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門起飛前檢查表： 

   ○ 護照 

   ○ 電子機票收據 

   ○ 旅遊工具書(地圖) 

   ○ YH 青年旅館卡、學生證、國際駕照等 

   ○ 旅遊平安險(出境大廳前有一排任君選擇) 

   ○ 護照影本、兩吋證件照用大頭貼數張、水單影本 

   ○ 通訊錄(當地旅舍、辦事處、緊急聯絡人電話及地址) 

   ○ 數位相機(電池、充電器、記憶卡 ) 

   ○ 信用卡、現金、提款卡(新台幣及外鈔) 

   ○ 盥洗用具、化妝品、保養品(置於託運行李) 

   ○ 雨具 

   ○ 抗 UV 墨鏡、遮陽帽、防曬乳、薄長袖外套 

   ○ 個人藥品、生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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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雪兒張，一個開發中自助旅人， 
 

         帶著一些憧憬、一點勇氣和衝動， 

 從自助亞洲開始。 

               她是個背包客，卻堅持拖行李箱， 

  即使一路上壞了兩三個， 
 

但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因為每一趟旅行都是準備回家的路。 

Michelle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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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怎麼走(食衣住行育樂樣樣包) 

1. 英語系國家     

                      澳遊東岸 

2. 非英語系國家 

                    泰好玩 

3.自助旅行這回事 



 

 

從雪梨塔看到的夜景 



 

 

 

      

            第一次旅行是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媽媽挺著肚子裡的我，讓

我聽見世界；第一次出國旅行，是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去的國家是

泰國，詳細的遊覽過程已經記不起來了，曾經羨慕有些小孩年紀小

小，就已經去了許多國家遊玩，但是現在發現這是一件挺浪費錢的事

情，最後只會剩下一些記憶碎片，四年前，我開始我的自助旅行，不

敢稱之為壯遊，只能說那一瞬間，我和自己單獨面對這陌生的國度，

彷彿過去的我並不是真正的獨立，我站在墨爾本機場，看著開放式的

入境大廳穿梭著鴿子，英文和手上的現金，就是我的未來，自助旅行

的英文是 Backpack Travel 和 Self Travel，但第一次自助的我認

為 Independent Travel 才是最適合，一個人旅行需要勇氣，因為你

不幫你自己，也沒有別人能幫你，回程機票可以改期提早回來，但那

就是放棄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雪梨青年旅舍時，我一度自暴自棄上網

搜尋新加坡航空在雪梨的服務處，真心想要把機票提前，但和一個來

自美國的室友聊個天後，我當晚就打消這個念頭，她說了一段話，中

文意思是「跟朋友一起旅行很好，可是一個人旅行更好，這樣你才有

機會去認識別人，而不是老是回頭看自己的朋友，反而忘了看沿途的

風景。」她的話有如當頭棒喝，接下來的旅程所遇到的鳥事，全都被

我定義為旅程上的小驚喜。   

     從澳洲回來後，旅行不再只是走馬看花，她是一段讓你和自己相

處的時光，每一個美好的風景和周遭的人事物，都變成全新的感受，

現在自助旅行對我而言，已不再是獨立旅行，而是 Self Travel，不管

是獨自一人，還是結伴出遊，這旅行對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絕對是

每個人都不一樣，獨一無二的個人經驗。Just for yourself!     

    謝謝讓我有這個機會，對世界有全新感受的家人，每一趟旅行都

是準備回家的路。 張怡君 2012.3.18                                          



 

 

 



 

 



 

 

    旅行開始前，要玩得盡興或是玩得悠閒，一開始的準備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事前功課準備的不夠完善，心臟不夠強的旅人們，旅程中

可能就會十分焦慮，而無法放開心思去走走看看了，為了預防在旅途

上精神衰弱，現在就要跟大家分享幾個注意事項囉！ 

時間： 

        不同的假期、不同的目的地，安排的旅行長度也不同，如何在旅行

期間內，玩到最多，就看你能運用的時間有多少，如果你是上班族或學

生，平日沒有多餘的時間出國玩，就可以安排兩天一夜的小旅行或是一

天的微旅行，一探台灣美好的角落，紓解工作或學業上的壓力；如果你

獲得一個較長的假期，經濟允許的情況下，安排一個國外旅行，看看台

灣以外的世界也挺好的。 

        不過，安排行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他國季節，像是暑假去泰國的

話，剛好碰到泰國的雨季，最好的中午以前，完成戶外的行程，若是去

南半球的話，就要注意那邊的氣候跟台灣是完全相反的，多準備禦寒衣

物，但是，難得的假期並不是你能決定時間的時候，也沒關係，只要先

查好當國的氣象，作好準備也所向無敵，還有要查好你要去的地方的營

業時間和休館日，這樣你就能免除吃閉門羹的可能，也能夠讓旅程順順

順！有一回去韓國自助行，由於決定到出發之間的時間只有兩天，中間

首上又有很多報告要寫，沒做什麼功課就去了，結果坐地鐵到了景福宮

站時，才發現休館，只好看地圖走到雲岘宮去參觀，不過也因此發現了

另一個朝鮮王宮昌德宮，所以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旅程中就是有許多

驚喜等著你，take it easy,it’s will be fun!除了注意休館日和氣候，當



 

 

地節慶也是安排旅程的一大重點，幸運的話，可以加入當地人一起過

節，體驗文化，但是要注意這節慶會不會讓你要去的地方休息，尤其

是在一些對於宗教相當重視的國家，這點可不能忘了！ 

泰國的六月到十月為雨季，常下午後雷陣雨，烏雲一過雨就停，出門

請記得攜帶雨具，泰國最佳旅遊月份為十一月至隔年一月，為涼季。 

拍攝地點為泰國大城 Ayutthaya，暹羅第二古城，以佛寺聞名。 



 

 

金錢： 

        有道是金錢不是萬能，但沒錢卻

萬萬不能啊！由於我是一個不能不買

東西的旅人，所以在規畫旅行的時

候，我會把必要的開銷壓到最低，讓

多出來的錢可以來當作我的購物金，

於是當我確定要去旅行的時候，我三不五時就會上網看匯率和各家航

空的機票價格，以及尋找當地便宜又乾淨的旅社，能夠事先預訂就先

訂下來，以免到時向隅，就得露宿街頭。出國到底要帶多少錢才夠，

這不僅僅是自助旅行的旅人所煩惱的問題，即便是跟旅行團的旅人也

有同樣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先評估哪些錢是可以在出國就付清的，

以及哪些錢必須在當地才能夠支付的，這樣就可以避免錢帶太多被搶

的困擾，為了讓金錢概念比較不好的旅人更明白，我們可以把錢分成

以下幾類：住宿費、交通費、餐飲費、購物金和出國前後要花的新台

幣，加總起來就是你該帶的金額，這樣不僅在記帳上比較方便，也不

會不小心花掉接下來的旅費，這時候過年領的紅包袋就可以得到再生

的機會，中國傳統的紅包袋適用於各國貨幣，此外我還會再把餐飲費

拆分成好幾份，可以分為一星期或一天，過完一天就把剩餘的餐費放

在購物金的袋子裡，然後再花光光，不是，應該說是轉換成更多紀念

品，不過要注意各國限制攜帶的最高金額，中華民國規定的是新台幣

六萬元、人民幣兩萬元和等值美元一萬元之外幣現金。 

        另一個使旅人困擾的金錢問題，就是換外幣，我建議最好是在台



 

