是

金边的象征之一。 

监狱博物馆 
监狱博物馆的游览发人深省，这里原本是一座高中学校，波布时期被用作关押犯人的集中

营，也叫 S-21 监狱。 

杀人场 
1988 年，政府在此修建了一座佛塔，用来安放从坟冢里挖掘出来的尸体，用来祭奠无辜的亡灵。 

万谷湖 
万古湖之于金边，就如西湖之于杭州。它与喧嚣的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既没有沾染城

市的浮躁，又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不管对当地人来说还是对旅行者来说，到这个宛如世

外桃源的湖边坐坐，看看日出日落都是放松身心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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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 — 地区速写 — 交通 — 景点导览 

胜利海滩  
胜利海滩超过 2 公里长，被礁石和小山分成两段。其北段有大货船来来往往，这里游客很多，

是西哈努克看日落最好的地方，南段又称夏威夷海滩、国王海滩，可以在此租船出海。 

索卡海滩 
索卡海滩是西哈努克最著名的海滩，绵延 1 公里，有着洁白的沙滩和平缓的海底，非常的安静。

但现在整个索卡海滩都被气派的 Sokha Resort Hotel 买下了，并把海滩最精华的部分画地为牢。 

奥彻迭海滩 
Ochheuteal 海滩狭长，沙质细白，比胜利海滩更为休闲。附近有餐馆、酒吧，沿岸排列

着草编遮阳伞和可租借的沙滩椅供度假的游客使用。 

圣米歇尔天主教堂 
建于 1962 年，为当地的天主教。1975-79 年成了一座监狱，1979 年后作为一个仓库，

直到 1993 年才重新开放。 

 

柬埔寨其他旅游信息  

交通   特色美食 

住宿   金边住宿     暹粒住宿     西哈努克住宿 

其他信息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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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时光遗失的神秘 永恒的高棉微笑  

时间在这里停滞 空间弥漫着神圣的苍凉 

                                  —— 金边柬埔寨                                                                

地区速写                                                                                   
柬埔寨(Cambodia)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同越南接壤，北部与老挝相邻，西部和西北部与泰国毗邻，西南

濒临泰国湾。湄公河是境内最大的河，中部平原约占领土总面积的一半。柬埔寨面积 181035 平方公里，人口 1143 万，有 20 多个

民族，其中高棉族占 80％。佛教为国教。 

柬埔寨官方语言是高棉语，法语和英语使用也较为广泛。柬埔寨的货币是瑞尔。柬埔寨虽然落后但不封闭，开始成为投资者关注的

地区，旅游设施虽然较差，但服务态度友好。大多数人对柬埔寨的印象，来自于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吴哥窟。 

柬埔寨看似纯朴、落后的景象之中，存留着"波布红色高棉政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景象，同时保留着法国殖民地的法式风味。就是

这样充满着强烈对比的人文风情，以及柬埔寨特有的风土景致，再加上吴哥窟无与伦比的的历史遗迹，为游客留下了视觉与心理上

的巨大震撼。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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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签证 
 旅游游 签证申 请材料   
1、到大使馆办理旅游签证： 

2 张 2 寸证件照，必须是近照 

护照原件，有效期必须在 6 个月以上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双面)一份。 

在签证处柜台领取签证申请表以及申请登记表各一张，现

场填写并粘贴照片（具体请咨询签证处官员） 

2、在线申请电子签证： 

入境时剩余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的护照 

有美元帐户的 VISA/MasterCard/美国运通信用卡 

电子版的白/蓝色背景的 1 寸近期证件照（JPEG 格式或者 

PNG 格式） 

 

 如何获得 柬埔寨 旅游签证   

1、领事馆办理：广州、昆明、南宁、重庆、北京、上

海都有柬埔寨领事馆。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 9 号  电话：010-65321889 

柬埔寨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天目中路 267 号蓝宝石大厦 12 楼 A 座 

电话：021-51015866 

柬埔寨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368 号花园大厦 8 楼 

电话：020－83338999-809 

柬埔寨驻南宁领事馆 

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 85 号南丰大厦 2 楼 

电话：0771-5889892、5889893，传真：5888522 

柬埔寨驻重庆领事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路 9 号 A 栋 1902 

电话：023-89116415 

柬埔寨驻昆明领事馆 

地址：昆明市新迎路 172 号官房大酒店 4 楼 

电话：0871-3317320 

护照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者居留时，由

本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 

 如何办理护照  

1、写到本人身份证或这户口薄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公安分县局出

入境管理部门或者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或者参团旅行社领取《中国

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 

2、填写申请表 

3、提交申请。提交申请时必须携带下列材料： 

A、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原件和户口本首页、本人资料页、变更页

以及身份证的复印件。 

B、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原件。 

C、符合要求的彩色照片一张。 

4、领取护照。一般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后，审批、制作和签发

护照的时候需要两周工作日。领取护照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

户口薄、领取护照《回执》和 200 元工本费。凡在《回执》上标明

取证日期 3 个月后没有领取证件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将给予销毁。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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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地签证  
柬埔寨可以办理落地签证，可以不事先在国内办理签证，抵达

金边机场和暹粒机场均可以获得签证。签证需要 130 元手续费

和一张护照用照片。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如果你没

有柬埔寨的有效签证，机场海关是不会放行的，除非你拥有第

三国签证（例如马来西亚、越南等），停经柬埔寨，那么你可以

到柬埔寨后再办理落地签。 

特别提醒：泰国陆边境不接受落地签，如果准备原路返回泰国，

无比在离境时做 Re-entry 签证。 

 

3、电子签证 
在中国，如果你没有第三国签证（例如马来西亚、越南等）和

往返机票，即使你有电子签证，中国海关也是不会放行的。你

只能凭第三国（例如马来西亚、越南等）签证和机票出中国，

到达第三国后，再从你申请柬埔寨电子签证时指定的口岸进入

柬埔寨境内。 

 

货币以及汇率 
1、货币兑换    1 元人民币=520 元里尔(Riel) 

2、货币常识 

柬埔寨的货币名称是 Riel（瑞尔）。硬币只用于收藏。纸币面值

有 100R、200R、500R、1000R、2000R、5000R、10000R

和 50000R。 

像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在许多柬埔寨地方美元都通用，旅馆、

餐馆、景点门票、机票、船票、出租车、摩托、纪念品等都收

美元。但人力三轮车、长途汽车用瑞尔支付会便宜些，个别餐

馆也用瑞尔标价。瑞尔兑美元的变化较大，因此不要一下子换

太多。美元和瑞尔同等流通。 

可在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旅馆和街头换钱摊兑换货币，

其它银行不办理。街头换钱摊多且方便，价格也合理。在旅馆

的兑换率通常会低 5%。 

3、信用卡 

现在金边市与暹粒等大城市的许多酒店、旅馆、餐馆和商店都

有接受付款卡（Visacard 与 mastercard）结账服务。 

4、旅行支票 

旅行支票在酒店、旅馆也相当通用，但是，主要城市以外的地

方兑换起来则比较困难。然而，美元现金仍然是最可靠、方便

的携带货币。 

通讯 
1、柬埔寨当地区号：855 

2、中国的 sim 卡在外国如何使用 

● 中国移动的 SIM 卡能在柬埔寨使用，但是必须开通国际漫游。 

● 拨打中国电话价格：8.99 元/分钟 

● 拨打柬埔寨电话价格：3.39 元/分钟 

3、当地 sim 卡： 

中国的手机能使用柬埔寨当地 SIM 卡   MobiTel 的 012 卡 
● 可以到柬埔寨的营业厅去办理一张 SIM 卡（须持有当地人的

身份证），然后再进行充值。 

●  拨打中国电话 

16686+（0 省去）国内区号+电话号码   0.15 美元/分钟 

4、当地固定电话/公用电话 

●  你 可以 在邮 局、 电信 办事 处或 者政 府电讯 网络  camintel 

（http://www.camintel.com/） 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同时金

边（Phnom Penh）街道两旁有很多公用电话亭，你可以从电

话亭旁边的商店购买电话卡，相应的电话卡只能在相应的电话

亭中使用，但 Tele 2 电话卡可以通过拨接入码 007 便可以从

任何一间电话亭拨打国际长途电话。 

● 柬埔寨拨中国国内电话：0086+（0 省去不拨）地方区号+

电话号码 

● 柬埔寨拨中国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码 

● 价格：每分钟 3 美元 

● 用电话卡拨打费用很高，因此你可以留心观察一下是否一些

网吧，宾馆及旅行社提供网络电话服务，每分钟仅收费 300 瑞

尔到 2000 瑞尔。 

 

邮政 
1、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各个主要省级城市邮政服务相对来说

比较好，请你务必到这些地方的主要邮局去发邮件。寄望中国

的明信片价格在 1500 瑞尔-2100 瑞尔之间。 

2、包裹只能在金边邮寄，寄往国外的费用是每公斤 17 美元，

同时你将支付 3000 个瑞尔用于海关单据、物品详单及包裹价

值的费用，最好把包打开让其接受检查。同时邮局还出售包裹

箱。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柬埔寨  
 

                          7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旅行便利签 
 时差与货币  

1、柬埔寨当地比北京时间慢一个小时（ＧＭＴ＋７）。如：北

京时间上午 10：00，当地时间上午 09：00 

2、在柬埔寨当地 ,美金和柬币（瑞尔）通用，一般 1 美元可对

换 4000 瑞尔（以当日汇率为准）。 

3、超市、大餐厅、酒店等地方都用美金较多，市场、摊贩等地

方都用柬币，建议随身带适量柬币。信用卡基本不适用。 

 

