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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程介绍

005 ⾏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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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第 1 天 南京 → 普吉岛

南京禄⼝机场 → 普吉机场 →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011 第 2 天 普吉岛

普吉岛宋⼲节 → 芭东江⻄冷商场 → 班赞海鲜市场 → 芭东夜市

→ 芭东泰拳表演 →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016 第 3 天 普吉岛

斯⽶兰群岛 →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020 第 4 天 普吉岛

普吉岛骑⼤象 → 查⻰寺 → 普吉⼤佛 → 普吉岛悦榕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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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第 5 天 普吉岛

普吉国际机场

027 第 6 天 普吉岛 → 南京

普吉国际机场 → 南京禄⼝机场

029 旅⾏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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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绍 / In tr o/ In tr o

INTROINTROINTROINTRO
绝地海岛，湿身战场，体验泰国新

年，泼⽔节狂欢，

全程5星芭东海边酒店，升级⼀晚超

5星普吉岛悦榕庄，

纯玩定制4⼈起⼩包团8599/⼈起，

约上朋友⼀起去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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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 / Fea tur e/ Fea tur e

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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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览 / P r evi ew/ P r evi ew

PREVIEWPREVIEWPREVIEWPREVIEW
⽇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11  天

0 40 4月1 21 2日，周五

南京 → 普吉岛

南京禄⼝机场 → 普吉机场 →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宿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第 22  天

0 40 4月1 31 3日，周六

普吉岛

普吉岛宋⼲节 → 芭东江⻄冷商场 → 班赞海鲜市场 →

芭东夜市 → 芭东泰拳表演 →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 班赞海鲜市场

 宿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第 33  天

0 40 4月1 41 4日，周⽇

普吉岛

斯⽶兰群岛 →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宿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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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44  天

0 40 4月1 51 5日，周⼀

普吉岛

普吉岛骑⼤象 → 查⻰寺 → 普吉⼤佛 → 普吉岛悦榕庄

酒店

 宿 普吉岛悦榕庄酒店

第 55  天

0 40 4月1 61 6日，周⼆

普吉岛

普吉国际机场

第 66  天

0 40 4月1 71 7日，周三

普吉岛 → 南京

普吉国际机场 → 南京禄⼝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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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0404月1212日，周五

DAY 1DAY 1DAY 1DAY 1

南京 → 普吉岛
1.南京禄⼝机场 → 2. 普吉机场 → 3.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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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南京禄⼝国际机场（IATA：

NKG，ICAO：ZSNJ）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

⼝街道，是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户，是国家

主要⼲线机场、⼀类航空⼝岸，华东地区的

主要货运机场 ，与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

互为备降机场，是国家⼤型枢纽机场、中国

航空货物中⼼和快件集散中⼼，国家区域交

通枢纽。

到达⽅式： 驾⻋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镇空港路

电话： 025-52480482

地址： 08°06′48″N 98°19′01″E /

 今⽇概览

所在城市：南京 → 普吉岛

⾏程安排： 1.南京禄⼝机场 → 2. 普吉机场 → 3.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宿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定制师备注：各地出发乘机⻜往普吉岛，抵达后专⼈接机⼊住酒店。

参考酒店：普吉岛格雷斯兰度假村或同级，连住三晚。

交通
南京禄⼝机场

交通
普吉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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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2005年开业，2012年装修，共有600

间房

普吉岛葛雷斯度假村坐落在以洁净的⽩沙滩

和湛蓝的安达曼海⽔著名并享有“安达曼之

珠”美誉的普吉岛上。酒店绝佳的地理位置可

以俯瞰安达曼海绝妙的海景以及热带美景。

现代⻛格装饰的普吉岛葛雷斯度假村房间宽

敞、内部装修精致，极具泰国南⽅⻛格。在

酒店绝⼤多数房间设有私⼈阳台，您能够欣

赏到壮观的海景，酒店提供各种⽣活所需的

便捷设施令您倍感舒适。普吉岛葛雷斯度假

村将华贵和便捷融为⼀体，令您的假期更加

难忘。

酒店餐厅全天提供地道的泰式餐饮及种类繁

多的国际美⻝，您也可在酒店池边吧享受清凉饮品。

酒店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Phuket Graceland Resort and Spa