 

灣就換好，當然也是要看當時的牌告匯率，如果去的國家，美國運通

旅行支票有他的幣別，我也會建議把住宿費所需的金額換成旅行支

票，除了可以減低被搶或遺失的風險外，以我的經驗，旅館通常也比

一般店家更容易接受旅行支票，不需要換太多旅行支票，因為到時候

找到美國運通兌換點，也不是件很輕鬆的事，如果是東南亞國家的

話，我想就可以把兌換旅行支票的手續費省下來了，因為幾乎不通

用，新台幣還可能比較好用。如果沒有時間事先換好外幣，在桃園國

際機場也有台灣銀行和兆豐國際銀行可兌換，但換下來的金額會比去

銀行差一點，不過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現在外幣也可以「網購」，

目前台灣銀行有提供服務平台，叫台銀網路 EASY 購(https://

fctc.bot.com.tw/botfe/index.jsp)，網路上的匯率似乎有比較牌告匯

率好一些些。如果不幸遇上抵達機場時間，換匯櫃台打烊的話，其實

到國外也還是有機會換，在當國機場也會有提供換匯的服務，但是換

出來的匯率往往都會讓旅人們淌血，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也會有民營的

換匯小店，看到「money exchange」就是了，匯率絕對比銀行優

質，但要小心被騙或是拿到偽鈔，如果以上這些換匯場所，你都遇不

到，這時候你就要尋找 ATM 自動櫃員機，只要翻開金融信用卡背面，

如果有看到以下的標誌，就代表你可以跨國提款，戶頭裡有多少，就

可以提多少，不過每天有 10~12 萬的提款金額上限，每筆上限為兩萬

元，需扣匯差和酌收手續費。 

 

https://fctc.bot.com.tw/botfe/index.jsp
https://fctc.bot.com.tw/botfe/index.jsp


 

 

機票： 

       自從我第一次自己訂機票，省了兩千元後，我幾乎都不靠旅行社

了，也開始關注各國的廉價航空，因為價格真的是差滿多的，尤其是

在促銷活動期間，甚至還有千元以內的機票！ 

        在此要跟各位旅人說明，廉價航空並不如其名，廉價不代表比較

危險，使用的航空器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服務真的

就是比較廉價，為了降低機票銷售價格，廉價航空致力於降低成本，

所以你可能沒有空橋走、上飛機沒有電影看、空姐可能臉很臭和你要

付費才有飛機餐可吃，同樣你也可以付費租用機上個人影音娛樂器，

但是只要想想省下的機票錢，可以花在當地的體驗上時，其實一時的

不舒服也是沒關係的，目前有在台灣設點的廉價航空有亞洲航空

Airasia(馬來西亞)、釜山航空 Air Busan(韓國)、宿霧太平洋航空 Cebu 

Pacific Airline(菲律賓)和捷星亞洲航空 Jet Star(新加坡)，不過搭廉價

航空還是有缺點的，就是他比較容易誤點和取消班機，往往是無法獲

得額外賠償的，我就因為亞航停飛台北曼谷這條航線，而被取消過機

票，全額退費。 

        對於初次過鹹水的旅人，建議可以到背包客棧自助旅行論壇使用

他們的比價系統(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

airfare.php)，再去各大旅行社網站比價，偶爾航空公司的網路訂票系

統也會有出人意料的便宜價格，所以多看多比較，貨比三家不吃虧！ 

P.S.一般買機票時，我們都是買 Round Trip 就是來回票，如果多放點

預算在機票上，可以買 Open Jaw 多點進出票，就可以在不同點進

出，可以一路玩下去，而不用多花時間返回下機的地點囉！ 



 

 

簽證： 

 
分為移民簽證和非移民簽證，旅人們需要辦的就是非移民簽證中的觀光

簽證，通常旅程中常用到的就是事先在台灣辦好的多次入境簽證(簽證有

效期限內，可多次進出該國)、單次入境簽證、申根簽證(適用於入境申

根公約國的旅客，一個證照在三個月內，可通行二十五個國家)、電子旅

遊憑證(ETA，澳洲、香港可用，便利、不怕遺失)、落地簽(Visa On Ar-

rival ：可抵達目的地國家，再申辦的簽證，可在境內停留的時間較短)和

免簽證國家(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查詢，目前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

和新加坡都是免簽的，說走就走)，以上這些簽證除了免簽證，不用跑程

序外，其他的簽證都需要到該國在台灣設的辦事處申辦簽證，覺得麻煩

或太遠，也可以委託旅行社代辦，通常會酌收手續費。 



 

 

機場： 

        機票、簽證辦好了，離出國的時間越來越近，第一次自己登機感

覺有點緊張，別擔心，現在航空公司的訂票系統日進千里，登機跟坐

公車一樣簡單，尤其是電子機票(E-Ticket)的誕生，讓你在家就可以先

辦好登機手續，在飛機起飛兩小時前抵達機場，帶著護照、行李和一

個遊玩的心，一到機場到櫃台 Check-in 好行李，就可以入關逛免稅商

品店，等到起飛時間前四十五分鐘即可登機。 

P.S.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或噴霧類物品其個別容器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且需均裝於不超過 1 公升且可重複密封的透明塑膠袋裡。 

圖片來自新加坡航空網站。 

左圖為無法放置於登機隨身

行李的物品，如有需要，請

放至於託運行李中。 

護照： 

       有出國經驗的旅人們，相信護照申辦對你們而言，絕對是小

CASE，在這裡我就簡單提醒，護照過期或是有效期限距離出發日未達

六個月的旅人，要記得重新申請一本，資料跟初次申請一樣：普通護

照申請書一份、半年內 2 吋彩色照片一式兩張、國民身分證正本和影

本，如果是 16 歲到 36 歲的男性需被相關兵役證件，除此之外，最好

把舊的護照一併帶去，以備不時之需，申請費用一千六百元，若申請

急件，提早一天加三百元工本費。 



 

 

