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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交通攻略
有些出租车司机在上车前会询问乘客能否不跳表，单程
收费500B，包含高速公路过路费等。建议您还是坚持跳表计
费，因为一般从机场到市区，加上过路费大概只要400B。

>公交车／巴士
机场巴士
于入境大厅二楼搭乘，有四条线路，为空调车，沿途在
指定的饭店、地点停车。售票柜台在机场入境大厅的出口
处，先买票后上车。发车时间为4:30~00:30，约15分钟一
班，车费约100~150B。 +66-(0)2-9951252
曼谷，泰国的首都，整座城市的总面积约1 500平方公
里。21世纪初，曼谷轻轨和地铁逐步通车，2010年6月快
捷公交车（BRT）上路，8月23日机场轻轨线开通，再加上
传统的昭披耶河水路，连接四方的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游
逛曼谷因而变得比较简单。

机场至市区

巴士号码 车行路线
AE1 线
机场至席隆路(Silom)。
机场经考山路(Khao San Road)至王室田广
AE2 线
场(Sanam Luang)。
机 场至苏 坤蔚 (S u k hu mvit)、东罗( T h o ng
AE3 线
Lo)。
AE4 线
机场至华蓝蓬火车站(Hua Lamphong)。

一般公交车

>机场轻轨Airport Link
2010年8月23日开通的机场轻轨线，应该是目前从机
场进市区最便宜最快速的交通选择。从素万那普国际机场

从机场到曼谷的公交车共有五条线路，车费35B，每
天24小时发车。
公交车号 车行时间 路线

发车，分为红色的直达快线Express和蓝色的City Line两条
线。2010年年底开始在市区始发站提供行李托运服务。
机场轻轨 红线Express
蓝线City Line
每天早上6:00发车，晚上12:00末班车同样从
发车时间
机场发出。
发车间隔 每15分钟一班
每30分钟一班
行车时间 15分钟
45分钟
沿途停8个站，市区终
直 达 车 ，中 途 不
点／始发 站 可接 轻轨
停。 市区终点站
（BTS）Phaya Thai
停靠站
为 M a k k a s a n 站，可
站，中途Makkasan站
接 地 铁（ M R T ）的
同样可接地铁（MRT）
Petchaburi站。
的Petchaburi站。
票价
单 程 票 价 为 1 5 0 B 。 单程票价为15~45B。
(泰铢Bhat，
（2011年1月起）
（2011年1月起）

约1.5小时

机场往Siam Paragon：
Public Works and Town & Country
Planning-Rachanukul HospitalVictory Monument-Siam Paragon

552

约1小时

机场往Klong toey：
C h a l a r a t H o s p i t a l
1- Ramkamhaeng 2 Junction Srinakarin Junction - Sukumvit
101-BTS (On Nut Station)-Kluay
Nam Thai-Lotus (Klong toey) Klong toey

554

约30分钟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往曼谷东门机场
Ram Indra Road - Lak Si Vibhavadi Rangsit Road - Don
Muang

555

约30分钟

机场往Rangsit：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 PTT
Don - Muang - Vibhavadi Rangsit
Junction - Rangsit

556

机场往南部巴士站：
Yo m m a r a t - D e m o c r a c y
约1.5小时 M o n u m e n t - T h a m m a s a t
Universit y - Pata Depar tment
Store - Southern Bus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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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写B)

>出租车
从机场出发搭出租车，可以要求跳表计费，2公里内
35B 起价，之后每0.4公里加2B。乘客需付高速公路过路
费，通常会过两个收费站，分别收45B、25B。若从机场入
境大厅四楼的出租车服务亭叫车，抵达目的地时，除了车
费外，还要再加上50B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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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交通

站在同一条线路上。

在市区通行，轻轨和地铁是最方便的选择，两条轻

目前通车的BRT是第一条线路，行经的区域并非观光

轨在暹罗（Siam）站交会，地铁则环绕外围，札都甲公园

区，除非住宿饭店在车站附近，否则目前对于游客来说帮

（Chatuchak Park）站和轻轨苏坤蔚(Sukhumvit)线蒙奇

助不大。预计将陆续增建四条专用道，主要在曼谷外围绕

站（Mochit）分踞周末市场两旁。由于轻轨和地铁分属不
同公司管理，换乘站不在同一个建筑物里，苏坤蔚站和阿

行，其中一条线会通往机场。
www.bangkokbrt.com

索克站、席隆站和莎拉当站分别以天桥相连，转乘还算方

12~20B，视起讫站而定

便。

每天6:00~24:00，其中7:00~9:00、17:00~19:00每5分
另外要提醒游客的是，地铁和轻轨的票卡并不通用，

钟一班，其他时段约每10分钟一班

除非确定当天行程只搭轻轨／地铁，不然请评估路程远近
与车费，买一日票不见得划算。

>公交车

>轻轨(BTS)

