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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新加坡最棒的体验

   

1、购物季打折大血拼

        新加坡与香港一样，每年都有固定的购物季，届时全国所有商品均有很大折扣，

从日用百货到名牌饰品无一不热卖，被称为“新加坡热卖会”。这样的活动每年两次。第一次是

从5月至7月，为期三个月之久，各大世界名牌最低至3折，对于来此旅行的人来说，不可谓不惊喜

。第二次是圣诞节期间，一般也会有半个月至一个月的热卖会。据说，很多新加坡人都在这两个

时间段屯满一年的吃穿用度，举国血拼。加入这一行列，体验一下异国挥汗血拼的快乐吧！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经过这两年的改造，著名的乌节路变得更吸引人，数十家商场各具特色。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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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年轻时尚，可以选择去乌节路购物中心看看设计师最新锐的设计；如果你偏爱大牌，那么新贵

商场ION、老牌经典百丽宫、诗家董都不能错过。而威士马、义安城等走平价路线的商场，货品

海量，还有各色美食、娱乐项目，个个都让人流连忘返。

        除了乌节路，最有逛头的还属新加坡具有多民族特色的街区。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小印度 （Little India）和牛车水（ChinaTown）是理想之选。在这里，能觅得

各式民族特产、珠宝、纺织品、古董。在甘榜格南体验中东文化，在小印度体验正宗印度集市，

在荷兰村的艺术氛围中逗留，都是在其他地方旅行得不到的独特体验。

        旅人提示：1）热卖会期间，许多商场都会延长营业时间。

2）新加坡市内购物比樟宜机场免税店多了7%的消费税，购物满100新元，就可以到机场办理退税

，但退税的时候需要扣去部分的手续费，所以整体还是在机场便宜，虽然在市内会有一些赠品。

樟宜机场的香烟是名副其实的便宜啊。

   

2、特色SPA，身体与自然的亲近

(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新加坡拥有许多不同特色的Spa场所，它们大多注重户外的情趣，融入了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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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美与静。如果要体验药草及鲜花带来的芳香，不妨试一下新加坡第一座花园式水疗中心Aram

sa Garden Spa；如要感受清凉海水给予的滋润，Changi Village Hotel 9楼屋顶的Spa馆是最佳的选择

，经过高科技提炼的海泥、海藻等极富矿物质的海水精华使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愉悦，其间诱惑，

难以抵挡。

亚兰萨（Aramsa）水疗中心

电话: (65)62276334

亚兰萨水疗中心隐于绿荫青葱的碧山公园之中，环境幽谧。除了花园般的水疗环境，所有芳疗都

采用来自大地和海洋的植物萃取精华。更可以在花园的自然环境中做瑜珈，普拉提及其他自然运

动。而在饮食方面，中心设有室内和花园露天的健康天然食品。

The Retreat Spa & Thalasso Centre @ Changi Village Hotel

在The Retreat Spa & Thalasso Centre

的宽阔治疗室做Spa，能眺望平静的碧蓝海洋，欣赏宁静的翠绿园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地址：1 Netheravon Road #01-03A，Changi Village Hotel Singapore 508502

电话：(65) 6738 0080

传真：(65) 6734 0083

电邮：bookings@theretreat.com.sg

网址： www.theretreat.com.sg

   

3、逛逛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

          牛车水（Chinatown），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城。牛车水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

农历新年。整个地区张灯结彩，各种小店、杂铺都装修一新，还有不少节日商品和风味小吃。无

论是舞狮花灯，还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新加坡更加让人想起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

        这个充满东方气息的唐人街，传统的药材店、商店和艺术坊林立。药材店里卖的

是紫草、菊花、当归、人参还有特制的中药。你还会看到这里的居民在屋前晒海参；小贩蹲坐在

红毛丹、榴莲、山竹和其他水果旁边，等着客人的青睐；算命先生坐在桌子旁等着欲知未来的人

询问天机；小贩在叫卖着热腾腾的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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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这里还有布质柔软的绣花袍子、金银饰物、古董陶器和精致的手工艺品，都以合

理的价格出售。另一边，现代化的百货公司充塞了位于牛车水区内的史密斯路、新桥路、桥南路

等。牛车水著名的购物中心如珍珠坊、新加坡手工艺术坊和ChinatownComplex都是游客逛唐人街

及购物的地方。记得要砍价!牛车水旁边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小区也值得一游。这里有众

多的餐馆、酒吧、艺术画廊和纪念品商店。而牛车水的史密斯街（Smith Street）是一条露天美食

街，在这里可找到最美味的本地小食。这里的炒粿条、萝卜糕、Rojak（沾甜浆及碎花生的沙粒）

等地道小食都很好吃。摊位大多从早上11:00开至晚上11:00，价格非常便宜。

交通

地铁： EW线欧南园站（Outram Park），车站编号EW16；丹戎巴葛站（Tanj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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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ar），车站编号EW15；NE线牛车水站（Chinatown），车站编号NE4。

   

4、神奇印度风情——小印度

         小印度区位在中国城(牛车水)的东北边，离地铁站较远，交通不如其它地区方

便。居民多是公元1820年时由南印度迁来的，百余年以来一直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可说是新加

坡民族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区域。拜神的鲜艳花串、穿着沙丽(Sari)婀娜多姿的身影、各色香料的扑

鼻香味、以及特殊的印度音乐，构成了小印度区独特的面貌。

         小印度极具印度风情，街边林立着沙丽布店、饰品店、杂货店和饮食店，音像

制品店播放的都是节奏欢快的印度音乐，边听边逛的片刻游离，会让你有种完全置身印度，而非

新加坡的感觉。

         一进入小印度（Little India），一股浓烈的辣椒气味就会扑面而来。商店里陈列

着银器、铜器、具有民族特色的珠宝、茉莉花环和丝制沙丽。如果运气好的话，你还可能碰到印

度的算命先生，玩蛇的街头流浪汉，各种有趣的东西等着您去探索。在屠妖节（Deepavali），即

兴都教光节（Hindu Festival of Lights），小印度（Little India）装点成金碧辉煌的神话世界，到处是

前来购物的人们。在小印度区内，大到实龙冈路上的竹脚市场，小至街头小铺，均挤满各种吸引

人的货品。这里你可以发现某古董商的架上放置着西藏鼻烟壶，或轻如柳絮的喀什米尔上等丝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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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空气中充满印度香料的神秘香味和花环所散发的茉莉花香。金碧辉煌的印度餐

厅则供应五花八门的佳肴，有美味可口的素食和辛辣够劲的咖哩大餐，令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墙壁上有很多印度风格的装饰画。走到街上，看到很多人都穿着印度传统服装，女的无论胖瘦

老少都穿美丽的沙丽，男的穿着则很现代，头上顶着那种布缠成帽子的人看来只有在电影里去找

了。

         在色拉根路(Seragoon Rd.)上，你可以让你的鼻子带路，这里到处都是印度香料

及料理的香味。如果你想买一双印度凉鞋或草鞋、或一份新近的今日印度(Indian

Today)报纸、或印度电影快讯(Indian Movies

News)、印度音乐带、或一张你喜欢的印度神祗肖像，来这里就对了。

         每年11月的屠妖节是印度教最重要的一个节庆，小印度区摊贩云集、热闹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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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这里的观光客也很多，除了一探印度教兴都庙的神秘，还能品尝道地的印度料理：像是「

蕉叶阿波罗餐厅」的名菜咖哩鱼头，「Delhi Restaurant」的北印度菜，或者印度快餐店也很受观光

客和年轻人欢迎，跑马路及实龙岗路上都有不同的选择。最好能安排一整个早上或下午，搭地铁

到「Bugis」站，再沿实龙岗路北向慢慢步行参观。

旅人提示：

如果你想拍照，记得一定想要征得人家的同意，尤其是那些沙丽布店。很多布的花纹设计，都是

店家的“科研结果”，如果要拍的话，记得不要过于拍摄细节，免得被人误会为“敌方”的“商

业间谍”。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小印度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

          实龙岗路是小印度最热闹的主干街道，两旁聚集了各式商家，包括沙丽店、

金饰店、干货店、香料铺及小吃馆。尤其每走几步就会出现一家金饰店，可见印度人对黄金的喜

爱程度，有趣的是，这些金饰店的老板多数是中国人。

         在印度传统上，金匠是很受人敬重的职业，必须具备精湛的手艺，才能打造出

细致完美的金饰。印度男性习惯佩带镶有9颗宝石的方形戒指，代表9大行星，而女性则偏爱配戴

顺时针图案的耳环，因为在印度教来说，都是好运的象征。

阿都卡夫清真寺（Abdul Gaffoor Mos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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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于1910年的阿都卡夫清真寺，宛如小印度内的绿洲，僻静的坐落地点和树林

茂盛的中庭花园，均使人心灵为之舒畅。这个教堂的圆顶，跟阿拉丁里面的宫殿顶差不多。教堂

也需要脱鞋，而且男女有不同的路径进去。在祈祷区旁有一幅详述回教众先知源远流长的教谱。

印度香料研磨店（Spice Grinder）

         营业时间：9：00─18：30，每周一公休

从Dunlop Street绕行Upper Dickson Road，再度走到实龙岗路，印度音乐CD专卖店、杂货铺、书报

摊、沙丽店等鳞次栉比，穿过整条走廊，好不热闹。到了交叉口，右转Cuff Road，一阵奇特的香

料味扑鼻，在马路右侧可发现一家鲜黄色店屋，店内卖的是印度传统研磨香料，在全新加坡硕果

仅存。历经几代传承，这个印度家庭始终遵循祖先留下来的古老秘方，纯手工操作，研磨混合出

各种香料，还可根据客人的需求做调配。

他们相信，唯有使用当天磨制的香料，才能引出食材的美味。

         逛累了，不妨在邻近找家小餐馆，歇个脚，品尝印度薄饼，或喝杯拉茶。

        

特别推荐：

小印度的咖哩鱼头不可不试，简直可以用平靓正来形容，价钱比其它地方更便宜。在其他地方大

约是新币18-25元，在这儿10元就可以了！

         乘车路线：往乌节路（Orchard Road）乘新巴64号、

65号或111号公共汽车到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

   

5、在新加坡最大水上公园清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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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新加坡最大的主题公园Wild Wild Wet是夏天寻找清凉，水上狂欢的绝佳去处。无

论是高速冲浪设施、木筏道还是波浪池，都能让你释放激情，驾驭波浪。玩累了，还能在泡泡池

里面稍事休息，或者干脆找个救生圈，把自己抛在里面，随波逐流，在环绕公园的Shiok河中漂流

。另外，在公园空中骑一骑双人高价车，看着脚下公园中游客和浪花、尖叫交叠，也别有一番乐

趣。

开放时间：星期一、星期三到星期五下午 1点到晚上7点；星期六、星期天和公共假日上午

10点到晚上7点

网站：http://www.wildwildwet.com

门票：成人票 $15.50；儿童票（3 至 12 岁） $10.50；家庭套票 （2 位成人和 2 位儿童） $42.00

地址：Downtown East 1 Pasir Ris Close Singapore 519599

电话：(65) 6581 9112 or (65) 6581 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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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夜间动物园体会神奇的Night Safari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新加坡的动物园闻名于世，以其热带雨林风情著称。这座城市不但拥有一流的日

间动物园，更是首开全世界开办夜间动物园的先河。准备好一场猎奇和惊险热带雨林之旅吧，在

夜间与猛兽狮虎豹，或可爱的大象、长颈鹿亲密接触。一个篱笆的距离，让你心跳又大笑。

旅人提醒：逛夜间动物园请记住不要使用相机闪光灯，以免伤害动物视力。此外，须准备防蚊水

。

   

7、新加坡的“世外桃源”——圣陶沙

圣淘沙被喻为是新加坡的“世外桃源”，来到这里你会感受到连在此工作都是一种乐趣。西罗索

海滩（Siloso Beach ）、 中央海滩（Central Beach）和丹戎海滩（Tanjong Beach）为喜欢阳光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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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提供了多种海上运动，有脚踏船、水上踏车、划船、冲浪和划香蕉船。最令人兴奋的是一不小

心就会碰到只穿着小泳裤的PPMM！

这里可以观赏长尾猕猴采集椰子。在动感电影院（Cinemania）中尽享欢乐与刺激。占地2公顷的T

embusu树林到处都是美丽的Tembusu树和麦克阿瑟棕榈树。登上37米高的鱼尾狮，岛上风光一览

无遗。通过竖立着奇形怪状石头雕塑的道路，走进以土著村落为主题的消失文明世界(Lost

Civilisation)，仿佛置身于一个久远的文明。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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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加坡概况

        过去，曾有些人戏称新加坡为“小红点”，而如今她的国际地位早今非昔比。新

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居住环境，高楼林立，花园密布，是名副其实的喧闹繁华的国际都市。您会

发现她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特点：文化交融无处不在，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除了生机

勃勃的多元文化，新加坡还有很多特色有待探究。国际化是它最显著的特征和迷人之处，这要归

功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从古至今的商贸往来。

        新加坡政体为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新加坡无地方政府，行政上是一个统一

的城市国家，国家政治稳定。 

(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1、地理：弹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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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岛国，由一个本岛和60个小岛组成。它的气温变化不大，降雨

量充足，利于动植物繁衍，体现了热带岛屿的特征。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之

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商业、运输、通讯、旅游中心。它位于赤道以

北 136.8公里，东经 103°36&acute;至东经 104°25&acute;，北纬 1°09&acute；至

1°29&acute；之间。

新加坡本岛由东到西约42公里，由南到北约23公里，包括所有大小岛屿在内，总面积为 682.7平方

公里。本岛以外的其余岛屿，较大的有德光岛（24.4平方公里），乌敏岛（10.2平方公里）和圣淘

沙岛（3.5平方公里）。整个国家加起来不过与北京市城区五环内面积相当。

新加坡通过两条堤道与马来西亚相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Riau）群岛的主岛仅有一水之隔。

从泰国或菲律宾只须经过短途飞行即可抵达新加坡。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进出东南亚的门户，是

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一。

   

2、宗教：多民族共存，不设国教

        新加坡的多民族决定了其宗教也多种多样。新加坡的宗教建筑各式各样，有伊斯

兰教清真寺尖塔、哥特式教堂尖顶、带有神秘神像的印度教寺庙以及中国寺庙。新加坡的主要宗

教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以及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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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佛教与道教

早期的华人移民，如同其他种族的移民一样，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习俗。不同籍贯的华人，

各自兴建庙宇，让善男信女参拜。其中有一些庙宇，已成为国家古迹，如天福官、双林寺和凤山

寺等。在新加坡；华人所信奉的佛教，是与道教和儒家学说混成一体；其范畴涉及信仰、习俗和

体制。绝大多数的佛教徒属于大乘（Mahayana）学派，其次是南北传（Theravada）、金刚乘（Va

jrayana）和其他学派。不同的学派，经由新加坡佛教总会、新加坡僧伽联合会，和世界佛教联谊

会新加坡分会联合主办的宗教、文化、教育与社会福利计划等活动，有更密切的接触与合作。

印度教 

前来新加坡的印度人，也把他们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新加坡。他们早期的宗教事迹，是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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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不同地区兴建印度庙，其中大部分是以南印度的风格为主。在新加坡约有24间主要的印度庙

，其中在桥南路的马里安吴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和在实龙岗路的实里尼维沙伯鲁玛印度庙（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已被列为国家古迹。

基督教

天主教堂

在新加坡的天主教教堂历史，可以追溯到1819年莱佛士发现新加坡的日子。在1821年，一名过境

的传教士通过宣教吸收了12名天主教徒。到了1829年，天主教徒的人数增至200名。天主教社群稳

健成长并开办了数门学校。早在1832年，就开办了第一间男校，这间学校后来成为著名的圣约瑟

书院。圣约瑟书院建于 1852年，由拉萨尔修士生理。两年后，修公会在维多利亚街开办了一所女

子小学——圣婴女校。现在共有3O间天主教教堂。

基督教教会

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4个月，他把一块土地赠送给伦敦宣教会。5个月后，第一位传教士抵达新

加坡。在最初的数十年里，一些不同的团体，对新加坡的基督教教会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它们

包括西方商人族群、马六甲的海峡华人族群、海外传教士，以及印度与中国的基督徒移民。神学

院与圣经学院也随着成立。 

锡克教徒

新加坡共有16个注册的锡克教和锡克社团组织；以及7间锡克庙。锡克人成立的锡克人咨询委员会

；专门向政府提供有关锡克教与习俗，以双锡克社区一般福利的意见。

其他宗教

新加坡推行宗教自由与宽容，各种宗教信仰追随者都可在这里立足。犹太教在新加坡有两个会堂

，还有少数的袄教徒及耆那教徒，但没有庙宇。

   

3、历史

        历史上有关新加坡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3世纪。当时的中国人把新加坡称为蒲罗

中，意为“半岛尾端的岛屿”。因为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是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必经之地，

所以海上来往的人们也贴切地把她称之为淡马锡（Temasek），意思是“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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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狮子城

新加坡这个名称是由“新加普拉”（Singapura）衍生而来，“新加普拉”意谓“狮子城”。相传1

3世纪时一位苏门答腊王子在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岛游历时，看到一只如老虎模样的野兽，它“行动

敏捷而美丽，艳红的身躯，漆黑的头”。有人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头狮子，于是王子就把新加坡

岛叫做狮子城。

一个世纪之后，“新加普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虽然战争的结果并无明显

的赢家，但新加坡却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战后新加坡被各方所遗弃，房屋全毁而沦为丛林，从此

沉寂隐没直至公元17世纪。

自由港

新加坡的再度被发现是在公元1811年，一百名马来人在其首领田缅刚的带领下，来此地落户。8年

后，英国的史丹福�莱佛士爵士在新加坡河岸登陆，他认为即使当地海盗猖獗，新加坡仍是一个

最理想的英国海外贸易据点。

其后的110年间，莱佛士将新加坡建设成为自由港的理想逐步成为现实，自由贸易政策吸引了亚洲

各地的移民来此辛勤工作以追求个人幸福，新加坡渐渐成为亚洲人理想中的天堂。可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本人的入侵使新加坡自由港的梦想破灭了。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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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新加坡人决定脱离英国寻求独立。1959年新加坡人的愿望

顺利达成，继而推举李光耀出任第一任总理。1963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北婆罗州（今沙巴）、沙

捞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此联邦由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提议筹组，但只维持了两年的时间。19

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在的新加坡不仅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亚洲的工商业、金

融业中心之一，而她更是景色优美的旅游胜地，度假休闲的理想之地。

   

4、最适合去的时间

        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差别很小，年平均

温度在23-31℃之间，全年都很温暖。一年中的降水很多，全岛经常会有阵雨及雷雨。不过下雨的

时间都很短暂，雨后清凉舒爽，而且没有台风，日夜温差不大。

春天，在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会举行农历新春亮灯节，届时，沿街彩灯高悬，热闹非凡；

而新加坡河河畔还有一年一度的春到河畔迎新年庆典活动，也是一派热闹景象。

夏天，可以到距离新加坡本岛南部仅半公里的圣淘沙走走，那里的自然景观自不必多说，更有精

致的人文景致。

秋天，在10月的时候，小印度整个街区都被装饰得格外耀眼，原来又到印度教的传统节日屠妖节

了；而在这之后不久，新加坡的伊斯兰教徒们则会在清晨聚集到芽茏士乃的清真寺内一起祷告，

然后屠杀牲畜并将肉分送给穷人，庆祝伊斯兰教开斋节。

冬天，或许北半球已经是白雪飘飘，而新加坡还是夏天没有过完的景象，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

过圣诞节更有意思的事情呢？要知道，这可是在“夏天”里的圣诞节。有兴趣可以去圣安德烈教

堂接受圣诞祝福。

旅人提示：由于新加坡气候常年如夏，只需穿着轻便的棉质衣服，但要带好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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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签证

        中国公民到新加坡办理旅游签证十分便利。准备以下材料便可获得为期1个月到6

年不等的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材料：

护照： 有效期应在六个月以上（从出国日期开始计算），并至少有一张空白签证页。同时提交护

照照片页复印件。

Form

14A签证申请表格（原件）：

用英文填写完整，并有申请者亲笔签名。申请表格可在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官方网上下载。

照片：

二张（一张贴在表格上，另一张供扫描用）。照片应符合下列要求：三个月内的近照；正面免冠

（如按特殊宗教或风俗要求戴帽或配饰，帽子或配饰不得掩盖申请者面部特征）；面部尺寸为25

毫米宽，35毫米高。

中国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在职证明：

申请人若为在职员工，必须提供由就职公司出具的在职证明信原件一份。证明信中需注明公司同

意其休假，并详细注明申请者在该公司任职时间、职务及工资。在职证明信必须列有公司及有关

联系人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信函加盖公章。

财力证明：

申请人若无工作，则必须提供证明其个人经济状况的文件，如银行存款证明，房产证等。

户口簿：

申请者户口簿全本原件及复印件。如为集体户口，可在公安局办理户籍证明，并提供原件及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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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签证费：人民币153元，不退还，不找零。

递交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1：30

领取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4：00至4：30

签证办理时间：3个工作日。

签证有效期：

5周，从递交签证材料日起生效。此时间指签证批准至入境新加坡的最长时间，与在新加坡停留的

时间无关。在出发前1-2周申请签证为宜，过早申请导致签证过期就必须重新办理。

逗留天数：最长30天，实际期限由入境时由移民与关卡局官员决定。

旅人提示：

持有签证者并不保证可以进入新加坡。新加坡移民和关卡局官员有入境新加坡的最终决定权。签

证持有人须符合入境规定方可准许入境。

网上申请签证：可通过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网站SAVE申请。

多次往返签证：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成都、昆明、厦门、大连、沈阳、天津、西安和

福州15个中国城市的居民（以护照签发地为准）可以申请赴新加坡2年多次往返的签证。申请者递

交相关材料，并通过新加坡使/领馆的批准后，2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新加坡2年多次往返的签证。

费用是人民币400元。

96小时特许过境免签：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过境的中国游客，如果持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英国、美国、