 通讯及费用  

1、中国拨打柬埔寨电话/手机：国家代码（00855）+区号（金

边 23 暹粒 63 西哈努克 34）+电话/手机号码。 

2、如您的手机已开通国际漫游便可在柬埔寨当地使用，如使用

您的手机拔打直拨当地手机号码。 

3、如您需致电回国，如拨打手机：+86 手机号码。如拨打固

定电话：+86 21 固定电话。 

 

 气候与服装与生活  

1、柬埔寨属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分为两季，5-10 月为雨季，

11-4 月为旱季，年均气温为 24°C，最高气温达 35°C。12 月

至次年 1 月气候最为凉爽。早晚温差较大， 建议加件外套。 

2、户外游览建议穿长袖、长裤与运动鞋，以免晒伤皮肤，出游

时最好带伞，既防晒又防雨。特别是对于女性游客，以下物品

必不可少：防晒乳液、修护作用的润肤产品、遮阳帽、墨镜等。 

3、建议随身携带：防中暑、防蚊虫、防腹泻、消炎等药品。 

4、电压--220V，插座扁头或圆头皆可，其实现在很多家电用

品本身就已经可以设定 220V 或 110V 了，所以比较值得注意

的是插头的问题，变压器反而不那么重要。台湾电器的插头可

用於柬埔寨的插座没有问题。    

5、住 Hotel 的人请自备吹风机，不是当地人不准备，实在是

当地人不用那种东西。    

6、厕所--吴哥窟内道路旁有设立"公立的"公共厕所，凭 pass

进去免费，不过都不在寺庙里，有时候会有点距离。所以如果

想去洗手间，要提早跟司机说，他能带你过去。总之，游吴哥

遇到洗手间就不要错过。 

 

 

 

 民俗与禁忌  

1、 佛教是柬埔寨国教，寺院遍及全国，僧王及僧侣普遍受到

尊重。通常，男子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一生都要出家一次，但

可随时还俗。进佛寺参观时，要衣着整洁，免冠脱鞋。忌用手

摸人头顶。 

2、 全国通行合什礼，即以两手掌合并立于胸前，稍微俯首，

指尖高度视对方身份而定，对方身份较高，指尖高度越高。 

3、 柬埔寨人衣着较朴素，很多人光脚或穿拖鞋，在社交及正

式场合则较为讲究。民族传统服装主要有：纱笼、筒裙、凤尾

裙、水布等。柬埔寨人喜爱宫廷古典舞蹈和传统戏剧。 

4、 当地百姓以食米饭为主，喜吃辛辣食物如辣椒、葱、姜、

蒜、薄荷等，还喜吃生菜和腌鱼等。进餐时多用筷子或刀叉，

农村还保持手抓饭的习惯。 

5、 传统住房多为竹木结构的高脚屋，距地面二米左右，上面

住人，下面拴牲口，放杂物或停放车辆。 

6、 男士忌单独上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 

 

 其他注意事项  

1、重要：护照将由游客自行妥善保管，不得遗失！  

2、柬埔寨当地酒店或度假村与国内标准有区别，请以境外行业

标准为准，敬请谅解! 当地酒店没有牙膏、牙刷、拖鞋、梳子

等个人卫生用品，请自行携带。当地酒店供热系统与电力不稳

定洗浴时请避开高峰时段使用。 

3、当地治安较好，当然出门在外还是安全第一。遇有紧急事件，

可拨打电话号码：匪警 117，火警 118，救护车 119。 

4、每位游客上飞机可随身携带 5 公斤以内手提行李，行李箱

的尺寸不得超过：20CM*30CM*50CM。且每位可免费托运 20

公斤以内的行李，若超重请您自付超重费。托运行李需上锁，

防止被窃！ 

6、海关规定每人最多可以携带 20000 元人民币和等值于 5000

元美金的外币出境。 

7、巴肯山看日落请自备照明工具 ,由于日落后光照不足，下山

时务必注意安全。请穿牢固且柔软的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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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柬埔寨 
N 种魅力体验 

 

 

 
 

 

 

攀登“天堂阶梯”、膜拜“高棉的微笑”就来巴戎寺吧，它是不可错过的体

验之一。巴戎寺是柬埔寨的传奇君主阇耶跋摩七世的创作才华和自我膨胀的

典型体现。这里有蜿蜒的走廊、陡峭的台阶，最经典的是 54 座哥特式宝塔，

每座塔的四面都刻有神态各异、面带微笑的佛像，巨大的观世音菩萨面容居

然和神王出奇的相似。 

在游览的过程中，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若干的头像，有的是整个脸庞，有的

只是一个轮廓，这些面像的目光从巴戎寺高耸的佛塔上射过来，让你不由地

自惭形秽。 

 

 

 
 

竹车之旅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火车旅行之一。一个３米长的木

质框架，在上面铺上由超轻结实的木板或竹板，在一起搁放在

两个像杠铃一样的东西上，车尾用皮带与６马力的发动机相

连。O Dambong 位于马德望老石桥南面的东岸，从这里出发

朝东南走，沿着法国人留下的弯弯曲曲的轨道和摇摇晃晃的铁

路桥前进，一路上伴随着咔哒咔哒的声音，半小时后即可到达

O Sra Lav。柬埔寨人称竹车为 norry。车上可以载 10~15 人，

竹车每小时大约行驶 15 公里。只要一台发动机和一根轮轴，

安放在铁路轨道上，保持上面围栏的平衡就可以了。 

 

 

 

 

 

位于吴哥丛林的塔布隆寺可能是游客见过的最让人害怕的地方之一。和吴哥其

他寺庙不同，它已经被丛林吞噬，看起来就像当初欧洲探险家首次发现吴哥寺

庙的情形一样。因电影《古墓丽影》中被森林吞没的城市就是在这座寺庙拍摄，

所以在整个吴哥古迹中相当有名。塔普伦寺周围巨树的盘根错节、倾倒的建筑

和散落满地的石块，让这座被大自然征服的寺庙，比其它地方更多了些怪异。

如果说吴哥的其他寺庙是古代高棉人艺术天赋的见证，那么塔普伦让人感受到

的是大自然顽强的生命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1 攀登“天国的阶梯” 膜拜“高棉的微笑” 
 

2 体验独一无二的“竹车”旅行  

3 在塔布隆寺当一回《古墓丽影》的女主角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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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小三轮，让我们有机会游览各个主要景点以及多个小城市

和小村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有一件事情是不会变的：柬埔寨人

喜欢聊天！ 

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微笑，听到的都是“Hello”，年轻人之间交流

用英语水平之高，足以进行深入交谈。虽然有的人起初很害羞，但

你会发现只要用一句讲的磕磕巴巴的高棉语打破沉默，过不多久谈

话就会变得滔滔不绝。 

 

 

  
 

 

 

吴哥古迹明珠”的女王宫 ,位于大吴哥城东北约 25 公里处，原名湿婆

宫，是柬埔寨三大圣庙之一。女王宫建于吴哥王朝耶跋摩五世元年

（公元 967 年）。它坐西朝东，中心为３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和左右对

称的配殿。女皇宫和吴哥的其他古迹一样 ,也曾被埋藏在丛林中长达

数百年之久，直到 1914 年，一位名叫马瑞克的法国军人才又发现了

她的踪迹。 

它是一座供奉湿婆神的印度教寺庙，由略带桃色的石块建造而成，

寺内有世界上最好的石雕作品。它以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浮雕著称

于世，虽然规模很小，却是吴哥古迹中风格最独特和最精致的建筑

群之一。很多人都说它很可能是由一个女人修建的，因为这里的石

雕实在是太过精致细腻了，不像是出自男人之手。 

 
 

 

 

海滨城市白马市正在从战后的萧条中慢慢复苏过来，快速发展成为海

鲜胜地。待在一家不起眼的海滨小餐馆里放松休息时，挑选出自己喜

欢的海鲜，然后厨师会在自己眼前烹饪美食，这绝对是一种享受。顺

便理下，柬埔寨的美食很特别，很多美味会让人很震惊。 

当地女人把活螃蟹放入浸在水中的笼子里，可以找她们买些螃蟹——

竞争相当激烈，也非常有意思。可供选择的螃蟹实在太多了，会让你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随处可见的贡布胡椒螃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然后你会满意的咂巴着嘴儿离开了白马市。 

 

 

4 坐当地小三轮，体验当地人的热情  

5 暹粒密林中的绝唱 古迹明珠女王宫 

6 在白马市的海滨小餐馆里  吃海鲜  

全年任何时间都可以游览柬埔寨。最理想的月份是潮湿度较低、降雨量较少、天气也较凉快

的 12 月至次年 1 月，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大部分游客蜂拥而至的旅游旺季。2 月初开始气温 

 

