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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赴泰国帕塔亚的中国游客注意安全 

   帕塔亚（PATTAYA）是泰国著名的旅游城市。2014 年，到访中国游客达 150 万，涉中

国公民人身意外、财产损失等安全事件频发。为减少意外，防患于未然，AA 华助提醒如下： 

  一、重点防范抢盗伤人案 

  根据当地警方统计分析，发生抢盗的高危地段有 3 处：①北帕塔亚第 12 巷、16 巷、18
巷的巷口路边（游客清晨等待旅游大巴区域）；②南帕塔亚步行街；③帕塔亚海滩（下午 2
点至次日凌晨 3 点）。 

  请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必要防范。乘车、游泳时看管好随身物品，尽量用背包，不用手

提包，尽量避免夜行，不在偏僻黑暗人少处逗留。如遇抢劫，先确保人身安全，后尽快报警，

告知警方事发地点和时间、对方长相穿着，摩托车牌、品牌、颜色等信息。报警速度越快，

破案率越高。 

  二、摩托艇刮蹭被不良商家高价敲诈 

  帕塔亚海边有多家商店提供海上摩托艇租驾服务。租艇前，务必做好以下几点：①向商

家询问摩托艇是否已投保，保险是否仍有效，如发生碰撞，保险公司和个人赔偿比例；②认

真检查摩托艇是否有旧伤，拍照留证；③认真阅读租艇合同后签字；④归还摩托艇时，当面

交接清楚，拍照留证。 

  如发生摩托艇刮蹭，请按照合同、保险条款给予合理赔偿。如遇不良商家敲诈，协商不

成，可直接报警，由警方协助调解。请保持冷静，切忌骂人动粗，或因为害怕私下解决，避

免赔偿超出合理数额。 

  三、坐船安全 

  请选择正规旅游、船务公司游船出海。事先了解是否有旅游意外保险及理赔范围。如天

气恶劣，风高浪大，应取消行程。在船上应服从工作人员安排，穿好救生衣，抓牢把手，防

止颠簸意外受伤。 

  四、了解景点警力配置 

  步行街：海鸥餐厅（NANG NUAN，又音译喃暖餐厅）是巡警和旅游警察的现场办公地

点。晚 9 点至次日早 6 点，警察定期巡逻。 

海滩：为便于识别，海滩巡警身着橙色制服，逢周六骑马巡逻，警亭设在第 9 巷口。如



遇敲诈、抢劫、偷窃，可随时报警。 

提醒赴日本的中国游客切勿随意拍照 

日前，国内一名赴日旅游公民路过一所小学时，因见穿制服的日本小学生可爱而随手拍

照,不料却被老师制止,并以侵犯隐私权和肖像权为由要求删除照片。双方争执不下,老师随即报

警，最后在警察协调下，游客删除照片，耐心解释,方才了结。为避免在日旅游、工作、生活

期间引起不必要麻烦，在此提醒： 

  一、未经当事人同意不随意拍摄他人。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及一部分市、町、村都制定有

“防骚扰行为条例”，骚扰行为主要包括：强行推销、偷窥、偷拍等。所谓偷拍，是指无正当理

由，对他人身体全部或某部进行拍照，或将镜头朝向对方，从而使人感到羞耻或不安的行为。

因此只要被拍的人感到不安，就可以报警。即使只用相机、手机镜头对着他人，并没有按下

快门也可能被视作偷拍。 

  二、日本有很多公共场所都禁止拍照。日本的许多公共场所，如：剧场、电影院、美术

馆、展览馆、图书馆、温泉及混浴浴场、部分商店和餐厅等，一般都设有禁止拍摄的标志，

如该场所没有明示能否拍摄，最好向导游或工作人员确认可否拍摄。 

  AA 华助在此提醒赴日本的中国游客做到入乡随俗，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注意不可随意拍

照，以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 

提醒在新西兰的中国游客注意当地天气变化 

因热带风暴“帕姆”，新西兰民防部门 15 日发出预警，要求新西兰北岛部分地区居民储备

至少 3 天的日常物资，做好防御大雨、洪水及电力故障的准备。 

根据预计，热带风暴“帕姆”将主要袭击新西兰北岛北部和东部地区。位于北岛北部的新西

兰最大城市奥克兰 15 日晚至 16 日晨最大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 130 公里。 

新西兰“气象观察”网站分析师菲利普·邓肯表示，“帕姆”将是南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经历最

严重的风暴之一，在瓦努阿图，风暴带来最高每小时 340 公里风速，并造成当地大量人员死

伤。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民防部门也已要求民众 15 日晚尽可能待在家中，地势较低的民宅