德国或瑞士8个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有效签证（最少一个月的有效期）或长期通行证以及96小时内离

境的机票到新加坡过境，便有机会享受在新加坡落地过境96小时特许免签证待遇。新加坡同时推

出樟宜机场到市区之间免费班车、免费市区游览、访客地铁通行证、的士导游等服务。过境的游

客还可以在机场的新加坡旅客询问中心领取免费的小吃券或者免费的淋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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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办理新加坡旅游签证的地点：

新加坡驻华使馆：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秀水北街1号

电话：010-65321115

传真：010-65329405

电子邮箱：singemb_bej@sgmfa.gov.sg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3:00-17:00

使馆领事处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午休时间：12:00-13:00）

领事处电话：010-65329382

领事处传真：010-65329405

电子邮箱：singemb_bej@sgmfa.gov.sg

旅人提示：若询问新加坡签证或学生准证事宜，请在周一至周五的办公时间拨打以下电话：申请

新加坡签证事宜：010-65329380 学生准证事宜：010-65329381。

新加坡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万山路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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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 62785566

传真：021-62956038

电子邮箱：singcg_sha@sgmfa.gov.sg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3:00-17:00

签证递交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1:30；

签证领取时间：周一至周五16:00-16:30；周六、日及公告节假日休息

领事区域：上海、浙江、江苏

新加坡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办公楼2418室

电话：020- 38912345

传真：020-38912933（领事处）；020-38912123（签证）

电子邮箱：sin_consulargz@yahoo.com.cn

领事区域：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湖南省、云南省、贵州省

新加坡驻厦门领事馆：

地址：厦门市厦禾路189号银行中心05-07/08室

电话：0592-2684691

传真：0592-2684694

电子邮箱：singcg_xmn@sgmfa.gov.sg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3:00-17:00

签证、认证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1:30（申请签证/ 递交认证）

16:00-16:30（领取签证/ 认证）

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馆领事处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30对外办公

领事区域：福建省、江西省

新加坡驻成都领事馆：

地址：成都市顺城大街308号冠城广场31-D

电话：028-86527222

传真：028-8652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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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电子邮箱：chengdu@iesingapore.gov.sg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00

签证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递交）

16:00-16:30（领取）

领事区域：四川省、重庆市

   

2、货币及汇率

        新加坡大多数银行办理旅行支票和外币兑换业务。但某些银行于周六不办理外币

兑换业务。新加坡元同人民币的汇率在1：5左右。在樟宜机场、乌节路及市中心一带的大多数购

物中心，都有合法的钱币兑换商。在兑换商处兑换钱币，会比在酒店或银行兑换划算。一定要找

有执照的兑换商，并问清楚兑换率。另外，美元可在新加坡直接用于消费。

新加坡元种类及面额：10000、1000、500、100、50、20、10、5、1新元9种面额的纸币，辅币单位

为分，有50、20、10、5、1分及1元等六种面额的铸币。货币符号为S$。

   

3、通讯

1）新加坡的区号：65

2）中国的sim卡

A  中国移动的SIM卡能在新加坡使用，但是必须开通国际漫游。

具体价格可以参见中国移动网站：http://10086.cn/images/internationalromaning.htm

B  拨打中国大陆电话价格为：3.99元/分钟

C  拨打新加坡本地电话价格为：0.99元/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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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3）当地sim卡

中国的GSM手机能使用新加坡当地的SIM卡，在出示护照情况下，可以从大多数邮局和7-eleven便

利店购买到当地SIM卡或一次性手机。

M1的手机卡

A  卡的零售价S$18 及

S$28（内含100元本地通话费和30元国际通话费），可以从大多数邮局和7-eleven便利店购买到。

B  拨打中国国内：02186+国内区号（省去0）＋电话号码

晚上8点之后打就是0.04新元/分钟，8点之前是0.16新元/分钟。

如果游客到新加坡是进行短期旅游，建议购买M1的卡，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网址：http://www.m1.com.sg/

Starhub 的手机卡

零售价18新元，本地通话费(按每秒收费)首分钟0.22新元，其后每分钟0.18新元。

另外可申请免附接听通话费 (Free incoming call), 每天只需0.59新元, 但打出照计本地通话费。

网址：http://www.starhub.com/

SingTel 的手机卡

零售价8新元，本地通话费每分钟0.22新元。

另外可申请免附接听通话费 (Free incoming

call)，每天只需0.59新元，但打出照计本地通话费。增值卡(top up card)

有15新元，5新元及50新元面值。

网址：http://www.singtel.com/

星河专用的Happy128卡

A  卡的售价是25元（内含100元本地通话费和28元国际通话费），可以从大多数邮局和7-eleven便

利店购买到。

B  拨打中国电话：01886＋国内区号（省去0）＋电话号码；

收费标准是0.14新元/分钟（国际通话费0.04新元/分钟＋本地通话费0.1新元/分钟）。

C  拨打当地电话，直接拨打新加坡号码；

收费标准是前1分钟0.18新元，以后每分钟0.08新元。

4）当地固定电话/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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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加坡拨打中国：00186+国内区号+电话号码；

B  新加坡公共电话系统遍及各区，电话费低廉，公共投币电话拨打新加坡只须新币0.10元/分钟

；国际长途电话IDD直拨电话收费每分钟新币0．5元~1元不等,用IP电话卡拨打中国更低廉到新币

O．02元~O．10元/每分钟不等。机场等公共电话是免费的。当地电话卡有新币2、5、10及20等面

额，国际电话卡则有新币10、20、50等面额，各式电话卡可在樟宜机场、邮电局及各零售点购买

在新加坡。

旅人提示：

在新加坡打电话费用十分低廉，建议不要在那边使用中国的号码，买一个新加坡的电话号码，无

论哪种套餐都比国际漫游便宜，而且从新加坡打回中国的费用同样很低。在新加坡办卡的话选择

很多，一般来说，要是打电话多的话建议使用M1公司；要是想打的少点，动不动就发短信的话还

是用STARHUB的，这家有接听免费的套餐。不建议用SINTEL，这个跟小灵通差不多，一般学生

用的多，有9块多新币（包月）的短信线。

   

4、电源及其它

新加坡的电压是230V 50Hz，插头分为两项（圆孔）、三项（有圆孔、扁孔）。

旅人提示：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酒店，都会有电压转换器的租用业务。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地址：大使馆位于东陵路150号（150 Tanglin Road, Singapore ）

交通：乘坐111路或132 路新巴公共汽车抵达。

大使馆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30-5：00（节假日除外）

大使馆领事部电话：办证人工咨询电话64712117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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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加坡景点

   

1、鱼尾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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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鱼尾狮像是新加坡的标志性景点，非去不可。据<<马来纪年>>记载，古时新加坡叫做淡马锡，在

爪哇语中为海洋之意。

于公元11世纪，三佛齐王国的圣尼罗乌达玛王子发现了这座小岛。王子一踏上这座小岛，就看见

一头神奇的野兽，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头狮子。于是，王子就将这座小岛命名为“Singapura”，“S

ingapura”在梵文里的意思是狮子(Singa)城(pura)。王子将新加坡命名为“狮城”，标志着新加坡

作为一座渔村的开端。Fraser Brunner先生就是根据这个记载而设计出鱼尾狮塑像。狮头象征了当

年那头狮子，鱼尾则象征了淡马锡古城。

鱼尾狮像坐落于市内新加坡河畔，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该塑像高8米，重40吨，狮子口中喷出

一股清水，是由雕刻家林南先生和他的两个孩子共同雕塑的，于1972年5月完成。在鱼尾狮像背面

的一小块场地有四块石碑，碑文讲述了鱼尾狮象征新加坡的故事，近旁还建有一座小鱼尾狮像与

之相伴。夜晚，登上鱼尾狮像向下眺望海港，船影朦胧，千万盏灯火闪闪烁烁，一派海国风光。

门票：免费

交通：乘搭地铁至NS25/EW13 City Hall 政府大厦或NS24/NE6

RafflesPlaces莱佛士坊，然后步行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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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 1小时

旅人提示：

全新加坡共有4座鱼尾狮，看到所有的鱼尾狮并拍照留念才能称之为完整的新加坡之旅，也寓意着

团聚。这4座鱼尾狮分别位于花柏山（新加坡最高的山）、鱼尾狮公园（2座，一大一小）、圣淘

沙。其中圣淘沙的鱼尾狮是全新加坡最大的，晚上双眼发出幽幽的绿光，不是很美观，且不容易

拍下来，建议想拍照的人白天来。 

四只狮子分别为（花柏山、鱼尾狮公园大狮子、鱼尾狮公园小狮子、圣淘沙）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2、圣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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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美丽的圣淘沙海滩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圣淘沙在马来语里面是“和平安宁”的意思，他以前曾经是英军的军事基地，在被新加坡政府收

回之际，政府就决定要将它兴建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度假圣地以配上它的名字。圣淘沙是距新加坡

本岛最近的一个岛屿，由一道陆桥与本岛相连。这个长4.2公里、宽1公里，占地500公顷的度假小

岛，充满了热带雨林的气息。近几年，随着地铁开通至NE1 HarbourFront

港湾站，新加坡政府已经将圣淘沙及其周边打造成一个最大娱乐圈，与周围的Vivo City-新加坡最

大的购物中心和花柏山交相辉映，对于既想享受海岛度假的安逸宁静，又想随时可以到闹市购物

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可以“鱼和熊掌兼得”的地方。建议您可以花上一天的时间好好在这里玩一

玩，晚上这里更是一个不夜城。

精彩看点

１）新加坡海底世界

圣淘沙岛上的新加坡海底世界Underwater World，身临其境地感受大海的神秘与奥妙吧！海底世界

里的83米透明海底隧道能让您悠闲地体验凶猛的鲨鱼在咫尺之间呼啸而过，并观赏罕见的海洋生

物在您身边嬉戏。新加坡海底世界不但饲养各类的海洋生物如鲨鱼、魔鬼鱼、石头鱼、海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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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它还在海洋环保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海底世界的专科人员曾在新加坡南部岛屿挽救濒临

绝种龟类并领导实施了山湖移植计划。

开放时间：

新加坡海底世界

每日早9点至晚9点（最后入场时间晚8：30）

海豚湾

每日早10：30至下午6点（最后入场时间 下午5：30）

“鱼池”足疗馆

每日早10点至晚7点（最后入场时间 下午6：15）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 ：2小时

收费：

新加坡海底世界和海豚湾

成人为新币22.9，儿童为新币14.6（3至12周岁）,3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场。

“水池”足疗馆

新币35.0 －40分钟按摩

新币50.0－50分钟按摩

地址：51 & 51A Cable Car Road, Sentosa, 099702/3

官方网站： http://www.underwaterworld.com.sg/

２）节庆大道

节庆大道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心脏地带穿心而过，堪称一条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世界级娱

乐大道。长长一条街，以瑰丽喧嚣烘托出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嘉年华。这里是个人潮汇集点，单

是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就是一道精彩的风情画，大家都到这里来相会、聚餐、跳舞、欢庆、看人

来人往。再观赏几出世界最精彩的街头表演秀，在光、影、水、火与其它意想不到特效的交错烘

托下，黑夜白昼全天候狂欢！

节庆大道亮点

梦之湖

镭射、火焰、水幕特效融汇的视听盛宴，足以令您为之着迷。其靠近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娱乐场，

位于节庆大道的中心区域，全天侯向游人免费开放。表演于晚上21:30开始，但因免费，一般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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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开演，最好在21：15左右等待。

仙鹤芭蕾

令人叹为观止的爱情故事将在海滨缓缓展开，这对装置通过糅合了声、光、水的前沿工程艺术将

仙鹤求偶时的舞蹈表现得惟妙惟肖。一个3000座的广场将对所有访客免费开放，是观赏仙鹤芭蕾

的绝佳之地。

生之旅

这是一个综合歌舞、戏剧、摇滚元素以及马戏表演的舞台巨献。由国际舞美大师马克菲舍尔制作

。讲诉的是一个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以超然的想象力穿越时空，并在过程中邂

逅了一连串曲折离奇、匪疑所思的奇人异事。更妙的是，每一段奇幻的寄遇，都为他一层一层地

揭露生命的奥秘，直至最后一幕的精彩高潮，肯定让观众拍案叫绝。

餐饮

天下美食汇聚于节庆大道，无论是传统的粤菜，充满异国情调的巴西烧烤，抑或是意大利开胃菜

，色香味俱全，每一款都会带给您多感官的享受。

购物

在这里，您将拥有绝不雷同的购物体验，尽可徜徉在这无所不有的节庆大道，搜罗国际大牌、时

尚物件、珍藏名品 。

３）蝴蝶园与昆虫王国

蝴蝶园与昆虫王国位于新加坡南端的圣淘沙度假小岛上，这里拥有一个70米长的洞穴。您可在萤

火虫的萤光陪伴下，与昆虫展开亲密的接触。漫步在空气清爽的蝴蝶园里，享受着户外温室里满

满的花香，周围50余品种的1,500只花蝴蝶穿梭于其中，让您有进入仙境的奇妙感觉，昆虫馆里，

您可以深入了解昆虫的蜕变过程，欣赏多达3,000种世界上最美丽最罕见的昆虫，包括世界上最大

只的甲虫，体长160厘米的巨犀金龟甲（Dynastes Hercules Beetle）。

开放时间： 每日上午9:00 至 下午6:30 (下午6:00 为最后进场时间)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 ：45分钟

收费：成人S$10，儿童 (3至12岁)S$6

地址：51 & 51A Cable Car Road, Sentosa, 099702/3

官方网站：http://www.sentosa.com.sg/ch/index.html

４）新加坡万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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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万象馆坐落在新加坡的圣淘沙上，用蜡像的形式来复制历史是很栩栩如生的，当游客走进

万象馆(Images of Singapore)时，就会马上体会到这一点。在新加坡万象馆(Images of Singapore)里，

游客好象离开了现代，通过时光隧道走入了公元14世纪的新加坡，开始看新加坡从一个小小的渔

村，怎么变成现在的花园式国家。蜡像馆里有事件重演，也有人物形象再现。

开放时间：每日上午 9:00至晚间7:00

游览大致时间：1个半小时

收费：成人S$ 10，3至12岁儿童S$7 (收费不包括圣淘沙岛入岛费)

官方网站：http://www.sentosa.com.sg/ch/index.html

５）皇帽摩天塔Carlsberg Sky Tower 

新加坡最高的瞭望台可让你极目远眺新加坡的全景、圣淘沙小岛和南部群岛。空气好的时候你还

能看到马来西亚和印尼呢！

开放时间：每日上午9点-晚上9点

收费：成人为10新元、儿童（12岁以下）为6新元

官方网站：http://www.skytower.com.sg/st/index.htm

巴拉湾海滩Palawan Beach

这里有一个世界之最---亚洲大陆的最南端，亦是亚洲最接近赤道的地方。只要您穿过横跨巴拉湾

海面上的吊桥就可到亚洲大陆极南点眺望美丽的南中国海。这里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多个小吃

店、精品商店与具备无线网络的沙滩酒吧

６）圣淘沙的4D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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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东南亚第一座4D影院，以4维超立体数码效果呈现不同凡响的视听感受。

开放时间：每日上午10点-晚上9点

收费：成人为16新元、儿童（12岁以下）为9.5新元、3岁以下免费

官方网站：http://www.sentosa4dmagix.com.sg/

７）虎牌啤酒展

到了新加坡可一定要品尝一下地道了“虎牌啤酒”，享誉全球的虎牌啤酒所举办的酿造展让你体

验前所未有的多感官体验，让你对啤酒有全新的认识！

开放时间：每日上午10点-晚上8点

收费：成人为18新元、未成年（18岁以下）为12新元

官方网站：http://www.tigerlive.com.sg/

８）西乐索炮台

始建于1880年代，是新加坡唯一受保留的海岸防御炮台。当年作为防御用途的西乐索炮台，如今

已完成整修成为一站式的二战历史景区。

开放时间：每日上午10点-晚上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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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成人为8新元、儿童（12岁以下）为5新元

圣淘沙发展机构（Sentos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地址：33 Allanbrooke Road Sentosa Singapore 099981

电话：6275 0388/1800-7368672（圣淘沙岛热线）

网址：http://www.sentosa.com.sg

门票：成人6新元，儿童4新元。

进岛交通

１）橘色巴士

圣淘沙橘色巴士穿梭于圣淘沙岛和港湾巴士转换站之间。

票价：1新元（在圣淘沙接待中心 Visitor Arrival Centre 交付车票）。

运行时间：星期日至星期四7：00-23：00，星期五、六与公共假日前夕7：00-翌日0：30

如何前往港湾巴士转换站：乘地铁NE线到港湾站（HarbourFront，NE1），或乘30、65、

80、97、100、131、145、166、855在直落布兰雅路（Telok Blangah Road）下车。

２）轮渡

开船时间为周一至周五9：30～22：00，周六、周日及法定假日8：30～22：00，航程15分钟。票价

：2.3新元。

３）缆车

从花柏山（Mount Faber）港湾第二大厦（HarbourFront Tower 2）出发。

票价：分为普通车厢和玻璃车厢两种。普通车厢单程成人9.9新元，儿童（3-12岁）4.5新元；往返

成人10.9新元，儿童5.5新元。玻璃车厢往返成人15新元；儿童8新元。

运行时间：每天8：30～21：00

４）出租车

圣淘沙岛距离乌节路约15至20分钟车程。

岛内交通

岛内有循环行驶的岛车，分为红线、黄线、蓝线。颜色不是指车身的颜色，而是在每辆车的前档

处都有电子显示屏，根据显示屏上的指示来判断是什么线路，比如显示"yellow

line"就表示这是黄线班车。所有线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进出岛游客中心。

餐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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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斯里兰卡大螃蟹---推荐Vivo City-新加坡最大的购物中心里的无招牌海鲜馆。

纽西兰天然冰淇淋---推荐西罗索海滩（Siloso Beach）

新加坡当地特色小吃---推荐万象馆旁边的美味馆(Tastes of Singapore)

旅人提示：

1）第一次去的游人可选择搭乘缆车进入圣淘沙，一大一小两个岛屿和中间的海域将尽收眼底。

2）如果要去圣淘沙的环球影视城影院，建议早去为妙。它类似于迪士尼的模式，城内有24个不同

主题的游乐设施，玩每个项目时都要排队，去晚了就不划算了。

3）圣淘沙名胜世界赌场要求不能穿拖鞋，不能戴墨镜，男士不能穿短裤，女士则没有其它要求。

赌场内无限量供应瓶装矿泉水，还有咖啡和茶，都是免费的。门票：100新币（新加坡当地人需购

票进入，国外人士凭护照免费入内）

   

3、夜间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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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动物园中的动物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为夜间活动的动物而建造的动物园，坐落于40公顷次生雨林中，园内草木丛

生，可以步行或者乘坐电瓶车游园。

夜间野生动物园拥有130种动物，其中35%是濒危物种。在犹如月光的特别照明下，能在宽阔的自

然栖息地中观察这些夜行动物的行踪。

《夜晚的精灵》动物表演：这项节目每夜于园内的露天圆型剧场举行。节目形式创新，以娱乐方

式配合舞台灯光及影响效果，呈现夜间动物特有的自然习性。参与表演的动物包括美洲狮、熊狸

、东方小爪水獭以及网纹蟒蛇。游览所需时间：约3小时，电车游览时间45分钟。

表演时间：每天20：00、21：00和22：00（依天气而行）。

表演： 夜行动物展—每日开放时间：晚7：30，8：30和9：30（遇雨顺延）

开放时间：每日晚间7:30 至 午夜12:00 (门票售卖于晚间11:00终止)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一晚

收费：

入门费：

成人：16.5 元新币

儿童（3-12 岁）：8.5 元新币，所有票价含7%消费税。

导览车游览：

导览车线路总长2.2公里，包含三个停车点。

成人：5元新币

儿童（3-12岁）：2.50元新币。

套票优惠：新加坡动物园和夜间动物园

成人：30元新币

儿童：15元新币

新加坡动物园，夜间动物园和裕廊飞禽公园

成人：45元新币

儿童：22.50元新币

（有效期至购票后一个月内）

官方网站：http://www.nightsafari.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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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乘车线路：

1）地铁NS线蔡厝港站（Choa Chu Kang），车站编号NS4；转SMRT 927号公共汽车。

2）地铁NS线宏茂桥站（Ang Mo Kio），车站编号NS16，转新巴138号公共汽车。

旅人提示：拍照时请不要用闪光灯，以免惊吓动物。

   

4、武吉知马天然保护区

保护区中的古树 (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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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武吉知马天然保护区是新加坡最大的原始森林保护区之一，这里的树木品种之多甚至超过了整个

北美洲。在此可欣赏五彩缤纷的珍稀鸟类、飞跃树丛间的猿猴以及罕见的食虫植物，可以在新加

坡的最高点——海拔162.5米的武吉知马山上鸟瞰整个新加坡，享受惬意的野餐。

雨林中共辟了四条小道,分别以红、蓝、黄、绿四种颜色来辨别,交界处也设有指示牌,方便游人选

择步行路线： 

武吉知马天然保护区徒步路线

●红色路线：直接通往山顶的路线,但别以为这条就是最短或是最容易走的路线。因为从游客中心

开始,是一段很陡斜的上坡,走这一段上山顶会挺吃力的。

●黄色路线：最长的路线,从游客中心到山顶需约 1 小时50分钟。

●蓝色路线：最短的路线,不过终点不一样,其它三条路线的终点山顶上,可以俯瞰自然保留区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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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央伫水区,蓝色路线通往的山顶则可以看环世岛的西南部。

●绿色路线：难度最低,沿途的植物种类也是最精彩的。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30－18：30

地址：海希德甬道（Hindhede Drive）177号，位于武吉知马路上段12公里处。

乘车路线：乘搭地铁到武吉巴督(Bukit Batok)站(NS2)，然后乘搭新巴178号公共汽车。或乘搭地铁

到纽顿(Newton)站(NS21)，然后乘搭新巴171号公共汽车。

旅人提示：

游览保护区需三个小时的时间，建议在每天的8：00－18：00之间游览。在山脚有游客中心可以查

询详情。

   

