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廊1919 Lhong 1919 
面積有6,800平方米，由19世紀中葉的一座中國神社改建成了一個小型美麗
的河邊和華人社區商場，乾淨整潔，有許多商店和餐館，聚集了許多年輕藝

術家的作品。河邊的餐廳提供美味的食物，週末人潮眾多，也是觀賞日落的

好地方。www.facebook.com/lhong1919

瑪哈那空天空步道 Mahanakhon Skywalk 
瑪哈那空天空步道位於King Power Mahanakhon Building大樓的頂部，是泰

國最高的觀景台，高度

為314公尺，可從室內
和室外觀景區360度觀
看曼谷全景。每天開放

，從10:00至午夜，最後
入場時間為 2 3 : 0 0。

官網 : https://kingpowermahanakhon.co.th/skywalk

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

曼谷旅遊景點 曼谷交通及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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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這個同時兼具古老氣息和現代風情的東方大城，是個處處充滿著讚歎與美麗

的地方。這個城市是於1782年由卻克里（Chakri）王朝的帝王所建，面積為
1,568平方公里，現為首都，也是政治、商業與文化中心。不僅在地理上位
居輻輳點，更是旅遊觀光的重要據點。曼谷目前人口約700萬人，湄南河貫
穿整個曼谷市，為曼谷市帶來了繁榮與商機，曼谷也因此贏得了「東方威尼

斯」的美名。

泰國料理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美食之一，因而也比其他國家的食物拓展的更快

。除了色香味美之外，加上獨特的草藥、辛辣調味，同時講究健康及視覺享

受。多樣的選擇(包括湯、咖哩、海鮮、香辣的沙拉及熱帶水果等)，不論是
宴會、河上遊艇餐廳或是全國各地的小餐館，都有頂尖的廚師，提供最奢華

的用餐享受。而曼谷同時也是提供世界各地美食的天堂，足以媲美世界其它

城市。

曼谷是世界上最好的購物天堂之一。合理的價格，上等的品質，不論是國產

貨或是進口商品都令人心動。精緻的手工藝品更是您不得不買的商品。而舉

世聞名的泰絲、陶瓷、木雕品、漆器、寶石及珠寶等都是吸引許多人前來泰

國旅遊的原因。

曼谷也是高爾夫球友最愛的地方，諸多國際級球場都是出自知名設計師之手

。困難度都是讓人興奮的，喜歡接受挑戰的球友千萬不要錯過哦!

熱門景點介紹：

大皇宮和玉佛寺 
The Grand Palace and Wat Phra 
Kaeo
＊開放時間：每天上午08:30-11:30     

每天下午13:00-15:30
＊電話：66 2623-5500 ext. 3100
＊網址：www.palaces.thai.net
大皇宮是曼谷的地標。佔地約一平方

英哩。建於1782年，包含了數棟建築
，雕樑畫棟，美不勝收。玉佛寺，正

是位於宮內的皇家廟宇，寺中供奉著玉佛，是泰國最莊嚴的佛像，入場參觀

時請務必穿著整齊。

維曼默宮 Vimanmek Mansion Museum，或稱神仙殿
＊開放時間：09:30-16:00

＊電話：66 2280-5928

＊網址：www.vimanmek.com

維曼默宮（神仙殿）位於舊國

會的後面，是全世界最大的金

黃色柚木建築。這座皇宮整棟

共計三層，全部由柚木所建，

建築內的房間、大廳和來賓接

待室加起來總共有八十一間，

現場有免費的導覽服務。

菩提寺或臥佛寺 Wat Pho
＊開放時間：08:00-17:00

＊電話：66 2222-7831 

＊網址：www.watpho.com 

泰國國內規模最大也最古老的

佛寺。這座佛寺建於1832年
。由泰皇拉瑪一世所督造的寺

中供著一座斜臥金身大佛。佛

身長46公尺、高度為15公尺
，鞋底則為真珠母所鑲嵌，莊

嚴壯麗。「臥佛寺」也是研究

草藥及泰式按摩的中心，寺後

方有一間傳統醫藥學院及一間

按摩房，可以在這裡享受專業

的按摩服務，費用1小時250
銖，加草藥1小時350銖，腳
底按摩1小時250銖，或繳費學習按摩的課程。

黎明寺或稱鄭王廟 Wat Aru
＊開放時間：07:00-17:20
＊網址：www.watarun.org
位於昭披耶河的西岸，這座寺以其79
公尺高的壯觀寶塔而聞名。過去，黎