地址： 190 Thaweewong Road, Patong District, Amp

hur Kathu, Phuket

⽹址： http://hote ls.ctrip.com/international/98515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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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0404月1313日，周六

DAY 2DAY 2DAY 2DAY 2

普吉岛
1.普吉岛宋⼲节 → 2. 芭东江⻄冷商场 → 3. 班赞海鲜市场 → 4. 芭东夜市 → 5. 芭东泰

拳表演 → 6.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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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宋⼲节，重要的活动就是互相泼⽔，

故⼜有泼⽔节⼀称。是泰国的新年，类似我

国的春节。

泰国⼈向佛，节⽇期间，他们会先去寺庙内

拜佛求愿，祈求平安吉祥。仪式结束后，男

⼥⽼少便纷纷加⼊宋⼲节的⾼潮-泼⽔狂欢！

不要害怕湿身哦，⽔越多代表祝福越多！

泼⽔节代表着清除所有的邪恶、不幸和罪

恶，并怀着⼀切美好和纯净开始新的⼀年。

普吉岛最受欢迎的宋⼲节活动就是“海边宋⼲

节Songkran on the Beach”，游客可以在沙

滩上庆祝泼⽔节并参加各种有趣的娱乐活动。

 今⽇概览

所在城市：普吉岛

⾏程安排： 1.普吉岛宋⼲节 → 2. 芭东江⻄冷商场 → 3. 班赞海鲜市场 → 4. 芭东夜

市 → 5. 芭东泰拳表演 → 6.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 班赞海鲜市场

 宿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上午10：00出发，参加宋⼲节的泼⽔节狂欢，

下午返回酒店休息后，前往芭东江⻄冷商场⾃由购物，

晚餐⾃费品尝班赞海鲜市场Banzaan Fresh Market，

晚餐后观看泰拳表演，后返回酒店休息。

体验
普吉岛宋⼲节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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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的芭东海滩、卡伦海滩等都是泼⽔节活动的主要场地，海滩上满是⽐基尼美⼥，场⾯⾮常

震撼。

到达⽅式： 酒店步⾏即可到达

地址： 江⻄冷购物中⼼⼀楼

开放时间： 10:00-22:00 周⼀⾄周⽇

简介：海鲜市场的占地⾯积并不⼤， 只有上

下两层，⼀楼卖各种⽣鲜海产品、⽔果、蔬

菜，鲜花等，⼆楼可以直接将刚买的新鲜⻝

材交给不同的餐馆加⼯，可以按照菜单上的

图⽚随个⼈喜好点菜，咖喱的、清蒸的、蒜

蓉的、油炸的， 都可以加⼯，⾮常⽅便。另

外，在⼆楼消费就像是国内吃“⼤⻝代”那

样，先办卡，再充钱，最后花不完钱可以去

柜台退卡，将剩余的钱取回。

到达⽅式： 江⻄冷购物中⼼(Jungceylon)后⻔(东⻔)的⻢路对⾯即是。

⼩贴⼠： ⼆层就有洗⼿间，吃完海鲜可以直接⼆楼的洗⼿间洗⼿。 各家加⼯餐馆的⽔平不⼀，可以多⽐较⼀下价格、评价等进⾏

选择。

地址： 181 Rat-U-Thit 200 Pee Rd.,Patong,Kathu,Phuket,Thailand

购物

芭东江⻄冷商场
Jungceylon Shopping Dest

美⻝

班赞海鲜市场
Banzaan Fresh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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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周⽇8:00-19:00。

