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南亚必须尝试的十二个独特经验 
 
一到暑假，大批的旅客都会涌去东南亚旅游。东南亚是自由行爱好者和背包客的好去处，

因为价格低廉又容易安排行程。除了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还包括新加坡、泰国、寮国、

越南、菲律宾、印尼等等。小编会推荐几个东南亚的热门景点，体验异域风情。继续阅读

这篇文章，探索您下一个旅游的景点！ 

1. 曼谷: 美功铁道市场 + 安帕瓦水上市场 
 
到泰国曼谷千万不要错过美功铁道市场和安帕瓦水上市场！两个景点都适合夜游，也可以

在夜间观赏萤火虫！乘坐在船只上，欣赏数以万计的萤火虫散发的微光，犹如天上的星星

在闪烁。在途中，您可以品尝独特及便宜的传统泰式小吃，您也在这里可以购买纪念品！  
 
美功铁道市场 

 
Image credit: Klook 

 
在这里，您可以亲身体验火车离您一米的距离，体验道地的传统市场。当火车即将来临时

，您能体验摊贩怎么迅速的收拾摊位，让火车穿梭于繁忙的市场。在体验过火车擦身而过

后，摊贩们会流畅自如地收摊摆摊。您可以穿梭在人群中，发现琳琅满目的泰式美食，体

验道地泰式风情。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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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帕瓦水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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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到这里慵懒地沐浴在夕阳中，河道边满是售卖各种泰国特色水果、小吃的小船，河

岸上的商铺和创意商品令人眼花缭乱。乘坐着长尾船，穿梭在狭窄的河道，享受传统的水

上市场热闹的气氛。在日落之前，享受一个小时的经典长尾船观看沿河的萤火虫。 
 
美功铁道市场离安帕瓦水上市场只需要很短的车程，真是一举两得！别错过Klook美功铁

道市场和安帕瓦水上市场半日游，还有专业的导游陪您畅游和讲解水上市场的来源和当地

的文化历史。快来沉浸在浪漫的水上市场，享受热闹的气氛，陶醉在萤火虫的微光中吧！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6960-maeklong-train-market-and-amphawa-floating-night-market-with-firefly-viewing-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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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艾定制游（曼谷出发） 

 
Image credit: Jessica Chaw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1
http://www.jessica-chaw.com/


在考艾，有什么独特的体验呢？首先，考艾充满丰富的意大利风，您不用飞到老远的意大

利就能够感受欧国风情。考艾的风景也很像外国的感觉，可以拍很多华丽的照片，想象自

己在异国！ 
 
其周边有很多欧风新景点和餐厅，也有异国风情购物区Palio小镇，用东西看，东西买！

你也可以到 PB Valley葡萄酒庄园品尝天然的葡萄酒。在泰国，旅客们很少会想到参观酒

庄，所以这会是一个在泰国留下的独特回忆！你和你家人也可以与Chok Chai农场的动物

近距离接触，一起骑马，体验牛仔风情。 
 

 
Image credit: Klook 
 
考艾国家公园是泰国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更是曼谷人眼里的世外桃源，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探索考艾国家公园的美丽风景，参观大象，鳄鱼和其他野

生动物的栖息地。你也可以在这里骑自行车、露营等等做各种户外活动。 
 
想去不？Klook 提供的配套不仅会去上面这些地方，你能够制定自己的行程，让司机载

你去！想到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要与司机提前确认行程哦！ 

https://www.klook.com/zh-CN/activity/3738-khao-yai-custom-tour-from-bangkok/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1


3. 万荣坦南溶洞探险之旅 + 高空滑索 + 蓝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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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坦南溶洞位于老挝万荣西南部，适合冒险玩家到此一游！此行程包括探洞、漂流以及

高空滑索！岩洞探险是万荣最受欢迎的活动，在导游的陪同下，躺在轮胎上拽着绳索进入

黑漆漆的水洞去探险，刺激又好玩。探索坦南溶洞后，许多旅客也会经由南松河皮划艇漂

流在水上。在清澈的水上漂流在南松河顺流中，沿途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自然河流的水