5、滨海艺术中心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新加坡滨海湾艺术中心Esplanade - Theatres on the Bay是集剧院、音乐厅、酒店、购物中心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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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综合性建筑，榴莲状的外型独树一格，自落成以来即成为新加坡最具指标性的景点之一。其音乐

厅可容纳1600人，是艺术中心的骄傲和瑰宝。音乐厅的音响设计顾问是美国ART EC Consultants

Inc.的拉塞尔�约翰逊Russell Johnson。世界上只有六个类似的音乐厅，包括瑞士的卢塞恩、美国

的费城、达拉斯、英国的伯明翰，以及新加坡和中国北京的国家大剧院。

滨海艺术中心拥有2000个席位的剧院，是在欧洲歌剧院传统的马蹄铁形结构基础上加以改进。它

可以促进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的交流。剧院楼高四层，它的设计是为了展示亚洲和西方传统的表

演艺术，以及各种先进的、多功能的演出。与此同时它也拥有全新加坡最大的舞台。

除了这两个主要场所外，还有两个表演室，小剧场可容纳220个人，可作为实验性剧场与舞蹈演出

的场地，而音乐室有250个座位，是室内乐，独奏会，歌舞表演和爵士乐音乐会的理想场所。

滨海艺术中心还有几个户外场地，适合各类活动和表演。沿着300米长的海滨湾有两个表演场地，

一为户外剧场(Outdoor Theatre)，另一个是边缘剧场(The Edge)。在阳台(Rooftop Terrace)上可一睹

海湾和城市的壮丽景色。而庭院(Courtyard)里有售卖各种餐饮的小店。这同时还有一个正式的展

示画廊‘窗户’(Jendela)，可陈列大量视觉艺术的作品。

除了上述的几个场所，艺术中心另有三间练习间、一间排练室、一间表演者休闲室，一间Green

Room以及42个化妆间。

具有艺术风格的滨海购物坊占地8600平方米，楼高三层，集各种诱人的小商品、食品和娱乐于一

体。位于商场内的滨海艺术中心图书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以表演艺术为主题图书馆。

门票：有导游成人8新元，儿童（12岁以下）5新元；无导游成人10新元，儿童（12岁以下）8新元

。

开放时间：10:00-18:00，导游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为11:00、14:00，周末与公共假日期间为11:00，

参观时间45分钟左右。

地址：莱佛士大街60号。

地铁：NS线、EW线市政厅站（City Hall），车站编号：NS25，EW13。

公交车：36、56、75、70、77、97、106、111、133、162、171、174M、195、502、700A、857、960

、961、NR1、NR2、NR5、NR6、NR7、NR8路，以及City Buzz TM  C1、C2和C3线路。

旅人提示：

有导游参观包括表演场所，如音乐厅、剧院等，可能会因为演出而临时取消；无导游参观不包括

演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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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艺术中心在线观光带您任意畅游中心的每个角落，倾听发生过的奇闻趣事，观赏每个珍贵的

名人足迹，了解每件艺术中心的艺术作品。您只需用个人掌上电脑（PDA）登陆中心网络，便可

通过简单操作畅意游览了。在线观光可带领您参观各个演出大厅。备注：PDA登陆时，需要您的

身份证或护照作为担保。

   

6、东海岸公园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在新加坡东南海岸沿线有一长达8.5公里的细长型公园，这就是新加坡东海岸公园East Coast Park，

是新加坡最大的海滨度假区。公园内有各种体育浏览设施，是理想的一日游景点。每到周六、周

日，园内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年轻人及家庭旅游者。晴朗的周日带上泳衣到东海岸，东海岸公园

的风光，加上黝黑的皮肤相映成趣。

公园有可以在这里游泳和冲浪的中央人工游泳区；有由14个网球场构成的全天候网球中心；有可

为游客提供多种服务的东海岸娱乐中心；有一个200米的高尔夫练习场；有17米高的滑梯与活水游

泳池构成的“大滑水道”；有拥有900多条鳄鱼的热带鳄鱼园；有环境优雅的UDMC度假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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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每日(公园照亮时间为晚上7：00至上午7：00)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1天

交通：

地铁：EW线勿洛站（Bedok），车站编号EW5。

公交车：新巴16号公共汽车至马林台站下车，或者搭乘在周末和假日穿行于海岸公园的新巴401号

公共汽车。

   

7、花柏山公园

这是一座靠海的小山丘，海拔高约106米，布满各种热带雨林植物。沿着斜坡一路往上，首先来到

Upper Faber Point，短短的弧形长廊可见成排的浮雕，每一幅都刻画着新加坡历史。拾级而上，抵

达公园最高景点，站在观景平台远眺，360度得开阔视野，将新加坡高楼群、海港码头及附近印度

尼西亚岛屿尽收眼底。山顶绿丛中，站着一尊小鱼尾狮塑像，是拍摄纪念的热门景点。

门票：免费

地址：位于Kampong Bahru Road与Telok Blangah Road交叉口

地铁：搭乘地铁在港湾站（Harbour Front）下车，走B出口，前往港湾缆车大厦乘坐缆车，

在花柏山站下车后，步行约10分钟可抵达。

   

8、滨海湾金沙

在滨海湾金沙的中心地区，有三座55层高的酒店拔地而起，可提供2500多间豪华客房，据说重新

改变新加坡的天际线。在这个富庶的热带岛国里，游客将进入一个豪华与尊贵的非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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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看点

儿时的梦：空中花园

酒店有座令人惊叹的金沙空中花园（Sands SkyPark），在这里可以360度全角俯瞰新加坡的繁华之

美。这座占地一公顷的空中绿洲将汇集葱茏的绿荫、优美雅致的花园、丰盛的餐厅，甚至一个广

阔无垠的泳池。站在这里，就如登临世界之巅，得到无上的尊贵体验。向新加坡河望去，对面便

是被称为“新加坡之眼”的高大摩天轮。门票：20新元。开放时间：9：30am – 10：00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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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血拼是永恒的主题。

酒店也有送给追逐豪华时尚的购物狂们惊喜。这里将汇聚各种各样国际高端品牌的精品商店，从

设计师定制品牌到风尚前沿的最新商品一应俱全。一番疯狂购物之后，可以前往售卖路易威登产

品的“飘游”水晶阁岛，或选择一间世界著名的餐厅——如Mario Batali、Daniel Boulud、Wolfgang

Puck、Santi Santamaria、Guy Savoy以及Tetsuya

Wakuda——享受一顿精美雅致的晚餐。大可随心所欲，一切皆任你挑。

高品质的艺术体验

艺术爱好者也可以在这里得其所乐。酒店设有两座一流的剧院，可同时容纳4000名观众。在这里

，您可欣赏到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地区的艺术表演，从百老汇名剧到宝莱坞精品，应有尽有，

还将成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剧——《狮子王》的常驻剧院。现场音乐发烧友和影迷也将在此获得非

凡享受，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和首映礼都将让人大饱声色之福。

名作艺术品云集

博物馆也让人不可小觑，世界各地的名作艺术品都将汇集于此以飨大众。博物馆取意莲花的设计

灵感与滨水地区的区位特点相映成趣，赏心悦目让人观之难忘。

入住酒店平均费用：参考价1800元人民币。双人豪华套房，含自助早餐、双人免费参观空中花园

机会一次、入住之后再空中花园商店购物有折扣。

交通：金沙酒店位于滨海湾鱼尾狮像附近，离滨海艺术中心也仅几步之遥。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

地，十步一景不算夸张。既然到了鱼尾狮像，不如就步行前往滨海湾金沙和周边景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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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arinabaysands.com

   

9、新加坡摩天轮

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这座摩天轮高165米，相当于42层楼的高度，据称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摩天轮，

比英国的“伦敦眼”摩天轮还要高出30米。 

(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摩天轮位于新加坡商业中心区海滨湾，设有28个观景舱，每个观景舱可容纳多达28名乘客。搭乘

摩天轮环行一周，大约需要30分钟。如果在天气晴朗时登上摩天轮，从樟宜海边到圣淘沙岛，甚

至远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部分岛屿的大好风光，都能尽收眼底。

门票：成人票 $29；儿童票 $20.65 ；老年票 $23.60

地址：30 Raffles Avenue Singapore 03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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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园城市
电话：(65) 6854 5200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半到晚上10点半

网站：http://www.singaporeflyer.com.sg/

   

10、新加坡植物园

新加坡以胡姬花（兰花）而著称。如果不看看其享誉全球的植物园，新加坡之旅就不算完美。新

加坡植物园占地64公顷，园内布满了各式优美的园艺和植物。园中的一大亮点是国立兰花园，超

过1000个品种、多达2000个混合品种的兰花将为您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

现代新加坡的建立者——莱佛士爵士于1822年设立了第一座植物园；现在保留下来的植物园则是

由农业园艺学会创立于1859年。目前园区开展了众多计划与项目，如保护古树计划等，对于植物

园来说，保护才是延续发展的根本。现在植物园为免费开放，而进入国立兰花园则需要购买门票

。

偶尔这里还会举行免费的音乐会。

对于喜欢慢跑的人们来说，这里数英里的通道可让其自在地锻炼于丛林掩映之中，尽享大自然之

美。每天都有普通市民在院中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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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鲜花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必去景点 

植物园有一个藏书万册的图书馆，有一间植物标本室，收集各种草本植物标本约有50万。植物园

的植物都标明其学名及原产地。

国家胡姬园（National Orchid Garden）有许多胡姬花和珍奇的中南美洲凤梨科植物。

棕榈谷（Palm Valley）

生态湖（Eco-Lake）

交响乐湖畔（Symphony Lake）的露天音乐会

雅格巴拉斯儿童花园（Jacob Ballas Children’s Garden）是亚洲首个儿童花园；带着孩子开始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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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旅，培养其对大自然和生命科学的浓厚兴趣。儿童花园旨在培养年轻人对植物、大自然和

环境的热爱。围绕着“地球上所有生命与植物息息相关（All Life On Earth Depends on

Plants）”这一主题，花园设计独具匠心、互动有趣，12 岁以上的孩子能够发现植物是怎样为

他们提供每日之需的。

国家胡姬花园门口的RISIS商店售卖胡姬花胸针和其他以土生华人独特文化为灵感的纪念品。

新加坡植物园内的法国小餐馆Au Jardin也能为您带来不错的饮食享受。

开放时间：

新加坡植物园

每日上午5:00至凌晨12:00

国家胡姬花园

每日上午8:30至晚间7:00

RISIS商店

每日上午8:45至下午5:45

雅格巴拉斯儿童花园

8.00 am - 7.00 pm (每周一歇业，当日正好是指定公共假日除外)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2小时

收费：

新加坡植物园：免费

国家胡姬花园：成人S$5，儿童S$1，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和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

雅格巴拉斯儿童花园：免费

地址：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69

交通：

乘搭地铁至乌节(Orchard)站(NS22)，然后在乌节林荫道的公共汽车站乘搭新巴7、77、105、106、

123、174号、新加坡地铁局75号公共汽车。

从荷兰路乘搭CSS2号、新巴66、67、151、153、154、156、170、171、186、502号公共汽车。

从武吉知马路乘搭新加坡地铁局67、 171号公共汽车。

官方网站： http://www.sbg.org.sg/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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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乌敏岛

        乌敏岛是新加坡最后一座乡村或“甘榜”（马来村庄），在这里，游客能感受到

往昔的简单生活。踏上乌敏岛，您将会感觉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古旧的木质

房屋让您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地淳朴简单。乌敏岛位于新加坡的东北部外海，因此游客可从樟宜码

头的渡轮码头乘船前往此处。

        “Pulau Ubin”在马来语中是“花岗石岛”之意，至今岛上仍可寻见许多废弃的

采石场。探游乌敏岛的最好方式，是租一辆自行车轻松地环游小岛；此外，步行观光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乌敏岛上的一大热门景点是仄爪哇（Chek Jawa）的潮间坪，这里生长着众多稀有的动植物与其他

生物。导游陪同之行以及自然徒步之旅也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千万要记得带上杀虫剂，以免被岛

上大量的蚊虫叮咬。

在码头有很多渔家自己开的小饭馆，里面的海鲜很多都是现场打捞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品尝鲜

美海鲜的好机会。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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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30－17：00

地址：Pulau Ubin Island

电话：(65) 6542 4108

交通：

乘搭地铁至淡宾尼，然后搭乘新巴SBS29号公共汽车至樟宜村(Changi

Village)公共汽车转换站，再到樟宜码头(Changi

Point)搭乘10分钟的渡船。服务时间是上午6:00至晚间11:00。

渡轮收费：S$2.50/人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4小时

网站：http://www.nparks.gov.sg/cms/index.php?option=com_visitorsguide&task=   

parks&id=29&Itemid=73

   

12、市政厅&高等法院

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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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是远东地区最古老的荷兰建筑，见证了新加坡许多历史性的重要时刻。

市政厅耗资200万元，落成于1929年的市政厅（City Hall）和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比邻而居，原名市府办公厅。

1952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正式颁布法令，将新加坡升格为“市” ，同时派遣肯特公爵夫人担任特

使抵达新加坡。正是在实施这项改制后，这座建筑才改名为市政厅，这也被视为新加坡迈向自治

、独立的宪政体制的一大步。

1945年9月12日，日军将领板垣在市政厅台阶前递上投降书，由当时任盟军东南亚最高统帅的蒙巴

顿将军受降，并宣称：“谨代表新加坡全体人民，接受此项投降”。

时至今日，市政厅依然是办理市政事务的机构所在。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Superme Court建于1939年。它有科林斯式的石柱、经典的设计以及由意大利画家Cavalieri

Rodolfo Nolli创作的壁画所装饰的宽敞内部，是英国殖民时期最精致的建筑。

交通：乘搭地铁至NS25/EW13 City Hall政府大厦，然后步行10分钟 。

旅人提示：目前尚不对外开放，仅供外边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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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牛车水原貌馆

牛车水原貌馆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牛车水原貌馆是一间经过翻新的三层店屋。尤如走进一条时光隧道，通过原貌馆里的各种展览品

和口述历史，您可身临其境、清楚地了解早期华族移民的生活情形及他们的辛酸经历。

原貌馆每个小时都有导游服务，带领您参观展览。除此之外，您也可到馆内的咖啡厅享用茶点，

或到精品店选购精致的手制棉被、木屐等富有浓郁华族色彩的物品作为纪念。

门票：成人S$9.80，儿童S$6.30

开放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8 时（周一至周日，公众节假日开放）结束前一小时停止入场。

游览大致所需时间：大致所需时间1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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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48 Pagoda Street Singapore 059207

交通：NE4 Chinatown 牛车水或EW16/NE3 Outram Park欧南园，下地铁后步行5分钟。

官方地址：http://www.chinatownheritage.com.sg/

   

14、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且是新加坡最大、最古

老的博物馆。2003年随着临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的兴建，博物馆也闭馆整修。3年后，20

06年12月恢复开放，以其全新的设计理念、最先进而又丰富多彩的方式向民众述说着新加坡的历

史，诠释着传统博物馆的崭新内涵。

这里会经常举办一些全球性的展览和文化活动，展示各种文化和艺术遗产，绝对让您大饱眼福，

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博物馆主要包括两个大馆，新加坡历史馆和生活馆。

开放时间：

新加坡历史馆：每日上午10时—下午6时

新加坡生活馆：每日上午10时—下午6时（下午6时—晚9时免费）

游览大致时间： 2个小时

收费：免费进入博物馆。

新加坡历史馆和新加坡生活馆（不包括临时展览门票）：

10新元（成人）

5新元（学生、军人、60岁以上老年公民）

地址： 93 Stamford Road Singapore 178897

交通：

地铁：NS25/EW13 City Hall 政府大厦或NS24/NE6 Dhoby Ghaut

多美哥，从这两个站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巴士：17、14E、16、36、111、124、162、174、174E、502、77、106、167、171、190、700、700A

官方网站： www.nationalmuseum.sg

   

15、马里安曼兴都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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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中的雕塑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是中国城的心脏地带，也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

。建筑主要架构是在1843年左右建成的，而神庙墙上大量的神像、门上的铃铛装饰、天花板上的

壁画，却是后期才加上的。有趣的是，门上嵌着许多铃铛，入内参拜前要先脱鞋，摇铃。寺庙大

门雕刻着极富色彩的印度教的诸神、动物、人物等，高25米，给牛车水一带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气

氛。香烟缭绕，信徒虔诚祈祷，庄严肃穆。

跟所有其他的兴都庙一样，您如果想入庙参观，在进门前得先脱下鞋子。信徒们都会在门口摇响

铃铛以祈求神灵允许他们进入，然后洗净手脚并在头上洒水，以使自己更加纯洁。在门的附近，

您会看到信徒们在铝圈中敲开椰子，这象征着敲开他们的灵魂，以揭示他们纯洁善良的内心。

庙内绕着大殿按顺时针方向走上单数次，这将给您带来好运。神殿里供奉着香蕉（富足的象征）

，芒果甚至是沙丽布料。在印度教里象征着生命的莲花则经常被作为装饰的主角。

马里安曼兴都庙每年都会庆祝蹈火节(Thimithi)，庆典的高潮是信徒们赤足走火碳堆。马里安曼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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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庙也是大多数兴都教徒举行婚礼的首选地点。

地址：244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058793

交通： 乘搭地铁至政府大厦(City

Hall)站(EW13/NS25)，然后乘搭新巴103、166、197号公共汽车或到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乘搭新加坡地铁局61号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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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加坡夜生活

夜幕降临时，在新加坡的许多地方生活才刚刚开始。无论您是派对狂，还是纯粹喜欢探险的夜猫

子，这里无穷的惊奇将满足您的感官。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夜生活有着独特

的优势。

当您流连于别致的酒吧、经典的爵士乐俱乐部或是在舞池里随着动感的旋律起舞时，您绝对会毫

无睡意。

新加坡这美食天堂不沉寂，24小时营业的咖啡屋遍布全岛，以各种美味的本地美味佳肴满足您肠

胃的需要。

在新加坡，享受美好时光没有极限！

你可以在海边享用一杯冰啤酒，享受湿热褪去以后的平静和节奏缓慢的音乐，一派轻松惬意。或

者你可以直奔世界至high的酒吧或夜总会，舞到疯癫。你亦可欣赏最酷的街头hip-hop，让蓝调或

重金属震撼你的心。

下面为你介绍新加坡著名的几个夜间娱乐场所。 

   

1、克拉码头Clarke Quay

新加坡河畔是新加坡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克拉码头Clarke Quay是新加坡河的入海口，这个城市灯

火最为辉煌之地，也是来新加坡旅行不得不去体验的地方之一。这里有闻名遐迩的黑胡椒大螃蟹

和全国最好玩的酒吧和最劲爆的夜生活。

交通：地铁在克拉码头站（Clarke

Quay）下车，走C出口，左转沿河畔散步道直走，右转通过Read Bridge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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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推荐店铺：

公主露台餐厅：

公主露台餐厅以其新加坡首屈一指的正宗槟城菜式而远近闻名。其自助餐多达60余种，您可以尽

情选择，享受丰富多样的美食体验。所有美食均取自最精致的原料，并出自槟城来的主厨之手。

Aseana画廊：Aseana画廊由其馆长Ng Kee Yam——一位35余年来热情从未消褪的艺术品收藏家于20

07年揭幕开业。经过多年的搜集，他已拥有60多位艺术家的大量作品，从现代同时代的印象派作

品，到写实作品，各种各样不一而足。

Crazy

Elephant：

这家位于克拉码头的酒吧以其对摇滚和布鲁斯音乐的热爱而备受推崇。木质装饰和涂鸦装饰展示

出新加坡独有的原味摇滚，在这一众多现代建筑林立的地区中更显独特。

Home Club：作为新加坡为数不多的正宗地下酒吧之一，Home

Club提供的是有如在好友起居室中度过夜晚时光的体验。

上海娃娃：

这间兼具梦幻与绚丽的高档俱乐部以华语流行乐为主，表演者都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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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

单从名字上看来似乎是一家医院，但实际上，这家以医疗为主题的夜店是新加坡的最为独特的酒

吧之一。注射器、试管、医院的白色主调还有静脉点滴，The

Clinic不惜工本地营造出各种医疗元素。

Zirca：

如果您想体会全身摇摆的喧嚣乐趣，来Zirca吧，这家新加坡原创大型舞蹈表演场所将为您带来音

乐与视觉美感的双重享受。这间宏大的俱乐部尽管开门营业还不到2年，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众多知名DJ音乐人前来献艺。

   

2、行政区Civic District

行政区的夜店较为分散，但其中有两个地方非去不可。New Asia Bar位于新加坡最高的瑞士史丹福

酒店71楼，往下倾斜20度的地板设计，让市区的璀璨灯海近得放佛就在脚边。

由百年修道院改装的赞美广场（Chijmes），在教堂后方设有喷泉广场，当法国、越南、日本、意

大利等十几家餐厅和酒吧齐聚，宛若小小的美食“联合国”；Le

baroque华丽中流露颓废气息，每晚有新加坡知名歌手在此驻唱，而Table

108以中国的洋红色调为卖点，适合浅酌微醺或聚会谈心。

交通：地铁在政府大厦站（City Hall Interchange）下车，走A出口，沿史丹福路（Stamford

Rd.）步行，右转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可抵。

   

3、安详山Ann Siang Hill

位于牛车水的安详山，以客纳街和安详路为主要干道，街道两旁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店

屋，经过改造翻修，变得时尚摩登，走逛其间，感觉十分悠闲！中式的瓦当，西洋风的百灵魂地

方安放叶窗，三三两两的闲聊的人们，在旧的风物包裹下，一切三三两两包裹风物都显得那么从

容不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家Book Actually的书值得一提的是从容不迫actual店，溜溜球、旧

式相机、生锈的门锁⋯⋯凡此种种种种，旧式相机生锈都能让你感到时光倒流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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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街道巷弄里随处可见特色小酒吧、咖啡厅和餐厅，就算你的品位再特别，也绝对可以轻易找到对