有空调的公交车，可通过车身颜色分辨。

曼谷市区公交车基本上分为没有空调的一般巴士和
曼 谷 市区 高 架 轻 轨 分席 隆 线 (S i l o m) 与 苏 坤 蔚 线
(Sukhumvit)，轻轨经过市区最主要的商业购物娱乐区，两

无空调巴士：包括印有奶油色带的红色车身、上蓝下
白的车身，以及粉红色、橘色、绿色车身。

线在暹罗(Siam)站交会。轻轨可投币购票，售票机只能接

空调巴士：包括中央印有黄色带的蓝色车身、上蓝下

受5B、10B面额的硬币，很少有接受纸币的售票机，可向

白但中央有黄色带的车身、印有橘色带的明黄车身、黄色
车身等

服务台兑换零钱。
www.bts.co.th

5:00～23:00

6:00~24:00，约 3~5分钟一班

无空调巴士，票价6.5~8B；空调巴士约11～36B，视路

单程票卡依区段分为15B、20B、25B、35B、40B，也可

程而定
市区最大的公交车换乘站在胜利纪念碑圆环，路线复

向服务台购买一日票，价格为130B，不限次数自由搭乘；
卡，每张120B，20B为押金，有效期为5年；也有月票可供

杂，建议先在书店买一份公交车指南或地图，按图索骥
车上有售票员售票，不知票价可上车报上目的地，售票

选择，价格依搭乘次数有别，详情请参考轻轨官方网站

员会告知票价金额

如果停留时间较长或是经常往返曼谷，也可以选择储值

>地铁(MRT)

>出租车

曼谷只有一条地铁，2004年7月启用，从曼谷对外的

曼谷市区的出租车色彩缤纷，都是跳表计价，2公里以

交通枢纽华蓝蓬火车站(Hua Lamphong)到离市中心北侧

内35B起价，之后每0.4公里增加2B。由于曼谷塞车状况

有段距离的邦苏(BangSue)站，全程共有18个车站。各站

很严重，当交通堵塞到出租车无法维持时速6公里时，则以

售票机均可接受纸币或硬币购票，适用于售票机的硬币面

每分钟1.5B计价。

额为1B、5B、10B。
www.bangkokmetro.co.th

路线必须开上高速公路时，过路费由乘客负担。此外，从

15~39B不等

6:00~24:00，约 3~5分钟一班

若用电话叫车，需另付20B服务费，同样的，当车行
2010年起，曼谷出租车开始安装收据机，但比例非常少。
如果需要单据报销，得碰运气。

>快捷公交车(BRT)
当地地图上以黄绿色标示的快捷公交车于2010年6

>摩托出租车、嘟嘟车(Tuk Tuk)

月启用，有专用行驶道，黄绿色的车体非常可爱，始发站

通常在轻轨站或重要路口、人气夜店门口都会有摩托

Sathorn衔接轻轨席隆线的钟那席站，终点站是昭披耶河

出租车站，摩托出租车司机都会穿着背心，骑乘摩托车载

西岸的Ratchaphruek站，和轻轨席隆线的Wongwian Yai

客。摩托出租车的好处是可以在车阵和巷道间穿梭，若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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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或找不到位于巷子内的目的地，摩托出租车会是最佳

阔，中间没有护栏。由于每到上下班高峰时间地面道路便

选择，但不见得每辆车都提供安全帽，乘客得事先询问。

拥塞难行，此时到各码头搭渡轮至对岸是最快捷的方式。
3B起

车费依 路程 远 近而定，在市区内，从巷道到大马路
口，大约20~30B。如果路程比较远，请先和司机确认费
用再搭车。

>水上出租车(Longtail Taxi)