能让您神清气爽。勇于冒险的旅客们，可以考虑体验高空滑索，从高空中通过极佳视角俯

瞰山间壮丽景色。Klook一手包办行程和活动，即安全又方便。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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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ok有许多套餐配套任您选择：RM66的坦南溶洞探洞体验、RM89的坦南溶洞探洞体

验和蓝泻湖、RM109的坦南溶洞探洞体验和高空滑索、RM136的坦南溶洞探洞体验、高

空滑索和蓝泻湖。Klook的配套适合不同需求的旅客，绝对能满足您的游玩需求。 

4. 琅勃拉邦: 布施体验和关西瀑布 

 
Image credit: K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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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勃拉邦位于老挝的北部，这里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是文化遗产丰富的旅游胜地。在这

个古色古香的小山城，探索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式殖民建筑。布施体验是当地非常神圣的仪

式，清晨布施的过程很简短，但会让人觉得非常祥和。在寺庙见证琅勃拉邦神圣的布施仪

式给僧侣布施食物，与僧侣互动。 
 

 
Image credit: Klook 

 
过后再前往迷人的关西瀑布，在富含矿物质的碧蓝色水域中戏水。关西瀑布是琅勃拉邦的

旅游胜地，在青绿色的水池中放松地享受热带美丽自然风光，能让您心旷神怡。现在就到

Klook预定布施体验和关西瀑布一日游。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3930-alms-giving-experience-kuang-si-waterfall/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3


5. 婆罗浮屠黎明日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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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婆罗浮屠被誉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位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大约于公元

750年至850年间，由当时统治爪哇岛的夏连特拉王朝统治者兴建。“婆罗浮屠”为梵文音

“Vihara Buddha Ur”译，意思是“山丘上的寺院”。伴随着耳边间或传来的虫鸣和寥寥游人

的私语声，远处的热带雨林裹着清晨湿润的雾气，逐渐染上了金色的光芒。视线尽头伫立

的是默拉皮火山，它的身形随着太阳跃出地平线而骤然变得清晰，仿佛划开了天与地的界

限。身边的佛像神态各异，或闭目冥想，或低眉俯首，它们跨越了千百年的时光，在这个

清晨终于和您相遇。这或许会成为您在之后的岁月中的难忘回忆。之后，您就可以跟随向

导了解这座历经沧桑的佛教奇迹，沿着回廊拾级而上，寻找到内心的安宁。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4
https://www.klook.com/zh-CN/activity/6457-borobudur-sunrise-tour-yogyakarta/


 
Image credit: Klook 
 

婆罗浮屠看日出，景象壮观又美丽。如果有兴趣，跟Klook预定配套，低价保证！配套包

括专业司机兼专业向导以及入场票，所以您无需当场排队买票！到婆罗浮屠，得到非凡的

体验！ 
 

https://www.klook.com/zh-CN/activity/6457-borobudur-sunrise-tour-yogyakarta/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4


6. 蒲甘: 热气球日出飞行 

 
Image credit: Paul Arps 

 
缅甸蒲甘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乘坐热气球升空，您可以在空中观赏蒲甘的美景和

著名的寺庙。在天空未亮之前，程达热气球观赏壮观的日出。在升空的当儿，天空渐渐地

东边露出了一片红霞，您也将成为蒲甘天际线风景的一部分。在无限宽阔的天空中感受清

晨的第一缕阳光，感受微风吹过的感觉，一定能让您精神气爽。当热气球慢慢升起时，这

自由自在的感觉是在陆地上无法感受到的一种体验。别担心，虽然升到空中很难分辨事物

，但导游会一一为您讲解一切的地标和景物。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5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lapers/117989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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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们经验丰富，您可以放心地享受美景。这个浪漫而有趣的飞行将是您在蒲甘终身难

忘的体验。Klook蒲甘热气球日出飞行体验附加酒店接送、茶点、热气球之旅。快到这里

拥有这段难忘的飞行之旅吧！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6883-hot-air-balloon-sunrise-experience-bagan/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5