味的！夜愈深越美丽的安详山，适合下午开始赏玩，逛到傍晚，找间餐厅享受丰盛美食，或转进

酒吧继续品位夜色，再好不过！

   

4、客纳街Club Street

Club Street位于牛车水历史区域，两侧传统店屋沿着斜斜窄窄的街道排列，放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

旧年代。白天的客纳街(ClubStreet)是安静的，街道两旁是成排的的传统店屋，柔嫩饱和的奶油黄

、粉红等色彩，将每栋店屋都装点出愉悦的表情。经过新加坡政府的改造规划之后，许多餐厅跟

                                             64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01&do=album&picid=51735


�������

新加坡：花园城市
酒吧进驻了这条街，外观古典传统，内在陈设却大玩创意游戏。到了夜晚，客纳街更是魅力独具

，异国情调佐以美酒、音乐和浪漫烛光，吸引不少外国观光客前来。

其中，由老挝华裔开设的IndoChine餐厅也选择在这条街的49号设置分店，楼上卖中南半岛料理，

楼下则是Bar Sa Vanh，将佛教艺术品巧妙摆设，在布幔交错间，在舒适沙发旁，营造出奇异的东

方酒吧风情。此外，位于21号的Senso

Ristorante&Bar被公认为新加坡最好的意大利餐厅之一，有兴趣的人不妨来尝鲜。

交通：搭地铁在牛车水站（Chinatown）下车，走出A出口，沿宝塔街（Pagoda

St.）走到底，右转桥南路（South Bridge Rd.），往左转进安详路（Ann Siang

Rd.），再左转可抵客纳街（Club Street）

   

5、乌节路Orchard Road

这里的夜是不知疲倦的，是熙熙攘攘的，走走乌节路，你就知道要什么了。无论是喝一杯，轻松

一下，或是到现代感十足的威士玛广场享用一顿新鲜海鲜，乌节路可满足你所有需求。如果你想

摇滚热舞，还是在乌节路，Bar None ，Brix⋯⋯应有尽有。

坐在Giraffe餐厅里，玻璃屋的造型被热带花园环绕，没有震耳的音乐干扰，浅酌谈心，完全自在

。而Alley Bar由店屋长巷巧妙变身，15米长的吧台巧妙配合巷弄地形，透过墙面一框明镜的反射，

营造空间无限宽敞的错觉，烛火摇曳中，享用红酒、鸡尾酒或畅饮生啤酒，拥抱古老年代的浪漫

。从购物中心搭建在红砖道上的Balcony，有着阳台般的开发空间，24小时不打烊，还能坐在按摩

浴池里，边泡澡边喝酒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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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6、荷兰村Holland Village

到充满波希米亚风情的荷兰村，懒懒的半躺下，喝上一杯，这里是老少都爱的地方。 从二十世纪

30年代直至70年代英国人撤离，荷兰村一直是海外流亡者的聚集地，随着当地居民的增加，人口

比重才渐渐平衡。而荷兰村至今仍散发者浓浓的乡村味。

到了傍晚，Lorong Mambong街边林立的夜店纷纷点亮烛光，空气里弥漫着异国情调，属于荷兰村

的美丽魔幻夜才正要展开。堪称元老级的Wala Wala Cafe Bar，里里外外座无虚席，吧台上的电视

播放着球赛，2楼传来乐团的演唱声，气氛正high，放佛有种魔力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交通：

地铁在乌节站下车，Ｂ出口，在乌节因林大道上的公车站牌，搭乘7、77、106、174、502路公交

车，在Holland Village站下车，步行可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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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祖卡酒吧Zouk

如果你在新加坡只能前往一间俱乐部，祖卡酒吧必然是你的不二选择。作为或许是新加坡唯一一

家国际知名的夜店，祖卡既是一个公共机构，也是狮城年轻人选择进行成人礼等庆祝的不二场所

。

它已在马来西亚等邻国开设了众多分店，甚至还专设了自己的舞蹈节——圣淘沙祖卡户外热舞节

（ZoukOut）。祖卡酒吧由三间俱乐部与一间葡萄酒吧组成，主厅以科技乐与浩室音乐为主。Velv

et Underground更为轻松与高级，而Phuture也正如其名，比其它更多了许多随意与动感。

祖卡的国际知名度也吸引了众多世界顶尖DJ的驻场表演，如Carl Cox、Paul Oakenfold、Chemical

Brothers以及Primal Scream。每周三祖卡酒吧还将举行著名的Mambo

Jambo复古之夜，将为您的祖卡之行增添更多魅力。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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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驳船码头Boat Quay

在珊顿大道的高级写字楼待了一整天后，精英白领们只需步行即可到驳船码头，通宵派对，放松

至清晨。各种风格的夜总会汇聚在这一幢幢重新装饰后的19世纪店屋，有诸如Q-Bar的轻柔音乐，

Harry’s的灵魂爵士，Molly Malone’s的啤酒吧，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们所中意的风格。这里每

晚都人头攒动，本地人，国外人，旅游者，你分不出来谁是谁。

河的另一边是皇后坊，相邻着新加坡国会大厦，维多利亚音乐厅，剧院，是一块安静高级的用餐

之地。

开放时间：

上午11：00至凌晨（每天）

上午11：00至凌晨1:00(周末）

上午11：00至凌晨2:00(周日）

交通：去驳船码头（Boat Quay）乘地铁到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站（EW14/NS26），然后前往新加坡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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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加坡特产及购物街区

        假如到了新加坡什么都不买的话，几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里，恭候你的

是世界一流的购物体验。

        新加坡是世界级的购物胜地之一，也是国际潮流生活的引领地。不论是顶级名品

还是新加坡本地特色，各式货品应有尽有。每年六、七月份购物者可以以“跳楼价”买到不同品

种、不同款式的各种商品，包括由名家设计的商品。

   

1、新加坡特产

鱼尾狮纪念品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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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钥匙扣、摆设、闹钟、水果叉、打火机、茶叶筒、温度计等。

质地：有不同种，其中以铅锡合金为商品，价格比普通质地的纪念品要贵一些。

鱼尾狮是新加坡旅游标志，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把当地标志性的纪念品赠送给亲朋好友再好不过

了。

胡姬花

新加坡人喜爱兰花，更偏爱卓锦�万代兰，还因为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能争芳吐艳，象征着民

族的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精神。象征新加坡国家民族的命脉，源远流长，具有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

到新加坡如果没有欣赏过胡姬花，就像到了北京没有爬万里长城，将会是人生中一件遗憾的事。

种类：耳环、胸花、头饰等。

制法：将胡姬花泡在18K金液内，变成镀金胡姬花，然后根据花的形状做成相应的装饰品。

胡姬花中的名品卓锦万黛兰是新加坡的国花，用胡姬花做成的装饰品，深受爱美女士的喜爱。

Singapore S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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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作为最著名的鸡尾酒之一“新加坡司令”的发源地，坐落在莱佛士酒店的长吧在鸡尾酒历史里永

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的特别贡献“新加坡司令”是在1910年由调酒师Ngiam Tong Boon发明的

。由此，长吧变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地方，其魅力之大竟使这款“新加坡司令”的价格高的惊人

。在这里，你必须看管好自己的杯子。另外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你可以把吃剩的花生壳扔在地

板上，这是一种真诚待客的行为，对于以严厉著称的新加坡垃圾管理法律来说，这也是极为罕见

的。

你可以到Ture Heritage

Brew现买到大小各异、精致瓶装的新加坡司令，还可以带一盒新加坡司令口味巧克力当做手信！

Chiku

一种如奇异果大小的棕色水果，剥开薄薄的皮后，果肉甜而软，散发一股梨似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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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u

如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季节性水果，淡褐色的果皮、白色果肉，甜中带有如葡萄柚般的酸苦，只要

用手轻压顶端，皮即剥开可食。

Pewter

这是一种用97%的锡、铜和3%的锑合金制成的民间工艺品。以马来西亚的制品最为有名。花样典

雅大方的茶具、咖啡具、花瓶、大啤酒杯等是新加坡特产。特别是最近又开发了动物、娃娃和小

丑等玩意儿，广受女孩子的青睐。

Salak

一种印尼进口的奇特水果，棕色的果皮呈蛇皮般，果肉坚实呈乳白色，虽不常见，颇值得一尝。

干果

新加坡代表性的干果有芒果干、香蕉干、柠檬干，中药味道，有利于健康，超市中有售。

红毛丹 

(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红毛丹在马来语中意指[多毛]的水果，长毛艳红的果皮包裹圆润欲滴的白色果肉，果核呈棕色。

多汁而甜，是极受欢迎的水果，盛产于六月和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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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哩

新加坡出售的咖哩粉是真正的印度式咖哩，适合于家庭使用。100g装可适于4至6人使用。特别是"

Hot"牌，味道辛辣纯正。此外，还有袋装Curry Spices，与Curry

Powder一起食用，味道倍增。超市中有售。

快熟鱼粥

一种快餐粥，鱼味。也有鸡肉、猪肉、牛肉味的。品袋上注明有加水标记，可据此在锅内加水煮

熟，味道极佳，富有新加坡独特的味道（1袋65克）。可在超市中买到。

蜡染

一种蜡染的印花布，有新加坡产品、马来西亚产品、印尼产品，各具特色。其中以新加坡产的最

为便宜、时髦，它由机器印染，花色相同的较多。马来产品以花和蝴蝶图案居多，色彩艳丽，价

格适当，为馈赠佳品。如果自用的话，可买印尼蜡染，它的别名“纱丽”更为世人所知，设计朴

素，多用条纹及黑、黄色调，手绘制品更是出色。

榴莲果

榴莲果是用榴莲做成的点心，一口大小，几乎没有榴莲特有强烈的味道。但一般人也只能吃2至3

块。

榴莲糖

榴莲糖是一种榴莲果品。打开糖纸就有一股榴莲的强烈的气味，很硬，放在口中不易融化，口内

总有一股榴莲的味道，没有抵抗力的人会很后悔吃它，“让人什么都不想⋯⋯”。

玫瑰苹果

玫瑰苹果是一种如梨般的小型水果，果皮有时呈粉红或淡绿色，果肉如海绵般，多汁而无味，是

故新加坡人喜爱沾以酱油或辣椒而食，口味独特。

皮革制品

由于从养殖鳄鱼到加工皮革都在新加坡国内进行，所以价格便宜，具有吸引力，也确立了其在新

加坡的特产地位。其中有鳄鱼皮的皮包、鞋子、小装饰品等等，种类非常丰富。

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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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山竹为时令水果，果皮呈棕紫色，为多果室水果，果肉呈白色，果核稍具苦味。果肉多汁而极为

甜美，果皮的汁若染上衣服，颜色不易褪去，食用时要小心。

丝绸

新加坡的丝绸种类有中国丝绸、马来丝绸、泰国丝绸等。泰国丝绸的品质优良，在世界上最受欢

迎。那种不可思议的诱人光泽，对女性充满了魅力。

中药

新加坡的中药种类有很多，这里介绍两种特效受欢迎的药。对突发性咳嗽、慢性咳嗽、痰咳及各

种咳嗽都很管用。一种是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模，是由20多种药草提炼出来的，是华人必备的家

常药。还有一种是非洲海底椰膏，过喉咙时，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两种药都是粉末状，先用

汤匙含一小口再用水冲咽。在中国杂货店及中药店均有出售。

   

2、乌节路 Orchar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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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的是，乌节路意为“果园路”，在19世纪初之前，该地区曾经到处是果

园和种植园，结果所有的肉豆蔻树种植园毁于一种神秘的植物病。由于该地区四周都是山谷，洪

水也很常见。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诗家董购物中心（C. K. Tangs）、狮城大厦（Plaza

Singapura）和文华大酒店（Mandarin Hotel）等建筑物的建成，这里逐渐向娱乐中心的方向发展。

随着一砖一瓦，一个又一个街区，一座又一座钢铁和玻璃高层建筑取代了过去的泥土小路，乌节

路逐渐成为如今日这般著名的购物地带。 

(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交通：乌节路设有3座地铁站，无论从哪一站下车，都将陷入丛林般的购物商场。

乌节站（Orchard,NS22）：位于乌节最西边，如欲直接前往义安城、威士马或邵氏大夏等购物中

心，由此下车可快速抵达。

索美塞站（Somerest,NS23）：位于乌节路正中位置，往左或右逛，都很方便。

多美歌站（Dhoby Ghaut,NS24/NE6）：位于乌节路最东边，一出站就是狮城大夏，距离Istana Park

最近。

东陵坊（Tanglin Mall）

        位于乌节路开始之处的东陵坊（Tanglin

                                             75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83&do=album&picid=51071


�������

新加坡：花园城市
Mall）是一座老商场，与丽晶大酒店（Regent Hotel）仅一步之遥。东陵坊内设有出售串珠、服装

、饰品、家具和古董等各种商品的专卖店。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一些著名的艺术和工艺画廊，诸如

Sun Craft 和亚洲古代工艺美术馆（Asia Ancient Gallery）。

ION Orchard 购物中心

在坐落于乌节路地铁站出口旧址的 ION Orchard 购物中心，一个全新的购物体验在等着你。该中

心共8层楼，拥有60多万平方英尺购物面积，一楼驻有 Prada、Coach 和 Louis Vuitton等众多奢侈品

牌地下商场各层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购物者——学生和朝九晚五的工薪族甚至在周一到周五也

聚集在这里，选购品种齐全的大众品牌，诸如Topshop、 Fred Pery 和 Armani Exchange。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乌节中央城（Orchard Central）

        另一个闪亮登场新购物商场是乌节中央城（Orchard Central）,其内部装修释放出

一种舒适的西班牙情调，装饰着五颜六色叶子花等花朵的格栅阳台让人耳目一新。还可以在露天

和屋顶花园享受美食、远眺城市美景，欣赏世界最高的室内攀岩墙（Via Ferrata

Wall）和著名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此外，一定不要错过在乌节中央城的313@Somerset,

这里拥有著名品牌 Forever 21 在新加坡最大的旗舰店，总占据了4个楼层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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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安城(NgeeAnnCity)

乌节路391号，最靠近的地下铁站：Orchard

老实说，义安城很难在一天内逛完，因为城中一百多间各式的日本商店"间间都精彩，所所皆特殊

"。从运动用品、文具、珠宝饰物，到时尚服装，无一遗漏。走在义安城里，你肯定是情不自禁，

买个痛快！城中的Takashimaya百货公司更是购物一族的最爱。如果只想随意走走，感受时尚潮流

的讯息，到这里看一看义安城里卖什么，就知道时下流行什么了！走得累了，可以停下来随意选

一间餐厅或咖啡廊歇歇脚，解解渴。此外，义安城内还有许多画廊和艺术馆，让你欣赏。

先得坊(Centrepoint)

乌节路176号，最靠近的地下铁站：Somerset

先得坊是新加坡其中一家最出名，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这里的货物应有尽有。新加坡最出色、

赢得最多奖项的商店Robinsons就在这里。先得坊里还有许多你非逛不可的商店：古典音乐专卖店

、售卖年轻时髦服装的店铺、眼镜商店、精美雅致的家具店、顶尖科技的电子器材专卖店、运动

器具专卖店等等。喜欢艺术品的游客也甭愁，中东风情地毯、纯艺术作品、亚洲古董和手工艺品

都能在这里找到。

DelfiOrchard

乌节路402号，最靠近的地下铁站：乌节(Orchard)

这是一个购买家居用具的好地方。要找晶莹剔透的水晶和雅致的中国瓷器，到这里来，你肯定不

会失望。其它的商店包括肯昙斯(KenDone)的"穿的艺术"(artofwear)、RoyalSelangor的锡制纪念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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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远东广场（FarEastPlaza）

不管当地人、外国侨民或游客都爱到这里来消磨时间。周末的时候，更是一家大小，男女老幼齐

出游，享受天伦之乐。这里让人流连忘返的原因，是其应有尽有的商品。从时尚服装、精致出众

的饰物、到先进的电子产品，你都可以在这里买到。Metro百货公司更在一层开设规模较大的超级

市场，让你过足购物瘾！

地址：苏格路15号

电话：（65）6235-2411、6734-2325

营业时间：10:00-22:00

交通：搭地铁在乌节(Orchard)站下，走Ｃ出口，循地下通道指针走到诗家董门口，从诗家董沿史

考特路（Scotts Rd.）步行约５分钟即可抵达。

LuckyPlaza

乌节路304号，最靠近的地下铁站：Orchard

这里是新加坡人"开价讲价再杀价"的地方。LuckyPlaza里的商店多得你逛不完，物品多得你看不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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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DUTY FREE SHOP 大型免税店

DFS的中华烟237人民币 44新加坡币（1新加坡元约等于5元人民币）。这里值得买化妆品，有些比

机场的要贵些，但机场有时会缺货。

百丽宫（Paragon Shoppping Centre）

这里可说是时尚潮流的集中地，国际时尚名牌如Gucci、Valentino、Versace和街头服饰品牌P.O.A

Superstore尽皆汇聚于此。此外，还有商品价格大众化的百货公司如美罗（Metro）和Marks &

Spencer。地下层B1的The Food Celler，更是美食云集。

诗家董（TANGS）

如果您正在找寻一件新衣服，但又不想满世界地寻找，那么诗家董百货公司就是您的理想选择。

凭借其品种齐全的当地和国际商标、设计师品牌和奢侈品，诗家董百货把目标定为老练的高档购

物者。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威士马广场（Wisma Atria）

威士马广场是时尚精明和品牌爱好的消费者的天堂。其专卖店包括Crystal Jade、Mango、bebe,

Forever 21、Lee Hwa Jewellery、FCUK、TAG Heuer 和 Surfer

                                             79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01&do=album&picid=51743


�������

新加坡：花园城市
Girl等。这里有将近100个不同的商店，从 Isetan 等百货店到 Helen 等精品店和 Porter International

等时尚箱包店 Nike 在这里设立了新加坡的第一家旗舰店，GAP

也在这里设立了自己在日本之外的第一家 Asina

旗舰店。美食也是这个商场购物体验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入驻了许多时尚的餐饮店，诸如

IndoChine 和 Food Republic，这大大提高了商场的吸引力。如果你想知道女人想要什么，那就来威

士马广场吧。威士马广场共有地上四层和地下一层。

麒麟大厦（Plaza Singapura）

它的名字在荷兰语中也许意为绅士，但麒麟大厦完全以年轻人和时尚人群为目标。麒麟大厦位于

乌节路的中心地带，销售 Levi’s、Venue Lab、Koi Nobori 和 Converse 等青年人的品牌产品。在其

第四和第五层的专卖店里，还出售古典和独立的时装。这里时不时会有新店开张，而且该商场拥

有许多日本、韩国和美国餐馆一定能够吊足你的胃口。电视屏幕上放着高分贝的流行音乐，商场

还定期开展促销活动，因此麒麟大厦人声鼎沸，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寻找新潮、时髦

的商品，那么它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好去处。麒麟大厦不仅是一个购物的好去处，而且还是一个逛

街的好地方。

狮城大厦

狮城大厦因其简单易行和优越的位置而成为新加坡最受欢迎的商场之一。该商场总是挤满了儿童

、青少年和年轻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在其顶层设有一个大型

Golden Village 电影院，可以满足人们对娱乐的需要，而在地下室则有大型超市家乐福，可以满足

人们对日用商品的购买欲望。入驻狮城大厦的其他主要商店包括 John Little、Yamaha 和 Spotlight，

不胜枚举。该商场共有9层，每层都设置了特定的主题，才外还拥有一个大型内部庭院。许多流行

的本地及国际餐馆占据了较低楼层，而服装店则位于较高楼层。

   

3、牛车水Chinatown

牛车水是新加坡最大的历史街区，邻近繁华的商业中心。1819年，当莱佛士（Raffles）宣布新加坡

成为一个贸易港口后，许多华人因许多问题而纷纷逃离中国来到新加坡。这些问题包括贫穷、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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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和内乱。当男子移民在1860年合法化后，更多的华人来到新加坡寻找工作。到了19世纪60年代

末，华人已占到新加坡人口的65%。

牛车水目前由具有中国特色的战前店屋组成，其中的商人们多少年来一直贩卖相同的商品——绸

缎、传统工艺品和金、玉珠宝首饰。不要错过前往大型华人百货商场裕华（Yue

Hwa）购物的机会，其坐落在余东旋街（Eu Tong Sen Street）和克罗士街上段（Upper Cross Street

）的十字路口，位置优越。这里拥有各式各样正宗的中国商品，诸如茶叶、药材、食品、家庭用

品、古董和旗袍等传统中国服饰。

游访牛车水的最佳时机是在农历新年期间，届时牛车水美食市场（Chinatown Food Market）热闹

非凡，从舞狮到中国戏曲表演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这一期待已久的新春佳节把更多的活力注入

市场，在这里你可以发现一排排悬挂光彩夺目纸灯笼招徕生意的摊位、中国书法、戏曲面具、当

代时尚及节日美食。在节日期间，这些摊位不到中午就逐步占满了宝塔街（Pagoda）、史密斯街

（Smith Street）、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和硕莪街（Sago Street）。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在牛车水还有很多商场。在牛车水上还有很多商场。较为重要的商场包括唐城坊（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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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珍珠坊（People’s Park Complex）和牛车水大厦（Chinatown Complex）。牛车水大厦是