简介：来到芭东夜市⾸先可以满⾜⼀下⾃⼰

的味蕾。⽔果是⼜新鲜⼜便宜，⼀般果汁是

20泰铢，榴莲130泰铢2⼤块。你还可以尝试

⼀下街边的⼩吃摊位，椰⼦饼20泰铢，烧烤

⼤虾50泰铢，芒果糯⽶饭60泰铢，烤⼤明虾

200泰铢，⼤排档是这⾥的特⾊，⽽⽣猛的⼤

⻰虾⼜是⼤排档的主⻆。

到达⽅式： 住得远的⼈最好问问酒店有没有⻋接送，⼀般好

⼀点的酒店都提供收费的接送服务，价钱看上去贵⼀些，实

际上等你凌晨⼀两点钟从夜市出来打⻋就会发现司机开出的

价格⼀点⼉也不⽐酒店的⻋便宜。

地址： 32 Prachanukhro Rd Tambon Patong, Kathu District Chang Wat Phuket 83150 泰国

电话： +66-76-533105

开放时间： ⼀般从傍晚营业⾄凌晨。

⻔票价格： 免费

游玩时⻓： 建议1-3⼩时

简介：泰拳表演，在芭东就有⼀个很有名的Bangla Boxing Stadium，⾥⾯每晚都有拳赛，芭东

的⼤街上也经常有⼩⻋载着⼤喇叭，循环播放拳赛⼴告，有时候⼩⻋顶棚上还会有拳⼿激情的⽐

划助兴。泰拳号称是最刚猛的拳法，对泰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瞧⼀瞧。值得⼀提的是拳赛⼀般

晚上九点开始，⽽对⾯正是⼩吃街，吃点⼩吃，喝点啤酒然后去看看激烈的拳赛，也是⼀件纯爷

们并且很惬意的事情，强烈建议纯男⼠团队前往宵夜。

到达⽅式： 嘟嘟⻋、的⼠、租摩托⻋等。

地址： Pa Tong，Kathu，Phuket，Thailand

体验

芭东夜市
Patong Otop Shopping Paradise

体验

芭东泰拳表演
Bangla Boxing Stu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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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周四、周六21:00开始。

⻔票价格： VIP座位2500泰铢;拳击近台区,2000泰铢;馆内

普通座 位,1700泰铢。

地址： 190 Thaweewong Road, Patong District, Amphur Kathu, Phuket

⽹址： http://hote ls.ctrip.com/international/985159.html

酒店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Phuket Graceland Resort and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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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天
0404月1414日，周⽇

DAY 3DAY 3DAY 3DAY 3

普吉岛
1.斯⽶兰群岛 → 2.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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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每年11-4⽉开放，全球⼗⼤浮潜圣地之⼀。这个每年只开放150天的⼩岛，开放时间已经

确定为2017年10⽉15⽇-2018年5⽉15⽇。斯⽶兰岛，有“珊瑚花园”之称，可欣赏到珊瑚的绚

丽⾊彩，在这⾥你可以看到⾊彩绚烂的珊瑚群，珊瑚群中还有很多的多利⻥和⼩丑⻥尼莫。以9个

岛屿组成的斯⽶兰群岛，现已被列为国家公园，可说是泰国最优良的潜⽔区域。斯⽶兰是世界上

最佳的观鲸地点之⼀，从11⽉到次年4⽉都可以看到鲸⻥和鲨⻥出没。鲸鲨虽然看着很⼤只，好

似很可怕， 但他却是海洋⾥最温柔的动物之⼀哦。

TIPS

 今⽇概览

所在城市：普吉岛

⾏程安排： 1.斯⽶兰群岛 → 2.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宿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定制师备注：散客拼团 斯⽶兰群岛⼀⽇游

温馨提示：今⽇请携带泳装、替换休闲装、浴⼱、拖鞋、太阳帽、太阳镜、防蚊液

等出海物品。

06:00-06:20出发

08:30抵达码头办公室，核对姓名，领取浮潜⽤具，享⽤简单早餐⼩茶点

08:45乘坐快艇前往斯⽶兰群岛

1010抵达斯⽶兰群岛中的5好到和6号岛附近浮潜

11:30在4号岛⾃由活动

12:00在4号岛上享⽤午餐

13:00前往Ba Ngu 岛浮潜

14:00前往8号岛

15:00乘快艇返回码头

16:30乘⻋返回酒店，斯⽶兰码头返回市区约2-3⼩时，抵达酒店时间以实际为准。

景点

斯⽶兰群岛
Si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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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兰做为国家公园，⾥⾯的⼀草⼀⽊

