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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喜泰國 快樂漫遊

個風格獨具的迷人府城

泰國一直是台灣旅客最愛的國家之一，加上各家廉價航空紛紛開航飛往
泰國，包括有虎航、威航、酷鳥航等等的直飛班機帶動更多國人前往泰國
旅遊，泰國觀光局特別推薦遊客造訪泰國不能錯過的十二個風格獨具的迷
人城鎮，這些景點本身皆擁有的獨特歷史、文化與生活型態。

十二個府城可區分為五條新的快樂漫遊泰國路線，分別為：

1

快樂漫遊泰國北部藝術文化及自然景觀路線
建議以泰北知名府城清邁為中心向外連結到南邦府或楠
府或碧差奔府。

快樂漫遊泰國東北部歷史古蹟及節慶文化路線
以漸受歡迎的柯叻府為中心向外連結到汶里藍府或雷府。

3

快樂漫遊泰國中部傳統市集及自然生態路線
以首都曼谷為中心向外連結到沙慕頌堪府或拉差汶里府。

快樂漫遊泰國東部水果之都及幽靜島嶼路線
以渡假勝地芭達雅為中心向外連結到沾他汶里府或德樂府。

5

2

快樂漫遊泰國南部熱帶海陽風情及異國美食路線
以熱門景點普吉島為中心向外連結到噹府或春蓬府或
那空席他瑪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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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邦府 ˙ 楠府 ˙ 碧差奔府 ˙

泰國北部

Lampang 南邦府
南邦擁有豐富的 Hariphunchai 王朝、蘭納王朝及緬甸王朝等考古學證據，旅客可以搭乘
馬車遊覽這座驚奇有趣的大城市，包括參觀許多美麗的寺廟。南邦市為與南邦府同名
的首都，一座擁有傳統馬車、輕鬆河畔酒吧與餐廳、寺廟、以及友善、悠閒居民的城
市。在南邦市外面，往清邁的路上，泰國大象保育中心是遊客主要造訪的景點，在這
裡可以認識大象以及觀賞大象表演。

◎熱門景點推薦◎
大象保育中心
Thai 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er
大象保育中心一天約 2-3 場示範大象訓
練過程以及林務技巧的表演。在最近幾
年，開始教導大象畫畫以及演奏樂器，
這些表演都相當令人驚嘆。保育中心同
時提供大象的健康醫療照護。

庫安拷伊倫水庫
Khuean Koi Lom Dam
這座水庫是為灌溉而建造的，水源區內
可以划船或是泛舟，在此建議安排半天
時間遊玩，旅客也可以選擇在當地水上
旅館過夜，當地景點包括懸崖、小島及
漁村。

菩勒南邦廊寺
Wat Phrathat Lampang Luang

查迪聖寺
Wat Chedi Sao

菩勒南邦廊寺可說是整個北部地區蘭納

距 市 區 南 邦 (Lampang) – 齊 洪 (Chae Hom)

宗教建築的最佳典範之一。內部寬廣的

路約 5 公里處，查迪聖寺最大特色是擁

庭院有一座巨大的佛塔，開放式側面有

有二十座蘭納 - 緬甸式白色佛塔，並供

一個具有許多雄偉特色相當精緻的建

奉一尊蘭納式佛像。

築，包括在屋頂雕刻下方的木頭鑲嵌上
有迷人壁畫。

彩桑國家公園
Chae Son National Park

席羌寺
Wat Si Chum

彩桑國家公園是一座豐富的高山森林，

為典型的緬甸式多層式屋頂，雕刻複雜

提供附近地區相當重要的水資源。公園

的屋簷以及彩色玻璃馬賽克。除了牆壁

有許多有趣的特色，包括瀑布、洞穴以

描繪火災以及佛寺重建的故事之外，還

及當地知名的溫泉。其中還有許多動植

展示有鄉村迷人景觀，至今席羌寺仍有

物物種。

緬甸和尚居住的社區。

覆蓋面積達 592 平方公里。森林與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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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北部

