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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一年四季气

候差别很小，年平均温度在23-31℃之间，非常温暖，

所以气候并不是到新加坡旅遊主要考虑的因素。喜欢

美食的蜂蜂可以在 4 月和 7 月造访新加坡，届时会

有一年一度的世界美食家峰会及新加坡美食节；如果

想购物，那就选择 6 月的打折季，保证会让你满载

而归。总体来说，也许只有圣诞节和中国新年不太适

合游览新加坡，因为那时正值旺季，很难有优惠的酒

店，部分景点也不会开放。

穿衣指南  新加坡天气炎热而潮湿，整年处于相似

的气候环境，尽量选择舒适简单的夏季衣物。11月-2

月为雨季，在这段时间旅行的游客要每天都做好应

对降雨的准备。

消费与汇率  新加坡是东南亚消费比较贵的国家，

食品、交通、住宿和景点门票，都属比较大的开支。

一般来说，经济餐馆每顿饭花费在 5-20 新元，每

日交通费在 2-30 新元，小景点门票 3-30 新元。当

然，新加坡免费旅游景点也非常多。

时差  新加坡和中国没有时差。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新加坡速览 Introducing Singapore
新加坡是马来半岛最南端的一个热带城市岛国，原意为梵语“狮城”之谐音。经过多年快速

发展，这里俨然已成为一座完美汇合了东西方文化精粹的繁华都会。整洁的街道、良好的治安、

淳朴的民风以及缤纷多彩的文化和景色让这个绿意盎然的国家充满了无穷魅力。你可以沿着

牛车水、小印度及甘榜格南的古迹观光路线寻觅逝去年华的古韵；还可以奔向乌节路、克拉

码头或驳船码头徜徉在华灯璀璨之中；当然，也不要忘了给活力四射的圣淘沙岛留出足够的

时间。在这里，每一个细微处都在为你展现着它悉心经营的“新”式格调，让人留恋往返。

BoBoKow  滨海湾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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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Specials
玩转新加坡的世外桃源——圣淘沙岛

圣淘沙岛（见 4 页）被喻为新加坡的“世外桃源”，是几乎所有来新加

坡旅行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这里可以再标志性的环球影城水雾地球前

合影留念，在动感电影院中尽享欢乐与刺激，坐进“变形金刚”中感受

百米坠落的惊险，或是在一望无际的树林里欣赏美丽麦克阿瑟棕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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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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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月，各大世界名牌最低至 3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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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这一行列，体验一下异

国挥汗血拼的快乐吧。

历经穿越印度的神奇

相信“神奇”这首歌大部分人都不会陌生，既然来到了孙燕姿的故乡，

怎能不去造访一下充满神秘魔力的小印度（见 14 页）。这里的居民多是

公元 1820 年时由南印度迁徙而来，百余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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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林立着出售地道印度商

品的沙丽布店、饰品店、杂货店和饮食店，音像制品店播放的也都是节

奏欢快的印度音乐，片刻游离会让你有完全置身印度的错觉。

去夜间动物园参加一场黑色 Party

新加坡的动物园（见 17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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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去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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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的子民 People of the River

“河的子民”是新加坡河畔的一系列形态各异的雕塑群。每一组雕塑群

都展示了新加坡早期居民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从温暖可爱的“古晋塔

猫”(Kucinta Cats)、浮尔顿酒店旁的“河畔商人”，到加文纳桥的“第

一代”，都是在新加坡再也难觅的永恒景色。不妨悠闲漫步在新加坡河

两岸，去慢慢发现那些栩栩如生的“河的子民”。

Sights景点

新加 坡河将市 区分为 两半，南岸 是中心商 业区（CBD）和牛车水

（Chinatown），著名的鱼尾狮塑像（MerlionStatue）就伫立在河入海处；

而北岸是有着众多英帝国统治时期遗迹的殖民区，在这里可以看到旧议

会大厦（Old Parliament House）、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以及鼎鼎大名的莱弗士酒店（Raffles Hotel），喜欢历史

和建筑的游客不妨在北岸多逛逛。如果想要更多感受新加坡当地的民族

文化和历史，则可以前往甘榜格南（Kampong Glam）、芽笼（Geylang）

及小印度（Little India）；喜欢户外休闲和游乐的朋友可以前往圣淘沙

岛（Sentosa Island）、东海岸公园（East Coast Parkway）和新加

http://www.mafengwo.cn/oad/iad.php?key=Z1FS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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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动物园（Singapore Zoo）；晚上可以去克拉码头（Clarke Quay）

享受新加坡夜生活。

圣淘沙岛景点 Sentosa Island
圣淘沙岛是新加坡建国之后开发的第一个旅游岛，也是新加坡旅游的热

中之热，距离本岛仅半公里，由一座堤道跨海大桥与本岛连接起来。从

怡丰城（Vivo City）后方到圣淘沙的跨海步道是进出圣淘沙最省钱、也

是风景最好的方式。

如果只有 1 天时间停留在圣淘沙，当然要取其精华，早上一顿饱餐之后，

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开启游乐之旅，环球影城（可能需要一整天）、海洋

馆尽情玩耍之后，一路走向圣淘沙 3.2 公里长的沙滩放松，这里有新加

坡三个鱼尾狮地标之一，有西乐索海滩（沙子细，适合欣赏美丽的日落），

随后在晚上 7 点半之后看一场大名鼎鼎 的《海之颂》（现为《时光之翼》）

表演，如果还有余力，再找酒吧让夜生活更加精彩，由此结束一天的行程。

圣淘沙主要分成 4 大区域，酒店所在的圣淘沙名胜世界 TM（Resorts 

World Sentosa）、英比奥山顶景区（Imbiah Lookout）、西乐索区（Siloso 

Point）和海滩区。大家游览的时候，可根据每个区域景点分布和自己的

喜好设计行程。

Lazisset   圣淘沙的鱼尾狮，也是新加坡三个鱼尾狮中最大的一个

地址：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费用：进岛门票一般包含在交通费里。除此，也可购买套票或通票，包

括海底世界、海豚乐园、万象馆、鱼尾狮塔、世界昆虫馆、西乐索炮台，

根据天数和内容不同区别收费，具体价格请查询网站

电话：(65)7368672

交通： 

1、圣淘沙捷运：每日 7:00-24:00 运营，从圣淘沙捷运站往返于海滩捷

运站。每 5-8 分钟发一班车，票价为 3.5 新元，包括上岛费

2、缆车：从花柏山（Mount Faber）港湾第二大厦（HarbourFront 

Tower 2）缆车中心出发。票价为 29 新元 / 成人，18 新元 / 儿童（票

价包括圣淘沙入岛费和新加坡缆车博物馆门票），每天 8:45-22:00 运

行

3、圣淘沙栈道：每天 24 小时开放，只需花一新元就可到圣淘沙岛，是

背包客的最佳选择

4、出租车：圣淘沙岛距离乌节路约 15 至 20 分钟车程

网址：http://www.sentosa.com.sg/cn/

环球影城（名胜世界）

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共 7 个主题区域：好莱坞、纽约、科幻

城、古代埃及、失落世界、遥远王国和马达加斯加。

地址：Resorts World ™ Sentosa Singapore, 8 Sentosa Gateway, 

Singapore 

费用：

个人可自行购买优先券（30 新元每个项目可免排队一次，50 新元可同

一个项目多次不排队），,如果购买了优先券，可以从专门的优先入口进入，

在受欢迎的游乐项目处，可以节省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

时间：每天 10:00-19:00

TripEnjoy    圣淘沙的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详细攻略，可下载蚂蜂窝《圣淘沙》攻略。

小贴士 （by GradyAniu ）

1、去环影如果遇到下雨天，要毫不犹豫地进去，因为这个时候

人少，可以先玩室内项目，如变形金刚，这个排队很浪费时间。

新加坡下雨一般最长 4 个小时就停了。

2、看见喜欢的卡通人物就上去排队合影，不然走了一圈，喜欢

的卡通人物就不在了。

3、如果去得早，建议第一时间进门右手边，直奔变形金刚。

4、看见喜欢的东西就买，不然出来容易后悔。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5东南亚系列

海洋生物园（名胜世界）

海洋生物园包括 S.E.A. 海洋馆、水上探险乐园和海豚园三部分。

S.E.A 海洋馆

这是全球最大的水族馆，有 49 个生态区，汇集了来自超过 800 个物种

的 100,000 多只海洋生物，还可以透过全球最大的海洋之窗窥探鬼蝠魟、

伊氏石斑鱼、路氏双髻鲨等庞然海洋生物。

海洋馆十大推荐：珊瑚、鬼蝠魟（魔鬼鱼）、海鳝、探索池（触摸池）、

水母、海豚、底栖类生态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鲨鱼海域和海龙。

 

shaner   海洋馆奇观

内部餐饮

海之味餐厅

有名厨坐镇的海鲜餐厅，可以看到海洋馆的生态景观。

时间：每日 11:00-22:30

海滨小吃餐厅

海滨小吃提供一系列美味可口的小吃，有三明治、派饼及饮料等。在此

悠享一份畅心小点的时间，还能顺便近距离观赏海豚优雅遨游的海底景

色。 

地址：位于圣淘沙名胜世界的海事博物馆（Maritime Experiential 

Museum）内，8 Sentosa Gateway,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费用：一日票成人 38 新元、儿童（4-12 岁）28 新元，优先证（S.E.A.A，

无需排队）2 新元；如果购买 S.E.A. 海洋馆和水上探险乐园的一日套票，

成人 67 新元，儿童 49 新元

时间：10:00-19:00（具体时间以本馆公布为准）

水上探险乐园 Adventure Cove Waterpark

拥有各种顶尖的水滑道的游乐园。需穿着泳衣。

费用：一日票成人 36 新元，儿童 26 新元，休息凉亭另收费。

时间：10:00-18:00

海豚园 Dolphin Island

在这里可以欣赏海豚表演，还能与海豚亲密接触。禁止携带食物及饮料

进入海豚园。

http://www.mafengwo.cn/oad/iad.php?key=Z1ZR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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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海豚探索 198 新元，海豚伴游 248 新元，海豚同行 248 新元、

海豚望角 68 新元，海豚园贵宾体验 398 新元。

时间：10:00-18:00

海事博物馆（名胜世界）

新 加 坡 是 世 界 上 最 繁 忙 的 海 港 之 一， 海 事 博 物 馆（Maritime 

Experiential Museum）就是了解新加坡及亚洲海事历史的最佳地。博

物馆展出了 400 多件珍稀文物，馆内显眼位置摆着的就是按照当年郑和

下西洋时宝船实际比例只做的船舰。

露天市场（Souk）中的 8 个停泊港，会让人为这段海上贸易所途经的各

大据点之迷人风土民情所倾倒。海事博物馆中的另一大主角，就是阿曼

仿古帆船“Jewel of Muscat”（马斯喀特宝石号）。这是根据一艘 9

世纪的阿拉伯独桅帆船残骸复制而成的船体，也是阿曼苏丹国赠予新加

坡政府与人民的珍贵礼物。当“马斯喀特宝石号”独桅帆船建成后，从

阿曼苏丹国扬帆远航至新加坡，完成整个历史性航程，而且全程完全不

依赖现代导航仪器，仅靠古老的传统航海技术掌舵，堪称一绝。

地址：Resorts World Sentosa, 8 Sentosa Gateway, Singapore

费用：海事博物馆门票包含 S.E.A. 海洋馆门票，成人 29 新元，儿童（4-12

岁）20 新元

时间：10:00-19:00（18:30 后不能进入）

电话：(65)65778888

didotian  海事博物馆

新加坡海底世界（西乐索区）

新加坡海底世界（Underwater World Singapore）有超过 2500 种的

海底生物，还可看到奇特的夜晚海底神秘世界。海豚馆里有十分稀有的

粉红海豚。

地址：80 Siloso Road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费用：成人 25.9 新元、儿童（3-12 岁）17.6 新元，3 岁以下儿童免费

入场，票价包括进入海底世界和海豚乐园的单场门票费。

时间：每天 9:00-21:00（最后入场时间为 20:30），海豚与海豹表演时

间：11:00，14:00，16:00，17:45

交通：圣淘沙巴士 1、2 号及沙滩巴士都可到达

电话：(65)62750030

网址：http://www.underwaterworld.com.sg/

西乐索炮台（西乐索区）

西乐索炮台（Fort Siloso）原是 1880 年为保护进出新加坡港口的船只

而修建的。遗址包括地下坑道、军火库、嘹望台、灯塔、古炮等。作为

新加坡唯一保存完好的海滨炮台，它见证了当地最动乱的历史时期之一。

内有枪炮博物馆，军迷可以去看看。

每逢五、六、日及公共假日的中午 12:40 和 15:40 的免费导览活动，每

次参加的人数限于 20 人，需要在西乐索炮台电车站及早登记。

地址：33 Allanbrooke Road Sentosa, Singapore

费用：成人 8 新元，儿童 5 新元（正常上岛费用另计）

时间：每天 10:00-18:00，最后参观时间为 17:30

交通：圣淘沙巴士 1、2 号及沙滩电车都可到达

网址：http://www.fortsiloso.com/

蝴蝶园与昆虫王国（英比奥观景区）

蝴蝶园的户外温室养育着 20 多种蝴蝶，从珍稀濒危品种到普通蝴蝶都应

有尽有。在这里可以亲眼见证活蛹新生命的诞生，或观察昆虫与美丽的

花朵。还能触摸蝎子等生物。

地 址：Imbiah Lookout 51 Cable Car Road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费用：成人 16 新元，儿童（3-12 岁）/10 新元

时间：每天 9:30-19:00( 最迟入场时间 18:30）

交通：圣淘沙巴士 1、2、3 号及捷运，在英比奥站下

网址：http://www.jungle.com.sg/

圣淘沙的海滩

圣淘沙有总长 3.2 公里的沙滩，由 3 个各具特色的海滩组成：丹戎海滩

（Tanjong Beach）、巴拉湾海滩（Palawan Beach）与西乐索海滩（Siloso 

Beach）。最宁静雅致的是丹戎海滩，这里充满悠闲的氛围，在这里随

意漫步或享受阳光照耀，是最惬意的享受。巴拉湾海滩的吸引力在于它

的地理位置和各色沙滩酒吧。一座吊桥将巴拉湾海面与另一座小岛相连。

这里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亦是亚洲最接近赤道的地方。西乐索海滩是

圣淘沙最著名的海滩，这里动感十足，可找到各种沙滩运动，独木舟、

滑水板、骑车与滑轮，一应俱全。这里还是沙滩排球热爱者的天堂。在

海滩上不定时会有沙滩排球比赛。新年，这里还举办沙滩狂欢节。

西乐索海滩 Siloso Beach

西乐索海滩是圣淘沙人气最高的沙滩。这里有最热门的排球运动与最酷

炫的酒吧和餐馆，不仅有美景，还能看到各种身着比基尼的热辣美女。

周围到处都是主题酒吧和购物小店。

除了标志性的沙滩运动——沙滩排球，还可以尝试一下浅水冲浪或皮艇、

自行车骑行、旱冰和其他刺激的海滩活动。

每当夜幕降临时，西乐索才真正活跃起来，各种派对、音乐、活力酒吧

和餐馆汇聚在一起，伴随夜色，共同构成欢乐无穷的海滩生活。

在海滩亲水活动中，要时刻保持警觉，下海的话要始终在红色和黄色旗

标之间收到海滩巡逻队员严密监督的区域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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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坐圣淘沙巴士 1、2、3 号、西乐索海滩火车，或圣淘沙捷运在

海滩捷运站下车

Lazisset  西乐索早晨安静的沙滩

巴拉湾海滩

沿着吊桥前行，海滩游客可到达亚洲大陆最南端（也是亚洲离赤道最近

的地方），巴拉湾海滩是新加坡最快乐的家庭海滩，拥有成人和儿童最

爱的有趣商店和餐馆。

交通：圣淘沙巴士 1、2、3 号，巴拉湾 - 丹戎海滩火车与圣淘沙捷运在

海滩捷运站下车

Lazisset  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李大仁曾出现的吊桥

丹戎海滩

交通：巴拉湾 - 丹戎海滩火车、圣淘沙巴士 3 号

其他看点

音乐喷泉：使用最先进的激光科技、影像、三维立体动画、音乐等编排

的水景表演，是圣淘沙夜晚最迷人的景点之一。

摩天塔（Tiger Sky Tower）：圣淘沙最高的观景点，也是亚洲最高的

独立观景塔。巨型缆车可一次送 72 名游客上到 131 米高空，欣赏大视

野美景。

万象馆（Images of Singapore）：以蜡像的形式讲述从 14 世纪到今

天的发展史。

草药香料园：拥有超过 250 种草药香料，是东南亚品种最完善的草药香

料园。

火焰山：每隔 30 分钟，火山就会准时“爆发”，鲜红的“岩浆”喷出，

一切好像都是真的。

圣淘沙胡姬花园：不仅兰花遍地，还有了望塔、花钟、鲤池、“幸福铃”、

日本花馆等景观。

亚洲村：分成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部分，不但可以看到各国代表性建筑，

还能体会到不同的风土人情

滨海湾景点 Marina Bay
滨海湾算是中央商务区（CBD）的延伸，这片区域包括了滨海中心、滨海东、

滨海南等区域。重量级的地标性建筑物在这里鳞次栉比，包括新加坡观

景摩天轮、滨海堤坝、双螺旋桥，还有最受人瞩目的滨海湾金沙。

滨海湾金沙 Marina Bay Sands

滨海湾金沙是一座综合娱乐城，是目前新加坡最重要地标之一，傲然矗

立于城市之心，重新改变了新加坡的天际线。令人惊叹的金沙空中花园

可以 360°全角俯瞰新加坡的繁华之美。

这里名店汇聚，从设计师定制品牌到风尚前沿的最新商品。橱窗里琳琅

满目的各色精品必将让人流连忘返，难以取舍。

疯狂购物之后，还有一众著名餐厅可以饕餮一番，如 Mario Batali、

Daniel Boulud、Wolfgang Puck、Santi Santamaria、Guy Savoy

及 Tetsuya Wakuda。

艺术爱好者也能得其所乐。从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地区的艺术表演，

到百老汇名剧、宝莱坞精品，应有尽有。

最后，金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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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疯   夜晚金沙美景

金沙空中花园 Sands Sky Park

在离地面高达 200 米的滨海湾金沙空中花园由加拿大著名建筑师萨夫迪

（Moshe Safdie）设计，一眼就能望尽滨海湾的景色。金沙酒店的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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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早 6 时至晚 11 时对入住客人免费开放，10:00-22:00 对游客开放。

酒店 3 栋楼的电梯都可直接进入 57 层楼顶，入口处要验房卡。船形的

空中花园一侧是休闲的凉棚，一侧是游泳池。有浴巾免费使用，还有饮料、

酒类和食品等有偿享用。船头处有酒吧和瞭望台。

地址：10 Bayfront Avenue 

营业时间：10:00-22:00 

票价：成人票、20 新元，儿童票（2 至 12 岁）、14 新元，老年票（55 

岁及以上）、17 新元

交通 : 地铁 CE1 Bayfront 

金沙购物商场 The Shoppes at Marina Bay Sands

超大型的购物商场，除了 Chanel、Gucci、FENDI、Miu Miu 等名牌坐镇，

还有各种国际精品店如 iRoo、Moiselle、Escada 等。LV 水晶平台的北

边，现在也已经成为了重要地标。商场中央仿照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

建筑风格，也开辟出了一条室内运河。

另外，从 2011 年 3 月起，金沙内部的剧院开始了《狮子王》的长期演出，

剧院分为Sands和Grand两座，均有世界级的其他表演等到游客的到来。

地址：10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费用：室内乘船（11:00-22:00）成年人 10 新元，儿童（2-12 岁）6 新元，