最佳旅游时间  
逐渐上升，到了 4 月，温度最高的月份，温度计的温度经常超过 40 摄氏度。5 月或 6 月里，西南季风会带来降雨，空气因此变

得十分潮湿，使人浑身出汗，这种气候最令旅行者难以忍受。一直持续到 10 月的雨季倒也不失为一个游览的好季节，因为这段

时间内每场倾盆大雨的持续时间都很短。在这个季节，吴哥的周围是茂密的丛林，而护城河里充满了水。如果你打算在此时前往

未开发的地区，那么你的旅程将会十分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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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景点导览 

暹  粒  Siem Reap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地 

区 

速 

写 

暹粒是柬埔寨暹粒省的省府，位于金边北方约 311 公里处，距离泰国边界只有 152 公里，人口大约有 8000 人。与喧

嚣的金边相比，这里显得安静而安全。令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对这座不起眼的小城趋之若鹜的是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的吴哥窟。   

来暹粒旅游的游客大都喜欢到吴哥窑去参观，实际上柬埔寨的水陆枢纽洞里萨湖也是不错的去处，从这里乘船游览湖

两岸可以了解并欣赏两岸边柬埔寨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水上人家、观赏落日的游轮和鸟类栖息地都是值得欣赏的。此外，当地的石刻木雕学校和丝绸场也是游客经常选择的

游览场所。 

城市很小，不需要搭乘交通工具，可以步行，距离周边的纪念碑也很近。夜晚外出也十分安全。此外，城市里的居民

非常热情好客。 

暹粒跨越暹粒河（StungSiemReap）狭窄的水系，从 PsarChaa 市场这个美味佳酿的中心向外延伸。暹粒依然是个小

镇，很容易四处游览，价格低廉的住宿地分布在全城各处。东西走向的 6 号国道（NH6）将镇子一分为二。这里的街

道号码全是随意起的，所以在找一些特定地址时，一定要留意。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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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交通 
 

 

 

 外部交通   
航空 
暹粒到昆明：每天都有航班，票价 240 美元左右，飞行 1 小时。 

暹粒到金边：机票在 55-60 美元，飞行约 40 分钟，飞机上设施

齐全。适合赶时间的游客。 

暹粒到泰国曼谷：机票价格较高，而且几乎不打折。 

暹粒到越南胡志明市：每天都数班飞机，票价 120 美元，飞行

约 50 分钟。胡志明市国际航班机场离境税约 15 美元，暹粒国

际航班机场离境税约 25 美元。 

公路 
金边到暹粒：车程约 5-6 小时，雨季较慢。有些路段是泥土路，

旱季时灰尘很大，雨季泥泞。空调大巴车况大部分还可以，有的

还有免费的餐饮（只是面包、水之类的食物）。票价视公司、车

况、季节不同而有所不同，最高是 10 美元，最低只有 4 美元。 

从暹粒到曼谷：以前这是一条著名的自虐线路，现在柬埔寨段的

路况以及车况还不错，过关速度也可以。一般情况下包车价格是

30 美元左右，行程约 3 小时。如果反向从泰国入境需注意一路

欺骗的人员，不要选择低价格的车辆，不安全。 

曼谷考山路到暹粒直通大巴：票价 250 泰铢，边境换车。车程

月 12-15 小时。 

 
 

水运 
金边到暹粒：快船票价 22-25 美元，行程约 5-6 小时左右。 

 

 内部交通   

自行车 
自行车 2 美元/天，在炎热的暹粒汽车需要一定的体力保证。 

注意：建议汽车走夜路的时候开打手电，让其他路上的车辆可

以看到你。 

汽车租赁 
当地人把两轮摩托叫 Moto，三轮的（有凉棚遮阳，可坐两个

人的）叫 Tuktuk。一般 Moto 的价格是 5-8 美元一天，Tuktuk

是 10-15 美元一天，小轿车是 20 美元一天，面包车是 25 美

元一天。去女王宫和崩密列路比较远，可能加 30 美元左右。

如果单去女王宫加 10 美元既可。另外需要跟司机说清楚以上

费用是包括每天看日出的，否则会被多加其他费用。 

贴士：直接在老市场边的停车场找旅馆比较好。如果到达是下

午，当天免费送到景区门口买票，顺便去巴肯山看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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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旅游线路 
 

 

当地属热带季风气候，5 月至 10 月为雨

季，11 月至次年 4 月为旱季。年平均气

温 24°C。12 月到次年二月天气温和降

雨少，是旅游的最佳季节，但对摄影爱

好者来说，雨季的吴哥可  以拍摄出色

泽和质感最棒的照片。 

暹粒的阳光非常强烈，春节期间中午的

气温都保持在 36°C 以上，所以一定要做

好防暑防晒工作。 

一般以吴哥窑为中心开始游玩，很多人

千里迢迢就是为了来吴哥登天梯、拜佛。

暹粒很多景点都值得游玩，一天可以游

玩、逗留一个月也不过分。另外早早起

床去吴哥窑的日出，是你在暹粒旅游不

可错过的行程安排之一。 
 
 

 路线分解   

吴哥寺 → 巴戒寺 → 豆蔻寺 → 女王宫 → 通王
城 → 崩密列 → 周萨神庙 → 托玛侬神庙  → 茶
胶寺 → 塔布隆寺 → 巴肯山 

前一天下午 5 点，吴哥窑开始售卖第二天的门票，买到票后就

可以享受巴肯山。 

吴哥寺：这座供奉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寺庙作为国家标志出现

在国旗上，重要性不言而喻。精美的雕塑、匀称的建筑、宏大

的规模令人惊叹。 

巴戒寺：这座人造的山峰耸立在王城的中心，也是宇宙中心的

象征。无数的四面佛环绕着你，无数的眼睛俯视着你，走在寺

中，似乎随时都要被催眠。 

通王城：吴哥极盛时期的王城，期辉煌神秘令元朝使臣周达惊

叹。城中土木建筑已荡然无存，但现存建筑上几乎覆盖了每一

寸空间的华丽雕饰，让人对当年的奢华浮想联翩。 

周萨神庙：出通王城胜利门，右手边有一座不起眼的小神庙，

有中国工程队负责维修，因此具有特别意义。 

托玛侬神庙：基本结构与吴哥一样，可算得上是一座微缩模型。 

茶胶寺：原本是国王为自己兴建的葬庙。作为一座未完成的建

筑，茶胶寺记录了吴哥建筑的建筑工艺。 

塔布隆寺：胜利门东南方向。树与塔生死交缠的拥抱令人窒息，

令文物保护单位大伤脑筋，也令《古墓丽影》生色。 

巴肯山：整整一天建筑、雕塑、宗教、神话的轮番轰炸之后，

你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毁灭者湿婆的神庙。巴肯山以日落

最为出名，其建筑中充满象征意味，令人寻味。 

女王宫：为了拍到最美的照片，早上 0 点半之前就要到达。粉

红色的建筑布满精致繁复的浮雕，有“吴哥艺术之钻”的美誉。 

崩密列：山路崎岖，丛林包围，断壁，荒凉神秘。在这里可以

感受到吴哥寺发现前的状态，有点探险寻宝的刺激。 

从崩密列出来，可在经过女王宫时再进去一次，下午 2 点后是

另一个拍照的黄金时间。下午回来还有时间的话可以考虑购物。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温馨小提示 

吴哥很多地方的建筑都很高，并且楼梯很窄很陡很滑，

所以攀爬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逞强。另外有一

双合脚的鞋也是很有必要的，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游玩

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看日出、日落时早出晚归，郊

外公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最好带上手电灯，让 

来回的车辆可以看到你。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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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景点导览 
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观之一  

 
吴哥窑就是吴哥寺，也叫小吴哥（与“大吴哥”通王城相对而言）。因为它是吴哥古迹中最大、保存最好、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因此

吴哥窑也被作为整个古迹群的总称。它因宏大的规模、完美的对称、精致的浮雕被称作为古代东方的四大奇迹之一。它是灵性与对

称的完美结合，是人类献给他们所信仰的神的一份永恒的礼物。第一次走进吴哥窟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柬埔寨国旗上的

三塔即是吴哥寺的正面像。 

吴哥寺主建筑周围有大片空地，以前应该是僧人或者平民居住的草木房屋。可见吴哥寺曾经是一座僧侣纵多、香火旺盛的大寺庙。

现在主体建筑的东北角上有些较新的佛殿和僧房，仍有不少僧人在此修行。身披着橘红色的袈裟的身影穿梭子啊青灰色的古寺中。 

 
 

吴哥不单单是一座吴哥窟，而吴哥窟是整个吴哥古
建筑群的统称。其中包括了很多地方： 

● 最著名的小吴哥寺（Angkor Wat） 

● 大吴哥城-通王寺（Angkor Thom）；这里就包括很多寺

庙，比如巴戎寺（Bayon），斗象台（Elephant），还有巴方

寺（Baphuon），空中宫殿（Phimeanakas），皇宫（Royal 

Palace），癞王平台（The Terrace of the Leper King） 

● 小圈：小吴哥寺和大吴哥城；豆蔻寺（Prasat Kravan）

班黛喀蒂寺（Banteay Kdei） 周萨神庙（Chao Sai Tevoda） 

● 大圈：大名鼎鼎的塔布隆寺（Ta Prom Temple）；茶胶寺

（Ta Keo）;托玛侬神庙 ;巴肯山（Bakheng Mountain）；皇

家浴场（Srah Srang）；比粒寺；冬梅奔(East Mabon)；塔

逊寺；龙蟠水池（Neak Pean）；圣剑寺(Preah Khan) 