˙ 南邦府 ˙ 楠府 ˙ 碧差奔府 ˙

楠 府 Nan
是希望探索泰國北部自然美景以及安靜欣賞豐富文化歷史的遊客們的私藏景點，它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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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泰國北部沿寮國邊境的一處翠綠河谷內。楠府的首都相當悠閒氛圍迷人，有趣的
歷史、一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寺廟及一間不錯的博物館。沿城鎮河岸倆旁有一些品質佳
的餐廳及酒吧，不論是計劃到鄉間探險或是城市觀光，這裡都非常適合。

◎熱門景點推薦◎
梢丁那諾依或洪鍾與科克蘇阿
Sao Din Na Noi or Hom Chom and Khok
Suea

帕波羅瑪叻蔡邗寺
Wat Phra That Chae Haeng
帕波羅瑪叻蔡邗寺是一座相當莊嚴的佛

2003 年 1 月 12 日，詩麗吉皇后參觀蒲帕

它是一個土壤形狀形成奇特造型，從地

寺，位於上楠河東邊的一座土堆上，帕

亞克森林，她發現許多森林受到侵犯，

質證據顯示，似乎梢丁那諾依的形成是

波羅瑪叻蔡邗寺建於趙帕亞國王統治時

因此建立了保育中心。用來保護自然資

因為發生在第三世紀晚期的地殼運動和

期（1326 年至 1359 年的楠府領主）做為

源與成為生態環保旅遊。以及有機與完

與水與風的自然侵蝕風化過程。地質學

安置供奉七佛舍利的佛寺。

整農作中心，包括生產，農業產品加工

家認為它可能擁有 1 萬至 3 萬年歷史。

等。

班帕克奈漁村
Ban Pak Nai Fisherman Village
由於班帕克奈當地居民都是漁夫，因此
有許多來自水庫的豐富魚產。許多水上
餐廳提供相當美味的海鮮料理，遊客還
可以在當地租用船隻，遊覽美麗的山林、
島嶼景致、以及當地漁村水上人家風光。

浦卡山國家公園
Doi Phu Kha National Park

蒲帕亞克皇家計劃
The Royal Project Phu Phayak

國家公園內的地形主要是位在石灰岩山

帕菩叻拷諾伊寺
Wat Phrathat Khao Noi

脈上的森林林地，高度約海拔 1,900 公

帕菩叻拷諾伊寺建於 1487 年趙卜卡安在

尺。這裡有發現多種罕見、幾乎快絕跡

位時期。帕叻是一座用磚和水泥建造的

的 植 物 群， 尤 其 是 Chomphu Phukha 花，

佛塔，反映緬甸和蘭納藝術的相互結合。

每到二月粉紅色的花朵盛開。

佛寺內包含佛祖的頭髮。

˙ 南邦府 ˙ 楠府 ˙ 碧差奔府 ˙

泰國北部

Phetchabun 碧差奔府
豐富歷史與肥沃土壤的一府，碧差奔府擁有絕佳的自然景點，尤其是當地的叢林高
山，以及瀑布沙河，也因此讓這裡的天氣全年都涼爽舒適。碧差奔府擁有非常濃厚的
觀光潛力，這裡的氣候宜人，並且擁有超過 1,400 年以上的豐富歷史，也因為擁有景
色相當迷人且氣候涼爽的考寇（Khao Kho）國家公園等豐富景點、因而有“小瑞士”
的美譽。

◎熱門景點推薦◎
席帖歷史遺蹟公園
Si Thep Historical Park

南瑙國家公園
Nam Nao National Park

席帖是一座古城市，內有許多建築構造

南瑙是泰國境內景色最優美的國家公園

依舊保存第 11 至第 18 佛教世紀期間的

之一，面積含蓋碧差奔府的曼隆沙克區

過往光輝歷史。這裏曾是位於中央平原

與龍摳區以及猜也奔府內的空杉區。國

盆地的墮羅缽底王國與東北部高棉王朝

家公園總部在一個相當獨特又迷人的景

的接觸中心。

觀：以高大的松樹為主的落葉闊葉林。

玉佛寺
Wat Phrathat Pha Som Kaew
玉佛寺內供奉迷人的古蹟與佛像，根據
美術部預估約超過 700 年歷史。此外，
也發現了一間寶藏室，裡面有素可泰王
朝時期的陶罐、佛像、陶器、金片與黏
土燒烤的許願牌匾。