购票处在商场 B2，登船码头旁边；溜冰场成人 7 新元 / 小时，12 岁以

下儿童 6 新元 / 小时，租鞋 3 新元 / 双

时间：10:00-23:00（周日 - 周四），10:00-00:00（周五、周六）

金沙赌场 Marina Bay Sands Casino

年满 21 岁的游客持护照可免费进入这座新加坡最大的赌场。

滨海湾花园（擎天大树） Gardens By The Bay

这座超级花园造价 10 亿元，现已成为新加坡最新的地标建筑。由 3 座

花园构成： 滨海南花园 (Bay South)、滨海东花园 (Bay East) 和滨海中

花园 (Bay Central)。其中最大的滨海花园属滨海南花园，园中建有多棵

巨大的超级树 (Supertrees)，游人可以在树顶鸟瞰整个花园景色。滨海

东花园则是另一番别致风景：亭轩雅阁，绿草如茵，不失为散步、野餐

的理想选择。

滨海湾南花园

拥有最佳的园艺和建筑设计，培植了来自南极洲外其他各个大洲的奇花

异卉。在植物冷室中，会被直冲云霄的垂直花墙 “擎天大树” (Supertrees) 

所震撼。这座屡获殊荣的园艺花园种植了50万余株植物。“花穹”(Flower 

Dome) 冷室和 “云雾林”(Cloud Forest) 冷室中种植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珍奇植物。

花穹

花穹再现了地中海的干冷气候，里头有九个主题花园，种植着来自五大

洲的植物，这些主题花园包括猴面包树和宝瓶树花园 (Baobabs and 

Bottle Trees)、多肉植物花园 (Succulent Garden)、澳大利亚花园 

(Australian Garden)、南非花园 (South African Garden)、南美花园 

(South American Garden)、加利福尼亚花园 (California Garden)、

地中海花园 (Mediterranean Garden)、橄榄树林 (Olive Grove) 等，

以及变幻花田展 (Changing Flower Field Display) 。

鼓鼓   摩天树 

云雾林

到这里欣赏热带山地雨林的湿润气候所孕育出的兰花、猪笼草和蕨类植

物。眼前这座高达 35 米、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让人惊叹，攀上最高点

后再顺着云雾缭绕的 “云雾步道” (Cloud Walk) 漫步而下，细细品味

周围美景。您还可深入其余七个探索区，展开一段高互动性的生态知识

学习之旅。

云雾林定时喷放水雾：9:00、11:00、14:00、16:00、18:00、20:00

华侨银行空中走道（OCBC Skyway）和 “擎天大树”

在夜幕低垂时分，悬浮于地面上空 22 米、连接 “擎天大树” 垂直花墙

的 “华侨银行空中走道” 就会上演一场花园狂想曲，这个免费的声光秀

在每晚 19:45 和 20:45 上演。

免费户外花园

千万不要错过植物世界 (World of Plants)，里头的主题花园包括树木的

秘密生活 (Secret Life of Trees)、掌上世界 (World of Palms)、林下

植物 (The Understorey)、果与花 (Fruit & Flowers)、生命之网 (Web 

of Life) 和探索花园 (Discovery Gardens) 等。

地 址：Gardens By The Bay 18, Marina Gardens Drive, 

Singapore，从海湾舫地铁站步行 10 分钟

费用：单个主题园20新元，两个主题园28新元，OCBC空中走廊5新元，

中文语音导航 4 新元

时间：9:00-21:00

交通：乘坐地铁 CE 线至 Bayfront 站下车

滨海湾花园是世界十大室内花园之一，也是新加坡最优美的园林杰作。

网址：www.gardensbythebay.org.sg

艺术科学博物馆 ArtScience Museum

艺术科学博物馆被称为“新加坡欢迎之手”。该建筑外形共有 10 只“手

指”，每根手指的设计都代表了不同的展馆空间，从“指尖”天窗透入

的光线照射着宏伟的弧形内壁。

馆藏体现了美学与科学的结合，比如曾经展出过的乐高雕塑、50 幅《国

家地理》最佳摄影作品以及在去年展出的美国现代家具设计大师伊姆斯

夫妇（Eames）的设计展等。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进去看一看，感受一

下浓郁的艺术氛围。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9东南亚系列

地址：10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费用：25 新元

时间：每日 10:00-19:00（包含公共假日），最后入场时间为 18:00

网址：http://www.marinabaysands.com/museum.html，展览查询：

zh.marinabaysands.com/Singapore-Museum/Whats-On 

frank  新加坡欢迎之手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 Esplanade

滨海艺术中心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艺术表演场地，造型独特的圆顶为它

赢得了“大榴莲”的称号。滨海艺术中心毗邻滨海湾，艺术中心内有音

乐厅、剧院、演奏厅、排练室、户外表演空间以及购物中心、餐馆及滨

海艺术中心图书馆。在滨海艺术中心里上演的本地和国际演出，从音乐剧、

演唱会、舞蹈、戏剧到户外演出和午餐演奏会等，形式丰富多样，如果

时间充分，不妨来欣赏一场表演。

地址：1 Esplanade Drive, Singapore

费用：除需购票活动外，其他均免费

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六 11:00-20:00

交通：乘坐地铁 CC 线至 Esplanade 站下车

网址：www.esplanade.com

徐明珑   地标性建筑“大榴莲” 

有导游参观包括表演场所，如音乐厅、剧院等，但可能会因为演

出而临时取消；无导游参观不包括演出场所。

新加坡观景摩天轮 Singapore Flyer

观看新加坡城市景观的绝佳观景点，甚至还能看到中国南海。从165米（相

当于 42 层的高度）的高空观赏到新加坡形形色色的建筑和美景，尤其是

在日落以后，更是绚丽多彩。

摩天轮一共有 28 个观景仓，每个观景仓可容纳 28 人，旋转一圈约 30

分钟。

地址：30 Raffles Ave, Singapore

费用：成人 33 新元，儿童（3-12 岁）21 新元

时间：每天 8:00-22:30，最后一轮 22:15，售票时间 8:00-22:00

交通：地铁 Promenade 站

电话：(65)63333311

网址：http://www.singaporeflyer.com/

BoBoKow  夜景摩天轮 

双螺旋桥 Double Helix Bridge 

连接滨海湾与滨海中心的双螺旋桥是世界上首座曲线桥，被誉为新加坡

最有美感的地标建筑。全桥共有长 280 米的步行通道，结构非常精密。

大桥有 5 个观景平台，位置优越，可以从任何一个平台上纵览新加坡天

际线的全景风光以及海湾的活动盛况。双螺旋的形式象征了“生生不息”、

“复兴”、“永远繁荣”、“成长”，相信这样的建筑奇迹一定不会让

你失望。

地址：Double Helix Bridge,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CE 线至 Bayfront 站下车

永恒之秀   晚上的螺旋桥更显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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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畔区景点 Riverside

鱼尾狮像公园 Merlion Park

鱼尾狮像坐落于市内新加坡河畔鱼尾狮公园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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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万游客都

会专程造访鱼尾狮公园，与世界著名的鱼尾狮拍照留念。公园周围聚集

了很多新加坡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如滨海艺术中心、政府大厦、高等法院、

维多利亚剧院、莱佛士铜像等，是徒步游览出发的不二之选。（新加坡

全国共有 3 个鱼尾狮雕塑，这个是最著名的，但并非最大的，圣淘沙岛

上为最大，最小的那个在花芭山）

Crystal 喜宝儿  新加坡的地标 --- 鱼尾狮

地址：Merlion Park, Singapore

交 通： 地 铁 NS 线、EW 线 市 政 厅 站（City Hall）， 乘 坐 10、57、

70、75 等路公交车至 Fullerton Sq 站下车

电话：(65)67366622

亚洲文明博物馆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这个博物馆是来新加坡一定要参观的几个博物馆之一，收藏了东南亚最

全的泛亚洲珍藏品。馆内 11 个展厅，精心展示了亚洲及亚洲次大陆的文

化、历史、宗教等信息，珍品如雕刻、武器、宝石、纺织品等，让博物

馆迷流连忘返。

地址： 1 Empress Place, Singapore 

费用：成人 6.4 新元，周五晚上（19:00-21:00）成人 4 新元

时间：10:00-19:00（周日 - 周四），周五 10:00-21:00

电话：(65)63327798

交通：地铁 Raffles Place 站下

网址：http://www.acm.org.sg/home/home.html

Linc  馆内设立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厅，展示了新加坡人口主要构成的华人、

马来人和印度人文化、艺术精品文物，并且还展示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文

化精华：古波斯文明的武器和金银制品、东南亚各国文明的发展史等

土生华人博物馆 Peranakan Museum

土生华人具有独一无二的华人和马来人的混合传统。土生华人博物馆是

一个探寻土生华人文化的博物馆。该博物馆旨在收藏和展示世界上最精

致的土生华人物品，以最全面的方式反映土生华人的文化，地地道道讲

述华人在东南亚国家文化、宗教、生活的博物馆。 

地址：39 Armenian St., Singapore

费用：成人 6 新元

时间：10:00-19:00（周五 10:00-21:00）

交通：地铁 City Hall 站下

网址：http://www.peranakanmuseum.org.sg/home/home.html

加文纳桥 Cavenagh Bridge

加文纳桥位于浮尔顿酒店前方，建于 1868 年，是新加坡唯一的悬索桥 ,

也是摄影爱好者非常喜爱的取景地。靠近浮尔顿酒店的桥墩上有一只可

爱的猫家族铜雕（不是很好找），这种猫是新加坡特有的品种，也是世

界上最小的猫品种之一。

Kyle_Shi   加文纳桥

地址：1 Fullerton Square, Singapore

交通：地铁东西线或南北线在 Raffles Place 站下车，往浮尔顿酒店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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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景点 Chinatown
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由于曾经这里的每家每户都得拉牛车到安祥

山的史必灵路取水，久而久之就被称为牛车水了。牛车水由具有中国特

色的商铺组成，专售各式各样地道正宗的中国商品，如茶叶、药材、食品、

家庭用品、古董和旗袍等传统华族服饰。这里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农历

新年期间，整个地区张灯结彩，各家店铺都装饰一新，非常有节日气氛。

地址：China Town, Singapore

交通：EW 线欧南园站（Outram Park），车站编号 EW16；丹戎巴葛

站（Tanjong Pagar），车站编号 EW15；NE 线牛车水站（Chinatown），

车站编号 NE4

网址：http://chinatown.sg

牛车水原貌馆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博物馆通过照片、历史文物向游人展示牛车水曾经的历史，在这里可以

体验当年新加坡移民艰辛的奋斗生活。博物馆由老屋返修而成，一共 3 层。

地址：48 Pagoda Street

费用：10 新元

时间：每天 9: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9:00）

网址：http://www.chinatownheritagecentre.sg/

马里安曼兴都庙 Sri Mariamman Temple

作为新加坡最古老的兴都庙，马里安曼兴都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827

年。这座兴都庙供奉着马里安曼女神，其治愈疾病的能力被人们所熟知。

宏伟的门塔将让人惊叹不已，上面装饰着各种神祗与神兽雕像，对于世

代印度教徒与新加坡人来说，都是一个醒目的地标。 

在殖民时期，兴都庙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区活动中心；此外，在仅有兴

都庙的祭司可以认定兴都教徒婚姻的时代，这里还是兴都教徒的婚姻登

记处。

地址：242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时间：周一到周六 9:00-17:00；周三 9:45-17:00；周日 9:00-13:30

TripEnough   有趣的 2 条小牛也是牛车水一大特色

詹美回教堂 Masjid Jamae Chulia

建于 1826 年，是牛车水最早建造的三座回教堂之一，和附近的马里安

曼兴都庙（印度教）、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佛教）共同构成了牛车水

民族融合与宗教和平并存的风景。

地址：218 South Bridge Rd, Singapore 

费用：免费

时间：全天

网址：http://www.mosque.org.sg/jamae_chulia/index.php

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博物馆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 

Museum

这座寺院供奉佛牙舍利，融合了佛教曼陀罗与中国唐朝的建筑风格，有

个楼层与顶楼，是新加坡的特色建筑。佛牙寺中的重要景点包括佛教文

物馆、舍利馆、戒光堂等。

地址：288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费用：免费

时间：观看佛牙每日 9:00-18:00，佛教文化博物馆与文物馆每日 8:00-

18:00，著名僧伽纪念馆每天 7:00-19:00

新加坡钱币博物馆 Singapore Coin and Notes Museum

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钱币和勋章等，并详细介绍了这些钱

币铸造的历史，游客可以用馆内提供的造币机打造一枚属于自己的纪念

钱币。

地址：40 Pagoda St., Singapore

费用：免费

时间：10:00-20:00

交通：地铁东北线在 Chinatown 站下，A 口出

电话：(65)62222486

网 址：http://www.singaporecoinsandnotesmuseum.com/the_

news.php

新加坡城市画廊 Singapore City Gallery (URA Gallery)

新加坡尘世画廊是这座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记录载体。展览分为 5 个区

域，分别介绍了新加坡城市历史、旧屋与建筑遗产保留、市中心建设、

城市规划和能够深入了解新加坡的问答剧场。

地址：45 Maxwell Road, Singapore

费用：免费

时间：9:00-17:00（周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电话：(65)63218321

交通：地铁东西线 Tanjong Pagar 站下车，沿着麦士威往北走，步行

10 分钟过即到；或乘坐地铁东北线在 Chinatown 下

网址：http://www.ura.gov.sg/uol/citygallery.aspx

其他景点

中国广场跳蚤市场 China Square Central Flea Market

位于中国广场内，通常于周末开放，出售玩具、工艺品、艺术品、旧家具等。

这里是淘便宜货的最佳去处，可以花几个钟头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一两

颗奇珍宝石。

史密丝街 Smith Street

牛车水最值得推荐的莫过于这条地道风味的露天餐饮街。最出色的小吃

有鱼丸面、薄皮卷、炒粿条、萝卜糕和罗惹等。摊位大多从早晨 11:00

开至晚上 23:00，价格非常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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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景点 Civic District

行政区既是新加坡最具历史重要意义的地区，也是艺术文化集中地。雕塑、

广场、剧场、博物馆与美术馆等非常密集，几乎每两三条街道就能走进

一家。

土生华人博物馆 Peranakan Museum

土生华人具有独一无二的华人和马来人的混合传统。土生华人博物馆是

一个探寻土生华人文化的博物馆。该博物馆旨在收藏和展示世界上最精

致的土生华人物品，以最全面的方式反映土生华人的文化，地地道道讲

述华人在东南亚国家文化、宗教、生活的博物馆。 

地址：39 Armenian St, Singapore

费用：成人 6 新元

时间：10:00-19:00（周五 10:00-21:00）

交通：地铁 City Hall 站下

网址：http://www.peranakanmuseum.org.sg/home/home.html

TripEnough   馆内处处是惊喜 

福康宁公园 Fort Canning Park

这不仅仅是一座清新幽静的公园，更是在新加坡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

迹。14 世纪这里便是马来王朝王室的居所所在，一度被当地马来人视为

禁地。如今，公园内还保留了当年年马来皇室的目的。19 世纪英国殖民

者来到后，又在这里修建了堡垒，一度成为英国部队的远东指挥部。公

园内的香料园，是新加坡第一座植物园。

地址：70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费用：免费

电话：(65)18004717300

交通：地铁东西线在 City Hall 站下车，走桥北路，右转到中央消防局

（Central Fire Station），旁边有台阶，往上走就到

网 址：https://www.nparks.gov.sg/gardens-parks-and-nature/

parks-and-nature-reserves/fort-canning-park

赞美广场 Chijmes

赞美广场意为圣婴耶稣的修道院，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是新加坡

最具美感的享乐之地。赞美广场毗邻莱佛士大酒店，汇集众多精品商店、

餐厅和酒吧、丰富的娱乐场所以及精彩的现场音乐，是完美的休闲胜地。

地址：3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CC 线至 Bras Basah 站下车步行可到达

电话：(65)63377810 

网址：www.chijmes.com.sg

TripEnjoy  赞美广场地下一楼就是餐厅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博物馆坐落于城市中心位置，以其浓厚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成为博物

馆中的佼佼者。博物馆中的历史馆和 4 间生活文化馆都值得一游。历史

馆提供电子音频视频向导，里面会详细介绍每个展品；文化生活馆有传

统美食、时尚潮流、摄影技术和电影戏剧 4 个主题，它们从各个角度呈

现今天新加坡民众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来深

入了解新加坡的历史。

地址：93 Stamford Rd, Singapore

费用：10 新元 / 成人，儿童、学生及老年人为 5 新元，家庭套票（3 名

成人及 2 名孩子）为 30 新元

时间：新加坡历史展馆，每天 10:00-18: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7:30）

新加坡文化生活展馆，每天 10: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9:30）

网址：www.nationalmuseum.sg

交通：地铁 Dhoby Ghaut, N1 站，出站后沿史丹福路步行即达

Quincy 启越   国家博物馆

8Q SAM 新加坡美术馆

新加坡一流的博物馆，馆藏无数东南亚现当代公共艺术珍品，尤其在展

示本土和国际艺术方面首屈一指，能够给艺术爱好者提供不可多得的参

观体验。

地址：71 Bras Basah Road Singapore

费用：10 新元 / 成人，5 新元 / 学生、老年人，6 岁及以下免票；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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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8:00-21:00 及开放参观日可免费参观

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19:00（最晚入场时间：18:15），周五 10：

00-21:00

交通：乘坐公交车 7、14、16、36、111、131、162、175、508、

518 路至 NTUC Income Ctr 站下车

电话：(65)63323222 

网址：www.singaporeartmuseum.sg

市政厅 City Hall

市政厅是新加坡历史的见证者，当年日军对英国投降、新加坡宣布独立

等重要时刻，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地址：3 St Andrew’s Road, Singapore

交通：地铁东西线或南北线在 City Hall 站下车，经过圣安德烈教堂后步

行 5-10 分钟就到

网址：http://www.publictransport.sg/

圣安德烈教堂 St. Andrew’s Cathedral

圣安德烈教堂建于 1862 年，属于早期英国哥德式建筑。洁白无瑕的外

观和光洁如镜的外墙让教堂显得肃穆而美丽。

地址：1 St. Andrew's Road, Singapore

时间：9:00-17:00（周一 - 周六），9:45-17:00（周三），9:00-13:30

（周日）

费用：免费

交通：地铁东西线或南北线在 City Hall 站下车，沿着桥北路走 3 分钟就

到

电话：(65)63376104

网址：http://www.livingstreams.org.sg/

Kyle_Shi   教堂内部

新闻艺术部大厦 MICA Building

新闻艺术部大厦是游客很难错过的地标性建筑。大厦从外部看到的色彩

鲜艳的百叶窗是这里的视觉焦点（曾有好奇的人已经数过了窗子的个数：

911 扇）。大厦建于 1934 年，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曾经被作为警察

局使用。

地址：140 Hill Street, Singapore

时间：10:00-17:00

费用：免费

交通：地铁东西线或南北线在 City Hall 站下车，步行 10-15 分钟即到

电话：(65)62707988

网址：app.mica.gov.sg 

亚美尼亚教堂 Armenian Churuch

这座教堂建于 1835 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圆弧造型的结构

和四面突出的门廊，展现了和平圣洁的建筑风格。

地址：Hill Street, 60, Singapore

费用：免费

交通：地铁东西线或南北线在 City Hall 站下车，走桥北路，右转到

Coleman 大街即可到达

网址：www.armeniansinasia.org

小憩    教堂内部 

Mint 玩具博物馆 Mint Museum of Toys

Mint 是“玩具的想象和怀旧时光”的缩写，博物馆内有来自世界各地超

过 5 万件的玩具展品，5 层楼的建筑内分为了外太空高、人物、小时候

的时光和收藏品 4 个区域，充满童趣。

地址：26 Seah Street, Singapore

费用：成人 15 新元，儿童半价（2 岁以下免费）

时间：每天 9:30-18:30

交通：地铁东西线或南北线在 City Hall 站下车，沿着桥北路往莱弗士酒

店走，步行 10 分钟到达

电话：(65)63390660

网址：http://www.em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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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度景点 Little India
小印度是新加坡印度族群的聚集地，犹如南部印度的缩影。这里到处充

