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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aste of Bangkok

聪明旅行家

关于曼谷美食

不论你身在曼谷何处，总有美食环绕。美食场所及美食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即使
那些自称尝过一切的最顽固的美食品尝家们恐怕也招架不住。对一些人来说，品尝泰
国菜的障碍无疑是它的辛辣，如果实在不吃辣，只要点菜的时候声明说“麦派”
（不要辣）
，
就可以放心享受泰国美食了。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Bella
不吃会死星人 & 曼谷“吃逛”
小达人。曾经留学曼谷，对

Bella 的美食经

泰国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说起泰国料理，你一定会马上想到“冬阴功”汤。是的，正如这道“泰国国汤”一样，“酸”与“辣”

如今从事旅游相关工作，更

是泰国料理的最大特色，丰富的烹饪方式，再加上咖喱、鱼露、椰浆、柠檬、虾酱、香茅草、罗勒叶

是为前往“人妖国”的吃喝
玩乐提供了便利。作为许多

等各式配料，浓郁的汤汁弥漫着各种香草的馨香，让人在回味悠长之余不禁要感叹泰式美味竟是如此

人走出国门的首选目的地，

独特！

泰国无疑是个度假天堂，这
里不仅有东南亚最繁华的商
业购物中心、金碧辉煌的佛

曼谷作为泰国的首都，美食场所及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就连那些自称要拒绝美食诱惑保持苗条身

寺塔楼，还有让人惊艳的海

材的美女们恐怕也招架不住。也许品尝曼谷街边的小吃摊是最接地气的选择，但这里的炎热天气会让

岛风光。但对于吃货们来说，
享誉世界的泰式美食才是天
堂的真正意义所在。想知道

你对路边摊又爱又恨，所以最精明的选择当然是到位于各大购物商场的美食广场里边享受空调边大饱
口福啦，不仅选择多多，还免于遭受街边汽车尾气的侵袭，最重要的是价格跟路边摊差不了多少。

在曼谷吃什么、在哪吃，只
要 跟 着 Bella 去 转 一 圈， 不
论是商场里的高级食肆、隐

除了商场中的美食广场，隐身于街头巷尾的人气美食店你同样不可错过。别看它也许门面并不起眼，

身巷尾的人气老店还是遍布

尝过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美味。在炎热逐渐消散的傍晚，走进这样一家略带嘈杂的街边小店，点上冬阴

街头的摊档，美味统统一网
打尽。
豆瓣：@Bella

功汤、炒空心菜，再来一瓶 Singha 啤酒，这座城市的随意和质朴生活气息就会彻底地迎面扑来。
什么？还想要更有创意的吃法？少年，没错了，我一早就看出那些餐厅饭馆小吃店容不下你这大吃四
方的勃勃野心。来吧，这座城市里那些数不清的小吃夜市和美食街才是你的最终归宿，当你左手拿一
串烤鱼丸，右手提一袋炸香蕉从烟熏火燎香味四溢的人群中杀出的时候，你终于明白，在吃货的世界
里，曼谷美食之行的征途，乃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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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Trip

行前准备

曼谷地铁图

地图来源：www.visahome.cn/up_files_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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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Taste of Bangkok

经典曼谷美食

top8

美食精华 必尝经典菜肴
泰国菜以色香味闻名，最大的特色就是酸和辣，
丰富的食材再加上香茅、南姜、辣椒、薄荷叶、柠檬、咖喱、鱼露、椰奶等配料，
出其不意的烹饪效果给食客带来独特的味蕾享受。以下为吃货朋友们推荐的让人口水大流的经典菜肴，
去泰国的时候一定记得都要尝尝哦！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01

冬阴功汤

在泰语里，“冬阴”是酸辣的意思，“功”是虾的意思，所以
冬阴功汤也叫酸辣虾汤。作为泰国的国汤，它的魅力不用多说。
辣椒与南姜的辣味和柠檬的酸味共同打造出浓郁的香气，入口
极酸极辣，酸得牙发软、辣得想咬舌头，但是十分刺激，很有
醒脑提神的效果，尝了一口后还真是欲罢不能，甚至一天不喝
都有点想念。
推荐餐厅 Ruen Urai
118 Surawongse Road， Bangkok

12:00~23:00

人均 500 泰铢

02

柠檬蒸鱼

柠檬蒸鱼可是泰国菜的代表，采用新鲜的鲈鱼加上柠檬烹制而成。
柠檬有除腥、解腻和提鲜的作用，可以让鱼肉更加鲜甜嫩滑，好
吃零负担。位于 Central Embassy 5 层 Nara Thai Cuisine 连
续几年被评为泰国最好的餐厅，它们家的主打菜就是柠檬蒸鱼和
咖喱蟹，餐厅的装潢也相当有特色，透露出一股浓浓的暹罗气息，
到曼谷的朋友们不妨来品尝一下吧。
推荐餐厅 Nara Thai Cuisine
5th Floor，Central Embassy，1031 Ploenchit road， Pathumwan

11:00~21:00

人均 500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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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蟹

如果你喜欢吃蟹，来到曼谷又怎能不吃一顿咖喱蟹大餐呢？香醇
的咖喱蛋花酱入口非常细腻柔软，配上鲜美的螃蟹和蛋花的浓香，
味道销魂。咖喱蟹的最佳拍档当然是泰国的香米，吃完蟹后把酱
汁和香米混在一起吃，各种香味儿便在口中爆炸开来。在曼谷，
最受欢迎的咖喱炒蟹餐厅莫过于建兴酒家，咖喱螃蟹是店内必点
的一道菜。
推荐餐厅 Somboon Seafood 建兴酒家
315 Chamchuri Square Building，Phya Thai Rd.Patumwan

11:00~21:00

人均 300 泰铢

04

鱼露生虾

用新鲜的活虾去壳，再用鱼露腌制入味，淋上以蒜末、辣椒、鱼
露汁调成的酱汁，脆嫩的生虾，浸透了鱼露的鲜美和柠檬、小辣
椒的酸辣味，配上苦瓜、大蒜、薄荷等小菜一起吃，奇妙而丰富
的味道就连那些不敢吃生虾的朋友们在第一次品尝后就会爱上了
这道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东西虽好，但毕竟是生的，可不要
贪多哦。
推荐品尝地 T&K Seafood
9-51 Soi Phadung Dao，Yaowarat Rd.