 

 

 
 

 

● 外圈：罗洛寺群；罗雷寺(Lor Lei)；神牛

寺(Preah ko)；巴孔寺(Bakong) 

● 还有在吴哥窟北面开车需要半个多小时的

女王宫（Banteay Srei）；高布斯滨水底浮雕

（Kbal Spean）；荔枝山（Phnom Kulen） 

● 另外还有吴哥窟南面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

的崩密列和洞里萨湖 

餐饮  入口处路对面的停车场边和院内北侧

有不少餐厅和大排档，一般一份炒面价格在 1-2

美元，一个椰子在 2000 瑞尔。除了可以吃饭之

外，还可以在大排档的吊床上休息一下。不会

吊床数量很有限，不是很舒服。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吴哥窑 

门票：1 日票 20 美元，3 日票 40 美元，7 日票 60 美元。 

交通：租摩托 8~10 美元/人，包车约 25 美元/车，如果买的是多

日联票的话也可以考虑骑自行车或 Tuktuk。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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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的微笑  

即使是与同一时期的建筑珍品进行比较，巴戎寺也称得上是独

一无二的精品。它犹如一座拔地而起的山，49 座佛塔如同山峰

连绵耸立，中间一座即是顶峰，其余 48 座众星捧月般全部簇

拥在它的周围。庙宇的建筑结构相当复杂，经多次重修、改建

和增建，现在建筑事实上是由两座不同时代和造型的寺庙叠加

而成。 

巴戎寺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它确切的功能和象征意义，

这些谜团就像它的那些石雕面孔上神秘莫测的微笑一样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知名的“高棉的微笑”说的就是这里。 

 
 
 
 
 
 
 
 
 
 
 
 
 
 
 
 
 

 

看点 

四面佛：49 座佛塔都刻有巨大的四面佛，佛像为典型的高棉人

面容，脸上带着安详的微笑，这就是令吴哥窑蜚声世界的“高

棉微笑”。穿行在众多佛塔之间，无论身处在任何一个角楼，都

会发现带着微笑的眼睛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浮雕：巴戒寺的回廊壁画也十分丰富，1200 米长的浮雕长廊令

人惊叹的刻画了 11000 个人物。内层回廊主要为神话和宗教故

事，而外层回廊则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从战场厮杀到生产劳动、

集市贸易的生活图景应有尽有，这样世俗化的雕塑题材在吴哥

建筑群中是非常少见的。 

东南亚历史上最宏伟的都城  

 

通王城又称大吴哥，是吴哥王朝的首都，多次毁于战火，后几

经重修。先今一直是 12 世纪末、13 实际初由柬王摄耶拔摩七

世所建。Thom 读“通”，是“大”的意思，按照梵文原意，

Angkor 是“城市”的意思，Angkor Thom 就是“大城市”。 

 

 

 

 

 

 

 

 

 

 

 

 

 

 

 

 

 

看点 

通王城护城河桥：两侧的石雕为修罗与阿修罗合力搅拌乳海获

取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两侧各有 27 座雕像，观察雕像的面容

可分辨身份：眼睛细长、表情含蓄的是修罗；怒眼圆睁、表情

凶恶的是阿修罗。   

南门（South Gate）：城门高达 23 米，上方为巨大的四面佛

像，面露安详的微笑，是吴哥古迹的标志之一。    

巴戎寺（Bayon）：城中最重要、最宏伟的建筑。   

巴方寺（Baphuon）：曾经是旧王城的中心，吴哥常见的三层

平台建筑，底层雕有各种动物雕像，顶部已坍塌。 

空中宫殿（Phimeanakas）：皇宫中的神庙，城中最高的建筑，

最高层平台上曾建造一座金塔。    

战象台阶（Terrace of the Elephants）：国王的检阅台，举行

庆典仪式和斗象大会的地点。尚存巨象石雕。    

癞王台阶（Terrace of the Leper King）： 当时的皇家火葬场

所在地，因平台顶端一座没有性别的“癞王”雕像得名。原雕

像已送往金边国家博物馆收藏，现在的是复制品。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巴戒寺 

门票：吴哥窟通票即可 

位置：通王城中心；建造时间：12 世界末；属于佛教 

贴士：建议早一点过去比较好，空气好，光线也很好，不热 

通王城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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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女王宫被誉为吴哥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是一座供奉湿婆神的印

度教寺庙，由略带桃色的石块建造而成，寺内有世界上最好的石雕作

品。它以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浮雕著称于世，虽然规模很小，却是吴

哥古迹中风格最独特和最精致的建筑群之一。很多人都说它很可能是

由一个女人修建的，因为这里的石雕实在是太过精致细腻了，不像是

出自男人之手。 

 

 

 

 

 

吴哥窑未被发现前的沉睡模样  

 

在崩密列，你可以看到吴哥窟未被发现前在丛林中沉睡的摸样，

它是吴哥遗迹群中最值得去同时也是最难前往的遗迹。奔密列

的规模几乎与吴哥寺一样大，但依然被丛林严密包裹着，无法

尽览全貌。由于比较荒僻，丛林的神秘气氛在断裂的柱石、坍

塌的墙壁间弥漫，大有探险的味道。可惜的是，由于保护不力，

奔密列的很多雕塑已被盗走。 

 

 

 

 

 

 《古墓丽影》、《花样年华》拍 摄地  

塔布隆寺无疑是吴哥最具艺术气氛的遗迹，它如同睡美人的城堡，完全

被丛林吞没。盘根错节的巨树缠绕着佛塔，占领了长廊，撕裂围墙，掀

开石阶，探进门窗，举起房顶……建筑与丛林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关系如若强行分开，必然树毁人亡，因此这种奇特的拥抱至今仍然保持

原貌。 

入口处是一尊高大的四面佛，顺着小路走往塔普伦寺的路旁，有一棵树

身有二三十公尺高，树干上有被烧焦一大块的怪树。据说，这是一种当

地人称它为「油树」的植物，烧它的原因，是要让它滴出油来当做点灯

的燃料，而且只要不过度，它就能源源不绝，就像是一座天然的加油站。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女王宫 

门票：吴哥窟通票即可。 

交通：距暹粒约 32 公里，建议包车，行程约 1 小时。可与奔密列

或班迭萨雷和布寺组合一起游览。 

崩密列 

门票：5 美元 

交通：距离暹粒大约 50 公里，道路崎岖，最好安排与女王

宫、高布斯滨、荔枝山等一起游览。一天的包车费用需要

因此增加 20~30 美元。 

塔布隆寺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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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看日落的宝地之一  

 

这是吴哥主要遗迹群内的一座小山丘，高 67 米，是附近唯一的制高

点，可以骑大象上山。山丘上有一座吴哥庙宇遗迹，是耶输跋摩一

世开始以大吴哥城附近地区为首都後的第一座国庙。  

巴肯寺虽然早已破败，但是它是高棉王朝移都吴哥建造的第一个寺

庙，被称为“第一次吴哥”。山的西边是开阔的西池，东南方丛林中

是吴哥窟。从这里向北可以望见泰柬边界。 

看点 
7 层平台：代表七重天，最上层的高塔代表宇宙中心； 

108 塔：除中央高塔外，下面六层共有 108 座小塔，代表四个月相

的 108 天； 

33 塔：从每一面的中轴线上看巴肯寺，都只能看到 33 座塔，代表

须弥山上的 33 位神祗。 

 

 

 

高棉艺术的开端  

 

建于 9 世纪末，罗洛士建筑群被人们称之为高棉艺术的开端，

吴哥王朝的创立者阇耶跋摩二世曾建立了数个首都，罗洛士是

他建立的第二个首都。 

看点 
巴公寺（Bakong）：罗洛士群里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寺庙，它

曾经是城市中心的大型庙宇。  

神牛寺（Preah Ko）：罗洛士群的第二大重要建筑，该寺底座

为高高的台基，上面有 6 座塔，塔上面都有梵文的篆刻。女王

宫的建筑风格就是在神牛寺风格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  

罗莱寺（Lolei）：建造在高棉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池（现在是稻

田）的中央一个小岛上。是耶输跋摩一世迁都吴哥前的最后一

个主要寺庙。 

传说中的“无热池”  

 

NeakPean 意为缠绕的巨蛇，缘于水池中小岛上依照须弥山而

建造的石塔上，有一个两条蛇神 Naga 缠绕在一起的雕像。    

水池原为医治人的寺庙疗养所，中间的大水池四方各连有一个

小型水池，大水池的水通过四个方面雕塑的喷口流入小水池。

在大水池的池底种满有医疗作用的草药，待雨季到来池内水涨，

药水就会流入小水池中，而人们认为四个池中的药水疗效不同，

所以根据每个人病情的不同，再把病人安排到不同的水池里。 

   

毗湿奴变作侏儒与魔王战斗拯救世界的宗教故事  

 