斥着汽车喇叭、自行车铃声和居民们响亮的嘈杂声，是新加坡最具地域

韵味的地区之一。在小印度，你可以在古老商店和小摊精挑细选；可以

到笼罩在香料和花香中的实笼岗路沉醉一番；还可以去不起眼的小店品

尝热辣印度菜。在屠妖节（Deepavali）期间，小印度会被装点成金碧辉

煌的神话世界，尤为迷人。

小印度每逢周六和周日傍晚都格外热闹，因为新加坡的印度籍劳工都喜

欢到这儿吃饭、购物，或与朋友聚会。周一至周五的上班时间比较清静。

小印度步行线路推荐

竹脚购物中心（Tekka Centre）——巴弗罗路（Buffalo Road）——

加保路（Kerbau Road）——甘贝尔巷（Campbell Lane）——狄生路

（Dickson Road）——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

TripEnjoy    五彩小印度

地址：Little India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NE 线到小印度站（Little India），车站编号 NE7

维拉玛卡里亚曼兴都庙 Sri Veeramakeliamman Temple

在印度，兴都庙分为两种，北印度为尖塔式，南印度的兴都庙则有宏伟

的塔门和廊柱。在新加坡的兴都庙几乎全都是南印度式样。

维拉玛卡里亚曼兴都庙创建于 1881 年。特殊的彩绘门楼是典型的南印

度建筑风格，塔楼上推砌着许多神像、圣牛及战士，庙里供俸的是拥有

力量和有气的卡里女神 Kali。 

地址：141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交通：地铁东北线在 Little India 站下，C 口出

电话：(65)62954538

网址：http://www.sriveeramakaliamman.com/

斯里尼维沙柏鲁玛兴都庙 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由早期印度来新务工的人们所建，是典

型的印度教寺庙。这里供奉着主神—卡里的图像。卡里女神是主司杀戮

与破坏的邪恶之神，但是在早期印度移民心中，她带来异乡的安全感。

目前是新加坡旅游重要的一站。

地址：397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时间：6:30-12:00,18:00-21:00

交通：地铁东北线在 Farrer Park 下车，G 口出

网 址：http://www.heb.gov.sg/temples/18-sri-srinivasa-perumal-

temple

维 达 帕 提 雅 卡 雅 曼 兴 都 庙 Sri Vadapathira Kaliamman 

Temple

维达帕提雅卡雅曼兴都庙是小印度里历史悠久且尤为重量级的一座，人

气之旺毫不逊色与前两座印度寺。庙宇正面色泽饱满又洋溢，雕塑的姿

态非常生动。

地址：555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交通：地铁东北线在 Farrer Park 下车，G 口出

电话：(65)62935900

网址：http://srivadapathirakali.org/

释迦牟尼菩提迦耶寺 Sakya Muni Buddha Gaya Temple

释迦牟尼菩提迦耶寺也常被称作千灯寺院，它是新加坡最出名、香客最

多的佛教寺庙。

地址：366 Race Course Road, Singapore

时间：8:00-16:45

交通：地铁东北线在 Farrer Park 下车，B 口出

慕斯达发中心 Mustafa Centre

这里可能没有新加坡其他商场那样华丽或时髦，但商品的高性价比及品

类的齐全弥补了以上不足。有大量的印度服装和配饰，价格低廉。爱好

讨价还价的游客绝不能错过。

地址：145 Syed Alwi Road, Singapore

交通：地铁东北线在 Farrer Park 下车，F 口出，沿着 Brich 路走

竹脚中心 Tekka Centre

这里是农贸市场、美食中心、购物商场，更是小印度的地标性建筑。不

大的一幢楼里汇聚着来自中国、印度和马来的摊贩们，出售从休闲服饰、

五金工具、宗教器具到传统的印度流行服饰和手表的各种商品。购物中

心就位于小印度地铁站旁，很容易找到。

地址：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
甘榜格南的名字起源于曾经在这里生长繁茂的格南树（Gelam Tree），

过去是马来族皇室的活动中心，现被改造成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新加

坡马来族群的丰富历史。与甘榜格南距离不远的武吉士商圈也是一个热

闹的目的地。

苏丹回教堂 Masjid Sultan 

苏丹回教堂是新加坡最大、最古老的伊斯兰寺院，建于 1824 年。很远

的地方就能看见它那金色的圆顶，整体建筑庄严而华丽，吸引着来往游

客的光。回教堂内每天有 5 次礼拜（5:15、12:30、16:00、18:45、

20:00），每周五中午的礼拜最为盛大。穆斯林在进入回教堂内之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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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庭院中洗净身体。

游客在人少的时候是可以进入参观的，但一定要脱鞋，如果穿着短裙、

短裤，需要租借长袍围住才能入内。

Apple    苏丹回教堂

地址：3 Muscat Street, Singapore

时间：参观时间为 9:00-12:00,14:00-16:00

交通：地铁东西线在 Bugis 站下车，沿着维多利亚街往北走，右转到亚

拉街，再左转到 Muscat 街就能到达

特色街区 ( 哈芝巷等 )

巴索拉街（Bussorah Street）、阿拉伯街（Arab Street）和哈芝巷（Haji 

Lane），是三条相互垂直交接的街道，也是体验异域风情的特色街道。

这里售卖的各种货物，包括藤制或竹编器具、刺绣品、蜡染布、朝圣用

品、天然香油和香水等，都具有浓厚的穆斯林风格，而且强调手工制作，

但价格便宜。

不过要注意，周五的中午回教堂祷告活动期间，有些店铺会休业。

哈芝巷

这里是女孩子们的最爱。这里曾经是一条两旁矗立着战前房屋的空荡街

道，如今大批本土设计师和年轻创业者的进驻已使这条旧巷重获新生。

不少设计师和创业者在这里开设了许多颇具个性的精品时装店，专门出

售各种具有新加坡本土风情的时尚配饰和物品。在这里可以找到非常棒

的古着店，店内出售各种奇特的新潮服饰及配饰；还有不少彰显独特风

格的本土新兴设计师精品店。

推荐几家特色小铺：

The Blog Shop：当地时尚设计师商品。

Know It Nothing：原创设计店，服饰等物品。

Pluck：设计师店，还有私房冰激凌和甜品供应。

Salad Shop：家具店，黑白装饰风格，每件商品都是限量精品。

Straits Record：这里是当地几乎所有音乐的聚集地，不论是本地或周

围区域都难寻的独立乐队专辑，还是另类音乐、嘻哈、重口味及雷鬼音

乐（包括黑胶唱片及书籍），这里都有收藏。

Sup Clothing：新加坡国内颇有名气的滑板族、庞克族、嘻哈族的风格

潮店。 这里还是专售本地著名涂鸦画家 The Killer Gerbil 所设计衣饰的

唯一门市店。

地址：Beach Rd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EW 线至 Bugis 站下车

Apple    女生们热爱的胜地

武吉士村 Bugis Villag

武吉士村其实并非一个村落，而是一处热闹的娱乐生活所在。上世纪 70

年代时，这里曾是各国船员流连忘返的夜生活之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了

夜市、小吃摊的集中地。

地址：Bugis Village, Singapore

交通：地铁东西线在 Bugis 站下车，横穿维多利亚街的红绿灯，就能到

武吉士村入口

登普西山 Dempsey Hill
登普西山的白天是悠闲、绿意盎然的，夜晚则是热闹非凡的。这里最主

要的景点是新加坡植物园。登普西山与克拉码头一样，是一处非常受游

人欢迎的娱乐聚集地，以其宁静高雅的姿态吸引着人们。这里原来是英

军的驻扎地，周边尽是些充满殖民风情的建筑，现在已经被高级住宅区

所环绕，喜欢拍摄人文建筑等风光的摄影爱好者不要错过这里。到了晚上，

登普西山就成了酒吧、俱乐部爱好者的天下。

交通：地铁南北线在 Orchard 站下车，走到四季酒店对面，搭乘开往登

普西山的 Shuffle Bus 就能到

新加坡植物园 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新加坡植物园以研究和收集热带植物、园艺花卉而著称，喜欢自然植物

的游客不妨亲自去看看。 只要十分钟车程就能从乌节的闹市区进入植物

园，场景瞬间转为原始森林和热带花丛。占地 52 万平方米的园区规划为

游客服务中心、姜园、国家胡姬花园、表演舞台及几座小湖，4000 多种

植物散落步道两侧，一年四季轮流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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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Enjoy    植物园的大门

地址：Cluny Road, 1, Singapore

费用：植物园免费，国家胡姬花园成人 5 新元，60 岁以上老人 1 新元，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

时间：植物园 5:00-00:00，国家胡姬花园 8:30-19:00（18:00 后停止

售票）

交通：地铁南北线在 Orchard 站下车，B 口出，走到 Orchard Blvd.，

再 搭 乘 公 交 车 7、77、105、106、123、174 在 Opp Gleneagles 

Hospital 站下，步行就能到达

电话：(65)64717138

网址：https://www.sbg.org.sg/

其他景点

乌敏岛 Pulau Ubin

乌敏岛是新加坡第三大岛，当你踏上这里时，恍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

了 1960 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淳朴。你可以在岛上尽情漫步游走，

或是租辆自行车，到坐落于乌敏岛西南方向的天体度假村 (Celestial 

Resort) 体验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和水上运动，享受放松悠闲的时光。此

外，岛上的另一大游览胜地是仄爪哇 (Chek Jawa) 的潮间坪，这里生长

着众多稀有的动植物与其他生物，是自然爱好者的最爱。

地址：Pulau Ubin,Singapore

时间：每天 8:30-17:00

交通：地铁 EW 线丹娜美拉站（Tanah Merah），车站编号 EW4；转

乘新巴 2 号或 29 号公共汽车至樟宜村（Changi Village）巴士转换站，

再在樟宜码头（Changi Point）转乘渡船

电话：(65)65424108

网址：www.nparks.gov.sg

裕廊飞禽公园 Jurong BirdPark

裕廊飞禽公园坐落在裕廊山上，是亚洲最大的开放式鸟类公园。这里最

大的看点莫过于东南亚珍禽屋，可以模仿热带雨林生态环境，每天中午

都会下一场雷阵雨，在这里可以见到东南亚地区几乎所有的珍禽和濒临

绝种的鸟类。

乌敏岛还开设有导游陪同观光与自然徒步游，为了免受蚊虫滋扰，

不要忘了携带足够的驱虫膏。

地址：Jurong Hill Singapore

费用：门票：20 新元 / 成人 ,13 新元 / 儿童 ( 生日当天前来参观的游客

可免费入场 )。游园单轨电车： 5 新元 / 成人，3 新元 / 儿童

时间：每日 8:30-18:00, 最晚售票时间 17:30

交通：乘坐公交车 194、251 路至 Jurong BirdPark 站下车

电话：(65)62650022 

网址：www.birdpark.com.sg

新加坡动物园 Singapore Zoo

新加坡动物园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动物园之一，这里动物可

以自由地在开放和自然的栖息地中漫游。这个公园中生活着 290 种哺乳

动物、鸟类和爬虫类动物，其中 21% 的物种属于濒危物种，如白犀牛、

科莫多巨蜥、孟加拉白虎、长鼻猴、海牛和人猿等。新加坡动物园饲养

了世界上最多的人猿，也安顿了世界上最大的人猿群体。

好奇傻死猫赵赵   这才是动物园啊，非常原生态，绿化非常好，比国内植

物园的绿化还好。动物们不是被关在笼子里，而是被安置在和野外差不

多的环境中。基本没有臭味，走一圈下来也没有被蚊虫叮咬。园子里的

动物表演也很赞。个人觉得，白天的动物园，坐小火车太浪费了，一定

要自己走一圈下来才叫大开眼界。

新加坡动物园

地址：80 Mandai Lake Road, Singapore

费用：22 新元 / 成人，14 新元 / 儿童（生日当天前来参观的游客可免

费入场）

时间：8:30-18:00

交通：乘地铁 NS 线至蔡厝港站（Choa Chu Kang），车站编号 NS4,

转乘 SMRT 927 路公共汽车；乘地铁 NS 线到宏茂桥站（Ang Mo 

Kio），车站编号 NS16，转乘新巴 138 路公共汽车

电话：(65)62693411 

网址：www.zoo.com.sg

夜间野生动物园 Night Safari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为夜间活动的动物而建造的动物园。在犹如月光的

特别照明下，你将能在宽阔的自然栖息地中观察这些夜行动物的行踪。

野生动物园以 8 个地理区域规划，游客可乘坐游览列车沿 2 条环路进行

45 分钟的近距离观察。 园中还有 3 条在雨林中蜿蜒的步行道，渔猫小

径、巨木森林小径和花豹小径，可以让游人靠近那些不容易从导览车上

看到的动物。每夜，园内的露天圆型剧场会举行《夜晚的精灵》动物表演，

以娱乐方式配合舞台灯光呈现夜间动物特有的自然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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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傻死猫赵赵   友情提示，夜间动物园禁止使用闪光灯，会刺伤这些夜

行动物的眼睛。

 

好奇傻死猫赵赵    夜间动物园

地址：80 Mandai Lake Road, Singapore

费用：成人票 35 新元，儿童票 23 新元（生日当天前来参观的游客可免

费入场）

时间：每天 19:30-24:00

电话：(65)62693411

交通：乘地铁 NS 线至蔡厝港站（Choa Chu Kang），车站编号 NS4,

转乘 SMRT 927 路公共汽车；乘地铁 NS 线到宏茂桥站（Ang Mo 

Kio），车站编号 NS16，转乘新巴 138 路公共汽车

网址：www.nightsafari.com.sg

艺术之家 The Art House

新加坡现存最古老的政府大楼，包括新加坡本地和一部分知名国际艺术

家经营的喜剧、音乐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展示。这里算得上最受新加坡艺

术界欢迎的场所，不管是其历史意义还是建筑风格，都有足够的理由让

你去一探究竟。

 

TripEnjoy  艺术之家就在莱佛士雕像步行过去约 15 米 

地址：1 Old Parliament Lane, Singapore

费用：除需购票的活动外，均免费

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20:00，周六 11:00-20:00

交通：乘坐公交 75、100、107 路至 Victoria Concert Hall 站下车

电话：(65)63326900

网址：www.theartshouse.com.sg

裕华园 Chinese Garden

一踏入幽静的裕华园，中国古代韵味便迎面而来。它仿效了中国北方的

宫廷建筑风格与景观设计，一花一草都经过精心安排，与错落有致的高塔、

院落融为一体。游客可以沿着曲径悠闲漫步，静静体会裕华园的优雅之美。

地址：1 Chinese Garden, Singapore

时间：每天 6:00-23:00

交通：乘坐地铁 EW 线至 Chinese Garden 站下车

电话：(65)62613632 

住宿Sleep

新加坡旅游业发达，各种级别的宾馆、酒店齐全，按价格可以分为昂贵

的高级旅馆、价格适中的中档旅店和几十新元的经济旅店，游客可以根

据自身的经济条件选择住处。新加坡住宿旺季在 11 月 -12 月，届时许

多旅客会到乌节路（Orchard Road）欣赏圣诞灯饰，过个与众不同的“热

带圣诞节”； 5 月 -7 月很多商场会推出打折活动，吸引周边游客前来购

物游玩。这两个时段酒店价格会上涨，请务必提前预订。

河畔及滨海湾区

莱佛士酒店 Raffles Hotel

莱佛士大酒店是新加坡地标性建筑，称得上是新加坡殖民史的一个缩影。

这里原本是一个阿拉伯商人的住处，后来成为具有殖民时期风格的酒店，

为著名的 Sarkies 兄弟所有。酒店博物馆内有在该酒店下榻过的名人记

录和他们写给酒店的信笺，以及殖民地时期的行李标签、旅游指南等。

今天，莱佛士酒店汇集了豪华的套房、各类餐厅和酒吧、精品时装店以

及禧堂艺术空间，给世界游客提供了一站式的游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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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加坡国饮——“新加坡司令”（Singapore 

Sling）的发源地

地址：1 Beach Road Singapore

网址：www.raffleshotel.com

电话：(65)63371886 

交通：乘坐地铁 NS 线、EW 线至市政厅站（City Hall），车站编号

NS25、EW13

莱佛士大酒店对着装有一定要求，短裤拖鞋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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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酒店 Marina Bay Sands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号称当今世上最昂贵酒店，耗资 40 亿英镑打造，

拥有室外泳池、观光平台、豪华赌场等高档设施，最令人叫绝的是，宾

客们可以在游泳的同时，俯瞰新加坡的城市景观。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

室外泳池建在滨海湾金沙酒店 55 层高的塔楼顶层，是奥运会泳池长度的

3 倍，高度为 650 英尺（198 米），是这一高度下世界上最大的室外泳

池（Apple 提供）。当然，除了入住酒店的客人外，有很多游客也会慕

名前来，到观景台上眺望整个新加坡。

金沙酒店的空中花园早 6 时至晚 11 时对入住客人免费开放，3

栋楼的电梯都可直接进入 57 层楼顶，入口处要验房卡。船形的

空中花园一侧是休闲的凉棚，一侧是游泳池。有浴巾免费使用，

还有饮料、酒类和食品等有偿享用。船头处有酒吧和了望台。每

天 10:00-22:00 时对外来游人开放。

地址：10 Bayfront Ave, Singapore

费用：酒店费用 600 新元，观景台参观费用 20 新元

交通：乘坐公交车 97、106、133 路至 Marina Bay Sands Theatre

站下车

电话：(65)66888868

网址：www.marinabaysands.com

武吉士（Bugis）、克拉码头（Clarke Quay）、马里士
路（Balestier Road）、芽笼（Geylang）和东海岸

背包客们可以在武吉士、克拉码头、马里士路、芽笼和东海岸等区域找

到比较便宜的旅馆。房间通常很小，但很干净，而且提供基本设施，如

洗澡间和电视机等。既有每小时 15 新加坡元的小时房，也有 40 新加坡

元一晚的房间。多人间的床位价格大概为每晚 25-70 新加坡元。这些经

济型住宿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游人可以根据偏好选择。

武吉士：可以感受与众不同的购物街，很多年轻的背包客聚集在这里

克拉码头：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广场，是新加坡最出名

的夜店区之一，每天从傍晚 6 点开始，越夜人气越旺，所以难免会有一

些喧嚣

马里士路：时尚街区，有著名的商店、民族餐馆等

芽笼：新加坡最著名的红灯区坐落于此，不过不用担心这里的治安

东海岸：可以游泳、滑水、骑脚踏车、自助火炭烧烤，更可以通宵露营

濠景酒店 Riverview Hotel

坐落在新加坡河河岸上，是饱览夜景的最佳地方；周围的夜生活也是一

大亮点。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从地铁 NE5 步行 10 分钟即到。

地址：382 Havelock Rd, Singapore 

费用：170 新元

交通：乘坐公交车 64、123、186 路至 River View Hotel 站下车

电话：(65)63494888

网址：www.riverview.com.sg

美居乐斯酒店 Grand Mercure Rox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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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50 E Coast Rd Singapore 

