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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甲米地区属于潮湿的热带气候，

天气和普吉十分相似，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是最

佳旅游季节。到了 11 月，不仅整个甲米是一片热

闹景象，而且天空也呈现温和的阳光，海水湛蓝，

波涛温柔，可以舒舒服服地潜水，和鱼儿们尽情地

亲密接触；到了 4 月中旬还有热闹非凡的泼水节。

每年的 4 月至 9 月太阳直射赤道，是甲米的雨季，

但相比普吉，即使雨季里也未必天天都会下雨，有

时会十几天不下雨，十多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消费与汇率  一般最普通的炒饭 50 铢左右，四

人用餐一般 600 铢，如果再加酒水之类的约 1000

铢。除了大部分高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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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给小费最少要给 20 铢。泰

国货币单位是“铢”，英文 Baht，读音为“巴”。 

兑换：(2015 年 6 月 )

1 元人民币≈ 5.4409 泰铢  1 泰铢≈ 0.1838 元

人民币

穿衣指南  甲米终年炎热，常夏无冬。无论什么

季节前往清凉舒适的夏季装扮就可以了，如果怕晒，

可以带上薄衫，雨季前往时要带好雨具，以备突如

其来的不便。

时差  甲米所处时区：UTC/GMT+ 7.00 小时 ( 东

七区 )，比北京时间晚 1 小时。即当地时间为 7:00，

则北京时间为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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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以色列

甲米速览
甲米（Krabi）位于泰国南部，是一个有如天堂的热带半岛。甲米周边有 30 多个离岛如宝

石般点缀在蔚蓝的安达曼海上，所以甲米可以说是安达曼海岸边最美丽的省份。洁白柔软

的细纱，温暖清澈的海水，棕榈树随风摇曳，瀑布潺流不绝，野生动物随处穿梭，诗情画意，

美不胜收。甲米拥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岛屿和国家公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皮皮岛，是著名

电影《海滩》的拍摄地。甲米的海景正是以其随处可见的石灰石山而著名。这里是熔岩区，

山冒出海面，形成一座座形状各异的小岛，千姿百态，别有趣味。除了在清澈蔚蓝的海里

体验潜水乐趣，甲米也是攀岩爱好者的天堂。甲米周边的莱利拥有险峻的石灰岩悬崖，是

攀岩的理想场所，拥有 500 多条攀岩路线，让你可以充分挑战自己的极限。相比繁华喧闹

的普吉岛，甲米就宛若一位未经粉饰而又清秀脱俗的妙龄少女，是那样的恬静安宁又耐人

寻味。

Introducing Kr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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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蔚蓝深邃的大海中与海底世界亲密接触

甲米周边如宝石般点缀着 30 多个大小岛屿，洁白柔软的细沙，碧蓝清澈的海水，绚丽多姿

的珊瑚和形态各异的热带鱼使得这里成为潜水爱好者海底探索的胜地。当然对于旱鸭子来说，

退潮时的浮潜也可以让你更近距离感受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

在风光旖旎的安达曼海上乘风破浪

对于拥有众多海洋岛屿资源的甲米，长尾船是出海娱乐的主要交通工具。在天气晴朗的日子，

搭上一艘长尾船，徜徉在清澈蔚蓝的大海之上，吹着海风静静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到了固定

地点，船家会暂时停靠， 游客可以下船浮潜也可以体验一下香蕉船划行的乐趣。据说在夜

晚出海的行程中，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如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大海发出荧光的

奇特画面。

特别推荐 Special



甲米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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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在莱利的石灰岩上挑战极限

甲米独特的的石灰岩地形构成了其美丽的自然风光，靠近海岸的水面上

可以看到大量的从海底耸立而出的石灰岩小山，内陆上更是有大量的悬

崖峭壁。这种奇特的地形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攀岩爱好者，对于他们来说，

这里就是天堂。500 多条攀岩线路足够让人在这里耗上一个多月去体验

每条路线的不同程度的惊险。当然，你也可以爬上矗立于海面之上的悬崖，

于途中跳下，体验高空跳水的刺激。

★ 在皮皮岛的观景台上欣赏最美日落

到达皮皮岛码头后，顺着右手的方向一直走，爬到山顶观景台，可以一

览皮皮岛全景。从山上看下去，海水的颜色美得令人怀疑是否天然而成，

这里也是日出 / 日落的最佳观测点。一定要去看看，虽然走上山需要近 1

个小时。要带好水和手电筒，还要涂好蚊虫叮咬。非常多的虫子，日落

后要赶快下来，下山很黑，没有灯。

Sights景点
甲米（Krabi）位于泰国南部，距离度假圣地普吉岛约 80 公里。其中最

吸引人的景致便是美如天堂般的热带岛屿群、棕榈树摇曳生姿的广阔沙

滩，以及蛮荒原始的瀑布森林和山间岩穴。甲米的海景正是以其随处可

见的石灰石山而著名。甲米府有许多旅游景点，包括了背包客云集的南

湾海滩，攀岩天堂莱利海滩，森林公园中的甲米温泉，雨林环绕的翡翠池，

历史久远的贝壳公墓，还有包含着天堂岛屿的皮皮岛和兰达岛的国家公

园等等。

甲米半岛

甲米镇

甲米镇位于甲米河的入海口处，以前是前往普吉岛和皮皮岛等热门景

点的补给站，现在随着南湾码头的兴起和甲米镇以南新码头的投入使

用，在甲米镇停留的游客渐渐减少。更多来甲米镇的游客是为了去周

边的景点中转或单纯体验甲米镇浓郁的本土风情。附近最重要的景点

KhaoKhanapNan，是水面中突起的小小岩峰，上面有神奇岩洞。而小

镇最吸引人的是那种休闲的气氛，安宁而美丽的甲米河穿过小镇，河里

有大片大片的红树林，里面生活着很多的猴子和野生动物。河上有渔场，

专养古灵精怪的鱼吸引游客，在河边散步也是一种享受。

地址：Krabi Town, Krabi, Thailand

到达方式：甲米机场穿梭巴士约 30 分钟，150 铢每人

南湾 (Ao Nang)

甲米镇约 20 公里的南湾海滩是甲米最热闹也是最有名的海滩，这里生活

设施便利，出行方便，大部分来甲米旅游的游客都聚集在此，类似于普

吉岛的芭东海滩。南湾海滩白色的沙滩延伸到非常著名的石灰石山脉的

山脚，迷人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度假。这里是希望过个宁静

中带点热闹，享受悠长假期的游客们的首选。由于旅游业的开发，现在

的南湾公共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它的影响力已经盖过了甲米镇，已经成

为游客的主要集中地。同时，南湾还是探索周边甲米周边岛屿的一个出

发港口，甲米著名的四岛游就是在这里登船。

地址：Ao Nang, Krabi, Thailand

到达方式：甲米机场穿梭巴士约 30 分钟，150 铢每人；甲米镇双条公

交约 20 分钟，40 铢每人

贝壳公墓 (Shell Cemetery)

贝壳公墓位于南湾以东 9 公里处的 Ao Nam Mao，是全球罕见的自然景

观。大约 7500 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沼泽，因为冰山融化、地壳变动、

海水灌进沼泽，贝壳生物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因而大量死亡，之后再次

地壳变动，附着在岩石上的贝壳岩层才一一浮现，目前被发现的贝壳公

墓地区只有泰国、美国、日本等地。因为海岸涨退潮的的原因，不是随

时都能走下海滩，所以国家公园管理单位便在岸边放着可见横切面的岩

块，并以英、泰文标注该区块不同深潜层中所出现的贝壳，游客可从岩

块上清晰可见无数贝壳嵌在岩层之中。

地址：Moo 6 Saithai, Ao Nang Beach, Krabi, Thailand

门票：200 铢

开放时间：8:30-17:30

到达方式：南湾乘坐双条公交车 20 铢

莱利 (Railay)

莱利海滩分为东莱利、西莱利以及帕南（Phra Nang）三个海滩，整体

面积较小，从东莱利走到西莱利或帕南也就 10 分钟的时间。莱利海滩以

攀岩闻名，有众多的岩壁和岩洞。沙滩就分布在岩壁下，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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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L   Railay 最好的海滩是 West Railay. 也就是看最美日落

的地方，在这儿可以攀岩，攀上去能拍到超级美的景色。

东莱利为码头，没有沙滩，这里属于淤泥滩，特别是在低潮期间。而海

滩的一端被红树林覆盖是东莱利最大的亮点。西莱利沙滩面积稍大，是

游客比较集中的地方。帕南海滩面积也不大，位于岩壁下方，有一座钟

乳石洞穴，里面供有一座女神像，能保佑船家平安归来。整个帕南海滩

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八十年代末一位熟悉攀岩运动的新西兰人来到甲米，发现当地的地形非

常适合攀岩运动，便教导当地年轻人学习攀岩技术。不久，其中几位泰

国青年在莱利海滩开设了第一所攀岩学校，闻风而至的攀岩者越来越多，

附近的攀岩学校也越办越多，终于形成今天的攀岩胜地。莱利海滩的攀

岩训练主要集中在东莱利，除了普通练习壁，海滩东西两边的山壁是天

然练习场。

地址：Railay, Krabi, Thailand

到达方式：到莱利的唯一方式是搭乘长尾船，甲米镇到莱利的车加船 45

分钟，150 铢 / 人；南湾到西莱利的船舶 15 分钟，100 铢 / 人

http://www.mafengwo.cn/i/1081376.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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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番本查国家公园 (Khao Phanom Bencha National Park)

