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家里打球打多了, 想到外面见识见识,
一试不同的异国高尔夫风情, 那么, 世界之大, 该选择往那
里去呢? 一般来说, 都会考虑到飞机的航班、航程的方便度、酒
店、膳食、娱乐等配套的完善度, 签证的容易度, 球场的素质, 当然
还有当地的治安等等。
在综合各方面的条件，相信泰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高尔夫运动在泰国, 发展比中国早, 更加普及, 除了本地人参与之外,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不同国籍
的高尔夫爱好者, 从四方八面飞到泰国去享受高尔夫假期, 所以, 在泰国, 几乎在每个角落里都能
找到高尔夫球场的踪影, 光是首都曼谷, 已经有一百多个球场。
在这里, 我们首先说说曼谷, 介绍一些特别受球友喜欢的球场, 曼谷的球场, 大致上都是位于曼谷的
外围, 如果你是住在市中心旅游区的话, 不塞车, 一般需要30分钟或以上的车程才会到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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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 Country Club 泰乡村俱乐部

球场设计师 : Dennis Griffiths

全长 7,101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85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1

996年开业至今, 被喻为泰国头号球场, 夺
得无数的奖项, 是知名度最高的球场之一,
经常举办国际性大赛, 老虎伍兹也曾在此
赢得 Honda Classic Invitation。而且一时成为
全城热话的是, 当年老虎在第10洞, 365码四杆
洞, 一杆上果岭, 技惊四座; 球场的设计虽说不上
惊喜, 但胜在大器开扬, 大场风范, 草坪管理极为
出色, 可以说是近乎完美, 园艺做得非常细致, 令
人赏心悦目; 会所硬件设施和服务都十分到位,
跟我打过大部份的泰国球场很不一样, 如此用心
的做球会, 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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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an Golf & Country Club 素万高尔夫乡村俱部
球场设计师 : Weeyos Design

全长 7,125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37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它

是在曼谷球场中较新的一个, 开业于2005年, 凭着各方
面出色的表现, 很快地变成极受欢迎的球会之一; 球场
前 九洞 会较容
易, 布局能够看得清 清
楚楚, 后九洞的难度大
大增加, 变化多的狗腿
洞, 看不清的盲点进攻,
增加了不少的刺激性 ,
这里的蓝Tee超过6,700
码, 如果你并非长打高
手, 可以考虑打总长差不
多6,400码的白Tee; 草坪选用全年翠绿的海滨草, 保养远在水平
之上, 值得赞许; 除了场内, 场外也有很好的表现, 会所空间充足,
装修得体, 综合各方面, 是一个优秀的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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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 Golf Club 遗产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Jack Nicklaus

全长 7,003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45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球

场开业于1992年, 座落于曼谷的
著名旅游景点野生动物园(Safari
World) 的旁边, 是由大名鼎鼎的
金熊 Jack Nicklaus亲自设计, 在场内, 你会
看到很多尼克劳斯招牌式的巨大沙坑 (数
量挺多), 巨大果岭, 这意味着你要有一定的
打沙能力, 和攻克果岭的准确度, 而且果岭
大, 上果岭的位置不好, 极有可能出现三推
的情况, 另外, 水障在这里也扮演一个非常
重要的角色, 不容忽视。相对球场, 会所外
观有点旧, 好在里面空间充裕, 整洁干净, 球
会员工的服务水平和态度都非常好。

Best Ocean Golf Club 佳洋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Lee Schmidt

全长 7,003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355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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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球场被列入为较新的球场之
一, 开业于2005年, 临近海边, 球
场主要的特色是多水, 差不多洞
洞都有水, 要克服这座球场, 光有距离并
不足够, 你要有良好的准确性, 因为球道
偏向狭窄, 偏离轨道的球只能自求多福;
雪上加霜的是, 这里的海风不甘孤独, 很
多时候不等你答应便要参与到你的打球
过程中, 令难度大大升级, 如果你懂得打
低飞球, 这里便大派用场了; 会所设计很
有格调, 而且亮丽, 舒适度十分高, 如果你
“命格”非忌水, 这个极具挑战性的球场
会为你带来不少乐趣。