18:00~ 次日 02:00
人均 150 泰铢

05

碳烤猪颈肉

这道碳烤猪颈肉很受游客的喜爱。看似不起眼的猪颈肉既不能太
肥也不能太瘦，烤的火候很讲究，多一分会让肉变得太柴，少一
分又会太腻，猪颈肉烤好后外脆里嫩，劲道有嚼头入口香滑，即
使不搭配任何佐料也能让人食欲大开，蘸上一点特制的酸辣小料，
肉汁里渗透着咸香的辣味，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推荐品尝地 Tamnak Isan
70/4 Sukhumvit 63， Bangkok

周一至周六 11:00~21:00，周日休息
人均 250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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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汁鸡汤

泰国菜中椰奶多数会用来调味或调色，并不会作为主料。而椰汁
鸡汤却是个例外，在煮汤时，放弃传统的水而用椰奶来代替，别
以为加椰奶就会腻，由于香茅、南姜、柠檬叶、蘑菇等各种佐料
的陪衬，让稍感甜腻的椰奶，变得清香异常，口感更浓郁且伴有
丝丝奶香，别有一番风味。
推荐餐厅 Celadon
Sukhothai Hotel， 13/3 South Sathorn Road，Bangkok

12:00~15:00；18:30~23:00
人均 350 泰铢

07

咖喱鸡

咖喱鸡是选用肉质柔韧的鸡腿肉，配上泰国茄子，再加入椰浆和
红咖喱或绿咖喱酱以及新鲜柠檬叶、辣椒等烹制出来的。这道色
彩艳丽，给人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的美食在入口时就给味蕾
带来意想之外的惊喜，咖喱的香气中又带有一丝淡淡的奶香味，
好吃到想把舌头也吞下去。吃完鸡肉，再用这些汤汁拌着米饭一
起吃，一道菜就能成就一顿开胃的大餐。
推荐餐厅 Blue Elephant
233 Thanon Sathon Tai，Yannawa，Bangkok

11:30~14:30；18:30~22:30
+662 673 9353（需预定）
人均 350 泰铢

08

炒空心菜 & 炒水生含羞草

空心菜朋友们都很熟悉了，但泰国的炒空心菜另有一番风味，加
入虾酱、耗油和辣椒炒出的空心菜脆嫩爽口，还带着诱人的鲜辣
味，让人可以一口气吃掉两碟。炒水生含羞草第一次吃很新奇，
外形、味道都和炒空心菜很像，口感上会比炒空心菜要老一些，
但是水生含羞草的茎和叶层次质感更为分明，所以会觉得比较入
味一些。
推荐餐厅 Laem Chareon Seafood
3th Floor，Central World，Bangkok

11:00~21:00

人均 300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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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尝 人气花样主食
在曼谷旅游，你一定要拥有一个强大的胃，因为这里实在有着太多太多美食等着你去尝试。
品尝过泰国的经典菜肴，再来说说主食吧，
在这里，仅仅是饭的做法，就有鸡油饭、猪脚饭、芒果糯米饭、菠萝饭、海鲜炒饭等多个品种，
让人眼花缭乱之余大呼过瘾。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01

鸡油饭

鸡油饭也叫海南鸡饭，是泰国最著名的平价美食，在曼谷的大街
小巷都能很容易找到卖鸡油饭的店铺。别看鸡油饭毫不起眼的样
子，它的精华全在里面的饭中！用鸡油和浸鸡汤烹煮的饭粒既软
绵又香滑，鸡肉用香茅等各种香料烹煮，令鸡肉的味道有着丰富
的层次感，再配上店家秘制的酱料，再喝一口那碗颇有诚意的佐
食鸡汤，绝对令你齿颊留香。
推荐餐厅 水门海南鸡饭 ไก่ตอนประตูน้ำ�
Soi Phetchaburi 30，New phetchaburi Road( 沿着 big C 向北过

桥右转 )

06:00~21:30
40 泰铢 / 份

02

猪脚饭

在泰国美食中，能跟鸡油饭决一高低的经典主食就只有猪脚饭了。
猪脚在加入了各种酱料及香料的大锅中炖煮了十余个小时，老板
会从卤得软 Q 弹牙的猪脚上取下一块，将皮肉分离，去肥留瘦，
平铺在泰国香米饭上，再淋上香浓的卤汁，配上酸菜和香菜末，
这就是当地人经常享用的美食了。在曼谷你可以在百货商场的美
食广场或者街头摊子等地方吃到简单又令人满足的猪脚饭。
推荐餐厅 Trok Sung ข้าวขาหมูตรอกซุง
106/5 Soi Trok Sung

周一至周六 10:30~19:30；周日休假
40 泰铢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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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菠萝饭

泰式菠萝饭不仅甜、酸、辣、鲜、香俱全，红绿黄等颜色的搭配更是让人还没开吃眼睛就能饱餐一顿。采用新鲜菠萝，搭配香米与什锦
蔬菜等大火快炒，再将炒好的饭盛入对半切开的菠萝中，筋道的米饭以及虾仁、鸡蛋、咖喱、果仁的加入，味道丰富有层次，而酸酸甜
甜的口感挑动着味蕾，口水可能都止不住了！
推荐餐厅 Cabbages & Condoms
10 Sukhumvit Soi 12, Bangkok

10:30~21:30

人均 300 泰铢

04

泰式炒粉

这道极具人气的泰式炒粉既能在曼谷街边大排档里吃到，也能在
高级餐厅里寻觅到它的踪影，只是食材的丰富程度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就是一把河粉、一个鸡蛋、几颗鲜虾、花生末、豆腐
丁等扔下锅，加上调料翻炒几下就可以上桌了，吃之前挤上几滴
柠檬汁，再放一点辣椒酱，弹牙的河粉配上脆脆的豆芽、提味的
生韭菜，酸甜的口味加上恰到好处的辣味，一定会让你一吃倾心。
推荐餐厅 Tom Yum Kung Restaurant
9 soi,Mayom, Chakarphong Road, Talayod,Pranakorn, Bangkok

12:00~ 次日 02:00
人均 200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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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糯米饭

作为泰国最受欢迎的一道甜点主食，用初恋的味道来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将芒果整颗切块装入盘中，淋上椰浆的香喷喷的糯米饭，浓
浓的椰香与醇厚的芒果香混合在一起沁人心脾，而且芒果的酸味被糯米饭的甜味融化了，美妙无比的滋味令人难以忘怀。需要注意的是，
泰国芒果上市季节是每年的五月到九月，这期间的芒果最好吃，作为“芒果控”的你可千万别错过啦！
推荐餐厅 Mae Varee แม่วารี
1 Soi Thonglor Rd. Sukhumvit 55 Klongtunnua Wattana Bangkok