高番本查国家公园占地 50 平方公里，位于海拔 1350 米的高番本查山

区，距离甲米镇 20 公里。园内风景如画，有大片原始雨林及瀑布，最为

著名的是 Huai To 阶梯式瀑布。周边另有 Huai Sa-de 瀑布以及 Khlong 

Haeng 瀑布值得一游。在园内还可游览 Khao Phung 岩洞，洞内密布

钟乳石和石笋。

地 址：Mu 4, Tumbon Thap Prik, Amphoe Mueang, Krabi Town, 

Thailand

门票：成人 200 铢，儿童 100 铢

开放时间：8:00-18:00

到达方式：骑摩托车前往，摩托车租金约为 250 铢 / 天；或报名参加本

地游旅行团 

单卜哥云国家公园 (Than Bok Khorani National Park)

单卜哥云国家公园距离甲米镇大约 45 公里，在甲米－攀牙公路旁边。公

园占地 121 平方公里，有很多景点，包括：石灰岩悬崖、洞穴和瀑布。

一般游客常光顾的地方是莲花池，它是由岩石顶上飞溅而下的瀑布形成

的。溪流从洞穴流出，加上周围的热带花草树木，形成了美丽的植物园。

地址：2/2 Moo 2 Tambon Ao Luek Tai Amphoe Ao Luek, Krabi, 

Thailand

门票：成人 200 铢，儿童 100 铢

开放时间：6:00-18:00

到达方式：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前往，摩托车租金约为 250B/ 天；或报

名参加本地游旅行团

虎窟寺 (Wat Tham Seua)

虎窟寺 (Wat Tham Seua) 又叫 Tiger Cave Temple，距甲米镇中心大

概八公里的路程，位于东北部的一座山脚下，是一座佛教圣地。关于虎

窟寺的得名有很多种说法，广为流传的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洞穴里头

有老虎的脚印，看似是以前老虎的栖息地；另一种是，传说多年前有一

位高僧在洞中修行，有一种老虎在洞口为高僧护卫，寸步不离。不管哪

种说法，都为这个地方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来此参观。

这里有两条楼梯直上到山顶，可以瞭望周围的山水美景、甲米市区和远

方的海景。公园入口后边不远处，有 1237 级台阶通往 600 米的山峰，

需时大概一个小时。登顶可以看到佛像、金顶佛塔和美丽的风景。这里

的环境优美，青翠的树林，清新的空气，还有不少的猴子。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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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O  Tiger Cave 并不大，先步向洞穴里的佛像们拜拜，捐了个

灯油，之后僧侶会为您祝福，再戴上一条红色线织手链，保佑一切平安。

地址： Amphoe Mueang, Krabi, Thailand

开放时间：8:00-17:00

到达方式：打摩的前往单程 100 泰铢；从 Th Utarakit 乘坐双条车单程

50 泰铢；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前往，摩托车租金约为 250 泰铢 / 天；

或报名参加本地游旅行团

甲米温泉 (Krabi Hot Springs)

千万不要以为到了甲米与水有关的活动就只有出海而已，这里的热带雨

林中还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地下温泉可以顺着山体像瀑布一样流下，水

温常年在 40 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沐浴，据说这里的温泉水中某些稀

有矿物质对于风湿、坐骨神经痛以及各类皮肤病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里的条件设施十分简陋，只有换衣服、冲洗的地方，不过也正是由于

其未开发的状态，才会保持温泉的原始本色。这里与翡翠湖 (Emerald 

Pool) 也很近，可以参加当地半日游或者一日游项目一同游览。

地址：Khao Phra Bang Khram Nature Reserve, Krabi, Thailand

门票：温泉门票 90 铢 / 人，购买 200 铢自然保护区通票还可以进入保

护区和翡翠湖

开放时间：7:00-18:00

到达方式：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前往，摩托车租金约为 250B/ 天；或报

名参加本地游旅行团

翡翠湖 (Emerald Pool)

翡翠湖位于 Thung Teao 国家森林公园内，这个公园是一处未经开发的

热带雨林，这里植物繁茂并栖息着大量稀有的野生动物。翡翠湖湖水呈

浅绿色，水温接近人体体温，是非常舒适的天然泳池。水流从缓坡流下，

聚集在低洼处，湖水不深，成人站立湖中水位及胸。顺着天然小路继续

前行，还可以抵达另外一处水质更加清澈的蓝湖，但是由于湖底比看起

来要深得多，底部淤泥会使人陷进去，所以这里禁止游泳。

地址：Kok Thai Sub-district.Sri Mahosot District, Krabi, Thailand

门票：森林公园门票成人 200 铢，儿童 100 铢 

开放时间：7:00-18:00

到达方式：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前往，摩托车租金约为 250B/ 天；或报

名参加本地游旅行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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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eZhang  湖的风格和九寨沟的有些像

周边岛屿

兰达岛 (Ko Lanta)

兰达岛是沿着泰国安达曼海岸 25 公里长的岛屿，位于普吉岛和甲米府的

南面。兰达岛以其长长的海滩，安静的要塞以及水上和水下的自然美景

http://www.mafengwo.cn/i/1242748.html
http://www.mafengwo.cn/i/851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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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闻名，它是海滩爱好者和水肺潜水员的天堂。严格上来说兰达岛是一

群岛包括了两座最大的岛屿，小兰达岛 Koh Lanta Noi 和大兰达岛 Koh 

Lanta Yai，但一提到兰达岛多数人都觉得是 Koh Lanta Yai，是大部分

美丽的海滩以及旅游景点的所在地。相比热闹的皮皮岛和普吉岛，这里

简直就是宁静的乡下小村庄，但是这也为喜欢安静的人提供了一个避世

天堂。这里游客多数以欧美人群为主，只能零星看到几个国人。

地址：Ko Lanta, Krabi, Thailand

到达方式： 11 月至次年 4 月普吉岛、皮皮岛、甲米镇以及莱利都可以

乘船到达兰达岛，旅游淡季船运会减少甚至停运，详情咨询票务代理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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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oneerwork 

皮皮岛 (Ko Phi-Phi)

皮皮岛位于甲米镇南约 20 公里处，是由两个主要岛屿组成的姐妹岛，

1983 年被定为泰国国家海洋公园。这是一个深受阳光眷宠的地方，柔软

洁白的沙滩，宁静碧蓝的海水，鬼斧神工的天然洞穴，未受污染的自然

风貌，使得她从普吉岛周围的 30 余个离岛中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炙手

可热的度假胜地之一。

皮皮岛国家海洋公园主要包括大皮皮岛(Ko Phi Phi Don)和小皮皮岛(Ko 

Phi Phi Leh)。

北部的是大皮皮岛 (Ko Phi Phi Don)，也是通常人们所指的皮皮岛，面积约

为 28 平方公里 , 长 8 公里。其形状如同一只不规则的哑铃 , 两头是绿荫覆

盖的小山丘 , 岛中央由两个半月形海湾交汇而成 , 靠近岸边的海水是迷人的

翡翠色。岛中部极窄 , 最窄处只有约 80 米。岛上有渔民居住 , 度假村、饭馆、

酒吧和各种娱乐场所一应俱全。这里同时也是 PP 群岛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岛

屿。大 PP 岛面积不大 , 从大 PP 岛的通赛湾到北侧的罗达拉木湾 , 最短路程

步行只需5分钟。岛上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长尾船，一种泰国小木船，价格稍贵。

南部的是小皮皮岛 (Ko Phi Phi Le) 上峭壁耸立，没有可以建码头的海滩，

所以至今仍是一座无人岛，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水质绝少遭到污染，海

洋生物也种类繁多，是绝佳的潜水点。

地址：Krabi, Thailand

门票： 皮皮群岛海洋公园门票 200 铢 / 人，即登岛费

到达方式： 甲米、普吉岛和大皮皮之间有快艇和轮渡，历时 1.5 小时，

费用 700 泰铢左右；也可以在旅行社或者酒店预订皮皮岛 1 日游行程；

要到小皮皮岛，可以参加大皮皮岛上的旅行团 , 也可以在大皮皮岛自行包

长尾船前往 , 价格在 400-500 泰铢左右

玛雅湾 (Ao Maya)

玛雅湾（Ao Maya）三面环山，沙滩雪白，因李奥纳多主演的电影《海滩》

而出名。海滩不大，四周上百米的绝壁气势非凡，像一只巨大的手保护

着玛雅湾。海水碧蓝，岸边点缀着精巧的椰树。有一种典型的热带海岛

的气息，适合观景和潜水。

猴子海滩 Monkey Beach

猴子海岸距离通赛湾很近，因岛上有很多猴子而得名。这些猴子不仅贪吃、

调皮、霸道，而且本领也很高，爬树、游泳样样精通，还会“偷”东西哦，

一定看好贵重物品。可以准备一些零食水果喂它们，但是要小心被伤到。

猴岛上沙细水清，海水可见度高，珊瑚、热带鱼都能很清楚地看到。

竹子岛 (Ko Bamboo)

竹子岛也称百岛（Ko Phae），是大皮皮岛北部的一个离岛。因为岛上

有竹子，所以大家习惯称之竹子岛。竹子岛的东部和北部拥有美丽的海滩，

是晒日光浴的理想场所。

蚊子岛 (Ko Mosquito)

蚊子岛也称荣岛（Ko Young），是大皮皮岛北部的一个离岛，靠近竹子岛，

一般和竹子岛组合起来游玩。蚊子岛东边是岩岸，一个美丽的小海滩被

环绕在山谷中央，清澈的海水中隐约可见绚丽的珊瑚礁岩，这里有皮皮

岛最漂亮的珊瑚岩，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浮潜。蚊子岛可是名副其实的，

有非常多的蚊子，所以要记得在上岛前抹好药水，防止蚊子叮咬。

维京洞穴 (Viking Cave)