⼀虾⼀蟹都是不可以带⾛的。

2、 如果有抓⻥或者破坏岛上的景观的⾏

为，国家公园是会罚款的，严重者甚⾄会判

刑的。

3、斯⽶兰不允许穿鞋上岛，在码头上船之

前，会有⼯作⼈员要求脱鞋⼦并收集起来，

⼀⽇⾏程结束后返回码头才会将鞋归还。但

是，潜⽔袜和潜⽔鞋是可以穿上岛的。

4、斯⽶兰未完全开发，饮⻝⼀定不如普吉，

但潜⽔或浮潜都需要补充体⼒，建议带⼀些

⻝物。

5、岛上蚊⾍较多，建议提前准备好防蚊⾍

药。

6、⽆⼈机拍摄需要提前申请，没得到国家公

园的允许⽽⽤⽆⼈机拍摄可能会罚款或做其

他处罚。

7、斯⽶兰的主要潜点有：tripple arche(三重

拱)、christmas point(圣诞⻆)、breakfast

bend(早餐⻆)、mooring rocks(泊船岩)等

等，其中Richelieu Roc可能是世界上观看鲸

鲨最佳地点哦！

到达⽅式： 怎么去斯⽶兰？ 普吉离斯⽶兰⽐较近，所以⼀

般都会选择从普吉或者甲⽶出发到斯⽶兰。去斯⽶兰主要是

1⽇游和2⽇游，1⽇游⾏程太赶，建议尽量2⽇游，如果要尽

兴，3-4⽇也不嫌多。 【普吉出发】 先坐⻋到Tab Lamu或

附近的码头再乘船，⻋程约为2个⼩时，船程约为1.5⼩时。

【甲⽶出发】 先坐⻋到Tab Lamu或附近的码头再乘船，⻋

程约为3个⼩时，船程约为1.5⼩时。

⼩贴⼠： 选岛指南 斯⽶兰（Similan）在泰⽂是“九”的意思

，因为整个群岛是有9个⼩岛组成的。 其中1、2、3号岛是

⾃然海⻳保育基地，不对外开放。虽然不能登岛，不过当你

浮潜时，⼈品好的话能与⼤海⻳来个亲密接触喔！ 4号岛--

miang岛。抵达斯⽶兰的团队⼤部分都在这⾥⽤餐和住宿，

所以⾮常热闹。登岛这⾥有餐厅、帐篷和⼩⽊屋提供，晚上

安静的沙滩上看繁星点点也是惬意。 5号岛--ha岛 & 6号岛

--payu岛。这⾥则是由两块相连的⼤礁⽯组成⾃然屏障，像

情侣⽯⼀般。这⾥也是主要的浮潜区，⻥群拥拥簇簇，热情

与你打招呼！ 7号岛--hin pousar岛。这⾥也⽆法登岛，主

要是浮潜区域。当趴在海⾯上时就清楚看到这⾥珊瑚如丛，

⻥群贴脸⽽过，绝对让你如痴如醉~ 8号岛--similan岛。主

岛标志的⻛帆⽯就屹⽴在⼭顶上，令你为它⽽驻⾜。这个岛

⽐较⼤，⻛帆⽯是必看的，不过海上会更好看些。岛上也有

⼩餐厅，当然⼩⽊屋住宿也在这⾥有提供。 9号岛--bangu

岛。这⾥也是个海⻳养殖地，⽆法登岛，但是晶莹⽆暇的海

⽔和丰富的海底世界让它⽆愧于是最佳的浮潜地。 平静的海

⾯上⽆波澜，海底却⼀⽚⽣态昂扬，当你或趴或躺在这宛若

绿宝⽯般的海⾯上时，时不时热带⼩⻥亲吻下你，或躲在珊

瑚礁⾥观察你…

地址： 泰国普吉岛⻄北90公⾥的安达曼海

开放时间： 每年11-4⽉



开放时间： 每年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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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90 Thaweewong Road, Patong District, Amphur Kathu, Phuket

⽹址： http://hote ls.ctrip.com/international/985159.html

酒店

普吉岛格雷斯度假村
Phuket Graceland Resort and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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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天
0404月1515日，周⼀

DAY 4DAY 4DAY 4D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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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普吉岛骑⼤象，还可以观看⼤象表

演。

地址： -

 今⽇概览

所在城市：普吉岛

⾏程安排： 1.普吉岛骑⼤象 → 2. 查⻰寺 → 3. 普吉⼤佛 → 4. 普吉岛悦榕庄酒店

 宿 普吉岛悦榕庄酒店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上午安排最体现当地特⾊的活动-骑⼤象，观看⼤象表演，后参观普吉岛最⼤的寺庙