费用：120 新元

交通：乘坐公交 15、32、36、43 路至 Opp Parkway Parade 站下车

电话：(65)63448000

网址：http://grandmercureroxy.com.sg/

蓝宝石香气酒店 Fragrance Hotel - Sapphire

前台非常热情，房间虽然相对空间较小，但整洁干净，性价比很高。周

围吃饭、购物也比较方便。出了酒店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地铁口。

地址：3 Lorong 10 Geylang Singapore 

费用：80 新元

交通：乘坐公交车 2、12、21、26 路至 Opp Mohd Salleh Mque 站

下车

电话：(65)68414888

网址：www.fragrancehotel.com

宜必思新加坡明古连街酒店 Ibis Singapore on Bencoolen 

Hotel

酒店坐落的位置是新加坡本地人购物的地方，非常热闹，出行购物也都

很方便。酒店配有会讲中文的服务人员，对于语言不通的游客来说，提

供了极大的方便。

地址：170 Bencoolen St Singapore

费用：150 新元

交通：乘坐公交 64、65、131、139 路至 Opp Burlington Sq 站下车

电话：(65)65932888

网 址：www.accorhotels.com/gb/hotel-6657-ibis-singapore-on-

bencoolen/index.shtml

牛车水和小印度
中档酒店大多集中在新加坡河西岸的尽头，是一些不太有特色但是营业

比较久的酒店。不想太过铺张但对住宿要求相对较高的旅行者可以选择

在牛车水（Chinatown）住宿，这里有一些性价比不错的酒店。牛车水

虽然不如其他地方干净、豪华，但因为离新加坡河不远，夜晚沿着河走

走很是惬意，酒吧不少，灯光灿烂，交通也很方便。

追求特色住宿氛围的游客们不妨在小印度留宿，这里有一些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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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酒店 Park Royal on Kitchener Road 

酒店坐落在“小印度”，这里云集了众多餐厅和购物商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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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9东南亚系列

大堂一侧设有一间舒适的休闲吧，还有几家琳琅满目的商店。

地址：181 Kitchener Rd Singapore

费用：215 新元

交通：乘坐地铁 NE 线至 Farrer Park 站下车

电话：(65)64283000

网 址：www.parkroyalhotels.com/en/hotels/singapore/kitchener_

road/parkroyal/index.html

胡姬酒店 ( 兰花 ) 酒店 Orchid Hotel

位置优越，离红点设计博物馆和地铁车站 A 出口都近，门面较小，不容

易找，中文名字叫胡姬酒店。离地铁车站很近，便于出行，酒店门前有

一片草坪，入住期间这里的社区每逢节假日会组织各类活动。

地址：1 Tras Link Singapore

费用：180 新元

交通：乘坐 EW 线至 Tanjong Pagar 站下车

电话：（65）68186818

网址：www.orchidhotel.com.sg/home.htm

月亮酒店 Moon Hotel

旁边有小印度地铁站，对于乘坐地铁出游的人来说是不错的选择。酒店

旁边就是脚竹中心，可以吃到很多小吃。

地址：23 Dickson Rd Singapore

费用：180 新元

交通：乘坐公交车 64、65、130、139 路至 Bef Sim Lim Twr 站下车

电话：（65）68276666

网址：www.moon.com.sg

圣淘沙岛 Sentosa Island
新加坡著名度假胜地，也是高级饭店聚集区，但背包客们也可以在这里

找到廉价的度假村和露营地。高档酒店价格从 300 新币（500 CNY）

到数千新币之间。圣淘沙共有 6 间酒店：其中 3 家偏经济型，分别为

Festive Hotel、Hard Rock Hotel、Hotel Michael；2 家 度 假 村 类

型，价格偏高，分别为 Equarius、Siloso Beach Resort on Sentosa 

Island；1 家 Crockfords Tower 为会员制，不对外预订。

标间均价：300SGD（1500CNY）—数千 SGD

新加坡圣淘沙酒店 The Sentosa Resort and Spa

酒店位置很方便出行，门口有到名胜世界的黄线巴士。前台配有讲中文

的服务人员。自然环境非常舒适安静，院子里有放养的孔雀，游泳池超赞，

适合带小孩旅行的家庭。

地址：2 Bukit Manis Road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费用：300 新元

电话：（65）6270331

网址：www.thesentosa.com/default-zh.html

圣淘沙圣安纳度假村 Amara Sanctuary Resort

距离圣淘沙中心很近，乘坐免费巴士一站抵达。酒店为入住的客人提供

免费果盘，送到房间内，非常贴心。

地址：1 Larkhill Road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费用：280 新元

电话：（65）68253888

网址：www. sentosa.amarahotels.com

圣淘沙西乐索度假酒店 Siloso Beach Resort Sentosa

酒店可以提前办理入住，非常人性化。如果愿意多花一点钱，还可以得

到无敌海景房，绝美景色尽收眼底。

地址：51 Imbiah Walk, Singapore

费用：220 新元

电话：(65)67223333

网址：www.silosobeachresort.com

节庆酒店 Festive Hotel

位于圣淘沙名胜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从怡丰城购物中心

（Vivocity Shopping Centre）搭乘单轨列车 10 分钟即可抵达。毗邻

Festive Wlak，那里设有各种各样的就餐和娱乐场所。客房配有平面电视、

熨衣设备及独立起居区，非常适合度假的游客。

 

TripEnjoy    节庆酒店（Festive Hotel）

地址：8 Sentosa Gateway, Singapore

费用：400 新元

电话：(65)65778899

网址：www.hardrockhotelsingapore.com

更多圣淘沙岛上住宿，可下载蚂蜂窝《圣淘沙》攻略。

樟宜机场
高档酒店聚集区，在新加坡转机的游客们在这一地区落脚无疑是最佳选

择，而且樟宜机场本身娱乐设施齐备，有着良好的娱乐和购物环境。

樟宜机场皇冠假日酒店 Crown Plaza Hotel Changi Airport

设计贴近自然，灯光设计可圈可点，温馨浪漫。房间隔音效果不错。

地址：75 Airport Blvd, Singapore

费用：300 新元

电话：(65)68235300

网址：www. crowneplaz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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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Eat

认识新加坡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吃！新加坡是多元文化与多民族融合之

都，来自印度、马来西亚、中国、欧洲及土生华人的饮食文化在这里齐

聚一堂，长久以来，各地美食经过新加坡人民的本土化操作，不但保有

了其家乡祖传的做法，还通过互相影响，融合出缤纷多元的本地饮食文

化。新加坡人自己爱吃也是出了名的，当地有句“新式”英语：Die Die 

Must Try ！说的就是令人销魂的美食。

特色美食

肉骨茶 Bak Kut Teh

肉骨茶是用排骨和独特的药材与香料加水文火煨制而成，通常会使用丁

香、肉桂、八角、茴香以及芫荽等，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影响。在

殖民地时代，苦力生活贫困，粗衣糙食，营养不良，偶尔以肉骨茶补充

滋养。如今，肉骨茶已是备受本地人及游客青睐的美食。

肉骨茶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以中药材和香料烹煮，汤呈深色，药香浓郁。

如果不习惯浓烈的药材味道，则可以选择以胡椒主调味的清汤肉骨茶。

19 世纪后肉骨茶被新加坡各方移民改良成了三种口味——潮州风味、闽

南风味和广东风味。肉骨茶色泽和口味的浓淡充分反映出中国各地移民

与后代迥然不同的饮食习惯。广东人拥有悠久的汤文化，因此喜欢添加

药材来进行食补。而福建人则更钟情于咸香口味，因此就爱在肉骨茶汤

中加入老抽来添色增香。

肉骨茶的吃法

肉骨茶通常佐以排骨、咸菜、红烧豆皮，无论如何搭配都是美味无比。

最常见的是配着油条（也有和米饭或面条搭配的）一起吃。先喝一口肉汤，

之后把油条浸入，再喝一口混合油条香味的汤汁，之后夹一块排骨，蘸

着酱油辣椒调料送进口中，最后喝一口茶用作清口，其中滋味妙不可言。

如今，肉骨茶早已成为新加坡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现在还有肉骨茶方

便面，甚至是 DIY 肉骨茶汤包，可作为旅游新加坡的美食伴手礼。

Crystal 喜宝儿   好吃到无敌的肉骨茶

推荐餐厅：发起人肉骨茶餐馆、松发肉骨茶、黄亚细肉骨茶餐室、新兴

瓦煲肉骨茶、榕城肉骨茶等。

海南鸡饭 Hainanese Chicken Rice

海南鸡饭是把火候严格、鲜嫩多汁的白斩鸡切成小块，搭配上油光黄澄

的鸡油饭，再浇上生抽、香油，洒上葱丝或芫荽（yán sui），外加一小

碟特制的辣椒酱和蒜汁制成的特色美食。作为新加坡的国家级美食代表，

海南鸡饭出现在小贩摊档、美食广场、高档餐厅甚至航空公司的航食当中。

海南鸡饭的吃法

鲜嫩多汁的白斩鸡，用鸡汤烹煮成的香米饭（加入几片香兰叶增添香味），

蘸着浓稠的黑酱油和特制姜蓉辣椒酱吃。别小看这个蘸酱，特制辣椒酱

调得好不好，足以决定海南鸡饭的成败。调得太辣太呛，无法尝到鸡饭

的真正原味；调得过淡，又会让整道美食缺了后劲，黯然失色！

海南鸡饭上桌时，除了有姜蓉辣椒酱和黑酱油，还总会另附几片切得薄

薄的黄瓜，以及一碗清鸡汤。

政和流氓   天天海南鸡饭，让人食欲大增！

推荐餐厅：天天海南鸡饭、文东记、大鸟鸡饭店、威南记海南鸡饭、文

华酒店。

叻沙 Laksa

沿着东海岸路可以找到最受欢迎的叻沙店铺，这里也是传说中的“加东

叻沙战争”战场。叻沙是一道娘惹独创佳肴，正宗的娘惹叻沙讲究椰浆

的鲜味、鲜虾的甜味和自制辣椒油的辛辣味，而主食部分也一定要用粗

米粉。

正如大多数娘惹菜一样，叻沙的发展也受到了各地区的影响。椰浆叻沙

（Laksa lemak）以丰富奶香的椰浆汤汁为原料，是仅在新加坡流行的

一种独特制法。此外，还有一种更为浓郁的叻沙版本——亚叁叻沙（Assam 

Laksa，也叫印度红茶叻沙）。近年来，叻沙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更使其将

西式口味融入其中，如叻沙意面等，尽管并未形成一道正式的菜，但也

仍然十分美味。

叻沙的吃法

在新加坡的加东 (Katong) 区可寻到著名的椰浆叻沙，其中的面条被切

为碎块，因此食客们可直接用汤匙食用。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21东南亚系列

飘女孩儿   叻沙 

推荐餐厅：直至今日，到底哪家叻沙最正宗仍然没有争论出结果。逾 50

年经营历史的加东叻沙，据说现在所采用的辣椒油仍是当年其创始人亲

手炮制的。328 加东叻沙和公主露台餐厅是口碑颇高的两家。

辣椒螃蟹 Chili Crab

四面环海的新加坡地处热带，当地人为了排暑去毒会选择偏重麻辣的口

味，海鲜也是如此。除了最为出名的新加坡国菜辣椒螃蟹和黑胡椒螃蟹

外，辣椒螃蟹兄弟连的其他吃法还有白胡椒螃蟹、奶油螃蟹、粉丝蒸螃蟹、

咸蛋黄焗螃蟹等等。舌尖上的巨大满足只有亲自尝试过才知道。

辣椒螃蟹的吃法

辣椒螃蟹的最大特色就是由辣椒和番茄酱调制的酱汁，鲜红香辣中带着

微甜的可口滋味，真是让人胃口大开，食指大动。

这色香味俱全的浓稠酱汁秘方何在？先以蒜蓉和米醋将酱汁爆香，加入

勾芡，再徐徐倒入打散的蛋液在酱汁里形成蛋花，使酱汁浓稠中带着松

软口感。

难以抗拒酱汁的诱惑吗？您大可加点馒头，最好还是炸得外脆内软的黄

金馒头，和着香辣浓稠的酱汁一并入口，当真是余味无穷。烹制辣椒螃

蟹通常选用鲜活泥蟹，但也有店家以软壳蟹来下锅。如果您是海鲜迷，

那么这道菜肴肯定正中您下怀，非尝不可！

好奇傻死猫赵赵   跟脸差不多大的大螃蟹

推荐餐厅：无招牌海鲜餐馆 ( 莱弗士店 )、珍宝楼海鲜、长堤海鲜楼 ( 东

海岸店 )、棕榈滩海鲜坊、新加坡海鲜共和国（圣淘沙）、永成餐室 (Eng 

Seng Restaurant) 的咖啡店。

印度煎饼 Roti Prata

Roti Prata 堪称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早餐茶点，它是一种味道可口、薄烤

饼似的多用途面包，既可以作为开胃菜，又可以作为餐后甜点。

印度煎饼是由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传统煎饼改进而成，“Roti”意为面包，

“prata”则是扁平的意思。煎饼的制作过程也让人惊叹不已。煎饼师傅

手指与手掌灵活地捏打翻甩，将面团抛至空中，随后用力地拍击面团，

直至其变得轻柔粘稠。 

在许多煎饼摊位中，你会发现各家煎饼质感不尽相同，有的柔软，有的

酥脆，大多数口感都较为中和。喜欢吃蛋的还可试试鸡蛋煎饼，这种夹

心带咸味的煎饼也极受当地人喜爱。

印度煎饼在新加坡几乎是无处不在，不要害羞，可以主动询问酒店的工

作人员，他们将非常乐意地为您指明方向，每一位新加坡当地人都以了

解城中美食攻略而自豪。 

印度煎饼的吃法

虽然印度煎饼通常搭配木豆或咖喱，但本地已延伸出了无数种搭配吃法，

如榴莲、冰淇淋、奶酪、巧克力、香蕉等等，如果你是一名美食爱好者，

不妨一一尝试一下。此外，如果看到人们将煎饼（prata，当地人的俗称）

撒上糖直接食用，也绝对不要惊奇，这样可以引出煎饼原本的自然香味。 

享用这道神奇的美食时，完全不需要刀叉筷子的帮助，只需用手指将煎

饼蘸好够味的咖喱酱（通常是羊肉或鱼肉基料）便可。

乌打 Otak Otak

乌打也被称为“Otah”，是土生华人文化中的一道特色小吃，把鱼肉与椰浆、

辣酱、香茅、打算混合腌制而成，裹在香蕉叶中蒸软，随后再放到炭火

上微微烘烤。

这道菜在部分亚洲地区十分著名，乌打在马来语中意为“大脑”，因为

其柔软糊状的质感与大脑颇有相似之处。鱼肉乌打是最常见的做法，也

可以找到以虾、墨鱼、虾以及鱼头制作的乌打。

乌打的吃法

乌打单独作为小吃本身就颇有风味，搭配叻沙（laksa）、椰浆饭（nasi 

lemak）等其它本地美食也会让人感到惊喜。尽管从未尝试过它的人可能

需要花些时间才能适应，但这种小吃仍然是新加坡大街小巷都能寻到的

美食，每家美食中心都有一至两家乌打小摊，它也是私人聚会及办公室

午餐的热门选择。

拉茶 Teh Tarik

新加坡的拉茶可不是仅仅加了炼乳的茶那么简单，作为新加坡民间的招

牌饮料，它对于新加坡的独特意义源自于各种因素：首先，所使用的康

乃馨牌炼乳是新加坡的名牌产品；此外，其调制过程非常富于艺术性，

茶水在各个杯子间被冲来冲去，冲出丰富的泡沫，这也是“拉”字的含意。

在新加坡，拉茶走入了星巴克和香啡缤等无数咖啡店，所以想要喝到这

款特色饮料并不难，在几乎所有的印度、马来、娘惹甚至街头巷尾看见

它的身影。

椰浆饭 Nasi Lemak

椰浆饭是一道传统的马来经典菜式，经过小小的改良后成为新加坡华人

和印度民众最爱的早餐选择。顾名思义，椰浆饭得名于它的烹饪方法——

用椰浆烹煮米饭，再用一点香兰叶略微调味，为米饭赋予扑鼻之清香。

其实，椰浆饭分两种。传统的马来式比较简单，其中加入江鱼仔（鯷鱼）、

坚果、炸鱼、黄瓜，还可以加入一个鸡蛋。而另一种则是中式做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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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丰富配菜包括炸鸡腿、鸡肉香肠、鱼饼、咖喱蔬菜以及午餐肉。

椰浆饭和鸡饭一样，佐餐的辣椒调味品能为其增加别样感受。有时候，

光是辣椒配椰浆味的饭就能让人大快朵颐。

推荐餐厅：忠邦椰浆饭、樟宜村椰浆饭

罗惹 Rojak

罗惹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狂野的结合”，是一种传统的蔬菜沙拉，可

以作为头盘也可作为单独菜肴。

罗惹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是马来菜与华族佳肴的混合产物，是将切好

的炒花生翻掷混匀（形成了完美的质感与酥脆的口感）并与豆芽、绿叶

蔬菜、豆卜（或油炸豆干）、油条、菠萝及黄瓜混合，放入发酵的辣虾酱。

另一种则类似印度吃法，将蔬果与花生酱搭配，所不同的是，其中多了

红色香料与辣椒的火热色彩。大多数摊主在烹制印式罗惹时，可根据食

客的个人选择进行调整，选择添加其它食材，如烤土豆、蒸鱼饼、虾饼、

章鱼，以及混合炸蔬菜等等。

罗惹是一种受欢迎的小吃，在小摊上就能吃到地道的罗惹。公认最美味

的罗惹摊位于市外（红山 Bukit Merah 与加东等附近区域），但在城市

中央商务区及乌节路附近也有不错的食阁。

炒粿条 Char Kway Teow

炒粿条其粘甜可口的风味颇受本地美食家的喜爱，这种扁平米粉制成的

面条小吃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历程。最初，炒粿条通常由渔民或农

民在夜间售卖，以此增加收入，他们用剩饭菜来加工这道小吃，因此炒

粿条的制法有许多种。

炒粿条是将扁平的米粉面条（类似意大利面）与生抽及老抽、虾酱

（belachan）、罗望子汁、豆芽、韭黄、腊肠以及鸟蛤一起翻炒而成。

在原来的制法中，米粉面条是以猪油进行炒制，因此独具一种鲜香的美味。 

近年来，炒粿条的制法越来越健康，各个摊档主们添加了更多蔬菜，减

少了过多的油。不仅使整道菜更加健康，蔬菜与豆芽也让其更具鲜美与

松脆，为这道旧时光的好菜添加了更多魅力。锵锵作响的炒镬与香喷喷

的热气阵阵传来，让这道菜拥有了从视觉、嗅觉到听觉的全方位美感，

让食客在大快朵颐之前就已深深地陶醉其中！ 

推荐餐厅：新加坡大多数美食中心都有炒粿条的小摊，如麦士威路熟食

中心（Maxwell Road Hawker Centre）等，选择鲜蛤或是虾肉搭配一

份冒着热气的炒粿条，尽情享受这道丰盛的美味吧。

沙爹 Satay

沙爹充满了源于马来西亚与印尼群岛的现代风味。15 世纪早期，阿拉伯

商人开始往返于东南亚经商毛衣，他们的美食文化也随之而来，其中最

受欢迎的就是他们将肉食串于金属签上烹制的食物——在中东地区极其

常见的烤肉串（Kebab），这也成为了沙爹的起源。

沙爹通常是以 10 串成一份售卖（也偶有单串零售），吃时蘸点甜辣的花

生酱，通常还搭配洋葱、黄瓜以及裹在椰叶中的马来饭团（ketupat）一

起食用。

有趣的是，蘸花生酱（用香料和磨碎的花生制成）的吃法最初源自菲律宾，

而菲律宾则是由其殖民统治者西班牙人身上学到了这种吃法。但是西班

牙人的这套吃法，却是从南美洲学来的。近年来，华人沙爹摊主又新创

了猪肉沙爹，为这道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常青美食带来了另一种风味。

虽然今天的沙爹都是由工厂加工的竹签串成，但在几个世纪以前，人们

都是用干椰叶茎制成的串签来进行烹制。沙爹一串串摊开在炭火上烧烤

的时候，摊贩会在肉串上刷上一层油，让烤熟的沙爹裹上一层褐色的诱

人光泽。

推荐餐厅：许多摊档、餐馆以及美食中心都能找到。对口味比较挑剔的

可以去东海岸人工湖美食村。

炒萝卜糕

炒萝卜糕是新加坡常见的一道开胃小吃。只要去任意一家熟食中心，肯

定至少有一个摊位是卖香喷喷的炒萝卜糕的。

萝卜糕也称作“菜头粿”，是将蒸米粉与白萝卜裹成块，与鸡蛋一同煎

至金黄，随后撒上洋葱花即成，是新加坡的潮汕裔居民中极为普遍的一

种食品。这道菜可分为“白色”（原味）与“黑色”（裹以甜酱油）两种，

是一道既便捷又美味的小吃。

烹制萝卜糕的过程十分有趣，摊主将煎蛋一样的食材放在热盘上切成方

块，发出锵锵、砰砰的声音，让食客简直无法移开目光。

推荐餐厅：老饕湾小贩中心、海天楼等餐馆。

咖椰吐司 Kaya Toast

咖椰吐司是新加坡人非常喜欢的早餐小吃，可以和拉茶搭配。咖椰是用

鸡蛋、糖、椰浆、香兰香料等制作而成的一种调味料。在新加坡几乎每

家咖啡店都有咖椰吐司卖。

 