住宿： 

       自助旅行最麻煩的地方就是交通跟住

宿，只要克服這兩大難關，以後叫旅人們

跟團旅行，有如登天之難。自助旅人大多

是形單影隻，各地的背包客棧絕對是你棲身的好地方，尤其是在物價

高的城市中，飯店、旅館住一晚的錢，可能就是三天的餐費了，如果

你是個外向、健談的旅人，就更適合住在通舖式的房間了，可以跟各

地的旅人交流，甚至可以結伴成行。由於背包客棧在觀光聖地可以說

是如雨後春筍般的多，品質和安全就是挑選住宿需要注意的，所以只

要旅社前有擺一個 YHA 標誌的，你就可以安心入住了，YH 國際青年

旅舍遍佈全球，共六千多個據點，這些青年旅舍需經過協會審核認

可，才可以加入體系，因此，旅人也需持有 YH 國際青年旅舍卡，以會

員的身分入住，雖然辦卡需要一些費用，但這絕對值得，比起非 YH 的

背包客棧，有些 YH 顯得像五星級，乾淨又安全，此外，有這張卡去一

些觀光景點和搭車都有優惠，詳情可以上中華民國國際青年之家協會

的網站去看(http://www.yh.org.tw/member.asp) 

P.S.如此強力建議，當然是因為我吃過悶虧，不過去泰國玩的時候，我

倒建議大家去住民宿 B&B 或是 Guest House，便宜又有特色。 



 

 

地圖： 

       自助旅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地圖，旅遊工具書往往都會有簡易的

地圖，所以一抵達國外的時候，看到機場裡有「i」符號的旅遊服務中

心，就快去拿免費的地圖吧！由於這幾年中國崛起，所以大部分的旅

遊指南都會有中文版，如果覺得到當地才開始摸索很緊張的話，十分

建議事前上網爬文，但也要注意時效性，說不定短短一兩年，人事全

非也是有可能。 

其他： 

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寫出入境卡，所以在飛行期間，機艙服務人員就

會問你需不需要入境卡(embarkation card)，記得要伸出手來拿一張來

寫，或是降落後，在入關前的地方也會有好幾處提供入境卡的檯子讓

你寫，可以選的語言種類，還比機上的多種，填好後，夾進護照裡給

海關人員就可以了，好好收著，到時候出境也需要用到。換匯水單要

影印備份在家，最好能掃描寄到穩定的網路空間；護照號碼、國外緊

急聯絡電話、下榻飯店的連絡電話….等，建議都建檔，列印一份帶在

身邊，電子檔寄到自己的信箱。 



 

 

日期 行程 備註 

第一天 4/12 布里斯本河岸漫步 下榻飯店： 

Brisbane YHA(地址電話) 早餐：    午餐：     晚餐： 

 

行程規劃與資料收集： 

在以上該注意的實務總和後，就是要來動手做做看，搖身一變個人旅

行社，要如何安排呢？網際網路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發明，選定

想去的國家後，首先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看中華民國與該國的外交

狀況，是否有免簽、落地簽…等協定，及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分為四

級，由低至高為灰、黃、橙、紅，一般國人常去國家大多是灰色警

示，之前泰國紅衫軍動亂，就是紅色，有個馬來西亞的朋友說，當時

不曉得情勢如此嚴重，逛完一個百貨公司後，那個百貨公司就不見

了，因為爆炸了！看完基本的國家資料後，就進入行程安排模式，除

了該國的觀光局網站以外，我要教新手旅人們，一個容易上手的小撇

步，就是去旅遊社的網站看行程，模擬旅行社的表格，如下： 

讓自己的行程更有條理，也讓家人能夠知道你現在的位置，還可以參

考旅行社安排的景點，那些景點通常都是該國必去重點，以免回來被

友人笑外行，除了旅行社外，部落格也是自助旅人的好朋友，可以先

用眼睛玩一次，再決定行程。 



 

 



 

 

Darling Habour in Sydney 



 

 

     一個藍得發亮的大島嶼，晴空萬里的天空倒映在海

上，分不清楚地平線在哪，也難怪雪梨會有國民黨黨部，

真是湛藍無比，身心都被洗淨了！ 



 

 

 自從我從澳洲玩回來，澳幣的牌告匯率一直往上直直衝到 30，跟我當初去玩時換 

的匯率，足足差了八塊，打工度假真的讓澳洲

賺到了嗎？！下次再度拜訪澳大利亞的機會，

我想就是等待他變便宜些的時候，或是我下定

決心去當外籍勞工。 

澳洲什麼都貴，交通、食宿、門票什麼的，相

較於台灣，忽然覺得台北物價相當親切，根本

不是什麼天龍國，故澳洲其實是一個需要作許

多事前功課，才能省錢玩透透的國家。 

左圖：雪梨環狀碼頭的某一艘遊輪 

上圖：早期國民黨在澳洲的總部，現在建築物

內已經沒有黨工，只有中藥行。 

 

Manly Beach/Sydney 



 

 

 認識澳洲，澳大利亞是全球最小的洲，總面積

769.2 萬平方公里，其 70%為沙漠和半沙漠，但生

態環境極為豐富，包括從高地的石南荒原到熱帶的

雨林，為全球 17 個超級生物多樣性國家之一，其生物獨特性因古老

板塊分離，所以是其他洲所沒有的生物，像是無尾熊、袋鼠、鴯

鶓。東岸三大城由北至南，為布里斯本、雪梨、墨爾本，分為三個

州，由北至南為昆士蘭州、新南威爾斯州和維多利亞州，目前澳洲

開放可跟無尾熊接觸的只有昆士蘭州。 路上交通延續英國殖民時期

的左側行駛，方向盤在汽車右側，與英國、日本、香港…等相同。季

節變化與北半球完全顛倒，英語為該國官方語言，澳幣面額從一百

元到五分，一百元到五元為塑膠紙鈔，兩元以下皆是硬幣，認識一

個國家從認識錢幣開始，也能夠預防找錯錢或被騙的風險。 

英語系國家該怎麼走，俱備基本的會話能力，讓你不會餐風露宿就

夠了，一抵達澳洲時，可能會被澳洲腔英文唬住，之後就會慢慢習

慣，聽不懂就說一句”Sorry!”， 

外國人就會再重複一次，也別擔心過不了海關，如有需要可以請求

需要中譯，在通關需要注意的，就是填寫入境卡，最好把下榻旅館

的地址帶在身上，填在居留處的位子，通關就沒什麼問題了！在澳

洲，旅人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英語能力，即使是破爛的也沒關係，

對於天生母語就是英文的外國人而言，他們很容易猜中你想要表達

什麼，也會用簡易的英文回應你，通常會受到語文挫折的地方，反

而是一些聘請非英語系國家員工的地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7%BA%A7%E7%94%9F%E7%89%A9%E5%A4%9A%E6%A0%B7%E6%80%A7%E5%9B%BD%E5%AE%B6


 

 