24 小时

70~90 泰铢 / 份

04

泰式米粉汤

泰国米粉汤作为一道国民美食，一直深受欢迎，甚至还成为了泰
国物价的风向标，一碗米粉汤的价格可谓牵着众人的心。将烫过
的米粉，放入高汤中，清甜的汤头蕴含着各色滋味，可以选择加
入肉末、肉片、海鲜、肉丸子等作为搭配，只要洒上酱料，味道
的层次就提升了一层，这样一碗简简单单的米粉汤，只有尝过你
才会知道它的“魔力”。
推荐餐厅 Food Republic
Siam Center 4F， Rama 1，Pathumwam，Bangkok

10:00~21:00
35 泰铢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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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Style 街头小吃
没吃过不少于 8 种街头小吃，就不算来过曼谷。
这里的街头小摊摆售着众多五花八门而又极富特色的美食，烤鱿鱼、炸鸡腿、肉串以及各色热带水果等应有尽有。
也许在白天它们还不怎么耀眼，入夜后灯光闪烁，把五光十色的小食摊点缀得分外诱人。
以下推荐的这些好吃不贵的街头小吃，你都可以在曼谷的街头或者夜市里品尝到。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01

青木瓜沙拉

青木瓜沙拉是泰国最具特色的小吃，一般的做法是将青木瓜丝放
在一个类似捣中药的砂臼里，加入几个泰国小辣椒（很辣，不能
吃辣的朋友要提前说明）、一两个小番茄、一两瓣蒜、一根生的
豇豆角、一两勺鱼露等，正统东北口味还会加上腌过的小生蟹，
所有的材料放进砂臼里捣碎搅拌后盛盘。挤点柠檬汁，再抓一把
花生仁和小虾米点睛，一份能叫醒你舌尖的青木瓜沙拉就出炉啦。
20 泰铢 / 份

02

炸香蕉

泰国人一般不直接吃香蕉，觉得那是喂猴子和大象的。但泰国人
把香蕉做成了很多种好吃的甜品，如炸香蕉、烤香蕉、炒香蕉、
椰丝香蕉等，其中街头最常见的就是炸香蕉，它是用半熟的香蕉
裹上椰蓉和芝麻酱炸的，外面金黄香脆里面甜软温润，香喷喷好
吃到 Duang Duang Duang。
20 泰铢 / 份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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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烤鱼

别看街边的烤鱼看起来貌不惊人，实际上好吃得不得了。手脚麻
利的烧烤小贩在鱼身上抹上白花花的海盐，再往鱼肚子里塞满香
茅草等泰国特有的香料后把鱼放在炭火上烧烤。随着鱼身的上下
翻动和盐巴的不断渗入，各种香料混合着鱼肉的清香扑鼻而来，
再用蔬菜叶包着鱼肉，和着米粉蘸上一碗秘制海鲜酱，鲜嫩无比
的鱼肉配上清香的蔬菜，一定会让你吃得意犹未尽。
200 泰铢 / 份

04

烤鸡

只要你吃过这个烤鸡，你就再也不想吃某个洋快餐里的奥尔良烤
翅了！用蜂蜜、柠檬鱼露等调料腌制后烤熟的鸡肉外层焦黄脆香，
里面却鲜美肥嫩而且极其入味，蘸一点秘制香辣油料，辣味中透
着特有的泰式风味儿，再配上糯米饭一起吃，如此家常的味道却
让人欲罢不能。
120 泰铢

05

油炸昆虫

推荐各位喜欢寻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夜市里的油炸昆虫，
这些奇形怪状的昆虫被分门别类地装在不同的格子中，有蝎子、
蟋蟀、蚕蛹、蜂蛹等，虽然这些油炸小昆虫会让人有汗毛倒竖的
感觉，可是它们富含蛋白质，香酥味美，风味独特。需要注意的
是毕竟这是昆虫，所以建议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哦。
20~35 泰铢起

06

泰式烤鱿鱼

烤鱿鱼作为泰国街边最具人气的小吃，可谓是“那酸辣，够任性”。
采用经过腌制后的新鲜鱿鱼放在炭火上烤制，再淋上酸辣十足的
海鲜酱，带给你味蕾上的刺激与过瘾。吃不惯酸辣味的可以选择
偏甜口味的酱哦，烤熟后的鱿鱼香脆可口，越嚼越香，味道简直
棒呆了！
20 泰铢 / 份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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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沙爹烤肉串

这是泰国街头最常见的小吃，用猪肉、牛肉和鸡肉分别做成的沙
爹肉串在炭火上翻滚着溅出肉汁，炭烤的温度和火候都必须刚刚
好，蘸上同样是特制的酸辣酱，入口香浓， 柔软中带着韧劲有一
种满口肉汁的感觉，再配上容易饱足的糯米饭一起吃，简简单单
却又不动声色地刺激着蠢蠢欲动的味蕾。
10~15 泰铢 / 份

08

炸 / 烤肉丸子

这些肉丸子摊通常以摩托车改装，附带一个玻璃冰柜，冰柜里串
成一串串的鱼肉丸子、鸡肉丸子、牛肉丸子，鱼浆饼、鱼豆腐等
供你选择，烤熟后再浇上甜辣酱汁来吃。没错，你吃的不是丸子，
而是这些秘制酱汁，香喷喷的一定会让你吃得停不了嘴！
15~20 泰铢 / 串

09

泰式酸肠

经常会在泰国街头看到那些或串成一串串挂起来或一圈圈围成圈
的圆形小香肠，就像沙和尚的佛珠一般。这就是起源于泰国东北
部的酸肠，它最大的特点是酸，是用猪肉和糯米混合经过发酵后，
再放到炭火上烧烤而成，如腐肉般的微酸口感对于初次尝试的朋
友们来说也许会是一次重口味的体验，但这就是它独特美味的所
在。
15~20 泰铢 / 份

10

切片水果

曼谷的街头随处可见小推车形式的水果摊，玻璃冰柜里放着琳琅
满目的热带水果，西瓜、菠萝、番石榴、木瓜、青芒果等等，在
炎热的街头来几口清凉的水果保证让你暑气全消，更赞的是老板
还会帮你把水果切好，你只要拿竹签插起来吃就行。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水果摊附赠的蘸酱，是用糖、盐和辣椒混合起来做成的，
不习惯这个味道的朋友还是不吃为妙哦。
15~20 泰铢 / 份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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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风情 美味水果
泰国由于气候的原因，享有“热带水果王国”的美誉，
从西瓜、香蕉、椰子、木瓜到芒果、荔枝、菠萝、榴莲、山竹、红毛丹再到莲雾、释迦、枇杷、蛇皮果等。
一年四季果飘香，美味又有营养，加上相对低廉价格，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01

