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寒假 新加坡－普吉 八天亲子游 
 

这次旅行筹备的较早，但买机票还是匆忙了些，价位也不算很平，考虑到每年 11 月后是

海岛游的旺季，早定机票和宾馆不光是费用较省，也留了更多准备空间。 

机票篇：   

1) 2013/1/26 （周六） 上海－新加坡 （东航）MU545  16:15 21:30  

2) 2013/1/29 （周二）新加坡－普吉岛（捷星）3K533  08:25 09:20  

3) 2013/2/3 （周日）普吉岛－上海（上航）FM832  02:10 07:40  

Tips：上海直航普吉来回都是红眼航班，这次纯粹是为了捷星的特价，定了去新加坡中转

一次，但是去程时间不好，以至于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晚，却只有两个 整天。 

宾馆篇： 

1) 新加坡 3 晚：薰衣草酒店 V Hotel Lavender   

2) PhiPhi 岛 2 晚： Phi Phi Hotel   

3) 普吉本岛住在芭东 3 晚：Patong Bay Garden Resort  

 Tips：薰衣草酒店的位置不错，出门非常方便，性价比也很好。推荐个比价网站 

www.hotelcombine.com 不仅能比价，从上面的链接直接进入订房网站，还有特别折扣，平

时多关注诸如爱廉价旅行网之类，经常有各大订房网的特别折扣码。泰国的就很多选择了，

皮皮岛的酒店纯粹是看重位置，一出码头就是，绝对便捷。芭东选择更多，这家就在海滩

边，出门就是酒吧一条街，去江西冷也非常近。可见我们这次酒店的选择就一个字：近。 

签证篇： 

出国游免不了要折腾签证，还好这次的目的地都比较方便，新加坡的签证是自己办的，官

网上下载了表格，事先填好，所有资料严格按照官方要求准备齐全，该复印的都复印好，

提早 2 个月送签，3 天后拿到了两年多次往返电子签证。泰国签证因为自己去办要准备的

资料较为复杂，也懒得找代理，最后走的落地签。因为我们是从第三国入境泰国，又事先

在网上下载了泰国落地签的表格，出发前就填写完备。到普吉机场后非常顺利的拿到了落

地签，连现金和回程机票凭证都没检查，5 分钟搞定，传说中的小费也没付。 

Tips：泰国落地签要准备每人一千泰铢现金，国内换新币和泰铢的银行不多，而且要提早

预约，最好准备充足点。事实证明，即使发达如新加坡，能刷卡或是很配合刷卡的商家也

不算太多。特别是我们中意的排挡，小吃等地方，都要求现金支付。准备一张存有现金的

借记卡，譬如免手续费的平安金卡或是华夏银行卡，在国外找有银联标记的 ATM 直接取

现也是很好的选择。 

http://www.agoda.com/asia/singapore/singapore/v_hotel_lavender.html
http://www.phi-phi-hotel.com/roomrate/phi-phi-hotel.htm
http://www.patongbaygarden.com/
http://www.hotelcombine.com/
http://www.icheapie.com/bbs/forum.php
http://www.mfa.gov.sg/content/mfa/overseasmission/shanghai/ch/visa_info/bizSocialPRC.html
http://www.makemytrip.com/legal/VisaForms/th-on-arrival.pdf


行程篇： 

这次没有提前做攻略，连地图都没找没打印，纯粹自由行。不过带着老人小孩，悠哉一点，

时有惊喜，未尝不是最佳选择。遗憾的是美食攻略也未做，未免美中不足。 

新加坡 － Day 1 ： 

前一天到酒店已经夜里十点多，所幸边上就是地铁站（绿线 Lavender 站），通道口还有间

24 小时开放的食肆，类似我们这里的大食代，里面有多种选择，可以打包宵夜。第二天

自然醒，还是在附近早餐，然后乘地铁（绿线乘到 City Hall 换乘红线到 Ang Mo Kio）到红

茂桥换公交车 138 路到动物园。地铁和公交加起来的车资大约是 5～6 新币每人。如果同

行人数凑足 4 人，建议还是 Taxi 过去，也就不足 30 新币。 

新加坡动物园和夜间动物园基本在一起，可以在公园门口买联票，可刷卡。日间公园门口

和园内都有吃饭的地方。入园后有短驳车，费用已经含在门票内。动物园 6 点闭园，夜间

动物园 7 点开园，晚饭可以选择在夜间动物园门口吃，6 点 45 分门口开始排队入园，边

上有喷火表演，进入后一部分人直接排队做游览车，另一部分人则去看表演。基本上一圈

游好再看个表演，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夜间动物园还是要强烈推荐下，不管是表演和是夜