这是吴哥古迹中的一座印度教寺庙，现代名字为“Cardamon 

Sanctuary”，位于皇家浴池之南。豆蔻寺建于 921 年，19 世

纪由法国人重建。主塔壁上的浮雕，描绘印度神话中毗湿奴骑

大鹏金翅鸟，西塔壁上浮雕描绘毗湿奴的神妃吉祥天。 

地址：豆蔻寺在小吴哥（Angkor Wat）和斑蒂喀黛（Banteay 

Kdei）、皇家浴池（Srah Srang）之间的路旁。 

巴肯山 

位置：通王城南门外西侧 

贴士：下午四点后买三天、七天的门票，即可进入景区（不另外

收费），绝大多数人都是选择去巴肯山看日落的。 

罗洛士建筑群 龙蟠水池 

豆蔻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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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边  Phnom Penh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地 

区 

速 

写 

金边（Phnom Penh），柬埔寨首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金边共有 7 个区，4 个区在市中心，3 个区在郊区。 

“金边”原为柬埔寨高棉语的“百囊奔”。“百囊”之意为“山”，“奔”是人的姓氏，“百囊”和“奔”合在一起，就是

“奔夫人山”。据史书记载，公元 1372 年，柬埔寨发生大水灾。在柬埔寨首都河岸的一座山岗上，住着一位姓奔的夫人。

一天清晨，她到河边提水时，发现滚滚的河中漂来一棵大树，树洞里露出金光闪闪的佛像。她立即叫来几个妇女，把树

从河中打捞上来，发现树洞里有 4 尊铜像和 1 尊石佛像。奔夫人是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这是天赐之物，于是她和其他妇

女便把佛像洗刷干净，隆重地将这些佛像迎回家中供奉起来。后来，她和邻居们在她房前堆起一座小山，并在山顶上修

建了一座佛寺，将这 5 尊佛像供奉在里面。后人为纪念这位奔夫人，就将这座山命名为“百囊奔”，即奔夫人之山的意

思。当时华侨称“金奔”。在广东话里，“奔”和“边”发音十分接近，久而久之，金奔在华语中演变成“金边”，一直

沿用至今。 

金边是一座古都。1431 年，暹罗入侵高棉，由于不堪忍受侵犯，高棉国王蓬里阿 ·亚特于 1434 年将首都从吴哥迁往金

边。定都金边后，他修筑了王宫，建了 6 座佛寺，加高了塔子山，填平了洼地，开挖了运河，使金边城初具规模。1497

年，由于王室闹分裂，当时的国王又迁出金边。1867 年，诺罗敦国王再次迁都金边。 

金边以王宫和波列莫罗科特佛塔为中心。东边的皇城包括王宫、皇家博物馆、皇家花园和国家博物馆等建筑。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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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交通 

 

 

 

 

 

 外部交通   

航空 
国内游客可由北京、上海、广州、香港飞往金边。金边也有飞往

东南亚各大城市的航班，可把柬埔寨作为东南亚旅行的第一站。，

柬埔寨国内航班价格稍高，并且不一定舒服、省时、不推荐。另

外在金边和暹粒之间每天都有很多航班，价格在 60 美元左右，

飞行在 45 分钟左右。 

金边国际机场距离市区约 8 公里，从机场到市区没有大巴，出

租车车费在 7 美元，机场外的出租车可能便宜一点。如果由旅

馆叫车到机场，只要 4 美元左右。 

机场离境税：国际 25 美元，国内 6 美元。 

另外在机场问讯处可以得到免费的金边 3D 英文版地图和导游手

册。 

铁路 
金边有通波贝（泰柬边境）和西哈努克港的铁路，速度慢且车况

很不好，不推荐。 

公路 
长途汽车站：位于中央市场的东北方，对面是加油站，有很多辆

大巴停靠在那里。这里有去柬埔寨大多省市的班车，如暹粒、西

哈努克港、磅清扬、鸟栋、磅湛。还有到越南胡志明市的国际班

车。 

金边-暹粒：路况还可以，空调大巴车程约 5-6 小时，雨季比

旱季时间长。票价从 5-10 美元价格不等，车况以及服务有所

差异。 

金边-西哈努克港：路况良好，车程在 4 小时左右，票价在 6-8

美元。 

金边-胡志明市：边境换车，越南段比柬埔寨段路况、车况很

好。全程约 9 小时，票价在 8 美元左右。多数 Guest House

都可以代为订票，或者本身即经营旅游客运业务。其中比较著

名的是 Capital GH。 

 

 内部交通   

出租车 

摩托车：无论远近，都是 1 美元，可用瑞尔还价，价格接近人

力三轮车，晚上价格会稍贵一点。包车在 10 美元左右。 

出租车：这里的出租车较少而且不打表，基本在 1 美元 1 公

里左右，去机场在 5-6 美元左右。 

人力三轮车 
带凉棚，一般可以坐两个人。在市内 1500-2000 瑞尔左右。 

自行车 
Guest House 一般都有自行车出租，1 美元 1 天。租车前请

仔细询问好出租要求。 

汽车租赁 
小汽车包车（包含司机费用）约 30 美元。实际上是景点距离

都不远，没有必要包车前往的。租 100cc 的摩托车是 3-4 美

元一天，250cc 的摩托车是 7-8 美元一天，但是需要你随时注

意、严加看管，防止被偷，这里是没有保险公司的；一旦出现

丢失现象，需要你全额赔偿损失。 

 

提示 除了几条主要大街外，金边的街道都以数字命名，奇

数是南北方向的，自东向西排列；偶数是东西向的，自北向南

排列。看到街名就知道大概方位，学会用高棉语说数字就能问

路，对外国人来说很方便。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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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景点导览 
高棉传统风格与宗教色彩的结合  

 

建造于 1866~1870 年。建筑极富高棉传统风格和宗教色彩，多为黄、

白两色。黄色代表佛教，白色代表婆罗门教，所以看上去金灿灿的。

从空中鸟瞰，皇宫一片金山灿烂，格外引人瞩目，建筑群外有成垛

形的黄墙环绕，有金殿，曾查雅展等大小建筑 20 多座。 

回廊的墙壁上绘有历代王朝功绩和宗教故事的壁画，也是重要文物，

并陈列着外国国家元首送的礼品。参观王宫有时间限制，而且着装

必须整洁。黄昏王宫广场上人很多，既有纳凉的本地人和僧侣，也

有天南海北的游客。皇宫内还有银阁寺和拿破仓三世博物馆，现对

游客开放前面部分，后花园不对外开放。 

 

 

 

 记载柬埔寨历史的地方  

 

建于 1913 年，目前馆内收藏有 4~10 世纪、吴哥王朝等时期的手

工艺品及雕刻艺术品，数幅法国摄影师拍摄的吴哥照片，以及很多

吴哥窟雕像的真品。博物馆是开放式设计，十分美观，异国味十足。

中间建有一座小亭，供奉了一尊佛像，周围有四个人造荷花池，以

草圃及长凳相间，有如一道道隔音墙，阻隔了馆外闹市的喧嚣，任

凭游人静静游赏。 

 

金边的象征寺  

 

门票：1 美元 

交通：金边市区的东北部，第 96 街与诺罗敦大道交界处。 

塔山是金边的发祥地，高约百米，山顶供有“奔”（金边的英

文单词 penh）夫人之像，是金边的象征之一。站在塔上可俯

瞰整个金边市。塔山的传说：相传一名叫“奔”的女子拾到一

尊因发大水顺湄公河漂流至此的佛像，筑小山上修庙供奉，并

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城镇。15 世纪国家的首都由吴哥迁到此地。 

金边王宫 

门票：25000 瑞尔 

开放时间：8:00~11:30，14:00~17:00 

交通：位于洞里萨河边，索帝罗亲王大道上，184 街和 240 街

之间，可步行前往 

贴士：参观王宫着装必须整洁。室内禁止拍摄 

国家博物馆 

门票：3 美元 

开放时间：8:00~11:30，14:00~17:00 

交通：位于 178 街交界处，王宫北面，可步行前往 

塔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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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历史上的 S-21 监狱  

 

监狱博物馆的游览发人深省，这里原本是一座高中学校，波布

时期被用作关押犯人的集中营，也叫 S-21 监狱。这里曾经囚

禁了 17000 多名知识分子、贫民及妇孺、每天被折磨死的人不

计其数，知道 1979 年横山林政权攻入金边，这座集中营只剩

下 14 具尸体和 7 名幸存者。馆内展出的刑具和介绍令人毛骨

悚然。另外每天上午 10 点和下午 3 点都有文献记录片播映。 

 

红色高棉的集中营  

 

位于金边南郊，曾经是红色高棉的集中营 1975 年，波尔布特

领导的红色高棉攻克金边夺得政权，此后的三年间，柬埔寨数

去了他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在这里的多是来自 S-21 监狱的

犯人，包括老少婴儿。到目前为止在杀人场挖掘出来的尸体就

有 9000 多具，有 10 多处"埋尸坑"，所以此处又被称作万人冢。 

1988 年，政府在此修建了一座佛塔，用来安放从坟冢里挖掘出

来的尸体，用来祭奠无辜的亡灵。 

 

 

柬埔寨的“西湖”  

 

 

 

 

 

 

 

 

 