榴莲 & 山竹

被称为“水果之王”及“水果皇后”的榴莲与山竹，是朋友们最
为熟知的泰国水果。榴莲性热，吃后容易“上火”，如果吃了过
多的榴莲上了火，吃上几个山竹就能缓解，一热一寒，真是天生
的一对。值得一提的是，“挑山竹看底部的花瓣，花瓣个数与果
肉个数相同”，而且瓣越多，果实体积越小，越不会有籽，这样
的山竹也就越好吃。
80 泰铢 / 公斤，山竹 50 泰铢 / 公斤

02

蛇皮果

蛇皮果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水果之一，别看它红褐色似蛇鳞状的外
表长得奇怪，营养却很丰富，有记忆之果的美誉。蛇皮果剥开果
皮后，果肉呈白色，有时略带黄色。吃着有点像椰肉，口味清甜
爽口。蛇皮果外壳坚硬且薄，剥的时候要小心别划伤了手指。
50 泰铢 / 公斤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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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皇帝蕉

皇帝蕉被称为“蕉中之王”，大约只有普通香蕉的一半大小，皮
也比普通香蕉要薄，果肉香软，清甜可口，有些成熟度高的皇帝
蕉还会带有蜂蜜味，非常独特。泰国人喜欢把香蕉加工成好吃的
甜品，如炸香蕉、烤香蕉、炒香蕉、椰丝香蕉等，朋友们别忘了
尝试一下哦。
30 泰铢 / 公斤

04

莲雾

莲雾的外形很小清新，有点像钟。常见的有红色和绿色两种，咬
一口，淡淡的甜味中微带点酸，有一股苹果的清香，在炎热的曼谷，
来几个新鲜莲雾解渴再好不过了。莲雾特别娇气，易脱水萎蔫，
不耐储存，一如它娇俏诱人的外表。所以一次性不要买太多。
50 泰铢 / 公斤

05

红毛丹

红毛丹长得毛茸茸的，刺刺的外皮，但不会扎到手，很多朋友不
会剥红毛丹，正确的方法是用两只手上下握住，像开瓶盖一样拧
一下它就开啦。口感也是酸酸甜甜的，跟荔枝的味道也很像，但
是果核上有一层坚硬且脆的膜，口感很粗糙，所以吃的时候可要
细嚼慢咽哦。
30 泰铢 / 公斤

06

龙功果

除了“水果之王”和“水果皇后”，你可知道还有“水果公主”？
没错，“水果公主”就是长得跟龙眼很相似的龙功果啦。龙功果
成串生长，拿在手里又有点像小土豆。剥开外皮，里面的果肉像
大蒜一样排列，口感像荔枝，但果肉更有质感一些，酸酸甜甜，
吃着很开胃。
30 泰铢 / 公斤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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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芒果

泰国的芒果品种繁多，以口感美妙而闻名于世。除了常见的黄色
芒果，还有绿色的芒果。黄色的芒果口感绵软香甜，通常用来做
甜点，如芒果糯米饭等。而绿色的芒果口感脆脆的带点酸，通常
会切成小条状，蘸上由糖、辣椒粉和盐制成的调料来吃。
60 泰铢 / 公斤

08

椰子

在泰国游玩，如果你还在喝可乐雪碧等垃圾饮料你就太不识货了。
困了累了开一个椰子，果汁当饮料，喝完再用勺子挖果肉吃，真
正的新鲜无添加剂，既补充能量又解渴，不过千万别抱怨没有超
市里买的罐装椰汁甜哦，那可都是有添加剂的。
35 泰铢 / 个

09

小菠萝

这种小菠萝，大概只有拳头大小，不仅形状可爱，味道也很棒，
甜得跟沾了蜜糖似的，一点儿也没有大菠萝的酸与涩。在泰国一
般都是削好了装在塑料袋里，可以让店主帮忙对半切，两口一个，
连吞几个都不过瘾呢。
20 泰铢 / 个

10

释迦

释迦也叫番荔枝，为何叫释迦？因为它的表面有一个一个的突起，
很像是释迦牟尼头上的发旋，所以被取名为释迦。剥掉外面青色
的厚皮之后，里面的果肉雪白，Q 嫩多汁，一些成熟度高的释迦
果还有一股奶味，风味独特不愧为热带水果中的名果。
50 泰铢 / 公斤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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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带着走 必买伴手礼
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个不吃零食会死星人。
在泰国，总有几样零食是你不能错过的，可别小看了这些小小的零食，
它们也是泰国美食中独特的一丝美味呢。以下为大家推荐一些在泰国各大超市、
夜市就能轻易买到的零食，让你美味带着走，千万不要还没到家就把他们吃光哦。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02

小老板海苔

小老板海苔是很多人去泰国旅行都
会购买的一款零食，与大家熟知的
韩国海苔不大一样，最直观的就是
一片海苔的分量够大！精选优质海
苔经过慢火烤制，配上特殊的调料，
使得口味脆香无比。最重要的是口
味多变，有经典原味、芥末味、香
辣味、冬阴功味等，让人眼花缭乱，
香脆又大片的紫菜片一口咬下去，
就让人停不了嘴。

01

35 泰铢 / 盒

Pocky

泰国简直就是 Pocky 饼干爱好者的天堂，因为这里可选择的口味实在是太多了，除了
传统的巧克力味、牛奶味、草莓味之外，还有荔枝味、香蕉味、蓝莓味、抹茶味等，不
仅吃着好玩，就连可爱的盒子也让人想收藏下来。高级吃货还可以尝试一下日本进口的
Pocky，最推荐的是宇治抹茶口味，120 泰铢左右一盒。
15 泰铢 / 盒

03

酸角

酸角又叫罗望子，有两个类型：甜型和酸型。果肉富含钙、磷、铁等多种元素，尤其
是钙的含量极为显著，号称“果中钙王”。味道独特，酸酸甜甜好滋味。如果嫌剥酸
角麻烦，可以选择酸角糖、酸角糕、酸角汁等酸角制品，浓郁的酸角味，味道同样有
惊喜哦。
100 泰铢 / 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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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泡面