The Vintage Golf Club 葡萄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Aurther Hills

全长 6,720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435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球

会位于曼谷市郊, 从市中心出发, 大概50分钟车程;
1996年开业, 曾经主办亚巡赛, 当抵步, 你便注意到会
所独特的外型,
甚具北欧风格, 内里宽
敞舒适; 虽然球场建于
平地之上, 但 是布局紧
凑而精彩, 球道合理的
宽阔, 为数不少的水障
和沙池让你要认真去对
待, 果岭的起伏并不算
多; 这座老场有两样特
点, 其一是球道总长比较短, 就算职业Tee才6700多码, 其二是
这座球场的大环境相当优美, 到处可见密茂的巨树; 草坪方面同
样相当理想, 是一个整体水平十分好的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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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ang Kaew Golf Club 孟桂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Lee Schmidt

全长 6,761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465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这

个球会离市区较接近, 只需半小时的车
程; 于1993年开业, 在2003年, 找来Lee
Schmidt(深圳观澜湖的设计师)重新设
计改造球场, 球会不单止换球场设计, 换草换沙池,
连会所也焕然一新, 非常时尚亮丽; 老场的总长度
都偏短, 这里不例外, 全长只6700多码, 球道大部
份也偏宽阔, 主要难度来自沙池的布局和诡异多
变的球岭坡度, 还有长草区, 因为长草既长且柔软,
小白球会深陷其中, 不容易处理; 大环境天然成熟,
不过最令球会引以为傲是其终年都有很高品质的
草坪和速度达到11的果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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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a City Golf Club 塔纳市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Greg Norman

全长 6,905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45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大

白鲨Greg Norman的作品, 距离市区只半小时车程, 非常
方便; 球会在1993年开业, 由于地理位置和综合高水平的
表现, 是
曼谷非常有名及
受 欢 迎 的 球 会之
一, 球会虽然有20
年历史, 不过会所
己经重新装修, 整
洁光亮, 房间充裕,
而且服务到位, 球
场充满趣味性, 有
窄有阔的, 有长有
短, 短的四杆洞有
300码, 长的却有460码, 其中一个三杆洞要打210码, 这里有大量狗
腿洞, 也有水中果岭; 草坪保养在各方面有很好的表现; 在2011年,
球场获得最佳球场奖和最物有所值奖。

Lam Luk Ka Country Club 蓝卢卡乡村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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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设计师 : Roger Packard

东场6,617码 /西场6,182码

洞数 : 36洞

果岭费 : RMB 32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蓝

卢卡是曼谷罕有的36洞球场, 分为东和西
场, 东场是锦标赛场, 曾经在2002年举办
泰国职业锦标赛, 球场里的障碍较多, 也
较为狭窄, 既要求球手有距离, 也要准确, 西场则
较友善, 面向一般业余球友, 球道较短也较宽阔,
不过在18洞的其中15洞, 都会有水障, 跟大多数平
坦的曼谷球场比较, 这里地形有些微的起伏, 当然
别用山场的角度去看。草坪有很好的水平, 特别是
东场, 球场大环境也相当不俗, 没有太多建筑物,
只有大树; 球会离市中心约50分钟的车程。

Green Valley Country Club 绿谷乡村俱乐部
球场设计师 : Robert Trent Jones Jr

全长 7,061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50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G

reen Valley在泰国共有三个球场, 一个在清迈, 一个在
罗勇, 而这个在曼谷, 球会开业于1988年, 绿谷是曼谷
历史较悠久的球场, 由大师小琼斯设计, 绝对是好玩的
保证; 从市中心出发, 大概要40分钟的车程, 巨大的会所, 楼顶
高两层, 空间充裕, 沿用仍然是20多年前设计, 不过保养甚好;
球场最令人难忘是其大环境, 密茂而粗壮的大树, 湖光倒影, 非
常享受; 草坪保养在水平之上, 是一个值得一试的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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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 Garden Golf Club 玫瑰园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Visudh Junanondh