 Apple   地道的吐司套餐

推荐餐厅：亚坤咖椰吐司店。其实在新加坡品尝咖椰吐司套餐的最佳去

处要属亚坤咖椰吐司店，还可在任何一家老牌咖啡馆甚或美食广场找到

这种令人回味无穷但又简单质朴的食品。

咖喱鱼头

新加坡的咖喱鱼头是本地印度、华人和马来文化互相融汇而成的美食结

晶。这道菜源自新加坡的马拉亚利社群，这群来自南印度喀拉拉邦的印

族社群爱用辛辣的咖喱香料将红鲷鱼头与各类蔬菜一起炖煮，最后再用

酸酸的罗望子提味，造就出这道味道独特且一试难忘的特色佳肴。

咖喱鱼头的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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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下饭吃，不过华人更爱用松软的馒头把碟子里的咖喱酱汁吸饱了送

入口中。特别是馒头带甜，可以很好地中和咖喱的辛辣味儿。这样子吃法，

就能让不太嗜辣的人也尽情地享受咖喱鱼头了。

华人在吃咖喱鱼头时，习惯搭配蔬菜和肉类一起吃。不妨到市中心麦卡

南街（McCullum Street）的 Ocean Fish Head Curry 餐馆大快朵颐。

本地印度族吃咖喱鱼头的方法也大同小异：通常和着米饭、印度脆饼 

(pappadams) 和印度泡菜一起吃。小印度的阿波罗蕉叶（Banana Leaf 

Apolo），还有不远处跑马路（Race Course Road）上的 Muthu’s 

Curry 都是值得一去的餐馆。

细细品尝饱含辛辣咖喱酱汁的鲜嫩鱼肉块，吮吸着鱼眼周边的精华，把

自己辣得头皮发麻的当儿，来杯冰凉的印度翠鸟啤酒或是冰镇柠檬水，

简直是人间一大享受。这又是一道您在新加坡不容错过的风味美食，因

为您不太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品尝到完全相同的一番滋味。

土生华人（又称海峡华人）也有独创的娘惹咖喱鱼头（Nonya Fish 

Head Curry）。娘惹食谱中的咖喱料理总会混合多种香料，并大量使用

酸味果干，为其增添了独特风味。搭配咖喱鱼头一起炖煮的蔬菜也丰富

多样，常见的有茄子、秋葵（羊角豆）、长豆角和豆卜（油炸豆腐）等。

马来菜饭 Nasi Padang

马来菜饭起源于印尼，用蒸白米饭和各种肉类、蔬菜制成。其中菜品包

括美味的咖喱鸡、土豆饼、炒菠菜和辛辣的蔬菜汤。

马来菜饭的菜肴均采用印尼独特的干热烹饪方法，从而富于菜肴四溢香

气。然而，新加坡本地的马来菜饭独树一帜，减少了菜肴中食盐的用量，

增加更多蔬菜种类，从而更利于健康。

马来菜饭的吃法

通常的食用方式有点类似于家人朋友相聚时的迷你自助餐。每个人挑选

自己喜爱的美食，放到自己盛有米饭的盘中。新加坡最受欢迎的 Nasi 

Padang 餐厅当属位于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地区的 Hajjah 

Maimunah Nasi Padang，这里温馨的用餐气氛尤其适合菜肴选择范围

更广的多人团体。

不过，要尝试这一马来印尼式美味，不一定非得去甘榜格南或芽笼 

（Geylang） 地区。新加坡城内各处，即便是中央商务区这样的地方都

有 Nasi Padang 的身影。在午餐时间这些地方顾客盈门，他们只为享用

这一著名的美食而来。

当您来到 Nasi Padang 餐厅，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展示丰富菜肴的玻璃柜

台。您大可不必因此退却三尺，只需径直点那些您喜爱的菜肴（或是让

服务生推荐），然后就安心等待美食上桌吧。您会发现 Nasi Padang 是

新加坡最物超所值的用餐选择。

红豆冰 Ice Kachang

新加坡最早出现的冰品是“冰球”，将碎冰打压成球状，浇上彩色糖浆，

吃的时候把冰球捧在手中直接吮吸。这是新加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

的冰品。街头巷尾都有手推车摊贩沿街叫卖。

红豆冰是冰球的现代升级版——装在小碗或者高玻璃杯中，先在底层放

入果冻、红豆、甜玉米、亚答籽（棕榈籽），上面铺着小山一样的刨冰，

最后再淋上色泽诱人的七彩糖浆和浓浓的炼乳。如今，为了满足现代人

口味，红豆冰甚至还可加入什锦水果、芦荟果冻，甚至是巧克力和榴莲

果肉等其他新奇配料。

对于初到新加坡的人来说，分辨出红豆冰口味优劣并非易事。但这里有

一个要诀：好的红豆冰，上面的碎冰被刨得很细，以至于一入口便与甜

蜜的糖浆融为一体。至于配料，则是种类越多越好，一勺入口便可尽享

各种口感，这才是正宗的红豆冰甜蜜体验。

推荐餐厅：在遍布城市的各大美食中心，如牛车水的麦士威路熟食中心 

(Maxwell Road Hawker Centre)、乌节路（Orchard Road）的大食

代（Food Republic），都能享用到这款充满乐趣、五颜六色的甜点。

黑果焖鸡 Ayam Buah Keluak

黑果焖鸡深受土生华人喜爱，其香味和口感让食客齿颊留香，难以忘怀。

黑果焖鸡主要食材为鸡肉（也可用猪肉）和黑果（buah keluak）——

一种带有坚硬外壳和辛辣内瓤的果实。黑果的诱人滋味只有亲身一试才

能了解其魅力所在。

黑果焖鸡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仅仅酱料的准备就很费工夫。得备齐七

种香料，人工捣碎之后，花半天时间炒制而成。

接下来要洗刷黑果，在水里浸泡两天之后，削去果实的一头，挖出里面

黑色的果肉，将其捣烂或是与数种香料一起拌匀。最费劲的是，把果肉

嵌回果壳里去之前，还需用刀具把果壳开口修饰一番，外观才整齐美观。

最后把重新填好的果肉、鸡肉和香料一起焖上半天，直到汤汁收浓。

黑果焖鸡的吃法

黑果焖鸡最好就是搭配白米饭，另加上虾酱炒蛋（chincalok egg）和参

巴空心菜 （sambal kangkong）陪衬，这样香气四溢的美食组合堪称

绝配。

推荐餐厅：慢工出细活，繁工出珍品，能把这道菜做得地道的餐馆并不多。

下面三个餐厅是颇具口碑的吃黑果焖鸡的地方——Blue Ginger、Spice 

Peranakan Pte. Ltd. 和 Baba Inn & Lounge。

新加坡司令 Singapore Sling

新加坡司令原为莱弗士酒店酒吧调酒师严崇文自创的一种鸡尾酒，后大

受欢迎，名扬海外，而今已经有成为新加坡国民饮料的趋势。新加坡司

令最初名为“海峡司令”，其色泽红艳，因而适于女士饮用。

配方可能各有不同，只有按照原本配方，使用杜松子酒、樱桃酒、本笃甜酒、

石榴汁和沙捞越的菠萝汁，才能制造出顶层细腻的泡沫。不过现在的不

少配方都使用瓶装果汁加苏打水发泡。严崇文 1936 年写下的一张酒吧

便签，至今仍陈列在莱弗士酒店的博物馆。“百万美元鸡尾酒”也是严

崇文首创，Somerset Maugham 在短篇《信》中提及此款酒品后，同

样享誉四方。

推荐餐厅：由于新加坡司令广受喜爱，现在商业超市和店铺里已有瓶装

出售。新加坡司令的饮料和其它产品在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新

加坡司令精品店”中皆有售。

也许一心想去长廊酒吧点一份正宗的新加坡司令，沉浸于莱佛士酒店的

复古氛围，但其它酒吧调制的改良款同样奇妙，也能俘获您的芳心。坐

落于浮尔顿 1 号（One Fullerton）的 OverEasy 在“新加坡司令”中

加入安古斯图拉树皮，调味一挥而就；位于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

的 Orgo 则混合鲜榨菠萝、酸橙和石榴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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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堆 Jin deui 

煎堆外观上看就是金黄色的小丸子，甚是可爱，用糯米粉内包含各种馅

料并裹上芝麻油炸而成。在新加坡大多数酒楼和中式糕点店都有得卖。

煎堆香甜绵软、外脆中空，空心煎堆轻薄香酥，内填红豆或莲蓉的实心

煎堆则香甜可口。

马来式煎堆叫做“Kuih Bom”，制作方法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 Kuih 

Bom 常以糖渍椰蓉、绿豆或红豆泥作馅。其它采用糯米粉制作的小吃和

甜品还包括年糕和汤圆。华人认为，煎堆越煎越大，财富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下次到了酒楼或是中式糕点店，一定记得尝尝煎堆，让自己也财

源滚滚。

珍多 Cendol

珍多冰堪称是东南亚美食的精粹。上世纪 60-8- 年代，小贩们推车手推

车走街串巷地叫卖珍多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珍多的基本配料包括椰浆、绿色粉条以及香兰汁和棕榈糖。新加坡人喜

欢对食品作个性化处理，珍多恰好提供了个很好的素材。食客可以依照

个人爱好，给珍多加上碎冰、红豆、糯米、仙草和奶油玉米等其它配料，

香甜不腻，清凉解暑，无疑是新加坡暑热天气的完美搭配。

 

Lazisset  太常见的珍多

福建炒虾面

黄色的粗面条和米粉搭配海鲜煎炒，从丰富配料中萃取鲜美香汁之后的

附件炒虾面口味尤为浓郁。

炒虾面由战后中国南部的福建水手发明。每当工厂下班，他们便会聚集

在梧槽路（Rochor Road）上用煤炉煎炒面厂里多余的面条。

如今，这道菜使用旺火爆炒，再搭配洋葱、鸡蛋、酱油、黄面、米粉、豆芽、

虾和鱿鱼。这道鲜香浓郁的菜肴还需选用一种必不可少的材料，此食材

通常以蒸煮过的虾头、蛤肉和鱼干制成。首先用配料覆盖面条炖一分钟，

同时添加海鲜，随后煎炒至微干，方可制成这道美味佳肴。猪油也是炒

虾面的主要调料，不过现在的餐馆几乎不予采用，因为人们认为猪油不

利于健康。

推荐餐厅：南星福建炒虾面、芽龙 29 福建炒虾面

客家酿豆腐 Yong Tau Foo

客家酿豆腐食材多样，如豆腐和蔬菜，主要以清汤为底。它源于老式客

家传统菜肴，以豆腐内填鱼肉或猪肉蓉制成。这道菜肴在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较常见，又称为“夹馅豆腐”。如今的酿豆腐馅料多种多样，包括

辣椒、羊角豆、豆腐、苦瓜、蘑菇、豆皮、茄子等。本地超市和菜市场

都有加工好的食材出售。

客家酿豆腐的吃法

无论选择吃‘干’或‘汤’的酿豆腐，亦可搭配米饭、蛋面或细米粉食用。

烹煮食材的清汤鲜香爽口，一般用大豆和江鱼仔（凤尾鱼干）熬制。为

迎合本土人的口味，一些餐馆也供应叻沙（娘惹辣味汤）和其它咖喱菜品。

享用酿豆腐时，辣椒、甜豆酱和芝麻是必不可少的配料。

推荐餐厅：金山客家餐厅、荣欣熟食

仁当 Rendang

仁当咖喱源于印尼，也是马来菜中的精髓。这道辛辣菜肴在新加坡的巴

东餐馆、印尼和华人餐厅都能看到，在本地极受欢迎，“汉堡王”在

1987 年为了迎合本地人口味甚至还推出了仁当咖喱堡。

仁当咖喱与其他咖喱菜肴类似，传统上是以牛肉为主食材，加椰奶、香料，

慢火小焖，直到肉质嫩滑、卤汁入味为止。其它仁当咖喱的常用肉类还

有鸡肉和羊羔肉。香料则包括香茅、高良姜、大蒜姜黄、生姜、辣椒等，

加以混合捣碎成 Rempah（混合香料）后铺在牛肉表面，然后加入椰奶

慢炖几小时。不过许多人都觉得，仁当咖喱隔夜再吃味道更佳。

仁当咖喱的吃法

这道菜肴一般不单独食用，可以搭配不同的巴东菜品享用，如烤鱼（ikan 

bakar）、炸鸡（ayam goreng）、蔬菜咖喱（sayur lodeh），再加

上米饭、饭团（ketupat） 或竹筒饭（lemang）。

推荐餐厅：在历史悠久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区，坎大哈街

（Kandahar Street）就坐落着不少巴东摊档，此地香嫩的仁当咖喱牛

肉远近闻名，其中就包括 Sabar Menanti 和 Warong Nasi Pariaman

两家新加坡最火爆的餐厅。其它供应正宗仁当咖喱牛肉的印尼餐厅还包

括乌节路（Orchard Road）上的 The Rice Table，其内的装饰设计时

尚而现代。

云吞面 ( 馄饨面 ) Wanton Mee

云吞面有干捞也有汤面，做法和口味又分成两大类，分别是港式云吞面

或新马南洋云吞面。

港式云吞面通常清汤打底，内盛以猪肉和虾蓉为馅的云吞。细长面条在

沸水中稍微烫过即可，保留爽口弹牙的嚼劲。一般粤式餐馆常见的正宗

港式云吞面，面条一定要细嚼有劲，云吞一定要饱满，皮薄陷足，内填

大虾、猪肉、黑木耳等。

新马的南洋云吞面烹调法差别不大，不过除了云吞之外还必定加上叉烧、

青菜，时而加入一两个油炸云吞；而且一般是干捞食用。酱料也是干捞

云吞面的诀窍，每个摊位所用的酱料都不一样，不过基本上都会由黑酱油、

番茄酱、辣椒酱和香麻油混合调制而成。

说到本土云吞面就不得不提叉烧，其中又以炭香多汁者为上品。面条方面，

新马云吞面多使用色泽鹅黄、扁平而有弹性的蛋面。叉烧其实也可蘸烧

烤甜酱配米饭食用。最香嫩美味的当属瘦中带肥的叉烧，一经烤制，炭

香四溢。不过现代人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更多人反而选择吃精瘦叉烧。

推荐餐厅：翡翠小厨、御宝粤菜、幸福云吞。正宗的上好云吞面在新加

坡各美食中心都能见到，价廉物美，其中不乏数个著名老字号摊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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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起 ( 捞鱼生 )

“捞起” 或 “捞鱼生”的典故源自粤语发音中所喻意的 “风生水起”

之意。以“鱼生”或生鱼片沙拉为食材，则象征了年年有余。“风生水起”

喻意着事情迅速发展，业务蒸蒸日上，因此在农历新年期间，生意人特

别喜欢 “捞起”。“捞鱼生”通常是农历新年宴客时第一道上桌的开胃菜，

配料有白萝卜丝、青萝卜丝、红萝卜丝、灯笼椒、芜菁、腌红姜、生鱼

片（常用三文鱼）、脆饼等，再撒上梅子酱、五香粉、淋上麻油等调味料。

吃的时候，亲朋好友“围炉”一同用长筷子夹起这些食材，一边大声说

出心中愿望，象征捞个“风生水起”。据说，食材夹得越高，来年的运

气便会越好。边捞起边把不同食材搅拌在一块，之后便可食用。

热门区域餐厅推荐

圣淘沙 Sentosa

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好吃的非常多，虽然价格比市区要高，但相比金沙度

假区，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马来西亚美食街 Malaysian Food Street

新加坡的美食与马来西亚的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又因地域差别有所不同。

地址：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圆形广场

时间：周一、周二、周四 11:00-22:00，周五、六 9:00-23:00，周日

9:00-22:00，周三不营业

费用：人均 10 新元

网 址：www.rwsentosa.com/language/zh-CN/Homepage/

Restaurants/MalaysianFoodStreet

新加坡海鲜共和国 Singapore Seafood Republic

圣淘沙名胜世界海鲜共和国被誉为海鲜圣地，汇聚了新加坡四大海鲜餐

馆：Palm Beach Seafood（棕榈滩）、Seafood International（国际

海鲜）、Tung Lok（同乐）、Jumbo Seafood（珍宝海鲜），构成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海鲜美食天堂，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同时享用以上四

家餐厅的招牌菜。

地址：#01-292, Waterfront, Resorts World Sentosa, 26 Sentosa 

Gateway, Singapore

电话：(65)62656777

网址：www.singaporeseafoodrepublic.com

亚坤咖椰吐司店 Ya Kun Kaya Toast

这家是距离圣淘沙最近的分店。自 1940 年代起，那里就开始售卖令人

垂涎的咖椰吐司。他们的店面还售卖食物礼品，客人可以将著名的咖椰

和咖啡粉带回家乡作为纪念。

地址：Maritime Square, HarbourFront Centre, Singapore

电话：(65)62767691

网址：http://www.yakun.com/

 