       本書規畫的澳洲行，可適用於兩個禮拜至一個月的假期，由於澳大利亞，地廣物

博，交通屬東岸沿海較為方便，因為有一條縱貫東岸的 country link 鐵路，以及東岸

三城內部的大眾交通網絡，以自助旅人擁有時間和金錢考量下，點線面旅行在東岸比

較可能成行，當然經濟寬裕的旅人也是可以坐國內航班移動，但是對於需要省著花的

旅人，坐火車絕對是經濟實惠的方法，買 Backtracker 

Railpass，就可以在期限內，無限次來回墨爾本和布理

斯本，PASS 裡還附上雪梨到藍山的免費來回車票和雪

梨大眾交通工具的一日票，算一算也是省了一兩千臺

幣，澳洲很大所以坐火車前往下一個大城市，需要的時

間也不短，差不多十小時左右的車程，一天開兩班，可

以選擇晚間車班，除了可以省下一晚的住宿費外，還可以在睡眠狀態下，前往另一個

城市，不過澳洲火車挺晃的，最好帶個充氣式的護頸枕，以免醒來後，發現自己落

枕，還沒睡好。對於旅人們而言，時間也是金錢，為了不用再舟車勞頓坐回一開始抵

達的城市，可以在事前買多前進出的機票，會比 Round Trip 貴一些些，但是省下的時

間和金錢，一定是划算的，像我就是買新加坡航空的 open jaw，從墨爾本入境，再從

布里斯本出境，當時我還是菜鳥旅人，不懂可以利用在新加坡轉機的機會，再多玩一

個國家，只要在訂票的時候，選晚一天的航班轉機，就可以利用等待轉機的時間，免

簽證玩新加坡，於是我在下一個旅程中實踐這件事，出一次國去三個國家。 

         使用我這種交通方式旅行的旅人，可以隨個人喜好或當地節慶，選擇由北往南，

或由南往北來規畫路線，最大的不同就是氣溫跟交通方式，布里斯本市中心比較小，

我用走的走完了，聯外交通最方便的就是鐵路，氣溫高有點潮濕，跟高雄有點像，也

因為兩個城市的相似度高，所以高雄和布里斯本結為姐妹市，可在布里斯本河畔步道

看到紀念碑；墨爾本氣候涼爽，日夜溫差大，為澳洲第一個首都(現為坎培拉，於墨爾

本的東北方)和文化首都，市內的輕軌電車會連接各個景點，搭乘者為當地居民和自助

旅人，前往郊區的交通方式則有火車。 

Backtracker  railpass 



 

 

跟我一起澳遊東岸，抵達墨爾本機場，搭乘 SKYBUS 前往南十字火車站，

SKYBUS 的車票在入境大廳的旅遊諮詢台，就可以購得，票價為 16 澳幣，順道可以

拿免費的旅遊手冊研究，抵達市內後，先到背包客棧登記和放行李，休息片刻舒緩舟

車勞頓的疲憊，就可以帶著輕便行囊出門熟悉環境，記得護照和貴重物品要帶在身

上，背包客棧不附有保險箱管理服務，由於我選擇的背包客棧離南十字火車站相當

近，交通很方便，隨便坐上一台輕軌電車也不怕回不來，因為南十字火車站就像我們

的台北車站，是墨爾本的交通樞紐，所以在台灣時，可以先查詢並訂好靠近車站的背

包客棧，我所下榻的地方叫作「King Street Backpackers」，除了交通位置好、便

宜，其他都需要旅人稍微忍受背包客生活，因為地點好，設備似乎就馬虎些，且一旁

有些小酒廳，淺眠的旅人最好攜帶耳塞阻絕酒客的喧鬧。 

墨爾本我所推薦的地點有 YARRA 河畔，河畔南段旁有購物中心、餐廳、酒館、展覽

館、皇家植物園，晚間還有定時的火焰表演，傍晚在這散步非常舒適，Flinders 站旁 

Federation Square 



 

 

的聯邦廣場有一座旅遊諮詢中心，周圍相當熱鬧，有滿多藥妝局，非常適合買保健

食品給長輩們當禮物，綿羊油建議在最後一個城市最後一天再買，否則會成為很大的

負擔；維多利亞市集 Victoria Market，為墨爾本最大的菜市場和紀念品市場，想省

餐費自己煮的旅人，可以來這買菜，一邊體驗當地居民的市集生活，紀念品的價格也

比其他地方便宜許多，大陸製又更便宜； QV MELBOURNE 是墨市生意最好的

MALL，連帶周邊林立時尚精品店，想一探澳洲時尚的旅人，可以安排此處，到這區

域必吃的就是 Grill’d 的巨大漢堡，12 澳幣，體驗美式漢堡的美味，還有現榨果汁

連鎖店 Boost，飲食文化跟台灣截然不同； ST.Kilda 是墨爾本著名的海灣之一，特色

是傍晚時分，可以在消波塊中，甚至岸上看到企鵝的蹤跡，這裡有名的還有巧克力甜

點店，一整條街上就有好幾家 CAFÉ 賣甜膩膩的蛋糕。 

South bank 皇家植物園 

St. Kilda 星期天維多利亞市場 



 

 

左上及最上方為輕軌電車的電纜，範

圍遍佈墨爾本市。 

左中是免費環城輕軌電車: 

City Circle Tram 骨董級電車。 

左下為南十字火車站的月台，聯繫澳

洲東岸線和南岸線。 

上二 輕軌電車候車處，跑馬燈會顯式

電車的抵達時間。 



 

 

Camberwell 位於郊區，需要搭火車才會到，著名的當地海鮮和二手市場，澳洲處理

海鮮的方式跟英國一樣，都是用炸的，Fish and Chips 在每一個海灣和觀光碼頭都見

得到，生意都非常好，這裡的二手市場像是小聯合國，除了一般家庭，大部分都是來

這打工度假，準備脫手回國，還有賣手工藝的攤販，是澳洲開在白天的「夜市」；墨

爾本博物館，門票 8 澳幣，展覽種類繁多，可以說是澳洲最便宜的觀光景點，逛完這

個博物館，可以充分了解澳洲的歷史、生態和文化；舊監獄，澳洲是英國流放罪犯的

地方，在墨爾本是在 RUSSELL，現在已改建成觀光景點，付 15 澳幣就可以體驗被關

的感受； St. Patrick 天主教堂，可以看到許多扛著單眼的旅人，建築精美，甚至有越

南新娘在這取景。除了市區和近郊的景點，可以在墨爾本找 travel agency 買一日遊

的行程，去一些無法自行前往的地點，像是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巴勒雷小鎮

或是塔斯馬尼亞島，這些 DAY TOUR 資料，客棧都會有。 

左上是在市中心裡常看到街景，建築物的巷弄充滿

著 Cafe’適合旅人停下腳步，享受城市氣味。 

右上和左下圖是澳洲最古老的商店街，The Royal 

Arcade 維多利亞式建築，澳洲在無障礙空間設計得

很好，這點使他不僅是觀光大城外，還是全球適合居

住的國家。ARCADE 在澳洲很常見，讓行人可以穿

越建築物到對街。 

下中是聖派翠克教堂，感恩節休息。 

右下為 camberwell 假日市集。 



 

 