维京洞穴位于大皮皮岛以南2公里的小皮皮岛上，一般同玛雅湾一起游览。

洞壁刻有史前人类、大象、船只的壁画等，如欧洲商船、阿拉伯船、中国

大帆船、欧式的桅杆船、蒸气轮船、螺旋桨帆船，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相传，这些石洞以前是安达曼海盗的窝点，故被称为“海盗洞”，又因洞

内栖息着很多海燕，盛产燕窝，也被称为“燕窝洞”。泰国政府为了保护

小皮皮岛的生态环境，目前只开放维京洞穴（Viking Cave）供游人参观。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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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eZhang  Viking Cave 里据说洞壁刻有史前人类、大象、

船只等壁画，尤其是各种船只就像世界海船展览，可以想见当年这一带

水道的繁忙。不过相传这些石洞以前是安达曼海盗的窝点，故被称为“海

盗洞”。

割喉岛 (Ko Hong)

割喉岛位于泰国南部地区 Krabi（甲米）以西，割喉岛的名字源自于一部

在此地拍摄的《割喉岛》电影，泰语中是“房间岛”的意思，因为岛中

包围着一座侵蚀大岩洞，状似房屋房间，因为发音类似中文的（gehou），

因此有人取其音名为割喉岛，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水上活动设施让

http://www.mafengwo.cn/i/1140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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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来西亚入境

乘机抵达马来西亚吉打州（Kedah）的兰卡威国际机场（Langkawi 

International Airport），然后到瓜埠码头（Kuah Jetty）换乘快艇大

约 1 小时前往丽贝岛。只有旺季每天上午下午各 1 班船，淡季无船，票

价约 1000 泰铢。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马来西亚入境，需要提前办理马来西亚和泰国两

国的签证，丽贝岛的泰国入境管理处由于属于陆路，不签发落地签。如

果回程需要从丽贝岛回到马来西亚的兰卡威乘机离开，办理签证的时候

就需要办理马来西亚多次往返签证。

住宿 Sleep

甲米镇

甲米镇是甲米的首府，这里银行、商场、餐饮等设施十分完善。这里也

曾经是非常火爆的游客集散地，但是由于南湾的旅游开发，甲米镇开始

恢复平静。然而，还是会有一些游客选择在这里住上一两天，体验纯正

的当地人文风情。从 150 铢的背包客栈到 4000 铢的五星酒店，甲米

镇有着相当全面的不同等级的住宿。

由于远离海滩，跳岛游也需要辗转到码头，大多数预算宽裕的游客都不

会选择这里的住宿。但是，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以及大量

廉价的背包客栈却吸引了大批预算紧张的背包客们。

高档酒店

海洋公园度假村 (Maritime Park & Spa Resort)

度假村仿佛坐落于一个天然的热带雨林之中，周边环绕着石灰岩的小山，

面对着一湾平静的湖水，酒店内部也种植了大量的热带绿植，为客人提

供了一个淳朴自然的环境氛围。

电话：+66-75-631770

地址：1 Tungfah Road, Muang Krabi,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maritimeparkandspa.com/

参考价格：2200 铢

经济型 / 客栈

安达曼酒店 (Dee Andaman Hotel)

Dee Andaman Hotel 酒店位于甲米镇的中心，交通便利。酒店拥有

室外游泳池，客房可以俯瞰山峦或城市，拥有现代化的装饰，并有充足

的自然光线。

电话：+66-75-620779

地址：45/19 Rattanadilok Road., Mu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deeandamanhotel.com/

参考价格：1600 铢

 @Krabi Pura

这是一家位于甲米镇中心河边的客栈，所有房间配备舒适的双人床、空

调和热水淋浴，部分房间可以看到美丽的河景。客栈还有一个小花园，

可以在一边欣赏河景一边小酌几杯。

电话：+66-75-630365

地址：256 Uttharakit Road, Paknum, Muang, Krabi, Thailand

参考价格：600 铢

割喉岛成为来到泰国旅游相当风行的旅游景点之一。割喉岛美丽的海洋

景观是割喉岛的特色，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热带鱼群和海洋生物等等悠

游于海洋中，生机盎然的景色是割喉岛最迷人的地方；割喉岛除了海洋

生态以外，旅游景点也十分丰富，可以搭乘独木舟前往岩洞参观蝙蝠生态、

冰淇淋洞、房洞、007 詹姆士庞德岛上的钉子岩、一线天等著名景点，

还可以参加浮潜、深潜、海上皮划艇等各式各样水上活动，割喉岛让游

客来到泰国甲米旅游享受最具魅力的泰南岛屿风情。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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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的水草   Hong Island( 割喉岛 )。

地址：Ao Luek Tai, Ao Luk, Krabi, Thailand

门票：200 铢

到达方式：一日游旅行团约 550 铢 / 人

丽贝岛 Ko Lipe

丽贝岛，也被译作里朴岛或里贝岛，地处安达曼海南部，是泰国最南端

的小岛之一，隶属泰国沙敦省 Satun，位于泰国靠近马来西亚边境的达

鲁岛国家海洋公园 Ko Tarutao National Marine Park。丽贝岛是该国

家海洋公园内一个有住宿接待能力的小岛，也是达鲁岛国家海洋公园内

唯一允许私人开发的小岛。丽贝岛拥有清澈的水质和细软的白沙，被游

客们誉为泰国的“马尔代夫”，很多地方离海滩不远的水下就可以看到

大片珊瑚和成群的小丑鱼，因此一些游客在这里找到了 10 年前皮皮岛的

影子。丽贝岛也是泰国绝佳的潜水胜地，周边珊瑚繁茂、鱼群丰富，还

分布着地貌险峻的海底山峰，有沉船废墟营造的水下乐园，还有神奇的

鳐鱼聚集点。每年 11 月至 5 月是来丽贝岛潜水、观光的最佳季节，5-11

月旅游淡季期间会有很多酒店和餐厅歇业。

到达交通：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有私营快艇往返于丽贝岛和兰达岛之间，

分 别 是 Satun-Pak Bara Speedboat Club（www.tarutaolipeisland.

com； 船 程 3 小 时， 票 价 1900 泰 铢 ） 和 Tigerline（www.

tigerlinetravel.com; 船程 4 小时，票价 1400 泰铢）

前往丽贝岛的其他方式：

从泰国入境

乘 机 抵 达 泰 国 宋 卡 府（Songkhla） 的 合 艾 国 际 机 场（Hat Yai 

International Airport），换乘大巴约 2 小时前往沙顿府（Satun）的

坝巴拉码头（Pakbara Pier）乘船约 1.5 小时前往丽贝岛。旺季每天上

午下午各 2 班船，淡季每周 3 班船（视天气而定），票价约 500 泰铢。

如果选择乘坐亚洲航空前往，预定机票时可以选择车船联运服务，下飞

机时就会有专人接机并送往码头乘船，但是码头管理费和丽贝岛登岛费、

水上码头接驳船费用需要单独支付。

http://www.mafengwo.cn/i/991185.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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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高级度假村出现在南湾的海滩上，这

里旅游设施比较成熟，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发达的服务业以及酒店业

使得这里已经成为甲米新的游客集散地。同时，南湾也是游客出发进行

周边跳岛游的重要港口，乘坐长尾船和快艇都可以方便到达兰达岛、皮

皮岛以及周边小岛。

高档酒店

甲米奥南蒂瓦娜广场酒店 (Deevana Plaza Krabi Aonang)

酒店拥有 3 个室外游泳池，1 间温泉中心和 1 个健身房。受到甲米迷人

的自然风光和大量野生保护动物的启发，酒店将餐厅、酒吧等周边设施

以不同鸟类命名。

电话：+66-75-639999

地 址：186 Moo 3, Ao Nang Soi 8, Ao Nang Beach, Ao Nang, 

Mu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 http://www.deevanaplazakrabi.com/

参考价格：340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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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O  酒店里挂着很多的鸟笼摆设，让酒店更有艺术气息

茶湾度假村 (Cha Wan Resort)

酒店距离南湾海滩仅几步之遥，酒店建筑以及设施比较新。度假村只有

10 间泰式独栋别墅，为渴望宁静度假环境的客人提供绝佳私密环境。

热带花园和点缀其中的鱼塘为酒店增添了些许雨林气息，让你足不出户

轻松体验热带氛围。

电话：+66-75- 661231-3

地址：159 Moo.3 Tambol Ao Nang  Amphur Muang Krabi

网址： http://www.chawanresort.com/

参考价格：3000 铢

经济型 / 客栈

南湾民宿 (Ao Nang Home Stay)

位于宁静的园景花园之中，享有美丽的山区风景，距离海滩仅有 10 分

钟步行路程。民宿老板 Chang 先生可以讲标准的英文，并且会为客人

提供有帮助的出行信息。房间干净舒适，是预算有限的游客的首选。

地址：262/2 Leela Valley, Aonang Soi 11, Krabi, Thailand

网址： http://aonanghomestay.com/

参考价格：1600 铢

班塔威斯里客栈 (Baan Taveesri) 

这家客栈位于南湾的 Leela 山谷，距离南湾海滩 15 分钟步行，远离喧

闹的南湾海滩，是避世的绝佳选择。客房拥有私人阳台，推开窗户即可

远望美丽山景。

电话：+66-81-8368188

地址：Leela Valley, Ao Nang soi. 11, Ao Nang, Krabi, Thailand

参考价格：1000 铢

莱利

莱利所属的半岛背靠石灰岩山将其与大陆阻隔，三面环海，抵达这里只能靠

乘船，仿佛一个世外桃源。西莱利由于水清沙白，集中这大量的高级度假村，

大多拥有专属沙滩，让你推开房门便可以漫步沙滩之上。东莱利并没有什

么吸引人的地方，泥质沙滩和岸边生长着很多红树林，这里聚集大量的廉

价客栈、酒吧、餐馆和旅行社，不过需要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西部海滩。

帕南海滩是莱利半岛最优质的海滩，大多数游客白天都会来此嬉戏，整片

地区都被五星级酒店 Rayavadee Resort 占据，是这里住宿的唯一选择。

高档酒店

瑞亚维德酒店 (Rayavadee Hotel)