全长 7,085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355 (由Golf007提供)

玫

标准杆 : 72杆

瑰园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从市中心出发, 大
概要40分钟的车程, 球会就在其旁边, 这座球场
开业于1972年, 历史相当悠久, 是由本土设计师
设计, 曾经被高尔夫月刊评为世界25个最佳渡假球场之一;
也不用多说, 有着如此长久的历史, 场内环境有多成熟可想
而之, 配合出色的人工园艺, 可谓绵上添花; 球场部份的球
道会较狭窄, 当然也有宽阔的, 布局和组合都有很高的趣
味性, 尤其是极具挑战性的第18完结洞, 总长590码, 要过
两湖泊才能攻上果岭, 没有距离和稳定的挥杆, 打Par不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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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Windmill Golf Club 风车岭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Visudh Junanondh

全长 6,964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58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这

个离市中
心只半小
时的球 会,
是曼谷最 受 欢 迎的
球会之一, 由英国球
王费度设计, 第一洞
就考验你, 你最好马
上进入状态, 因为还未热身就要应付长洞,蓝tee 618码, 球
场满布水障和沙池, 要左闪右避, 挑战性十足, 而且富有乐
趣, 整个球场的分布恰当, 有长有短; 落场选Tee时有点犹
豫, 蓝tee差不多7000码, 对业余球手来说十分长, 白Tee却只有6200多些, 稍嫌短了些, 要量力而为喔! 草
坪保养极为出色, 特别是果岭; 会所宽敞, 装修大体, 值得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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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yal Gems Golf and Sports Club 皇家宝石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Gary Roger Baird

全长 7,192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680 (由Golf007提供)

距

标准杆 : 72杆

离市中心约40分钟的车程, 皇家宝石是另一座有着很好口碑
和受欢迎的球场, 富挑战性的设计, 优质的草坪管理, 球场在
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 球场水障不少, 最难的是长草区, 如
深陷其中, 能够打出已经算不错, 更莫说要攻果岭,
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除此之外, 果岭也是其
杀手锏, 诡异多变化的线路, 不容易被解
读, 而且闪电般速度的果岭如雪上加霜,
当然, 这也是乐趣的所在; 唯独会所内
部有些过时, 是时候要考虑翻新或从新
装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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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泰国南方的大岛, 广为人知的阳光与海滩之渡
假胜地, 普吉岛的人民风情和地貌跟曼谷很不一
样, 到处都充满着渡假的气息, 让人十分放松; 说
到高尔夫, 虽然这里的球场数量并不算十分之多, 但是球
场的素质却绝对不会逊色。

Blue Canyon Country Club 蓝狭谷乡村俱乐部
球场设计师 : Yoshikazu Kato

果岭费 : RMB 1120-1300 (由Golf007提供)

洞数 : 36洞 (分湖场Lake course /谷场 Canyon course)
湖场全长 7,129码

标准杆 : 72杆

谷场全长 7,179码

标准杆 : 72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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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狭谷是普吉岛, 甚至泰国最享负盛名的球会之一,
老虎伍兹于1998年在此赢得过Johnny Walker
Classic大赛, 亦因如此, 谷场(即老虎打过的) 的
风头远远在湖场之上, 但是打过这两个场的球友都不会反
对, 湖场在各方面都毫不逊色, 应该用各自精彩来形容会
比较适合; 两个球场的布局严谨而且精彩, 有飞崖过水, 有
大狗腿洞, 有盲点进攻, 有易的, 也有难的, 趣味性浓厚; 场
内境色一绝, 满布成熟的树木, 艳丽的园艺, 穿梭于其中,
赏心乐事; 草坪保养出众, 尤其是果岭, 速度快而爽！ 蓝狭
谷的果岭费要比其它球场高, 一分钱一分货, 来到普吉岛,
真是非打不可！