Apple  亚坤咖椰吐司店 

牛车水及周边 Chinatown

麦士威熟食中心 Maxwell Food Centre

麦士威熟食中心 (Maxwell Road Food Centre) 拥有 100 余个摊位，

荟萃了新加坡最为丰富多样的本地美食，众多摊位汇集各式美食，更有

小贩出入其间，各式选择将让你目不暇接。熟食中心拥有不少不可不试

的招牌名店，包括著名的天天鸡饭、以传统的美食皮蛋瘦肉粥闻名遐迩

的 Zhen Zhen Porridge，还有 Marina South Delicious Food 的炒粿

条也倍受欢迎。

地址：1 Kadayanallur St Singapore

交通：乘坐公交车 80、145 路至 Maxwell Rd FC 站下车

天天海南鸡饭 Tian Tian Hainanese Chicken Rice

名厨兼主持人安东尼 • 波登 (Anthony Bourdain) 曾说过，新加坡的

大米松软可口，不用配菜，单吃便已美味之极。坐落于麦士威熟食中心

(Maxwell Food Centre) 的天天海南鸡肉饭是新加坡最著名的鸡饭摊贩

之一，摊位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这里的鸡肉鲜嫩多汁，米饭喷香松软。自制辣椒酱口感极佳，更值得一

提的是 , 其酱料使用酸橙汁代替醋来提味。天天海南鸡饭的美食虽看似简

单实则滋味丰富，故而一直是许多本地人的最爱。

地址：麦士威美食中心 #01-10Singapore

时间：11:00-20:00（周一不营业）  

电话：(65)63459443

交通：最近地铁站 NE 线，牛车水（Chinatown）下

网址：http://www.tiantianchickenrice.com/

榕城肉骨茶 Rong Cheng Bak Kut Teh

榕城肉骨茶已成立 30 余年，这家店的肉骨茶因加入白胡椒和大蒜而带有

潮州口味。这里的猪排只选用上肋，熬制而成的清汤香甜四溢。另外，

这里还有一种“天然猪肉”肚条汤，所用猪肉均源自美国纯天然放养的

生猪。这里的猪排鲜嫩，块头适中，入口化渣，方便食用；汤料则富而

不腻、清香宜人。榕城肉骨茶滋味美妙，只吃一碗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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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7 Maxwell Road #02-79/80 Amoy Street Food 

CentreSingapore

时间：8:30-16:00( 周一、二不营业 ) 

Blue Ginger

餐厅主打新加坡地道特色——娘惹菜，菜牌中的语言常以马来西亚语表

示，除了黑果焖鸡，榴莲珍多冰 (Durian Chendol) 更是不可错过。 

地址：97 Tanjong Pagar Road, Singapore（位于牛车水）

电话：(65)62223928

网址：www.theblueginger.com

荣欣熟食 Rong Xin Cooked Food

在 丹 戎 巴 葛 市 场 及 熟 食 中 心 (Tanjong Pagar Market and Food 

Centre) 内。

地址：6 Tanjong Pagar Plaza, Singapore

滨海湾及周边 Marina Bay

老饕湾小贩中心 Makansutra Gluttons Bay

老饕湾小贩中心四周环绕着复古风格的小推车，在月光下格外耀眼，不

愧为外地游客和本地未眠人享用美食的好去处。各种各样的当地特色小

吃让人眼花缭乱，萝卜糕、蚝煎、辣蟹、网饼（与美味咖喱一起拌食的

网状煎饼）……还可试试其他与众不同的咖央包火锅。

不可不尝的还有搭配鸡蛋、碎羊肉和面包的马来煎面包，这味美食可谓

制作新颖，源于一位开拓进取的马来大厨为迎合爱吃肉面包的海外游客

做出的奇思妙想。冰镇啤酒也同样值得一试，觥筹交错之间还可欣赏免

费街头表演，就在毗邻的滨海艺术中心这所海湾剧院。

地址：8 Raffles Ave #01-15（滨海艺术中心附近）

费用：人均 10 - 30 新元

时间：18:00- 凌晨 3:00

电话：(65)63367025

网址：http://www.makansutra.com/

无 招 牌 海 鲜 餐 馆 ( 莱 弗 士 店 ) No Signboard Seafood 

Restaurant

虽然让人忍俊不禁，但这个与众不同的餐厅名称却出自于其顾客的奇思

妙想。餐厅创立于 1981 年，现在已经凭借其原创新颖的菜式而蜚声全

岛。除了辣椒螃蟹，脆皮麦香小龙虾无疑也是热门之选。鲜嫩多汁的小

龙虾与麦香味谷物相搭配，更兼具宜人的酥脆口感。闽式清蒸鱼美味下饭，

嫩滑的豆腐则带有天然的甘甜。值得一提的，如果是喜欢滑爽豆腐的食客，

闽式清蒸鱼配米饭，则是完美搭配。

地址：Esplanade Mall 8 Raffles Ave #01-14/16 Singapore（东海

岸公园海滩的东海岸海鲜中心内）

费用：人均 40-100 新元

时间：11:00-23:00（每天）

交 通： 乘 坐 公 交 1N、2N、3N、4N、5N、6N、36、56、70M、

75、77、97、97e、106、111 路至 The Esplanade 下车

电话：(65)68423415

网址：http://www.nosignboardseafood.com/

路边摊 Singapore Food Trail

想知道新加坡的昔日风貌？那你不妨到历史最悠久的新加坡饮食概

念——“新加坡路边摊”走一遭。它是 1960 年代新加坡中心地段的主

题美食汇聚地，拥有超过 800 座位的食阁，以过去 60 年代为主题装潢

布置。沿着街边还设有一些临时的路边摊位，让人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 

在这个以新加坡标志性摩天观景轮为背景，昔日怀旧风情为基调的环境

中，游客可以品尝到新加坡的独创美食和最受欢迎的小贩美食，如一些

老字号的摊档——水仙门大华肉脞面、文达烧烤海鲜、新明路榕城肉骨

茶和 Alhambra Padang Satay 沙爹等众多古早风味。 在“新加坡路边

摊”尽享本地闻名遐迩的美食风味实为乐事一桩。餐馆内的仿真装饰以

及丰富的传统街边小吃，让游客在品尝各色美食的同时还能唤起对往昔

美好的回忆。

地址：30 Raffles Avenue #01-09/12, Singapore Flyer（新加坡摩

天轮旁边）

电话：(65)63381328

棕榈滩海鲜坊 Palm Beach Seafood

地址：1 Fullerton Rd, #01-09 One Fullerton, Singapore

电话：(65)63368118

网址：http://www.palmbeachseafood.com/

海天楼餐馆

这里可以吃到粤式萝卜糕——通常以新鲜萝卜搭配腊肠、虾米放入长方

形板上，蒸煮后煎炸而成。

另外，这里的叉烧包和红萝卜糕配腌肉也堪称完美。粤式汤煲同样值得

推崇，汤色清澈却香味浓郁。而为众多食客钟爱的则是一道蜂蜜黑胡椒

酱烩鸵鸟肉片。当食客沉迷其中之时，还可品味餐厅最受欢迎的私房甜

点——杏仁酪配芝麻饺。

地址：Pan Pacific Singapore 7 Raffles Blvd Level 37Singapore

费用：人均 150-300 新元，自带酒水加收 25 新元

时间：12:00-14:30，18:30-23:00（周一 - 周六）；11:30-14:30，

18:30-23:00（周日）

电话：(65)68268338 

御宝粤菜 Imperial Treasure Cantonese Cuisine

餐厅首推生猛海鲜，包括清蒸笋壳鱼（Marble Goby）、油泡带子、清

蒸蛏子王等，菜肴均选用陈列在餐厅大门处的水族箱中的新鲜海鲜精心

烹制而成。各色的点心同样广受欢迎，如酥皮蛋挞、炒萝卜糕、鱼片粥、

云吞面等美食。

地址：1 Kim Seng Promenade, Great World City, Singapore 

费用：人均消费不超过 50 新元

时 间：11:30-15:00，18:00-23:00（ 周 一 - 周 六 ）,10:30-15:00, 

18:00-23:00（周日及公共节假日）

电话：(65)67322232

网址：http://www.imperialtreasure.com/

Sabar Menanti

餐厅成立已经 50 多年，餐厅名寓意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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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马来餐厅位于古老的甘榜格南区 (Kampong Glam, Kandahar 

Street)， 主 营 米 南 卡 保 (Minangkabau) 菜 肴， 马 来 菜 饭 (Nasi 

Padang) 尤为出名。

特色菜包括仁当咖喱 (Rendang)、土豆牛肉饼（Bergedil）和 Korma

咖喱鸡。仁当咖喱中的牛肉香嫩厚实，覆盖以卡菲尔酸橙和姜黄叶片；

土豆牛肉饼则使用荷兰土豆新鲜炸制；而 Korma 咖喱鸡中酱汁滑腻，富

含青椒和姜黄。

Sabar Menanti 餐厅的马来菜饭绝对正宗。一到午餐时间，大多菜品便

迅速售罄。所以，要吃趁早，不然可要做好排队等待的心理准备。

地址：48 Kandahar Street, Singapore 

费用：人均不超过 50 新元

时间：每天 8:30 -18:00

Warong Nasi Pariaman

新加坡吃仁当口碑颇高的餐厅。

地址：738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黄金坊美食中心 Golden Mile Food Centre

这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食中心，虽然没有麦士威、老巴剎出名，但有不

少在地人推荐的隐藏版排队美食，可一点都不输给排行榜前几名的人气

小吃喔！

地址：505 Beach Rd, Singapore

河畔区及周边 Riverside

公主露台餐厅 Princess Terrace Café

正宗的槟城菜式是餐厅的王牌，在新加坡非常有名，这里最受好评的菜

品有虾面、叻沙（Laksa）、薄饼和炒粿条等经典小吃，在享用美食后，

别忘了再来点美味的娘惹糕点以及滑嫩豆花之类的甜点。这里的自助餐

最出名，提供 60 多种选择，食客可以尽情享用各色美食，所有美食均由

来自槟城的主厨制作，所选用的也都是最精致的原料。

地址：Havelock Road, 403, Singapore

费用：人均 40-60 新元

时间：6:00-10:30，12:00-14:30，18:30- 凌晨 01:00（周一 - 周五）；

6:00-10:30，12:00-15:30，18:30- 凌晨 01:00（周六、日及公共假期）

交通：乘坐公交车 64、123、186 至 River View Hotel 站下车

松发肉骨茶 Song Fa Bak Kut Teh

店里的风格很传统，古朴的墙砖地砖，墙边装饰是怀旧的锌皮板和瓦片。

店里的肉骨茶和配菜也都是最传统地道的风味，吸引着世界各地游客慕

名而来。

地址：11 New Bridge Rd Singapore

费用：人均 30 新元

交通：乘坐地铁 NE 线至 Clarke Quay 站下车

电话：(65)64382858

网址：www.songfa.com.sg

老巴刹 Lau Pa Sat

1894 年兴建完工的老巴刹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建筑，以花边铸铁雕饰为主

要特色，如今是熟食中心，这里什么小吃都有，包括福建博饼、鱼头米粉、

肉骨茶、福建炒虾面及各式南阳冰品等。

地址：18 Raffles Quay Singapore

时间：24 小时开放的

交通：从莱弗士地铁站下左转就可以看到老巴刹指示牌，沿着指示牌就

可以顺利找到老巴刹

电话：(65)62202138

网址：http://www.laupasat.biz/

乌节路及周边 Orchard Road

翡翠小厨 Crystal Jade Kitchen

这家港式餐厅专营各种休闲粤式菜肴，如点心、粥、米饭和面条，其中

亦包括新加坡的招牌菜——云吞面（馄饨面）。这里点心种类丰富，有

猪肠粉（饭卷）、烧麦（猪肉蒸饺）、烧凤爪和萝卜糕等。其它广受欢

迎的饭食和面食还包括牛肉炒面和咸鱼炒饭。餐厅位于乌节路中段，位

置显眼，高峰期更是人潮涌动、座无虚席。

地址：391 Orchard Road, #B2-36 Ngee Ann City, Singapore

费用：人均不超过 50 新元

时间：每天 11:00-23:00

电话：(65)63362833

网址：http://www.crystaljade.com/

文华酒店 Chatterbox 

位于乌节路文华酒店所带来的高端奢华鸡饭亦值得一试。

地址：333 Orchard Rd, Singapore

电话：(65)68316288

The Rice Table

Rijsttafel 是形容印度尼西亚美食的荷兰语，字面意思是“Rice Table, 

米饭烩餐”。过去，这个词指美食摆满桌面、需要几个小时才能享用完

毕的盛大宴会。按照皇家进餐习惯，首先会为客人盛上一个饭团，然后

再一一呈上各种菜品。

推荐菜：Sayur Lodeh（辣味炖蔬菜）、Terong Kicap( 红烧茄子 )、

Sambal Udang( 叁峇辣椒虾）。

地 址：International Building 360 Orchard Rd #02-09/10, 

Singapore

费用：人均 20-50 新元

时间：每天 12:00-15:00，18:00-21:15 

网址：http://www.ricetable.com.sg/

纽顿熟食中心 Newton Food Centre

纽 顿 熟 食 中 心 (Newton Food Centre)， 又 名“ 纽 顿 圈” (Newton 

Circus)，汇聚各色美食，让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流连忘返。这里有美味

的海鲜、多汁的沙爹 (satay)，气氛活跃，同时也是观看熙熙攘攘的人群

的绝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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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500 Clemenceau Ave North, Singapore 

时间：每天 12:00-2:00 

大鸟鸡饭店 Big Bird Chicken Rice Restaurant

虽然大鸟鸡饭店的名声远不如文东记和天天，但是每天都有大量慕名而

来的游客前来品尝。店主曾经花费 10 年时间研究鸡饭和辣椒，最终研制

出了现在店里贩售的独家美味，喜欢吃辣的游客不妨来看看他家的自制

辣酱，绝对够味！ 

地址：271 Bukit Timah Rd, #01-07 Balmoral Plaza

电话：(65)67346022

网址：http://www.thebigbird.com.sg

小印度及周边 Little India

黄 亚 细 肉 骨 茶 餐 室 Ng Ah Sio Pork Ribs Soup Eating 

House

这家著名的肉骨茶餐馆曾因拒绝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打烊后用餐而上了新

闻头条。泰国前总理他信还曾于 2007 年专程到此一访，享用午餐。这

里的潮州风味排骨汤使用大蒜、酱油、桂皮和沙捞越胡椒为作料，让浓

郁椒香萦绕您的鼻端。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猪肉同样美味爽口。其它菜

肴还包括猪腰汤、猪尾汤、大蒜腌菜和炖蹄花。

地址：208 Rangoon Road Hong Building Singapore 

费用：人均不超过 50 新元

时间：上午 7:00-22:00（周一不营业）

交 通： 地 铁 Race Course Road(Farrer Park MRT)–NE8 on the 

North East Line, C 口

电话：(65)62914537

网址：http://www.ngahsiobkt.com （内有各家分店地址及营业时间）

发起人肉骨茶餐馆 Founder Bak Kuh Teh

据一些试过两间肉骨茶的食客意见，发起人的肉骨茶比黄亚细胡椒味较

浓，辣味亦较重，而汤底则较清。肉骨茶名店除了黄亚细之外，这间发

起人肉骨茶也不遑多让。

地址：54 Rangoon Rd, Singapore

时间：全天开放

交通：乘坐 21、130、131、145、186 路至 Shaw Plaza 下车。或者

乘坐地铁至 Farrer Park NE8 站，B 出口右转，沿著 Rangoon Rd 走

电话：(65)62920938

威南记海南鸡饭 Wee Nam Kee Hainanese Chicken Rice 

Restaurant

位于大华广场（United Square），是很多新加坡本地人会向游客推荐

的餐厅，这里的海南鸡饭使用秘制的酱油还有生姜，味道一流，并且分

量也很大，性价比超高。餐厅总会吸引很多老顾客，这就足以说明餐厅

的优秀，虽然有的人会抱怨餐厅的就餐环境有些差强人意，但是也阻挡

不了真正的美食爱好者来这里一饱口福。

地 址：101 Thomson Road, #01-08 United Square, United 

Square Shopping Mall, Singapore

电话：(65)62556396

武吉士 & 甘榜格南 Bugis & Kampong Glam

文东记 Boon Tong Kee Chicken Porridge

这家店是新加坡观光局推荐的餐厅之一，能获新加坡观光局肯定的餐厅，

必有它的特别之处。游赏完武吉知马保护区，顺道来祭五脏庙的游客可

顺道来品尝，这里最特别的是鸡饭竟做成了金字塔造型，趣味十足，在

其他几家分店可是看不到的。

地址 18 Cheong Chin Nam Road, Singapore 

时间：11:00-15:00（周一 - 周五，下午 14:45 后不能点菜），15:00-

01:00（凌晨 12 点 45 后不能点菜）；11:00-01:00（周六、日及公共

假期，凌晨 12 点 45 后不能点菜）

网址：http://www.boontongkee.com.sg/chinese/outlets.html （各

家分店地址及营业时间）

武吉知马熟食中心 Bukit Timah Market & Food Centre

是一个很受当地人欢迎的熟食中心，这里一楼是菜市场，二楼是熟食中心，

每天有大批的人潮，在这里其实很难找出一家不好吃的摊位。

地址：116 Upper Bukit Timah Rd, Singapore

交 通： 坐 52,61,66,75,77,157,170,171,173,174,184,852,961,9

61c 路公交车到 Shell Kiosk 站下，车站编号 42071，沿着 Upper 

Bukit Timah Road 走 1 分钟

东海岸 East Coast

珍宝楼海鲜 Jumbo Seafood

如果没有辣椒螃蟹这道招牌菜式，新加坡的特色海鲜食谱将失色不少。

想要品尝最正宗的辣椒螃蟹，就一定要来珍宝海鲜楼。创建于 1987 年

的珍宝海鲜楼是在新加坡本地发展壮大的餐饮集团，目前在新加坡全岛

共设有 7 家餐饮店。珍宝海鲜楼主营新加坡风味的中式菜肴，各种新鲜

海产应有尽有。餐厅的招牌菜式辣椒螃蟹和黑胡椒蟹代表了新加坡最地

道的口味。此外，脆皮鱿鱼仔和叁峇空心菜也是本店名菜。

地 址：1206 East Coast Parkway #01-07/08 , East Coast 

Seafood Centre, Singapore（东海岸海鲜中心）

费用：人均 40-60 新元

电话：(65)65323435

交 通： 乘 坐 公 交 车 2、12、33、54、147、190 路 至 Clarke Quay 

Stn 下车

 

Apple   珍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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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堤海鲜楼 ( 东海岸店 ) Long Beach Seafood Restaurant

长堤海鲜楼处于东海岸(East Coast)，是另一间新加坡的人气海鲜餐厅，

虾蟹等海鲜都非常新鲜，少不了新加坡着名的辣椒蟹和胡椒蟹，其实必

试辣椒蟹配馒头，用馒头沾沾香浓的橙红色蟹汁，另有一番滋味。美食

在前，自然人山人海，怕多人的不妨考虑其他分店。

地址：1018, East Coast Parkway , East Coast, Singapore

电话：(65)64458833

328 加东叻沙 (328 Katong Laksa，东海岸店 )