惠巴噹水庫保育區
Huai Pa Daeng Reservoir

普圖貝克村
Phu Tub Berk Village

拷柯國家公園
Khao Kho National Park

惠巴噹水庫保護區是利用城鎮以西的水

此區域位於 1768 米海拔通常被稱為為碧

公園內有相當多的植物種類、以及野生

道築成水庫，作為農業灌溉之用。不論

差奔府的最高點。從十二月到一月，涼

動物、優美的自然觀光景點。例如瀑布、

上午或下午造訪水庫都相當舒適宜人，

爽的季節，滿山遍野的櫻花，是最佳的

洞穴、小島、峭壁、觀景點。特別的是，

遊客可以在此野餐或是參加其他休閒娛

參觀時間。在雨季，雲霧會吞噬山上，

這裏有泰國國王與皇后建造的美麗宮殿

樂活動，置身在大自然環境中。

贏得了“迷霧城”的綽號。

作為碧差奔府的下榻居所。

4

泰國東北部

˙ 汶里藍府 ˙ 雷府 ˙

汶里藍府 Buri Ram
汶里藍府距離曼谷約 410 公里，是連接高棉古蹟之旅的重要中站，高棉古遺跡是此區
最重要的歷史景點，從碧邁歷史遺跡公園到汶里藍府靠近高棉邊境的高棉古寺帕儂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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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同樣令人嘆為觀止。另一處重要景點為位於夸東山山上的巨派克通柴 (Pak Thong Chai)
以絲織聞名的小城鎮，當地以美麗的手工絲聞名，自從詩麗吉皇后在當地成立發展計
劃協助當地編織者因而使得這個城鎮得以生產而再度繁榮。

◎熱門景點推薦◎

Prasat Phanom Rung

帕儂藍寺

藍喃嶸水庫及喀隆漫澳保護區
Lam Nang Rong Dam and Khlong Manao Reservoir

帕儂藍寺整個遺址保存許多珍貴的高綿

為皇家工程安全部門發展規劃出的區域。主要用於農業灌溉，也提供住宿服務及開放

時期藝術品。公園內有三座橋建築，這

露營。水壩附近有一家景觀餐廳，遊客可以乘坐休息的水庫，游泳，乘船前往觀看水

三座橋是泰國境內碩果僅存的當代建

鴨成群，是一個放鬆的好去處。

築。在主要佛塔的楣石上雕刻展現出整
個華麗的風格。

瑪穴寺 Prasat Muang Tam
距帕儂藍寺約 8 公里，其年代早於帕儂
藍寺 120 年，這座精緻的高棉佛寺是用
沙石與紅土建造而成。寺廟主要特色是
受池塘環繞的五座磚牆佛塔。

夸東山
Khao Kradong forest park
是一座死火山，公園內有許多種類稀少
的植物，可以開車或走階梯到達夸東山
山頂，山上矗立著一座佛像及庫塔，庫
塔內供奉著複製的佛祖足印，從山腳下
的湖泊，可遠望山頂上的佛像，景觀非
常優美。

拷安坎寺 Wat Khao Ang-kharn
在 另 一 處 死 火 山 上 的 寺 廟， 距 帕 儂 藍
寺約 20 公里。是 此處發現的他叻瓦滴
(Dvaravati) 時期沙石 "sema" (temple boundary
markers) 建 築 代 表 作 之 一。 這 個 獨 特 的
建築形式在許多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發
源。

南伊森文化中心
Lower Northeastern Cultural Centre
是一個地方的考古以及進行研究和藝術
研究中心，該中心的展覽包括東北地區
歷史文物，古時捕獵使用的工具，大象
的照片，當地編織的衣服，牆上的壁畫，
陶器和布里蘭發現的中國陶瓷。

˙ 汶里藍府 ˙ 雷府 ˙

泰國東北部

Loei 雷 府
雷府是伊森最西部的省份，它有山，有少數民族，它有壯觀的國家公園。這是一個多
元的，美麗的省份，是東北最具旅遊潛力的城市之一。這裡地勢多山，氣溫波動從一
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這是泰國為數不多的省份氣溫下降 0℃以下之一。雷府除了擁
有美麗的地理環境，如豐富多彩的皮塔箜節又稱鬼臉節獨特的文化和傳統。有許多壯
觀的景觀及特殊的活動等待遊客來體驗這片土地上的奇蹟。