于1972年在硕莪巷两侧的殡仪馆旧址上建成。这些商场不仅销售各种各样的中国商品，而且还提

供价格低廉的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打折化妆品和衣服。

如果你热衷于时尚，不要错过安祥路（Ann Siang Road）与客纳街（Club

Street），在那里你可以在别致的本地专卖店里淘宝，如创意店（Asylum）和北欧精品店

（Style：NORDIC）。

交通：

牛车水站（Chinatown,NE4）：搭地铁在此站下车，即可走进宝塔街、丁加奴街、史密斯街或桥南

路等精华地带，细细品味。

丹戎巴葛站（Tanjong

Pagar,EW15）：打算先参观丹戎巴葛保留区的旅客，建议在本站下车，步行距离比较近。

欧南园站（Outram Park,EW16/NE3）：位于牛车水西南端，方便前往Bukit Pasoh Road一带。

推荐街区：

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

丁加奴街贯穿了邻近4条主要街巷。在宝塔街交叉口，昔日鸦片烟馆林立，红灯区及苦力贩卖馆也

聚集在此，鱼龙混杂。如今，这些店屋换上来俄新装，改为华人食堂，许多老外喜欢坐在这里用

餐，观赏过往人潮。

客纳街Club Street

白天的客纳街(Club Street)是安静的，街道两旁是成排的的传统店屋，柔嫩饱和的奶油黄、粉红等

色彩，将每栋店屋都装点出愉悦的表情。经过新加坡政府的改造规划之后，许多餐厅跟酒吧进驻

了这条街，外观古典传统，内在陈设却大玩创意游戏。到了夜晚，客纳街更是魅力独具，异国情

调佐以美酒、音乐和浪漫烛光，吸引不少外国观光 客前来。

宝塔街Pagoda Street

两旁的南洋风格的房屋均涂满各类鲜艳的色彩，一楼无一例外都是售卖带有中国特色的商品或者

是中餐馆，商店以药材、南货土特产、传统服饰、旅游纪念品为主。很多店主甚至在街上撑开太

阳伞，摆开货架，使得本来就不宽的宝塔街更加拥挤，大家摩肩接踵，慢慢逛，体验这具有浓郁

中国味的市场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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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

这个古雅的历史街区的名字可能起源于曾经在这里生长繁茂的格南树（Gelam Tree）。1822年，甘

榜格南的土地被分配给马来人及其他穆斯林移民居住。该地区还包括一个规模小但成功的阿拉伯

商人区。1989年，甘榜格南被新加坡城市发展局（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宣布为保护区，区内大部分建筑得以重新修缮。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该地区与武吉士地铁站（Bugis MRT Station）和许多购物中心，如武吉士街区（Bugis

Junction）和繁华的武吉士市场（Bugis Market）仅一箭之遥。今天，你可以在巴索拉街、巴格达街

和坎大哈街找到鳞次栉比涂以充满活力的色彩、受到保护的店铺。其中许多店屋如今被设计和IT

公司、餐馆，餐饮服务供应商、艺术画廊、工艺和古董商店所租赁。

在游览过历史悠久的苏丹清真寺之后，你可以走到已改造成商业步行街的经巴索拉街。在殖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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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这是阿拉伯甘榜地区的心脏地带，充分迎合了穆斯林的宗教所需。在这里，你可以发现旧式

的男子服饰经销店和新店铺相辅相成，兼容并蓄。那些店铺专门出售新加坡商品，诸如著名的新

加坡航空公司可芭雅服的复制品、饰品和装饰配件以及阿拉伯或穆斯林的书籍。

从巴梭拉街，你可以继续沿着田园诗情般的马士吉街（Muscat

Street）走下去，然后折入亚拉街（Arab Street），亚拉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是著名的纺

织品世界。你仍然可以在这里找到丝绸、蜡染、饰带、透明硬纱和其他材料，这里还提供定 制和

裁缝服务。你可以购买一件现成的传统或现代的马来服装、地毯、古董和诸如柳条筐这样的手工

编织物品，带回家让你的家焕然一新，或观看形形色色的传统游戏，诸如钟格（Congkak）游戏

（一种利用大理石和一块木板进行的游戏）。

在亚伯街尽头就是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那里有许多专门出售与穆斯林社会有关的物品的

商店，包括檀香、念珠、雷哈尔（rehal）（专门放置古兰经的书架）和木制牙刷。

推荐店铺：

Basharahil蜡染印花布艺坊

您也可来此，量身订做一套雍容华贵的马来风格服饰。Basharahil蜡染印花布艺坊位于人流如织的

阿拉伯街，以其适中的价格、热情的服务驰名新加坡。 

遗产店

该店专门出售新加坡过去的物品。这里出售的收藏品非常丰富，大多来自20世纪

3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加坡。

Toko Aljunied服装店

阿拉伯香水、土生华人（Peranakan）服装和蜡染（batik）服装是 Toko Aljunied

服装店的专营商品，该服装店也是新加坡最悠久的蜡染店之一。

交通：武吉士站（Bugis，EW12）：这是距离甘榜格南最近的地铁站，下车后，步行约10分钟，即

可进入本区。

旅人提示：

本区内大部分商店在周日及假日都不营业，周五中午则因苏丹回教堂举办礼拜仪式，许多餐厅或

店面也暂时歇息。前往时记得避开这些时段。

   

5、小印度Little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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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加坡的印度社区之家，小印度购物区是一个充斥着汽车喇叭、自行车铃声

和居民充满活力的吆喝等杂音。集声、色、香于一体的地方就是竹脚市场（Tekka

Market），距小印度地铁站（Little India MRT Station）不远，步行即可到达。竹脚市场内有众多出

售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食品的摊位，经常吸引来自新加坡各地的人群前来大快朵颐。还有一个

专门出售新鲜蔬菜、肉、鱼、香料和鲜花的湿货市场。采购诸如黄铜油灯和壶罐这样的纪念品，

或购买新鲜的茉莉花花环，香味是小印度区的标志性味道。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笼罩在香料和鲜花沁入心脾的芳香中的是实笼岗路（Serangoon

Road）及其路内的小巷，诸如甘贝尔巷（Campbell Lane）、南洛街（Dunlop

Street）和欣登路（Hindon

Road）。留意出售印度阿育吠陀精油、黄金、熏香和各种质地的织物的摊位。

没有到位于实笼岗路和塞阿威路（Syed Alwi

Road）拐角处的24小时购物商场——慕达发中心（Mustafa Centre）进行一通宵的疯狂购物，你的

小印度之行就是不完整的。不要被其不起眼的外表所欺骗，因为这个巨大的百货大楼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大仓库，出售家庭摆设、装饰用品、包装和新鲜的食品、印度香料、多种多样的服装和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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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电子产品和其他在新加坡普遍存在能以最低的固定价格购买的商品。

推荐店铺：

双溪路跳蚤市场

可别被这个名字吓着了！双溪路跳蚤市场是新加坡享有盛誉的跳蚤市场之一，深受外地游客和本

地居民的喜爱。

Jamal Kazura 香水店

Jamal Kazura香水店里有来自中东、法国、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多种香水，店里的一大特色是未加酒

精的纯天然阿拉伯香水，此外，还有独特的按摩油、香皂和沐浴乳。 

(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Tekka中心

Tekka 购物中心是小印度的地标性建筑。从休闲服饰、五金工具、宗教器具到传统的印度流行服

饰和手表，这里经营的东西无所不包。

慕达发中心

如果你热衷于讨价还价，或享受在傍晚时分购物的乐趣（每天开放24小时，每周7

天），那这里是你不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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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gOFF公司

与其说这是一家普通的家具店，这儿更像一家艺廊，1degOFF以其超越现实、风格鲜明的作品闻

名业内。公司既设计家装饰物、家具，也制作概念化的灯具产品。

交通：小印度站（Little

India,NE7）：小印度区主要的景点及餐厅都距离此战不远，值得多加利用。

花拉公园（Farrer

Park,NE8）：位于小印度区北边的庙宇及慕达发中心，由此站下车步行，可迅速抵达。

   

6、荷兰村Holland village

(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由于这里散发着悠闲的魅力，荷兰村（Holland Village）是一个在新加坡的外籍人

士最喜欢逗留的地方。如果你只想休闲地度过一整天，与朋友聚会或聆听音乐，这绝对是一个完

美的好去处。对没有太多时间去探索每个角落的度假者而言，荷兰村是新加坡的缩影，提供了许

                                             87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83&do=album&picid=51061


�������

新加坡：花园城市
多具有独特的新加坡风情的购物和娱乐的场所。从乌节路乘坐出租车只需要10分钟就能到达这里

。

        罗弄曼蒙（Lorong

Mambong）

一带兼容并蓄，到处是现场音乐厅、豪华餐厅、休闲酒吧。这里还有传统的咖啡馆，您可以一边

品尝一杯拉茶（teh tarik），闲看世界变换；这里还有一个湿货市场（wet market ）（销售新鲜肉

类和鱼类）和古玩店。白天的时候，摄影爱好者也会聚集到这里冲洗胶片、为他们的最佳作品购

买相框并添置新设备。

        荷兰路购物中心（Holland Road Shopping

Centre）是一个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和手工艺的宝库。这里有一家名叫 Lim’s Arts and Living

的大型店铺，拥有琳琅满目的古董和其他制品，诸如摩洛哥餐具、鸟笼、非洲雕像和 shisha

烟斗。除了家庭装饰用品，你还会在这里发现一两家出售二手服装商店。

穿过荷兰路购物中心就是集美花园（Chip Bee

Gardens）。意大利餐馆、新奇的时尚商店、美食街和艺术画廊在这里随处可见，热闹非凡。

推荐店铺：

Lim’s Arts and Living：Lim’s Arts and Living 堪比瑞典零售业巨头宜家，其货品之丰富，服务效率

之高，定能让您兴致勃勃地接连逛上几个小时。

帕里斯尔电器城：

号称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社区折扣店，该公司也的确因廉价的IT和数码产品引以为傲。

   

7、樟宜机场免税店

品牌介绍：Biotherm、EsteeLauder、L'oreal、Anna sui、Clinique、Dior、Elizabeth

Arden、Lancome、Shiseido、 Clarins、 Kiehl's、Chanel、Guerlain、Davidoff、Hugo

boss、Givenchy、Shu-uemura、Maybelline、HR、YSL、Sisley、MAC、茱丽、BOBBI

BROWN、欧舒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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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一购：

化妆品、香水。这里有亚太区最大的香水及化妆品免税店。这间耗资超过200万元(新加坡元，下

同)设立的免税店，是由香水及化妆品代理公司Nuance Watson经营，面积有522平方公尺，约等于

四间五房式组屋。除了规模庞大，该免税店所售卖的产品种类繁多，与本区域其他机场比较，这

里的产品售价也是最低的。该免税店售卖超过70种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和香水，并陆续取得不少产

品的“首卖”专利，包括Boss的“Intense”香水以及Christian Dior的“Chris 1947”香水。

物价水平：

新加坡购物价格总的来说比香港略高。但机场似乎比市内便宜。另外，樟宜机场的免税店经常会

搞一些促销活动，诸如买三件以上打九五折之类的。

特色服务：

新加坡机场的服务很人性化，在1号登机口有个健身中心，健身、美容、按摩、看电影甚至游泳都

可以。

购物环境：

庞大而舒适，相当HAPPY，两座候机楼里有近40个提供餐饮服务的摊位，还有100多家经销各种商

品的商店。

吹毛求疵：樟宜机场有两个候机楼，虽然可以搭乘免费的小火车穿梭其间，但还是感觉不便。

                                             89 / 144



�������

新加坡：花园城市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体验：

免税店、品牌店和餐饮酒吧星罗棋布，物质极大丰富。这里的化妆品要比新加坡市内便宜些，但

似乎还是敌不过香港机场。另外与国内机场截然相反的是，在樟宜机场就餐的价格居然比市区便

宜许多，差不多档次的海鲜小火锅，人均价格比头天在市内低了5块新币。

网友购买体验：

之一：免税店、品牌店和餐饮酒吧星罗棋布，物质极大丰富。这里的化妆品要比新加坡市内便宜

些，但似乎还是敌不过香港机场，但一些只在免税店独家发售的Q版香水套装、护肤品套装或彩

妆盘非常划算。曾经在那儿买过一套雅诗兰黛护肤套装，眼霜+日霜+晚霜1000元出头还有一个很

经典的黑色漆皮手袋赠送，回来在赛特看到几样加起来2000元都打不住，偷着乐了好久。

之二：据说chanel在新加坡机场也很便宜，值得购买，因为本人不用chanel，所以并未实际考察核

实过。除了化妆品香水一类，强烈建议从新加坡离境时带些烟酒送给老公、老爸。烟狂便宜，几

乎每人回家都会拎上两条中华。

之三：如果非要在新加坡机场免税店买护肤品的话，就买套装吧，首都机场，新加坡和香港三个

我都比较过（6月底-7月初），个别套装新加坡比香港便宜，而首都机场又比香港机场便宜，所以

                                             90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17&do=album&picid=51593


�������

新加坡：花园城市
不如在北京买啦。

之四：不如回北京时去免税买。唯一便宜的就是香烟，中华什么的，上次去也就带的烟，护肤品

和香水都一般，带了一套护肤品回来一看，便宜不了多少钱。

之五：新加坡机场免税店很大，有家鞋店可以买，东西便宜凉鞋也就150吧,，还有药店，有跌打

酒等国内不太有的药，烟酒也还便宜的，化妆品不是很便宜但还多的。

之六：机场值得买的东西是Q版香水套装和一些彩妆盘，非常划算，而且大部分都是只在机场免

税店售卖而市内没有卖的。比如lancome的九色眼影盘只要45新币。还有三只绑在一起卖的EL唇膏

什么的。特别推荐的是armani的彩妆，这个新加坡市内没有卖的，只有机场免税店有卖，好像全

亚洲贩卖点都很少，除了新加坡机场之外只有香港有了。据说chanel 在新加坡机场也很便宜，可

以考虑买，chanel其实在新加坡室内已经卖的很便宜了，但是没有任何满额赠活动，所以在市内

买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何况机场免税店买化妆品，三件以上就能打5％的折扣。

关于免税

新加坡是购物的好地方，在这里大多数商和服务都征收7%的消费税，在贴有游客免税标签的商店

，如果你购买的商品超过300新币，可以申请免去消费税。不过要有一定的条件：

必须在个别参与的其他免税商店消费至少100新币，连同其他收据累计消费至300新币。购买商品

时，出示护照，索取一张填妥免税购物支票，离开新加坡时，在樟宜国际机场第一或第二航站大

厦的退税柜台出示所有的免税购物支票，即可兑成现款。另一个方法是将退款直接转入信用卡户

头或以银行支票代替，手续费将从消费税退款中扣除。

要想了解新加坡免税购物的具体情况，可以向机场、酒店和购物中心索取资料，或联络：

电话：069622 225 6238

传真：069622 225 5773

   

8、其他地区

        新加坡河畔地区：河滨坊（Riverside Point)就在新加坡河河畔，有许多小店铺。

金融区：华联购物中心（OUB Shopping Centr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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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ade）在银行区的正中，里面的店铺多数在20：00关门。

某榜歌南回教区：亚拉街（Arab

Street）专卖传统手工艺品，如马来蜡染布、传统马来服装和藤制品。

效区荷兰村：有价格全家的古董、手工艺品和电器产品。

捷运东线：东坊(East Point)在四美（Simei）捷运站（E10）旁，主要卖杂货、小吃、服装和鞋。

淡滨尼广场(Tampines Mall)位于淡滨尼捷运站帝，主要销售家庭用品。

捷运西线：容坊（Jurong Point）在文礼（Boon

Lay）捷运站（W12），主要经营家用电器和家具。

捷运北线：第八站(Junction

8)位于碧山（Bishan）捷运站（N3）和碧山转换站之间，多为电器商店。

北坊：在义顺（Yinshun）中心，有儿童玩具专卖店。 

(图片由网友 @戴安娜 提供)

旅人提示：

1）拿一份免费发放的新加坡中文地图，机场就有。你会发现在几天的行程里异常的实用。

2）买一张地铁易通卡，新加坡不大，乘坐地铁既方便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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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住在新加坡能退税哦，拿好发票，在机场就能办理。

4）准备一张双币信用卡，新加坡不少商店能支持银联。

5）购买电器时注意检查电压和系统规格。

6）购买相机、手表和电器产品时要向商家索取国际保证书和收据。

7）如果有商品运送回国，一事实上要索取许可证书。

8）一旦发生争执，游客可以到小额赔索法庭，这里有快速处理游客投诉的服务，可以在两天内裁

决，处理费10元。地址：阿波罗中心（Apollo Centre）5楼。电话：4355937  传真：435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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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加坡住宿

新加坡旅游业发达，各种级别的宾馆、酒店齐全，按价格可以分，既有高昂的高级旅馆，又有几

十新元的经济旅店和中国式旅馆，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相宜的住处。按地段则可以分为

唐人街和小印度等地。

新加坡的高级酒店从设施到服务都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水平，而且，这些酒店无论从外观建筑，

还是内部装饰都别具风情。

凡是到过新加坡的人，谈及新加坡的旅馆时，第一个印象便是那最有名的“莱佛士大酒店”。新

加坡除了莱佛士大酒店外，还有许多设施、服务都很好的高级旅馆。然而在高级旅馆不断增加的

同时，不可否认便宜的旅馆却在逐渐减少中。

新加坡的经济旅馆，基本上也都具有住宿所需的最低设备，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比较，较为清洁。

此外，最近有些旅馆住宿费中还包含早餐，对预算有限的人而言，真是一大福音。另外，公用卫

浴的厕所大多采取冲水马桶式，而不同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旅馆，必须自己取水冲洗。

有团体房的经济旅馆，大多集中在市中心的明古连街，这里有YMCA以及一些老字号的经济旅馆

，有一家客满，还可以找第二家，投宿应不成问题。 

旅人提示：

1、从机场去酒店的交通

新加坡机场的各种指示非常清楚，同时大都都有中文标识。因为行李的原因，建议往返机场和酒

店都选择出租车（德士）。机场的出租车（德士）非常非常多，而且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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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选择安全可靠的公交车和高效的地铁。具体的公交线路，地铁站和费用可在“公共交通

指南”一书中查找。这本小册子可以在机场咨询处，公交车转换站，地铁站和主要的书店买到。

您也可以访问 www.sbstransit.com.sg 或 www.smrt.com.sg

另外，您还可以在樟宜机场乘坐6人的豪华中巴(MaxiCab)，时间是6:00到0：00。途经新加坡Conc

orde酒店，新加坡Crown Prince酒店，Excelsior Peninsula酒店和Marina Mandarine Singapore。中巴往

返于大部分酒店和机场，行程灵活、具神缩性。您可以在机场的大礼堂预订中巴。

2、酒店的服务语言

在新加坡的酒店里的服务人员大都会英语和中文，所以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和他们直接联系。

3、入住与退房时间

大都酒店的入住办理时间都是在12：00-16：00，所以如果您的航班无法在这个时间到达时，请在

预订酒店的时候提前说明，避免酒店取消房间；12：00之前是办理退房的，如果您不能及时退房

也请事先和酒店说明，看是否需要办理延迟手续。

4、付款方式

新加坡的酒店一般都接受现金, VISA , 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卡。

5、洗漱用品提示

新加坡是一个崇尚环保的国家，所以并非所有酒店都提供牙刷，梳子，肥皂这类洗漱用品，故建

议客人在去之前自己准备。

6、电压

新加坡的电压和中国是一样的，所以电器是可以通用的。你不必担心在这里买的电器回去因为电

压而不能用。但是这里的插座一般为3头的，您可以在出发前准备好，也可以在当地的超市里买到

。

7、小费

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给。 

   

1、奢华酒店

莱佛士大酒店

新加坡地标性建筑，在1887年由来自于亚美尼亚的富豪薛克兹兄弟修建。从那时起，这座代表新

加坡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的酒店便吸引了大量游客。毛姆、吉卜林、卓别林等人都曾在此下榻。1

987年新加坡政府将这家酒店列为国家历史文物，并在1991年斥资1600万新币翻新，旅馆得以全新

的面貌重新开业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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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比利厅是一座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风格的剧场，天鹅绒的帷幕、舒适的座椅、精细的装饰

，无一不具有参观欣赏的价值。剧场内每天播放讲述莱佛士大酒店历史的录像，片长约25分钟。

小帖士：莱佛士大酒店住一晚至少750新币，对着装有一定要求，短裤拖鞋不得入内。

购物：莱佛士坊内有卢比顿、巴黎、蒂芬尼等70多家高级商店，是购物者乐此不疲的地方。

餐饮：Tiffin Room以咖喱自助餐闻名，Bar & Billiard Room的自助餐种类繁多。Long

Bar的鸡尾酒“新加坡司令”（Singapore Sling）自1915年首次调制就蜚声世界。

旅人提示：在酒店用餐需要提前预订。

地址：美芝路（Beach Road）1号

地铁：NS线、EW线市政厅站（City Hall），车站编号NS25、EW13。

   

2、五星级酒店

港丽酒店 Conrad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 EW13/NS25 City Hall 政府大厦

特色：港丽酒店是位于新加坡中心地区-滨海中心的新加坡最大的商贸和娱乐业发展综合体。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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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31层楼的五星级大酒店是由著名建筑师约翰.博基所设计的，整座大厦新颖别致，宏伟壮观；

大厦的建筑质量也保证了最高标准。这座一流的建筑物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施工质量即使在新加

坡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不多见的。这里去任何地方观景，享受美食和购物都非常方便。

文华酒店 Meritus Mandarin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 NS23 Somerset 索美塞

特色：位于新加坡最繁华的中心地带乌节路上，旁边就是最有名的义安城购物中心。文华酒店主

楼第39层上是新加坡最高的旋转西餐厅云霄楼，这里不但食物美味，更是风景独美，四面无遮挡

，东看市区，西望山峦，南可观海，北眺邻国。

瑞士史丹福酒店 Swissotel The Stamford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3/NS25 City Hall 政府大厦

特色：瑞士史丹福酒店地理位置相当便利，距离地铁站、购物中心、博物馆和殖民地时期的建筑

都比较接近。 这座圆形的现代化建筑外观是金属银色。

这是新加坡的地标建筑，并且是亚洲最高的酒店之一。

   

3、四星级酒店

濠景酒店  Riverview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 NE5 ClarkeQuay 克拉克码头

特色：濠景酒店坐落在市中心新加坡最著名的新加坡河的河岸上，住在此处将是您包揽新加坡河

夜景最佳的地方，同时新加坡河岸周围的夜生活也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亮点。这里交通便利，四通

八达，从地铁NE5出来步行10分钟就到。

百乐酒店 Park Royal on Kitchener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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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近的地铁站：NE8 Farrer Park花拉花园

