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谷旅行指南——乘 BTS 遍游全城 

 

 

曼谷轻轨 BTS 途经许多知名旅游景点。若想遍游曼谷，乘坐 BTS 是既方便舒适又安全省时的方式，游客们无需

再为路面堵车而头疼。 

 

轻轨 BTS 线 

 

轻轨 BTS 是泰国第一条轨道交通，于佛历 2543 年（2000 年）12 月 5 日正式启用，共两条线路： 

Sukhumvit 线 御赐线名为 “รถไฟฟ้า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๖ รอบ พระชนมพรรษาสาย ๑”，沿途共 17 站 

Silom 线 御赐线名为 “ รถไฟฟ้า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๖ รอบ พระชนมพรรษาสาย ๒ ”，沿途共 9 站 

 

运行时间：6:00-24:00 

车票价格：视实际乘坐距离而定，可使用以下三种交通卡 

1. 充值票 

a) 首次购买额不得低于 100 泰铢 



b) 充值下限为 100 泰铢，上限为 2,000 泰铢 

c) 自首次使用之日算起，使用期限为 5 年 

d) 充值票购买费用中不包括 30 泰铢的工本费 

e)  读卡机上显示的余额不包含 30 泰铢押金额 

2. 一日票 

a) 购买或注册当天可无限次数、不限乘坐距离使用 

b) 卡中余额不返还 

c) 购买费用为 120 泰铢 

3. 单程票 

a) 仅限单程使用，可乘坐距离视票值而定（票值为 15-40 泰铢不等） 

b) 车票在出口闸机处收回 

c) 需到专门的单程票出售机器上购买 

d) 仅限购买当日使用 

详情请询：Siam 站、Nana 站或 Taksin Bridge 站的 BTS 游客信息中心 

开放时间：每日 07:00-20:00 

电话：0 2617 7340 

网址：www.bts.co.th 



 

轻轨 BTS Silom 线沿途 

 

暹罗中心 Siam Center 

 

暹罗中心于佛历 2516 年开张营业，这里一直以来都是泰国年轻人的时尚中心，也是一站式商业中心。除此之

外，暹罗中心还为设计师们提供了展示设计成果的空间。 

 

暹罗中心开放时间为每天 10:00-21:00 

详情请咨询暹罗中心 

电话：0 2658 1000 -19  

网址：www.siamcenter.co.th 

交通：轻轨 BTS ， Siam 站，1 号出口 

 

http://www.siamcenter.co.th/


暹罗广场 Siam Square 

 

暹罗广场或者简称 Siam，四周是暹罗中心、暹罗百乐宫、MBK 等众多一线商业中心，朱拉隆功大学与之毗邻，

是曼谷青年逛街、购物的首选之地，也是年轻人时尚衣物和现代化穿着的集中地。暹罗广场内商铺林立，音像

店、餐饮店、补习机构、书店、电影院、服装店、箱包店、文具店应有尽有。 

 

交通：轻轨 BTS， Siam 站，4 号出口 

 

暹罗百乐宫 Siam Paragon 

 

暹罗百乐宫是东南亚最大的百货商场，面积 500,000 余平方米，内有众多世界和泰国一线品牌店 250 家，还拥

有亚洲最大的水族馆。 

 

暹罗百乐宫营业时间为 10:00-22:00 



详情请询 Siam Paragon 

电话：0 2690 1000 

网址：www.siamparagon.co.th 

交通：轻轨 BTS， Siam 站，5 号出口 

 

暹罗海洋世界 Siam Ocean World 

 

暹罗海洋世界是东南亚最大的水族馆，面积 10,000 余平方米（相当于 2 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共引进 400 余

种水族动物，淡水和咸水水族动物共计 30,000 余只。表演区被分为两区，每个区域都被特别设计成犹如在海中

行走的感觉。 

 

暹罗海洋世界开放时间为 10:00-21:00。 

门票价格：成人票价 380 铢/人，儿童票价 280 铢/人（身高 80-120 厘米） 

详情请询暹罗海洋世界 

电话：0 2687 1000 

网址：www.siamoceanworld.to.th 

交通：轻轨 BTS， Siam 站，5 号出口 

 

http://www.siamparagon.co.th/
http://www.siamoceanworld.to.th/


暹罗探索中心 Siam Discovery Center 

 

是泰国首家提出“lifestyle shopping”概念和推出个性化商品的商业中心，以求突显购物者自身自我特色。暹罗探

索中心因此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购物热地。 

 