◎熱門景點推薦◎
尼拉密威巴塔薩那寺 Wat Neramit Wipattasana
位於帕那絲松瑞克一個山坡上。無論是主廳或寶塔，這是用紅
土建造的，充滿想像及設計。內部供奉的是彭世洛府著名佛像
的翻版，還有佛寺創辦人的蠟像，廟裡的壁畫非常多彩，值得
遊客細細品味。

清康徒步街 Chiang Khan Walking Street
清康徒步街位在湄公河河岸，四周被許多老房子圍繞，是雷府
最知名的遊客景點之一。這條徒步街有咖啡館、許多紀念用品
店、當地特色美食餐廳以及一棟古代遺留下來的木造老房屋。

勘庫庫島 Kaeng Khut Khu
勘庫庫島以色彩豐富的巨石聞名，當乾季時可清楚看見整個巨
石浮出水面。遊客可以看到湄公河對岸的寮國永珍區“差納猜
縣”。河岸邊有傳統東北風味餐廳，可以租船欣賞整個湄公河
的浩瀚景致。

蒲卡東國家公園 Phu Kradung National Park
蒲卡東國家公園一直以來都有許多遊客前來享受冬季冰點的寒
冷天氣和它的壯觀景致。國家公園高度約在海拔 400 至 1,200
公尺之間。

上惠南曼及惠夸丁水庫
Upper Huai Nam Man Huai Krathing Reservoir
水庫容量達 2 千 6 百萬立方公尺，這座土壩水庫佔地面積達
1,500 萊。提供令人屏息的自然景致，有竹林和常綠山林環繞，
遊客可以在竹筏上用餐以及享受其他娛樂活動。

泰黑族文化村 Thai Dam Cultural Village
泰黑人於 1905 年從寮國移民至此，過著保守又傳統生活，他們
的文化已經被妥善保護，泰黑族所建設的房屋以及他們的生活
方式都已經被圖像化。旅客可以透過居住當地民宿體驗泰黑族
生活型態。

6

泰國中部

˙ 沙慕頌堪府 ˙ 拉差汶里府 ˙

沙慕頌堪府 Samut Songkhram
沙慕頌堪府擁有肥沃的土地，盛產植物及農作物，包括種類豐富的蔬菜及水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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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多樣的海鮮產品。這裡的景點最有名的為安帕瓦水上市場及紅樹林生態保育中
心，寺廟，暹邏貓博物館以及邦帕亞梭（Ban Phaya So）製作結合傳統泰式音樂與木雕
工藝的知名中音提琴產地。

◎熱門景點推薦◎
安帕瓦水上市場
Talat Nam Yam Yen Amphawa

班藍寺 Wat Ban Laem

安帕瓦是泰國唯一的黃昏水上市場，也

記載，寺中佛像是班藍村民在湄功河捕

是週末市場，只有星期五、六、日才有，

魚時撈到的。寺內並販售由金箔製作的

河岸上也有各種推車小販及特色商店販

手環及彩線編織的手環，上面都刻有經

賣各種當地美食及商品。岸旁有許多充

文可以保平安，深受信眾的青睞。

是非常重要的一座皇家寺廟。依據歷史

滿特色的小咖啡店。

拉瑪二世紀念公園
(King Rama II Memorial Park)
館內包含四座獨立泰式建築分成四部
分，中間大廳放置拉瑪二世雕像以及展
出拉達那哥辛時代早期的工藝品如五彩
瓷器、陶器、“箜”面具等等。還有一
座開放劇院及收集泰國文獻記載植物的
花園。

湄功河遊船
Mae Klong River Boat Trip
可以租一艘船遊覽河岸成排的水上人
家，可以看到傳統的斜屋頂房屋，以及
河岸旁的寺廟，遊客還可以搭船穿過椰
林以及荔枝園深入運河區，非常值得一
遊。