前往雪梨， 

搭乘 CountryLink 線，澳洲鐵路局供售各段鐵路的 PASS，我們要買的是

Backtracker Railpass(http://www.railaustralia.com.au/backtracker.php)，無法網

上購買，需要到各大車站，帶護照去購買，需注意各個 PASS 的有效期限不同，評估

旅程長度再去購買，以免過期無效，也可以事先訂好車票，通常持 PASS 訂票的旅人

都可以得到兩個座位，因為身邊的座位在你下車前，都不會有人坐，就可以好好躺下

來，省下一晚的住宿費。 

我在雪梨下榻的是國際青年旅舍，由於我看了訂房資訊網的介紹，對於靠近火車站的

兩家 YH 都很有興趣，所以我兩間都去住了，事後發現這種傻事少作的好，搬運行李

太消耗體力，我分別住的是位於雪梨火車站對面的 Sydney Central Station YHA 和

火車站旁的 Railway Square YHA，兩間的品質都不錯，距離也只有五分鐘的腳程，

但是 RS 那間就在鐵軌旁，火車經過的噪音挺難受的，SCS 好處在於他有電梯，可以

擺脫捆工的命運，這兩間旅舍都是採房卡制，有各種房型可以選擇，這兩間 YH 都很

熱門，最好先在網路訂好。既然我選擇了兩間 YH，在行程上就安排成徒步遊玩和需

作交通工具的遊玩行程，SCS 離 Darling Habour 不遠，在 China Town 隔壁，建議

用兩天的時間走遍這個區域，地圖可以在車站獲得，即使有旅行工具書，還是要記得

拿當地提供的旅遊資訊，因為她們的資料總是會比書裡來的新，旅遊書是拿來參考，

旅遊是自己走出來的。  



 

 

抵達達令港的過程中，會經過中國城和中國友誼花園，會看到中國國民黨舊黨部，跟

著人潮和噴水池的方向就到了，路牌也標示得很仔細，達令港邊有 IMAX、雪梨國際

會議中心、Habourside Mall、海事博物館、水族館…等設施，還有可以在海上吃飯

的遊輪，沿著港灣走，可以接上一座橋叫 Pyrmont Bridge(碧夢橋)，通往市區的

Market 街，直走與最熱鬧的喬治區的 George 街相交，右轉銜接上 George 街，就

能夠遇上 Q.V.B 維多利亞女王大廈，裡頭都是高級精品，是雪梨的貴婦百貨，附近有

雪梨地標雪梨塔，從 George 街一路往南走就能夠回火車站，在陌生城市裡徒步旅

行，就是要搞清楚主要道路和回旅館的路，在這條路上可以看到許多熟悉的事物，像

是 85 度 C、鼎泰豐和日出茶太，感受台灣餐飲業的霸氣。  

左上： 

國際會議中心 

右上： 

碧夢橋 

左下： 

Q.V.B. 

下中： 

85 度 C 分店 

右下： 

單軌電車深入

市中心景點，

及雪梨塔 



 

 

還記得我們買了一本 BT PASS 吧，裡面附的一日遊券和藍山來回車票，可以讓你省

下折合台幣一千多元的交通費，這一天最好把雪梨能搭的交通工具都搭光，除了單軌

Monorail 不包括在內，其他的公車、地鐵和渡輪都可以無限次搭乘，像我就安排了渡

輪之日，把一年坐船的份坐光光，一毛錢也不用花，就可遊遍各港灣和岩石區，岩石區

是早期英國流犯上岸的地點，也是全雪梨歷史最悠久的區域，周末有市集可逛。藍山

(KATOOMBA)則是挑在去布里斯本的前兩天出發，整理兩天一夜的小行囊，把大型行

李寄放在 YH，就可以輕輕鬆鬆在藍山住一晚，隔天起床看日出，中午回雪梨搭火車去

布里斯本，藍山的海拔較雪梨高，保暖衣物要記得帶，最好能夠確定當地天氣狀況再出

發，不過由於我需要配合時間，所以當我抵達藍山時，滿山遍野的霧氣，十度的低溫，

真是令我心寒，因為到藍山一定要看姊妹岩，搭纜車看風景，但也因此體驗到在卡通裡

才看得到的壁爐，晚上窩在青年旅舍的交誼廳裡，和其他國家的人一起玩益智遊戲，真

的非常新奇的體驗，雖然有些題目我根本不懂，但自助旅人都非常有耐心的幫你。藍山

晚上沒什麼餐廳開著，可以到車站附近的超市買一些即食的食物，回來跟其他旅人

Dish Party。  

左上：環狀碼頭旁的大鐵橋 中上： The Gap    右上：華森港灣有名餐館 

左下：雪梨塔東方海德公園 中下：聖瑪莉教堂 右下：雪梨博物館  



 

 

由左至右： 

岩石區市集、巧遇台

灣觀光客、藍山超陡

軌車、霧濛濛的回聲

角療望台、路邊常漸

被遺忘的購物車。 

夜景：雪梨歌劇院、

月神樂園、達令港、

雪梨塔瞭望台。 



 

 

往黃金海岸和布里斯本出發，黃金海岸在布里斯本的南邊，車程一個小時左右，，

黃金海岸除了是衝浪者天堂外，還是澳洲最多遊樂園聚集的地方，有環球影城、夢幻世

界、WILD&WET…等，這裡都有公車可以抵達，身為年輕旅人的我，來到澳洲當然不

能只是當個文青，還要去當熱血青年，由於每年有很多人來黃金海岸觀光，黃金海岸這

邊的旅行業者也非常多，當然也有華人經營的，有些行程其實跟他們買是比較划算的，

像是遊樂園門票、水陸遊城行 Aquaduck、海釣…等，甚至還可以拿到一些折價券。衝

浪者天堂有周三周五夜市，在海邊馬路上就會有賣紀念品、手工藝品、天然加工品和按

摩，所以到黃金海岸時，別忘記要排對時間。 

在黃金海岸有高級飯店和平價旅舍，有的背包客棧其實是隱身在飯店或度假村之中，像

我入住的 Islander Backpacker Resort，就是 Islander Resort 改裝一部份的房間租給

自助旅人，不像其他背包客棧可以選擇女性專用房，這裡只能聽從飯店安排，男女混

Sufer;’s Paradise 



 

 

住，這件事是在我發現我室友是男生後，才得知的，但由於我在墨爾本的背包客棧磨

練過了，即使我的日本室友睡前要喝威士忌這件事，我一就是樓下酒客發酒瘋，二就

是我上鋪的英國女子會偷帶男人回來親熱，所以男女混住對我一點也不造成問題，但

介意的旅人們還是可以選擇住在有性別專用房的客棧。 

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黃金海岸全貌，可搭乘 Aquaduck

水陸兩棲車遊車河，陸地跑完就下水，車上會販售紀念品，

買哨子送明信片。周三周五的夜市，就在沿岸擺攤，也會有

街頭藝術表演； DreamWorld 是 Nick 卡通主題樂園，喜

歡海綿寶寶或是 Dora 的旅人必去。粉紅色的建築物就是我

下榻的 Islander 飯店，位置很好，走到海邊不用兩分鐘，

到蘭花大道(商品街)只要一分鐘，每晚 30 澳幣，再來就是

房間了，背包客棧都是上下鋪，但有的地方提供個人房和雙

人房。野鳥橫飛，是澳洲四處可見的景象，連機場也是。 



 