Red Mountain Golf Club 红山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Jonathan Morrow

全长 6,781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1150 (由Golf007提供)

这

标准杆 : 72杆

个是普吉岛上最新的球场,
与岛上 另一 个 靓 场棕榈湖
Loch Palm Golf Club是姊
妹球场, 红山开业于2008年, 马上就
赢得“最佳新球场”奬项, 在2011年
又赢得“白金年度球场”之美誉。会
所居高临下, 非常有气势, 而且设计
很有品味; 这里原本是一个开采完的
锡矿场, 所以地势落差甚大, 球道偏
狭窄, 容错性低, 不过趣味性十足; 球
场景色.....棒! 树木成熟, 不时会看到标致性的红色大岩石(估计球场名
称亦因此而起), 加上又厚又绿的草坪, 如置身画中, 很多洞都美得可以
成为“招牌洞”, 特别是第8、14和17洞, 远道而来, 虽然挑战性是高了一
点, 但没理由不打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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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h Palm Golf Club 棕榈湖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Dr. Sukitti Klangvisai

全长 6,781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920 (由Golf007提供)

标准杆 : 72杆

棕

榈湖是极受欢迎的球会之一, 球场环绕岛上的水晶
湖Crystal Lake而建, 前九洞较为平坦, 主要防卫
来自水障, 转到后九洞, 由平地变为山谷, 地势有很
大的转变, 球道在山谷内左右穿插, 忽高忽低, 设计上包罗万
有, 有狗腿洞、大直路、长洞短洞、上坡落山、水中果岭, 一应
俱全, 非常过瘾。球道有宽的, 也有窄的, 考验你各一方面的
能力；草坪也有非常好的水平, 特别是果岭; 大环境相当美丽,
天然成熟, 丛林密茂; 会所经过从新装修, 形状颇独特, 虽然
并非很大, 却甚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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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una Golf Club 拉古娜高尔夫球会
球场设计师 : Max Wexler and David Abell

全长 6,654码

洞数 : 18洞

果岭费 : RMB 740 (由Golf007提供)

这

标准杆 : 71杆

是 一 座 渡 假 型 球 场 , 位于 著 名的 渡 假 酒 店区
Laguna Area, 由超五星悦榕庄Banyan Tree拥
有, 离机场和芭东滩旅游区都只需20分钟的车
程; 会所有着浓厚的泰式风格, 大环境天然成熟, 加上出
众的园艺, 优美舒适, 球场难度不高, 设计和布局恰到好
处, 不乏趣味性, 主要防卫来自水障和沙池, 不过容错性较
高, 是一个打得舒服的球场。球会综合各方面都有很好的
水平, 虽然不会有惊喜, 也肯定不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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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仅供参考, 以航空公司为准)

深圳始发
直飞曼谷的航班
亚洲航空(FD)：票价约RMB 1440至RMB 2670不等（价格已含机场税）
航班资料如下：
FD2517 深圳 > 曼谷DMK 起飞 2320 抵达 0115
FD2516 曼谷DMK > 深圳 起飞 1825 扺达 2225
备注: "DMK" 廊曼国 际机场,又称为旧曼谷国际机场，是位于泰国曼谷的国际机场