万古湖之于金边，就如西湖之于杭州。它与喧嚣的城市保持着

微妙的距离，既没有沾染城市的浮躁，又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

不管对当地人来说还是对旅行者来说，到这个宛如世外桃源的

湖边坐坐，看看日出日落都是放松身心的一剂良药。 

交通：从市中心搭摩托车 1000 瑞尔左右 

 
万谷湖东岸有许多面向湖水的旅馆，虽然房价比较贵，如果经

费不是太紧张还是推荐一住——至少在湖边餐厅吃一顿晚餐，

喝一杯鲜榨果汁，这是柬埔寨之行难得的休闲时刻 
 
附近住宿推荐  

围绕万谷湖周围有不少环境极佳的旅馆，他们的旅馆用木桩架

在水面上，如同泰国 Ko Pha-Ngan（帕甘岛）。  

Floating Island（漂浮的岛）：US$5-10/间。楼上有面向湖景

的房间，可以轻松的享受到阳光和新鲜空气，这里的露台是全

城最通风的，还有双层酒吧，可以边品着饮料边欣赏落日。  

Simon’s II Guest House：US$10-15/间。整个别墅像个巨

大的婚礼蛋糕，这里的房间是整个万谷湖最时髦的，包括卫星

电视和热水淋浴。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监狱博物馆 

门票：2 美元 

开放时间：8:00~17:30 

交通：从皇宫坐车前往需 10~15 分钟或者参加旅馆的杀

人场半日游，回程中途在监狱博物馆下车 

杀人场 

门票：2 美元 

开放时间：7:00~17:30 

交通：需要包车前往，摩托车 4 美元，车程约 30 分钟。 

万谷湖 

独立纪念碑 

是为纪念 1953 年 11 月 9 日柬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

得完全独立而建。1958 年 3 月落成，高 37 米，共 7

层，上有蛇神（柬文化象征）100 条。每年独立节时，

柬国王或国王代表都在此举行隆重的庆典。来访的外国

元首也多到这里献花圈。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柬埔寨  
 

                          21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金边*美食 
金边的餐饮业比较发达，且非常国际化，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

人经营各种风味的饭店。除了正宗的高棉食物，你还可以领略

到各国美味菜肴，甚至非常正宗的中国川菜，这是少数在外国

还能保持中国本土风味的地方。这里的高棉风味餐厅一般都有

AngkorBeer（吴哥啤酒）的标志。 

 

 

 

 

 

 

 

 

 

 

 

 

亚洲菜肴（金边） 
BailCafe 
是家露天餐厅，在大嚼花生酱烤鸡或其他辛辣的印尼菜肴时，

还可以欣赏洞里萨河的景色，对于素食者来说，这里有很多种

豆腐菜肴可选择。 

BoatNoodleRestaurant 
这家新餐馆绿树成荫，同样是美味无比的泰国菜肴，价格也没

的说。如果人多，服务就会慢一些。 

Wah Kee Restaurant 
这家中国餐厅营业到半夜，其正宗的中国菜肴完全可以满足你

吃宵夜的欲望。这里的香辣牛肉铁板灯烧和麻婆豆腐可以挑战

拉的顶点。 

 

 

高棉菜肴（金边） 
每天晚上，分布在城市个角落的高棉餐厅都亮起如同灯塔一样

的吴哥啤酒标志，召唤者当地人前来享用美味和啤酒。留意那

些闪亮的标志，食物很美味，气氛很热烈。通常一餐需要花费

4000 到 5000 瑞尔。 

Dararasmey Restartant 
这里的汤很出名，还有烧烤，你可以在架子上自己烤肉或海鲜，

每晚这里都挤满了当地人。 

Khmer Borane Restartant 
就坐落在河岸边，距离皇宫很近，这里提供的古老的皇家菜色

可能是全城最好的，传统的高棉菜肴如棕榈糖鱼、柚子沙拉或

煸炒牛肉，会让你马上就领略到高棉烹调水准，完全可以和邻

国一比高低。 

                                                    

金边*住宿  

金边的旅游住宿很发达，无论你想住上百美元一间的五星型酒

店，还是只想花上两三美元过一夜，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星级酒店集中在中央市场和河边一带，二星级约 15-20 美元。 

万谷湖东岸有一排湖景旅馆，找上一家看看日落绝对不会让你

失望。价格比河边同档次的旅游稍高。 

象漂浮的岛（Floating Island），楼上有面向湖景的房间和露

台，可以享受到新鲜的的阳光和空气，还有双层吧，可以边品

着奶茶边欣赏日落，房价在 5-10 美元之间。 

第九旅馆(Number 9 Guest House)这家较早的旅游有 50 多

间客房，整个旅馆傍水而居，旅馆内到处都是买茂盛盆景；房

价在 6-10 美元左右。 

Cozyna Hotel：在皇宫边上，正对着洞里萨河。房间小小的，

标间有空调、热水、独立洗手间，约 20 美元左右。 

Indochine Hotel：在河边，很多老外入住的。标间有空调、

热水、独立卫生间，约 15 美元。 

Tonle sap Hotel：在码头边上，老房子改建的，标间有空调、

热水、空调、独立洗手间，约 15 美元。 

Lyon Dor GH：110 街 Riverhouse 餐厅旁边，条件一般，标

间有空调、公用卫生间、冷水，约 8 美元。独立洗手间、热水

约 12 美元。 

Sunday GH：老板会讲普通话，房间干净整洁，单间和二楼的

标间有空调、热水、独立洗手间，约 9 美元；3 楼的标间约 10

美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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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 Sihanoukville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地 

区 

速 

写 

位于柬埔寨巡按海岸线上的西哈努克，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西哈努克城建立于 1950 年以后，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

和柬埔寨其他城市相比更为现代。战乱时期西哈努克港曾改名为磅逊港，90 年代又恢复了西哈努克港的名字，很多人

简称它为西港。 

这座城市最诱人之处就在于白沙炫目、海水湛蓝、一望无际的海滩。走出暹粒的前年迷城，再来到西哈努克港的沙滩上

度过休闲假日，饱餐现烤的大鱼虾，看着海滩边玩耍嬉戏的小孩，柬埔寨之旅可称得上完美。 

西哈努克港（Sihanoukville），原名磅逊（KampongSom），是柬埔寨的一个港口城市；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繁忙的

海岸港口，也是柬埔寨国内比较重要的旅游城市，位于柬埔寨西南沿海。该市于 50 年代末才开始发展。至今，这里的

主要的 4 个海滩 SokhaBeach、OchheutealBeach、IndependenceBeach、VictoryBeach 还没有被高度开发，保持

着自然风貌。每年会有一定数量的游客来这里享受阳光海滩，体验平静的休闲时光。 

其他著名景点：科库特海滩、索卡海滩、独立海滩、胜利海滩、竹岛、(Kampot Resort)：位于西哈努克市东南面 1 小

时车程处，该地建筑极富法国风格。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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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交通 
 轮渡 

正午有船开往戈公。这些快船是为河上航行设计的，

所以遇上大风就会十分颠簸。如果陆路维持现状，则

可以扬长避短，在雨季走水路，旱季走陆路，避免晕

船。 
 

 

 内部交通   

公交线路 
Capitol Tour、GST、Hour Lean 和金边公共交通公

司（PPPT）每天有无数车次由它们设在本城的办事处

发往金边（4 小时）。PPPT 和几家旅馆还有小型公共

汽车发往戈公市（US$13）。 

摩托车租赁 
这里的摩托车司机以漫天要价而闻名，所以务必预先

谈好价钱。晚上的价格差不多要贵一倍。    

很多旅馆和餐馆以每天 3 美元的价格出租 100cc 的

摩托车。GST(tel：933826；Ph Ekareach)出租的车

较新，价格是每天 4 美元 ,另外有大一些的 250cc 山

地车，价格是每天 7 美元，坐上它去波哥国家公园很

合适。 

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通往金边的 4 号国道（NH4）繁忙、乏味而且危险，

所以不推荐骑摩托车。不过摩托车在游览贡布、白马

和波哥时就派得上用场了。    

从市中心的新出租车停车场前往金边（10 000r，4

小时）和贡布（8000r，2 小时）的出租车很挤，坐

公共汽车去首都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骑自行车到处走走十分惬意，也有利于环保，有的旅

馆就提供自行车租赁，价格是每天 US$1 到 US$2。 

 外部交通   

公路 
金边至西哈努克约 230 公里，和金边到暹粒的公路相比，路况算是相当

不错。目前有几家运输公司营运这条线路，如湄公快线、豪华云顶和 GST。

湄公快线的车况较好，车上为客人准备了水和点心，车站位于欧亚市场

旁。另外两家在金边中央市场旁上车，车程约 3-4 小时，价格约 4-7 美

元。 

从这里可以过境去泰国。可以搭乘 PPPT 公司的车型戈公市（13 美元），

然后从戈公市出租车；约 80 泰铢，经过一座新修建的桥梁可以到达边境。

步行跨过边境，那里有小型公共汽车（100 泰铢，1 小时）到 Trat，然

后可以转车去曼谷。 

金边往西哈努克的汽车，有早班和中班，无晚班；达到在中午或者晚上。

西哈努克会金边也是一样。早班时间在 7：30 和 8：30；中午时间在

12：30 和 2：00 左右。班车时间和旅行时间的安排，各位需要重点关注。

由于往来西哈努克需要 2 个半天的时间，并且没有飞机可以选择，所以

各位在行程安排上需要做出判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暹粒到西港必

须经过金边转车，分别是 6 小时和 4.5 小时，也就是单程需要花费一整

天的时间。 

航空 
有东南亚最大国际机场之一的波成东机场，距港口约 250km。位于港市

之西北，临泰国湾。该国西南部磅逊湾南口东岸。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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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景点导览  