查⻰是，后观看普吉岛⼤佛。

下午前往悦榕庄酒店办理⼊住。

参考酒店：普吉岛悦榕庄酒店或同级。

体验
普吉岛骑⼤象



景点
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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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查⻰寺（WAT CHA-LONG）是全普

吉岛29间隐修院中最华丽、最⼤、⾹⽕最旺

的佛教寺院，其建筑⻛格同时结合了泰国南

部、中部和东北部的建筑⻛格，寺庙内供奉

着108尊⾦佛。

地址： -

景点

普吉⼤佛
Big Buddha Phuket



简介：普吉⼤佛是始建于2003年，⾄今尚未

完全竣⼯，位于普吉岛南部查⻰寺对⾯的⼭

顶上。⼤佛由汉⽩⽟制成，⾼45⽶，宽28

⽶，在普吉岛南部都可以抬头看到，⾮常壮

观，俨然已经成为普吉岛的新地标。从⼭底

通往⼤佛的路⽐较崎岖，⾃驾的朋友⼀定要

⼩⼼驾驶。普吉⼤佛不单单是信徒们造访的

景点，这⾥还有著名的观景台，向⻄看是卡

塔、卡伦海滩，向东是查⻰湾，天⽓好的时

22

要求的游客。⼭顶的海拔⽐较⾼，⽇晒很充⾜，所以要去⼤佛游览要做好防晒的 ⼯作。⼭坡上的

⼀些⼩餐厅⾯朝⼤海，景致宜⼈，供游客歇脚。

简介：1994年开业，2015年装修，共有173

间房

普吉岛悦榕庄位于普吉岛北部的拜道湾，⾼

级的拉古娜度假区。度假村正对着安达曼

海，拥有美丽的⾦⾊沙滩。独家村距离普吉

国际机场有20分钟⻋程，距离巴东海滩有30

分钟⻋程。

酒店内坐落着以传统泰国⻛格布置的别墅，

每⼀栋别墅⾯积⼗分宽敞，设施⻬全并配备

⼤床。客房为⽊质构造并且以不同⻛格的家

具进⾏装饰。每⼀幢别墅都有各⾃独特的景观。　在康乐⽅⾯，酒店设有游泳池、健身房、桑

拿、⽹球场、⾼尔夫、会议设施等。客⼈可以享受轻松按摩，使⽤⽹球场和健身设施等。细⼼的

⼯作⼈员提供礼宾服务，满⾜您的商务和旅游需求。

酒店的餐厅提供各式美味菜肴，满⾜客⼈的不同需要。典雅的Saffron餐厅提供泰式特⾊美⻝，⽽

Watercourt餐厅则提供丰盛的⾃助餐。酒店设有2间酒吧、咖啡厅。

⼩贴⼠： 免费提供下午茶。 宽敞的别墅四周环绕着宁静的百合花池塘，装饰有纯正的泰国丝绸并提供免费⽆线⽹络连接。 ⼤客

厅内提供⼀台平⾯电视和DVD播放机。连接浴室设有spa洗浴⽤品和⼀个沉⼊式浴缸。 顶级的Banyan Tree Spa酒店提供呵护按

摩和美容护理服务。 客⼈还可以参加瑜伽课程，在附近的Laguna Phuket⾼尔夫俱乐部打⾼尔夫球或打⼀场⽹球。 酒店提供的

⾃⾏⻋部分配有宝宝椅。 The Cha餐厅位于spa内，提供有机⻝品、花茶和新鲜的果汁。 saffron餐厅只提供晚餐，要求着正装

，最好预约⼀下，可以坐湖边的位置。 TRE餐厅拥有时尚的环境，供应法式越南美⻝。 另外，酒店的员⼯可以协助安排包房⽤餐

和主题派对。

地址： 33/27 Moo 4, S risoonthorn Road, Cherngtalay, Amphur Talang, Phuket, 83110 邦涛海滩, 泰国

电话： +66 76 372 400

酒店政策： ⼊住时间：15:00以后 离店时间：12:00以前

酒店

普吉岛悦榕庄酒店
Banyan Tree Phu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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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天
0404月1616日，周⼆

DAY 5DAY 5DAY 5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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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概览