广州始发
南方航空（CZ）：票价约RMB 1680至RMB 1890不等（价格已含机场税）;
航班资料如下：
去程可选：
CZ 357

广州 > 曼谷 起飞 0900 抵达 1050

CZ3081 广州 > 曼谷 起飞 1240 抵达 1430
CZ 363

广州 > 曼谷 起飞 1600 抵达 1755

CZ 361

广州 > 曼谷 起飞 1950 抵达 2130

回程可选：
CZ3036 曼谷 > 广州 起飞 0200 抵达 0610
CZ 362

曼谷 > 广州 起飞 0840 抵达 1230

CZ 358

曼谷 > 广州 起飞 1155 抵达 1545

CZ3082 曼谷 > 广州 起飞 1530 抵达 1920
CZ 364
18

曼谷 > 广州 起飞 1855 抵达 2245

泰国航空（TG）：票价约RMB 2160至 RMB 2260 不等；（价格已含机场税）
航班资料如下：
去程可选：
TG 669 广州 > 曼谷 起飞 1545 抵达 1745
TG 679 广州 > 曼谷 起飞 2100 抵达 2300

回程可选：
TG 668 曼谷 > 广州 起飞 1045 抵达 1435
TG 678 曼谷 > 广州 起飞 1600 抵达 1950

肯尼亚航空（KQ）：票价约RMB 2180；（价格已含机场税）
航班资料如下：
KQ 887 广州 > 曼谷 起飞 2135 抵达 2330
KQ 886 曼谷 > 广州 起飞 1505 抵达 1905

亚洲航空（FD）：票价约RMB 1710；（价格已含机场税）
航班资料如下：
FD2531 深圳 > 曼谷DMK 起飞 2355 抵达 0145
FD2530 曼谷DMK > 深圳 起飞 1910 抵达 2310

香港始发
香港始发的航空公司/航班选择更多, 不能尽录, 请与旅行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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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
旅

游业是泰国的第一大行
业 , 每年 接 待从世界各
地前来的宾客以数千万
计, 所以旅游业发展非常完善, 国
际知名的酒店如喜来登, 香格里
拉, 洲际, 万豪等等名牌, 随处可
见, 硬件和软件都达到很高的水
平, 是信心的保证。

购物好去处
泰

国本地或进口的货品款式多, 而且较中国便宜,
还可以在离开泰国前退税, 以下介绍一些大型购
物中心, 包罗万有: 固定价格大多在百货公司及
曼谷部份商店; 其他地区商店几乎都可以杀到令人满意或
更优惠的价格。一般可以依定价打10% - 40%的折扣。没
有快速秘诀, 但请牢记泰国人喜欢有礼貌及幽默感, 不喜
欢大声嚷嚷或生气。耐心和微笑以待是不二法门。
大部分的商店或是像曼谷等较为城市的地区通常有
提供信用卡刷卡服务,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要额外添加费
用。

Siam Square
是曼谷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新一代潮流的东
西都可在这里被找到, 更以特色十足的小型精品
店取胜。在Siam Square对面就是Siam Discovery
Center, Siam Center, Siam Paragon, Central World这
些都是比邻的购物中心, 有很多流行品牌、时尚潮流的商
店, 通通分布在这一带, 整个区域充斥着丰盛的流行信
息。

交通: BTS Silom线到Siam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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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Siam Discovery Center

装品牌多为进口的年轻品牌, 如AIX、Guess、CK, 更有许
多设计家具及家饰店的卖场; 除此之外, 还可以找到许多
有名的商店、名牌服饰、珠宝、豪华影城及啤酒园。还有
泰国Propaganda著名的Mr. P在此专卖, 活力时尚通通在这里。

营业时间：10:00-21:00
交通：BTS Siam站
网址：http://www.siamdiscoverycenter.co.th/

Siam Center
商场商品主打年轻族群，多半为流行商品及鞋店、精品服饰等。
特别多泰国当地设计师的品牌。历史悠久，一向是流行的集散地。
他们的流行脚步虽与世界同步，但不失自我的风格。在这里每一位
设计师都有表现自己功力的店面，陈列的空间布置极具吸引力。

营业时间：10:00-21:00
交通：BTS Siam站
网址：http://www.siamcenter.co.th/

Gaysom
流行时尚代表之一，风格走的是国际路线，
单价甚高，只能以高贵来形容。除了国际知名品
牌，还有泰国知名设计师的品牌，另外还有许多专
为个人订制的个性化商品和家具。

