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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梅岛概况

　　苏梅岛位于泰国南部，由八十多个热带岛屿组成，面积247平方公里，是泰国的第三大岛。它

以细白如雪的沙滩和与世隔绝的自然美景而著名。20年前，苏梅岛还是一片基本与世隔绝的世外

桃源，没有游人来打搅这里茂密的椰树林和安静的小渔村。直到几个西方游客搭乘从曼谷来此运

椰子的木船，苏梅岛拥有美丽海滩的消息才不胫而走。 

　　尽管现在每天有十几个航班与曼谷、普吉和新加坡等地相连，也有大型的客轮穿梭往来，但

苏梅岛依然保存着一份独立于都市之外的原始风味。苏梅岛上海滩众多，处处水清沙白，景致迷

人。最热闹也最长的海滩要数查文（Chaweng）和拉迈（Lamai），都位于岛的东部。查文海滩绵

延6公里。这个月牙型的海滩被绿色的小山和礁石环绕，环境十分优美，也是岛上酒店和各种娱乐

设施最多的地方。拉迈海滩位于查文的南面，美丽的沙滩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礁石。这里虽

比查文略微清净，但也有不少娱乐设施。作为世界级的海滨度假胜地，苏梅岛上的水上运动也是

品种繁多。你可以潜水，潜泳，划独木舟，划水，甚至扬帆出海。在苏梅岛洋溢着热带风情的飞

机场附近有一座建在高台上的金色大佛像（Big Buddha）。佛像面朝绿色的小山，背对无边的大

海，是欣赏落日的好去处。在感慨苏梅岛海滩的美丽之余，也不要忘了去拜访郁郁葱葱的椰树园

，沉静的小渔村，美丽的瀑布和会摘椰子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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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的11月至次年4月，苏梅岛却有着温暖的海水以及和煦的阳光，特

别富有吸引力，是这里的最佳旅游时间。其实亚热带地区全年气温波动不大，海风凉爽宜人，和

国内一些夏天比较炎热的地区相比更为舒适。而不是旺季的5-10月很多酒店都有特惠价格，可能

比旺季便宜1/3以上。值得关注的是降雨和台风，7-9月大部分日子都会下雨，也是台风多发季节

，决定去苏梅之前要特别关注热带海洋风暴消息。在岛上也要留意天气变化，如果有大风就取消

潜水、出海等水上娱乐项目。

旅人提示：

苏梅岛各个海滩以及周边海岛的名称都有很多版本的翻译，例如chaweng海滩被翻译成为恰翁、查

文、差温、查武恩等等，大家请以英文为权威以方便查找到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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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的办理

　　中国公民到泰国旅游需要申请旅游签证（tourist visa），具体申请事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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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赴泰旅游,访友需办此类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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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2寸白底彩色照片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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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机票票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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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签证:签证费用 230 RMB

　　如交由旅行社负责统一办理，只需提供护照和照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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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驻华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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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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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567号晶彩世纪大厦15楼

　　电话：021-6288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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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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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兑换

　　泰国的货币为泰铢，兑换汇率约为 1人民币CNY=

4.7283泰铢THB，确切汇率请在出发前查询。 

兑 换：

1.最划算的办法是出行前在中国银行兑换，需要提前预约；

2.如果打算到当地兑换，最好先换成美元，汇率会比较划算。在泰国直接用人民币换泰铢，汇率

比较吃亏，比国内低很多；

3.到了当地在苏梅的东海岸和北海岸货币兑换都比较方便。多个银行和外汇交易点每天提供货币

兑换服务，且每隔一段就有ATM。可以在有银联标记的ATM上取款，直接按照当天汇率换算为泰

铢，需注意A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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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银行的取款手续费如下：

工商银行（牡丹借记卡）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的百分之1+2元（最低3元，最高52元）

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每笔12元+取款金额的百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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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每笔15元

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的百分之1+10元

招商银行（一卡通）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的百分之0.5（最低10元，最高25元）

交通银行（太平洋卡）取款金额折算成人民币百分之1+12元（最低15元，最高62元）

浦发银行（东方借记卡）每笔18元

华夏银行（华夏卡）每日前三笔取款不收取任何费用

希望这些可以给大家有所帮助，信息如有变动以银行最新标准为准！

   

3、通讯

　　如果感觉手机漫游费用太高的话，可使用当地的手机sim卡，能够节省不少话费。几乎在岛上

的每家便利店里都能买到sim卡。One Two卡比较贵，信号比较强。泰国较为通行的Happy卡，售

价199铢，其中含50铢话费，还可进行充值。拨打国内拨009+86+国内区号+固定电话，拨打国内手

机00986+手机号，收费大概7B/分钟左右，前面加拨009或008费用会便宜，当地的通话费用是第一

分钟1B，以后每分钟0.25B。此外，苏梅岛上还有不少手机店，都提供公用的手机，如果有事与国

内联系的话，也可临时租用一下。

   