店主秘制的叻沙汤底非常香浓惹味，加上新鲜的鲜虾、司蚶、鱼片，多

年来吸引不少游客远道而来一尝美味，其中还包括不少港台明星，据说

梁朝伟也曾经是座上客。

地址：53 East Coast Road, Singapore

交通：乘坐公交 10、12、14、32、40、10e、14e 路到 Opp Roxy 

Sq 站下车

芽龙 29 福建炒虾面 Geylang Lor 29 Fried Hokkien Mee

芽龙 2 福建炒面选用猪肉、虾仁、鱿鱼圈、黄面和细米粉炒制，美味可口、

难以比拟。看看铺面外排队的人群，您就会知道这家餐馆多么的炙手可热。

这里的福建炒面使用标准食材制成，润滑、饱满，入口劲道。其它必需

作料还包括辣椒酱和酸橙，加入之后味道大不同。吃起来口味辛辣而香

料适中，与面条相得益彰。

地址：396 East Coast Road, Food R Us Coffeeshop, Singapore

费用：人均不超过 50 新元

时间：11:30–21:00（售完为止，周一不营业）

金山客家餐厅 Goldhill Hakka Restaurant（较远）

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就是酿豆腐，它使用的馅料是鱼肉酱而不是其他肉质，

有着别具一格的风味。同时，这里也提供有手工鱼丸以及各种海鲜菜品。 

地址：299A Changi Road（樟宜路）, Singapore

费用：人均 10 新元

电话：(65)68424283

东海岸人工湖美食村 East Coast Lagoon Food Village

东海岸人工湖美食村被众人誉为烧烤海鲜的大本营。在海滩上游玩之日

前后，这里都是家人们聚会的好地方——清凉的冰甘蔗汁、烤鱿鱼、烤鱼，

还有热腾腾的白米饭，一顿美味晚餐就此出炉。可以带一些炸鸡翅和沙

爹回去作为宵夜，也可以随意在沙滩上找一处安静的角落，在清凉海风

的吹拂下大快朵颐。

地址：1220 East Coast Parkway Singapore

费用：人均 30-70 新元

时间：每天 8:00-21:00

交通：乘坐公交车 401 路至 Opp Cable Ski Pk 站下车 

新兴瓦煲肉骨茶 Sin Heng Claypot Bak Koot Teh

新兴肉骨茶在伊斯兰住宅区，靠近 Paya Laber 地铁站。这里的肉骨茶

是瓦煲上桌，24 小时营业。

地址：439 Joo Chiat Road, Singapore

电话：(65)63458754

其他区域

南星福建炒虾面 Nam Sing Fried Hokkien Mee

南星福建炒虾面曾获得新加坡众多食评家的称赞，这里的福建炒虾面是

一道采用虾仁、鱿鱼煎炒的干面，黄面和米粉都充分吸收了虾和凤尾鱼

的味道，老板坚持使用碎红椒而非常用的叁峇辣酱。所以面条毫不油腻，

吃起来清爽可口、回味无穷。 

地址：Old Airport Road Food Centre #01-32, Singapore

费用：人均不超过 50 新元

时间：每天 11:00-18:00

忠忠 ( 实笼岗花园熟食中心 )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这个年代悠久的熟食中心也被本地人称为实笼岗花园熟食中心。作为新

加坡最富盛名的美食地带之一，这里常常不乏名人的身影。他们中不少

人的照片被放入相框，悬挂在入口处的墙面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如成

龙一样名扬亚洲的大明星。这里总是充满了热闹熙攘的气氛，在夜晚尤

其如此，来自全国的美食爱好者蜂拥而至，尽情享用本地的招牌美食，

如烤黄貂鱼、烧烤鸡翅、萝卜糕、红豆冰、薄皮卷和福建炒面。

地址：20 Kensington Road Singapore 

交通：这里距离地铁站都比较远，可以坐到 NE 13 Kovan 站，再向西

走约 20 分钟，或者坐公交 73/136/315/317 至 S'goon Gdn Circus

下车即是

Spice Peranakan Pte. Ltd.

推荐这里的黑果焖鸡。

地址：20 Biopolis Way, Singapore

电话：(65)67388887

Baba Inn & Lounge 

餐厅位于人潮涌动的实乞纳区，美食很讲究，因为讲求精致的海峡华人

菜式要求精心烹调，制作程序异常复杂。这家家族餐厅最拿手的就是各

种传统菜肴，如娘惹五香肉、亚三虾（ Assam，也亚参，是是一种热带

酸罗望子果，也是亚参叻沙酸味的主要来源。中国云南地区也有这种东西，

叫酸角。）以及娘惹杂菜煲。

地址：103 Frankel Avenue, Singapore

费用：人均 10-30 新元

时间：11:00-15:00, 17:30-22:00（周四不营业）

电话：(65)64452404

樟宜村椰浆饭 Changi Village Nasi Lemak

交通：乘坐 2 路巴士至樟宜村市场 (Changi Village Market) 

忠邦椰浆饭 Chong Pang Nasi Le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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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邦椰浆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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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邦椰浆饭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椰浆饭餐厅之一。 

地址：447 Sembawang Road, Singapore

电话：(65)6756 0048

网址：http://www.chongpangnasilemak.com/

永成餐室 (Eng Seng Restaurant) 的咖啡店

它的香辣黑胡椒螃蟹虏获了许多食客的芳心。

地址：Joo Chiat Pl, 241 号

电话：(65)64405560

购物Shopping

特色纪念品

肉干

肉干是新加坡人农历新年时不可或缺的食品。现在，老字号美珍香推出

的“肉干派”，就以肉干为馅，再用松软的酥皮包裹，入口即化。两者

的绝妙搭配，再次掳获人心。有多种口味的猪肉干可选择，猪肉干色泽

鲜亮，除了肉本身的香味和嚼劲外，刷在肉干外面的鱼露味为肉干增添

了很多鲜美口感，另外现场烤制出的烧烤焦糊味也很特别。推荐：美珍香、

林志源

Chiku

一种如奇异果一般大小的棕色水果，果肉是褐色的。中间有一粒黑色的

种子。剥开薄薄的皮后，果肉甜而软，散发出一股生梨似的清香。这是

新加坡特有的一种水果。

榴莲干

榴莲干是用榴莲做成的点心，没有鲜榴莲太过强烈的味道，吃了比较容

易有饱腹感。

新加坡鱼尾狮纪念品

新加坡被称为狮城，而标志性的鱼尾狮图案被注册为旅游局的商标。现在，

以鱼尾狮形象制作的诸如水果叉、温度计、闹钟、铅锡盘子、杯子、烟灰缸、

名片夹、打火机、钥匙扣、茶叶筒等各种旅游纪念品颇受世界各地游客

的青睐。

Duku

如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季节性水果，每年只有 8-9 月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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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皮即

可食。

咖哩

新加坡出售的咖哩粉是正宗的印度式咖哩，适合家庭使用。100 克装适

合 4-6 人食用。特别是 Hot 牌，味道辛辣纯正。此外，还有袋装 Curry 

Spices，与咖哩粉一起食用，味道倍增。各大超市有售。

Salak

一种印尼进口的奇特水果，棕色的果皮像蛇皮一样，果肉坚实呈乳白色，

国内不容易见到，值得尝一尝。

玫瑰苹果

一种像梨一样的小型水果，果皮有时呈粉红或淡绿色，果肉如海绵般多

汁而无味。新加坡人喜爱蘸着酱油或辣椒吃，口味独特。

购物集中地

乌节路 Orchard Road

乌节路是新加坡大名鼎鼎的购物地带，是女孩子们血拼的理想天堂。乌

节路上林立着近 10 家大型购物大厦，是高级服饰、高档化妆品、珠宝等

商品的汇集之地。当然，乌节路能带给你的决不仅仅是疯狂血拼的乐趣。

就算不打算购物，你也可以沿街漫步，欣赏精美橱窗，流连于街头巷尾

的艺术名作。

地址：Orchard Road,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NS 线至 Orchard 站下车

网址：www.orchardroad.org

牛车水 Chinatown

牛车水购物区是新加坡重要的商业区，也是华人聚集的场所，因此牛车

水的大街小巷非常热闹。牛车水出售的商品五花八门，有丝绸、金银首饰、

药材、瓷器、民族工艺品、香料等。不过这里大部分商品都是来自中国，

所以来自中国的游客多选择以游览欣赏为主。

在牛车水购物应该货比三家，才能购买到经济实惠的商品

地址：Chinatown, Singapore

到达交通：乘坐迪特 NE 线至 Chinatown 站下车

小印度文化中心

小印度文化中心是新加坡印度社群汇聚的场所，这里出售的主要商品是

来自印度的手工艺品、克什米尔丝绸、孔雀羽毛、花环银器、香料、铜器、

珠宝首饰等。这里游人如织，如果你爱热闹，就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扫

货之余，千万别忘了尝尝街边卖的美食，比如铺放在芭蕉叶上的咖喱饭，

这可是在新加坡能尝到的最地道的印度美食之一。

地址：48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时间：每天 9:00-22:00

交通：乘坐地铁 NE 线至 Little India 站下车

网址：www.heb.gov.sg/our-subsidiaries/little-india-arcade

乌节路每年一度的特卖会通常在夏季举行，这个时段所有的商品

都有折扣，是扫货的最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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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士购物区

武吉士街是独具特色的平民购物天堂，汇集了近千家店铺，称得上是新

加坡规模最大的购物街。这里的商品从时尚新潮的服装和配饰，到美甲

和美发沙龙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是当地年轻人汇集的主要购物地点。

徜徉于这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地址：4 New Bugis Road Singapore

时间：11:00-22:00

交通：乘坐地铁 EW 线至 Bugis 站下车

网址：www.bugis-street.com

哈芝巷 Haji Lane

哈芝巷曾经是一条两旁矗立着战前房屋的空荡街道，如今大批本土设计

师和年轻创业者的进驻已使这条旧巷重获新生。不少设计师和创业者在

这里开设了许多颇具个性的精品时装店，专门出售各种具有新加坡本土

风情的时尚配饰和物品。在这里可以找到非常棒的古着店，店内出售各

种奇特的新潮服饰及配饰；还有不少彰显独特风格的本土新兴设计师精

品店。

地址：Beach Rd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EW 线至 Bugis 站下车

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 The Shoppes at Marina Bay Sands

对于追逐奢华时尚的购物狂们来说，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就是最大的游

乐场。这里汇聚了几乎所有你叫得上名字的高档精品与国际前卫设计大

牌，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 Louis Vuitton Island Maison 那座仿佛“飘浮”

在滨海湾水面之上的水晶阁，它可以说是巴黎以外最大、东南亚首家在

零售空间内注入浓浓文艺气息的 Louis Vuitton 店。滨海湾金沙购物中

心坐落于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除了购物之外，你还可以在这里一睹新

加坡最奢华的夜景。

金沙里还有类似澳门威尼斯的运河，不过小很多，水流旋转从漏斗口流

下形成瀑布，还是挺有创意。

地址：2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CE 线至 Bayfront 站下车

网 址：www.marinabaysands.com/singapore-shopping/the-

shoppes-by-category/

TripEnjoy  金沙购物中心内的室内河

慕达发中心 Mustafa Centre

慕达发中心位于繁华的小印度区，如果你热衷于讨价还价，或是想享受

一次在深夜购物的乐趣，这里是不二选择。慕达发中心可能没有新加坡

其他商场华丽时髦，但它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几乎任何商品都可以讨价

还价，如衣服、香水、纪念品、电子产品、化妆品、糖果，甚至还包括

食品和日用百货。这里也有许多顶级品牌的产品，但比其他地方的价格

要便宜得多。如果想放肆挥霍一次而不会身无分文，就到慕达发中心来吧。

地址：145 Syed Alwi Road Singapore

交通：乘坐地铁 NE 线至 Farrer Park 站下车

网址：www.mustafa.com.sg

怡丰城 Vivo City

怡丰城坐落于圣淘沙岛（Sentosa Island）对面的滨水之地，风景秀美，

是一个惬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购物中心。这里最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动，

拥有一个开放式的儿童操场、一座屋顶圆形剧场以及大量艺术品。另外

的亮点是独特的国家地理旗舰概念店和“Golden Village”豪华电影院，

让游客在购物之余有休闲娱乐的完美体验。

地址：1 Harbour Front Walk Singapore

时间：10:00-22:00

交 通： 乘 坐 公 交 车 1N、2N、3N、4N、65、106、111、123 路 至

Midpoint Orchard 站下车

网址：www.vivocity.com.sg

高岛屋 Takashimaya

高岛屋是日本零售巨头开放的一家高档商场，设有餐厅、Spa和减肥中心、

服装店、健身房、干洗店及一间艺术画廊。高岛屋的高档商品种类齐全，

价格不菲，想要追求品牌和设计的游客可以选择这里。另外，商场还提

供中餐、韩国、印尼、泰国、日本等国料理和国际菜品，价格适中，在

周边游览的游客可以选择这里就餐。

地址：391 Orchard Road Singapore

时间：10:00-21:30

交通：乘坐地铁 NS 线至 Orchard 站下车

网址：www.takashimaya-sin.com

关于退税
在新加坡购物消费可获得 7% 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退税。你可以寻找

贴有“退税”标识的商家或者在同一店铺消费满 100 新币以上即可享受

退税。对于带往新加坡境外的商品，可在特定商家、樟宜国际机场或其

他特定机场予以退税。退税款项中或将扣除退税服务的手续费。请注意，

退税仅适用于搭乘飞机离境的旅行者。

娱乐Entertainment

新加坡虽然地盘小，但是该有的娱乐设施一样都不少。从迷人的艺术表演、

精彩的体育活动到夜幕降临后各种夜间娱乐场的狂欢，每一样都让这个

花园城市时刻充满了动感和魅力，即使是对娱乐兴趣不大的人，也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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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融入并享受其中。

俯瞰狮城

Orgo Bar

位于滨海湾艺术中心的屋顶阳台，位置绝佳，以看到滨海湾令人震撼的

夜景。除了无敌景色，还有著名的调酒师北添智之坐镇，有机水果和香

草都能在他手里变成令人惊喜的美酒。

地址：8 Raffles Avenue, Singapore

时间：17:00-02:00

费用：西瓜辣椒马丁尼 15-18 新元，各类 Daiquiris15-18 新元，餐点

单点 18 新元起

交通：地铁在 Espanade 下车，进入滨海艺术中心，乘坐电梯到达

网址：www.orgo.sg

Lantern

与金沙的空中花园遥遥相对，但风景可谓毫不逊色。Lantern 不仅是酒

吧，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背后就是成群的高楼广厦，360 度观景，可

以看到新加坡美丽的天际线。推荐尝试人气酒品 The Red Lantern 或

Merlion，还有拉丁乐团的现场表演，配着晚风，甚是惬意。

地 址：1 Fullerton Road, The Fullerton Bay Hotel (Rooftop), 

Singapore 

时间：12:00-02:00

交通：地铁东西线（WE）在Raffles Palace站下，B口出走进富尔顿酒店，

走地下通道前往一号富尔顿，再右转沿着滨海人行步道走，进入富尔顿

海湾酒店，坐电梯到顶楼。

网址：www.fullertonbayhotel.com

Halo Rooftop Lounge

欣赏夜景不一定要相濡以沫，隔岸观火反而更美。Halo 位居饭店 7 层的

高度虽然貌不惊人，但视野却出奇的宽阔。Lounge 主打爵士和 Bossa 

Nova，调酒很适合女生，各种彩色粉嫩的酒品等待你来挑选。

地址：231 Outram Road, Wanz Hotel, Singapore

时间：16:00-23:30（周日 - 周四），16:00-00:00（周五、周六）

交通：地铁东西线在 Outram Park 站下车，A 口出，右转到 Outram 

Road 路上直走，15 分钟之后即可到达

网址：www.wangzhotel.com

New Asia Bar

酒吧位于瑞士史丹福酒店 71 层，2007 年的时候荣获新加坡调酒大赛冠

军。在这里可以 360 度欣赏新加坡迷人夜景。最受欢迎的酒品是造型特

殊的鱼尾狮调酒。还有一个挑高设计的 2 层楼的舞池。

地 址：Level 71, Swissotel the Stamford, 2 Stamford Road, 

Singapore

时间：15:00-01:00（周日 - 周二），15:00-2:00（周三、周四），

15:00-03:00（周五、周六）

费用：New Asia Classic Cocktails 19 新元 / 杯

网址：www.equinoxcomplex.com

Roof Garden

位于乌节路Orchard Central的屋顶上，隐藏着这座迷你庭院，这里池塘、

荷叶、小水瀑与竹林交错，充满童趣的五彩雕塑更显得温馨。庭院里聚

集了 5 家餐厅，有日本、云南、广东、意大利和新加坡本土风味。无论

哪一家，都能欣赏到漂亮的风景。

地址：11/12F, 181 Orchard Central, Singapore

时间：11:00-23:00

交 通： 地 铁 南 北 线 在 Somerset 下 车，B 口 出， 沿 着 乌 节 路 走 进

Orchard Central 到 11 层

网址：www.orchardcentral.com.sg

Loof

Loof 其实是新加坡英语调皮之处（将 Roof 叫成了 Loof），这也是这家

酒吧的特质，处处充满了幽默的小设计，包括吧台的调酒单，独家招牌

就是 The Loof Life 和 Runing Amock。

地址：331 North Bridge Road, #03-07,Odeon Towers, Singapore

费用：The Loof Life14 新元 / 杯，Runing Amock10 新元 / 杯

电话：(65)97739304

时间：17:00-01:00（周一 - 周四），17:00-03:00（周五、周六），

周日不营业，Happy Hour 时间为 17:00-20:00（周一 - 周五）

交通：地铁南北线或东西线在 City Hall 下，A 口出，右转到桥北路，直

走就到

网址：http://www.loof.com.sg/

 

音乐酒吧 

Timbre @ The Substation 

这是一家品质一流、老少皆知的现场音乐演奏点，众多音乐人每晚在此

举行露天音乐表演。在 Timbre 不仅能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在花草葱

茏的环境中品尝美食也是一大快乐。如果你是音乐爱好者，Timbre 绝对

是不容错过的去处。

地址：45 Armenian Street, The Substation Garden Singapore

费用：人均 20–60 新元

时间：18:00-1:00（周日 - 周四），18:00-2:00（周五、周六）

交通：乘坐地铁 EW\NS 线至 City Hall 站下车

电话：(65)63388030

网址：www.timbregroup.asia

Insomnia 

Insomnia 是新加坡首批获准进行全天营业的酒吧之一，这里彻夜的狂欢

体验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慕名而来。酒吧位于赞美广场（Chijmes）一带，

这里有很多餐厅提供西式和亚洲菜肴，夜猫子们可以在表演结束后继续

大饱口福。

地址：Chijmes 30 Victoria Street #01-21 to 23 Singapore

费用：人均 20-50 新元

时间：周日至周二 11:00- 次日 4:00，周三至周六 11:00- 次日 5:00

交通：乘坐地铁 CC 线至 Bras Basah 站下车

电话：(65)63386883 

网址：www.liverockmusic24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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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aner Brauhaus