所在城市：普吉岛

⾏程安排： 1.普吉国际机场

定制师备注：酒店内早餐，

全天⾃由活动，享受酒店设施，中午退房。

晚根据航班时间，送您前往机场，乘机返回国内。

交通

普吉国际机场
Phuket International Airport



简介：普吉国际机场位于泰国普吉岛北部的

机场，是泰国第三⼤个国际机场。由于使⽤

该机场⾄普吉岛度假旅游的⼈数众多，使得

普吉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仅次于⾸都曼⾕

的新曼⾕国际机场，居全泰国第⼆，每年有

⼤约290万的旅客在此进出。普吉国际机场同

时也是泰国国际航空的主机场之⼀。国际机

场代码：HKT。建有⼀条三千⽶跑道，年客

运量5百万。

25

⽹址： http://phuketairportthai.com/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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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天
0404月1717日，周三

DAY 6DAY 6DAY 6DAY 6



27

地址： Phuket Inte rnational Airport (HKT), Thalang District, Phuket 83110, Thailand

电话： +6676351166

⽹址： http://phuketairportthai.com/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禄⼝镇空港路

电话： 025-52480482

 今⽇概览

所在城市：普吉岛 → 南京

⾏程安排： 1.普吉国际机场 → 2. 南京禄⼝机场

定制师备注：根据航班时间乘机返回国内。

交通

普吉国际机场
Phuket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南京禄⼝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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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概览及旅⾏须
知

简介

普吉岛是泰国最⼤的岛屿，也是全球最美的

⼗个岛屿之⼀，其海⽔清度和浮潜能⻅度均

是世界有名。因其有宽阔美丽的海滩、洁⽩

⽆瑕的沙粒、碧绿翡翠的海⽔，被誉为印度

洋安达曼海上的⼀颗“明珠”，吸引了众多来

泰国瞩⽬的＂宋⼲节（泼⽔节）＂，不容错

过。但这段时间酒店及⾏程费⽤都会上调15

％左右。

5-10⽉是普吉岛的⾬季，也是旅⾏淡季，当

地⼈很少在这段时间出游；尤其是在6-8⽉

，⼏乎天天降⾬，会对⾏程造成⼀定影响。

如果选择在国内的公众假期来游玩，⼀定要

做好⼈满为患的准备，普吉岛已经成为国内

⻩⾦假期出境游最热⻔的旅游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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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购物指南