4、必备物品

　　护照、现金、银联卡、信用卡、机票、相机、记事本、笔、蚊不叮、常用药品、短袖衣裤、

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泳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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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苏梅岛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1、在潜水圣地考个潜水执照

1) 考取潜水执照

　　这里是全世界发放潜水执照最多的地方。苏梅岛上的潜水学校多教授PADI课程，PADI即国

际专业潜水组织之一。苏梅岛考取PADI潜水执照的费用相对比较便宜，任何会游泳身体健康的人

通过一个4天的课程，完成相应的考试和4次船潜，便能拿到开放水域的潜水执照，可以潜到18米

。之后便有更多进一步的课程可供选择，比如能潜到30米的等等。一般学习潜水（考取潜水执照

）的费用都包含4天的食宿费用和学费、实地潜水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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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梅岛上大大小小的潜水学校林立，大小各有自己的好处，小的学校没有自己的船，但是可

能学生也就不那么多；大的潜水学校有自己的船，但是可能一个老师教的学生也会多。其中比较

大的有Planet Scuba、Big Easy等等。这些学校还提供多选择的潜水器具。

　　证书（正规的国际通用的潜水执照）是等课程结束后，潜水学校把你的个人资料交给PADI的

一个办事处或总部之类的地方，由那里审批后，再直接把证书寄给你，一般需要一个月到一个半

月时间。

 一些可参考的潜水学校：

苏梅国际潜水学校 Samui International Diving School & Planet Scuba

     这是一所国际级潜水学校，堪称为5星级的专业训练中心，可以提供最完整的PADI潜水

教育训练课程，让你可自由自在地尽情拥抱瑰丽的海洋奇观。

由于这里的教练只能用英语授课，所以去学习的话，最好是有一定的听力能力或者有本中文版本

的参考书。

学校网站：http://www.planet-scuba.net/

详细信息可洽询 Tel:(077)421056 。　

Crystal Dive Resort

这所学校位于龟岛，成立于1983年，提供最完整的PADI潜水教育训练课程。可通过电邮事先订房

和确定上课价格，否则去到再讲价钱就比较难了。学校的学费和住宿费用可以刷卡，但要收3％的

手续费。

学校网站：http://www.crystaldive.com/

苏梅岛潜水必知

１．海下的珊瑚岩很容易划伤手脚，一定要避而远之。

２．为了保持生态环境，泰国政府不容许从海中私自捞取海星、贝壳类、珊瑚类等海洋生物，所

以千万不要为了丰富自己的藏品而破坏这里的规矩哦！

３．虽说学潜水不需要会游泳也可以，但是建议学之前还是最好去游泳馆泡泡培养点水感水性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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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可以在真实水下训练不至于造成过分紧张，练练肺活量也是非常好的，可以帮助你水中的

技术实践不至于太吃力。

４．至于选择潜水学校，岛上各学校的教练还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风格都极其不一，潜水学校

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关键还是教练的选择。

５．出海潜水，会晕船的朋友要预先吃晕船药，而且潜水前吃饭不要太饱，以防呕吐。   

2) 体验潜水的乐趣

　　如果时间不够或者并没有打算考取潜水执照，只是打算简单的体验潜水的乐趣，欢快的跟小

鱼畅游一会儿，那就在岛上的酒店和到处可见的旅行社参加当地的潜水一日游，价格还是比较透

明的，依据潜水位置的不同，价格在3200-6200泰铢不等。

   

2、参加刺激的水上活动

　　查文海滩上有很多出租帆船、筏子和水橇的地方，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感受各种快乐的

水上运动，如果同行的人比较多，应该会更加热闹。

　　此外，苏梅岛每年都会举办著名的国际帆船赛。这场赛事从2001年开始举办，是Asian

Yachting Grand Prix Championships的决赛，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帆船爱好者前来竞技，由此可见苏

梅岛对水上运动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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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享受完美的泰式spa

　　泰式spa绝对是spa界的老大，名扬世界。既然来到了如此著名的spa圣地，一定要爽爽的享受

一下正宗的泰国水疗和马杀鸡。 在苏梅岛上做SPA是一种绝顶享受，单是环境这一项，就是城市

里的SPA完全不能比的。眼前是辽阔而平静的大海，空气中弥散着花的清香，脑海里是浪花舞动

的样子，身体完全浸泡在布满玫瑰花瓣的SPA池中；从SPA池子里面出来，趴到白沙滩上专门供做

SPA的床上，再来一次纯正的推油⋯⋯这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时间过得慢些、再慢一些，最好停

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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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店推荐：