暹罗探索中心开放时间为每日 10:00-21:00 

详情请询暹罗探索中心 

电话：0 2658 1000 

网址：www.siamdiscoverycenter.com 

交通：轻轨 BTS，国家体育馆站，3 号出口 

 

曼谷杜莎夫人蜡像馆 

 

杜莎夫人蜡像馆坐落于暹罗探索中心的 6 楼，展示了 200 多年来为世人所赞的传奇人物原型。曼谷的杜莎夫人

蜡像馆内有 75 件蜡像，于佛历 2553 年开放，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世界上的第 10 家。游客在这里可以与这里

的每一件蜡像近距离接触并合影留念，这里的一切让人犹如身临其境，如：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办公桌上接电

http://www.siamdiscoverycenter.com/


话，与功夫巨星李小龙切磋武艺，与 Ken 和 Anne 等明星一起进入电视剧剧情中......蜡像馆里还展示了摄尼巴莫

亲王、克里巴莫亲王、tata young 等等众泰国知名人物的蜡像。 

 

杜莎夫人蜡像馆开放时间为每日 10:00-21:00。 

门票价格：成人门票 700 泰铢/位，12 岁以下儿童门票 500 泰铢/位 

详情请询曼谷杜莎夫人蜡像馆 

电话：0 2658 0060 

网址：www.madametussauds.com/Bangkok 

交通：轻轨 BTS，国家体育馆站，3 号出口 

 

MBK 中心 

 

MBK 中心原名“玛满矿中心”，是个高 8 层的购物中心，内有 2500 余家店铺，包括超市、餐厅、银行、SPA 店、

美容店，还有手机城、家具城、美食中心、电影院、卡拉 OK 和保龄球场。MBK 中心左侧是 Pathumwan 

Princess 酒店，右侧与 Tokyu 百货商店商店相连，对面是 Siam Square。MBK 中心二层的天桥连接着 Bonansa 

Mall，而 Tokyu 百货商店的整个 2 层、3 层都有通道直通到地铁、曼谷文化艺术中心和暹罗探索中心。 

 

MBK 中心开放时间为每日 10:00-22:00。 

详情请询 MBK 中心 

电话：0 2620 9000 

网址：www.mbk-center.co.th 

交通：轻轨 BTS，国家体育馆站，4 号口 

 

http://www.madametussauds.com/Bangkok
http://www.mbk-center.co.th/


曼谷文化艺术中心 

 

曼谷文化艺术中心是面向大众授予文化艺术类知识的机构，也是结合古代文化遗产和当代文化艺术之地。其中

展示的作品时常更替，并且经常会有各类有趣的活动，如电影艺术、话剧艺术、乐器艺术、文学艺术和建筑设

计艺术作品展示，除此之外艺术中心内还向艺术爱好者提供图书馆和咖啡角。 

 

曼谷文化艺术中心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10:00-21:00 

详情请询曼谷文化艺术中心 

电话：0 2214 6630 – 1 

网址：www.bacc.or.th 

交通：轻轨 BTS，国家体育场站，3 号出口 

 

http://www.bacc.or.th/


金汤森泰屋博物馆 Jim Thompson House 

 

金汤森泰式屋是美国商人 Jim SW Thompson 的住所，他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 Jim Thompson 泰丝业公司，并使泰

丝扬名全球。金汤森泰式屋是典型的泰式房屋，内种有 6 株树木，系屋子的前几任主人从泰国各地购买来并种

植于此。金汤森泰式屋共分两层，楼上是餐厅、客厅、书房、客房和 Jim 的卧室，楼下展览室则展示着泰式五

色杯盘、13-17 世纪中国明朝银白色陶器、越南艺术，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阿育陀耶和拉达纳哥信时期的工匠

在布上画下的 100 件佛祖故事画像。 

入内参观需由工作人员带领，工作人员将会介绍各处及各藏品的来历。 

 

金汤森泰式屋开放时间为每日 9:00-17:00。 

参观费：成人为 100 泰铢/位，学生 50 泰铢/位（届时请出示学生证） 

详情请询金汤森泰屋博物馆 

电话：0 2216 7368 

网址：www.jimthompsonhouse.com/thai/museum 

交通：轻轨 BTS，国家体育场站，1 号出口 

 

http://www.jimthompsonhouse.com/thai/museum


Subhachalasai 国家体育场 

 