紅樹林區生態保育中心
Klong Khone Mangrove Forest Conservation Centre
位於湄公灣河口，遊客可以搭乘長尾船探訪紅樹林區看吃螃蟹的獼
猴，以及近距離體驗當地漁民們的生活方式。行政局辦事處準備了
長尾船、滑板、幼苗和種植工具提供給想要參與紅樹林造林的遊客。

邦功寺
Wat Bang Kung
寺廟內有一座老戒堂供奉一尊當地村民
稱為 Luangpho Bot Noi 的大佛雕像。戒堂
完全被四種榕屬樹木覆蓋，大城王朝晚
期的壁畫描繪佛祖坐在壁龕上傳道、側
邊門徒表達敬意的景象。

˙ 沙慕頌堪府 ˙ 拉差汶里府 ˙

泰國中部

Ratchaburi 拉差汶里府
拉差汶里府的主要觀光景點為當能沙朵水上市場，是大多數造訪曼谷的遊客必遊景
點，水上市場的攤販們沿著拉差汶里府的運河划著船、販售各種器皿，是曼谷遊客熱
門的一日遊景點，而蘇岸浦安區是一個新興的渡假景點，清新與悠閒的步調及充滿歐
洲風的渡假村，非常值得一遊，拉差汶里府同時也是攀岩的首選景點之一，拷努 (Khao
Ngu) 岩石公園前身為採礦區，現在已被攀岩迷佔據。

◎熱門景點推薦◎
當能沙朵水上市場
Damnoen Saduak Floating Market

蘇岸浦安區
Suan Phueng Area

每天早晨 8:00 開始，就有一艘一艘的小

是一個新興渡假區，這裡的渡假村充滿

船迎著晨曦，自鄰近的果園駛來，船上

著令人驚豔的設計風格，還有許多旅遊

則滿載著許多熱帶水果、新鮮的蔬菜和

景點，包括 Baan Hom Tien 芳香蠟燭專賣

其它各種農產來此兜售，到上午 11:00

店，天然溫泉，瀑布，蘭花農場，沈積

為止，是個非常值得參觀的地方。

岩地形，以及動物農場等等。

楠亞堪儂寺國立博物館
Nangyai Wat Khanon National Museum

羊駝山
Alpaca Hill

這座博物館是典型的泰式房屋建築，博

羊駝山是泰國首座、也是唯一一座羊駝

物館內展出超過 300 個完整的楠亞或皮

養殖場，養殖場面積超過 250 萊，羊駝

影戲、它的歷史、以及製作楠亞木偶的

山為遊客提供相當具啟發性的體驗，讓

過程。其中大部分木偶是羅摩耶那史詩

遊客近距離接觸這些奇特動物，包括羊

內的神話人物。

駝、小袋鼠、佛來米希巨型兔等許多可
愛動物。

波庫安溫泉
Bo Khlueng Hot Spring
波庫安溫泉是一座私人的天然溫泉，全

暹羅文化公園
Siam Cultural Park

年有溫泉水從壇勾席山脈流經小水洞。

位於碧甲盛路，公園面積超過 42 萊，共

這些溪水富含豐富的礦泉水，一般人相

分為室內及戶外六個區，遊客可以參觀

信礦泉水可以用來治療皮膚。溫泉水溫

名人蠟像館、三個朝代佛像、神話故事

在攝氏 50~57 度之間。

洞穴、泰國四區特色房屋等，還有一個
草本飲料店提供傳統茶點及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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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東部

˙ 沾他汶里府 ˙ 德樂府 ˙

沾他汶里府 Chanthaburi
沾他汶里府以盛產的熱帶水果及身為寶石礦採中心聞名，擁有得天獨厚的翠綠山林及

9

瀑布美景。寧靜的漁村以及平靜的海灘都距離市區不遠，使得沾他汶里府成為泰國的
終極度假勝地，在 19 世紀末期曾被法國佔領。這些影響可以從沾他汶里市區內的許
多建築看出，包括泰國境內最大的天主教堂。