酒店坐拥莱利最棒的海滩帕南海滩区域，是该区域中最为高级的酒店。

Rayavadee 度假村四周被热带花园所环绕，推开房门便可见帕南海滩，

设有独立的双层凉亭和海滨泳池别墅。Rayavadee 是绝佳的蜜月和私

人婚礼场地。

电话：+66-75-620051

地址：214 Moo 2, Tumbon Ao-Nang, Amphur Muang, Krabi,

网址：http://www.rayavadee.com/

参考价格：17000 铢

布雅塔尼 Spa 度假酒店 (Bhu Nga Thani Resort & Spa)

酒店位于设施完善的东莱利海滩，被充满异国情调的石灰岩山脉景色和

安达曼海绿宝石般的大海所环绕。酒店拥有一个室外游泳池，私家沙滩，

12 间海景客房和 7 间带泳池的别墅。

电话：+66-75-819455

地址：479 Moo 2, Railay East, Ao Nang, Mu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bhungathani.com/

参考价格：4600 铢

经济型 / 客栈

莱利花园景观度假村 (Railay Garden View Resort)

酒店位置相对偏僻，位于半山腰，抵达莱利码头后需要涉水并步行一段

时间才能抵达。但是，这里的海景是超级无敌棒，从餐厅望出去是一片

蔚蓝大海，非常震撼。

地址：147 Moo 5, Sai Thai District, Ao-n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railaygardenview.com/en/

参考价格：100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梦里的水草  每个房间都是独门独户的小屋，每个小屋都有一个阳

台，或者可以看到花草树木，或者可以看到海。

http://www.mafengwo.cn/i/1242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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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景度假村 (Mountain View Resort) 

度假村位于通赛海滩附近，是攀岩运动爱好者和背包客的聚集区域。该

酒店虽距离海滩有一定距离，但是背靠无敌山景也使得这里的住宿颇具

性价比。而且这家度假村的老板还可以讲中文，可以为我们中国游客提

供很好的服务。

电话：+66-75-623949

地址：132/34 Moo 2, Aon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krabimountainviewresort.com/

参考价格：1200 铢

兰达岛

与邻居普吉岛和皮皮岛相比，兰达岛可以说是南安达曼海上的隐士，但

是这里也有险峻的喀斯特峭壁、连绵不断的细软沙滩和蒂芙尼蓝的清澈

海水。由于尚未被大规模旅游开发所破坏，这里保持着质朴的民风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很多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和拥挤人群的旅行者的避

世天堂。兰达岛住宿主要集中在西北部，价格从 600 铢的平价客栈到

9000 铢的五星级度假酒店，适合各种类型的旅行者。

高档酒店

利亚纳温泉度假酒店 (Layana Resort & Spa) 

酒店被热带植物所环绕，位于 Phra Ae 沙滩并俯瞰着美丽的海洋。酒

店的客房具有现代泰国建筑风格并以丝绸和硬木家具布置，每个房间都

有超大双人床和私家阳台。

电话：+66-75-607100

地 址：272 Moo 3 Saladan, Phra-Ae Beach, Pra Ae Beach, Koh 

Lanta, Thailand 

网址：http://www.layanaresort.com/

参考价格：930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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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他爸   酒店多次被评为泰国第一和 Asia's Leading 的 Spa 

Resort 和连续 4 年的世界 traveler's choice 及多次 World Luxury 

Hotel Awards，当选过世界 top 50。

拉维瓦林水疗中心度假村 (Rawi Warin Resort & Spa)

度假村位于景色秀美的 Klong Tob 湾，是一所拥有 185 间客房的 5 星

级酒店，拥有 4 个大型室外游泳池、健身中心和网球场。这间度假村的

科技感十足，应用了O3过滤系统的泳池保证安全舒适的游泳体验。另外，

SPA和餐厅的水准也绝对堪称一绝，绝对是兰达岛上的最好的酒店之一。

电话：+66-75-607400

地址：139 Moo 8 Lanta Yai Island,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rawiwarin.com

参考价格：4300 铢

经济型 / 客栈

长滩客栈 (Long Beach Chalet)

酒店位于迷人的热带花园之中，距离 Phrase Ae 海滩和长滩都很近。

泰国传统吊脚独栋小屋和现代、典雅的内饰为你带来东南亚异域风情。

客栈在 2013 年 6 月进行了重新装修，全新的环境为客人提供了更棒的

居住体验。

电话：+66-862674744

地址：472 Moo 3, Saladan, Ko Lanta, Thailand  

网址：http://www.longbeachchalet.com/

参考价格：110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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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ghuili  ong beach chalet 是一幢幢小木屋吊脚楼，三星，离

海滩走过去三四分钟，自然环境好，因此蚊虫较多，必须下蚊帐睡觉，

且木板有叽叽嘎嘎的声音。可以体验下，长住的话蚊虫实在吃不消。

兰达瑟普旅社 (Lanta Thip House)

这里交通也非常方便，位于 Klong Khong 海滩和 Klong Nin 海滩之间，

步行仅几分钟即可到达。这家旅社可以说更是一家高级背包客栈，在兰

达岛上颇具性价比。旅社整体环境温馨安静，房间干净整洁，床铺软硬

适中。

电话：+66-75-667111    

地址：361 Moo 2, Baan Klong Khong, Koh Lanta, Thailand   

网址：http://www.lantathiphouse.com/

参考价格：1020 铢

皮皮岛

皮皮岛绝对是甲米的旅游热点，近年来其火爆程度堪比邻居普吉岛，岛

上的住宿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对于预算有限的旅行者，住在通赛湾码

头附近区域是比较节约的选择，这里交通方便，越远离海滩的住宿价格

越便宜。这里你可以找到 400 铢的平价客栈，也可以奢享 10000 铢高

级酒店的优质服务。北部更加僻静，环境也更加优美，可是往返长尾船

需要你为交通支付一笔费用，北部的酒店以高档型为主。

高档酒店

齐沃兰酒店 (Zeavola Hotel)

酒店位于皮皮岛北部蓝通海滩，抵达这里只能从通赛湾乘船，使得这里

http://www.mafengwo.cn/i/93891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233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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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一处世外桃源，让你可以逃离喧闹的游客人群，享受安静的海岛假

期。全柚木建造的独栋别墅让你充分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作为皮皮岛

上一流的酒店，这里也非常适合海岛婚礼和蜜月度假，绝对为你留下难

忘的时刻。

电话：+66-75-627000    

地址：11 Moo 8 Laem Tong, Koh Phi Phi, Ao N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zeavola.com/

参考价格：1600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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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oneerwork   如果你喜欢自然，这里是你最完美的选择。酒店

的道路都洒满细沙，基本去哪都不用穿鞋，各个别墅之间会有绿植遮挡。

pool villa 作为等级最高的房型位于最高处，拥有 180 度的无敌大海景，

而且私密性也最好，有一个小的游泳池，水是常温的。Zeavola 的员工

非常友好，只要看见客人，不管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问候。

皮皮岛假日度假村 (Holiday Inn Resort Phi Phi Island)

该酒店同样位于蓝通海滩，但是这里绝美的景色值得你辗转奔波。酒店

正对着著名的蚊子岛和竹子岛，乘船只要 20 分钟即可到达。度假村由

很多独门独户的小木屋组成，沙滩也是酒店的私人沙滩。小木屋离沙滩

都非常近，不超过 5 分钟的步行路程，如果是坐落于海边的木屋，每天

扶着窗台，海天一色的美景就尽收眼底。

电话：+66-75-627300

地址：Laemtong Beach, Phi Phi Island,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phiphi.holidayinn.com/

参考价格：850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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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诚电影  holiday inn 酒店的码头位子就是水上运动活动中心，在

这里你可以免费借到浅水面具、浮潜吸管、脚蹼、救生衣、独木舟还有

毛巾等东西 。

经济型 / 客栈

迪迪海滩房酒店 (Dee Dee Beach House)

酒店位于皮皮岛繁华地带，周围餐馆、旅行社林立，出行很方便。酒店

的木屋建在海边，被热带植物所簇拥，每天推开门可以直接看到大海。

你可以慵懒的躺在沙滩椅或者吊床上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发呆，这里绝

对会为你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

电话：+66-862798898

地址：Phi Phi Island, Krabi, Thailand

参考价格：1000 铢

白酒店 (The White Hotel)