7. 柬埔寨：传统菜式烹饪班 

 
Image credit: Klook 

 
到柬埔寨体验特别的烹饪体验，于大厨交流学习烹饪高棉族的佳肴。进入当地村民的厨房

，了解高棉族独特的饮食文化。烹饪后怕忘记食谱吗？别担心，厨师会送上菜谱，让您回

国后锻练厨艺，大显身手来造就家人朋友的口福。柬埔寨菜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以多

样的香料入肴，但他们的食物非常有层次感。在他们的平民厨房，了解高棉饮食文化常用

的自家制香料及蔬菜，学习独特的煮食手法。然后回到精美的园林餐厅，在设备齐全的摩

登在烹饪班中，学习柬埔寨椰子咖喱、椰香薄脆、柬式春卷等。烹饪后，您还能探访当地

的乡村，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Klook配套包接送，您可以程达柬埔寨的特色Tuk Tuk往
返酒店。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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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贡: 摩托车美食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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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摩托上看看这个城市，感受胡志明本土的人文风情、参观经典旅游景点游览西贡美食

街。来到越南的首都，千万不要错过这里许多欧式的建筑、体验嘈杂繁忙的交通、享受街

边的小吃摊。自由安排行程安全，友好和专业的司机能带您到指标性的景点和建筑，例如

释广德雕象，天安寺，天后宫，统一宫等。导游会带您游览这个城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

尤其是越南战争后所留下来的建筑和刊物。这个旅游套餐不仅有文化交流，也有内容丰富

教育意义。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7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2003-saigon-motorbike-adventures-ho-chi-minh-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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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错过越南著名的面条和小吃Banh Mi，并且在炎热的夏天喝一杯越南冰咖啡。品尝

胡志明的美味食物将带来不同层次的味蕾享受。您可以选择上午、下午或晚上的时段，也

能选择骑行之旅或美食之旅，一切从RM97起跳。现在就到Klook“骑”聚一堂吧！  

https://www.flickr.com/photos/68147320@N02/35129837555/in/photolist-izAbSA-c3BCJJ-rgZ8WX-VwiANp-9jKtqd-qi5759-dzyR7s-VKqo71-pVKin4-aFS7Y6-BRVn33-RZCJJc-9jKtjo-c4ajzS-izAwV8-VdQQq5-VP6rWD-VdBNZf-VynCbm-Vyi5Ub-c6rknG-axSpbp-aw4HeD-byVoyC-oAVAko-bv9tBo-8b5dLC-VdNh95-pifYGu-8qpxrz-VKxsNb-UznpVc-Uwi6cY-VP8Ccz-7T3u9o-8rEFFM-VdAnhW-UwwKCE-VNRvbT-aoK6Gw-VKtDw3-VdCsBE-9XaQCb-UzpZsD-VKqgBh-UwkfyE-VNUkA4-VyjvKb-28ujXt-VBG7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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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富国岛: 黄昏海宴 

 
Image credit: Klook 

 
在越南最大的岛屿欣赏黄昏美景，享受亲自捕捉的海鲜，再享用海鲜烧烤盛宴。在当地的

渔民细心的指导下，亲身体验捕捞鱿鱼的方式。在充满棕榈树的西南海岸，享受风景迷人

日落。导游会以英文来讲述岛上的历史和传统， 保证在四个小时的旅程能满载而归。在

越南乘船之旅开始之前，您可以考虑到富国国家公园，在茂密的热带丛林和野生动物之间

远足。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8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1999-sunset-squid-bbq-boat-trip-phu-qu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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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ok行程包括轮船的费用、钓鱼的设备和晚餐的费用，还能享受无价的风景。快来和家

人或朋友共度愉快的夜晚吧！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1999-sunset-squid-bbq-boat-trip-phu-quoc/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8