游，感受都很新奇。 

新加坡 － Day 2： 

这一天选择在市区逛逛，乘摩天轮，在克拉码头逛一圈吃中饭，然后去乌节路。我们一行

四大一小，鉴于新加坡地铁和公交都不便宜，很多时候还是以打车为主，譬如坐好摩天轮

打车到克拉码头也就 5 块多新币。这一天的安排比较随意，有一点要提一下，克拉码头沿

河的一排饭店价格都非常昂贵，有的选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在那边吃饭。 

晚饭前回到宾馆，稍事休息，然后在酒店附近的居民区排挡吃了晚饭，论食材新鲜和口味

来说，不仅不逊于中午在克拉码头那顿，价位也平易近人许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加

坡当地有卖那种竹根水，山楂水和凉茶之类的自制饮料，大约 2 块左右新币，非常消暑解

渴，比在便利店买可乐等冻饮要好很多。 

Tips：这次新加坡之行有点小遗憾，下次还有机会，我会多在新加坡停留几日，最好能在

圣淘沙住两晚，市区还有个飞禽动物园也没顾上去。要重新安排行程的 TX 们，可以考虑

在新加坡至少住 4 晚。 

新加坡 / 普吉 / 皮皮岛 － Day 3： 

因为第一天从机场出来，行李太多，只能叫了两部普通出租车到宾馆，所以出发前一晚就

找酒店前台帮忙定了部大车。上车了才知道不打卡，谈好的价格是 50 新币，跟分乘两部

普通 Taxi 去机场价格相当。 



一路顺利到机场，坐捷星的早班飞机到普吉，路上大约 2 小时。落地签也非常顺利，因为

事先在 TB 定好了接送机服务，拿好行李后出来就看到有人举着我名字的接机牌，然后上

车，顺利直达码头，拿事先打印好的凭证换好船票，乘坐 11 点的大船从普吉到皮皮岛。

船程约两小时，到达皮皮岛，几乎一出码头就能看到我们的宾馆 Phi Phi Hotel，步行过去

check-in 就行。上码头前几个人守着，每人收了 20 铢“上岛费”。 

下午安顿下来就去边上的 7-11 买了 Dtac 的 sim 卡，这张卡要大力推荐下，售价 299 泰铢，

里面含 100 泰铢话费，可以打国内电话 100 分钟。然后有 7 天无限 3G 上网，支持大小卡，

不支持 nano 卡（据说自己用剪刀 DIY 一下，Iphone5 也能用）。我们用一部手机开了热点，

同行都能用，速度还很快，皮皮岛上都很好。 

下午简单在 Thank You 吃了点炒饭，晚上跟在上海出发前事先定好的长尾船船长 AUN 碰头，

一起去海边的 SEA FOOD 吃饭，就坐在沙滩上，吹吹海风，吃吃海鲜，再来点小酒，别提

多惬意了。结帐时出示酒店给的折扣券还能打 9 折。我们 6 个人，2000 泰铢以内搞定。 

皮皮岛 － Day 4： 

泰国的酒店都含早餐，这家酒店的早餐还不错呢，鉴于要出海，不敢吃的太饱，出发前一

小时贴好晕船贴（途爽），早上十点，准时出发。 

今天是包船一日游。皮皮岛上老外特别多，基本都是为了包船出海才住这里的。岛上提供

包船出游的代理随处可见，如果没有事先定好，到了这里再定第二天出行其实也一样。除

了我们定的这种长尾船外，还有快艇，大船等各种可选。长尾船一般 4～8 人成行，包船

的价格在 3500～4000 泰铢之间。快艇等价格要 7000 泰铢起。其实原计划是早上出发，去

三四个小岛，浮潜，游水，傍晚看好日落再回来。不过老人有些吃不消，于是下午四点多

就回来了。就是这样，也先后去了三四个小岛。 

这天去的几个岛依次是猴子岛，某某岛（没记住名字）和 Maya 岛。在去猴子岛前，AUN

驾船弯到了一个小岛，里面沙滩很小，已经有几艘船停靠，我们就没做停留，出了那个弯

还看到了成群的海豚，一点不怕生，就在船边游来游去，太让人惊喜了。 

总结下来，猴子岛的沙最白最细，当天天气也非常好，泊好船，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小

时，游水挖沙，练习浮潜（岸边没什么鱼可看），中午就简单吃点面包，岛上也有水和烤

玉米出售。临走前还看到了猴子，一点不认生，大方给你拍照。从猴子岛出来一点点的地

方，AUN 停了船，示意我们穿好救生衣下去浮潜。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各式鱼儿穿梭其