原名“国家体育场”，后更名为 Subhachalasai，由众多运动场地组成。如：Nimitbut 大楼为多功能体育场；神象

体育场则用于各种田径项目的练习；Chindarak 体育场用于小型足球赛，没有比赛时这里是泰国国家队队员的练

习场地。 

 

Subhachalasai 国家体育场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五 8:30-16:30，不收门票费 

详情请询 Subhachalasai 国家体育场 

电话：0 2216 5591， 0 2216 0129 转 3010-1 

网址：www.dpe.go.th 

交通：轻轨 BTS，国家体育场站，2 号出口 

http://www.dpe.go.th/


 

轻轨 BTS Sukhumvit 线沿途 

 

 

The Emporium Shopping Complex 

 

The Emporium Shopping Complex 是集合了泰国本土和世界知名品牌的商业中心，商场内不仅有泰国、中国、日

本、意大利等多国美食餐厅吧，还可购买到各种消费品及进口商品的超市，商场六楼还有 SFX Cinema 影院。 

 

The Emporium Shopping Complex 开放时间为 10:00-22:00 

详情请询 The Emporium Shopping Complex 

电话：0 2269 1000 转 1188 

网址：www.emporium.com 

交通：轻轨 BTS，Phromphong 站，2 号出口 

 

http://www.emporium.com/


泰国创新设计中心 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er-TCDC 

 

泰国创新设计中心，即“TCDC”。中心旨在创造机会让大众了解创新知识、激发创新想法、并且接触和体验到全

世界设计者和思想者的作品与成就。 

在泰国创新设计中心内有 What is design? 永久性展览、巡回展览。其中的设计专业图书馆集中了设计类的专业

资源，包括书、期刊、杂志、各种设计数据库、设计材料图书馆以方便寻找设计所需的材料。 

 

泰国创新设计中心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10:30-21:00，每年新年、宋干节和国定假日关闭。 

详情请询泰国创新设计中心 

电话：0 2664 8448 

网址：www.tcdc.or.th 

交通：轻轨 BTS，Phromphong 站，2 号出口 

 

http://www.tcdc.or.th/


Benchasiri 公园 

 

泰国财政部财政司建此公园作为向泰国皇后 60 大寿（佛历 2535 年 8 月 12 日）的献礼。俯瞰整个公园树木苍

翠，园内 70%的草地敞开向美丽天空。公园内还有出自多位顶级艺术家之手的各式雕塑，透露着思想和哲理的

深刻艺术之美，这些雕塑融合为公园的一部分，成为了市中心“雕塑公园”理念的发源地。 

 

Benchasiri 公园开放时间为每日 5:00-21:00 

详情请询 Benchasiri 公园 

电话：0 2262 0810 

交通：轻轨 BTS，Phromphong 站，6 号出口 

 



四面佛（梵天神龛）Erawan Shrine 

 

四面佛神龛坐落于 Rajaprasong 十字路口，靠近曼谷君悦伊拉旺酒店，据说十分灵验，故每年前来礼佛的泰国人

和各国游客络绎不绝。 

 

四面佛神龛的开放时间为每日 8:00-22:30 

交通：轻轨 BTS，Chidlom 站，2 号出口。出来后直走至 Rajaprasong 十字路口，左转走向 ratchadamri 路，四面

佛神龛就在 ratchadamri 路角。 

 

白菜园宫殿博物馆 

 

白菜园宫殿博物馆占地 6 莱，宫殿内共有 8 座传统泰式建筑。第一座屋有桥向南依次通过第二、三、四座泰式

屋，构成泰式群屋建筑。 



 

白菜园宫殿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日 8:00-16:00。 

门票价格：50 泰铢/位 

详情请询白菜园宫殿博物馆 

电话：0 2245 4934 

网址：www.suanpakkad.com 

交通：轻轨 BTS，PhayaThai 站，4 号出口 

 

胜利纪念碑 

 

 

胜利纪念碑为敬仰泰法对峙中牺牲的军人、警察和文官之英勇而建。胜利纪念碑现为 Phalayothin 路的起点，这

里也是许多条 24 小时运营公交和面包车线路的交通枢纽中心，这也让胜利纪念碑成为了曼谷的交通要道。 

胜利纪念碑周边建筑有 Rachawithi 医院、Phra Mongkut Klao 医院、Phra Mongkut Klao 医学院。 

 

交通：轻轨 BTS，胜利纪念碑站 

 

 

http://www.suanpakkad.com/


 

 

轻轨 BTS 线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