明寺曾是鄭王朝（King Taksin）時的
御用寺廟。要參觀黎明寺可經由水、

陸兩種方式抵達。如果要搭車，可走

阿倫安瑪琳路（Arun Amrin），但
若想體會乘船的寫意情趣，則可臥

佛寺附近的沓汀（Tha Tieh）碼頭
上船，橫渡過河就到了。 

金湯普遜泰絲博物館  
Jim Thompson Museum
＊開放時間：09:00-16:30
＊電話：66 2215-0122 
＊網址：

www.jimthompsonhouse.com
博物館址是湯普遜的住宅，是一

座很典型的純泰式宅院。館中的

展出項目是湯普遜生前的收藏品

，包括亞洲各地的藝術品，如中

國的青花磁器、柬埔寨的石雕人

像、中國的彩色陶器、木雕的緬

甸人像和其它許許多多令人驚歎的古董器物。館中設有咖啡廳及泰絲專賣

店。

暹邏海洋世界 Siam Ocean World
＊開放時間：09:00-22:00
＊網站：www.siamoceanworld.co.th
位在曼谷 Siam Paragon B1及B2 二個樓層 ，是全東南亞最大的水族館。館
內展出超過三萬隻以上共400種的海洋生物，包括海豹、藍圈八爪魚、鋸峰
齒鮫、魟、葉海龍、巨型蜘蛛蟹...等等。還可以參加坐玻璃船、和鯊魚一起
潛水、餵食鯊魚等活動。 

繽紛暹邏劇場 Siam Niramit
＊開放時間：17:30-22:00，
   文化秀時間 20:00 
＊電話：66 2649-9222 
＊網址：www.siamniramit.com
Siam Niramit 的舞台浩大壯觀，場景
道具多達100組以上，其中許多道具
高度超過12公尺。共2,000個豪華座
位。表演劇幕：暹邏王朝歷史之旅、

三 個 世 界 魔 幻 之 旅 ： 地 獄 、

HImapaan森林及天堂、愉悅的節慶
盛宴。搭乘 M A RT捷運到泰國文
化中 心 站 ( Thai land Cultural 
Center Station)，在第1出口處搭乘免
費巴士前往。

古城 The Ancient City
＊開放時間：09:00-19:00 
＊電話：66 2709-1644 
＊網址：www.ancientcity.com/
              muangboran/index.htm
這裡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戶外博物

館，您可以在這裡找到泰國各地最著

名的建築、紀念碑、和廟宇的縮小複

製模型。這個博物館佔地200英畝，
與泰國國土的形狀幾乎相同，座落

在北覽府 (Samut Prakan) 的蘇坤蔚高速公路路標33公里的地方。

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 Tussauds
座落在 Siam Discovery 購物中心六樓
，遊客能夠近距離與超過70個國際以
及當地歷史知名人物或是全球知名領

袖等名人接觸，如戴安娜王妃、貝多

芬、麥可傑克遜、大衛貝克漢、喬治

庫努尼、布萊德彼特以及安潔莉娜裘

莉 等 。 更 多 資 料 請 上 網 查 詢 ：

www.madametussauds.com/bangkok

曼谷雪城 Snow Town Bangkok
新開幕的雪城位於

Gateway日式百貨的5
樓，坐捷運到Ekkamai
站4號出口出來後走天
橋就到了。

是泰國目前唯一的雪

主題樂園。一樓有非

常多的日本餐廳，雪

城裏也有許多餐廳，玩累了可以直接在裡面用餐，非常方便。適合全家來玩

，詳情請看官網 www.snowtown.co.th/en/home。

Line 主題樂園 Line Village Bangkok 
是全球第一間的line主題樂園，2018年7
月開幕，位於Siam Square One商場，
搭捷運到暹邏站走4號出國即可抵達，裡
面規劃有20幾個拍照區，line貼圖裡的
卡通都在裡面。開放時間是早上10:00到
晚上10:00。