最能将地道泰式味道带回家分享的
当然是泰国的泡面啦，风味独特，
有冬阴功、柠檬香肉、酸辣海鲜等
口 味， 尤 其 推 荐 MAMA 和 YUM
YUM 这两个牌子的冬阴功口味泡
面，酸酸辣辣的口感配上劲道的面
条，让人感觉开胃，一吃就疯狂迷
恋上它。
8 泰铢 / 包，53 泰铢 /10 包

04

榴莲干 & 芒果干

榴莲被称为热带水果之王，口感独特深受大家喜爱。但新鲜的榴莲不能带回国跟朋友们
一起分享，那么不妨选择好吃的榴莲干带回家。采用品质上乘、肉质鲜美的榴莲，并采
用最先进之 -45℃急速冷冻系统瞬间急冻再真空干燥制成的榴莲干，让你随时感受新鲜
榴莲的香甜美味，美味随身带。
200 泰铢 / 袋

06

力大狮豆奶 & 红牛功能饮料

泰国销量第一的力大狮豆奶，口感清香浓郁，营养丰富，有经典原味、芝麻味、巧克力味、
高钙的、低糖的等等，多种多样，喝过的人都会爱上它。说到红牛，你可能会想到那个
小红罐，但在红牛的诞生地泰国，却是跟止咳糖浆似的小玻璃瓶包装的，价格比国内便
宜一半，据说效果还要比国产红牛要好，所以别忘了带几瓶回家哦。
豆奶 12 泰铢 / 瓶，红牛 10 泰铢 / 瓶

07

大哥牌（Koh Kae）花生豆

08

泰式调料

大哥牌花生豆在国内的知名度也很高，可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是泰国菜的忠实粉丝，希望回到家还能吃到地道的泰

首选的休闲小零食。它口味众多，有鸡味、虾味、辣味、椰浆

式料理，那么不妨挑选一些泰式调料回家，自己下厨学做泰

味、咖啡味、烧烤味、芥末等口味，粒粒饱满，香脆可口，令

国菜也是一种乐趣哦。冬阴功料是泰国菜的特色，必买！还

人百吃不厌。最推荐的是芥末味，轻咬一颗，脆、香、辣，刺

有咖喱酱、黄豆酱和淡酱油、鱼露、辣椒酱等，可根据个人

激而又新鲜的口感让你眼泪飚了出来，痛并快乐着。

喜好来选购。

30 泰铢 / 袋

冬阴功调料 15 泰铢 / 包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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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Do’s 必备物品

Don’ts 注意事项

实用餐饮泰语／

餐前饮水／通常在用餐时，服务员都会端上一杯冰水，如果不需

สวัสดี–Sawadee， 你好！

要加冰，请提前说明。

ราคาเท่าไหร่ - Ra Kha Thao Rai ，多少钱？
ลดน้อย ได้มั้ย - Lo Noi Dai Mai，可以便宜一点吗？

声响／在用餐时，尽量不要让餐具碰撞发出声音，喝水或喝汤的

ถ่ายรูปได้มั้ย - Tai Rub Dai Mai，可以拍照吗？

时候也不要发出声音，这样在泰国会显得很没礼貌。

ขอบคุณ - Khob Khun，谢谢！
ขอเมนูอาหารหน่อย - Kho Menu aa Han Noy，请给一下菜单

用餐礼仪／不要将碟子或碗端起来吃，或直接吸盖饭的酱汁等都

ไม่ใส่พริก - Mai Sai Phrik，不要放辣椒

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เก็บตัง - Geb Tang，结账
鱼露／泰国菜大多以鱼露进行调味，很多朋友可能无法接受鱼露
消费水平／

的气味，所以点菜时需谨慎，像青木瓜沙拉这样的就不要轻易尝

一瓶矿泉水：7~12 泰铢（1.4~2.4 元）

试了。

一瓶红牛功能饮料：10 泰铢（2 元）
一份麦当劳套餐：99~168 泰铢（19.8~33.6 元）

菜量／泰国菜的分量都比较小，大概是国内二分之一的量，如果

街边一份切片水果：15~20 泰铢（3~4 元）

怕吃不饱可以在点菜时跟服务员说“Pi Seak”，这样他们就会

一份青木瓜沙拉：30 泰铢（6 元）

给你做大份的了。
饮食习惯／泰国常年气温较高，饮食习惯与中国有异，吃饭时不
要贪凉贪多，适量就好，建议随身携带方便药箱，备好藿香正气水、
止泻药等常用药。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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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aste of Bangkok

探索曼谷美食

轻轨美食：
搭 BTS 吃遍曼谷
曼谷的 BTS 也叫做轻轨，共两条线路：Silom 线和 Sukhunvit 线，可以站内换乘，单程票价为 15~52 泰铢。朋友
们都知道乘坐轻轨游览曼谷城市风光是一种便宜、舒适又有趣的体验，坐 BTS 除了可以到达曼谷市区内众多购物商场，
这些沿线站点也隐藏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美味。那么以下就跟着 Bella 去品尝一下吧。
—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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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m 站

童 话 风 的 泰 菜 餐 厅 ——
Manna Thai Restaurant
餐厅位于 Siam Paragon 的 G 层，
门口的招牌是一座可爱的旋转木
马，内部装修时尚精致，很吸睛。
最推荐的是炸虾饼，酥脆的外层配
上厚实 Q 弹的虾肉，蘸上秘制的泰
式辣酱，一口咬下去有鲜汁烫口的
快感。还有卤蛋绿咖喱鸡肉饭，饭
粒弹牙有嚼劲，配着浓郁的咖喱香
气，让人一口气就把这碟饭扫光。
对了，别忘了来一杯泰式奶茶哦，
风味独特，谁喝谁知道。
991 Rama 1 Rd. Pathumwan. Bangkok

10:00~22:00

人均 400 泰铢
炸虾饼、卤蛋绿咖喱鸡肉饭、泰
式奶茶

泰迪熊下午茶——Mr Jones' Orphanage
这家梦幻人气甜点店就在 Siam Center 3 楼，装修得像一列火车厢，地方虽然有点狭窄，
但仍然有火车和轨道的木质模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泰迪熊，充满童趣，令人仿佛来到泰迪熊
的家做客一样。推荐的甜点有 Oreo Pizza，里面就是奥利奥饼干，跟奶油一起吃，绵滑香脆，
味道很好。Sweet and Sour Pancake 其实就是简单的松饼，微酸甜甜的，好吃爽口。还
有五颜六色的马卡龙，外脆内软，传说中的“少女的酥胸”又怎能不品尝一下呢。
3F Siam Center Rama 1 Rd.