10. 皮纳图博火山徒步一日游 

 
Image credit: Pia Obieta 

 
皮纳图博火山是菲律宾马尼拉周边的一座活跃的层状火山，是很多登山客聚集一堂的景

点。通过休闲轻松的行程，徒步2.5个小时就到达皮纳图博山著名的火山口湖。这里的景

色欣赏令人震撼的，热爱大自然的人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9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0909777@N03/3154583045/


 
Image credit: Reginald Pentinio 
 
乘坐四轮驱动吉普车穿越火山泥流，欣赏碧蓝的湖水。在景观的壮丽景色下享用美味的午

餐。这整个行程都有英文的导游为您讲解，无需大费周章地挖掘旅游的资料，只需

RM207，Klook能为您一手包办行程。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eggiepen/34714090126/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49


11. 奥斯洛布浮潜观鲸鲨 & 芭滇峡谷漂流 

 
Image credit: Klook 

 
菲律宾宿雾岛南部非常受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爱好者的欢迎。这项活动非常刺激，不适合胆

小的人参与！在浮潜或深潜的当儿和鲸鲨一起在水中互动，您可以和鲸鲨合影和喂鲨鱼。

别担心！鲸鲨非常温顺，绝对不会攻击您。如果不想下水，也能选择乘船游览。海水中还

育着多种珊瑚礁和丰富的热带海洋物种，例如小丑鱼、海龟、海胆、螃蟹等等，您可以在

海中尽情探索。这里是许多潜水爱好者的好去处，希望和大自然二合为一的感觉就不要错

过这里啦~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50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3918-oslob-whale-shark-snorkeling-canyoneering-adventure-c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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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您可以参加芭滇镇峡谷漂流冒险之旅，在水池和瀑布下游泳和潜水，全方位感受大

自然。爬上令人惊叹的奥斯洛布瀑布，在瀑布下的水池边潜水或戏水，观赏壮观的瀑布。

勇于冒险的您，可以考虑跳下巴蒂安风景秀丽的悬崖，跳下30英尺的悬崖一定很刺激！ 
 
通过Klook的配套，不只是有司机接送，还能享用丰盛美味的早餐和午餐。现在就把握和

鲸鲨游泳的体验吧！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3918-oslob-whale-shark-snorkeling-canyoneering-adventure-cebu/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50


12. 清迈大象保护区一日游 

 
Image credit: Klook 

 
在泰国清迈大象保护区，和大象一起尽情的玩耍。这个地方适合全家大小，家长也能带小

朋友到这里游玩。工作人员会教导您如何帮大象洗澡，与它亲密接触。您可以换上当地的

传统的凯伦服装，了解他们的历史和大象的行为入门课。一家大小可以体验亲自喂养大

象、帮大象洗澡、与大象一起泥浴。小象脾性温和，您也可以和它们一起合照。活动后，

您可以享用丰盛的泰式午饭、传统食品和新鲜水果。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51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3631-elephant-jungle-sanctuary-chiang-mai/


 
Image credit: Klook 
 
这些保护大象的活动既有趣，并且管理员也不会虐待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Klook的配套包括酒店往返接送服务，您无需担心交通不便的问题。如果您选择2天1夜的

行程，您还能在克伦族村寨留宿一晚，和家人一起体验当地的生活。这必定是个终生难忘

的体验！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要从Klook购买周游券，这里有一些好处： 

● 最好的价格保证 — 若找到更便宜的周游券，Klook会退还差价 
● 即时确认 
● 用户评论 — 有超过30万评论，帮助你做出明智的决定 
● 可以轻松地用手机或电脑购买 

 
东南亚的热带风光美不胜收，而且还有浓厚的多元文化等着您去探索，一定很难决定要从

哪里下手吧！每一个国家都有极具独特魅力，非常值得一游。小编建议到Klook的网站，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3631-elephant-jungle-sanctuary-chiang-mai/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51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10452


看看相关的配套和行程，看有什么吸引您的景点才慢慢安排行程。看完文章后，有没有想

要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呢？现在通过Klook预订，还可享受最佳优惠！ 
 
*免责声明：上面配套的马币价格于06/04/2018更新 

 
此文章由Klook带给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