西哈努克看日落最好的地方  

 

胜利海滩超过 2 公里长，被礁石和小山分成两段。其北段有大货船

来来往往，这里游客很多，是西哈努克看日落最好的地方，南段又

称夏威夷海滩、国王海滩，可以在此租船出海。 

住在胜利海滩旁边的 GH，闻着海风，听着浪涛的轻唱。早晨穿着拖

鞋出门，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看到海了。这个海滩游人稀少，不会有

人来做生意，也不会有人来自认是躺椅的主人。旁边有工人搭建木

棚，也有孩子在玩沙滩排球，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发发呆，吹吹海风，

享受热带的阳光浴。 

这里早晨的阳光有温暖转成灼热，到了傍晚又由炎热转为温柔。太

阳未下山，船只就开始陆续入港，夕阳慢慢在海的尽头沉睡下去，

所有的人都对着那轮美丽的元日行注目礼。 

 

 

西哈努克最著名的海滩  

 

索卡海滩是西哈努克最著名的海滩，绵延 1 公里，有着洁白的沙滩

和平缓的海底，非常的安静。但现在整个索卡海滩都被气派的 Sokha 

Resort Hotel 买下了，并把海滩最精华的部分画地为牢，规定只有

宾馆的住客或者餐厅消费者才可以进入。 

贴士：沿着 Ochheuteal 海滩向右（西北方向）走约一个半小时，穿

过一大片乱石滩便能看到索卡海滩了。另外就算你是不住客，但只

要你点一杯饮料就算是消费者了。 

 

 

奥彻迭海滩 
Ochheuteal 海滩狭长，沙质细白，比胜利海滩更为休闲。附近有餐

馆、酒吧，沿岸排列着草编遮阳伞和可租借的沙滩椅供度假的游客

使用。有些酒吧还可以免费住宿，不过条件很简陋。 

圣米歇尔天主教堂 
圣米歇尔天主教堂位于 Boray Kamakor 路和 Kampuchea-Soviet 

Mittapheap 路的交界处。建于 1962 年，为当地的天主教。1975-79

年成了一座监狱，1979 年后作为一个仓库，直到 1993 年才重新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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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海滩 

交通：可以搭乘摩托车去海边，在出发前讲好价格；租

摩托车约 4 美元一天；租小车约 20 美元一天。 

美食：胜利海滩附近有很多餐馆，一般 3-4 美元已经很

好了。 

索卡海滩 

旅游指南 
1．隆三龙岛：距市区 3 公里，有 4 处海滩，空气清新

无污染，可潜水、进行日光浴，是理想的度假地。    

2．贡布海滨度假地(Kampot Resort)：位于西哈努克

市东南面 1 小时车程处，该地建筑极富法国风格。   

3．波科山避暑胜地(Mt．Bokor)：是柬埔寨的国家森

林公园，这里植被茂盛，瀑布飞泻，环境清幽。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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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与离开 
 航  空    

柬埔寨有两个国际机场--金边（Phnom Penh）和暹粒（Siem 

Reap 读音“先粒”）国际机场。目前从中国直接去柬埔寨须

搭乘飞机，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昆明都有直飞柬埔寨的

航班。你也可以选择在曼谷（bangkok,泰国）、胡志明市（Ho 

Chi Ming City，越南）、普吉（Phuket，泰国）、新加坡、万

象（vientiane，老挝）等地转机到柬埔寨。 

游客可以搭乘飞机往返于柬埔寨境内，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柬埔寨境内信誉较好的公司有往返于金边（Phnom Penh）和

暹粒（Siem Reap）的吴哥航空公司和暹粒航空公司。还有往

返于邦隆（Ban Lung）和金边、暹粒和西哈努克城的 PMT 航

空公司。 

 

 渡  船    

游客可以选择渡船游览柬埔寨，最推荐的路线是暹粒与马德望

（Battambang）之间。不过渡船行驶缓慢，而且通常价格比

较高。 

 

 公共汽车    

柬埔寨并没有本地运输网，只有金边附近有几条线路，但是相

较于以前已经改善了不少，长途汽车现在已经可以到达前所未

到的地方。公共汽车需要提前预定，游客一般在酒店前台预定

就可以了。 

 

 摩托车    

摩托车是在柬埔寨游玩的一种快捷的方式，根据地方和距离的

不同，价格一般是 1000 瑞尔到 4000 瑞尔。请记得在上车前

讨价还价。 

如果你想到一些交通稀少的道路探险，你可以选择租一辆当地

的摩托车，在金边租 100cc 的摩托车每天大约需要 3 美元，而

租 255cc 的越野车每天大约为 7 美元。在其他省份的价格租

100cc 的摩托车每天大约需要五美元。但是游客请特别注意，

在柬埔寨乘坐摩托车时，请记得从摩托左边下车。 

 人力三轮车    

在城市的路边到处可以看到这种交通工具，在你乘坐的过程中

可以欣赏当地风景，而且价格很便宜，游客在上车前请记得讨

价还价。 

 共 乘 出 租 车 、皮 卡 车 和 小 型 公 共 汽 车    

道路加宽，路况改善大大促进了柬埔寨的公共汽车运输，但小

型公共汽车、共乘出租车的皮卡车依然是承载不想拥挤的人的

主力。 

皮卡车主要在各省路况极差的公路上运营，尽量挤到有空调的

驾驶室内，除非你想在车后厢内享受日光浴和满嘴尘灰。皮卡

车直到挤到很满时才会出发。共乘出租车要快多了，这些年也

在旱季的时候往返于同样颠簸不堪的路上。不过你可以多支付

一个座位的加钱，这样可以舒适一点。 

建议安排皮卡车和共乘出租车，这要比通过旅馆联系便宜多了，

砍价是要耐心的，以确保价格公道。 

另外旅行社可以帮你安排车和司机。很据不同的目的地，价格

不等。如果是雨季路途会很泥泞，那么租用一辆四轮驱动车加

上司机价格也不贵。 

柬埔寨的出租车都不打表的，只除了首都的两三辆。 

小型公共汽车通常行驶在柏油公路上，是最廉价的，也是最拥

挤的交通工具。虽然小型公共汽车不会帮你省多少钱，但一般

比其他交通班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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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柬埔寨的许多景点虽然颇受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其旅游住

宿接待能力较弱，在这里，能够达到国际水平的酒店并不多，

而且设施较好的酒店主要集中在首都金边。在其它的省区，

若想找到好住宿条件好的酒店则不是那么容易。 

在柬埔寨，一般二星级以上的宾馆标间都会提供全天候的热

水供应，还有彩电、冰箱、空调等基本设施，有的还装有电

话，不过没有热水供应的房间会比较便宜。柬埔寨的招待所，

一般没有空调，配的是电扇，使用公共浴室和公共卫生间。 

柬埔寨的旅馆主要分为两大类： 

1、设施较好的 Hotel（宾馆、饭店）：其标间的价格在$15

－$80 不等，总体来说，比较实惠。 

2、设施一般的 Guesthouse（招待所）：有单人间、双人间

和多人大房间等房型，价格在$1－$5 不等。 

 

金边住宿 
这是柬埔寨住宿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集中地，各种档次和价位的都具备，能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住宿设施完善的星级酒店主要

集中在中央市场和河边一带，一般二星级的酒店价格在 15-20 美元之间，设施也相当的不错，有的还配有游泳池。 

在河边有许多 Guest House（招待所），根据屋内设备不同，人均费用 3-8 美元不等。很多招待所还可以代买车船票、代订旅馆、

代租车，甚至代办签证。 

在著名的万谷湖景点东面还有一排湖景旅馆，有几家旅馆是观赏日落的佳地，旅客可得好好的选选。 

Number 9 Guesthouse 

它是最早的一家湖滨旅馆，如今仍然很受欢迎，有茂盛的植物

和摇晃的吊床。旅馆有 50 多间房间，但是因为有的房间比较

简陋，因此可供选择的范围有限。 

价位：3~8 美元 

 

Grand View Guesthouse 

泰国风情与越南风格在这里融为一体，西贡风格的瘦高建筑内

全是方方正正的曼谷风格房间。上面几层的楼梯真的很难爬，

可湖景确是无与伦比。 

价位：4~10 美元 

 

Sky Park Guesthouse 

一家新型小旅馆，整洁舒适，价格合理。空调房间起价 10 美

元，所有房间都提供有线电视和热水，还有一部电梯。 

价位：6~20 美元 

Capitol Guesthouse 

这是市区内的老字号旅馆，拥有几栋楼，房间性价比不错，咖

啡店生意红火，可以提供旅游信息。 

价位：3~16 美元 

 

Okay Guesthouse 

因其广受欢迎的餐馆、迷人的花园、宽敞的房间和 Boeng Kak

边极佳的背包族氛围，Okay Guesthouse 名副其实，的确很

OK。普通房间公共浴室，高级房间有空调、电视和热水。 

价位：2~15 美元 

Hop&Anchor 

不要被它的英国酒吧形象所迷惑，这家旅馆包括楼上全都拥有

欧洲般的舒适感，房间设计细致，卫生间装饰华丽。在楼下充

满诱惑的酒吧里还有一个台球桌。 

价位：25~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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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住宿 
也有一些奢华的高级酒店，价格非常的贵。而实惠的招待所主要集中在老市场（Old Market）周围和洞里萨湖边，这两地的住宿各