10:00~22:00

人均 300 泰铢
奥利奥披萨、马卡龙

当地人也爱吃的平价火锅——MK Restaurant
MK 是泰国有名的连锁火锅店，你几乎可以在各大商场的美食层看到它家招牌。MK 家走
平价路线，中规中矩，并没有令人惊艳的美味，火锅跟国内的涮涮锅差不多，味道比较清淡，
建议点蔬菜加肉的拼盘套餐更为划算，上菜前推荐来一个烧鸭，跟广东的烧鸭味道很像，
不过它家最好玩的是每到整点，服务员就会排成一队跳舞，为了讨食客欢心，他们也是
蛮拼的。
Siam Square 5， Pathum Wan， Bangkok

10:00~22:00

人均 250 泰铢
烧鸭、拼盘套餐
www.mkrestaurant.com

延伸体验——商场里的美食区
曼谷几乎每个商场里都有专门的美食区，或是在楼上几层，或是在底下层。美食区的店
家种类很多，价格实惠。吃之前要先去柜台买储值卡，再用这张卡来点餐，卡里没用完
的金额可以再到买卡的柜台去退回来，相当方便。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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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lom 站

平 价 好 食 之 泰 菜 餐 厅 ——
Kalpapruek Restaurant
Kalpapruek Restaurant 同 样 位
于 Central World，就在 7 楼。推
荐给那些不大吃得惯重口味泰国菜
的朋友们，它家的菜式经过改良，
不会太辣也不会太甜，重点是价格
也很实惠，还能坐在整排落地窗前
看风景，心情也会不一样呢。
推荐红咖喱猪肉，各式香料的加入
使这道菜的口感变得丰富美味，超
级下饭。绿咖喱鸡肉也很不错，鸡
肉煮得恰到好处，软嫩细腻，配上
咖喱香，好吃到想要把盘子舔干净。
青 木 瓜 色 拉、 炒 空 心 菜 也 是 美 味
到 不 行， 一 定 要 点！ Kalpapruek
Restaurant 还有其它分店，不过
名字叫 Ging Kalpapruek，有兴趣
的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CentralWorld (7F)， 4，

Rachadamri Rd，Pathum Wan，
Pathum Wan，Bangkok
11:00~21:00
人均 200 泰铢

独特风格的时尚餐厅——Greyhound Cafe

红咖喱猪肉、绿咖喱鸡肉、青木
瓜色拉、炒空心菜

Greyhound Cafe 是泰国知名时装品牌 Greyhound 旗下的餐厅，除了在曼谷有多家分
店之外，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也有分店呢。要去位于 Central Chidlom 四楼的分店，
搭乘 BTS 在 ChitLom 站的 E1 出口就可以了。
店里的装潢就如同它家的服装那样以简洁时尚虏获众人的心，主打创意融合菜。让食客
为之倾心的是这里的甜点，如好喝到飞起的泰式冰沙奶茶、令人充满幸福感的香蕉巧克
力奶油千层蛋糕、极具创意的鹅肝酱配面包干等，其他的如鸡油饭、泰式炒粉、炸鸡翅、
玉米蟹肉脆饼等也都料足味道佳，不容错过。
1027 Thanon Phloen Chit Lumphini ， Pathum Wan ， Bangkok

11:00~21:00

人均 400 泰铢
泰式冰沙奶茶、香蕉巧克力奶油千层蛋糕、泰式炒粉、玉米蟹肉脆饼
greyhoundcafe.co.th

延伸体验——爱神
大家都知道在 Central World 的右手边十字路口有个香火很旺的四面佛，要告诉朋友们
的是在 Central World 门口左手边的爱神同样很灵哦，拜爱神最灵的的时间是每周四晚
的九点，那个时候 Central World 门口总是会水泄不通，如果你想有一个真命天子 / 天
女出现那就不要错过了。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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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好吃的冰淇淋——Emack & Bolio's
超 人 气 的 Emack & Bolio's 冰 淇 淋 店 就 位 于 BTS 的 Chitlom 站 的 Central World 6
楼，这可是这个 1975 在波士顿创立的冰淇淋品牌在海外开出的第一家分店，尽管专柜
不是特别大，但很好找，因为顾客队伍总是很长，而且门口迎客的是一个手拿甜筒的自
由女神造型的小牛，超萌。拥有各式缤纷华丽的甜筒及众多口味的冰淇淋球是 Emack &
Bolio's 的特色，消费方式为任选冰淇淋球数，推荐来个最华丽的棉花糖甜筒，再来三个
不一样口味的冰淇淋球，然后就可以一边享受口感细腻浓郁的冰淇淋，一边接受路人惊
叹的眼神：这么大不会掉下来吧。
4，4/1-2，4/4， Ratchadamri Road， at Central World， 6th Floor， Atrium zone，

Pathumwan， Bangkok
11:00~21:00

冰淇淋球：迷你单球 99 泰铢；单球 120 泰铢；双球 180 泰铢；三球 240 泰铢
甜筒：饼干甜筒 25 泰铢；巧克力甜筒 50 泰铢；棉花糖甜筒 70 泰铢
棉花糖甜筒 +Chocolate Flake 冰淇淋球
www.emackandboliosthai.com

Ari 站

红透半边天的甜品店——After You Dessert Cafe
After You 在曼谷有很多家分店，要推荐的是位于 BTS 的 Ari 站的这家分店，从 4 号出口出来进到 Villa Market 二楼就能找到。它家
人气实在是太旺了，以至于每次去都要排队等上半天。在略微烤过的大吐司表层涂上奶油、蜜糖浆等，再加入冰激凌、时令水果等后再
切成九宫格，就是超人气的招牌吐司啦。最推荐的是法式厚吐司三明治，里面加入了火腿，最适合暴走族补充一天的能量了。同样推荐
的还有美味又好看的星冰乐和一些蛋糕等。当然啦，如果你恰好在 Siam 商圈逛街，那么也可以选择 Siam Paragon G 层的分店哦。
Soi 8， Phahonyothin Rd. Sam Sen Nai， Phaya Thai， Bangkok

11:00~21:00

150~200 泰铢
法式厚吐司三明治、星冰乐
www.afteryoudessertcafe.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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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k 站