营业时间：10:00-20:00
交通：BTS Chit Lom (步行3分钟)
网址：http://www.gaysorn.com/

Siam Paragon
除了知名品牌在这里都找得到之外，尚有Spa养生馆、保龄球馆、
IMAX高科技3D影院、大型展览中心、歌剧院及酒店等丰富的休
闲资源。最知名的是在Siam Paragon 地下二楼有个著名的Siam
Ocean World海洋世界，是东南亚最大的室内水族馆，值得一游。

营业时间：10:00am～10:00pm
交通：BTS Siam站
网址： http://www.siamparagon.c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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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ground
这是展现曼谷时尚面的一个购物中心，是一座比较年轻且容易亲
近的一座小型商场，里面全部商品都是泰国知名设计师的商品及概
念商店，充满新鲜及活力的展现，彷佛就真的像一座Playground!

地址：818 soi Sukhumvit 55(Thong lor) Bangkok
交通：搭乘BTS捷运Sukhumvit线至Thong lor站下车，再
转搭出租车、面包车或小巴士。

The Emporium
曼谷的购物商场很多，Emporium百
货的特色是以品牌为导向，名牌商品
多且齐全，主要卖设计师的商品，走高
价、高质感路线，是时尚人士的最爱，
也是外国人最喜欢逛的百货公司。

网址：http://www.playgroundstore.co.th/

营业时间：

Thailand Creative
Design Center(TCDC)

周一至五10:30am~10:00pm ;

位在Emporium百货6楼的泰国创意设计中心（简称TCDC），以国
际知名品牌的设计理念为施法对象，开放一个固定的展示空间，让
不同的创意设计者充分展现它们的设计面向。所有学设计、喜欢创
意的人，集结在此，里头更有各种设计相关的书籍、作品及设计师

周六日10:00am~10:00pm
交通：搭(BTS)Sukhumvit线到
E5 Phrom Phom站，从出口
2走，有天桥直接连结商场。

介绍，打造一个创意天堂。

网址：http://www.

网址：http://www.gaysorn.com/

emporiumthailand.com

Central World Plaza(World Trade Center)
两边分别是ZEN及ISETAN百货公司，最顶层是KingPower免税商店，总共300多间商家，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商店，贩卖各种名牌服饰、鞋子、电器用品、电话通讯、高尔夫球相关商品及
各种不同风味的餐厅，其中以Jim Thompson泰丝及NaRaYa 曼谷包最受观光客青睐。

营业时间：10︰00─21︰00
交通: 搭乘曼谷(BTS)Sukhumvit线至Chit Lom站下车，可从出口1或从BTS站连
结Gaysorn百货公司的入口出来，步行约5分钟可达
网址：http://www.centralworld.co.th/

J Avenue
是一座比较平民化，结合购物与休闲娱乐的中型商场，其广场
上有绿意盎然的高大树木，晚上的夜色更是吸引许多人前往，一旁还
有五彩喷泉，梦幻的灯光将整个广场点缀得更美丽，营造出一个轻松
浪漫的夜晚，成为年轻人、外国人聚会的热门地点。

地址：Soi 15 Thong Lor , Bangkok
交通：搭乘捷运BTS到Thong Lor站下车，转搭红色小
巴或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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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ers Aware 球友注意喔!
各处乡村各处例，如果你是第一次往泰国打球, 就要注意喔!