嘟嘟车(Tuk Tuk)就是马达三轮车，大皇宫、考山路等

水上出租车以方便的长尾船为主，坐在船上，可看到

观光景点聚集最多，体验搭乘一下是必要的。一般可承载
2~3人，从30B起价，最高车费也不超过200B

水上人家的真正生活，也可以看到小孩子愉快地在船上跳
跃。在每个码头边都可以看到长尾船家停靠在岸边拉客，
上前议价即可。曼谷的水路密布，陆路可到达的地方，水

昭披耶河水路
曼谷拥有昭披耶河(Chao Phraya River，亦称湄南
河)、善塞普运河(Klong Phadung Krung Kasem)、帕东

路几乎都可到达，这是突破曼谷塞车困境的一个方法。
通常不论人数多寡，一小时漫游约500B，最多可乘
4~5人。若是要到特定地点，记得先议价。

卡伦卡善运河(Klong Saen Saep)、曼谷诺伊运河(Klong
Bangkok Noi)及曼谷雅伊运河(Klong Bangkok Yai)等数
条主要水道，而到了曼谷必游的大皇宫区域和唐人街，全
部聚集在昭披耶河岸附近，水上交通可说是必要的。

>饭店专属客船
昭披耶河沿岸的大型饭店，如东方文华、半岛等，都
有自己的渡轮往返轻轨站，或安排有游河行程。这类客船
造型典雅独特，极富泰国古典味道，上面标有饭店名称或

>水上巴士(Standard Express Boat)

旗帜，仅限饭店房客或用餐的客人搭乘。

前往昭披耶河各处名胜古迹，最佳的选择就是在中央
码头搭乘水上巴士，从南边的Tha Wat Rajsingkorn至北

>游船

边的Nonthaburi，总共有30站。一般游客多选中央码头至

昭披耶河上有许多大型晚宴游船，各家五星级饭店也

13号码头这条观光路线，可走访大皇宫、卧佛寺、郑王庙、

有从饭店码头出发的私人晚宴船。游船大小各异，登船处

苏泰寺、翠弥寺、唐人街、考山路等。

多半集中在River City，但也会因船属公司有异而不同，一

购票方式跟搭公交车一样，有票务员拿着长圆柱形铁

般只到大皇宫附近就折回。若想搭远一点，也可以参加前

盒，看到客人就上前收费。上船前请留意一下每艘船挂的

往大城的一日游船行程。

旗帜颜色，并看清楚目的地在哪一个码头、有哪几条线可

●昭披耶河公主号
www.thaicruise.com

到达，然后再上船。
搭轻轨席隆线到莎潘塔克辛站，中央码头(Central Pier)
就位于轻轨站旁
每天6:00~19:00，约20分钟一班
依停靠站多寡分为白、黄、橘三种线路，票价不同
白线——30站每站都停，分为6B、8B、10B
橘线——停靠13站，票价10B
黄线——特快船，仅停靠10站，分为15B、25B

●Grand Pearl
www.grandpearlcruise.com

>水上小型巴士
水上小型巴士往来于市区里东西横向的小水道间，所以
采用狭长的长尾船作为交通工具。这一条线路与轻轨苏坤蔚
线平行，可以到水门市场、东罗区(Thong lor)等地，乘客以当
地人为多。搭乘此船，乘客需熟悉各码头站名，船家不会告知

>渡轮(Cross-River Ferry/Ferry Crossing

码头站名，要下船也没有电铃可按，因此，不建议真的当交通

Service)

工具来使用，但可搭乘一下，体验曼谷独有的风情及乐趣。

昭披耶河每个码头都有往返两岸的接驳渡轮，搭至对
岸只要3~5分钟，通常停靠在码头右边，要上船的旅客，在
码头入口处将费用交给收费员即可。这类渡轮船上宽广开

除了在水门(Pratunam)搭船可在码头边购票，若从其
他码头上船，直接在船上买票即可。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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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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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曼谷，有型有款
最特别旅馆 vs. 超实用公寓式饭店

曼谷住宿选择众多，不同价位、地点、样式的住宿地点可符合不同预算和需求的旅客。经
常被推荐的五星级饭店、全球顶级旅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请别以为曼谷就只有这些，想
要……
安静的别墅式旅馆？①有！
有美景、有气氛的饭店？有！
主打泰式温馨服务的B & B②？有！
奢华商务公寓式酒店？有！
可爱小巧的城市饭店？有！
在曼谷想住哪儿，决定好了吗？
*以下按各饭店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顺序排列，The hotel list is by alphabet order.