特色：酒店坐落在“小印度”，这里云集了众多的餐厅和购物商场，有着通往市中心的便捷交通

，到24小时购物中心MUSTAFA也只有不到2分钟路程。酒店是一家品质优越的酒店，干净整洁，

配备所有应有的舒适设施与服务。大堂宽敞洁净，装饰简约，铺以大理石地板，悬挂着水晶吊灯

。大堂的一侧设有一间舒适的休闲吧，还有几家琳琅满目的商店。

美居乐斯酒店 Grand Mercure Roxy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EW7 Eunos友诺士 & EW5 Bedok 勿洛

特色：美居乐斯酒店位于新加坡最著名的东海岸风景区，同时步行到附近就是当地最著名的美食

区—Katong和Joo Chiat地区。酒店对面即是购物中心，四周密集着到新加坡各地的公交车，到地

铁站则需搭乘公交车或坐出租车。

卡尔登酒店 Carlton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3/NS25 City Hall 政府大厦

特色：当地很醒目的一间酒店，位于历史悠久的平民（civic）区，是新加坡的市中心，周围景点

林立，购物中心密集，步行可至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ingapore Art

Museum）、Esplanade、鱼尾狮公园（Merlion Park）、Suntec

City等多个当地名胜。到达时尚的乌节路坐公交或地铁均可，仅需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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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5 Tanjong Pagar丹戎巴葛

特色：很漂亮很时尚的一间酒店，是一家在商务区内让人感到舒适的地方。 酒店内部给人一种休

闲放松的感觉，在酒店欧式的水疗区以及禅宗式样的水池及花园更令人感到身心放松。这里位于

金融区的中心地带, 同时这里也是新加坡美食的集中地。交通便利。

凯丽大酒店（Quality Hotel Singapore）  

地址：毛淡棉路（Moulmein）与白乐斯路汇合处

价格：300新币

旅人点评：四星标准，清洁尚可，早上7:00点到晚上22:00泳池是开放的，电视有中央台和华语台

可看，出于环保，牙刷、牙膏、拖鞋自备，让人感到新加坡人的环保意识很强。不过新加坡寸土

寸钻，酒店的房间非常小。酒店离黄亚细肉骨茶和黎记海南鸡饭很近，可以走路前往。离小印度

也很近，打车3.6新币左右。

   

4、三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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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星酒店  Link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 EW17 Tiong Bahru 中峇鲁

特色：此酒店是把当地有这几十年历史的老政府组屋翻新而成的，于2007年7月落成，在这里你将

会感受到一种旧南洋风情和现代装潢相交错的时空感⋯

福康宁酒店  Fort Canning Logde

最邻近的地铁站： NS24/NE6 Dhoby Ghaut 多美哥

特色：此酒店属于新加坡YWCA经营，酒店置身在新加坡最青翠的绿地之一美丽的福康宁公园

(Fort Canning Park)，邻近新加坡首要的购物及娱乐中心─乌节路 (Orchard Road)。

皇后酒店 Royal @ Queens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2 Bugis 武吉士

特色：酒店位于新加坡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地段的皇后街（Queen Street），这里是酒店林立之处，

也是景点密集的地方：国家博物馆、赞美广场（CHIJMES）、圣安德鲁大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SUNTEC购物中心等等。距武吉士（Bugis）地铁站5分钟，距CITY

HALL市政厅地铁站10分钟。

万富酒店 Oxford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2 Bugis 武吉士

特色：万富大酒店是低预算旅行者的最佳选择，酒店又叫勿拉士巴沙位于新加坡的商业和娱乐中

心地段的皇后街（Queen

Street），这里是酒店林立之处，也是景点密集的地方。距武吉士（Bugis）地铁站5分钟，距CITY

HALL市政厅地铁站10分钟。

   

5、经济型

在牛车水唐人街、小印度、芽茏士乃一带，有一些酒店，或是内部装饰具有民族风情，或是外面

的民族街区风光无限。此种酒店的宾客以环游世界的旅行家和华人、印度商人居多，住在这里，

彼此交流旅游中的轶闻趣事，可以愉快地度过整个旅行时光。

牛车水唐人街虽然不如新加坡其他地方那样干净和豪华，但因为离新加坡河不远，夜晚沿着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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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很是惬意，酒吧不少，灯光灿烂，交通也很方便。经济旅馆中Hotel 81和A Travellers'Rest

Stop比较有名。

小印度和牛车水唐人街比较相似，虽然不够豪华，但旅馆集中的实龙岗路（Serangoon）两边也很

热闹，出行也很方便。经济旅馆中Fragrance Backpackers Hostel和Hangout Mt Emily比较有名。

HOTEL 81-PALAC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BENCOOLEN 最邻近的地铁站：NS24/NE6 Dhoby Ghaut 多美哥

HOTEL 81-JOO CHIAT 最邻近的地铁站：EW8 Paya Lebar 巴耶利巴

HOTEL 81-STAR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OPERA 最邻近的地铁站：EW8 Paya Lebar 巴耶利巴

HOTEL 81-PRINCESS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ORCHID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GOLD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GEYLANG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CHINATOWN 最邻近的地铁站：NE4 Chinatown 牛车水

HOTEL 81-SAKURA 最邻近的地铁站：EW8 Paya Lebar 巴耶利巴

HOTEL 81–TRISTAR 最邻近的地铁站：EW8 Paya Lebar 巴耶利巴

HOTEL 81-ELEGANC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1 Lavender 劳明达

HOTEL 81-BUGIS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2 Bugis 武吉士

HOTEL 81-SELEGIE 最邻近的地铁站：NE7 Little India小印度

HOTEL 81-LUCKY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HOTEL 81-HOLLYWOOD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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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加坡美食

到新加坡旅游可以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其菜式不但有三大民族的中式、马来式、印度式菜肴，还

有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菜，还有更多不同的美食，简直就是美食者的乐园，会使游客们的

“非常新加坡”之旅成为一种奇妙的味蕾之旅。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菜系

娘惹美食

娘惹食物融合了马来族与华族的烹调特色，从口味方面来说，娘惹食物是最特别、最精致的传统

佳肴之一。娘惹面食有：汤汁混合椰浆的laksa (拉沙)，搀以酸辣汤汁的mee 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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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炒米粉)等，这些都是一般美食中心常见的小吃。

马来/印度美食

拌凉菜如rojak、gado gado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美食，沙爹烤肉串则是当地人及西方游客最喜爱的食

物，一串串腌好的牛肉、羊肉或鸡肉在火炭上烤熟后，再沾上花生及椰浆调治而成的沙爹酱，非

常美味。马来西亚和印尼虽然是传统香料的盛产地，但并不是所有的菜都是辛辣的，也有很多清

爽的选择。

中式美食

在新加坡，粤菜是最受欢迎的中国菜，清淡、菜式新颖，无论是简单的叉烧面还是精心制作的上

汤鱼翅或脆皮乳猪，都会令人食欲大增。新加坡的许多餐馆在午餐时会推出粤式点心，以蒸或炸

的点心为特色，颇受欢迎。

推荐：香殿（广州菜）、明江四川菜馆（四川菜）、长江上海饭店（上海菜）、松园（北京菜）

西式美食

新加坡是国际大都会，西式美食自不可少，无论是快餐店、普通小吃或是气派豪华的巴黎餐厅，

所有食物都会让你吃个过瘾。此外，在新加坡也可以尝到墨西哥、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

奥地利、中东、俄罗斯及美国等国家的佳肴。

推荐店： 土耳其风味Sofra、SIM LIM B1的韩国料理

旅人提示：

1、新加坡的消费不便宜，如果想省一点的朋友不妨去Food Court或Food Centre用餐。

2、新加坡的快餐店都需要吃完饭后自己收拾盘子，吃完就走的人会被当地人鄙视，因为这是很不

礼貌的行为。

   

1、地道小吃

海南鸡饭（中式料理）

软软的饭中渗出淡淡鲜鸡香味，而配料经鸡油炒香后香味扑鼻而来，鸡皮爽肉滑，再配上不同味

道精心调配的酱汁，还有颜色鲜艳的绿蔬令人食指大动，胃口大开。一道正宗上等海南鸡饭不仅

属顶级美食艺术，更能吃出大厨心思。难怪新加坡人奉其为“国菜”。

推荐招牌店1：BOON TONG KEE（文东记）

网站：http://www.boontongkee.com.sg/

推荐招牌店地址：425 River Valley Road （其中一间分店）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7 Tiong Bahru 中峇鲁

推荐招牌店2：YET CON

推荐招牌店地址：25 Purvis Street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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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近的地铁站：EW12 Bugis 武吉士

招牌店3：黎记海南鸡饭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地址：Balestier Road（马里士它路）

价格：7.5新元/份

旅人点评：马里士它路上的黎记海南鸡饭这个是老字号。坐地铁到大巴窑，然后转145路，在一个

SB（邵氏大厦）下车，往前走5米就到了。鸡饭分两种。一种是烧鸡，一种是白鸡，也就是烤鸡和

白斩鸡。前面的有味道一些，后面的比较鲜嫩，完全看个人口味了。配合新加坡的甜味酱油和辣

酱酱，味道好不好，你吃了就知道。这家店是新加坡海南鸡饭的代表，国外的知名人士来到这里

，都要到这家店品尝一下享誉全球的海南鸡饭。如果你足够幸运，碰到剧组在此拍戏，和明星合

                                           104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01&do=album&picid=51737


�������

新加坡：花园城市
个影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黑胡椒大螃蟹

新加坡的国菜。来了新加坡不吃这道菜，就像去了北京不吃烤鸭一样。虽然形式大于菜肴本身的

味道，但是也是不得不体验的一件事。

tips：吃黑胡椒大螃蟹，很多人都新加坡河畔品尝。那里比较贵。

还有个好地方推荐，就是离乌节路不远，然后在罗维娜大教堂对面，有个叫威南记的地方，里面

招牌菜海南鸡饭，每天下午5点开始就有黑胡椒大螃蟹，19块一只小的（但和中国一样大），也可

以要大的，如果去的晚，比如8，9点去，可能就没了。所以要提前预约下。 

(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肉骨茶

汤色如茶，却非真茶，而是一道排骨药材汤，肉骨是选用上等的包着厚厚瘦肉的新鲜猪排骨，配

上一碟指天椒酱油做酱汁，再搭配一碗米饭或油条做主食，绝对让您从嗅觉到味觉的完美体验。

推荐招牌店1：FOUNDER ROU GU CHA（发起人肉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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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招牌店地址：347 Balestier Road

营业时间：12pm-2pm, 6pm-3am (周二休息)

推荐招牌店2：333 BAK KUT THE（333肉骨茶）

推荐招牌店地址：325 Balestier Road (S)329754

营业时间：24小时

推荐招牌店3：黄亚细肉骨茶 

(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地址：地址：208 Rangoon Road

价格：5.5新元/碗

旅人点评：据出租车师傅讲，这家是最有名最好吃的店，马英九也曾光顾过。刚端上来时，看上

去无甚吸引人处，碗不大，肉只有4块，汤则是无限续碗，吃不饱也喝个水饱了。汤里有大量的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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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应该与当地潮湿的气候有关，祛湿排毒！耐不得辣的人，喝一口到喉咙处，不由得你不皱眉

，倒上点甜酱油，蘸点只酸不辣的辣椒，味道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了。叫上一份油条，泡着汤吃，

味道也很赞。店里有成盒的肉骨茶汤料销售，喝不过瘾的人可以买上一盒回家自己做，28新币/盒

/8袋。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炒粿条

千万别被它的颜色吓到，这要归功于特制的“黑酱油”——色重味浓。炒粿条的味道和营养价值

可不一般，它是用大量的海鲜、豆芽菜、还有腊肠下锅热炒，技术高超的师傅们将全部食材在锅

里上下翻滚，待粿条10分熟，蔬菜9分熟而海鲜8分熟时一起捞出。

推荐招牌店1：HAI KEE TEOCHEW CHAR KWAY TEOW

推荐招牌店地址：Commonwealth Avenue Coo Ked Food Centr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20 Commonwealth联邦

                                           107 / 1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77&do=album&picid=51169


�������

新加坡：花园城市
推荐招牌店2：炒粿条小店

推荐招牌店地址：Zion Road Food Centre 17号档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6 Outram Park 欧南园 

(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酿豆腐（中式料理）

从客家酿豆腐衍生过来，各种鱼丸、肉丸、豆腐、蔬菜、花枝卷（就是鱿鱼）、面条经料理人4、

5分钟的过汤淋汁，美味即刻汆入您的鼻子。分干和汤两种，绝对不容错过。

推荐招牌店1：Golden Mile Special Yong Tau Foo 黄金特制酿豆腐

推荐招牌店地址：505 Beach Rd Golden Mile Food Ctr #B1-44 S199583

营业时间：每日10：45-15：00, 周日休息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1 Lavender 劳明达

推荐招牌店2：Jia Le Traditional Hakka Yong Tau Foo 家乐正宗客家酿豆腐

推荐招牌店地址：Blk 514 Bishan St 13 #02-494 Bishan Bus Interchange Level 2

营业时间：每日11：00-20：00

最邻近的地铁站：NS17 Bishan 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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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沙Laksa（娘惹料理）

娘惹-当你来到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区就明白它的含义，早前华族与马来族共同繁衍的一个族群。土

生华人中的男子被称为”巴巴”（Babas），女子则被叫做

“娘惹”（Nonyas），所以她们传承下来的料理就叫做娘惹料理。

叻沙以椰浆为主要调料，配上粗米粉、香料、鲜虾、生脆的鲜毛蚶和鱼饼、鱼肉碎等的浓香四溢

、辛辣甜爽。叻沙被娘惹称为第一思乡菜。

推荐招牌店1：328 KATONG LAKSA

推荐招牌店地址：216 East Coast Road

营业时间：每日：8AM – 9PM

最邻近的地铁站：EW5 Bedok 勿洛

推荐招牌店2：TONG JIMIAN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1 Lavender 劳明达

推荐招牌店地址：#01-100 Golden Mile Food Centre, 505 Beach Road

推荐招牌店3：Sungei Road Laksa

推荐招牌店地址：#01-100, BIk 27 Jalan Berseh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2 Bugis 武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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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沙爹（马来料理）

这是马来人的传统美食，那秀气的一串串用竹签串起来的烤串简单地分为鸡肉、牛肉和羊肉三种

，最重要是那一碗香浓的花生酱，里面配了香茅、南姜、蒜头、辣椒干、虾膏等一同熬制，精彩

的味道保准令你陶醉不已！

推荐招牌店1：老巴刹沙爹摊（LAU PA SAT SATAY STALLS）

推荐招牌店地址：Boon Tat stre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4/NS26  Raffles Place 莱佛士坊

推荐招牌店2：SHI XIANG沙爹

推荐招牌店地址：Chinatown Complex (牛车水大厦)

最邻近的地铁站：NE4 Chinatown 牛车水

田鸡粥（中式料理）

所谓“田鸡粥”，并不是将田鸡和米粥熬在一起，而是两个砂锅，烧得极烫。一个里面当然是粥

，就像是广东的瘦肉粥一样，碎米熬制，里面有极细的瘦肉，葱花撒在表面，略有清香。另一个

砂锅里面，是用秘制酱汁爆炒的田鸡，分为辣的和不辣的两种-“姜葱炒”和“宫保”。田鸡以腿

肉为主，入口细嫩，而其特色就是酱汁浓郁，鲜香入味。

推荐招牌店：鸿运美食中心（NEW LAI LAI HONG YUN FOOD CENTRE）的狮城田鸡粥

推荐招牌店地址：Geylang （芽笼）9巷路口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炒萝卜糕（中式料理）

在当地又被叫做“菜头粿”。萝卜糕是用米粉和白萝卜碾成碎末制成糕状后清蒸。好后切成小丁

和蒜，鸡蛋，鱼露，时蔬一起炒。再配上黑酱油和辣椒，吃起来非常过瘾。

推荐招牌店1：幸福熟食中心

推荐招牌店地址：Chinatown Complex (牛车水大厦)

最邻近的地铁站：NE4 Chinatown 牛车水

福建炒面（中式料理）

福建炒面也叫炒虾面或炒苏东面，苏东是鱿鱼的马来名，所以你应该猜到配料是虾和鱿鱼，主食

是面（还加粗米粉）。炒福建面和在福建厦门一带大排档炒面有点相似，味道可有一点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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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在这作料上的搭配，面条油而不腻，非常可口。

推荐招牌店：Nam Sing Hokkien Fried Mee (Hougang)

推荐招牌店地址：4#01-32 Old Airport Road Food Centr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9 Aljunied 阿裕尼

马来椰浆饭（马来料理）

以椰浆做成的饭特别香，加上青瓜、前蛋、煎鱼仔、煎鱼等副食，再沾点特制甜辣椒酱，是新加

坡人又爱又恨的美食。爱它因为它味道好，恨它是因为胆固醇高。

推荐招牌店1：忠邦椰浆饭

网站：http://www.chongpangnasilemak.com/

推荐招牌店地址：447 Sembawang Road

最邻近的地铁站：NS11 Sembawang 三巴旺

推荐招牌店2：Selera Rasa Nasi Lemak (Halal)

推荐招牌店地址：3Blk 603 Ang Mo Kio Ave 5 #01-2683 S560603

营业时间：每日：8：00am – 15：00pm，周五休息

最邻近的地铁站：NS16 Ang Mo Kio 宏茂桥

Rojak（印度料理）

新加坡的Rojak一般分为“印度式”和“新加坡式”两种不同的口味。印度式Rojak主要以蔬菜、

鱼饼、鱼圆、椰子糕、鸡蛋糕为主料，然后蘸上热腾腾的香甜微辣的花生番薯酱。而新加坡的Roj

ak则完全不同，主要是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组成，此外还有炸豆干、油条，墨鱼拌上甜辣酱，最

后撒上烤花生碎。香香甜甜，而不知什么时候辣味又潜入您的舌尖。

推荐招牌店1：BROTHER ROJAK

推荐招牌店地址：Clementi Avenue （Fairprice商场右后边的大排档）

最邻近的地铁站：EW23 Clementi 金文泰

推荐招牌店2：ROJAK POPIAH COCKLES

推荐招牌店地址：MAXWELL FOOD CENTR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5 Tanjong Pagar丹戎巴葛

印度煎饼（印度料理）

煎饼师傅将面粉制成的面团，反复向空中抛扯，让他变成薄如纸般的面皮。之后，师傅将其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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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对折多次，放在平台锅上煎炸，直至熟脆。然后配上咖喱酱或是白糖。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又

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

推荐招牌店：KOMALA’S RESTAURANT

网站：http://www.komalasweb.com/aboutus.html

推荐招牌店地址：Novena Ville （其中一个分店）

最邻近的地铁站：NS20 Novena 诺维娜

肉干（中式料理）

肉干在新加坡可以说是一道传统的小吃，一片片新鲜的肉片经过传统方法腌制、烧烤做成肉干，

色泽诱人的外观，令人垂涎三尺，有欲一亲芳泽的冲动；山珍海味般的美好滋味，令人持在嘴，

甜在心头；鲜美肉香融合了清单的烧烤芳香，香气四溢令人无法自拔。

推荐招牌店：美珍香 (Bee Cheng Hiang)

网站：http://www.bch.com.sg/

推荐招牌店地址：189 New Bridge Road（其中一个分店）

最邻近的地铁站：NE4 Chinatown 牛车水

肉脞面

肉脞面分干的、汤的两大类，面呢可以选择面薄和幼面；面薄有点像国内的宽面，但要窄一些，

幼面就是细面，肉脞就是肉末，肉脞嫩鲜量多，特别配上紫菜和肉片，咀嚼时有不同的质感。而

汤底的鲜味也很自然、干净。

海鲜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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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海鲜炒饭材料多、卖相佳。饭，是传统的鸡饭，材料包括蘑菇、玉米、灯笼椒、红萝卜丝、鸡肉

、番茄、鸡蛋、苏东和虾。和一般的蛋炒饭相比，更有噱头、更新鲜！

羊肉汤

新加坡人很注重养生，所以经常能看到80岁的老人还出国旅游。养生之道来于饮食，其中一道就

是这“药材羊肉汤”。一碗汤一碗饭，这样就是一餐。而另外一种“印度羊肉汤”更是独特口味

，新鲜的羊肉配上印度独特的香料烹饪而成。

薄饼（卷饼）

来自中国，不同的是里面的元素加多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好像花生酥，甜酱等等。吃起来酸辣有

余，甜咸恰当。

肠粉

猪肠粉以特嫩特滑的粉皮著称。粉皮是用粘米粉、澄面粉和水搅拌成面浆，再蒸热。将粉皮卷起

之前撒入叉烧或虾馅料，再淋上港式酱青、芝麻和葱头油便完成了。

鱼丸粿

即是广州人叫做“鱼蛋汤河”的，把粿条放进滚汤的鱼丸汤中泡了一会捞起，加上葱花、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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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片、鱼脯、鱼丸及汤汁即成。香港大牌档的“鱼蛋粉”（即潮州的泡粿条），就是这类吃法。

云吞面

碗好吃的云吞面，包括了自制的面条,美味的叉烧以及新鲜的蔬菜.可以选择干拌吃，也可以选择汤

吃。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众多中式茶餐厅里是常见的一种面食。新加坡人偏爱干拌吃的云吞面

。

五香

传统福建厦门一带的小吃，在新加坡五香档卖的不只是五香，还有贯肠、鱼饼、虾饼，各式各样

类似的五香鱼饼的小吃让你选择。每一摊卖“排骨大虾面”的小摊旁边，都会有一家卖五香虾饼

的店家，仿佛在新加坡人看来，吃了排骨虾面，就一定要搭配五香虾饼才行。五香虾虾饼就是将

没有去壳的虾和特制面粉混合在一起油炸后成饼状的东西，当食客在食摊自行选取了虾饼、红肠

、鱼丸、油条、豆腐等小食后，店家会再次油炸，搭配特制的辣酱或者甜酱，非常入味。

窝打（Otak Otak）

马来小吃中最常见的，将腌渍香料的鱼肉、椰奶、辣椒酱用芭蕉叶包裹，以小火慢烤，尝起来辛

辣鲜香。

旅人提示：

1、如有推荐招牌店，其具体信息以官方网站为准。

2、推荐的招牌店大都散落在新加坡不同的地区，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比较久且受当地人喜好的程