这家酒店位于 Lo Dalam 湾，去观景平台、海滩和餐厅都非常方便。酒

店从里到外正如其名一样，都是白色的装饰。酒店装修和设施比较新，

为你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

电话：+66-75-601300

地址：Phi Phi Island, Krabi Town, Thailand 

网址：http://www.whitephiphi.com/th/

参考价格：1300 铢

丽贝岛

田园概念度假村 Idyllic Concept Resort

位于日出海滩上的奢华酒店，有丽贝岛上唯一一个面朝大海的无边泳池。

所有房间均为独栋别墅，配有私人阳台和躺椅。酒店建筑与大自然完美

结合，整体采用园林化设计，半露天的浴室也让人有与自然融合的感觉。

地址：Sunrise Beach, Ko Lipe, Satun, Thailand

网址：http://www.idyllicresort.com/

电话：66-74-750399

参考价格：4000 泰铢起

利普岛避暑山庄酒店 Mountain Resort Koh Lipe

酒店位于岛上北部著名地标月牙湾处，从酒店餐厅可俯瞰月牙湾。大多

数房间背靠青山，面朝大海，景色极佳。每间房间都有私人阳台，可以

观海，看星，还享有私人沙滩，优美的海景是摄影爱好者的心头好。虽

然距离其他海滩较远，但酒店提供免费接驳车

地址：57 moo 7 Koh Sarai Distric,A Meung, Satun, Thailand

网址：http://www.mountainresortlipe.com/

电话：+66-74-750918

参考价格：3000 泰铢起

丽贝岛壁虎度假酒店 Gecko Lipe Resort

酒店位于岛中央，距离沙滩步行需 10 分钟左右，距离步行街很近。所有

客房都是坐落于丛林之中的独栋泰式木屋，自然气息很浓厚。虽然房间

内部条件简单，但是这家酒店在岛上性价比很好，对于背包客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

地 址：61 moo 7, koh sarai , mueng Satun district, Koh Lipe, 

Satun, Thailand

网址：http://www.geckolipe.com/

电话：+66-878107257

参考价格：800 泰铢起

http://www.mafengwo.cn/i/1140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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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at

在甲米，当然不能不尽享各种海鲜带来的味觉盛宴，同时能品尝到绝大

多数泰国美食，如冬阴功、菠萝炒饭以及炒河粉。品尝美味的地方也数

不胜数，无论是日料、中餐、印度菜还是地道泰北风味，在这里总是可

以找到满足你的餐厅。另外，因为多年大量欧美游客以及移民定居于此，

这里还有许多正宗西式餐厅迎合他们的口味。当然，最为集中的美食目

的地是夜市，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炸鸡、烤肉、风

味饮品等各种颜色、各种口味让你应接不暇。

特色美食

泰式菠萝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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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阴功汤

冬阴功汤算是泰国的国汤了吧，大街小巷的餐馆皆可见，意思就是酸辣

虾汤。里面有香茅，柠檬叶，小米辣，虾，草菇，蕃茄等配料。通常冬

阴功汤有两种做法，一种加椰奶，汤味更香浓，另一种是清汤，未加椰奶，

常见于泰北，酸辣味更突出。

咖喱炒蟹

极受欢迎的泰国名菜，切块的红蟹加上配菜与咖喱和各式香料共炒，突

出蟹肉的鲜味与弹性，风味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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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餐厅

在甲米，无论是本地居民聚集区甲米镇，还是海滨胜地南湾和莱利，抑或

海岛皮皮岛和兰达岛，你都可以找到本地人开的正宗地道的泰国菜馆或者

外国移民经营的国际餐厅，很多餐厅的品味和格调都不输清迈、曼谷的餐厅。

甲米镇餐饮集中在 Th Sukhon 和 Th Issara 之间湄公河以东的区域，

Th Sukhon 上的全天市场和 Khong Kha 码头的夜市也有不少小吃值得

品尝，价格都非常便宜；南湾海滩附近有很多不错的餐厅但价格偏贵，

4023 路上有很多经济实惠的餐馆；东莱利海滩是莱利最热闹的区域，当

然也聚集了各种价位的餐厅，如果住在其他区域恐怕只能在酒店用餐了；

兰达岛上的餐厅选择十分广泛，沿着东部公路一路前行会发现很多饭店；

热门旅游地皮皮岛上的就餐就比较局限，大多集中在通赛湾这一片狭长

地带，其他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不便，也只能在酒店用餐，价格偏贵。

甲米镇

Gecko Cabane

餐厅有个室外小院，被老板用心的装点成了一个小花园，用餐氛围非常好。

夫妻两人将对于生活的热爱倾注到了菜品当中，料理的味道在游客当中

广受好评。推荐马沙曼咖喱和大虾。

电话：+66-819585945

地址：1/36-37 Soi Ruamjit, Maharat Road, Krabi Town, Thailand 

人均消费：200 铢

甲米先生餐厅 Mr.KRAB-i

这是一家很棒的厨师开的很有咖啡馆情调的餐厅，招牌菜是泰国菜和意

大利菜，很多来自意大利的背包客都称赞在这里找到家乡的味道，最好

提前电话预约一下。

地址：27/29 Chaofah Road, Krabi Town, Thailand

电话：+66-865544659

参考价格：人均 250 泰铢

营业时间：10:00-23:00

南湾

Carnivore Steak and Grill

这家餐厅自 2003 年成立初期便很快成为南湾首屈一指的烤肉点，现在

已成功经营了 10 年的时间，主营牛排和羊排等西式烤肉以及各种烤制的

海鲜和蔬果。

电话：+66- 75-661061

地址：127 Moo 3, Ao N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carnivore-thailand.com/

人均消费：600 铢

Lae Lay Grill

这家餐厅位于山上，可以俯瞰南湾的海湾，景色非常漂亮，也是是一边

观赏日落一边享用饕餮美食的绝佳位置。每 6 周更换一次的菜单保证你

吃到最应季的海鲜，开放式的厨房也可以让你近距离观看食物的制作过

程，这里用餐绝对是一个值得回忆的经历。

电话：+66-75-661588 

地址：89 Moo3, Ao N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laelaygrill.com/

人均消费：550 铢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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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的水草  在山顶上，可以看日落，吃海鲜。餐馆的操作台是开

放式的，大家可以观看大厨们制作海鲜。

The Hilltop

在甲米属于中高端的餐厅，拥有无敌的夕阳景致，好的位置要提前预约，

也提供接送服务。餐厅能看到的整个奥南的全景，以及夕阳西下。这里

http://www.mafengwo.cn/i/9911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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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乐队表演，泰国本地的歌手，偶尔唱几首邓丽君的老歌。

地址：99 Moo 3, Ao Nang, Krabi Town, Thailand

网址：http://www.thehilltopaonang.com/"

电话：+66-75-637195

参考价格：主菜 300 铢左右

营业时间：11:00 - 01:00

Ao Nang Boat Noodle

这家小饭馆非常具有极简的泰国本土风格，整个餐馆几乎用帐篷支撑起

来的。别看环境简陋，但是这里的面却是南湾最棒的料理，有人说到南

湾不来这里吃面就不算来过。同时这家小面馆的价格也十分经济实惠，

一碗面 50 铢左右，一个椰子也只要 30 铢。

电话：+66-862719528

地址：689 Moo 2, Baan Ao Nang Road, Ao N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aonangboatnoodle.com/blog/

人均消费：150 铢

梦里的水草  餐馆里厚厚的菜单，全是图片，连猪肉、鸡肉、鱼肉这些字

都有图片做代表，很贴心，不用担心看不懂英文和泰文，直接看图点菜。

莱利

Railay Sunset Restaurant

这个餐厅附属于 Railay Bay Resort 度假村，餐厅装修和布置十分的优

雅高贵，是莱利为数不多的高端餐厅之一。由于夕阳正好落在餐厅前面

的海滩，这里又是边用餐边欣赏日落的不二去处。

电话：+66-819152700              

地址：Railay Bay Resort, Muang Distric, Krabi, Thailand �

网址：http://krabi-railaybay.com/facilities.html

人均消费：350 铢

Sunrise Restaurant

餐厅位于东莱利海滩，是 Sunrise Tropical Resort 酒店的旗下餐厅，

比周边其他餐厅看起来都要整洁干净。白天可以在户外的树荫下一边用

餐一边感受来自安达曼海的和风拂面。夜幕降临，户外的用餐区会燃起

烛光，十分浪漫。旅游旺季还有现场音乐表演供客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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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19796299            

地址：39 Moo 2 Ao-Nang, Muang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sunrisetropical.com/restaurant.html

人均消费：400 铢

兰达岛

Red Snapper

位于绿植成荫的花园中的这家室外餐厅坐落于 Phra Ae 海滩上。融合东

西方烹饪技艺，搭配泰国植物香料，制作出的创意料理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三文鱼卷、猪排和芝士拼盘是大多数客人力荐的菜品。

电话：+66-78856965�               

地址：176 Moo 2, Pra Ae Beach, Ko Lanta,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redsnapper-lanta.com/

人均消费：450 铢

Phad Thai Rock n Roll

这家餐厅由一个摇滚乐手夫妇经营，男主人负责厨房，女主人主管水吧。

夫妻俩非常热情好客，会允许客人参观厨房并教授厨艺。推荐私房炒粉

和丛林咖喱，这里的沙冰也一定要试一下，非常解暑。

电话：+66-807848729                  

地址：Kantiang Bay, Ko Lanta, Krabi，Thailand 

人均消费：200 铢

L. Maladee

这是岛上最火的餐厅，老板来自澳大利亚，主管服务；合伙人是本地人

主管后厨。两人分工明确将餐厅经营到了岛上排名第一的餐厅。旺季前

来最好提前预订，淡季会闭店休息。菜品融合东西方精华，将泰国菜和

西餐结合的恰到好处。推荐他家的咖喱牛肉、罗勒鸡肉、糖醋大虾

电话：+66-878913149                  

地址：75/1 Moo Saladan, Koh Lanta, Krabi，Thailand 

网址：http://www.maladee-restaurant.com/

人均消费：300 铢

皮皮岛

Grand PP Arcade

这家店是咖啡厅兼餐厅，提供西点、咖啡、泰国菜和西式简餐。远离主

街的地理位置，避开了喧闹的人群，使得这里环境比较清静。推荐柠檬

派和布朗尼。

电话：+66-805382608                  

地址：Ao Lo Bakao Beach, Ko Phi Phi Don, Thailand

 Koh Phi Phi Red Tuna

皮皮岛北部的 Lo Bakao 沙滩上有一件间小巧的餐厅，是由一位热情的

渔夫 Tuna 经营的。这里的海鲜也很新鲜，会根据当天采购到的最新食

材调整菜单，绝对不用担心吃到不新鲜的东西。

电话：+66-904084100                    

地址：Ao Lo Bakao Beach, Ko Phi Phi Don, Thailand

网址：http://ppredtunahut.com/ 

人均消费：350 铢

Anna's Restaurant

餐厅位于皮皮岛中心区域通赛村，餐厅料理的菜品主要是泰国菜和西餐。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3东南亚系列