官網：https://www.linevillagebangkok.com

夢幻世界神奇遊樂園 Dream World
＊開放時間： 週一至五10:00-17:00
 週六日10:00-19:00 
＊網址：www.dreamworld-th.com/english
園內規劃有四個遊樂區，包括夢幻世界廣場、

夢幻花園、奇幻世界、冒險樂園。進入園內可

以感受最奇特的氣氛、最好玩的遊樂設施或欣

賞最精彩刺激的表演。在夢幻世界中，您還可

以享受最美味的餐點及冰品。 

賽福瑞野生世界 Safari World
＊開放時間：09:00-17:00 
＊網址：www.safariworld.com
這個佔地300英畝的大型動物世界位於曼谷郊區的明汶里區，Ramindra 路的
路標9公里處。整個地方分為兩部份，動物世界中有亞、非兩洲的哺乳動物
如獅子、老虎、長頸鹿、斑馬和熊，四週環境與自然叢林相若，另一部份則

為海洋世界。園中還有滑水表演、西部牛仔槍戰秀，除此，更擁有全亞洲規

模最大的飼鳥居所，品種超過四千多。 

鬼屋七號夜間購物廣場 Mansion 7
＊開放時間：晚上6:00到淩晨2點
＊網址：www.themansion7.com
這裡像一個電影場景，整棟建築看起來就

像是一座又暗又老舊的大別墅宅院，入口

用一個又大又看起來驚人的爪子歡迎遊客

，一走進去看到的是各式各種隨處點綴的

「怪東西」，裡頭許多商店賣著奇特的商

品，有勇氣的人可以進鬼屋試膽哦。

蘇汪納蓬國際機場 (Suvarnabhumi Airport)
交通資訊

機場交通  網址：http://www.suvarnabhumiairport.com
一、蘇汪納蓬機場快速鐵路線 (The Suvarnabhumi Airport Link - SARL) 

服務時間0600-2400
(一)普通車（City Link）
從Phaya Thai Station站至Suvarnabhumi站，票價依停靠的站別從15-45泰
銖不等，共停靠八站，有Phaya Thai、Ratchaprarop、Makkasan（City Air 
Terminal）、Ramkamhaeng、Hua Mak、Ban Thap Chang、Lad Krabang
、及Suvarnabhumi Airport，每15分鐘一班車，全長約需時30分鐘。
普通車與市區捷運的連結站有兩站，分別為 地鐵（MART）Phetchaburi站
                                                                      捷運（BTS）Phaya Thai站

(二)直達車（Express Line）
從Makasan站至Svuarnbhumi站，票價每人150泰銖，需時15分鐘。

＊公車號碼：389、9905
服務時間0600-2100，車資在150-200之間，往返於國際機場及芭達雅之間。

＊東門機場新公車路線，A3從機場到崙比尼公園，費用50銖。A4從機場到拷山路，
費用50銖。時間從早上7點至晚上11點。
蘇汪納蓬國際機場新公車路線S1從機場到拷山路，費用60銖。A3從機場至烏東速
（Udom Suk）捷運站的接駁公車，車資30銖，共停靠5站，包括MEGA及
CENTRAL等購物百貨，時間從早上6:00至晚上8:00分。

二、計程車：到曼谷市區跳錶約250-300銖，到芭達雅無跳錶約1,200-1,500
銖搭乘計程車須先於航站1樓櫃台內登記，領取單據後始可搭乘排班計
程車

三、私人接駁車：到曼谷市區約600銖，到芭達雅約2,500銖。搭乘私人接駁
    車於入境大廳2樓的私人接駁車櫃台辦理，然後至外圍道路搭乘
四、租車：有2種類型，一種是國際連鎖租車公司，一種是泰國國內租車公