中，脚下大片的珊瑚群，景色确实一流。可到底不比岸边，脚可以随意踩到底，我还是有

点怕，浅尝辄止。小朋友还算勇敢，在爸爸带领下，浮潜了一阵。AUN 也跳下水，还短暂

潜入海底，给她抓了只小海马上来…… 小朋友很开心。 

第二站也没什么鱼儿可看，老人在船上晃得难过，下来找了片树荫休息。这里的海滩就明

显没有猴子岛的细软，不过对孩子来说，有沙有水，蓝天白云，哪里都是一样。稍作停留，

看时间还早，AUN 提议去 Maya 岛。 

http://blog.sina.com.cn/u/2412866270


Maya 岛上人最多，沙滩也最大，但是暗礁很多，最好不要赤足下水。这里的好处是近海

就有很多鱼儿，虽然不如远处的色彩斑斓，但是可以更方便安全的浮潜和游水，其实更适

合孩子。但我们来的时候已过正午，路上一路风浪很大，过来就浮潜了半小时，太阳飘远

了，海水冷起来，水下开始混浊不清，也几乎不能看鱼了。所以如果要带孩子来 Maya 弯，

还是选择第一站上午就来吧。 

四点多回到宾馆，又累又饿的，洗漱好稍作修整，再去海边的 SEA FOOD 晚餐，一夜好梦。 

皮皮岛  / 芭东－ Day 5： 

皮皮岛返普吉的大船上下午各一班，泰国的酒店都要求早上 11 点前 check-out，所以我们

早起吃好早饭，乘 9 点的早班船返回普吉。两次来回的船居然不同，回程的稍小点，拿着

大行李就很不方便，也晃得更厉害些。差不多 11 点到码头，然后乘 mini bus 到宾馆。其

实从码头到芭东也不近，路上就要五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还要翻一座不小的山。 

12 点多到酒店 check-in 但是房间要两点后才能进入，只好存了行李，步行去 Jungceylon 吃

中饭。好在酒店位置很好，紧邻海边沙滩不说，出门过了马路就是酒吧街，然后直走穿过

去，就看到了 Jungceylon 江西冷。 

江西冷类似国内的港汇广场等，购物，饮食和超市都有，选择也很多。这次没特别做美食

攻略，基本随意选择着吃。这天的中午吃的火锅，下午跟朋友汇合，晚餐时去吃了江西冷

前面一条路上的 No.6  这家店其实在很多攻略上都有推荐，几乎时时刻刻在排队，门面很

小，算是稍有改良的泰式餐饮。不过我们一致的评价就是“名不副实”。不论食材环境还

是价位，实在没有出彩的地方。 

芭东－ Day 6： 

这天早饭后在大堂等车来接，去事先定好的骑大象看表演。那地方叫做 Island Safiri，在很

南面，差不多路上要花费四十分钟，算上几个酒店接人的时间，七七八八也要近一小时。

游乐项目包括骑大象 15 分钟，看一个小型大象表演，拍拍照什么的，也就差不多了，还

算是个不错的体验。 

回来后直接让司机送到了江西冷后门，这里有个市场 Banzaan Fresh Market，楼下卖蔬菜

瓜果和海鲜，二楼有几家店铺，可以代加工海鲜，再叫几个蔬菜，炒个菠萝饭，来几杯水

果沙冰，丰盛的一桌就齐了。这地方值得好好推荐，性价比很高。楼下卖海鲜的地方可以

杀价，这个就看个人功力了。唯一的麻烦是下午 6 点就关门了。所以基本也就来吃个中饭。

我们一行老老小小 8 大 3 小，一餐 5800 多泰铢，可算盛惠。 

这一餐吃好已经下午三点多，然后回酒店休息，游水。沙滩近在咫尺，我还试着在这里浮

潜，虽然海水没那么清澈，倒也看到不少小鱼，一群群的穿梭而过，一点都不怕人。想起

吃晚饭已经八九点，沿着门口一条路，其实就是顺着芭东海岸线往南走，不少海鲜排挡和

饭店，随便找了一家，吃了点简餐，还有乐队伴奏，唱着经典英文老歌，吹吹海风，也别

有一番风味。 



芭东－ Day 7： 

这天早上没什么特别的安排，悠哉吃个早饭，虽然这家店的早餐品种比起皮皮岛那家少了

不少，却胜在海景无敌，酒店的早餐桌几乎就摆在沙滩上，早晨海边人少，也没那么喧哗。

慢慢吃好，抬脚就往沙滩走，芭东的海滩虽不算最美，沙也不算最细，海岸线却很长。一

路上捡到不少小螃蟹贝壳之类，后来小朋友都带去蛋岛放生了。 

对于浮潜的意犹未尽，让我一到芭东就找楼下的旅行代理定了个蛋岛半日游，开价 1200

泰铢一人，砍价到 900 泰铢，但比在国内 TB 上定还是稍贵了点。蛋岛的特点是水清鱼多，