内部深色的桌椅搭配干净的白墙，装修风格简约；墙上点缀着相片和壁画，

为餐厅又增加了不少格调。推荐他们家的主打菜 ratatouille，分量不大

但绝对让你胃口大开。

电话：+66-859232596          

地址：111, Moo 7, Ko Phi Phi Don , Krabi, Thailand 

人均消费：250 铢

Pad-Thai Restaurant

这家餐厅在皮皮岛上颇有名气，不仅有经济实惠的价格和美味可口的菜

品，更热情周到的服务。餐厅的海鲜都是直接采购自渔船，蒜蓉烹调的

海鲈鱼、鲷鱼和大虾绝对是必点菜品。开放式厨房也可以让你观赏到食

物烹调的全过程，增添用餐乐趣。

电话：+66-848463921          

地址：Loh Ba Kao Bay, Ko Phi Phi Don, Krabi, Thailand 

人均消费：300 铢

Jasmine Restaurant

这是一家名叫“茉莉”的度假村附属餐厅，位于蓝通海滩上，可以一边

用餐一边欣赏翡翠般的海水。餐厅老板 Peter 也是一名潜水教练，可以

提供潜水培训以及体验游。餐厅会收将一部分营收投入到蓝通当地学校

的建设和改善。

电话：+66-862770959

地址：Laem Tong Beach, Ko Phi Phi Don,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jasmin-restaurant.blogspot.com/

人均消费：350 铢

pioneerwork  点菜的服务生居然可以说中文，而且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周边就坐的也基本全是中国人，呵呵，像是回到了国内。

购物 Shopping

甲米的购物目的地多集中于甲米镇，这里有大型超市、购物中心、特

色集市，甚至还可以找到奥特莱斯名品折扣店；南湾的海滩路边有很

多小店出售各种仿冒名牌的沙滩装、人字拖、太阳镜；莱利的海滩边

上会有移动摊贩来到你身边，兜售着从 T 恤、人字拖、防晒霜到可乐、

啤酒的各种商品，东海岸也聚集着很多小店；兰达岛上的 Sala Dan

村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皮皮岛的 Ton Sai 村是岛上的购物

聚集区，相对成熟的旅游开发让你可以找到一些小店，出售零食饮料、

服装服饰、珠宝首饰等等。

总而言之，如果想要大规模采购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甲米与曼谷、

清迈这样的城市相比毫无优势可言。而在甲米，兰达岛和皮皮岛上的

物价也比陆地上的物价高很多。

甲米镇

集市

昭发夜市 (Chao Fah Night Market)

是甲米镇最大夜市，主要聚集着一些小吃路边摊沿着马路依次排开，

可以让游客深度体验当地小吃以及市井生活，而花费却跟当地人一摸

一样。这个夜市每天晚上都会开放，所以不用担心错过精美小吃。

地址：Chao Fah Pier, Kongka Road, Krabi Town, Thailand

营业时间：每天 17:00-0:30

甲米步行街 (Krabi Walking Street)

这条街步行街从早到晚都非常热闹，白天作为菜市场，晚上则是周末

夜市：每天凌晨天微微亮早市便人头攒动起来，本地人都会到这里采

购一天所需的蔬菜瓜果、熟食生鲜；每逢周末，夜幕降临时，这里便

成了各种手工艺品、服装服饰以及小吃美食的天地。

地址：Soi 8, Maharaj Road, Krabi Town, Thailand

营业时间：早市每天 3:00-10:00，夜市每周五、六、日 5: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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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O  夜市里有卖些手工物可当手信而不贵，还有些表演可观赏。

路见一团小孩用一些我不知道的乐器演奏着音乐。

超市

Big C

泰国家喻户晓的连锁超市，甲米镇的这家 Big C 主要经营家电、数码、

食品、服装服饰等等。里边还有很多名品折扣店，出售打折名牌。

地址：349 Moo 11, Krabi Noi, Muang, Krabi, Thailand

营业时间：9:00-23:00

乐购莲花 (Tesco Lotus)

乐购莲花跟 Big C 一样也是一家人人皆知的连锁超市，但是乐购莲花

的购物环境和商品品质比 Big C 稍高。这里有几家化妆品店，还有一

些诸如 Levi's 和黛安芬这样的服装店。超市中还有美食广场，进驻了

如 Dunkin' Donuts 和 KFC 等很多快餐品牌。

地址：191 Moo 12, Krabi Noi, Mueang Krabi, Krabi, Thailand

营业时间：9:00-23:00

商场

奥特莱斯村 (Outlet Village)

这里汇集了大量的名牌折扣店，主要经营时尚以及运动服饰。品牌有

Adidas, Le Coq Sportif, The North Face 等等。这里也有一些体

育用品店出售高尔夫、游泳装备。

地址：888 Moo 11, Krabi Noi, Mueang Krabi, Krabi, Thailand

营业时间：11:00-21:00

时尚购物中心 (Vogue Shopping Center)

时尚购物中心是一家综合购物商场，这里有诸多品牌店铺、快餐

店 和 一 家 超 市。 一 层 有 一 家 Boots 药 妆、 化 妆 品 专 柜 和 K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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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nson's 等快餐店。二层有 Levi's、Wranglers 和 Lee 等品牌。

地址：Maharat Road, Mueang Krabi, Krabi, Thailand

营业时间：9:00-21:00

皮皮岛

集市

皮皮市场 (Phi Phi Market)

位于通赛湾的这个当地市场可以让你亲身体验安达曼海岛的风土人情。

这里不仅有生鲜熟食、瓜果蔬菜还出售一些如人字拖、纱笼这样的日

常用品，当然价格比针对游客的商铺要便宜很多。到这里的最佳时间

是清晨或者傍晚时分。

地址：Tonsai Village, Ko Phi Phi, Thailand

特色商铺

T-Shirt Shop

有心的店主原创了种类繁多的创意 T 恤，价格低廉。除非大批量购买，

在这里完全无需砍价，标价已经是店主的底线。况且这里的产品大多

都是孤品，不用担心会跟别人撞衫。

地址：Tonsai Village, Ko Phi Phi, Thailand

营业时间：10:00-23:00

娱乐 Entertainment
就娱乐资源来说，甲米真的是一个旅游天堂。南湾让你拥有细软沙滩的

同时还能方便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莱利的石灰岩地形仿佛注定为喜欢

挑战极限的攀岩爱好者所量身定做；兰达岛由于风景优美且游客稀少，

来这里避世再适合不过了；皮皮岛的美妙水下世界让众多潜水爱好者流

连忘返。众多的休闲娱乐资源必然使得甲米成为喜欢热带岛屿游的人们

出行的首选目的地。很多当地旅行团的行程以及中转交通都可以通过所

在酒店以及码头和步行街的旅游代理预订。

潜水和跳岛游

南湾可以方便到达周边离岛，比较经典的行程便是四岛游（包括波达岛、

托普岛、鸡岛、帕南洞），割喉岛也是人们比较喜爱的跳岛游路线。在

整个行程中，游客可以体验潜水、日光浴、烧烤、夜游、皮划艇等娱乐

项目。参加四岛游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就是参加当地一日游的旅行团或者

包船前往，一日团约 300 铢 / 人，包一艘长尾船 1 日游约 2200 铢 /6

人。这里还有一些著名的潜店提供 PADI 认证课程的培训，初级认证仅需

4 天时间，价格约 15000 泰铢左右。

Island Divers

这家潜水机构已经成立将近 10 年时间，经营潜水游以及 SSI 和 PADI 潜

水课程培训，是皮皮岛上比较有声望一家机构。

电话： +66-898732205

地址：157 Moo 7 T. Aonang, Muang Phi Phi，Krabi，Thailand

网址：http://www.islanddiverspp.com/

Go Dive Lanta

Go Dive Lanta 位于兰达岛上的 Sula Dan。潜水培训中心提供不同级别

的 PADI 认证课程，让你从潜水菜鸟升级成浪里小白龙。这里同时提供含

有浮潜的旅游行程。

电话：+66-75-668321

地址：6 Moo.1 Saladan, Ko Lanta 81150, Thailand

网址：http://www.godive-lanta.com/

Barracudas Tour

旅行社位于南湾的 Ao Nang Cliff View Resort 中，提供跳岛游得行程

安排，如 4 岛 1 日游，割喉岛 1 日游和皮皮岛 1 日游等。

电话：+66-75-637092

地址：247 Moo 2, Ao Nang Beach,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baracudastourkrabi.com/

骑象

Nosey Parker's Elephant Camp

这家机构提供骑象丛林穿越的旅行日程，行程中游客会骑着大象趟河深

入热带雨林，欣赏到这一地区特有的灵长类和鸟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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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66-75-621157