 

結束在黃金海岸的小旅行後，回到布里斯本 ROMA 車站，很幸運的，我可以去當沙

發客，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跑去澳洲打工度假，在多方的牽線下，我得以住在高級公寓

的沙發，旅人們如果找到不錯的住宿也可以跟我交流。布里斯本市是東岸三個城市裡

最迷你的，但絕對是最適合散步的，從皇家植物園開始，沿著布里斯本河畔，經過好

運橋到南岸運動公園繼續走，可以接到維多利亞橋，漫步進市中心 Queen 街。 南岸上

有一個市集叫作 Lifestyle Market、泰國傳統建築、白色摩天輪，靠近市中心的北岸有

賭場，已達合法年齡層的旅人不妨考慮把剩餘的旅費挪一部分來試試運氣。來到了昆

士蘭州，全澳洲唯一合法抱無尾熊的州份，一定要到動物園裡跟無尾熊親密接觸和看

澳洲特有的物種，我選擇的是去離市區有點距離的 Australian Zoo，是由以逝世的鱷

魚先生所開的動物園，門票要價 56 澳幣，是台北動物園的好幾倍，除了袋鼠、袋熊台

灣看不到外，其他你都可以在台灣看到，有時旅行反而讓你更珍惜自己所有的事物， 

South Bank 



 

 

到了回程機票起飛的那一天，從 Roma車站就有火車接駁到布里斯

本國際機場，就可以帶著愉快的澳洲記憶飛回家鄉，結束第一次澳

大利亞自助旅行，學習經驗，實踐在下一次的自助旅行。 

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可俯視布里斯本市全貌的庫莎山，搭公車可抵達；從南岸步道

看出的景觀；從維多利亞橋看南岸；河岸公園上停滿遊艇，遠處是故事橋，布里斯本市致

力於讓這座橋跟雪梨的大鐵橋一樣有名；布里斯本之眼，白色摩天輪；夜晚的北岸，有觀

光賭場。澳洲無尾熊、袋鼠，和袋鼠食物，一包一澳幣，袋鼠們通常都會保持飢餓的狀

態，所以不怕餵不到。 



 

 



 

 

Amphawa Floating Market 



 

 

非英語系國家  

對於自己英語能力沒有信心的人，到了非英語系的國家，只需靠”勇

氣”和比手畫腳能力，就能夠打敗英文流利的觀光客，可大增旅人們對

語文的信心，在非英語系的國家，除了大城市以外，說流利英文的居

民只常見於 Money Exchange、飯店、民宿…等一些與外地觀光客有關

的營利單位，其他的小攤販，對她們講流利的英文，她們反而感到困

擾，因為太艱深，在這種地方，用簡單的單字組合成的洋徑濱英文和

一些簡易的當地話，是最好的溝通方式，有一回我在泰國大城的菜市

場裡，我想點一杯泰式奶茶來喝，泰式餐廳常見的橘色奶茶，當時，

我還是用一種在英語系國家旅遊的方式，講了一連串的英文，想問泰

式奶茶的泰文怎麼說，結果老闆娘還找來隔壁的老闆娘求救，最後我

的同行友人用了一個單字，解決這個局面，這個字就是「NAME」，

所以「菜英文」也「賣冬瓜」囉！ 

P.S. 泰式奶茶的泰文讀音 Cha Yen(茶湮)，必喝指數五顆星，很甜。賣冬瓜讀音近泰文的「不要

怕」。 

Amphawa Floating Market 



 

 

泰國是觀光產業發展完善的國家，很多旅遊資訊可以從該國的觀光局

網站找到，省錢的旅人可以自己整理成紙本帶出國，根本不用買旅遊

書，隨著通訊科技的進步，3C 產品也是旅行大幫手，平板電腦、智慧

型手機…等，隨時當你的衛星導航，城市裡許多地方都有 wifi 可以連

結網際網路，所以在一些觀光客聚集的街頭上，還常常見到遊客拿平

板電腦拍照錄影留念。  

 

如何駕馭泰國自助行，泰國我去過四

次，仔細一想，還滿多次的，不過前兩

次是國小時期跟團去的，第三次是去馬

來西亞玩，坐車過境去的，第四次則是

為了提升作者寫這本書的技能而去的小

型畢業旅行，去泰國需要簽證，可透過

旅行社代辦，或是泰國駐台辦事處辦理

(詳請看”怎麼走”) 

 

Toysrus 

大皇宮前廣場 



 

 

   因為這次出國前太忙碌，學校的營隊和校外的見習，我錯過在台灣

辦簽證的時機，於是我是到了泰國才在機場辦落地簽，停留期限只有

十五天，幸好我們也是剛好十五天，第一次走落地簽通道，有點緊

張，已經跟友人說，我做好被遣返的準備，不過我很快速的就通過

囉，而且費用還比較便宜，建議短期遊泰的旅人，入境大廳有許多銀

行櫃檯可以換匯，和電信業者可以買預付

卡，千萬不要在機場的銀行換太多泰銖，

因為匯率很差，建議可以先換機場到下榻

地點的交通費，到了市區後，再找貨幣兌

換行換錢，推薦 SuperRich，可先上網查

詢匯率，不同分行的匯率也不太一樣，由

於價格浮動，要請旅人自行比價囉！ 

         泰國的交通方式有公車、計程車、計程摩托車、水上公車、BTS

空鐵系統、MRT 地鐵系統和嘟嘟車，只要旅人能夠駕馭台北捷運和高

雄捷運，在曼谷走路有風！ 

        不建議挑戰公車，除了看不懂泰

文外，泰國大部分的公車是沒有冷氣

的，加上曼谷路上交通擁塞，在炎熱

的熱帶國家塞車，可謂修行；有時候

堵車，司機還會叫你下車走路比較

快，如果跟朋友結伴旅遊的話，可以

搭計程車，從 35 泰銖起跳，你沒有

看錯，就是 35 泰銖，兩公里後開始

跳表，旅人最好在上車前，先跟司機談好收費方式和地點，不然很容



 

 

易被敲詐，某個泰國計程車司機就跟我

說，攔到好的計程車有個技巧，一定要看

車子本身新不新，新車司機通常都會說英

文，如果是從旅館出發的話，可以請櫃台

叫車，也比較不會遇到亂喊價、繞路的司

機；嘟嘟車，強烈建議到鄉下再搭，曼谷

的交通廢棄令人不敢恭維，嘟嘟車都是用

喊價的方式，算起來跟計程車差不多；計程摩托車，常見於碼頭，乘

客大多是當地人和歐美人士，也是用喊

價，想要體驗馳乘在泰國街頭，可以試

試；水上公車，航行於昭披耶河上，起點

在 BTS saphan taksin 站，船上有船家小

姐會跟你收錢，曼谷的大景點，坐船都可

以到，像是大皇宮、玉佛寺和中國城…

等； BTS 和 MRT 是省時的交通工具，但

價格相較之下也比較高，搭 BTS 可以到曼

谷最熱鬧的 SIAM 商圈，有名的四面佛也

是在

這

兒，搭 MRT 則可以到恰圖洽假日

市集，這兩個捷運系統就是帶旅

人去揮灑金錢。 

右圖：泰國必備公共建設，王室玉照 



 