ANANTARA SPA

　　苏梅岛最受欢迎的SPA店之一，整个主体以泰国的“大成王朝”为设计主题，紫红与褚红交

染出高高的城门，仿佛重返时光隧道。让你仿佛在古典及雅致中幸福相遇。它的接待室是开放的

泰式凉亭设计，位在莲花池的正中央，犹如一座漂浮在水上的莲花行宫，当您坐在沙发上享用迎

宾饮品时，刹时犹如化身为皇室贵族般，非常享受。

　　这里的疗程设计相当有特色，所有产品均采用英国ELEMIS品牌。在选定疗程后，会给您做一

个问卷，再依据个人的生活习惯，来决定按摩手法的轻重。更有趣的是您在调理房里换装完毕之

后，只需敲打一下桌上的铜锣，便是通知他们疗程开始了。

　　这里的调理房很私密，设有露天的浴室及淋浴间，并不会有密闭式的窒息感。

地址： 99/9 BO PHUT， SAMUI， SURATTHANI，84320 THAILAN

电话： 66-77-428300

交通：可乘坐当地特色交通tutu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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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学美味的泰式料理

　　泰餐在中国目前是得到了空前的推广，价格也是非常不亲民的说。爱吃泰国美食，那么进入

美食培训学校来学两招走呗，没准回家可以像《奋斗》里的华子开个泰餐馆，或者只是在招待朋

友亲人的时候露两手。 

可参考学校信息：

泰式菜肴烹饪技术学院

每天都有泰式烹饪班和泰式水果蔬菜雕花艺术课程。课程都是3-4小时，收费1850B。可以品尝自

己的作品，也可以邀请一位朋友一起品尝。

网站：www.sitca.net

电话：07741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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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梅岛：天然纯净
   

5、加入到最嗨的party里

　　

 

　　别说你不知道满月派对，那你就out了！ 在苏梅岛附近的帕岸岛COZY海滩，入夜时分，一轮

明月在海上升起，漆黑的小岛被月光照的像是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大酒吧里，挤满了光着上身的人

群，手上拿着啤酒，在月光和火把的照耀下，扭动着，摇摆着身躯，狂欢在月圆之夜的海滩。每

个人都陶醉在震撼的音乐节拍中，直到凌晨4,5点达到高潮，日出才结束。日出时可以看到沙滩上

横七竖八的趟着千姿百态的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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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梅岛：天然纯净
  

四、景区实用信息

   

1、海滩

查文海滩 Chaweng Beach

　　位于苏梅岛东海岸的查文海滩是一个长达7公里的新月型海滩，也是苏梅岛上最长、最热闹、

最负盛名的大海滩。由于海滩被各个酒店和度假村所占据，因此内陆一侧才是海滩路，路的对面

是酒吧、餐厅、商店和娱乐场所等。沿着海滩的道路有着众多的高级饭店、度假村、餐厅、潜水

学校、风格各异的酒吧、购物中心，是游客的集散地和夜生活的中心。

海滩上柔软的白沙滩和碧绿的大海相映，景色迷人。丰富的水上游乐设施随处可见，随风沉浮的

帆船、呼啸而过的水上摩托，以及可以现场租用潜水设备，都能让你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

　　海滩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可以品尝到传统的泰国菜和当地新鲜美味的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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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梅岛：天然纯净

交通：

从苏梅机场到查文海滩有小巴，明码标价，到海滩北部100泰铢/人，到海滩南部120泰铢/人。从轮

渡上岸地点那通码头到查文海滩Tu

Tu车（苏梅当地皮卡改装的类似小公共的车）可以到达，50泰株/人。

拉迈海滩　Lamai Beach

　　比起连绵不绝的查文海滩，位于苏梅岛东海岸的拉迈海滩只有短短的两公里，却也是观光客

喜爱的海滩之一。这里的海水透明纯净，接近椰林和香蕉园。相比查文海滩，周围环境比较安静

，有一种原始的味道。

　　不过到了晚上，这里的酒吧、餐厅和娱乐场所每家都放出诱惑的灯光，吸引游客的光顾。这

里还有一个博物馆、一个集市以及一些健身中心和潜水商店等。由于海水清澈，非常适合游泳和

海上活动。该海滩最著名的景观是阿公阿妈石，又称男人石（Hin Ta）和女人石（Hin

Yai），是由天然岩石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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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位于苏梅岛东海岸，查文海滩以南10公里，从查文海滩乘坐TuTu车10分钟可到，车费20泰株。

波菩海滩 Bophut Beach

　　位于苏梅岛北海岸，虽然海滩仅长两公里，但水清沙白，风景美丽。它也是岛上最古老的定

居点，以前曾是一个小渔村。这里是欣赏日落的最佳场所，找家海滨餐厅可以边品尝美味边欣赏

落日。

　　从波菩海滩往西走就是湄南村（Mae Nam），这是一座游客很少光顾的村子，村子的尽头是

一连串由巨大岩石构成的小海湾，这里是理想的浮潜场所，且游客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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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位于苏梅岛北部，大佛海滩的西边，从大佛海滩坐TuTu车只要10分钟，车费20泰株。