度更深，其实每个美食中心大都囊括了这些各色小吃。

3、招牌店大都在临近的地铁站附近，可以走到。建议您去之前再向当地人打听一下，可以选择更

便捷的方式出租车或是公交车。

   

2、特色餐厅

1）空中餐厅

一边进餐一边从高空欣赏景色，赶快来体验一下吧！

推荐招牌店1：Equinox, The Restaurant

网站：http://www.equinoxcomplex.com/main.html

推荐招牌店地址：瑞士史丹福酒店 Swissotel The Stam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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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近的地铁站：EW13/NS25 City Hall 政府大厦

推荐招牌店2：海天楼 (Hai Tien Lou)

推荐招牌店地址：37th Floor Pan Pacific Singapore,7 Raffles Avenu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3/NS25 City Hall 政府大厦

推荐招牌店3：Blu

推荐招牌店地址：香格里拉饭店22 Orange Grove Road 258350 Singapore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3/NS25 Orchard 乌节路

推荐招牌店4：缆车空中餐厅

网站：http://www.mountfaber.com.sg/corp-info-intro.htm

推荐招牌店地址：109 Mount Faber Road The Jewel Box Singapore 099203

最邻近的地铁站：NE1 HarbourFront港湾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2）绿地餐厅

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美丽的胡姬花园中或热带丛林旁享用丰富的一餐美食。让新加坡那舒适的、

温馨的热带花园情调与美食鬲蛤到一起，给您留下难忘的回忆！

推荐招牌店1：新加坡植物园-Au Jardin

网站：http://www.lesamis.com.sg/webtop/inde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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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近的地铁站：EW13/NS25 Orchard 乌节路

推荐招牌店2：福康宁公园-Flutes at the Fort

网站：http://www.flutesatthefort.com.sg/

最邻近的地铁站：NS24 Dhoby Ghaut 多美哥

推荐招牌店3：万礼胡姬花园-Vanilla Pod

推荐招牌店地址：200 Mandai Lake Road

最邻近的地铁站：NS4 Choa Chu Kang蔡厝港 或NS16 Ang Mo Kio宏茂桥再换车

推荐招牌店4：Dempsey Road-Hacienda

网站：http://www.hacienda.com.sg/

最邻近的地铁站：荷兰村附近，EW19 Queenstown 女皇镇

推荐招牌店5：罗切斯特公园 （Rochester Park）-One Rochester

网站： http://www.onerochester.com/

最邻近的地铁站：EW21 Buona Vista 波那维斯达

3）博物馆餐厅

旧国会大厦艺术馆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政府建筑物。它不但为皇后坊注入了一股艺术气息，还吸引

了时尚餐馆和其他咖啡馆在这里开店，提升了这区的餐馆素质。

推荐招牌店：IndoChine Waterfront

网站： http://www.indochine.com.sg/

最邻近的地铁站：NS24/NE6 RafflesPlaces莱佛士坊

   

3、海鲜大餐

螃蟹大餐（中式料理）

辣椒螃蟹和胡椒螃蟹是新加坡著名的大菜，去过的人不尝尝这个是万分遗憾的。在20世纪50年代

期间，名厨徐炎珍女士与其先生林春义在海边开了家海鲜摊档。徐女士的独创秘方之一就是用火

辣辣的汤汁烹调新鲜的活捉海蟹，他们顶着煤油灯，从每天一早营业到深夜。这就是辣椒螃蟹的

由来。发展至今，这道菜已经有了很多种做法。有些佐以新鲜香料，如良姜、生姜和黄姜；有些

拌以番茄，颜色是诱人的玫瑰红，而味道依然酸甜可口；有些用打散的鸡蛋盘成丝带状；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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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则浇有火辣辣的辣椒油。你可以用小钳子夹碎螃蟹的硬壳，取出鲜嫩的蟹肉；也可以用几片法

式面包片或中式小馒头蘸满美味可口的酱汁，送入口中，然后再呼呼地大口哈着辣气。胡椒螃蟹

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青睐的。如今在大多数的酒楼和小吃摊上都能找到。其做法很简单

，只是在鲜活的螃蟹上撒上香味扑鼻的黑胡椒或白胡椒翻炒而成。黑胡椒略带苦味，白胡椒则清

甜可口，选择哪种全凭你的口味喜好。

推荐招牌店1：LONG BEACH SEAFOOD RESTAURANT

网站： http://www.longbeachseafood.com.sg/

推荐招牌店2：NOSIGN BOARD SEAFOOD RESTAURANT

网站： http://nosignboardseafood.com/

螺GONG GONG（中式料理）

说起GONGGONG，南洋一带的人都知道那是螺的一种，至于正式学名就交由动物学家去操心了

。对于烹调GONGGONG，档主有一番心得。他说，GONGGONG的螺壳封闭，如果下镬炒，难

以入味。经多次尝试后发现，其实GONGGONG最好的吃法就是，烫熟之后，用竹签把肉挑出来

沾由酸柑、辣椒和蒜头调配的酱料；这样才能吃到GONGGONG原有的鲜味。

推荐招牌店：麦波申Jackson Centre39 Macpherson Rd＃01－13

最邻近的地铁站：EW8 Paya Lebar 巴耶利巴

营业时间：16：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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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诺小白 提供)

鲍鱼（中式料理）

新鲜的鲍鱼配上师傅的高超手艺绝对让你叹为观止。新加坡的阿一鲍鱼叫做“阿一鲍鱼富临酒家

”，和北京、上海好像是一个体系，老板之一是一个印尼华人，自己是香港人，娶了新加坡太太

。

推荐招牌店：阿一鲍鱼AH-YAT Abalone

推荐招牌店地址：101 Victoria Street, #01-06 & 04-00 Allson Hotel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2 Bugis 武吉士

咖喱鱼头（印度料理）

印度香料配上印度传统咖喱和新鲜的鱼头，再加上马铃薯和手指菜，绝对让你胃口大开。

推荐招牌店：The Banana Leaf Apolo(阿波罗香蕉叶餐厅)

网站：http://www.thebananaleafapolo.com/

推荐招牌店地址：56/58 Race Course Road Singapore 218564

最邻近的地铁站：NE7 Little India小印度

生鱼片（日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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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港口城市，这里的食材都非常新鲜，所以在很多日本小店里都能吃到最新鲜的生鱼片，而且

这里都是地道的日本师傅，但是价钱远比日本当地要便宜很多。

推荐招牌店：IKOI日本餐厅

网站： http://www.miramar.com.sg/cn/fnb.asp

最邻近的地铁站：NE4 Chinatown 牛车水

   

4、饮料甜品

甘蔗水

新加坡当地人习惯叫甘蔗汁为甘蔗水，但是绝对是100%的鲜榨果汁，这里的甘蔗汁完全不加糖浆

，感觉特别新鲜。用传统的机器榨甘蔗，甘蔗来回连榨几遍，比较‘透彻’。还可以选择加柠檬

片，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木瓜牛奶

到了这里一定要尝尝木瓜牛奶，超浓郁香甜的木瓜牛奶完全不加水，再加入蜂蜜和炼乳，绝对是

极品甜品，口齿留香。

印度拉茶

“印度拉茶”也叫“香料印度茶”，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放有马萨拉调料(MASALA)。“印度拉茶

”的制作方法是：先把水烧热，加入立顿红茶和姜烧开，再加奶烧开，最后放入马萨拉调料。师

博将香浓热腾的奶茶在二个铝制杯子之间倒来倒去（好象来回拉扯），一个杯子提在肩膀高度，

另一个放在腰间，这样来回拉扯打出香淳浓厚的奶泡，而这杯溢满泡沫的香浓奶茶就叫做“拉茶

”。品茶之余似乎在看一场精彩的“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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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清汤

清汤也叫八宝汤，主要材料是桂圆肉，另加其他材料如白果、莲子等，达八种。清汤有冷热两种

吃法。

摩摩嚓嚓

摩摩嚓嚓 (Bubur Chacha)是东南亚三大小贩甜品之一，有热冷两种吃法，用椰浆水煮芋头和番薯

块，再加入西米同煮，最后调入椰汁而成香甜冰爽。

文头雪

文头雪是一块大果冻盖一层削冰，另有一粒酸柑，酸柑是绿色的象小桔子一样水果，比乒乓球还

小，好像是橙缩小几倍。味道有点像柠檬。总的感觉，文头雪带柠檬味。新变种文头雪有杂果文

头雪，顾名思义是加了不同样的水果块。

红豆冰

新加坡四季如夏，若想在饭后来些冰凉的当地甜点，享“小贩甜品之王”之称的红豆冰肯定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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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红豆冰是砌成一座削冰山的刨冰，然后在其颠峰当顶洒下色彩斑斓的果酱、糖浆与炼乳。五

颜六色的冰山下其实还垫着红豆、果冻、玉米以及亚答仔等，再加上香甜的冰削送入口中，口感

一流，在炎夏里真正沁人心肺。如果在红豆冰上顶峰在淋上金黄色的果中之王—榴莲，那简直就

是人间一大美味！

Chendol

Chendol也是用椰浆水和赤糖焦做成的甜品，Chendol是甜品名也是其中一种配料名。

豆浆和汤圆、豆花

新加坡的豆浆和中国的截然不同，味道偏甜，而且可以加蜂蜜和其他配料。例如有杏仁、木瓜、

姜、西瓜、红萝卜、西洋芹⋯豆浆和汤圆，都是大家熟悉的饮料和甜品，但是有没有想过两样一

起吃是什么滋味呢？这道别出心裁的甜品推出以来广受欢迎，自然是有它的原因的。汤圆的馅料

有花生和莲蓉两种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豆花，其实做法就是大陆北方的“豆腐脑”，只是他们的

配料和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您不妨试一试。

推荐招牌连锁店：MR BEAN

网站： http://mrbean.com.sg/product.asp

冰糖雪蛤

有些人怕吃补汤，因为觉得补汤药材味道太苦。然而，补汤原来也有甜味的。好像这冰糖雪蛤，

材料有龙眼和雪蛤，具有润肺养颜的功效，冷热皆宜。

   

5、其它美食相关

推荐大排档

新加坡人一天三餐几乎有两餐全部是在外边解决的，所以这里有数不清的汇集当地各式小吃的美

食中心、小贩中心、巴刹，当地人叫他们“FOOD JUNCTION”或“FOOD COURT”,中文里应

该就是“大排档”的意思的，只是有些是在室外，有些则是室内，室外相对的更传统。在这里诞

生的美食小吃是吃不完、享不尽，而且价格便宜卫生质量高。以下介绍几个历史悠久的大排档区

。

推荐招牌店1：唐人街美食中心

最邻近的地铁站：NE4 Chinatown牛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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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公交车：2、12、33、51、54、61、62、63、75、80、81、103、124、143、

145、147、166、174、186、190、197、501、520、851、961、961C、970

推荐招牌店2：东海岸人工湖小贩中心

推荐招牌店地址：1220 East Coast Parkway

最邻近的地铁站：EW5 Bedok 勿洛地铁站

附近公交车：36、401

推荐招牌店3：芽笼士乃巴刹

推荐招牌店地址：Blk 1,3,4,5 Jalan Pasar Bahru 旁边

最邻近的地铁站：EW8 Paya Lebar 巴耶利巴

附近公交车：2, 7, 13, 21, 24, 26, 28, 30, 40, 51, 60, 60X, 61, 63, 67, 70, 70X, 76, 93, 94, 135, 154, 155, 197,

853C

推荐招牌店4：黄金熟食中心

推荐招牌店地址：505 Beach Road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1 Lavender 劳明达

附近公交车：2, 7, 10, 12, 14, 16, 32, 33, 51, 61,62, 63, 70, 70X, 80, 82, 100, 107, 107X, 133, 145, 196, 197, 961,

961C,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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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玫瑰 提供)

推荐招牌店5：老巴刹

推荐招牌店地址：18 Raffles Quay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4/NS26 Raffles Place 莱佛士坊

附近公交车：10, 70, 75, 82, 97, 100, 107, 130, 131, 131A, 162, 167, 186, 196, 507, 605, 608, 700, 970

推荐招牌店6：麦士威路熟食中心

推荐招牌店地址：Maxwell Road

最邻近的地铁站：EW15 Tanjong Pagar 丹戎巴葛 或NE4 Chinatown牛车水

附近公交车：2, 12, 61, 80, 145, 603, 608, 851, 961

推荐招牌店7：纽顿熟食中心

推荐招牌店地址：Clemenceau Ave North

最邻近的地铁站：NS21 Newton 纽顿

附近公交车：54, 66, 67, 124, 143, 162, 162X, 167, 170, 171, 518, 700, 700A

推荐招牌店8：锡安河畔食阁

推荐招牌店地址：Zion Road/Zion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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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近的地铁站：EW17 Tiong Bahru 中巴鲁

附近公交车：14, 16, 32, 51, 54, 64, 65, 75, 123, 139, 186, 195, 970

推荐美食活动

推荐1：世界名厨峰会

一年一度的世界名厨峰会汇集国际得奖名厨和知名酿酒场的酿酒师济济一堂，把世界最精致的美

食佳酿带到新加坡。

网站：http://www.worldgourmetsummit.com/

推荐2：新加坡美食节

于每年7月举行的新加坡美食节不仅吸引新加坡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都会乘此机会到来品尝

风味独特的新加坡美食。在美食节期间的特别推销活动、展览会和提供精美菜肴的旅游机会是活

动的最大特色，让您能尽情享受这个诱人的美食新体验。

网站： http://www.singaporefoodfestiv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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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加坡交通

   

1、航班

新加坡樟宜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航线通达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127个城市之多，

是东南亚最大的机场之一。

由中国到新加坡也很方便。新加坡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西南

航空公司、云南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等都有航班，每周都有新加坡与北京、上海、 

广州、厦门、杭州、昆明和成都等城市之间的航班。

从樟宜机场到市中心可乘坐机场大巴、地铁等。 

大巴 

机场大巴运营时间：06：00-12：00，每 15 分到 30 分发车一辆（时间视繁忙情况而定）。 

地铁 

路程：从樟宜机场地铁站到政府地铁站只需 27 分钟 

票价： 1.40 新加坡元 

运营时间： 5：31-11：18，星期日：5：59-11：18，每 12 分发车一班。 

旅人提示：

1）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有 4 个候机楼，分别为 T1、T2、T3 和 “Budget    Terminal”。 前三

区来往主要以机场轻轨连接。如果乘坐的是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航班，乘坐E4线抵达樟宜机场之后

，在第二航站楼的地下层换乘免费BUS 前往 “ Budget

Terminal”，大约十分钟车程，一定要预留出时。在四个候机室里都可以免费上网。 

2）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T1、T2、T3 号候机楼可以购物，如想购物，需提前抵达，以免误机。 

3）新加坡机场在T1号登机口有个健身中心，健身、美容、按摩、看电影甚至游泳都可以。T2 区

的店铺和餐厅最多。一走进T2航站楼便能看见非人造景观——灼灼兰花脉脉流水，而且机场里上

网、Xbox 游戏区、24 小时电影院，以及多部脚底按摩器等都是免费的室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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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新加坡航空，凭登机牌就可在樟宜机场约30多个购物点和食肆享有折扣优

惠，详细单张可在客户服务站索取。 

4）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为逗留时间超过5小时的过境旅客提供免费的新加坡观光旅游。这个项目

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7点（晚上6点30分为最后一次登记）。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只有下午4：

30的那班车才有中文导游，其他时段都是英文。  

5）购买国航的机票，可以使用知音卡累积里程为日后换取免费机票做点积攒。知音卡可以通过在

国航网上注册获得，也可以在飞机上填写申请表获得，不过网上注册赠送800里程。

6）OPEN票需要提前至少72小时确认回程时间，并且在起飞前72小时内最好再次确认一下。确认

可致电航空公司或者出售机票的中间商。

7）“新航”占主要股份的“虎航”是一个廉价航空公司，廉价航班春节期间往返3000元左右，平

日非常便宜，可以通过虎航网站预订，但是需要信用卡支付。虎航是廉价航空，所有饮料食品需

要自购。樟宜机场的廉航专用候机楼相对也比较简陋，长长的自然风走道，没有电动步行道，办

登机手续没有位子划的，自己上去找位子坐。除了虎航，还可以搭乘亚航、jetstar等航空公司抵达

或离开新加坡。

8）一般上，新加坡机场旅客服务费/机场税 (S$21) 已包括在购买的飞机票票价内 (包括在新加坡以

外购买的飞机票)。如不然，旅客必须在机场登记处付费。你使用的航空公司将承担此费用。在新

加坡樟宜机场过境少于24小时的旅客不必付此费用。

   

2、火车

新加坡火车站现已开通了开往吉隆坡、柔佛州新山市等马来西亚主要城市的线路，除了普通列车

，新加坡火车站还开通了一班豪华旅行列车——亚洲东方快车，根据路途、车厢等级等区别。火

车站问讯电话：(+65)62225165。   

1）丹戎巴葛火车站 

位于地铁丹戎巴葛站附近。从新加坡到马来半岛西岸各个主要城市，如吉隆坡、新山、怡保、都

可以乘火车直达。每天有三班空调快车开往吉隆坡，行程7小时， 票价30新元起。 

2）东方快车（Eastern & Oriental Express） 

穿梭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以向乘客提供豪华列车服务而著称。乘坐东方快车穿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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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泰，它近乎完美的服务设施能够让乘客在最舒适 的环境中体验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神

秘与奥妙。从新加坡到曼谷全程需42小时，票价600新元。 

网址：http://www.orient-express.com

   

3、公路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主要城市之间除了火车外，还有长途巴士可以选择。搭乘长途

车跨过柔佛海峡大桥，从马来西亚进入新加坡。

长途客运

新加坡上车地点： Le－Meridien Hotel  （新加坡美丽殿酒店） 

100 Orchard Road Singapore 238840 

吉隆坡抵达地点：Crown Princess Hotel  （吉隆坡皇冠公主大酒店） 

City-quare Centre, Jalan Tun Razak, 504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或 Hotel Istana（帝苑酒店）73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发车时间：每天 8：30及10：30，车程约5小时。

   

4、轮船

新加坡——刁曼岛（Tioman）：丹娜美拉渡轮码头（Tanah Merah Ferry Terminal） 

新加坡——丹戎布伦格（Tanjong Belungkor）：樟宜码头（Changi Ferry Terminal） 

新加坡——民丹岛（Bintan）：新加坡游轮中心（Singapore Cruise

Center）和丹娜美拉渡轮码头。 

民丹岛度假胜地渡轮公司每天定时有豪华渡轮往返新加坡的丹娜美拉渡轮码头及民丹岛的班达本

单特拉尼渡轮码头。船程大约55分钟。请记得在开船前至少一个小时办理登船手续。也可到以下

地点购买船票：

丹娜美拉渡轮中心第5柜台 50 Tanah Merah Ferry Road #01-07 Singapore 498833

电话：(65) 65424369

网址：www.brf.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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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边有各酒店的联络处，只要说明已经预定了房间，就可以搭乘免费巴士到入住的酒店。船票

要在新加坡买好往返票，比较有保障。渡轮时间表在售票处就可索取，由酒店开往码头的班车一

般在开船前一小时发车。

旅人提示：

请留意出行日期是否为新加坡公定假日，公定假日轮渡班次与平日有所不同。如周一逢公共假期

，则周日18：35班次不运作。新加坡公众假期的前一天也是算作公众假期，请参照公众假期的航

班。

新加坡时间较民丹岛时间早1小时。

如何到达丹娜美拉渡轮码头：搭乘地铁在丹娜美拉站（Tanah Merah

EW4）下车，转乘SBS新巴35号可抵达丹娜美拉渡轮码头。

持中国大陆有效护照者，请于抵达民丹岛的渡轮码头时申请落地签证，停留7天以内，每人美元10

元；停留7-30天，每人美元25元。

   

5、市内交通

新加坡交通完善，在机场就有地铁连接整个新加坡。在这里旅行的时候，地铁就是最好的交通工

具。如果和朋友一起，在新加坡呆的时间又不长，搭计程车也很划算。公交车则是当地人的主要

交通工具。

旅人提示：

如非必要，不建议搭乘公车。地铁就能抵达所有主要的景点了。

1）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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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铁线路图

在新加坡机场就有地铁可搭，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新加坡地铁，以常用的MRT来说，主要有3条

路线。分别是：为南北线（滨海湾到裕廊东）、东西线（樟宜机场/巴西立到文礼）、东北线（港

湾到榜鹅），分别n、w、e 表示三条线路，又以红、黄、绿、蓝来标示地铁线路的方向。 

南北线North South Line（NS）线。起点：NS1 Jurong East，终点：NS27 Marina

Bay。可以去乌节路。

东西线East West Line（EW）线。起点：EW1 Pasir Ris，终点：EW27 Boon

Lay。是链接樟宜国际机场和市中心的打动脉。

东北线North East Line（NE）线。起点：NE1 Harbour Front， 终点：NE17

Punggol。可以去牛车水、克拉码头、小印度。

在裕廊东、莱佛士坊和市政厅可换乘东西线、南北线，在欧南园站可换乘东西线、东北线，在多

美哥站可换乘南北线、东北线。

运营时间：5：30-24：00，发车时间在2分半到8分之间，票价在0.7新元到2.8新元之间不等。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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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铁站都有自动售票机，触摸屏幕，可以选择中文显示。选择起点站和终点站，机器自动显