 

從曼谷到其他城市的交通方式，有火

車、飛機、長途客運、計程車和 VAN

小巴士，想省錢的旅人可以坐客運或火

車，選夜班車就能夠省下一晚的住宿

費，也能體會在台灣感受不到的長途車

程，火車可以上網先在台灣買，其他都

是到當地才能購買，強烈的建議大家不

要搭考山路上旅行社的小巴，會被當冤

大頭；

計程車很貴，但是很舒適，受騙上當的機會可以有，

但不要多。 

 

這回十五天的

旅程，我的行

程曼谷市區→

安帕瓦水上市

場→大城→清邁→曼谷恰圖洽市場→台灣，這

個行程的安排需要注意的就是，回到曼谷恰圖

洽市場那天，必須是假日，因為市場那天才會

全部都開店，把恰圖洽排在最後的好處就是，

可以把剩下的泰銖全花光，把戰利品一次打

包，這趟買下來，我認為清邁和恰圖洽最好買，旅遊書上常介紹的水門市場，則是適

合跑單幫的旅人，因為單買不便宜，就像是台灣的五分埔那樣，如果想買一些紀念

品，可以到中國城去找，也比較便宜。 

泰國觀光局網站 http://www.tattpe.org.tw/Main/Main.aspx 

SuperRich http://www.superrich1965.com/ 

泰國鐵路局訂票系統 http://www.thairailticket.com/esrt/Default.aspx 

大城車站 

華侖蓬車站 

中國城 

http://www.tattpe.org.tw/Main/Main.aspx
http://www.superrich1965.com/
http://www.thairailticket.com/esrt/Default.aspx


 

 

        一到曼谷的時

候，其實很不習慣，因

為她就像是個更擁擠的

台北市，對於大部分的

時間都在慢城花蓮的人

而言，衝擊滿大的，但幸好這回去泰國住的第一

個民宿 LAMPHU HOUSE 很舒服，加上還有之前

在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學中文的泰國朋友陪伴

前幾天的旅程，讓四個”半花蓮人”舒緩些，建議

要去泰國玩的宜花東旅人，可以先到清邁遊玩，兩

座城市的感覺還滿類似的，而且路人都好親切，還

有慈濟功德會的連絡處，裡面有會說中文的人，有

問題可以過去看看。 

KFC 有賣飯：對於印尼同學和泰國朋友而言，很平常，

所以他們來台灣吃 KFC 的時候，會自己買飯過去配，還

有辣椒醬，忽然覺得台灣的相形失色。 

考山路的另一頭，民宿區 

慈濟聯絡處的工讀生開源 

暹羅博物館 
背包客區，到了晚上行動餐車和酒

吧充斥在街頭，獨特的風貌，是泰

國內外電影的愛用場景，這趟旅程

也有遇到，可惜不知演員。 

暹羅博物館是電影初戀那件小事的場景之一。 



 

 

      在泰國，可以在許多建築物

的前面看到小房子或是神像，這

其實是因為泰國人非常的虔誠，

相信供奉好的神明或鬼魂，可以

保護居家安全跟公司生意，透天

厝門前有一個小房子，高樓大廈

則是會請神明坐鎮，其實位於

BTS Chit Lom 站附近的超有名

四面佛也是為了安定一旁飯店而

來的，可以看到各地遊客或是當

地人來許願還願，拜拜完，還可

以直接到隔壁逛街，切記在泰國許願都一定要還願，否則招來不幸。 

 

       由於這幾年泰國政局動

盪不安，曼谷的 MRT 系統和

百貨公司都會設安檢門，要

防堵有恐怖分子帶炸彈入

內，一想到還是覺得挺危險

的，不過 BTS 空鐵系統就沒

有安檢設施，其實還滿不合

邏輯的，BTS Sala Daeng 站

是一個做色情交易社會觀察

非常好的地方，這站的下方就是泰國有名的紅燈區加仿冒品夜市

PATPONG 帕蓬夜市，在這裡買東西非常不划算，可以直接無視，除

非你想要買仿冒品，這裡吸引遊客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兩旁的 GOGO 

BAR，會有一堆皮條客拿著充滿裸照的版子招攬，內容百百種，有

保戶房屋的小房



 

 

SM、人妖、gogo boys and girls…等，可以去開開眼界，但就要抱著

可能會被匡錢的心理準備，而從空鐵站上，可看見一旁的大廈門口，

有一排女子等著被帶上樓，但其實這都沒有我在新加坡紅燈區看到的

精彩，一些廉價套裝旅遊都會被安排住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當時我們

住的地方是「芽籠」，我在我的房間窗戶就可以看到對面有一些交易

正在進行，是個晚上出去，一定要有好幾個人陪伴的地方，路邊的攤

販都是在賣情趣玩具和壯陽藥，走在路上，一定會有男子給你注目

禮，這種旅遊經驗真

的是一種對自己的磨

練呀！ 

 

  大城 Ayutthaya 

是泰國的第二個首都(第

一個是素可泰)，位於曼

谷北部，從曼谷華倫蓬車

站只需一個小時半，境內

佛寺林立，而大城的觀光

重點也正是佛寺，出了曼

谷後，可以發現民宿區的

周圍都有租借腳踏車或摩托車的服務，在泰國的鄉間用腳或騎車的方式，最能發現她

的美，在民宿裡，都會提供許多自費的旅遊套裝服務，我們選擇一個遊河的行程，大

城的河和曼谷的河是同一條昭披耶河，河岸邊是歷史悠久的佛寺、餐廳和以水而居的

民宅，當時，我們已得知連日大雨使南北向部分的鐵路被破壞，正在搶修，做船時可

看見河水已漲至地面一樓，等我們回到台灣的時候，水就淹進大城了，泰國友人直說

我們很幸運，但我們心繫的是一路上幫助我們的泰國居民。大城是泰國具神祕色彩的

地方之一，在我們去之前，一個澳洲認識的泰國大哥不斷叮嚀我們說，到大城不要拍

照，因為有可能會招惹到一些看不見的朋友，結果我很玄地就在大城發了高

燒，所幸隔天離開大城時就退燒了，有時候真的是寧可信其有，不可



 

 

在這尊臥佛旁，可看見非常有趣的情形，賣花的人兜售遊客鮮花和

香，等到旅客坐上遊覽車後，立刻跑去供台上撿回來，賣給下一批旅

客，由於攬不到雙條，索性就在這兒做社會觀察。 

亞洲最大戶外臥佛 

闔眼的佛頭， 

雖不能直接給予金錢， 

就用信眾的誠心 

來維持賣花者的生活和家計。 



 