大佛海滩　Big Buddha Beach

　　位于苏梅岛北海岸，海水温和，风和日丽，适宜游泳和嬉水。大佛海滩的得名要归功于在旁

边一座小岛上有一座12米高的大佛像，它是苏梅岛的海上地标，同时也是帕雅寺的一部分。

大佛海滩同时还是苏梅岛的交通中心，机场就在附近，车程只要15分钟。而大佛海滩也有开往龟

岛的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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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位于苏梅岛机场附近，从机场坐车前往需15分钟。

   

2、瀑布

纳挽瀑布和欣拉瀑布 Na Muang & Hin Lat

　　欣拉瀑布位于西海岸4172号公路的尽头；纳挽瀑布分为两部分，均位于中南部的4169号公路

北侧几公里处。这是苏梅岛的几个瀑布中最著名和最壮观的两个。若要观其与众不同之处，最好

选择雨季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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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可以乘坐Tu Tu前往，如果追求舒适，可以搭计程车前往。

   

3、寺庙

帕雅寺Wat Phra Yai

 　　位于大佛海滩边的小岛上，是苏梅岛上出名地标和景点。寺庙内有一尊高12米的金色大佛

像，雄伟壮观，你从任何角度接近苏梅岛，都能一眼先看到这尊高大的佛像。通过大家的捐助，

现在已经填海开出一条路，直接与大佛海滩相连，可以驱车前往帕雅寺。

　　除了金佛，寺内还有神像和神话故事为主题的雕塑群。寺庙的周边是一个集市，售卖一些贝

壳类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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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同大佛海滩相连，可从大佛海滩驱车（5分钟）或步行（15分钟）前往。

门票：门票免费。

库拉母庙 Wat Khunaram

　　也称圆寂寺。这里供奉着一位苏梅岛最著名的木乃伊僧人的肉身。这位名为Loung Pordaeng 

的僧人为去世已25年的和尚，现已成为干尸，还保持死时盘腿打坐的姿态，寺庙就是为这位僧人

而建。今日他仍然以同一种姿态迎接世人，而他的肉身仍然保留得较为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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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该寺庙位于Hua Thanon 4169 环路和纳挽瀑布之间。可以乘坐Tu

Tu车前往，如果追求舒适，可以搭计程车前往。

 　　苏梅岛上还有很多寺庙，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去观赏，不过泰国寺庙的最佳欣赏地点是在

北部，南部还是以迷人海滩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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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梅岛：天然纯净
  

五、周边的迷人风光

   

1、龟岛 Ko Tao

　　因为外型类似一只乌龟，所以被称为龟岛。这个面积仅21平方公里的小岛栖息于一片珊瑚礁

上，岛上大部分是山区，只有30%的平地，却拥有泰国最好的水域。这里有极好的海水能见度、

繁茂美丽的珊瑚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并提供极佳的潜水环境，使这里成为泰国闻名遐迩的潜水和

浮潜胜地。在苏梅岛和龟岛上有超过40家潜水公司可以选择，浮潜的价格大约是800泰铢/次，十

次5500泰铢左右。四天的专业潜水证课程需要8000泰铢左右。清澈见底的海水和五颜六色的热带

鱼，会让你感觉走进了《海底总动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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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从苏梅岛到龟岛坐船2个小时，波菩码头和湄南码头都有渡船，往返价格在850泰铢左右，包括来

回的酒店接送。龟岛上的交通主要是tutu车，无论远近50泰铢/人。

   

2、帕岸岛Koh Phangan

　　是一个位于泰国东南方暹逻湾中的岛屿。它以满月派对而闻名全球，也是许多自助旅行者的

旅游点。每个月都有超过2万名年轻的背包客来到这里，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在又细又软的白沙

滩上尽情跳舞狂欢到第二天。当然，没有一颗强健的心脏是不能来这里的。这里的高科技电子舞

曲震耳欲聋，廉价的鸡尾酒装在铁桶里，一桶接一桶地卖给顾客。然而，帕岸岛并不只是荧光棒

和派对的代名词。

                                               28 / 56



�������

苏梅岛：天然纯净
　　从泰国著名旅游胜地苏梅岛出发，乘坐摆渡，只要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帕岸岛。岛上有茂密的

丛林和连绵的山峰，不过，最出名的还要数这里的沙滩，可以算是亚洲最好的沙滩之一。在这里

，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蜿蜒上升，穿过山上茂密的雨林后急转直下，把人们带到海边，在他们眼

前呈现的是一段未经开发、保持着纯净的海岸线。这段旅程并不轻松，但是，当你舒适地躺在沙

滩上、闭上眼睛时，旅程中的一切艰难与不适便马上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交通：

从苏梅岛波菩码头和湄南码头乘坐摆渡，只要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帕岸岛。

   