示金额，放进纸币或者硬币，机器会出一张卡和找零。但是机器只能接受面额不超过5新元。到站

后，把卡插回自动售票机，卡收回同时会退还给你1新元。实际上你每次支付的费用总额中含1新

元押金。所以一定要记得每次退卡取回 1

新元。新加坡的地铁是全封闭的，只有车到站台门才会开，很安全。

在新加坡搭乘地铁和在北京或者上海的地铁大致相似。地铁售票机就在地铁入口处的两旁，因为

有中文说明，一看就懂。如果有问题，可以询问工作人员。

2）巴士

新加坡的市内交通工具主要有公交车巴士、 新航观光巴士、新捷运市内巴士三种。 

公交车巴士

新加坡的公交巴士收费也很便宜，在大巴上每个座位的扶手上都有一个红色按扭，如果你打算下

站下车，按一下司机就会到站停。如果没有人按，司机就会甩站。新加坡的巴士司机都会讲中文

，你上车时告诉他要去哪里，他会告诉你支付金额，付完车费后你要求司机到站提醒你下车即可

。

公交车的运营时间为早上 6 点到凌晨 12 点，无空调车票价从0.7 新元到1.4

新元不等，空调车为0.8新元到1.7新元不等。

新航观光巴士

新航观光巴士主要途径一些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景点、街道等，票价：成人6新元，儿童4新元，

若持有当天的机票，一律3新元，而如果是旅游中停新加坡的游客可以不付车费，只需出示相关证

件即可。运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6点，每30 分一趟。 

新捷运市区巴士

主要有3条环形线路，是双层巴士，可到达一些著名的街道、景点，票价为1新元，运营时间：早

晨10点到晚上10点，发车间隔10分到15分。   

3）出租车

新加坡的出租车分为康福德士、城市德士、地铁局计程车三种。

康福德士

康福德士的起步价为2.4新元，超过1公里，租价0.1 新元/225 米， 超过10公里后，租价0.1新元/200

米。康福德士每等候30秒，收取0.1元等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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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德士

城市德士的起步价为2.4新元，超过1公里，租价0.1 新元/225 米， 超过10公里后，租价0.1新元/200

米。每等候25秒，收取 0.1元等候费  ，晚上 12：00 到次日早上 6：00 为夜行时间，加收

50%的附加费。 

地铁局计程车

铁路局计程车起步价为2.1新元，超过1公里，租价0.1新元/220 米，等候费收取为0.1新元/25 秒。 

在上午7：30至9：30、下午 5：00至晚间 10：00，起步价为3.1新元，超过1公里，租价0.1新元/200

米。 

夜行时间为晚上 00：00-次日早上

6：00，起步价为3.2新元，每300米0.2新元，每等候40秒需0.2新元等候费。

旅人提示：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出租车，乘客只要从樟宜机场、实里机场和新加坡博览中间上车，要交纳3新元

或2新元的附加费。 

从机场出发：平日3新元，星期五到星期日17：00-24：00 收取5新元。 

高峰时间： 1新元，星期一到星期六 7：30-9：30、17：00-20：00。 

中央商务区上车：1 新元，星期一到星期五 17:00-20:00。 

节日：1 新元，元旦、圣诞节、开斋节、屠妖节前夕的  18:00 到隔天 

24:00，农历除夕18：00到正月初二 24：00。 

午夜： 出租车收费为加收显示车资的 50%，0：00-6：00。 

信用卡：加收 10% 

叫车电话：

Cabline：（65）6552-2222（现金支付专线）；（65）6553-8888（信用卡支付专线）

Comfort Taxi：（65）65521111 

Smrt Taxi：（65）65558888 

收费：视车型而异，每小时收费从 35 新元起（至少两小时）。 

电话叫车和预约也需另外付费。以上附加费不会显示在计价器上，因此有时你会发现司机收费高

出发票金额。 

新加坡还有一种出租车导游服务，合格的出租车导游带游客四处游览观光，并提供贴心周到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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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不要坐机场门口等候的出租车，费用比一般的要贵。

4）租车

在新加坡可以租车自驾旅游，但是需要出示国内

驾照或是国际驾照，很多租车公司都可办理租车业务，樟宜机场也提供租车业务，

可在租车预订台（位于1通道和2通道的到达大厅）办理，需出示护照和国际驾照。

旅人提示：

新加坡区别于国内，是左行线，车辆靠左行驶，新加坡市内限速50公里/小时，快速公路限速70-90

公里/小时 。

新加坡使用的是电子收费系统，每日 7：30-19：00 行车进入新加坡中央商业区是需要交费的，当

你通过这些道路时，会自动从卡（需要提前缴费）内扣除相应金额，如果是私车，在新加坡行驶

时还要租用并安装临时车内阅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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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荐行程

   

1、行程线路建议 

第一天：小印度-牛车水-摩天轮-滨海艺术中心－夜间动物园

第二天：鱼尾狮-圣陶沙-滨海艺术中心户外广场-夜市

第三天：乌节路-机场

   

2、城市花园一日徒步体验

麦里芝自然观光步道一日徒步：

麦里芝蓄水池公园与新加坡岛乡村俱乐部之间，是一条长约 3 公里的热带雨林步道。观光步道沿

途分布着多株古老的橡胶树，四周围绕着各种茂盛的植物，在葱郁的自然环境里自然能够体验一

次充满惊喜的徒步。

森林一侧是麦里芝蓄水池，池水由于森林的保护未受农业活动的影响，仍然保持了天然纯净。清

澈的池水与翠绿的森林使得这里一直是自然和运动爱好者们的心仪之选。游客可以顺着堤岸的小

径悠闲漫步，也可沿着步道和户外健身站慢跑锻炼。公园内还设有一座浮桥、数个可以直接饮用

的喷泉以及售货亭，可让游客在大自然中放松的同时尽享便利。

花柏山空中走廊一日徒步：

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繁华、山间分布的餐厅与商店、往来于圣淘沙岛的渡轮——无论是搜寻美食

，还是领略城市风光，花柏山（Mount Faber）都将让您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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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师查尔斯�爱德华�花柏船长（Captain Charles Edward Faber）而命名的花柏山是新加坡历

史上最古老的公园。园内有许多景点与活动，其中的“珠宝盒”便是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如果

您没有机会游览鱼尾狮，那么在公园花柏或许可以弥补这一遗憾，因这里的山顶还放置了一座小

型的鱼尾狮雕像。

在这里，您可以享受闲敲棋子的宁静时光，也可以嬉戏于山林之间，或体验足部按摩，或观看笼

中小鸟。如果想寻求别样的愉悦体验，只需乘坐缆车即可轻松到达圣淘沙岛。目前该线路正在整

修，预计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完工，届时新一代宝石之旅将带给您更加舒适的旅行享受。

克兰芝田园山水一日徒步：

前往克兰芝乡村（Kranji Countryside），一切未知的趣味都让人畅想不已。在克兰芝各式各样的农

场之中，您可以体验到新加坡鲜为人知的农家生活。各家农场所经营的类别各不相同，从水产到

鸡蛋，从牛奶到水果，还有养鱼的、养狗的、养山羊的、甚至养其它动物的，应有尽有。

乡村内的著名农场包括豪士猛贸易行鱼场、夏氏牧羊场以及裕廊青蛙农场等等。游客可从克兰芝

捷运站乘坐克兰芝快线巴士（Kranji Express）前往克兰芝乡村。

在克兰芝乡村偷得半日快乐而难忘的田园时光，领略新加坡别有情趣的农场生活。在游览之际，

您还能从农场购买和品尝众多新鲜可口的农产品。

HandersonWaves全景之美一日徒步：

南部山脊建于山丘之上，将花柏山公园、直落布兰雅山公园、肯特岗公园连为一体，带给游客充

满挑战又可尽赏美景的锻炼体验。南部山脊全长9公里，沿途青葱的环境、开阔的空间让这里成为

了徒步与单车骑游的理想场所。

在山脊通道上，您不仅能够360度俯瞰新加坡全景，锦簇的野花与斑斓的鸟儿同样会让您倾心不已

，不忍放下相机。南部山脊通道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山峰小径、天蓬走道以及丛林小径，这三条

通道将山林的自然之美连为一线，让游客既可以欣赏各种动植物，又可以将城市全景收于眼底，

还能远眺海港与南部岛屿的壮观景象。

而连接着花柏山公园和直落布兰雅山公园的亨德森波浪桥更将带给您独一无二的观光感受。它有

着新加坡最高的步行桥的盛誉。带上相机，踏上旅程，在海拔

77.88米的最高处留下此行令人难忘的珍贵纪念。

东海岸公园休闲嬉戏一日游：

海边的沙滩、精彩的娱乐活动——东海岸公园绝对不会让您失望。这里还汇集了各式餐厅、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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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咖啡馆，更让这里成为了新加坡最热门的游玩场所。

此外，清凉的海风再加上幽幽的绿荫更让东海岸公园成为了理想的野餐与烧烤之地。公园还开设

了多种健身设施、户外锻炼站、水上运动（包括著名的 Ski 360

缆线滑水）、网球场、保龄球馆、儿童沙滩游戏区以及一个太极园等等。绵延了 7.5

公里的沙滩一侧，是一条 12 公里的自行车道和一条 15 公里的步道。从园中的服务亭中，您可以

租借到冰鞋、自行车甚至滑板等各种器材，满足您不同的活动需要。许多人都在结束了一天忙碌

的工作后，来到这里参加运动放松心情，让积累的压力顺着汗水离开身体，最后再到园内的众多

餐馆中大快朵颐。除了本地的招牌菜式香辣螃蟹，在这里您还可以尝到众多色香味美的本地美食

。

   

3、博物馆主题参观线路

        新加坡林林总总的博物馆珍藏着各类艺术珍品。 其中不乏私人博物馆，展示私人

收藏的名家作品。博物馆不仅是展览场地，同时积极发挥着教育、宣传的作用，让公众在欣赏藏

品时，受到艺术的薰陶和启迪。艺术界最伟大的精品间或呈现，令艺术爱好者赞赏不已。

参观新加坡的博物馆，了解这个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在这个内容丰富的旅游线路上，轻轻地

踏入亚洲文明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和新加坡艺术博物馆，深入了解这个

国家的各种传统和文化。

        在这个线路上，第一站将是在19世纪初曾是政府办公所在地的亚洲文明博物馆（

ACM）。该博物馆拥有10个专题展览馆，其所展示的文物横跨5000 年的亚洲文化史。该博物馆侧

重于收藏中国、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历史文物，从中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可以追溯其先祖的历史

。如果你对新加坡河情有独钟，新加坡河历史展览厅将向你讲述新加坡河的演变史——一个热闹

的艺术和娱乐中心。

        接着，前去参观土生华人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第二个附属场馆。该博物

馆于2008年4月正式启用，拥有世界上最独特的土生华人文物和器物藏品，并对土生华人的家庭和

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背景显示。如果想了解这一独特的融合式文化的传统和仪式，请到土

生华人博物馆参观它的10个展出土生华人生活主题的常设展厅，并到其主题餐馆中用餐，到专属

纪念品商店购买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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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新加坡主要购物区和滑铁卢街艺术带中心位置的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AM）

是这条旅游线路的下一站。作为新加坡国家艺术收藏品的博物馆，它拥有数量高达7750件新加坡

及东南亚现代和当代艺术作品的庞大的收藏。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周边坐落着南洋美术学院、拉萨

尔艺术学院和实利基艺术中心等新加坡主要的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机构，与美术及其发展有关的

一切应有尽有。

        博物馆旅游线路的最后一站是隔壁的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姊妹博物馆——“8Q SA

M”新加坡美术博物馆，或到路对面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美术博物馆拥有更多由更年轻

和更当代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则拥有多个具有互动元素的以历史为基础的

展厅，将让你沉浸在新加坡历史的多感官体验中。在为时一整天的博物馆历险中，你将重返历史

，徜徉在新加坡的历史长河中，了解沧桑的历史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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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加坡的节日

“花园城市”——新加坡，一个移民国家，汇粹了东西方民族的文化。所以，新加坡的节日庆典

也因渗透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风俗习惯，而显得异彩纷呈。

牛车水农历新春亮灯（Lunar New Year）

新春之际，牛车水沿街彩灯高悬，呈现繁荣景象，新加坡河畔则举行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

时期：1月11日至2月15日

地点：牛车水唐人街

屠妖节（Deepavali）

印度教节日。在当天小印度的寺庙和街道用彩灯和花环精心装饰，整个地区被点缀得格外耀眼。

时间：10月

地点：小印度

大宝森节（Thaipusam）

新加坡兴都教教徒答谢神恩的日子。每年游行都有多名男女信徒自愿以苦行僧的方式抬杠针座（

Kavadi），并头顶奶壶、赤脚走完四公里的艰苦路程。

时间：1月18日

地点：从斯里尼瓦沙柏鲁马兴都庙（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到丹达乌他帕尼兴都庙（Sri

Thandayuthapani Temple）

哈芝节（Hari Raya Haji）

又称宰牲节，为期三天，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节日。该节日是为了纪念先知易卜拉欣（Abraha

m）听从神的旨意，愿意用自己的儿子献祭。

时间：根据伊斯兰希吉拉历（Hijrah），哈芝节从朝圣月（Dhul Hijja）的第十日、斋月的 70

天后开始举行。

开斋节

节日期间，芽茏士乃的大街上会亮起缤纷的彩灯，集市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深夜。尤其是周末夜晚

，各个民族和信仰的新加坡人会成群结队地赶往集市，购买各种商品——量身定制的马来传统服

装，如带有现代风格的马来装/枯笼（baju kurung）、手工缝制的靠垫套、价廉物美的波斯地毯、

插花等，还有个性化的房门标牌或钥匙链——全部采用上等木料手工雕绘而成，可以买回来作为

赠送亲友的佳品。

新加坡河节

该节日是为了庆祝新加坡河而设，这条河从罗拔申码头一路流淌到皇后坊，是新加坡最为著名的

传统景点。节日期间，河岸两畔将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而且大多是免费参加（也许这正是

深受当地人欢迎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特价鸡尾酒、餐饮促销、买一赠一活动以及美食美酒会——供应河畔节特供美酒和美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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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美食节

无论您是讲究烹饪美食艺术的挑剔的美食家，还是钟情于亚洲美食和地区特色的普通食客。如果

您想品尝当地的美味佳肴，美食节这将是最好的机会。印度煎饼、咖喱角、鸡肉饭、黑果鸡、椰

浆饭⋯⋯保证让您大饱口福。

时间：3月28日至4月30日

新加坡艺术节

用于庆祝本地艺术博爱先锋的国家艺术活动。根据每年不同的主题，新加坡艺术节都会不遗余力

地展示，无论是具有传奇色彩还是初露锋芒的艺术家的作品，同时在语言、文化和学科之间架起

一道沟通的桥梁——把视觉艺术、舞蹈、喜剧和音乐等艺术形式容纳进来。

在这个岛国里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个节日，而且，节日与节日之间的性质和庆祝方式都非常不一

样，每一个节日都能给人新鲜感，所有的人都能从中享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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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旅游禁忌

1）衣着：在参观庙宇和回教堂时，衣着必须端正，手脚都得有衣物遮盖。

2）脱鞋：到访印度寺庙和回教堂，都得在进门之前脱鞋，到本地人家里做客也是如此。

3）进餐：在吃印度餐或马来餐时，请用右手。

4）新加坡不鼓励支付小费，酒店和餐馆的账单上都会列出10%的服务费。机场内禁止支付小费。

2、部分当地法规

1）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清洁的城市之一。游客必须随时注意保护环境卫生，随便吐痰、弃物要罚款

1000新元。

2）新加坡主张禁烟。公共汽车、剧场、影院、餐馆和装有空调的商店、政府机关办公室都属禁烟

区，违禁要罚款500新元。

3）行人须走人行横道。翻越栏杆罚款50新元，若50米内无人行横道，要从交通指示灯下过马路。

4）使用公厕后要记得主动抽水冲洗，否则将被认为是违法行为，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将被罚款。

5）在新加坡的地铁等公交系统里注意不能喝饮料、水等，否则也要罚款。

6）吃口香糖是不犯法的，但不能出售。不过，近年已可在新加坡药店买到，因为口香糖在这里被

归类为“口腔保健用品”。

7）新加坡至今保留有绞刑和鞭刑。法律规定商店不得出售假货，一经发现将获鞭刑，因此，在新

加坡购物相当的放心。

3、官方语言

    新加坡官方语言为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华语是华族社群中常用的语言，此外还有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方言。马

来族说马来语。印度族人说淡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旁遮普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

。

英语是新加坡广泛使用的语言，也是行政与商业用语。 由于新加坡华人为主体，约占总人口的80

%左右，所以日常生活中华语完全可以应对。很多马来人，印度人也会说华语。在正式场合与华

人交流用华语或者英文，与其他民族用英文。

4、关乎风水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纵观四小龙，香港时有台风过境，台湾地震打击民生，韩国时局

动荡不安，只有新加坡幸免于灾，人民安居乐业。为什么？从地形上看，虽然面积小地形不高，

但四周山丘环绕，就像一个放在圆盆底部的元宝，呈现出“金盆聚宝”的风水格局，正好应了风

水学中“盆”的说法。据史实记载，郑和下西洋曾到过新加坡的武吉知马山，而后北上马六甲，

点醒了新加坡的龙脉。从此，金盆聚宝，五龙汇星洲，给狮城带来了世代繁荣。

1）金融大厦的风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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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站在花柏山上，导游会指着东面满眼的摩天大楼，向游客介绍这些楼盘之间流动的风水。有三座

楼房最高，那就是华联银行中心、大华银行大厦和共和大厦，三座大厦高低错落排列，就像是新

加坡给老天爷烧的三柱香。天天烧香，老天爷能不关照新加坡吗？

新加坡规定建筑不得超过280米的高度，这是新加坡国家航空局允许的最高高度，目前华联银行中

心、大华银行大厦和共和大厦三座建筑达到这个高度，都是280.1米。大华银行从底部作六十四面

体成六十四卦，往上递变成三十二面体，一直到顶部做成八面体成八卦台。据说刚开业第一年就

获得大满贯。之后华联银行在其旁边建造了一栋如剑的大厦，抢去了大华一半的生意，大华找来

风水大师破解，最后在大华和华联的中间建造了一栋与大华本体建筑一模一样的缩小版大厦，拦

截了华联银行剑的重创，最后还将其收购。

2）鱼尾狮的风水布局

据说1972年李光耀请台湾的一位林姓风水师指点迷津修建了这37公尺高鱼尾狮，常年守护着历史

之河。鱼尾狮建成后，新加坡的旅游业开始兴旺发达，但风水大师曾预言，这座鱼尾狮只能保佑

新加坡二十四年。果然不幸被言中，到了1996年金融风暴，新加坡的旅游业也一落千丈，游客减

少百分之三十。

鱼尾狮的风水布局，是按照玄空风水中的“拨水入零堂”的原理进行放置的。就是因此改变了原

来的位置，使水流源源不断进往复循环，抽水上堂，山管人丁水管财，就是用的这个原理增加经

济运势。但要配合当时的元运才管用，待元运一过，效果便要打折扣。

由于1997年的滨海公园桥启用之后，位于旧址的鱼尾狮再也不能眺望滨海湾，为此，新加坡旅游

局花了两年的时间，比较九个地点后，选择了离旧址伊丽莎白120公尺的浮尔顿一号斜前面的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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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鱼尾狮的新居。

据说，原定搬迁计划是用平底泥舱船将其拖过滨海湾桥，但新加坡河涨潮一周，水位持续不降。

后请来风水师出谋划策说，鱼尾狮不能从桥下过，需从桥上过才行，最后政府动用数条船、几部

起重机和吊撑车，跨桥转位、水陆两忙。几番转折之后，才将其落户于新家。整个过程用时六天

、分三阶段完成。

3）滨海湾金沙酒店风水布局

在滨海湾金沙的中心地区，有三座55层高的酒店拔地而起，像三柱香。三座建筑最复杂处在于顶

上元宝形状的空中花园，为了确保吊运上去后所有组件都能完美无缺地组合起来，这座空中花园

先在地面上被组装一遍，后用直升机吊在200公尺的高处，一一组装起来。

4）摩天轮风水轮流转

新加坡是个缺乏淡水的国家，他们就到处修建堤坝来储存下雨时的淡水，其中在新加坡河口也要

修建一座堤坝。这样是可以储水了，但新加坡河却被堵死了。这个即便对不讲究风水的人来说都

不是件舒服的事情，更不用提文化DNA中就有风水的新加坡人了。要喝水，又要长久，怎么办呢

？又回到最开头那段了，所有风水都是有破有立——在河口竖个大大的转轮，所谓“风水轮流转

”，风水自然又转起来了！

6、新加坡特产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新加坡唯一的特产就是各种油，称为新加坡四宝，华贸易私人有限公司生产，新加坡5家连锁药店

，其中一家叫珊顿百货。

地址：78，SHENTON WAY #B1-01 CHARTIS BUILDING SINAGAPORE 07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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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牌金狮子油

精选名贵药材配制而成，其气味芳香，缓解疼痛奏效迅速。3瓶200元，直接收人民币滴哦。不算

贵，网上查了下，淘宝有卖的85一瓶。 由于南洋比较潮湿，大部分人老年都有风湿性关节炎，所

以促进了他们对于风湿油的追求，也就促使了新加坡唯一自产的特产，第一代是红花油，第二代

是千里追风油，现在是第三代，金狮子油，第一代、第二代生产权都已经转让给了香港，仔细看

，金狮子油产地是新加坡哦。

印度香花美发素

看印度人头发又黑又亮滴，据称可以防治脱发，需要一个疗程3瓶。采用香花及植物根部精华炼制

而成，气味芬香无刺激性，渗透力强，能改善皮下分泌，加强发根营养，防止头发脱落开叉，消

除白发及头屑。3瓶390元。

惠华海底铁树油

专治香港脚及富贵手及一切癣痒，是香港脚及富贵手患者随身必备之物。3瓶250元。

握手牌鳄鱼油

用于止血、烧伤、烫伤、晒伤、割伤、磨伤、冻伤、瘀伤、昆虫叮咬、擦伤、刮伤以及皮肤过敏

，有助于治愈伤口，改善皮肤的状态和纹理,治疗青春痘,防止新粉刺、青春痘、胃疼,可以用来作

为一种按摩油、驱蚊油、驱风顺气油。抗菌，愈合皮肤的特性是您治疗粉刺的最佳选择，它有助

于是疤痕最小化。“粉刺是暂时的而疤痕则是永久的”。对红斑痤疮和眼睑周围的湿疹也有很好

的疗效。——简直就是万用油，比较贵，要200元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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