司租車：請先在入境大廳的租車櫃台辦理，然後搭乘機場快速接駁車前

往MTB的租車中心拿車

市區交通

＊計程車 (By Taxi)
曼谷計程車有”Taxi”與”Taxi Meter”兩種。前者以叫價
為主，後者以跳錶為主，35元起跳。

＊嘟嘟車 (Tuk-Tuk) 
嘟嘟車是遊市區的最佳交通工具，但在搭乘之前一

定要先與司機談好車資，看地點遠近，約30~250泰
銖之間。

＊公車 (By Bus) 
曼谷巴士分為公營與私營兩種，每種又區分普通巴士及冷氣巴士。私營巴士

冷氣車票價約20銖，普通車票價約5銖。公營巴士普通車票價約3.5銖，冷氣
巴士票價約在6~18銖之間。 網址：www.bmta.co.th

＊高架捷運 BTS Sky Train 
曼谷市高架捷運分席隆線與蘇坤蔚線，捷運站經過市區主要商業購物娛樂區

。營運時間自上午6:00~晚間12:00。車資$10~40泰銖。網址：www.bts.co.th
＊地鐵系統 MART  
曼谷地鐵營運時間自上午6:00~晚間12:00。
車資$14~36泰銖，每個地站都設有投幣式購票機。

 網址：www.metro.bemplc.co.th
＊湄南河渡輪 Express Boat  
 在湄南河沿岸有許多碼頭，每趟船資$5~15泰銖左右。 
 網址：www.chaophrayabo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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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邏博物館 Museum of Siam
＊開放時間：週二到週日，

                      上午10:00到下午6:00 
＊網址：www.museumsiam.com
這個博物館的理念是“遊戲+學習=了解
”（即歡樂泰國），從古色古香的接待
大廳與它對比現代藝術與全景畫面呈

現，使用高科技互動展品呈現泰國歷

史文化之旅。 

孩童夢想體驗中心 Kidzania
＊網址www.Bangkok.kidzania.com
這裡是以孩子為中心的角色扮演城市

，孩子從4-14歲都可以參加夢想體驗
活動。他們可以假裝是消防員、電話

維修技術人員，銀行家，藝術家，理

髮師或美容師等，皆有專人教學，是

一個充滿樂趣的經驗，而家長可以在

專門的休息室放鬆。 

飛行練習場 Flight Experience
＊網址：www.flightexperiencethailand.com
如果你的夢想飛揚，不應該錯過這個經驗。在飛行甲板裡控制從倫敦到巴

黎或波士頓到紐約的航班模擬。您可以選擇30分鐘的觀光飛機或90分鐘的
終極體驗，享受駕駛波音737-800飛機的感覺。

衝浪俱樂部 Flow House
＊網址：www.flowhousebangkok.com
海灘太遠？找不到任何衝浪？嗯，衝浪俱樂部位於曼谷的市區，可以滿足

您的渴望。俱樂部裡的海浪製作機可以模擬連續海浪，只要跳上你的衝浪

板，就可以體驗在海面上衝浪的刺激和樂趣。

箜邦龍木偶秀 Klong Bang Luang Puppet Show 
是一種泰國的傳統戲劇「Khon」，劇情主要是描述一個印度神話故事，每
個木偶都由3個戴著黑色面劇的專業人員操作，木偶身穿華麗而講究的服飾
，一旁會有現場演奏傳統泰國樂器，在聲光效果之下，時而震撼，時而緊張

，讓所有人都沉醉在劇中，有時會下台和觀眾互動，為這場演出更添趣味。

巧克力歐風美食村 Chocolate Ville
2012年12月開幕的這個美食餐廳，佔地7
千多坪，裡面的建築有英式及南歐式風格

，加上小橋流水的造景，讓人彷彿去到了

歐洲，園內提供了歐式及泰式料理及酒類

飲品，在歐風小城中悠閒的喝著美酒，真

是充滿愜意，坐地鐵到Lat Phrao站,再轉
搭計程車約30分鐘可抵達, 費用約150-200
左右。

伊里卡丁車賽車場 

Easy Kart 
對於那些想在曼谷尋

求家庭探險的人，或

者那些尋找孩子們的

活動，不要錯過伊里

卡丁車賽車場，這是

亞洲最大的室內卡丁車賽道之一。有3種不同的卡丁車尺寸供您選擇。對於
那些對速度充滿激情的人，這裡還有200cc卡丁車。
網站: www.easykart.net/bangkok 