3、安通国家海洋公园 Ang Thong National Marine Park

　　安通群岛国家海洋公园于1980年11月12 日宣布成立，为第二个国家海洋群岛公园，由40 多个

小岛组成，是一处必游之地。它位于苏梅岛西北侧约30公里的地方，总面积约120平方公里，陆地

面积只有50平方公里。由42个大小不一的岛屿组成，主要有卧牛岛，慈母岛等等。

　　此海洋公园以往是海军禁地，但还是有百姓移民到岛上定居。乘船前往需要2个小时，公园景

色秀美，辽阔的大海和石灰岩的小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美丽的珊瑚礁和悠静的海湾都是

潜水、游泳和划船的好地方。绝对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才能游遍这里的各处景色。你也可以自己租

一条船，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漫游，但是价格不菲。   

　　公园中心设在瓦塔拉普岛（Wua Ta Lap

Island）上，那里有旅馆等住宿设施，需要住宿的旅客可以向曼谷的公园管理事务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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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前往安通海洋国家公园通常都在早上8点左右自苏梅那通码头出发，航程2个小时可抵达安通公园

的群岛，然后在瓦塔拉普岛或是Maw Ko上岸。回程一般在下午4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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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梅岛：天然纯净
  

六、餐饮

　　苏梅岛的餐厅鳞次栉比，无论是泰式料理、海鲜料理、各式的异国料理，创意料理也是琳琅

满目，绝对够你的味蕾大大满足。连街上的小贩，选择之多，味之美好，也是叫人大开眼界啊！

在苏梅岛有这么一种说法：只有吃不完的餐厅，没有吃不到的菜肴。岛上的食物物美价廉，除了

新鲜美味的海产品外，丰富多样的热带水果也是诱人垂涎。裹着甜麦皮的炸椰子丸和枣椰丸一定

要尝一尝哟！

   

1、特色食品

热带水果

　　泰国的热带水果分长年水果和季节性水果。长年水果有：香蕉、柑、橘、柚、西瓜、葡萄、

木瓜、椰子、凤梨、石榴、菠萝蜜等。季节性水果有：荔枝、龙眼、枣、芒果、榴莲、山竹、红

毛丹等，泰国有“水果王国”的美称，不少水果远销欧亚。

　　苏梅岛的椰子、榴莲和芒果都是不能错过的！泰国芒果滋味无穷，在三月到六月间大量上市

，它和中美洲及西印度群岛的芒果品种不同。榴莲上市的时间是每年的五月和八月，初尝者可能

不习惯它浓烈的气味，再尝保证钟爱不已。品种最著名的为“金枕头（Golden

Pillow）”。水果不能带出境，所以一定要在苏梅岛吃个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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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椰塔

　　烤椰塔是一种好吃的街头甜食,这种甜食是将浓稠的椰粉、米的粉末、鸡蛋和糖混合,然后放在

塑模的陶锅里煮,在泰国许多街上的摊贩都有卖。配上炒肉和米粉,或是一张卷着甜酱的薄煎饼或炒

得很酥的香蕉馅饼,都是令您食指大动的可口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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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椰子丸和枣椰丸

　　炸椰子丸和枣椰丸是爽口的饭后点心,经常用香蕉叶包起来,放在托盘上,增添甜食的美感,令垂

涎三尺。其它用糯米、椰汁、豆类、番瓜、地瓜等材料所烘制的不同糕点,也同样可口,非常受欢迎

。可以随时浏览一下街旁的各种小店，品尝一下由“路边摊”裹着甜麦皮的炸椰子丸和枣椰丸等

当地小吃。

                                               33 / 56



�������

苏梅岛：天然纯净

椰汁鸡汤

　　椰汁鸡汤（Tom Ka Gai）由椰奶为汤底，加入鸡肉，由浓郁的黄姜、香茅及柠檬叶香气提味

，有点微酸，但是口感清爽顺口，十分美味。

马散麻咖喱鸡

　　马散麻咖喱鸡（Massaman Curry）是苏梅岛家常咖喱的代表，有咖喱香料与椰奶、花生、月

桂叶、肉桂、雨露、棕榈糖、罗望子及肉类相互调和而成，咖喱汁浓且带甜味。

炸香蕉

　　炸香蕉是将香蕉剥皮，放在板上轻轻拍打，使成扁形，并在表面上抹一点盐，然后放在油锅

里炸，待表面变黄即捞出，外焦里嫩，呈咖啡色，果肉中的甜汁经油炸后溢于表面，给香蕉包上

一层糖米，吃起来酸甜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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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海鲜