应做好抵御洪水的准备。另外，城市电力供应也可能受到“帕姆”影响。 

     特此 AA 华助提醒在新西兰的中国游客请关注当地天气变化，以便做好相应的准备，避

免不要的麻烦与损失。 

提醒赴斐济及在当地的中国游客关注暴雨警报 

   03 月 12 日，当地气象局发布暴雨警报称，5 级超强热带气旋“帕姆”即将影响斐济，伴之

而来的是暴雨、强风，还可能引发洪水等灾害。 

  鉴此，AA 华助提醒赴斐济及在当地的的中国游客： 

  一、 注意人身安全，勿在地势低洼处居住或滞留，在家中储备适量的饮用水和食物。 

  二、 为避免或减少财产损失，建议将地势低洼地带商铺及住房的物品向地势高处或安全

地带转移。 

  三、 暂停捕鱼等作业和海上娱乐项目。 

  四、 做好断水、断电等应急准备。 

http://country.huanqiu.com/vanuatu�


  五、 保持高度警惕，关注气象信息。 

  六、 提倡互帮互助，共同抵御灾害性天气。 

世界多处景点已禁止使用“自拍杆” 

近日，法国一座宫殿和英国一家博物馆都禁止游客使用自拍杆，使得采取这一举措的全

球旅游景点名单越来越长。 

自拍杆是用来提升自拍效果的，但批评者称使用自拍杆令人反感，并且可能带来危险。

最近，巴黎周边的凡尔赛宫和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官员宣布禁止游客使用自拍杆，以保护

艺术作品以及其他游客。 

AA 华助提醒广大中国游客，全球已有多个旅游景点限制或禁止使用自拍杆： 

法国 

卢浮宫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博物馆并没有像凡尔赛宫一样禁止自拍杆。蓬皮杜艺术中心博物馆

是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其外部多彩的电子管装饰和支架使其看起来像是一座内饰外用的建

筑。据《世界报》报道，该博物馆正在研究如何处理自拍杆的问题。 

奥赛美术馆藏有印象派的艺术作品，不仅禁止使用自拍杆，他们连拍照都禁止了。 

意大利 

上个月罗马的斗兽场禁止了自拍杆，以保护展品和游客安全，该斗兽场拥有 2000 余年历史，

每天接待游客约 1.6 万人次。 

“几百根自拍杆不断晃动很可能无意间造成危险。”罗马斗兽场的发言人 Christiano Brughitta
说道。 

上周有两名美国游客因将名字刻在斗兽场的墙上并使用自拍杆合影被逮捕。 

美国 

上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禁止了自拍杆。他们仍然允许摄影和摄像，但禁止使用自拍杆、

三脚架和单脚架。史密森尼博物馆的官员称这项举措是为了保护游客和博物馆的展品。 

芝加哥艺术学院、底特律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都禁止了自拍杆。 

奥地利 

维也纳的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禁止了自拍杆，该博物馆的发言人 Sarah Wulbrandt 称游客进门

之前必须上交自拍杆。 

英国 

除了国家美术馆之外，一些英国足球俱乐部也禁止在赛场中使用自拍杆。 

毗邻国家美术馆的国家肖像美术馆称允许使用自拍杆，但“任何可能造成破坏的设备将会被审

查”。大英博物馆“正在研究”其自拍杆政策。 

Assist Alert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China Assist at the number on your membership card, or via 
e-mail at aachina@vipchinaassist.com. 
如需更多信息，请通过会员卡上的电话号码联系Assist America华助，也可通过电子邮

件aachina@vipchinaass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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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trip information: China Assist members can view pre-trip information on the China Assist 
website, www.chinaassist.com. Log in using your China Assist reference number. 
旅行前信息：Assist America华助会员可以登录Assist America华助服务网站www.chinaassist.com，查询旅行

前信息。请使用Assist America华助客户号码登录。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China Assist? Please visit us at www.chinaassist.com. Tell a fellow 
traveler about the newsletter and show them how to subscribe online! Interested in having your organization 
becoming a member of China Assist? Please e-mail us at sales@vipchinaassist.com. 
有兴趣了解有关Assist America华助服务的更多信息吗？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chinaassist.com。请向同行

游客讲述我们的时事通信，并向其演示如何进行网上订阅！有兴趣让您的组织成为Assist America华助服务成员

吗？请发送电子邮件到sales@vipchinaassist.com。

The content of this edition of Assist Alert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r personal observations. If you are planning travel, or are traveling in or proximate to the 
locations identified in this newsletter,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China Assis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lert 版本的内容仅供参考，并不能取代进一步的调查或个人意见。如果您正计划去旅行，或正在新闻通讯所确

认的位置旅游或在其附近旅游，希望您能与 Assist America 华助联系，以获取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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