普吉岛位于泰国的南部，拥有众多天然的美

丽海滩和椰树林，这⾥也被誉为“安达曼群岛

的明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普吉岛

旅游，回国之前都会去商场疯狂扫荡⼀番，

给朋友带些护肤品，给亲⼈买些当地的特产

等。

江⻄冷购物中⼼

江⻄冷位于芭东海滩，步⾏到海滩不超过10

分钟，江⻄冷购物中⼼英⽂名称是 Jungceyl

on，谐⾳称其为 “江⻄冷”。购物中⼼⾥有很

多品牌的专卖店，还有BigC超市（购物最佳

去处之⼀）、THE BODY SHOP、屈⾂⽒、

哈根达斯、星巴克、必胜客、肯德基，便宜

的DQ等，还有⼀家⽇本料理、⼀家泰餐和⼀

家中餐馆，地下⼀层有卖纪念品。

推荐商品：海岛衬衫、⼥⼠内⾐、⽜仔裤、

洗发⽔

尚泰购物中⼼

尚泰是普吉岛最⼤的综合类商场之⼀，位于

普吉镇上，从芭东海滩可坐公交⻋到达。购

物环境优越，吃喝玩乐可以⼀站解决，⼈流

量较⼩，是当地⼈都喜欢光顾的商场。尚泰

每年有两次促销，6-7⽉和12-1⽉折扣最⾼

达70%！

推荐品牌：lee、黛安芬、Zara、Boots

王权免税店

在普吉国际机场的出发⼤厅，KingPower提

供了⼤量的优质产品以满⾜每位旅客的需求

，包括酒类、烟草、⾹⽔、化妆品、糖果、

⼿表、钢笔、打⽕机、时装服饰及珠宝⾸饰

。有全系列的世界知名⾹⽔和化妆品供应，

旅客可在到达⼤厅的零售店购买酒类、 烟草

和糖果。

推荐品牌：Dior、Chanel、欧莱雅、雅诗兰

黛、圣罗兰

BIG C

BIG C是曼⾕的⼤型超市，在曼⾕有多家分店

，如果要给朋友家⼈带泰国零⻝，这⾥就是

不错的选择，⽐如⾁松酥饼，脆⽪⾁⼲，脆

条鱿⻥，还有⼩包装的芒果⼲，榴莲糖，都

是很好的选择。 超市货源充⾜，上⾄家电下

⾄⽇⽤品都有，所以有很多游客都会去那⾥

扫货，以备不时之需。

推荐商品：痱⼦粉、润喉糖、鱿⻥⽚、泰式

泡⾯、⼩⽼板紫菜

7-11

泰国的7-11是零售业巨头，作为世界上最⼤

的连锁便利店集团，在泰国超过8000家。泰

国本地⼈和游客都喜欢去泰国的7-11购物。

在⾥⾯可以买到各种饮料、零⻝、⽇⽤品和

药妆，⽽且价格⼗分亲⺠，满⾜了基本的⽣

活需要，⽽且还24⼩时营业。更⽅便的是7-

11都可以使⽤⽀付宝付款。

推荐商品：燕窝、胶原蛋⽩⽔、优格、坚果

、向⽇葵籽、海苔、⽓泡酒、⻘草药膏、晒

后修复芦荟胶

Boots

Boots从最初的⼀间⺠间⼩药房起家，发展

到今天已经是世界最有名的药品、保健品和

护肤品店。毫不夸张的说，泰国是除了英国

本⼟之外Boots⻔店最多的国家，由于近年

来去泰国旅⾏的游客光速增⻓，加上泰国具

有强⼤的汇率优势，Boots⼀经⼊驻⽴⻢受

到泰国⼈⺠，特别是赴泰游客们的⻘睐。

推荐商品：欧莱雅、Mistine、BeautyBuffer

、Vitamins & Supplement、⼩⻩⽠系列、⾯

膜冰激凌、blink眼药⽔、⻘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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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概览及旅⾏须知