地址：19 Krabi Road, Pak Nam, Krabi Town, Thailand 

网址：http://www.krabidir.com/noseyparkers/

攀岩

Hot Rock Climbing School

这家攀岩培训学校隶属于 Railay Adeventure 机构，提供攀岩培训，设

备租赁、住宿等服务。另外还可以在这里安排出海垂钓等行程。

电话：+66-856419842  

地址：245 Moo5, Sai Tai, Krabi, Thailand

网址：http://www.railayadventure.com/

 King Climbers

这是一家非常有多年运营经验的老店，创立至今有 10 多年时间，并且一

直保持着较高的安全和教学标准。学校提供从入门到高级的各种攀岩课

程，教练全部拥有至少 5 年的攀岩经验并经过 ACGA 认证。

电话：+66-75-637125 

地址：194/5 Moo 5, Tambol Saithai, Muang, Krabi,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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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railay.com/railay/climbing/climbing_intro.shtml

皮划艇

Phranang Full Moon Kayaking

这是一家经营皮划艇旅游的机构，办公地点在南湾。皮划艇之旅将会带

你来到距南湾 40 公里的 Tha Lane 湾，体验甲米之美。行程分为早班和

晚班，晚班的日落皮划艇游绝对是明星项目，行程中还包括了烧烤晚餐。

电话：+66-901730743  

地址：157/5 Moo 5 Ao Nang, Mueang Krabi, Krabi, Thailand

 

Tours线路推荐

甲米全景 4 日游

线路特色：甲米是隐藏于安达曼海之滨的世外桃源，在普吉岛的巨大光

芒之下，并不为很多中国游客所熟知。但随着近些年皮皮岛的知名度提高，

前来甲米的游客也络绎不绝。甲米除了安排必游的D1+D2的皮皮之旅外，

还可以选择 D3 行程一探甲米的热带雨林，如果还玩不够着蓝天碧海，再

来一个 D4 周边四岛游。另外，一些户外发烧友还会在甲米的莱利海滩安

排额外行程学习攀岩。

线路设计

D1  皮皮阳光海滩一日游

D2  皮皮出海跳岛一日游

D3  甲米热带雨林一日游

D4  甲米周边四岛一日游

线路详情

D1 大皮皮岛 Ko Phi Phi Don

上午，从甲米乘船前往安达曼海上的避世天堂皮皮岛。皮皮岛由大、小

皮皮岛组成，而由于只有大皮皮岛上有居民居住，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

皮皮岛指的是大皮皮岛。皮皮岛是普吉岛周边最受欢迎的离岛，这里深

受阳光眷顾，沙滩洁白柔软、海水宁静蔚蓝，还有各种神秘的天然洞穴。

下午，可以躺在酒店的私家沙滩上尽享着细软的白沙，也可以跳进蒂凡

尼蓝的海水中耍个痛快。皮皮岛码头通塞湾附近的山坡上还有一处皮皮

岛观景点，可以俯瞰全岛景色。

D2 竹 子 岛 Ko Bamboo- 蚊 子 岛 Ko Mosquito- 猴 子 海 滩 Hat 

Monkey- 玛雅湾 Ao Maya- 维京洞 Viking Cave

在大皮皮岛报名参加皮皮岛跳岛一日游行程，行程包括浮潜、游泳、日

光浴、午餐。行程中会经过拥有美丽沙滩的竹子岛、海水中隐约可见绚

丽珊瑚的蚊子岛、栖息着很多猴子的猴子海滩、好莱坞电影取景地玛雅

湾和刻有神秘壁画的维京洞。在网络代理或者当地酒店前台和旅行社即

可报名，而且均有专车酒店接送，十分方便。

下午，乘坐最后一班船离开皮皮岛前往的甲米的南湾游客聚集区。

D3 甲米温泉 Krabi Hot Springs- 翡翠湖 Emerald Pool- 虎穴寺 Wat 

Tham Seua- 大象营 Elephant Camp- 山顶餐厅 The Hilltop

在南湾游客聚集区报名参加甲米雨林一日游行程，行程包括前往由瀑布

组成的甲米温泉、有“泰国九寨沟”美称的翡翠湖、神秘奇幻的虎穴寺

和雨林骑象活动。在网络代理或者当地酒店前台和旅行社即可报名，而

且均有专车酒店接送，十分方便。

傍晚，回到南湾后，前往提前预定的山顶餐厅，这里是南湾制高点，可

以一边用餐一边欣赏夕阳西下的无敌美景，晚上还有现场驻唱，气氛十

分浪漫，最方便的是提前预定还有专车接送上山。

D4 托普岛 Ko Tup- 鸡岛 Ko Chicken- 波达岛 Ko Poda- 帕南洞 Pra 

Nang Cave

在南湾游客聚集区报名参加甲米雨林一日游行程，行程包括水中沙洲一

般的托普岛、形如鸡身的石灰岩小岛鸡岛、拥有白沙碧水和无敌珊瑚的

波达岛和神奇的生殖崇拜洞穴帕南洞。在网络代理或者当地酒店前台和

旅行社即可报名，而且均有专车酒店接送，十分方便。

晚上，如果赶到周末可以到甲米镇上逛逛甲米周末夜市，游客可以在这

里买到价格合理的手工艺品、珠宝首饰和服装服饰，还能在休息区中央

的舞台上欣赏街舞、音乐和泰国传统舞蹈，更可以品尝到地道泰国特色

美味。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泰国的官方语言为泰语，旧称暹罗语。现在许多泰国人在学习中文，也

会些许英语，普及程度算高，如若碰上实在不会英语的泰国人，打个电

话回酒店让酒店服务人员为你沟通。前往泰国旅游的游客行前先学几句

重要泰语，或给手机下载个翻译器，以备语言不通带来的麻烦。

常用语：

你好 (sawadee)          是 (chai)                 不是 (mai chai)

谢谢 (khop khun)        没关系 (mai pen rai)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旅行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银行

甲米镇上 Th Utarakit 沿街，有盘古银行、泰京银行、暹罗城市银行和

暹罗商业银行均可兑换货币和履行支票，并有 ATM 提供现金服务；随

着南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沿着海滨的 4023 公路也设立了很多银行和

ATM 机；兰达岛东部的沿海公路 4025 自 Sala Dan 码头向南也可以找

到很多银行和 ATM 机；皮皮岛的通赛村也有很多 ATM 可供游客使用。

电话

当地手机卡

泰国常用电话卡有 3 种：Truemove 卡、Happy 卡、1-2-Call 卡。用的

较多且口碑较好的是 Turemove 卡，其次是 Happy 卡，1-2-Call 卡资

费较贵应用面不广。在 7-11 便利店、电信营业厅甚至机场都可以购买并

充值。现在网络上有代理可以在中国就买到泰国的电话卡，而且价格会

比在泰国买要便宜一些，并且提供专门的使用指导和说明，十分划算和

方便。

DTAC 公司 Happy Tourist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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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游客，推荐这款为游客专门推出的电话卡，可以购买 7 天无

限 3G 流量套餐，价格 299 泰铢，含 100 泰铢话费，可以拨打中国或泰

国本地电话约 100 分钟。如果超过 7 天，可以购买充值卡后开通 49 泰

铢 / 天（250M 流量 / 天）或 199 泰铢 / 周（1G 流量 / 天）的有限上

网套餐。

拨打中国固话：00400+86+ 国内区号 (0 省去，如北京区号 010 则拨

10)+ 固定电话号码，1 铢 / 分钟；拨打中国手机：00400+86+ 手机号码，

1 铢 / 分钟；给中国手机发送短信 5 泰铢 / 条，发彩信 15 泰铢 / 条。

拨打泰国当地电话：0+ 泰国号码，1 铢 / 分钟；给泰国本地发送短信 3

泰铢 / 条，发送彩信 5 泰铢 / 条。

国内手机卡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开通国际漫游的用户均可在泰国使用手

机拨打电话，具体资费如下：

中国电信

拨打漫游地 1.99 元 / 分钟，拨打中国大陆 1.99 元 / 分钟，接听 1.99 

元 / 分钟，发中国大陆短信 0.99 元 / 条，发其他地区短信 1.69 元 / 条。

中国联通

拨打漫游地 2.16 元 / 分钟，拨打中国大陆 2.16 元 / 分钟，接听 2.16 

元 / 分钟，发中国大陆短信 0.86 元 / 条，发其他地区短信 1.76 元 / 条。

中国移动

拨打漫游地 0.99 元 / 分钟，拨打中国大陆 1.99 元 / 分钟，接听 1.99 

元 / 分钟，发中国大陆短信 0.69 元 / 条，发其他地区短信 1.59 元 / 条。

紧急电话

急救中心：1691

医疗救助：1669

火警：199

报警 / 紧急求助：191

旅游警察：1155，24 小时，会英语。

泰国国际区号为：66

甲米当地区号为：75

网络

甲米的大多酒店和咖啡馆能提供免费 WIFI，网络速度也有保证，不管是

甲米镇、南湾、莱利还是兰达岛、皮皮岛，在主街上面都可以找到几家网吧。

 医疗

出国旅行前最好是在国内备齐常用医药物品，如感冒药、晕车药、创口

贴等，以防万一。如若真需要去医院治疗可去以下医院，泰国的医疗还

是十分有保障的。拜县有一家医院拜县医院，有紧急情况可以前去处理。

Krabi Hospital

电话：+66-75-611210

地址：325, Uttarakit Rd., Pak Nam, Muang Krabi, Krabi, Thailand

Koh Lanta Hospital

电话：+ 66-75-697100

地址：Old town, Ko Lanta, Krabi, Thailand

中国驻泰国使领馆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地址：NO.57, Racgadapisek Road, Bangkok

电话：+66-02-2450088

领 事 保 护 电 话：+66-854833327（24 小 时 值 班 手 机），+66-02-

2457010（工作日 9：00-17：00）

中国驻清迈总领事馆

地址：111 Changloh Road, Haiya District, Chiangmai

电话：+66-53-280380，+66-53-276125，+66-53-276457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近普吉岛、苏梅岛、甲米）