☆ 泰皇极受国民爱戴，千万别在泰国人面前说些不敬泰皇说话, 开玩笑的也
不行。

☆ 泰国人视头部为神圣的象征, 不能触摸, 除非你是高僧为他祈福。
☆ 换过来, 脚部是最低贱的, 千万别用脚碰或指着别人, 打泰拳时另作别论。
☆ 泰国人也不喜欢被人用手指或物件指着。
☆ 打球时必须穿上正规的高尔夫服装和鞋。
☆ 泰国有些球场容许5人一组, 甚至6人一组打球, 是正常的!
☆ 泰国人打球节奏较悠闲, 而且我遇过的都很有高球礼仪, 如果你前一队人多,
或打得较慢, 记住, 礼貌地, 微笑着, 请他们让你先过, 一般都不会拒绝你。

☆ 大部份球场都奉行一车一球手, 最少雇用一球僮, 如果你喜欢, 也可以雇用
几个球僮, 帮你打伞,帮你按肩的。

☆ 泰国天气炎热, 每到下午都有可能下一场大雨, 不过很快便会停。
☆ 球僮小费一般每场每位在泰币200-300。
☆ 离开球会前, 记住你球包的外套。
☆ 如果你想坐出租车去球场，记住带有泰语的球场地址, 我试过很多次上车时, 司机表示明白你要去的目的
地，却其实不懂路, 结果浪费时间, 误了开球时间, 万试万灵。

☆ 在到达球场之前, 要与司机约好回来接你的时间, 因为在球场找出租车非常困难。
☆ 泰国的出租车较小型, 行李箱也小, 最多坐两人放两个正常大小的球包。
☆ 最后预先找旅行社订车, 虽然车费会稍高一点, 不过都会懂去球场的路, 而且一般会在球场等你打完球送
你回去。

☆ 有些航空公司对高尔夫球友的寄仓行李(包括球包)重量限制会放宽些, 一些则非常严格, 最好在订机票之
前咨询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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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旅客在曼谷国际机场到市区或其他地区时，只搭乘经核准
的交通工具(礼车、大众出租车或巴士)。详情可洽询机场旅客抵达
大厅的交通服务柜台。

☆

旅客如果对道路交通不熟，或是不会说泰文，建议使用下榻酒
店的出租车服务，并请酒店柜台人员以泰文写下要前往的地点以及
饭店地址，让出租车司机清楚了解你此次行程的目的地。曼谷BTS
及 MATR抵达市区主要商业、购物及娱乐区很便利。

☆ 旅客应该善长识来保护自身及随身物品的安全。例如，在公共场
合露出钱财或珠宝是非常不明智的。
☆ 不管游泰国待多久，建议每天与家人或朋友至少一次联络(报平安)。并建议保留一份护照复印件以防
护照遗失或被偷。

☆ 在泰国与毒品相关违法行为刑责非常重，千万不要涉及
任何毒品。
☆ 旅客如果有关于安全协助的需求，不道德的诉讼或其他
旅游相关事件可联络观光警察(电话：1155)。

☆ 避免被兜售或新认识的朋友主动提出要带你去购物。商
店会给这些人佣金，并把成本加诸在你所购买的商品上，让
你当冤大头。
☆ 当购买宝石、珠宝或其他昂贵商品时，离开之前一定要索
取收据并确定内容金额无误。

珠宝／昂贵物品
1. 不要相信路边的导游、出租车司机或 "tuk tuk" 司机或任何企图带你
前往购买无保障或2~3倍以上价值的珠宝，这全部都是骗人的讯息, 尤
其是会说流利中文的。
2. 不要相信店员说他们是由政府所经营的商店，因为泰国政府除了“免
税商品店”之外，没有经营其他任何商店。
3. 不要相信店员说他们在正庆祝某个节庆举办特卖活动。
4. 不要向不接受信用卡付账的商店购买宝石，或用你的信用卡买黄金又
换成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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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购买宝石不要使用邮寄方式来逃避税金或通关手续，因
为这些都是假的宝石。
6. 不要向保证退还或是可在海外代理商更换的商店
购买珠宝。
7. 如果你有意购买宝石，或是发现商店有可疑行为，
请拨“1155”联络观光警察中心。
8. 不要向无法提供宝石来源、状况及质与量等信息
的珠宝店购买宝石。
9. 不要向没有商品成本的珠宝店购买宝石。
10. 不要相信任何声称他们同时是观光警察及泰国
观光局官员的人。
11. 不要向告诉你说如果不满意这些商品可以在回国后卖还给他们在海外的代理的珠宝店购买宝石。