近海满满都是鱼儿，基本不用浮潜，也能大饱眼福，特别适合小朋友。 

我们的回程飞机是第二天的凌晨 2 点多，所以这天上午沙滩回来就退了一间房，把行李都

放到了另外一间，然后出去逛街买点小纪念品，随便简单吃点，然后等在大堂。十二点一

刻，准时来人接我们去码头。去蛋岛 的码头紧邻去皮皮岛的那个，却破败许多，快艇横七

竖八的，挤在这里。到达后有免费的茶和咖啡，一点半准时开船。 

一船大约四十人，导游很尽职，时间观念也很强，英文表达也很清楚。一路上有免费的水，

可乐和水果供应，还有面包，可以自己吃，当然最多的是用来喂鱼了。这个半日游包括 3

个岛，其中一个岛是不靠岸直接给你二十分钟浮潜的，这里最难受，少数人下去了，大部

分人在船上停在海面，晃得难过，直想吐。 

从开船到到达第一个岛大约 20 分钟，这种船快，而且也比长尾船稳当许多，加上旅行时

间短，怪不得都说蛋岛是最适合老人孩子的半日游。这里的鱼儿初看不多，面包往海里一

扔，不知从哪里，忽然就窜出来一堆堆彩色的鱼儿，海水只到小腿这里，清澈见底，别说

小孩子了，我都看的欢呼雀跃。 

唯一的问题是，这里的沙滩几乎不能称做“沙”滩，布满礁石，珊瑚，贝壳碎屑等，不穿

鞋简直寸步难行。躺椅 150 泰铢租金，而且下午 4 点后到了第三个小岛，浪大水冷，几乎

是没法下海了。不知道上午团会不会好点，那个是早晨 7 点 15 分从酒店出发。 

下午 6 点多回到酒店，洗漱整理，再步行到江西冷买点纪念品，然后去一楼那家日式自助

小火锅 Shabushi 解决晚餐。这家店一直排队，服务员态度极其恶劣，东西其实还不错，一

人 300 多泰铢，性价比也算高，就是别过了晚上 9 点才进去，基本就不上什么新菜了。 

回到宾馆打包，check-out，11 点 10 分，送机的司机准时来大堂接我们。一小时不到，到

达机场。 

芭东－ Day 8： 

两点多的飞机，提早两个小时办票，有很多团游的，排了好一阵队才换好登机卡，也没交

所谓的“离境税”。就是普吉机场关内实在不便，基本没凳子，出关后凳子上又都是横七

竖八躺着睡觉的人。总之红眼航班很累，尤其带着老人孩子的，确实不便。 



早晨八点多到浦东机场，一下子从夏天回到冬天，梦醒了。打起精神，埋头工作，为下一

次旅行攒钱吧～ 

旅行贴士篇： 

普吉的出租车十分不正规，所以出行前最好定好接送机服务，其他诸如大象表演，人妖秀，

皇帝岛一日游之类，虽说当地随处可见旅行代理可以代定，不过为了避免时间太紧张，也

可以在出发前 TB 定好，这里推荐一个店铺：完美普吉岛（阿字家），我们这次除了最后

一天的蛋岛半日游是临时决定，其他包括接送机，去 PP 岛的来回船票，大象表演等等都

是这家店出行前先定好的。回来后再支付宝放款，大家都放心。 

关于小费，在新加坡高档点的饭店，会在账单上算好 10%的服务费，除此之外没有单独付

过小费。而泰国呢，除了事先定好的接机司机外，其他的短驳司机，酒店的 Boy，骑大象

和蛋岛游的导游服务员，我们都给了小费，多少随意，基本 20 泰铢到 50 泰铢吧，也看到

有人给 100 泰铢的。特别注意的是，硬币不能用来给小费哦。 

普吉的皇帝岛 RACHA 也是我的一个选择方向，但是旺季的酒店价位太高，而且去那边只

有定最贵的 The RACHA 才能坐他们的船去岛上，否则每天只有一班船往返，我们的航班时

间很难配合到，多种原因的关系放弃了。如果喜静，又不在乎预算，可以安排在皇帝岛住

几天，相信也是各种美好。 

关于语言，新加坡呢，全程汉语基本是没问题的，即使接待你的那位不说汉语，也准能在

五步之内找到个说汉语的华人，但是游乐场所的指示，动物园的表演串场词之类，可都是

英文，而且是印度口音的英文。至于普吉，其实会说点英文的人非常多，不少人还能说点

简单的中文，说的最流利的就是价格了。但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至少能说点英文吧，

只会中文，很难在泰国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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