Route Map of BANGKOK

曼谷捷運&地鐵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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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資訊

＊在台簽證

辦理簽證請洽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辦理，電話：2581-1979，地址：台北市松江
路168號12樓。收件時間：早上9:00-11:30，取件時間：隔天下午4:00-5:00。
需備護照正本，有效期6個月以上、身份證正反面影片、2寸6個月內照片1張，
簽證費新台幣1,200元，官網：www.tteo.org.tw/chinese。

＊落地簽證需準備：(24小時)
 1.須符合適用落地簽國家之國籍人士，國籍要跟護照上是同一個國家。
 2.護照正本，效期含在泰停留期間，最少須超過6個月以上。
 3.停留期限不得超過15天。
 4.自抵泰日起算，15天內回程機票。
 5.飯店的訂房資料，或在泰期間住宿地址。
 6.最近6個月內4x6公分照片乙張。
 7.不是被泰國政府列入黑名單的對象。
 8.簽證費2,000泰銖 (只收泰銖)。
 9.在泰旅費每人至少1萬泰銖，每一家庭至少2萬泰銖。
 10.填寫簽證表格及完整之入、出境表格。
＊電壓：電源220V，大部份為扁頭。
＊氣溫：全年平均氣溫約28度，3-5月氣溫約35~40度，雨季6~10月，多為雷陣雨。

參考網站 (Internet)
    1. 泰國飯店協會：www.thaihotels.org、青年旅館協會www.tyha.org
    2. 旅遊網站：www.tourismthailand.org、www.bangkoktourist.com
    3. Golf網站：www.tga.or.th
    4. Thai Spa網站：www.thaispaassociation.com

當地緊急協助單位與實用電話指南（Useful Telephone） 

觀光警察 拿起電話直撥1155，有中、英、泰三種語文，24小時服務

旅客服務中心電話 1672，有英、泰二種語文，時間從08:00a.m.-20:00p.m.

青年旅遊服務中心 電話：66 2694-1222轉178 -90

泰國觀光局 電話：66 2250-5500，開放時間：08:30-16:30

曼谷辦事處 1600 New Phetchaburi Road, Makkasan, Ratchathewi 

曼谷華藍蓬火車站 專線：1690，電話：66 2220-4334
 1 Rongmuang Road，網址：www.railway.co.th

曼谷巴士站

東站：0-2391-6846，Sukhumvit Road
北站：0-2936-2852-66 ext. 614，Kampaengphet 2 Road
南站：0-2435-1200，Boromrat Chonnani Road
網址：http://home.transport.co.th/index.php/th/history-english.html 

駐泰國台北經貿辦事處

20F, Empire Tower, 195, Sathon Tai Rd., Bangkok
電話：(02) 670-0228  傳真：(02) 670-0229