　　烧烤海鲜品种不少，像蚝、圆贝、扇贝、虾、青口等等，都可共冶一炉。看着肥嘟嘟的蚝肉

、贝肉在炉火的热力下，慢慢溢出香喷喷的汁液，再加上“嘶嘶”的烤肉声，食欲马上被刺激起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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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炒稞条

　　泰式炒稞条（Pad Thai）是苏梅岛最具知名度的泰式面点，从大型餐厅到路边摊都能找到它的

身影。炒稞条以意面为主，搭配鱼露、酱油、海鲜及花生粉伴炒而成，在撒上新鲜豆芽、青菜等

，口味带些酸甜。

　　餐厅里的价格要50－100泰铢，而路边摊只要20－30泰铢。

荸荠糕

　　荸荠糕是一种椰子布丁，由粳米粉、木薯粉、荸荠、莲子、椰奶和糖做成，用蕉叶包裹，呈

雪白色的糕，吃起来滑腻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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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荐餐厅

　　苏梅岛的餐厅选择太多太多，豪华餐厅、露天大排档，哪种等级哪种风格都可以找到心仪的

，就不一一介绍了，既然是来到了泰国的美丽海岛，那么在此推荐几个主要经营泰式料理和海鲜

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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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档 Food Center

如果想一次性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话，就去Food Center，那里完全可以满足你选择和比较的需要。

各个大的海滩上都有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从昂贵的西餐到廉价的小吃，其中总有适合的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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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saba餐厅

Budsaba餐厅位于查文海滩，是岛上少见的泰式皇家料理，餐厅设计一边是深具摩登现代感，另一

边则是传统有特色的户外草亭，不同风情在这里融合。店里的菜口味偏淡，不像一般的南部泰国

菜辣得那么猛烈。荷叶炒饭是招牌菜，整个炒饭包在鲜绿的荷叶上，中间开一个小洞，里面的材

料有香肠、鸡肉、香菇及虾等。大家喜欢在户外的草亭上用餐，可以惬意的耗上一个下午，此外

桌上有个小摇铃，只要轻轻一摇，服务人员即前来服务，很有皇室般的尊荣感觉，晚上会在户外

表传统舞蹈。户外的蚊子是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营业时间：6:30-22:00

地址：100 Moo2 Chaweng Beach

人均消费：100-500泰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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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殿餐厅

一提到泰式料理及美殿餐厅（Montien House），马上伸出拇指说赞！这家餐厅走的是平民路线，

主菜虽然均在150泰铢以下，但是品质却一点也不含糊哦！喜欢吃炸的朋友，“Stuffed Chicken Wi

ngs”是不错的选择，鸡翅不但炸的香酥，里面还包裹着粉丝和肉馅，吃起来口感十足。而“Shri

mp Curry”则是正宗的泰式咖喱，够香，够辣。这里的招牌菜是“鸭丝小炒”，由泰式辣味主导

，鸭丝，油葱酥、青葱及香菜共同拌炒的小菜，简直是超好吃超下饭的好菜。

人均消费：70-150泰铢

地址： 5 Moo 2,T.Bophut

Will Wait

基本上这家餐厅的料理是以泰式料理出发，再融合西方美食精华为辅，因此在这吃饭选择是很多

的，叫人看得眼花缭乱,招牌菜有泰式炒面，泰式红咖喱，及独家秘方的面包。

人均消费：主菜80-150泰铢间

地址：在查文有好几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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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bilee

这家餐厅位于查汶海滩及拉迈海滩间，筑于山崖上可以观赏醉人的海景，并且能享受美妙的食物

。这里的料理是以新鲜的海鲜为主，有龙虾、牡蛎、各种鱼类，不但口味一流，而且还超级便宜

。一道泰式龙虾只要120泰铢而已。招牌菜有酸甜浆汁炸鱼，酸蓉海蟹等。 

地址：查汶海滩及拉迈海滩间

人均消费：主菜60-120泰铢

交通：都可以乘坐当地的特色交通tutu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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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购物 

　　苏梅岛不算一个很好的购物地点，因为苏梅岛本身并没有工厂，所以你放眼望去所见的商品

，通通都是从泰国本岛或是从中国运进口的，因此价格并不低。此外，苏梅岛代表性的纪念品并

不多，如果预期要买很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可能是会失望而归的。

　　这里的纪念品主要是泰丝、木雕、银器、珠宝首饰和服装鞋帽等，而这些纪念品都是从曼谷

或清迈运过来的，而且价格也要比曼谷和清迈贵上两三倍。所以在这里购物一定要耐心的讨价还

价，否则一心软自己就成了冤大头。

　　但是在苏梅岛逛街、购物很方便，由于环岛公路围绕着海岸线，由那通镇连接各海滩。主要

商家营业时间从早上11点到晚间22点为止，查文海滩的部分商店营业到晚上2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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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宿

　　超过60000个房间使住宿不再是个问题，最困难的决定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海滩。查文和拉迈的