◎熱門景點推薦◎
拷儂伊旺古遺 Khai Noen Wong
考儂伊旺古蹟約建於 1834 年拉瑪三世統治時期。園內有海底考

拷湳信森林公園
Khao Laem Sing Forest Park

古辦公室和商船博物館。專門展出泰國商船以及來自世界各地

公園全區覆蓋陸地與海洋面積達 9,500 萊，包括乾燥常綠林與

海底考古探險所發現的考古文物。

海灘森林，林內棲息重要生物例如獼猴、小鼷鹿、紅頰鼯鼠、
鳥禽類等。海灘和島嶼區有豐富海洋生物。

趙澇海灘 Chao Lao Beach
趙澇海灘是一座最優美的海灘，微紅的沙灘與清澈蔚藍的大海形
成鮮明對比，適合游泳以及享受各種水上運動與遊船行程，海灘
外海約 1 公里處是淺水珊瑚礁群，當地有提供遊客住宿服務。

拷蘇欽寺 Wat Khao Sukim
寺廟於 1966 年由一位相當虔誠的佛教徒所建。寺廟的最大目的
是用來做為打坐靜思的地點。廣闊的寺廟庭院提供寧靜隱密的
環境，四周濃密成蔭的果園環繞。

坤夸班海灣發展研究中心
Ao Khung Kraben Development Study Center
坤夸班海灣這區約有 4,000 萊，其中紅樹林區面積約 200 萊，
發展永續可修復與海洋管理和海岸資源。這座研究中心除了是
發展漁業與農業的研究學習中心，同時也是自然保育與平衡環
境生態中心。

綠洲海洋世界
Oasis Sea World
綠洲海洋世界已經吸引許多喜愛觀賞精彩海豚表演的遊客們。
海洋世界有二處主要水池來照顧海豚，第一座水池用來飼養照
顧海豚，第二座水池是海豚訓練中心，這裏也有蝴蝶農場和其
他動物。

˙ 沾他汶里府 ˙ 德樂府 ˙

泰國東部

Trat 德樂府
德樂府擁有宜人景致以及多個寧靜隱秘的海灘，是熱愛自然的遊客最佳去處。德樂府
境內主要以生產水果、漁業以及寶石礦採為主，德樂府市是前往熱門景點昌島旅遊、
以及造訪寶石市場與高棉邊境市場的出發地點。昌島（Mu Koh Chang）海洋國家公園綿
延又細緻的白沙灘是最佳的度假島嶼，附近的島嶼群海底充滿自然原始的珊瑚礁群，
德樂府同時也是前往柬埔寨旅遊的人的轉接點。

◎熱門景點推薦◎
昌島 Ko Chang
昌島又稱東象島，是一個迷人又純樸的小島，因為島的形狀像

薩拉克角紅樹林自然教育中心
Salak Kok Mangrove Nature Trail

一隻趴著的大象而得名。島上寧靜、純樸無瑕，充滿熱帶自然

薩拉克角紅樹林自然教育徑位於象島的東邊。在薩拉克角灣，

風光，熱門景點包括白沙海灘、喀隆帕歐海灘、凱巴海灘，喀

薩拉克角社區和沿海漁村保留著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傳統。

隆卜瀑布等。

遊客可以行走木棧道或是乘坐橡皮艇，深入了解紅樹林生態。

邦鮑漁村 Bang Bao
這個漁村迷人之處在村民用將木屋建在
海上，房舍之間用木橋接通。自上世紀
以來，邦鮑海灣就一直是漁船躲避季風
侵襲的絕佳避風港。邦鮑有一些小型的
渡假木屋旅館，沿著海岸緩緩排列著。

瑪克島 Koh Maak
瑪克島是一座地勢低平的迷人小島，大
部份地區則佈滿了椰子樹和橡膠園。島
上人口只有 500 左右。在島上西北及西
南的海灣區域有許多漂亮的海灘，大部
份的旅館也都集中在這些地區。

庫德島 Koh Kood
是泰國最東方鄰柬埔寨的島嶼。島上面
積為 129 平方公里，是泰國所有島嶼中
的第四大島。西岸有綿延數公里的原始
海灘、清澈綻藍的水域、美不勝收的景
致及多處賞夕陽的絕佳地點。