具特色，交通便利，双人房从 6 美元到 20 美元都有，住在湖边则可以观赏到迷人的风景，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相对来说，洞里萨湖边的住宿环境要比老市场周边的好，双人房间每晚 20 美元左右，有单独卫生间，供应热水，电视、空调、冰箱

等设施俱全。早上可以看日出，晚上的夜景也不错。 

Garden Village 

这家布局杂乱的旅馆提供市区内最便宜的床位；有八个床位的

宿舍房和每天收费 3 美元带有公共卫生间的小房间可供选择。

便宜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只需 0.5 美元就可以在顶层酒吧畅饮

一杯啤酒。 

价位：3~12 美元 

 

Earthwalkers 

这是市区内首家针对背包族旅行者的青年旅舍，当年因为拥有

个性化“脚印”游泳池而声名大噪。宿舍包含早餐，配有风扇

或空调的房间同样适合所有手头不宽裕的人。有个人气旺盛的

酒吧餐厅，另外还提供大量旅游信息。 

价位：9 美元起价 

 

Steung Siem Reap Hotel 

这家旅馆与附近老市场的法国殖民气氛非常协调，房间内有很

高的天花板、百叶窗、锻铁阳台。三星级房间都有精美的木装

饰。旅馆位置优越，无与伦比。 

价位：70 美元起价 

Gold Temple Villa 

很多旅行者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自然朴素的装饰和好玩有趣

的景色。房间屠城鲜艳活泼的颜色，提供有线电视。这栋现代

别墅周围有一个绿意盎然的花园，楼下有一家酒吧餐馆。可以

免费上网。 

价位：8~30 美元 

 

The River Garden 

这家木结构旅馆坐落在迷人的花园中央，提供少量很有气氛的

房间。部分房间拥有大阳台和大浴缸。可在游泳池旁放松休息，

沉静在冰激凌自助餐厅中，或者和厨师们在突突车里上烹饪课。 

价位：44~66 美元 

 

La Residence d’Angkor 

这里开敞式全木质结构的房间是市区内最吸引人的房间，而且

配有可与爵士浴缸相媲美的超大浴缸。穿过布置精美的前台即

可来到迷人的游泳池跟前，那里是饮酒的好地方。 

价位：190 美元起价 

地址：Stung Siem Reap St 

 

西哈努克住宿 
也拥有各种档次的住宿，特别是在 Ochheuteal 沙滩，旅客可以寻找到市区最好的宾馆，房价需 20－50 美金/晚。而市区的招待所

则价格相对实惠，一般价位约 10-20 美金/晚，交通、饮食、购物都相对方便。廉价旅馆集中的区域在气象站山(Weather Station Hill)

和独立广场(Independence Square)附近，房价一般在 5－10 美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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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特色美食 
金边：挑战你的胃 
  无论美味的柬埔寨米饭、米线还是各类甜点、法国人留下的法式长棍，在金边的美食菜单里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最能让游客深

刻铭记的无疑是柬埔寨的炸昆虫。 

暹粒：古墓丽影鸡尾酒  
  Dead Fish Bones 是当地很有名的一间酒吧，就位于中央市场的主干道上，卡通鱼骨头的霓虹灯广告牌十分醒目。酒吧的内部

像是一座半露天的厂房建筑，挑高的空间被建成错落有致的复式结构，很有设计感。除了喝酒，在这里还能买到各种印有鱼骨头图

案的别致纪念品。 

  不可错过的还有位于中央市场北侧的 Red Piano 餐厅，当年拍摄《古墓丽影》的时候，女主角安吉利娜•朱莉曾经是这里的常

客，由此店里还特别推出了一种名为“古墓丽影” 的鸡尾酒，颇受游客追捧。 

西哈努克：海鲜地带 
  位于柬埔寨西南海岸线上的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就是觉得的海港。这座城市最诱人之处在于白沙眩目、海水湛蓝的海

滩。走出暹粒的千年迷城，再来到西哈努克港的沙滩上度过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推荐餐厅   

亚洲菜肴 

BailCafe 

是家露天餐厅，在大嚼花生酱烤鸡或其他辛辣的印尼菜肴时，还可以欣

赏洞里萨河的景色，对于素食者来说，这里有很多种豆腐菜肴可选择。 

BoatNoodleRestaurant 

这家新餐馆绿树成荫，同样是美味无比的泰国菜肴，价格也没的说。如

果人多，服务就会慢一些。 

Wah Kee Restaurant 

这家中国餐厅营业到半夜，其正宗的中国菜肴完全可以满足你吃宵夜的

欲望。这里的香辣牛肉铁板灯烧和麻婆豆腐可以挑战拉的顶点。 

高棉菜肴（金边） 

每天晚上，分布在城市个角落的高棉餐厅都亮起如同灯塔一样的吴哥啤

酒标志，召唤者当地人前来享用美味和啤酒。留意那些闪亮的标志，食

物很美味，气氛很热烈。通常一餐需要花费 4000 到 5000 瑞尔。 

Dararasmey Restartant 

这里的汤很出名，还有烧烤，你可以在架子上自己烤肉或海鲜，每晚这

里都挤满了当地人。 

Khmer Borane Restartant 

就坐落在河岸边，距离皇宫很近，这里提供的古老的皇家菜色可能是全

城最好的，传统的高棉菜肴如棕榈糖鱼、柚子沙拉或煸炒牛肉，会让你

马上就领略到高棉烹调水准，完全可以和邻国一比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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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南亚一带游玩最大的好处是能吃

到很多平时很少见的水果，这是我最向

往的，但我也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中途站

竟然还有各种油炸类的昆虫也是当地

的美味。当小许把一只油炸过的很完整

的蟋蟀放在我眼前还说真的很好吃的

时候，我就那么张大了嘴巴看着小许把

一只完整的蟋蟀放进嘴里开始咀嚼而

忘记了自己的形象。 

    ——随心飘飞（《飘飞在柬埔寨》） 

看 看 网 友 @随 心 飘 飞 在 柬 埔
寨 发 现 了 哪 些 好 吃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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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游记攻略  

 【柬埔寨】告别吴哥 
2011-12-5   作者：展辰 

车向东驶，告别吴哥，告别辉煌而遥远的“过去式”，回到活生生的“现在进行时”。再次

感谢芳姐送我的《五月盛放》。也许，这场“吴哥盛宴”太过庞大，只能打包回家，慢慢

的用心消化，或者封存为永久的记忆。我不懂佛，不懂历史，也不懂艺术……[查看全文] 

 精细华丽的柬金边王宫 
2011-6-11   作者：三色堇 

早就听说，柬埔寨金边王宫和泰国曼谷王宫齐名，金边王宫的建筑虽不如泰国王宫那

样雄伟壮丽，但比较精细华丽，环境也很幽静，这是到柬埔寨除了吴哥窟外，最不能

错过的名胜景观。 金边王宫，位于城内塔仔山公园东南约两公里处……[查看全文] 

 高棉的微笑—吴哥 
2009-6-18   作者：云中漫步 

很早就看过有关吴哥历史背景的一些资料和传说，一直有去吴哥窟看看的想法，最近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吴哥旅游的价格超级便宜，于是几天前跟几个朋友一

起去吴哥走了一趟。拍了不少照片，虽然是小数码，但还过得去吧……[查看全文] 

 

  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展辰、同程 COCU、走过大地、三色堇、云中漫步、东施、随心飘飞、
桃花岛主、林荫路、胡柚柚、楊船長走透透等的支持。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返回目录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78298.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8841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7209.html�

	目 录
	地区速写
	旅行工具箱
	旅游签证
	旅游游签证申请材料
	如何获得柬埔寨旅游签证

	护照
	如何办理护照

	通讯
	货币以及汇率
	邮政
	旅行便利签
	时差与货币
	通讯及费用
	民俗与禁忌
	气候与服装与生活
	其他注意事项


	印象柬埔寨
	攀登“天国的阶梯”膜拜“高棉的微笑”
	体验独一无二的“竹车”旅行
	在塔布隆寺当一回《古墓丽影》的女主角
	坐当地小三轮，体验当地人的热情
	暹粒密林中的绝唱古迹明珠女王宫
	在白马市的海滨小餐馆里吃海鲜

	景点导览
	暹粒
	地区速写暹粒
	暹粒交通
	暹粒旅游线路
	暹粒景点导览
	吴哥窑
	巴戒寺
	通王城
	女王宫
	崩密列
	塔布隆寺
	巴肯山
	罗洛士建筑群
	龙蟠水池
	豆蔻寺


	金边
	地去速写金边
	金边交通
	金边景点导览
	金边王宫
	国家博物馆
	塔山寺
	监狱博物馆
	杀人场
	万谷湖

	金边美食

	西哈努克
	地区速写
	西哈努克交通
	西哈努克景点导览
	奥彻迭海滩
	圣米歇尔天主教堂
	胜利海滩
	索卡海滩



	柬埔寨交通
	住 宿
	金边住宿
	暹粒住宿
	西哈努克住宿

	柬埔寨特色美食
	其他信息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权声明
	加入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