Paulaner Brauhaus 位于新加坡城市中心的新达城会展中心旁，从工作

人员的服饰到自酿啤酒，都具有浓浓的巴伐利亚风情。这里的维也纳炸肉、

brotzeibrettl 等传统慕尼黑菜肴都是不能错过的美食。

地址：Millenia Walk 9 Raffles Blvd #01-01 Singapore

费用：人均 50-100 新元

时间：周一到周六 12:00-14:00，周日到周四 12:00-1:00，周五和周

六 12:00-2:00

交通：乘坐地铁 CC 线至 Esplanade 站下车

电话：(65)68832572 

网址：www.paulaner-brauhaus.com/singapore

Crazy Elephant 

酒吧以摇滚和布鲁斯音乐为特色，再加上木质装修和涂鸦装饰，展示出

新加坡独有的原味摇滚风格。Crazy Elephant 每晚 10 点准时上演现场

表演，Deep Purple、R.E.M、Robbie Williams 和 Ronan Keating 都

曾在这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

地址：Clarke Quay 3E River Valley Rd #01-03/04 Singapore

费用：人均 40-100 新元

时间：周日到周四 17:00-2:00，周五和周六 17:00-3:00

交通：乘坐地铁 NE 线至 Clarke Quay 站下车

电话：(65)63377859 

网址：www.crazyelephant.com

艺术表演

维多利亚剧院 Victoria Theatre 和音乐厅 Victoria Hall

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是由钟塔连接的两栋建筑，在维多利亚复兴主义

盛行时期设计建造。维多利亚剧院是新加坡艺术节、新加坡太阳节等一

些最具盛名的文化盛事的选定场地，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每周演出也选在

这里。

地址：11 Empress Place Ground Floor Singapore

交通：乘坐公交车 75、100、107、130 路至 Victoria Concert Hall

站下车

网址：www.vch.org.sg

实践剧场 Theatre Practice

新加坡第一个双语剧团，剧场以多样化的演出作品为特色，从传统作品、

现代作品、经典作品、原创作品到实验作品，应有尽有。

地 址：155 Waterloo Street #02-08 Stamford Arts Centre 

Singapore

时间：9:30-18:30（周一 - 周五）

交通：乘坐 56、980 路公交车至 Midlink Plaza 站下车

电话：(65)63372525

网址：www.practice.org.sg

 

夜景观光

新加坡观景摩天轮 Singapore Flyer

观看新加坡城市景观的绝佳观景点，甚至还能看到中国南海。

地址：30 Raffles Ave, Singapore

费用：成人 33 新元，儿童（3-12 岁）21 新元

时间：每天 8:00-22:30，最后一轮 22:15，售票时间 8:00-22:00

交通：乘坐地铁 CC、CE 线至 Promenade 站下车

网址：http://www.singaporeflyer.com/

线路推荐 Routes
新加坡不大，景点也比较集中，想要深入游览主要景点，大概需要2—4天，

想要再逛逛稍远的自然景色需要再多花 1-2 天。

新加坡 3 日深入游

线路特色

深入探索新加坡中心的重要景点，游、购、娱三不误

线路设计

D1： 莱 佛 士 酒 店（Raffles Hotel） —— 鱼 尾 狮 像 公 园（Merlion 

Park） —— 赞 美 广 场（Chijmes） —— 艺 术 之 家（The Art 

House）——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克拉码

头（Clarke Quay）

D2：牛车水唐人街（China Town）——小印度（India）——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芽笼（Geylang）——滨海花园（Gardens 

By The Bay）

D3：裕廊飞禽公园（Kampong Glam）——新加坡动物园（Zoological 

Gardens）——夜间动物园（Night Safari）

线路详情

D1：在著名的莱佛士酒店 LONG BAR 中享用一份“新加坡司令”后，

到鱼尾狮像公园中和新加坡标志性的鱼尾狮合影留念。之后前往赞美广

场看看最新的潮流趋势，然后在新加坡的古迹——旧国会大厦前凭吊一

番。午饭过后，可以到艺术之家和圣安德烈教堂享受宁静的气氛。最后，

再沿着新加坡河来到克拉码头，在这里狂欢一个夜晚。

D2：上午漫步新加坡民族文化最浓郁、设施最集中的小印度和牛车水，

感受印度人和华人在新加坡的生活细节。之后前往甘榜格南和芽笼，除

了购物之外，不要忘了到苏丹旧王宫前留个念。晚饭过后，可以一路步

行至滨海花园，在那里欣赏夜晚繁华绚丽的新加坡夜景。

D3：一早就向峪廊飞禽公园出发，到那里和新加坡最自然野性的居民亲

密接触。午饭后，站车到新加坡动物园，那里茂密的植被和无拘无束的

动物足够休闲一整个下午。等到夜幕降临时，就可以去夜间动物园了，

看看动物们在夜幕下的秘密生活。

新加坡经典 2 日游

线路特色

集中游览最具特色的新加坡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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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设计

D1：鱼尾狮像公园（Merlion Park）——赞美广场（Chijmes）——牛

车水唐人街（China Town）——小印度（India）——滨海花园（Gardens 

By The Bay）

D2：圣淘沙（Sentosa）一日游

线路详情

D1：早上步行穿过长长的滨海大桥到达对岸，参观鱼尾狮塑像。之后穿

过紧接着来到赞美广场购物，享受一血拼乐趣，顺便在这里解决午饭。

下午漫步新加坡民族文化最浓郁、设施最集中的小印度和牛车水，体验

印度人和华人在新加坡的生活，还可以选择一家小印度的餐馆，品尝最

地道的热辣风情咖喱。晚上来到滨海花园，轻松一下，享受一个悠闲的

夜晚。

D2：一整天都可以选择待在圣淘沙岛上。不管是想到热闹的环球影城体

验疯狂，还是登上云霄塔一饱新加坡最盛大的景色，再或者选择一个海

滩休闲度假，都会给你的新加坡之行划下最完美的句号。

新加坡一日游

线路特色

在惊鸿一瞥中拥有最真实的新加坡

线路设计

哈 芝 巷（Haji Lane） —— 芽 笼（Geylang） —— 老 巴 剎（Lau Pa 

Sat） —— 鱼 尾 狮 像 公 园（Merlion Park） —— 克 拉 码 头（Clarke 

Quay）

线路详情

上午前往哈芝巷，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商圈，可以轻松找到自己喜欢的

纪念商品。然后前往最具新加坡文化气息的芽笼和老巴剎，这里不仅仅

是购物中心，也是新加坡当地人最爱光顾的美食城，午饭可以选择一家

地道的娘惹菜品尝。下午到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像公园一睹喷水石

雕的风采。傍晚步行去克拉码头，感受最新加坡的夜景。晚餐还可以试

试新加坡著名的辣椒螃蟹。

节庆 Festivals
节日期间是浏览新加坡的最佳时机。届时，你将有机会真正近距离体验

新加坡。在重大节日期间，相应的文化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一定不能错过。

屠妖节 (Deepavali)

屠妖节意指“万灯节”，它是全世界印度教教徒最为看重的印度节日，

其重要性可以媲美中国新年。屠妖节是印度教教徒庆祝正义击败邪恶、

光明战胜黑暗的日子。在节日期间，小印度的大街小巷将会张灯结彩，

各类文化活动也趁此时纷纷登场，营造出五彩缤纷的节日气氛。这期间

也是印度商家搞市集的时候，常常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淘宝。

大宝森节（Thaipusam）

一年一度的大宝森节是新加坡泰米尔社区特别推崇的一个兴都教节日，

旨在纪念战胜邪恶并赋予了印度人以美德、青春与力量的苏布拉马亚

神 Lord Subrahmanya。这一节日在泰米尔历 10 月的满月日——即

每年 1 月中旬举行。在新加坡，大宝森节的仪式从清晨开始，信徒们的

游行会从斯里尼瓦沙柏鲁马兴都庙（Sri Srinivasa Perumal Temple）

出发，行经实龙岗路，最终到达位于坦克路的丹达乌他帕尼兴都庙（Sri 

Thandayuthapani Temple），堪称一次视觉奇观。如果有幸赶上这个

节日，将会是新加坡之行最难得的收获。

丰收节（Pongal）

也称桑格拉提节（Sankaranthi），是为了迎接泰米尔历中 Thai 月的到来，

即每年 1 月中旬。其庆祝方式和感恩节类似，庆祝活动通常会持续 4 天。

在这个欢乐的节日里，甘贝尔巷通常成为一个步行小村庄，你可以逛逛

各式各样的货摊，买些独具特色的纪念品。对文化感兴趣的游客还可以

观看每天以丰收节为主题的各种文化表演。

实用信息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为了彰显多元种族的文化特色，新加坡采用了 4 个主要民族的代表性语

言。宪法所规定的 4 种官方语言则分别是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国家语言为马来语。在新加坡，几乎人人都会说至少 2 种语言，其中英

语和华语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

货币

新加坡本地货币为新元。除了新元，美元、澳币、日元和英镑都可在大

多数购物中心与大商场使用。想要兑换货币，可以选择樟宜机场、乌节

路及市中心一带的钱币兑换商，这些地方会比在酒店或银行兑换划算。

不过一定要找有合法执照的兑换商，并问清楚兑换率。

银行

营业时间在周一至周五为 10:00-15:00；周六为 9:30-13:00（少数

银行于周六营业至下午 3:00）。一些位于乌节路的银行则于周日上午

9:30-15:00 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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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紧急热线：

警察：999

救护车：995

消防队：995

航班信息：18005424422

新加坡旅客询问中心咨询点：

乌节路电话：18007362000

新达城电话：18003325066

亮阁电话：+65-63362888

狮城大厦电话：+65-63329298

网络

新加坡上网很方便，机场及大部分酒店、政府公共场所、医院都有无线

Wifi 信号 , 无需付费。如果在公共场所看到有 Wifi 图标，就表明这个地

方有免费网络点，只需简单注册，就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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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莱佛士医院 Raffles Hospital

地址：585 N Bridge Rd Singapore

电话：(65)63111111

新加坡中央医院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地址：Outram Rd, Singapore

电话：(65)62223322

鹰阁医院 Gleneagles Hospital

地址：6A Napier Rd, Singapore

电话：(65)64737222

使领馆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Chinese Embassy in Singapore

地址：150 Tanglin Road Singapore

网址：www.chinaembassy.org.sg

联系方式：+65-64180252

旅行安全

新加坡治安相当好，犯罪率很低，算得上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安全大都市；

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基本的自我保

护意识还是应该有。天黑了不要到人少、僻静的区域，特别是一些事故

多发地段，如小印度，牙笼等地，尤其女孩应该更加小心。

飞机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位于新加坡樟宜，距离市区 17.2 公里。樟宜机场目

前有 5 个航站楼，1、2 和 3 号航站楼是连接一起的，旅客可透过旅客捷

运系统和高架列车，或以步行方式自由来往 3 个航站楼。2 号航站楼内

的 JetQuay 航站楼有自己的验票柜台 

网址：www.changiairport.com

电话：(65)65412222 

如果你希望乘坐廉价航班到达新加坡，可供选择的航空公司有亚洲航空

公司 (AirAsia)、虎航 (Tiger Airways)、澳大利亚捷星航空 (Jetstar 

Airways)、印度尼西亚狮航 (Lion Air) 以及菲律宾宿雾太平洋航空 (Cebu 

Pacific Air)

TripEnjoy  出了海关后在 1 楼往右转就会看到游客咨询中心，那里有很

多旅游地图和简介，千万记得一定要拿，这里是最齐全的，如果有任何

问题都可以提问，咨询人员都很热情而且会中文。

好奇傻死猫赵赵  樟宜机场有免费 Wifi 提供。找到带 i 的服务台，出示护照，

即可获得用户名密码，有效期 4 个小时。

机场交通

1、机场专车：新加坡有提供机场接送服务的公司，在前往新加坡前一天

或半天都可以预订。其中包括 Limo Taxi 公司（www.limomaxi.com）

和 Limousine Cab 公司（www.limousinecab.com），最好是预订 4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人及更多人的团队。

2、机场短途巴士：从樟宜机场出发有特大号计程车（MaxiCab） 往返

行车服务提供固定的、穿梭于市区内旅馆和机场之间的服务。它没有指

定下车地点，搭客在中央商业区内的任何一处都可下车，包括地铁站。

服务时间为每日 6:00-24:00。购票处位于机场第一和第二搭客大厦抵境

厅内的机场往返行车服务柜台，需要直接付款。

3、地铁：可以称作地铁 EW 线去往市区。从樟宜机场地铁站至政府大厦

地铁站的单程车费为 1.4 新元。

4、公交车：樟宜机场内的公共汽车站位于第一和第二搭客大厦的地下层。

公共汽车站附有车程和收费的详细资料供您参考。从樟宜机场乘搭 36 号

公共汽车将能将你直接到达乌节路。24、27、34、53、858 路可以前

往市区的其他地点。

长途客车

新加坡有很多往来于马来西亚各地的长途客车，可通过查询 www.

easibook.com 网站获得具体路线及价格。

新加坡拥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大量计程车、公共汽车和现代化、

高效率的地铁系统。在新加坡旅游不仅方便、轻松自在，乘车花费也不

会太大。

地铁

乘坐新加坡地铁是最快捷的游览方式。新加坡地铁系统不仅是世界上最

清洁的运输系统之一，还能让你在路途上欣赏城市地区的美景。游客可

以从网站（www.smrt.com.sg）直接获得地铁线路，或者在任何一个地

铁站的控制中心索取乘搭地铁指南，并用它来指导游览。

购票：新加坡地铁提供一种易通卡（ez-link card）的储值卡，可以在指

定地铁站的通联售票处（TransitLink Ticket Office）购买，然后在任

何通联售票处或一般售票机使用现金对易通卡进行充值，最低充值金额

为 10 新元。

新加坡地铁图见 38 页。

好奇傻死猫赵赵  新家坡打车相当贵，公交又不报站，地铁出行是王道。

这里赞一记坡国强大的地铁枢纽，哪儿都能到，换乘方便，运营到深夜。

地铁上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东西，违者罚款 500 新币。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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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Enjoy 地铁内部可是超冷的，最好穿上一件薄外套

新航观光巴士 SIA Hop-On

可利用这项旅游巴士服务游览新加坡市中心区内的购物、文化和娱乐中

心。新航观光巴士旅程包括乌节路、白沙浮广场、新达城、市中心、驳

船码头、牛车水、小印度和新加坡植物园。

车费：参加新加坡中途停留旅游计划（Singapore Stopover Holiday /

SSH）的乘客不须付车费，只须在乘搭巴士时向巴士司机出示 SSH 证件

即可。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或胜安航空公司的乘客在购买当天通票时，

请出示机票或登机证，可获 3 新元的优惠票价。其他游客票价为成人 12

新元，儿童 6 新元。游客可向大多数酒店、新航设于市区内的多个售票

处或直接向司机购买车票。

服务时间：每日 9:00-18:00。每隔 30 分钟一趟

 

TripEnjoy 观光巴士

公交车

新加坡新捷运公司（SBS Transit）是新加坡的主要巴士运营商，拥有

250 条巴士线路，路线遍及全新加坡，甚至定期往返岛内最偏远的地区。

如果你属于夜猫子类型，想看看新加坡热闹非凡的夜生活，新捷运公司

也提供名为“夜猫服务（Nite Owl）”的特别巴士服务，其运营时间为

周五、周六及公共假期前夕。用易通卡和现金支付，票价均为 4 新元。

如果是在市区内票价则为 1.5 新元。

车费：无空调公共汽车 0.7-1.4 新元，附空调公共汽车 0.8-1.7 新元 .

出租车

在新加坡大部分地区的道路上都能打到的士，大部分酒店和商场的门前

也有的士站。

城内各大的士公司预订电话：

Comfort Transportation Pte Ltd/CityCab Pte Ltd: ：+65-

65521111

Premier Taxis Pte Ltd：+65-64768880

Maxi Cab：+65-65353534

SMRT Taxis：+65-65558888

Comfort Citycab Dial-A-Cab：+65-65521111

Comfort Premier Cabs：+65-65522828 

Premier Taxis：+65-63636888

SMRT Taxis Skytrek/Premier Cabs：+65-65558888 

费用：起步价（1 公里以内）为 2.80-3.20 新元，10 公里以内每增加

210 米加收 0.2 新元，10 公里以上每增加 175 米加收 0.2 新元，每等

候 25 秒加收 0.2 新元。此外，某些特殊地点和节假日起价还有额外收费。

出入境 Entry-Exit

护照

赴新加坡旅游，应该持有有效期至少为 6 个月的有效护照。如果在新加

坡期间遇到丢失护照的情况时，首先立即向警察报案，并通知自己国家

的大使馆，以获得替代的旅行文件。另外，你还应向新加坡移民局 ICA（地

址：10 Kallang Rd）报告并申请访问准证，使你在新加坡居留合法化。

签证

申请旅游签证需本人亲自到新加坡驻华有关使领馆办理并提供以下材料。

必要时使领馆有权要求申请者提供其它补充材料。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

不需要缴纳担保金。只有在领取签证时，接到使领馆通知的申请人，才

需要缴纳担保金。

1．两份用英文填写的 14 表格（表格第 1、2 页相关栏要填全，第 3 页

必须由申请者本人签字并注明申请日期）

2．请贴一张 2 寸彩色近照在每份 14 表格上。照片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3 个月内的近照，照片尺寸为 35mm( 宽 )45mm( 长 )，无白边

• 正面免冠（按特殊宗教或风俗要求戴帽或配饰者，帽子和配饰不得遮

盖申请者面部特征）；面部尺寸为 25mm（宽）×35mm（长）

• 白色背景，绒面或半绒面

3. 中国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 证明申请者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其旅行费用的材料

5. 申请者公司出具的同意其休假并说明申请者在该公司任职时间、职务

及工资的信函信函所用信笺需有公司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及传真号码，

信笺需加盖公章

6. 未成年人（未满 16 岁）可由其父母代办，但必须出具能证明其关系

的出生公证书或户口本和父母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若夫妻关系，可由其配偶代办，但必须出具能证明其关系的结婚证或户

口本和配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如申请人已退休或 60 周岁以上，可委托他人办理，但需提供本人退休证

原件、复印件及委托书（注明被委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被委托

人必须携带自己身份证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如申请人由在华的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作介绍，介绍人（必须

21 周岁以上）需亲自来本馆递交申请，并提供填好的 V39A 表格原件（介

绍信） 及其新加坡身份证或护照的原件及复印件

7. 申请者护照有效期至少 6 个月（从出国之日开始计算）并至少有一张

空白签证页

8. 如需缴纳担保金，担保金的金额为每人人民币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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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签证费（概不退还）：人民币 153 元

签证递交及领取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1：00（只受理材料递交）

周一至周五下午 16:00-16:30（只受理签证领取）

签证办理时间：一般 3 个工作日（递交申请日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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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万山路 89 号

电话：021- 6278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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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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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驻成都领事馆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1 号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 30—01

电话：028-86527222 

新加坡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夏彀道 18 号海富中心第 1 座 901 室

电话：852-25272212

出入境卡

海关申报

货币 : 新加坡海关对携带入境的外币没有最高金额限制

课税品 : 酒类（包括葡萄酒、啤酒、麦酒与黑啤酒）、烟草（包括香烟与

雪茄）、皮包与钱包、人造珠宝、巧克力与糖果、面包、饼乾与蛋糕

免税品：电器制品、化妆品、相机与钟表、珠宝、宝石与贵金属、鞋、

艺术创作品与玩具 

上述免课税品只限于个人消费，禁止转售或赠与。如果携带入境的物品

超出免税范围，超出部份将被课税；转机过境旅客若携带过量的物品其

超出免税范围的物品必须存放于海关，并且自行负担保管费。另外，携

带入境的酒类与香烟的标签、盒面与包装上不得有“新加坡非免税品”

（SingaporeDutyNotPaid）字样；香烟包装上有 E 标示也不得携入，

任何条装香烟经由空运、陆运或海运方式入境都必须付税，免税香烟只

售给出境旅客。

其他禁止、管制与限制品：管制药物与精神镇定剂、鞭炮、手枪与左轮

手枪型打火机、玩具印币与纸钞、盗版刊物、录影带、碟片与录音带、

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猥亵的衣章与出版品、危险与叛国物品。

另外，带入的药品必须是新加坡法律所许可的项目，特别是安眠药、镇

定剂要有医师处方，以证明该药品为旅客的随身必备药物。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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