话，那里的夜生活或许对你的胃口，而北部海滩和南海岸则是更加安静的海滩度假体验。现在的

苏梅住宿价格无情的飞涨，想要住到非常廉价的背包客栈很难，如果想得到最好的价格好好讲价

吧。如果是想度过奢华假期的，这里不缺顶级度假村。

   

1、查文海滩

Matlang Resort

安静的位于Matlang海滩北部尽头的地方，夹在一些漂亮的房屋中间。

TEL: 0 7723 0468

Email：matlang@loxinfo.co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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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54/1 Moo 2

Your Place Bungalows

这家旅馆的经营状况良好。平房越大，位置越好，价格就越高。

TEL: 0 7741 3105;

地址：119/21 Moo 2

Charlie’s Hut

位于海滩南端，掩映在棕榈树林中的A字型小屋宛若迷宫一般，堪称查文唯一尚可的经济型旅馆

，因此常常客满。

TEL: 0 7742 2343

Cosy Guest House

这家较新的旅馆距查文海滩北端的高级商业区只有300米远，真正称得上价廉物美——方便，干净

，友善。房间配有电视。

TEL: 0 7723 0844; 0 6943 7325;

地址：162/88 Moo 2. Th Bophud

   

2、拉迈海滩

Beer’s House Beach Bungalows

这家旅馆由一对友善的泰国夫妇经营，结实的平房靠近海滩，十分舒适。和其他地方一样，海浪

催眠曲声音越大的平房，价格也越高。最便宜的房间（200B）浴室共享。

TEL: 0 7723 0467 ; 0 1958 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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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61/4 Moo 4;

Spa Samui Resort

这里是从事保健（一天300B起）和治疗（150～650B）的专业场所。在度假村的“村庄”或海滨附

近住下。忙碌的厨房供应一日三餐，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海带汤（40B）和豆腐松（85B）—

—这是一道极好的素食，肯定不会让住在此地的斋戒者感到不快。大多数菜肴的价格从30B到280B

不等。

TEL: 0 7723 0855;

网址：www.spasamui.com ; 

Utopia Bungalow

这家经营得当的旅馆是游客可信赖的选择，房间干净却单调，四周林木繁茂，附设海滨餐馆（每

道菜60～140B）。

TEL: 0 7723 3113;

网址：www.utopiasamui.com ;

地址：124/105 Moo 3 Maret

New Hut Bungalows

拥有处于海滨最前沿的餐馆和A字型小屋，房间配有风扇和放在地板上的床垫。浴室共用的房间

（300B）似乎是为手头最紧的海滩流浪者准备的。餐馆的菜肴价格为45B至100B。

TEL: 0 7723 0437; 0 9874 6033;

   

3、波菩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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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旅馆时，最好从小巧的渔民村（Fisherman’s Village）和周边区域选择一间价格在500B左

右的房间，渔民村还有几家不错的餐馆，供应泰国和西式食物。

Rasta Baby II

如果你决心要找到一家廉价旅馆，可以到这里试试运气。平房简朴舒适，餐馆的菜肴平均价格为4

0B至120B。

TEL: 0 1082 0339; 0 9475 7656;

地址：176 moo 1;

Chalee Bungalows

这是个幽静可爱的旅馆，平房维护良好，内部装饰美观大方。附属的Shabash餐馆兼酒吧供应印度

尼西亚，印度和中东的菜肴。

TEL: 0 7724 5035;

Email：freddy_raymond@hotmail.com ;

地址：58/1 Moo 4; 双8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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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 

   

1、如何到达

飞机

曼谷航空基本每隔30分钟就有1班往返于苏梅岛和曼谷的航班，航程1-1.5小时。泰国航空每天有两

个航班往返于苏梅岛和曼谷之间。从吉隆坡前往苏梅岛的话，可以选择廉价航空公司：飞萤航空

，网站： http://www.fireflyz.com.my/。

火车和大巴

可以选择乘坐火车和大巴到达素叻他尼转乘渡船到达苏梅岛，在曼谷的南部公共汽车终点站可以

直接买到火车/渡船或者大巴/渡船的组合，大巴/渡船组合的参考价格是500泰铢。

   

2、当地交通

Tutu车

Tutu很有意思，类似于国内的小公共，车子都是带广告棚子的皮卡。招手就停，问一下司机你想

去的地方多少钱，一般不会太贵，ok的话就从后面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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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苏梅岛的出租车司机拒绝打表，所以在上车之前一定要谈好价格。一辆在曼谷需要花费50泰铢的

出租车可能要让你花费500泰铢，这是公然的违法行为，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办法。

摩托车

租一辆摩托车在岛上代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苏梅岛是事故频发区，另外，有些商店时常以

你损坏了租借物的名义骗取赔偿，這些情况要十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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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苏梅岛游玩经典路线 

   