叻差卡蘭海灘 Ratchakarun Beach
這座海灘座落在半島的尾端，海灘面積
寬廣、乾淨，成千上萬的水母群聚在靠
近德樂府海岸附近的叻差卡蘭海灘。
當地居民表示各種色彩鮮豔的
水母在每年的 9 月到 11 月
會到這裡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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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府 ˙ 春蓬府 ˙ 那空席他瑪叻府 ˙

泰國南部

Trang 噹 府
又名董里，是合艾與喀比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擁有許多石灰岩地形的鐘乳石洞穴。
離島風情也是一大特色，姆克島有一個相當出名的洞穴 Tham Morakot，又稱為祖母綠
洞。這個像隧道一般的洞，全長大約有 80 公尺，在退潮時可乘船遊洞，洞的盡頭是
島的中間，有沙灘、綠樹、陽光，是一個世外桃源。前往噹府最適合的季節為，每年
12 月到隔年的 5 月，安達曼海域風浪較小，海水清澈宜人，平均氣溫約為 28 度左右。

◎熱門景點推薦◎
拷寇山洞穴
Khao Kop Cave
洞穴像一個多層岩石堆起的高聳懸崖峭
壁，洞穴內壯觀的鐘乳石及石筍景觀綿
延將近 4 公里長。拷寇山行政管理處提
供小船，讓旅客搭乘前往洞穴探險，當
地旅遊公司也提供生態之旅及輕度探險
活動。

榕林海灘及山海灘
Hat Yong-Liang and Hat San
彎延的海灘尾端是一座高山，有洞穴及
通道通往懸崖峭壁，在懸崖峭壁有更多
的洞穴及岩石，宛如一座被沙丘環繞的
堡壘。這裡適合游泳及放鬆度假。

麗邦島 Ko Libong
是噹府最大的一個島嶼，勘稱是旅遊者
的天堂。島上有許多海岬及沙灘。海水
退潮時，旅客可以從 Chu Hoi 岬走到 Tup
島。島上有避冬的海鳥及紅樹林鳥類，
還可看稀有品種的海牛群聚在一起。

穆喀島及綠寶石洞穴
Ko Muk and Tham Morakot
穆喀島是噹府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
最知名的綠寶石洞穴就隱藏在懸崖叢林
間，可在退潮時租船前往。從岩穴進入
會看到白沙灘，以及四周高聳懸崖圍繞
的翠綠色天然池潭，婉如一個世外桃源。

趙邁海灘國家公園
Hat Chao Mai National Park

侉丹島 Ko Kradan

滄蘭海灘擁有 20 公里長的海岸線及綿延

噹府最美麗的小島之一，島上最大特色

5 公里長的白沙灘，另一邊是成蔭的木

就是細如粉的白沙灘及清透的海水，可

麻黃及石灰岩山及洞穴。大部份洞穴都

以一覽海中的珊瑚礁景色。許多色彩繽

曾發現史前的人類遺骸，是重要的歷史

紛的小魚棲息在這些淺灘珊瑚群，讓此

遺跡。

處成為浮潛的絕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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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府 ˙ 春蓬府 ˙ 那空席他瑪叻府 ˙

泰國南部

Chumphon 春蓬府
春蓬府對於那些追求自然放鬆以及幽靜氛圍的遊客，是最理想的度假景點。春蓬市為
春蓬府的首都，是前往泰國南部各府以及泰國灣的門戶，尤其是熱門旅遊景點龜島。
春蓬府擁有超過 200 公里的海岸線以及數不清的自然原始海灘，因此是追求自然悠閒
放鬆氛圍寧靜、又希望享受如日光浴、游泳、搭遊艇出海、玩滑翔翼、潛水以及浮潛
等活動遊客們的理想度假景點。

◎熱門景點推薦◎
豚哇瀾海灘
Thung Wua Laen Beach

潭拷卜溫泉
Tham Khao Phlu Hot Spring

是春蓬最著名的海灘。不論是初學游泳者或是游泳好手，都可以在這片細緻潔白的沙

這裏有 3 座溫泉位在山坡腳下，附近有

灘上盡情享受。沙灘最南端的 Phobaeh 山山腳附近海域，是春蓬最好的潛水地點之一。

4 座洞穴內有美麗的鐘乳石與石筍。野
生生物例如松鼠、豚尾猴以及各種種類
的鳥都棲息在這區。溫泉有獨立的個人
池與有樹蔭的大眾池。

宋蝶帕詩納卡琳珊公園
Somdet Phra Srinagarindra Park
這個花園修整的相當美麗，花園的最大
特色就是以色彩繽紛鮮豔的花卉與皇太
后雕像裝飾。不遠處是潭拷高庵洞穴，
有拉瑪五世國王縮寫題詞。此外，在洞
穴前還有一座佛塔。