地址：9 Sadao Road, Songkhla

电话：+66-74-322034

领事保护电话：+66-817665560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

电话：+66-76-304219

领事保护电话：+66-945956168（中文、泰文），+66-945986859（中

文）

中国驻孔敬总领馆

地 址：142/44 Moo 2，Rob-Bueng Rd.，Nai-Muang， Muang， 

Khon Kaen

电话：+66-43-226873

出入境 Entry-Exit 

护照

出国旅行前，需要有一本本国护照。如果你已经办理了护照，在前往签

证前要注意护照的有效期需要 6 个月以上方可出签。如果还尚未办理护

照，需要到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进行办理，具体咨询各地出入境

管理中心。

签证

行前办理旅游签证

1. 泰国驻华大使馆官网 ( 签证 )：

http://www.thaiembbeij.org/thaiembbeij/cn/thai-service/visa/

2. 签证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1:00

3. 签证领取时间：周一至周五 14:00-16:00

4. 签证处理为 3 个工作日，包括申请日在内。( 此处以北京为例，其他城

市以各使馆时间为准 )

5. 签证热线：010-65661149, 65664299, 65662564

6. 签证费用：230 元 ( 可在泰国停留 60 天 )，被拒签或撤销已递交的签

证申请，签证费一概不退。

7. 旅游签证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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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效期为半年以上的护照；

B.1 张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下载签证申请表请登陆泰国驻华大使馆网

站

http://www.thaiembbeij.org/upload/downloads/pdf/2553-02-18.

pdf 

C. 由申请人本国单位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担保信 ( 英文或泰文 )，注明申请

人的姓名、赴泰目的 ( 仅限中国公民 )；

D. 不少于 1 万元、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证明或存折复印件、

或活期不少于 3 万元的存款证明 ( 仅限中国公民 )；

E. 往返机票复印件或确认过的机票订单；

F.2 张护照尺寸白底照片。

落地签证

根据泰国内政部的通告，护照持有者可以在移民局检查站申请停留期不

超过 15 天的落地签证，旅客在到达机场时前往落地签证柜台（VISA 

ON ARRIVAL）办理

1. 请填写申请表（TR-15），该表可在柜台或在所乘班机上索取，并贴

上最近六个月内拍摄之 2 寸照片 （4X6 CM）1 张，若事先未备有照片，

可在柜台旁摄影站拍摄。 

2. 并请正确及完整填写向所乘班机上空服员索取之入、出境卡 (TM6)。 

3. 申请表及入、出境卡内请清楚注明在泰期间地址、当地接待旅行社之

地址、电话。 

4. 落地签证费：每人泰币 1,000 铢整（只接受泰币、可在柜台附近外汇

兑换处兑换泰铢）。 

5. 确保能提供回国的机票证明，最好是英语版的。如果只有中文的机票

证明，需要多付点钱的。

6. 随身携带 20,000 泰铢 / 人或 40,000 泰铢 / 家庭的现金或者等值外

币（泰国移民局将随机抽查）。

7. 须持用有效期间六个月以上之完整护照。 

二次入境签证（回头签）

旅游签证为单次入境，如果需要中途离开泰国再返回， 可以在离境前办

理二次入境签证（Re-entry)，只须填写一张申请表，附一张 2 寸照片即

可。在机场办理二次入境签证是在换好登机牌之后、进入海关之前；陆

路出境是在办理离境手续之前。签证费用：1000 泰铢

找旅行社或者淘宝代办签证的注意事项

如若个人没时间前往领事馆办理签证，旅行社或者网上有专门的代办业

务，只要提供护照 2 张 2 寸照片，然后快递到指定地址，方便快捷（参

考价格 250 元人民币）。

使领馆一览

泰王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双子座大厦西塔 15 层 1501B     

电话：010-65661149，65664299，65662564

传真：010-6532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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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电话：021-62883030

传真：021-62889072

泰王国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友和路 36 号   

电话：020-83858988

传真：020-83889567，83889959

泰王国驻昆明领事馆

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路 52 号昆明饭店南 1 楼

电话：0871-3168916，3149296 

传真：0871-3166891

泰王国驻成都领事馆

地 址：成都市航空路 6 号丰德国际广场 3 号楼 12 层

电话：028-66897861

传真：028-66897869 

泰王国驻西安领事馆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三路钻石半岛 11 号

电话：029-89312831，89312863 

传真：029-89312935 

泰王国驻厦门领事馆

地址：厦门市虎园路 16 号厦门宾馆 3 层

电话：0592-2027980，2027982

传真：0592-202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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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层

电话：0771-5526945/6/7

传真：0771-5526949

泰王国驻青岛总领事馆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 9 号 青岛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 

1504-1505 单元

电话 : 0532-68877038，68877039

传真 : 0532-688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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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甲米国际机场

甲米机场位于甲米府城的东面十四公里处，在繁忙的四号公路边。泰国

国际航空、亚洲航空、Nok Air、One 2 Go 等公司每天都有多航班往返

甲米与曼谷之间，还有机场不定期有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澳

洲的国际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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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krabiairportonline.com/

交通：乘坐穿梭巴士到甲米镇或南湾大约需要二十分钟，车费 150 泰铢

左右；乘坐出租车前往甲米镇约 300 泰铢，到南湾约 400 泰铢。

长途汽车

甲米长途汽车站

甲米长途汽车站位于甲米镇以北 4 公里，坐公交车只要 20 泰铢就可到达。

这里有发往曼谷、素叻他尼（苏梅岛）和普吉等地的班车。汽车时刻表如下：

目的地 时间（小时） 发车时间 价格

曼谷（Sai Tai Mai 站） 12

07:30/19:00/19:30 2 等座 390 泰铢

08:00/16:00/17:00 
17:30/18:00

40 座空调 700 泰铢

17:00/18:00 32 座 VIP 920 泰铢

17:00/18:00 24 座 VIP 1000 泰铢

曼谷（Morchit 站） 12.5

08:00/08:20 空调 670 泰铢

17:10 32 座 VIP 920 泰铢

17:00 24 座 VIP 1000 泰铢

普吉岛 2.5 8:00-15:00 每小时一班 160 泰铢

素叻他尼（苏梅岛） 2.5 8:00-15:00 每小时一班 140 泰铢

董里 2 8:00-15:00 每小时一班 140 泰铢

地址： Th Utarakit 与 Hwy4 公路交叉口

电话：+66-75-611804

船运

普吉岛和甲米的皮皮岛之间船只全年通航，兰达岛和南湾的船只只有在

旅游旺季 10 月至次年 4 月期间运营，具体参见内部交通部分。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摩托车

甲米镇、南湾和兰达岛上可以租用摩托车作为代步，价格 250 泰铢左右。

船运

由于甲米附近岛屿众多，如皮皮岛、兰达岛，另外莱利半岛也只能通过

水路才能进入，所以船成为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私营的长尾船是众多旅行者短途旅行的首选，可以说是水上出租车，在

南湾、莱利以及皮皮岛的码头随处可见，南湾 - 莱利、莱利西 - 莱利东

以及皮皮岛内一般价格为白天 100 泰铢 / 人，夜间 150 泰铢 / 人，可

以与人拼船或包整船。

每年旅游旺季（10 月至次年 4 月）有很多大型公司经营南湾、莱利、

兰达岛、皮皮岛甚至普吉岛之间的快艇和轮渡运输，每天多班。各家运

营公司由于季节和淡旺季不同会随时调整运行班次和时刻，小编搜集了

比较靠谱的航班时刻表，仅供参考。

航班 时间 出发时间 - 到达时间 价格（泰铢）

普吉 - 南湾 1 小时 45 分钟 8:30-10:15 700

普吉 - 南湾 - 莱利 2 小时 15 分钟 8:30-10:45 700

普吉 - 南湾 - 莱利 - 兰达 4 小时 15 分钟 8:30-12:45 900

普吉 - 皮皮 1 小时 45 分钟 8:30-9:30 700

南湾 - 皮皮 2 小时 9:00-11:00 450

南湾 - 兰达 2 小时 15 分钟 10:30-12:45 550

南湾 - 普吉 1 小时 45 分钟 15:30-17:15 700

莱利 - 皮皮 1 小时 45 分钟 9:15-11:00 450

莱利 - 兰达 2 小时 10:45-12:45 550

莱利 - 普吉 2 小时 15:15-17:15 700

皮皮 - 普吉 1 小时 30 分钟 14:30-16:00 700

皮皮 - 莱利 1 小时 15 分钟 15:30-16:45 450

皮皮 - 南湾 1 小时 30 分钟 15:30-17:00 450

兰达 - 莱利 1 小时 45 分钟 13:30-15:15 550

兰达 - 南湾 2 小时 13:30-15:30 550

建议从酒店以及当地旅游代理获取详细信息并订购船票，往往包含酒店

接送，比较方便。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电影：《海滩》(The Beach)

剧情简介： 

理查德平时酷好优游网路世界寻找刺激！有一天，他找到了旅行社提供

的便宜旅程，於是决定到泰国寻找在网络上得知的人间天堂：海滩。在

他投宿的三流旅馆中，他意外地看上了一个法国女孩，不料该女孩有男

友陪同，他只能遥望…… 

有一天，一个诡异的光头佬对理查德透露一些莫名的秘密后，未久即遭

横祸，只留下一张神秘地图。好奇的理查德开始寻线追寻，并相信的确

有个天上人间般的海滩。他试着说服法国男女友同行，同时也拷贝了一

份地图供另外的人一起前去探险。他们终於克服了种种障碍来到疑似海

滩乐园的地方，然而面对他们的除了一大片大麻田之外，就是个持枪的

猎人，在奔逃之余，终於来到传说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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