人气 平 价冰 淇 淋连 锁 店 ——
Swensen’s
分 店 很 多， 基 本 上 热 门 的 商 场 里
都 可 以 看 到 它 家 红 色 的 招 牌。
Terminal 21 这家分店就在 5 楼，
一上电梯就能看见。香蕉船是一定
要吃的，底下有香草、巧克力和草
莓三个不同口味的冰淇淋球，配上
被剖成一半的香蕉，再浇上巧克力
酱和果仁碎粒，口感超级丰富。还
有非常具有泰国特色的榴莲、山竹、
芒果等口味的冰淇淋，果味浓郁不
甜腻，非常好吃，也会让人感到超
级满足。
5F， Terminal 21， 2，88

Sukhumvit Soi 19(Wattana)，
Bangkok
10:00~22:00
人均 79 泰铢
香蕉船、芒果冰激凌糯米饭

地道的泰菜连锁餐厅——Yum Saap
如果你能吃辣也爱吃辣，强烈推荐你来这家餐厅，保证让你辣得爽歪歪。乘坐 BTS 到
Asok 站，从一号出口出来进到 Terminal 21 的五楼就可以找到。店内菜色价位基本在
50~90 泰铢，非常实惠。招牌的 MAMA 面，口味多多，还可以自选辣度，相当贴心。最
推荐的是鱼肉 MAMA 面，鱼肉很足，鲜嫩味美，清淡的口味也很不错呢。
2， 88 Sukhumvit Soi 19(Wattana) Sukhumvit Rd. North Klongtoei， Wattana， Bangkok

10:00~21:00
人均 80 泰铢

鱼肉 MAMA 面
www.yumsaap.co.th/eng/index.php

平价创意泰菜餐厅——Baan Ying Cafe & Meal
这家店走的是简洁朴实的无印良品装修风格，就在热门的 Terminal 21 商场的 5 楼。它家
最受欢迎的是自选蛋包饭，口感香滑不油腻，再配上一些自己喜欢的佐料在上面，每一口
都是幸福滋味。饮料方面推荐朋友们尝尝香兰叶茶，绿绿的颜色还带着幽幽香气，这可不
是添加了色素哦，都是纯天然的植物提取，风味很清新。泰式炸鸡翅，外皮酥脆，肉质有
嚼劲，配上辣味蘸酱一起吃味道一流。冬阴功汤，颜色上就跟传统冬阴功汤不一样，在配
料上应该改良过，多了很多蔬果，不会太咸太酸，口味比较清淡。
Shop 5018， 5F， Terminal 21， 2，88 Sukhumvit Soi 19(Wattana)， Bangkok

10:00~22:00

人均 150 泰铢
蛋包饭、香兰叶茶、烤鸡翅、冬阴功汤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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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enchit 站

全泰最好的商场 Food Court ——Eathai

明星也爱的神级拉面店——Ippudo

Eathai 就 在 Central Embassy 的 地 下 层， 乘 坐 BTS 到 达

源 自 日 本 福 冈 的 Ippudo（ 一 风 堂 ） 拉 面 就 在 Central

Ploenchit 站通过连接天桥就可抵达商场。这里提供种类丰富的

Embassy 3 楼。 由 享 誉 国 际 的 神 级 拉 面 大 王 Shigemi

泰国美食，不管是泰国中部、北部、东北部、南部的地方私藏

Kawahara 一手创立，多年来雄踞人气拉面店榜首。它家最著

美食还是路边摊、时令蔬菜等特色美味应有尽有，采用上好食

名的就是豚骨拉面。浓郁甘甜的乳白色浓汤结合叉烧与 Q 弹

材、地道的烹饪手法，让你一次性尽享味觉盛宴。除了美食广场，

的细面，加上葱、蒜、麻油等调味，只要尝一口，你就会明白

这里还设有迷你超市，销售美味的水果、特色调料、零食等特

Ippudo 风靡 20 多年的秘密所在，再来一杯可无限续杯的绿茶，

色商品。需要注意的是，进入 Eathai 之前会在入口处拿到一张

似乎人生都完满了。每天饭点的时候店里座无虚席，即使需要

储值卡，里面已有 1000 泰铢的额度，用餐完之后再到出口的

排队轮候很久，仍有大批等候，就连一些明星也会前来捧场。

收银台结帐即可。

3F Central Embassy，1031 Ploenchit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31 Ploenchit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00~22:00

10:30~22:00

人均 150 泰铢

人均 440 泰铢

鸡油饭、青木瓜色拉、泰式炒粉

豚骨拉面

www.centralembassy.com/eathai

www.ippudo.co.th/en

Tonglo 站

曼谷最佳美食街——素坤逸 38 巷
如果你想一晚上就把曼谷的街边美食品尝个遍，那么素坤逸 38 巷美食街是你的最
佳选择。坐 BTS 到 Thonglo 站，38 巷美食街就在车站的旁边。在这条不长的街道
上，从沙爹肉串，烤鸡、泰式炒粉、炒饭、米粉汤等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这
个美食街的特色就是每家摊位都好吃得超乎你想象，可谓是实力派云集，所以可以
随意挑选摊档去吃，最后只能恨自己胃太小！重点推荐的是 38 巷对面的 55 巷巷口，
传说中全宇宙最好吃的芒果糯米饭 Mae Varee 就在这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
Sukhumvit Soi 38

18:00~ 次日早晨

泰式炒粉 50 泰铢；沙爹肉串 5 泰铢 / 串；芒果糯米饭 60 泰铢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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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 Daeng 站

令 人 惊 艳 的 泰 菜 小 馆 ——
Cafe Bangrak
餐厅就在 Sala Daeng 站的旁边。
是很棒的泰国美食店，别看它店面
不大，却有着很 Chic 的氛围，还
不时会举办小型现场音乐会和艺术
展览会，很受个性小资的欢迎。除
了环境独特，还有超级美味泰菜，
最推荐的是培根卷大虾，香！脆！
烤鸡翅香嫩入味，让人恨不得连骨
头都啃掉。红咖喱鸡肉和腰果虾仁
的味道也令人惊艳。
4-6 Soi Sala Daeng Silom Road

周一至周六 10:00~22:00，周日

曼谷最好吃的青木瓜色拉——Somtum Der
“Somtum”就是青木瓜色拉的意思，光从店名看，就知道 Somtum Der 的招牌菜是青
木瓜色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泰国东北部的特色菜。别看它毫不起眼，人家都把分店开
到纽约啦！坐 BTS 到 Sala Daeng 站 4 号出口，往 MRT 方向走，转进 Bangkok Ban
旁的巷子里，步行约 3~4 分钟，Somtum Der 就在左手边。