披塔克島 Koh Pitak
島上有美麗的岩石與清澈的海水讓人忍
不住小跳入海中游泳，島上村民提供民
宿觀光旅遊活動。每年 6 月島上都會舉
行海上迷你馬拉松比賽，全長為 12.5 公
里，歡迎旅客前來體驗海中跑步的樂趣。

吞瑪坎海灣 Thung Makham Bay
吞瑪坎海灣包括由半島分隔的兩個月牙
形海灣，吞瑪坎諾伊海灣有一間小旅館
與一座碼頭，提供前往龜島的渡輪服務。
海灘適合游泳或散步，無論從哪一海灘
都可以欣賞離島絕佳美景。

姆柯春蓬國家公園
Mu Ko Chumphon National Park
超過 40 座可滲透的石灰岩島嶼，如詩
如畫的風景特色的瀑布，洞穴和聖地。
國家公園內包含多座山脈，例如：Khao
Phongphang 山、Khao Bo Kha 山 以 及 Khao
Chom Hiang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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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南部

˙ 噹府 ˙ 春蓬府 ˙ 那空席他瑪叻府 ˙

那空席他瑪叻府（洛坤）Nakhon Si Thammarat
那空席他瑪叻府是泰國南部第二大府，以木偶皮影秀、美麗的鄉村景色以及優美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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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寺廟建築等聞名，是泰國佛教的重要中心，境內更有許多未開發的海灘，以及
兩座擁有濃密叢林與茂盛植被的國家公園、優美的瀑布、奇特的野生生物。也是觀賞
泰國當地知名表演藝術的手工木偶皮影秀 (Thai nang talung) 的最好地點。

◎熱門景點推薦◎
清柔可愛的粉紅海豚
Pink Dolphin Boat Tour

席奇特瀑布
Si Khit Waterfall

洛坤府外海是生態保育的重鎮，這裡最

這座瀑布從那空席叻他瑪府席巧區與蘇

有名的就是粉紅色海豚，非常可愛，船

叻他尼府勘加納迪區邊境的山脈高處一

夫會戴客人出海，遊客就可以看到迷人

躍而下。瀑布從 60 公尺高的岩石峭壁流

的粉紅色海豚了，及體驗種植海草的活

經 12 公里的多層岩石區。預估可能全部

動。

約有至少 100 階以上。

瑪哈泰寺
Wat Phra Mahathat Woramahawihan

市城牆 City Wall

奇里望村 Ban Khiri Wong

是那空席他瑪叻的一座舊城牆，位於拉

這座村莊相當寧靜，村民們就好像一個

瑪哈 泰 寺是 泰 國 南 部 最重要的歷史遺

差當能路。這座市城牆在拉達那可辛時

快樂的大家庭。村莊主要是種植水果，

址，寶塔具有鮮明的斯里蘭卡風格，寺

期早期重新整修，直到 1990 年代又重新

例如山竹、紅毛丹、榴槤等。也被公認

廟最頂端完全以純黃金覆蓋，寺廟內部

整修一次。市城牆與市區從才努阿城門

是生態環保旅遊的經營典範，並在 1998

有許多重要的建築。尤其特別的是皇家

或才沙克城門的護城河平行到以東 100

年榮獲城市與社區類泰國觀光旅遊獎。

建築有大城王朝時期的美麗建築。

公尺。

巴克帕南海灘與塔崙普克海岬
Pak Phanang Coast and Talumphuk
Cape
巴克帕南海灘是一座綿長的海灘，往北
延伸的塔崙普克海岬突出道泰國灣就好
像一彎新月。部分村莊部分位於連接到
那空席貪瑪叻海灣之間。而海灣海岸有
一座美麗、松樹林立的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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