 

在大城常見的公雞，一開始我們是在一間餐廳外看見這種公雞造型，

以為是雞飯專賣店，於是就走進去，打開菜單根本沒有雞飯，覺得很

奇怪，之後看完臥佛後，坐嘟嘟車回民宿的時候，又看見一些公雞，

問了司機之後，才知道某一個王朝的國王認為公雞是驕勇善戰的代

表，所以公雞在大城是一種吉祥物的象徵。 

 

大城街頭上的四面佛，應是為 

保護後方的市場而建，現已成 

為一旁彩券攤販的財神爺。 

 

 

                                                              隨處可見的餐車，腸胃不夠健壯的 

                                                              請不要嘗試。 



 

 

   Amphawa 安帕瓦

水上市場，非常值得

一去的地方，至今令

我回味無窮，那水上

景色，無論什麼時候

都美，是下午開始的

水上市場，丹嫩莎朵

水上市場在另外一邊

是早市，也是最火紅

的水上市場。 

安帕瓦水上市場湄公河岸，兩旁林立店家和民宿，如果時間允許，強

烈建議可在當地留宿一宿，晚上可以坐船看螢火蟲，才五十泰銖，而

且可以從民宿直接上船，早點起床，還可以看到僧侶划船化緣，清晨

的薄霧讓這一切看起來更加莊嚴，泰國民宿不提供早餐，但是你可以

坐在河岸旁等船家來賣食物，美味又便宜，雖然份量不多，但二十五

泰銖一定吃得飽，我們住的民宿漫湄阿隆民宿 BAN MAE AROM 

HOMESTAY 的老闆會說中文，只要 CHECKIN 的時候，先跟老闆預約

單車半日遊，就可以帶你遊

附近的景點 。 

不過當時老闆已經被其他台

灣人約走，所以我們是跟不

會說英文和中文的老闆兒子

一起出去，到非英語系國家

遊玩的時候，偶爾看見英文



 

 

或是聽見英文時，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而安

帕瓦這裡似乎是暹羅貓產地，因為有一座暹羅

貓博物館，然後有廟是一定的，這裡有名的是

樹中廟，以這座廟為中心旁邊有一座姑娘廟、

拳擊學校和待建中的鄭王廟，我和三個友人還

集資捐了一篇瓦片，在泰國的廟很常見一種錢

樹，差滿一根一根黏著鈔票的細竹，是用來求

財的，一旁也一定會有賣彩券的攤販，就像是

台灣求財靈驗的廟周圍一樣，不過泰國人好像

真的很風靡求財，我想這也應該是因為他們的工資很低的原故，一個

現在嫁去泰國的姐姐說，泰國人大多領的是日薪，一天下來平均是兩

百泰銖，所以泰國的物價那麼便宜也不是沒有道理，不便宜的話，人

活得下去嗎？這裡另一個有名的景點是美功鐵道市集，就在安帕瓦的

公車總站旁，這個公車總站有許多 mini van 來往曼谷和安帕瓦，要看

這個市集，可以一抵達就過去看，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火車從攤販間

穿越，一想到有許多人必須以此維生，便覺得台灣人真是幸福，也想

起剛剛又多花了冤枉錢，從 BTS Victory Monument 站坐 VAN 過去，

一人只要七十泰銖，而我們因為一開

始跟了個長居國外的泰國小開玩樂，

所以養成什麼都靠計程車的壞習慣，

一人花了四百泰銖坐去安帕瓦，回程

跟其他台灣旅人擠小巴回來，付錢的

時候，都感到心在淌血，那三百三十

泰銖，我可以多買一些紀念品啊！ 



 

 

 

無。  

信其

  

  



 

 

 

 

 

 

 

 

 

 

填填看。 

 



 

  



 

  



 

  

左:馬來西亞檳城小印度的飾品店，玲郎滿幕的飾品，非常適合買

一堆送朋友。上：檳城古蹟區的阿嬤牌手工製香。左下：韓國首

爾塔，想要抵達需要登階能力。中上：馬來西亞吉隆坡室內遊樂

園，地基應該打得很穩。中下：馬國霹靂省蘇丹藝廊。 

右上：馬國金馬崙高原，蔬果產地。右下：泰合艾市集。 



 

  

至今仍懷疑自己是否非法

進入，坐船從河邊爬牆進

廟，跟拍電影一樣。 

相 

聚 

時 

刻 

左上：泰大城柴瓦塔那蘭寺 ，船

家老闆讓我們踩沙包翻牆，有古

墓奇兵的刺激感。 

右上：馬六甲教堂前的黃包車，

為增加座乘率，都會把車裝飾得

很像靈堂。 

右：馬國榴槤配水初體驗，把水

倒在榴槤殼上喝進去，可平衡榴

槤的燥氣。 

右下：韓國景福宮，必留念 

右下：馬來村之茜姐護衛隊。 



 

  

沙特：人們被自己和別人的故事所圍繞。 

我：創造自己的故事‧ 

以上這些照片，都是我所去過的地

方，不是其他人去過的地方，每個地

方因為不同的人去走，而有不同的經

歷，不放上圖說，是因為這些是我的

經驗，對於旅人們也是，這些空白要

等待旅人親身去走過，再將其填上，在上述寫了這麼多，就是為

了分享我第一次自助旅行的勇氣給大家，在雪梨遇見台灣遊客的

時候，他們直呼我好勇敢，但我相信旅人們也有這樣的勇氣，準

備踏出去的那一步很難，踩下去的那一步也很難，但等你走上，

越過摩擦力後，你只會越走越順，甚至會跑起來，不妨試著籌備

一趟旅行吧！這趟旅行絕對不只是玩樂而已，她即將成為你身體

的一部分，讓你變成更好的人，在旅途當中，不只能發現世界的

不同，更能夠看到目前為止的生活記憶，珍惜且去探索，你擁有

和即將擁有的一切，不要忘了愛自己。 

樸類，說的正是我們，平凡普通的人類，但我們卻可以讓生活不

平凡，去 PLAY 生活吧！生活裡總有無限可能和小驚喜等著你。 

右圖的照片皆是拍攝於我的故鄉 ─ 台中，最美的旅程不一定千里

迢迢，請留意身邊的人事物，與旅人們共勉之。 



 

  

台中新社 

台中火車站前宮原眼科 

來自家鄉台中的美景 



 

 

感謝一路上陪伴的你們。 

我的家人： 

張尊賢、林艾春、張佳琦、張筱雯 

我的朋友： 

Bianca、鍾佳耘、蔡珮斳、盧又安

蘇子茜、林佳樺、郭謹仁及郭家人

李佳蓉、陳亭儒、李開賢。 

讓我有動力繼續走下去。 



 

 

 

 

Let’s self trave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