①别墅式旅馆又被称为Villa式旅馆。——编者注
②B&B是Bed Breakfirst的缩写，指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廉价小旅馆或家庭式旅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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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别旅馆

1

喧嚣都市的一方净土

Ariyasom Villa

曼Phra Charuen Visavakum先生和妻子Aroon
谷第一学府朱拉隆功大学的首任工程学院院长

Shenakul，于1942年兴建了一幢具有英国都铎时期
特点的漂亮建筑当作自用宅邸。21世纪，他们的孙女
Pariya Shenakul和孙女婿David S. Lees继承旧楼。
为了保留老房子，他们各自发挥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
的专长，在2008年底打造了这座闹中取静，适合悠闲
度假的精品旅馆——Ariyasom Villa。
Ariyasom Villa 就位于曼谷最繁华的苏坤蔚巷子
里，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David说，他们花了两
年的时间完成饭店所有建筑工程。他们在主建筑物

的外围按照相同的建筑样式加盖新楼，以提供更多
的客房，而妻子规划的景观就等于新旧建筑的黏合
剂，巧妙地将其融为一体。
饭店总共有25间客房，刻意挑高的空间、高且窄
的窗户、斜顶等建筑样式，不仅为了美观，确实也为
房客提供了舒适的休息空间。
客房内地板全数铺上柚木，加上厚实的木质床
头板，透出温暖沉静的气息；丝质椅垫和泰北风格的
靠垫，是David将自己钟爱的Jim Thompson泰丝织
品以及在泰国国内旅行时购买的布匹交由裁缝改制
而成的。装饰用的马赛克地砖和手绘风格的洗脸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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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泰国中部一处以制陶闻名的省份；窗上的铸铁扣
锁、仿水晶的塑制门把，则是请工厂特别制作的。全
系列沐浴用品则是泰国自有品牌Prann。
这些逐步添加的细心装饰和摆设风格，反复显
示Ariyasom的泰国本地特色，却又不至于太过传统，
房客可以借由这些设施和摆设感受到舒适、休闲的
气氛，这才是饭店要传达的精神。饭店让人愉快的不
只是外在的装饰，还有贴心的服务。举例来说，饭店
其实只有四层，却安装了电梯，这不是虚华的附件，
而是为了帮助年纪大且行动略微不便的房客轻松上
下楼。
至于以女主人祖母名字命名的Na Aroon餐厅，
则提供精致、健康的素食料理，尤其是早餐，舍弃了
一般饭店自助式的早餐，所有餐点都是现点现做。新
鲜水果盘加上现榨果汁和David亲自煮的香醇的咖

啡，就连抹吐司的果酱也是万般讲究的手工制品（更
多信息详见P.171）。

info
P.317E4
搭轻轨苏坤蔚线(Sukhumvit Line)至菲隆奇站(Phloen
Chit)或那那站(Nana)下，转进Sukhumvit Soi 1，途经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走到底即可达
65 Sukhumvit Soi 1, Klongtoey 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66(0)2-2548880~3、2538800
+66(0)2-2548884、2558359
www.ariyasom.com

可

info@ariyas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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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曼谷最美寺庙的特别席

Arun Residence

落于昭披耶河旁的Arun Residence与对岸美

坐丽且富有历史意义的郑王庙(Wat Arun)隔岸

相对。
“最初在寻觅旅馆地点的某天下午，朋友来电
话说，找到了，快来！我丢下工作迅速赶到。记得抵
达时是黄昏，我站在这里，看着对岸夕阳余晖下的郑
王庙，心里想着，对，就是这里了！”经营者之一的
Piyanuj Ruckpanich讲起当时找到这个完美地点的
经过，情绪仍相当亢奋。
位于河滨巷弄里面的Arun Residence，是由几
位分别在医学界、银行界各有一片天地的精英共同打
造的。这是一栋和周边民居一样形式的三层楼房，接
待大厅采用半开放空间，家具陈设和格局都呈现一种
平实的温暖，简单中透露出经营者优雅的品味。
住在Arun Residence就像拜访一位朋友的家，
墙上的画、桌上的花瓶、柜台后方的挂钟，都是经营
者们旅行时从各地收集而来的。六间客房以泰国的花
卉来命名，这是Piyanuj Ruckpanich小女儿的建议。
客房里的雕花木桌椅则是朋友母亲的作品，相关作品
也在旅馆对门的Arun Gallery中销售。Piyanuj说，就
像布置自己的家，每两年旅馆的摆设装潢都会有些调
整，或再添一些新收藏。
为符合老房子的原貌，其中三间客房被打造成楼
中楼形式，其他则为一般套房。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客
房是哪种形式或朝哪个方向，每一间都能分别从不同
角度看到郑王庙，这体现了当初建筑师设计的巧思。