購物商場及市集

札都甲週末市集 
Chatuchak Weekend Market
位於捷運Mor Chit站的札都甲周末市集
，實際上每天都開放，但以週末的上午

9:00到下午7:00聚集的攤販商品最多。

TERMINAL 21 百貨公司
從捷運ASOK站走進大門可以看到全亞洲最長的
手扶梯，而且每個樓層都以不同國家為造型，像

是法國、義大利、日本等等，非常的有特色。

ASIATIQUE河濱夜市
Asiatique the Riverfront
亞洲最大的河濱夜市，共分為四個區

域，販賣泰國特色商品，遊客可以搭

乘摩天輪欣賞湄南河岸風光，搭捷運

到沙潘塔克辛站(Saphan Taksin)再
搭乘免費接駁船即可抵達。網址為

www.asiatiquethailand.com。

席娜卡琳火車夜市 Srinakharin Train Market
是一個大型的露天市集，分為三區，市場區

有超過2,000攤位，販售各種日常用品及設
計小物。倉庫區大部份是販售復古或二手商

品。古董區即販售來自世界各國的古董。美

食區也是不容錯過，比如雞尾酒和飲料，燒

烤肉，炒麵攤，冰淇淋店等等。營業時間：星期四到星期日，晚上

5:00-12:00，搭捷運到On Nut站再轉計程車前往。

暹邏購物商圈 Siam Shopping Area
位於捷運siam站的Siam Paragon百貨網
址：www.siamparagon.co.th、暹邏廣場
、暹邏中心及探索暹邏中心等附近有許多

好玩的地方，吸引一些熟門道的血拼族。

暹邏天地複合購物住宅中心 Iconsiam   
暹羅天地落座於湄南河畔的C h a r o e n 
Nakhon路55萊土地上。於2018年11月
開幕，是曼谷最新的複合式購物商場。約

有500多家不同品牌商品進駐，其中日式
百貨高島屋首次進駐。旅客可經由陸路及

水陸免費接駁交通前往，進一步資訊請洽 www.iconsiam.com/en。

席隆購物商圈 Chitlom Shopping Area
捷運Chit Lom站是購物街中心，出捷運站是Amazin購物中心、Erawan百
貨公司及Central World百貨公司網址 www.centralworld.co.th，最新開
幕的Central Embassy百貨網址 : www.centralembassy.com，再過去
一點是Gaysorn購物中心，喜愛泰國手工藝品的人，可以到著名的那萊亞
潘(Narayaphand)找到喜愛的工藝品。 

蘇坤蔚購物商圈 Sukhumvit Shopping Area
捷運Nana站通到蘇坤尉路，從3巷到15巷之間有許多攤販，Phrom 
Phong站的The Emporium購物中心，專賣世界知名品牌。EmQuartier
百貨於2015年3月開幕，商品走的是未來設計主義的奢華路線，裡面有
許多知名設計師品牌。

Central Plaza West Gate 購物商場
2015年8月底新開幕的Central Plaza West Gate號稱東南亞最大購物
商場，商場內有超過700個泰國及國際品牌商品及餐廳，超市以及電影
院，希望提供國內外消費者及遊客一個購物休閒的新選擇。相關資訊請

洽www.centralplaza.co.th/westgate。

拷桑路 Khao San Road

背包客的天堂指的就是拷桑路，長約1公里，街
道兩旁盡是網咖、旅行社、各國料理、地攤、

平價飯店等。網址 : www.khaosanroad.com

華瑪夜市 Huamum Night Market
華瑪夜市是一個新的夜市，2015年9月開幕。大部

份都是當地人及學生在逛，許多觀光客慕名前往。

裡面銷售各式各樣的商品，也有美食區、酒吧、現

場音樂演奏等等，如今越來越多的遊客前來逛街。

空箱夜市 Box Space Ratchayothin
空箱夜市位於Ratchadaphisek路，是首個將
集裝箱作為主要結構的城市空間區域，並使用

回收材料與可持續設計相結合。以創新的設計

給人留下難忘的回憶，現在是那些喜歡下班後

和周末玩樂的人最喜歡的地方。

網站 : www.boxspace-ratchayothin.com

倉翠夜市 Chang Chui Night Market
倉翠夜市，是泰國首都最酷的和藝術氣息

濃厚的夜市之一。離市中心半小時車程（

沒有堵車）。是當地人的最愛。夜市裡有

一個退休的飛機造形，舊劇院，餐館和專

賣店。夜市從每天下午4點到晚上11點開
放。網站 : www.changchuibangkok.com

斯坦利迷你冒險樂園 

Stanley Mini Venture
你有沒有想過在一天之內走遍許多城

鎮會是什麼樣子？位於曼谷Gateway 
Ekamai 購物中心的 Stanley Mini 
Venture可以實現這個令人難以置信
的夢想。 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微型城
鎮之一！分為11個區域，各種可愛造形的迷你火車讓人驚嘆拍不停。
https://stanleyminiventure.com/index.php/home/our_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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