休息
人均 300 泰铢
培根卷大虾、烤鸡翅、红咖喱鸡肉、
腰果虾仁
www.cafebangrak.com/love

青木瓜色拉口味多多，开放式的料理台，除了可以看见师傅的处理手法与方式，更棒的
是可以自己试味，试到满意为止。而烤猪肉、炸鸡等，辅以东北菜的主食糯米饭、河粉，
吃法是抓取糯米饭沾着酱料，佐以生菜一起吃下，光是这样一份简单的菜式配糯米饭，
就可以很有滋味。需要注意的是，泰东北菜更酸更辣，记得点一杯饮料解辣哦。
5/5 Sala Daeng Road， Silom

周一至周六 11:00~24:00，周日休息
人均 100 泰铢
青木瓜色拉
somtumder.com

法式 & 泰式 MIX 私房小厨——La Table de Tee
这 是 一 家 每 次 去 都 会 有 惊 喜 的 低 调 小 店， 在 一 条 毫 不 起 眼 的 窄 巷 里， 坐 BTS 到
Saladaeng 站， 向 Sathorn Road 方向走约 10 分钟即到。获得曼谷 Top Restaurant
荣誉的它，菜单每星期更新，却又能保持一贯的水准，不得不令人佩服。餐厅没有菜牌，
只有指定的 5 道菜，用料新鲜，加入了泰国地道食材的精心创作，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和
佐料混搭在一起让人心生疑虑，吃起来却令人啧啧称奇。因为 La Table de Tee 人气火
爆且桌数较少，所以一定要提前订位哦。
69/5 Saladaeng Road， Silom

18:30~22:30，周一休息

+66 2 636 3220（需提前预定）
5 道菜的套餐 950 泰铢
www.latabledetee.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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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滋味：
MRT 上的曼谷“心”美味
除了 BTS，曼谷还有 MRT，也就是地铁。在地铁沿线站点也有许多美味的餐厅等你来发现。另外，许多来过曼谷的
朋友都对这里五颜六色的出租车印象深刻，当然啦，堵起车来也是挺让人难忘的。不过，以下推荐的几家餐厅由于
交通不便，只能忍受堵车的郁闷打车前往，但是只要你去了，你就会知道你没来错。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Bella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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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最 好吃的米 粉 汤 —— 陈
牛记
已经开业 50 多年的陈牛记是华侨
餐馆，虽然店铺简陋老旧，但偏偏
拿了本地多个美食大奖，而甚至不
少海外电视台、杂志都来采访。坐
MRT 到 Hua Lamphong 站 1 号
出口，沿大马路，车行反方向走约
5 分钟即到。蟹箝面是它家的招牌，
蟹箝越大价格就越贵，选用新鲜肉
厚的蟹箝，可搭配干面、湿面，再
配以香浓的叉烧、云吞等肉菜，加
上鱼露、香醋等调料，汤底超级好
味，浓郁的蟹肉鲜味带点胡椒味，
风味独特，令人回味无穷。
336/3-4 Thanon Rama IV

周二至周日 17:00~23:00，周一
休息
蟹箝面 200~300 泰铢 / 碗
蟹箝面、叉烧云吞蟹肉面

平价又好吃的海鲜餐厅——光海鲜
坐 MRT 到 Huaykwang 站 2 号 出 口 出 来 左 转 直 行 10 分 钟 就 看 到 光 海 鲜（Kuang
Seafood）。别看它家名气没建兴酒家大，但是味道丝毫不输建兴，最重要的是价格亲
民。推荐的菜有柠檬蒸鱼，鱼肉嫩滑，酸度和辣度都恰到好处的酱汁是它好吃的关键所
在。蟹肉炒饭也是它家的招牌，粒粒分明的香喷喷的米饭特别有嚼劲，看起来很清淡实
则很够味，只是要是里面的蟹肉再大块点就完美了。还有炒空心菜，香辣脆口超级下饭，
就是偏辣一点点，但还是让人强忍着辣又动筷子夹来吃。除此之外，它家的鸡汤鱼翅也
是超级推荐的，价格不贵，味鲜无比，是一种让人惦记的味道。
Soi 10， Ratchadapisek Road，Bangkok

11:00~ 次日 03:00
人均 300 泰铢

蟹肉炒饭、柠檬蒸鱼、炒空心菜、鸡汤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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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浪漫风情户外餐厅——Chocolate Ville
别以为它叫巧克力庄园，是贩卖巧克力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卖点是唯美的
欧式浪漫风情，风车、邮局、消防车、小桥流水、各种可爱的玩偶、灯塔、玻璃屋等样
样齐全，就像一个梦幻世界。唯一的不便就是距离曼谷市中心有点远，建议坐 MRT 到
最近的 Lat Phrao 站，再转搭的士，约 20 分钟即到。这里不仅是拍照的好地方，主打
的泰式和美式菜也做得地道好吃。所有的座位你都可以随便坐，菜单也是统一的，想好
点什么只需叫唤一声服务生就可以了。
351， Khan Na Yao， Bangkok

16:00~22:00

人均 300 泰铢
冬阴功汤、柠檬蒸鱼、意大利面及甜点类
www.chocolateville.net

泰 王 也 爱 吃 的 炒 粉 店 ——
Thip Samai
这家已经开业了 50 多年的老店就
在考山路（Khaosan Rd.）周边，
打 车 前 往 约 需 100 泰 铢， 别 看 交
通不方便，据说它家可是皇室御用
餐厅，定期被邀请入皇宫现炒给皇
室 享 用 呢。Thip Samai 共 有 7 种
口外的炒粉，其中又以覆盖蛋皮，
里 头 有 着 新 鲜 大 虾（Super Pad
Thai） 最受欢迎。金黄色的薄蛋皮，
包裹着热腾腾的炒粉，酱料跟大虾
混合传出的阵阵香气，令人食指大
动。吃 Pad Thai 时，还可以依据
自己的口味任意加入调味料，如柠
檬汁、辣椒、花生粉、生豆芽等。
313 Thanon Maha Chai，

Banglamphu
17:00~ 午夜
人均 80 泰铢
泰式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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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骆驼书下载

骆驼书
中国最聪明、最接地气的出境游便携指南
由当地旅游达人带路的优质行程
必玩体验、住宿、美食、购物、交通、24Hrs 特色游玩路线
以及私享深度路线
让你的境外游玩绝不是一条平凡之路
扫一扫 关注我们

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想法、建议，请告诉我们／ luotuoshu@qun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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