由于旅馆所在的河岸边的土地都属于邻近的卧
佛寺，旅馆格局与地上建筑物必须遵守所有者不得大
兴土木改建的规定。不过，对经营者们来说维持原样
正好是顺水推舟，毕竟他们爱的就是这里原来的朴
实感和河岸风光。
至于接待大厅半开放式的空间，在设计之初纵然
有些犹豫，但敞开的大门和活动墙面，保留了曼谷早
期建筑的情调，同时也减少了和周边民宅的隔阂感。
也因为如此，为了房客安全，晚上10点半之后旅馆大
门就会上锁，和在自己家一样，房客们得用钥匙进出
（更多信息详见P.76）。
info
P.324B5
搭轻轨席隆线(Silom Line)至Saphan Taksin站下，转搭
船至Tha Tien码头下，走出码头往卧佛寺方向步行约5
分钟转进Soi Pratu Nokyung巷子，走到底即可达
3 6 - 3 8 S oi Pratoo N ok Yoong, Maharat Road,
Rattanakosin Island, Bangkok 10200, Thailand
+66(0)2-2219158~9
+66(0)2-2214493
可
www.arunresidence.com
service@arunresidence.com
同名旅馆“Sala Arun ”于2010年11月在昭披耶河畔开
业，可咨询Arun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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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家族记忆的优雅宅邸

Baan Pra Nond

2

0 08年，Tasma从国外返回家乡，继承了法官祖
父的古典豪宅。他有当建筑师的双亲、当画家的
妹妹，还有曾任广告公司艺术总监的相关背景，这些
都对他把闲置多年的豪华古楼变身为温馨的B&B旅
馆有所帮助，旅馆不仅保留了原来的建筑形态(ThaiColonial)，更以祖父的名字命名。由于维护得当，
2010年，Baan Pra Nond还获得了泰国王室赞助的
暹罗建筑协会(ASA)颁赠的“建筑维护奖”。
Baan Pra Nond坐落在轻轨苏叻沙克站附近的
大马路边，铸铁大门后面的粉色荷花点缀着种满绿色
植物的前庭，背后映着明黄色的典雅建筑物，一派优
雅。客厅保持着70年前的墙面用色与格局，书柜放满
了旅游书籍、英文小说和DVD，供给房客使用。厅堂
矮柜上摆满了Tasma家族的照片，Tasma说，这样做
一方面是呈现B&B宾至如归的温暖感；另一方面也和
自己在外旅居多年想重回简单生活，增加和家族联系
的心情有关。
因为是旧建筑改装，所以后来在老房子旁加盖了

房屋以增加客房数量。旅馆总共有9间客房，无论是
摆设还是色调都各有特色。为了寻回那份怀旧感，看
起来颇有历史感的橱柜和床头灯等，也是由主人亲自
选购或定制的。
老建筑房间里的设备一点儿也不马虎，电视、空
调、沐浴用品、饮用水、热水瓶、免费无线网络等一应
俱全，甚至还贴心地提供了夹脚拖鞋，以方便房客在
旅馆内走动。
每天早晨8点开始供应的早餐，由主人亲自下厨，
无论是美式或欧式料理，都是新鲜现做的。上菜时还
会端上泰国点心或当地水果，服务人员会微笑着介
绍，就像是一位朋友热情地推荐自己的家乡美味，让
外国旅客倍感亲切。
旅馆规模不大，服务人员也不多。倘若旅客需要
预订周边一日游等观光行程，旅馆也可代为预订，而
且旅馆不时会推出不同主题的住宿活动，例如结合曼
谷著名河流的游河活动，或是经典泰式按摩等，为房
客提供更丰富的住宿体验（更多信息详见P.103）

info
P.322C5
搭轻轨席隆线(Silom Line)至苏叻沙克站(Surasak)下，往Sathorn Rd.和Charoen Rat Rd.交叉口走，再转往 Charoen
Rat Rd.，步行约8～10分钟
18/1 Charoen Rat Rd., Yannawa,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66(0)2-212 2242

+66(0)2-673 9992

可

writeus@baanprano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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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Park Plaza Hotel

提供
Park Plaza Hot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