简介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东部，东临⽼挝和柬埔寨

，南⾯是暹罗湾和⻢来⻄亚，⻄接缅甸和安

达曼海，是国⼈出境旅⾏度假最热⻔的国度

之⼀。这⾥有⽔清沙⽩的热情海滩，⼜有华

丽辉煌的宗教寺庙；这⾥的泰式料理世界闻

名，海鲜新鲜⼜实惠；当地⼈友好和⽆微不

⾄的热情服务，能让每个来泰国的旅客找到

属于⾃⼰的缤纷假⽇。

货币兑换

泰铢（ISO 4217码：THB）是泰国官⽅货币

，由泰中央银⾏泰国银⾏发⾏，1铢等于100

萨当（Satang）。⽬前泰国流通的货币有20

、50、100、500及1000铢等五种⾯额的纸

币和25、50萨当以及1、2、5、10铢六种铸

币。

汇率：1⼈⺠币=4.7569泰铢（此为2018年1

2⽉汇率，具体请以实时汇率为准）

注意事项：

1 去泰国之前，在中国的银⾏兑换⼀些泰铢

⽐较⽅便，⼀般去中国银⾏⽐较划算，但是

排队的时间⽐较久；

2 清迈和普吉岛的⽀付宝和微信⽀付普及率

⾼，⽤⼿机就能完成⼤多数消费；

3 普吉岛当地的换钱机构有很多，汇率都相

差不多，但⽐在国内兑换稍不合算⼀些。

退税

在泰国，如果商店有“VAT Refund For Touri

sts”标识，当天在同⼀家店铺消费不低于200

0泰铢或者购买物品的总额超过5000泰铢，

且在购物⽇期60天内离开泰国的，就可以在

机场申请退税。

⽬前，很多泰国商家使⽤的是PP10退税卡，

⽽⾮PP10退税单。 使⽤退税卡的好处是商

家会把旅客的消费记录退税信息录在卡内，

⼀卡可在不同商家补登。这样便省去了游客

填⼀⼤堆退税单的麻烦。

退税步骤

1 买完东⻄后，让⼯作⼈员办理退税的⼿续

；

2 去机场的海关办公室盖章；

3 过了海关后办理退税⼿续。

注意事项：过安检之前，⼀定要先去海关退

税点盖章，然后再退税。

通讯

泰国happy卡上⽹是7天⽆限流量的，7天1.5

GB流量内全速3G/4G（最⾼42Mbps下载速

度）/1.5GB以上流量限速384Kbps。（请留

意是⾸个1.5GB以内的流量可以享⽤的速度

最快为42Mbps，超过1.5GB流量在7天内仍

然是免费的，只不过速度为384K每秒。）

紧急联络电话

1 中央求救电话（警察/救护⻋/消防）：191

2 公路警察：1193

3 罪案举报：1950-2513-3844

4 旅游警察（英⽂、发⽂、德⽂）：1155

旅⾏安全

泰国的社会治安可以说⽐较安全，但是还是

需要您提⾼⾃⼰的安全意识，防⽌搅⼊冲突

或者被骗。提醒您注意⼀下⼏点：

1. 遇到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请绕⾏，以免

卷⼊骚乱之中。

2. 遇到路⼈主动搭讪，劝告将去景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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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不合规定等等，请⽆视。这些⼈往往

会让你改变⾏程，前往他们安排的景点或者

⽬的地从⽽收取佣⾦。

3. 码头遇到貌似⼯作⼈员介绍包船游览的项

⽬，请忽略，这些⼈收取费⽤较⾼，游客不

留神的话有可能卷⼊他们的圈套中。

中国驻曼⾕⼤使馆电话：0066-2245 7044

地址：57 Th Ratchadaphisek, Bangkok 10

310, Thailand

对外办公时间：每周⼀⾄周五上午9:00-11:3

0，中国、泰国法定节假⽇不对外办公。

⻛俗禁忌

1 进⼊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端庄，最好

不要穿短裤；

2 遇⻅僧侣要礼让，遇⻅托钵化缘的和尚，

不可送现⾦；

3 俗⼈不得与和尚握⼿，只能合⼗致意，⼥

⼦不得触碰和尚，在汽⻋上不能与僧侣邻坐

；

4 付⼩费时不要给硬币，在泰国硬币是给乞

丐的；

5 头部是⽐较神圣的部位，不能随便摸别⼈

的头；

6 经过别⼈⾯前时需弯腰躬⾏，以示对别⼈

尊重；

7 忌⽤左⼿接物和递物。

8在进⼊到佛堂、回教寺或私⼈住宅时，需要

脱鞋，并注意不可脚踏⻔槛；

旅⾏推荐使⽤app

1. 交通类

Google地图（IOS/Android）

Google地图简直就是路痴的救星！为了发挥

出它最⼤限度的作⽤，⼀定要配合街景地图

使⽤。街景地图可以标识出地标建筑的位置

，可以很直观地找到要去的地⽅。Android系

统的话，地图在国内下载好是⽆法使⽤的，

不过别担⼼，到了曼⾕就可以正常使⽤啦。

Grab或Uber出⾏APP

两者的使⽤⽅法与国内“滴滴”“美团”打⻋软

件类似。但是请务必选择标志性建筑或站在

显眼的位置等待⻋辆，以防沟通问题造成双

⽅等待时间过⻓或找不到⼈的状态。

2. 语⾔类

SpeakThai（IOS/Android）

这个App是由泰国观光局制作，包含了旅⾏

和⽇常⽣活中常⽤的泰语词汇和对话，是⼀

个⾮常实⽤的软件。App的预设语⾔是英⽂

，可以在设置⾥选择简体中⽂。App包括了

购物、旅⾏、吃饭等等不同场景的常⽤语，

⽽且点击那个嘴唇图案还能直接发⾳进⾏对

话，发⾳挺标准，使⽤感还不错。

3. 美⻝类

Wongnai

堪称泰国版的⼤众点评，虽然语⾔只有英⽂

可选，但配合图⽚也是很好理解。App内提

供超过16万家泰国美⻝推荐，选择餐厅后更

可直接导航，⾮常⽅便。除了吃还可以搜索

附近的Spa、购物商城等。餐厅按地区、菜

式等分类归纳，还能看到当地泰国⼈推荐的

最受欢迎餐厅，餐厅折扣等等，超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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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旅途愉快。

祥景国旅 为您定制

扫码查看品牌主⻚

ENDENDENDEND



扫码查看指南书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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