1、苏梅岛3日游

第1天

早餐后,前往参观大佛,大佛高17公尺,宽3公尺是苏梅最大之佛像也是苏梅的地标,再前往最漂亮的高

130尺的黄色石灰泉瀑布——那蒙瀑布,其景观令人印象深刻,其旁亦有世界少许的三板树,午餐后接

着前往拉迈海滩参观阿公阿妈奇石,大自然的力量,鬼斧神工,令人啧啧称奇。

                                               49 / 56



�������

苏梅岛：天然纯净
第2天

早餐后,前往码头乘船出海,前往安通国家公园浮浅,可坐在快艇上欣赏天空中的五色琉璃海,海面上

有飞鱼作伴,沿路群山袅袅,美不胜收,也可以攀登于山顶观赏奇观异景,请注意攀登山顶需用绳索,尔

后前往慈母湖,顺着山坡阶梯而上经过一线天就可以发现蓝色山中湖。

第3天

睡到自然醒，可以去享受日光浴,或到泳池边来个健身,也可选择在自己私人的阳台一边享受鸟鸣,

微风,一边看书,喝着清凉的饮料,还可以来一次全身SPA,置身于浑然忘我的境界,或参加龟岛一日游:

   

2、苏梅岛1日游

安通国家公园1日游

乘船游览大型的海上公园，有美丽的岛屿、洞穴、隐蔽的礁湖和高耸的悬崖峭壁，在宁静的海滩

上尽情享受阳光，在彩色的珊瑚群中浮潜。

价格：310元人民币含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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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岛1日游

乘船两小时，抵达美丽的龟岛和旁边的离岛，在银白的沙滩上尽情放松，享受泰国的美食。

价格：480元人民币含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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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语言 　　

泰国人普遍具备一定的英语交流能力，购物、旅游方面更是突出。如果进行自助游的话，请记下

酒店的英文名称地址，司机肯定会及时将你送回酒店。

交通 　　

除了可供租用的汽车、摩托车外，苏梅岛上几乎没有大家概念中的“公共汽车”。最普遍的交通

工具就是“tutu车”，每辆车可乘坐六七人，可顺路招手停车。也有只能坐下一人的普通摩托车

，司机身上往往穿着明黄色的马甲，上面写着“TAXI”的字样。出租汽车数量较少，收费也比曼

谷高一些。 　　

托运

如果看中了大型佛像或者家具，托运就成了问题。苏梅岛上几乎遍地都是小型的托运公司，可选

择海运将你的收藏品送回家。 　　

电压 　　

同中国一样，泰国使用220V电压，各种充电器可直接使用。 　　

紧急求助

旅游警察局电话：1155

固定电话：077421281

移民局

如果签证需要延期，你就用的上这个地方。提供十天的旅游签证延期。

电话：077421069

地址：位于那通南部

邮局

地址：Th Chenwithee, Na Thon;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am ~ 4:30pm，周六/周日/公共假日9am至正午

到这里把明信片都发走吧！还可在此拨打越洋电话（8am ~ 8pm）。

游客信息中心

TEL: 0 7420 7202; tatsamui@tat.or.th ;

地址：Th Malitra Vanitchroen. Na Thon;

办公时间：8:30am至正午及1pm ~ 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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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录

   

1、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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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境须知

1. 出境允许携带货币：每人限带人民币现金不超过美金5000元或人民币20000元，旅客携带的旅

行支票数量及金额不受限制。

2. 携带中成药价值人民币300元、工艺品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下，免税烟一条，酒一瓶。携带一

个以上摄像机、高级照相机必须在海关申报，以免返回时过关要上税。

3. 随身携带的行李规格：每人限2件托运行李，每件行李限重23公斤。一般正常托运行李尺寸是

158规格（长+宽+高），手提行李每人限1件，手提重量约7公斤左右，手提为115规格（长+宽+高

），手提电脑不计分量。

4.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乘航班的旅客，如携带电子产品中有锂电池，

将不允许跟随行李托运。但旅客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用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如：手表、计算器

、照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DV等。携带备用锂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止短路，且只允许

每人在手提行李中携带2块备用电池。如在托运的行李中发现有锂电池，航空部门将拒绝托运，退

还给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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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国入境须知

1. 海关规定：严禁携带麻醉药品、色情资料、易燃易爆物品及武器入境。旅客携带外币超过一

万元美金时，须填报关税单。出境旅客携带外币，以原申报的金额为限，泰币以5万铢为限。

出境时可携带泰币金额不得高于五万铢泰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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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盗版著作物不准携带入境,即使是合法著作如图书、录影带、电脑软件、美术品等，每

一著作品每人以携带一份入境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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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育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携带出入境需有野生物保育组之许可。

4. 泰国曼谷机场内，行李转盘附近装有蓝色免费电话，遇有突发情况，可利用电话与外界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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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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