水上活动
从事空域及水上活动如游泳、水上摩托车和
快艇、拖曳伞、浮潜、海底漫步等注意事项：
1. 参加水上活动宜结伴同行，如发现落单应尽快
赶上同伴，如教练或船员要独自将你带离，应拒
绝，要了解活动场地是否合法及器材的使用操
作，浮潜装备不能替代游泳能力，不会游泳者，
请小心尝试且注意同伴的状态。
2. 事先了解地形、潮汐、海流、风向、温度、出
入水点等因素，如上面因素不适合水上活动时，
则不要勉强参加。
3. 参加外岛的活动行程，请严格遵守穿救生衣的规定，
且应全程穿着，如船家未提供救生衣，则应主动要求。
4. 乘坐游艇及水上摩托车，不跨越安全海域，泳客亦不能在水
上摩托车、快艇、拖曳伞等水上活动范围区内游泳。水上摩托车常
是驾驶员与旅客共乘一辆，正常的碰撞是无可避免，但如发现异
常状况请马上告知导游或领队。
5. 注意活动区域之安全标示、救援设备及救生人员
设置地点。
6. 应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高血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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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发烧、醉酒及餐后，不参
加水上活动及浮潜，感觉身
体疲倦、寒冷时，应立即离
水上岸。
7. 避免长时间浸在水中及曝
晒在阳光下，亦不长时间闭气潜水造成晕眩导至溺毙；潜入水里时不使用耳塞，因压力会使耳塞冲
击耳膜造成伤害。浮潜时切勿以头部先入水，并应携带漂浮装备。
8. 乘坐游艇前宜先了解游艇的载客量，如有超载应予拒乘，搭乘时不集中甲板一方，以免船身失去
平衡。
9. 对于旅行社安排行程之外的各种水
自身的身体状况。

上活动，参加前应谨慎评估其安全性及

遗失证件
☆ 为安全起见, 请随身携带护照及身份证之余, 也应该备一份护照及
身份证的影印本, 如有遗失的话, 凭影印本可加快补领时间.

☆ 倘若在国外遗失金钱, 护照或其他物品, 应先向当地警方报案, 取失
窃证明, 及时向中国大使馆报告有关情况并请求协助.

重要电话

小费参考

☆ 泰国紧急救助电话﹕(662) 191
☆ 泰国旅游热线电话﹕(662) 1155
☆ 旅游服务中心﹕1672 (08:00-20:00)
☆ 观光警察电话﹕曼谷1699 | 清迈 (6653) 248130

泰国是个习惯付小费的国家之一，而付小费是一种

| 普吉 (6676) 219878 | 苏梅岛 (6677) 421281
| 苏叻他尼(6677) 421281

☆ 泰国火警电话﹕(662) 199
☆ 泰国救护车电话﹕ (662) 2460199
☆ 曼谷旅客协助中心电话﹕ (66)2281-5051、
2282 - 8129、1155

☆ 泰国政府旅游总局电话﹕ (662) 6941442
☆ 曼谷电话号码查询﹕13
☆ 中国大使馆电话﹕ (662) 2457-0367

礼仪! 因此以下提供一些需付小费的地方，让您参
考：

☆ 古式按摩：您可视按摩师的服务质量或专业水
平而弹性给予，约泰铢50~100元左右。

☆ 行李小费：一间房间一次约给行李人员泰珠20
元。

☆ 床头小费：一间房间(2人)每
天约给泰铢20元。

☆ 饭店员工服务良好，可酌予
给小费，一般一次约20泰铢
或1美元左右

☆ 餐馆小费的比例是10%。
☆ 另外，出租车不需给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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