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旅游达人“为食主义”游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
24Hrs 狮城完美一日游

8 大招牌美食

文化万花筒深度游

TOP 6

去哪儿推荐新加坡必玩体验

异域风情
体验狮城的多元民族风情

1

新加坡拥有独特的人文气息，荟萃多元的文化风情。
牛车水浓厚的中华风情、小印度地道的印度风情、甘
榜格南浓郁的中东伊斯兰风情、芽笼士乃原汁原味的
马来风情、行政区风华不减的英国殖民风情、以及加
东独具魅力的娘惹风情，各种文化相互尊重与包容。

纯净自然
感受花园城市的快乐情调
圣淘沙，著名的一站式综合度假胜地，天然海滩、主题公园、
高尔夫俱乐部，尽情享受阳光、大海的滋养，吃喝住乐购样
样潮爆。
宛如诺亚方舟般悬浮在滨海湾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汇聚了各
种奢华体验，位于 57 楼的金沙空中花园将酒店的三座大楼
连为一体，可以 360 度全角俯瞰新加坡的繁华之美。

2
夜色诱惑
精致迷人而又撩人心绪的夜景

3

滨海湾在灯光的投影下，浪漫指数百分百。这里的夜
明亮而透彻，这里空气清新且视野广阔，这里的一切
令 人 难 忘。 圣 詹 姆 斯 发 电 厂 夜 店（St. James Power
Station）闻名遐迩，发电厂外是大食代美食广场的街边
酒吧，一边品尝当地美食，一边享受音乐，体验绚丽多
彩的夜生活魅力。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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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天堂
品尝流转齿间的绝妙滋味
认识新加坡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 “ 吃 ” 。 这里是真正的无国
界“味蕾天堂”，从露天热闹的小摊美食，到精致高档的餐厅
料理，从博大精深的东方美食到讲究情调的西式餐饮，还
有极具南洋特色的娘惹美食，将带领你完成一次味蕾的异
域环游。

4
艺术橱窗
现代与传统的时光交汇

5

小小的新加坡拥有不胜枚举的艺术博物馆、画廊和展览
馆，哈芝巷 (Haji Lane) 更是新加坡的惊喜之地。在这里，
一条充满了涂鸦墙的狭窄小巷，众多潮流品牌、稀奇小
店以及复古服饰，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和潮流人士。

购物胜地
血拼族不可错过的天堂
乌节路 (Orchard Road) 是新加坡最摩登的百货商圈，
丛林般的购物商场、拥挤的人潮、一应俱全的精品，让
血拼族欣喜若狂，如果在打折季来到这里更是有许多意
想不到的收获。另外，哈芝巷 (Haji Lane) 和武吉士街
(Bugis Street) 也不能错过。

6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

02

A bout Singapore 关于新加坡

03

• 城市达人介绍
• 从数字看新加坡

03
03

B 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 旅游节庆
• Smart Travel- 新加坡住宿指南
• Smart Travel - 新加坡旅游贴士

03
04-05
06-07
08

C lassic Singapore 经典 · 新加坡
• 新加坡八大招牌美食
•24 Hrs 狮城完美一日游

09
09-11
12-16

D o 游新加坡需要注意的 5 件事

17

E xplore Singapore 探索 · 新加坡

18

• 新加坡地铁图
• 玩转缤纷圣淘沙
• 文化万花筒深度游
• 都市桃花源有氧之旅

18
19-23
24-29
30-34

版权声明：
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
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
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
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本刊部分图片来源：壹图
Qunar 温馨提醒：
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
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
品行程等）有可能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
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A

bout Singapore 关于新加坡

City Expert 城市达人
新加坡作者周祎玮，是新加坡知名中文美食博客“为食主义”
的作者，她的读者都亲切地叫她“为食”。旅居新加坡十余
年的她，白天是一位临床心理师，工作之余喜欢四处游走，
在美食中体验生活的乐趣，把她的所食、所行、所感用文
字与图片分享给众多读者。其个人博客“为食主义”曾经蝉

Singapore in Numbers 从数字看新加坡

联 2011 与 2012 年 “新加坡部落格大奖最佳美食部落格”，

① 国土面积仅 710 平方公里，约为北京的 1/23，

并荣获 2011 年马来西亚“大马中文部落格祭最佳海外中文
部落格”。此外其曾经在新加坡中文电视台美食节目担任评
判，更是 2013 年“新加坡部落格大奖”的评审之一。

是世界上最袖珍的国家之一，零行政单位划分
② 人口约逾 500 万人，华人占总人口的 74.2%，

在去哪儿攻略中，“为食”将推荐她的私房新加坡游玩线路，

马来人为 13.3%，印度人为 9.2%

请跟随她一同探索这个东西方融合的国度，在这个小小的

③ 与北京 0 时差

岛国中发现无穷乐趣。

④ 新加坡元（符号 S$）可分为纸币和硬币，钞票

为食主义： www.foodeology.com

主要面额有：10000 元、1000 元、100 元、50 元、

微博： weibo.com/foodeology/

10 元、5 元、2 元，硬币面额有 1 元、50 分（5 角）、
20 分（2 角）、10 分（1 角）
⑤ 近期汇率：1 人民币元≈ 0.2 新加坡元， 1 新

新加坡共和国

加坡元≈ 4.9 人民币元
通称新加坡，别称狮

城，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新加坡有时候会被人戏称为 “小
红点”，但她的国际地位却绝不容小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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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多元种族的国家，新加坡以“和而不同”
独树一帜。除了观光活动，与当地人亲身接触或许更能令您
获得深刻的旅游体验。
如果想访古怀旧，不妨前往岛上各主要历史古迹、纪念碑或
纪念馆缅怀历史，也可以沿着古迹观光路线，领略牛车水、
小印度及甘榜格南等文化区的声色魅力；假若您喜欢徜徉在
华灯璀璨之中，感受熙来攘往的人群，那么市区众多的购物

⑥ 违反新加坡禁烟规定者最高罚款可达 1000 新
元，随便吐痰、弃物可罚款 1000 新元
⑦ 入选 TripAdvisor 2013 年旅客之选奖 —25
个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排名第 8 位）
⑧ 42 层楼高的新加坡摩天轮的轮体直径达 150
米，安置在 3 层的休闲购物中心楼上，总高度达
到 165 米
⑨ 新加坡拥有 4 种官方语言，即马来语、华语、
英语和泰米尔语
新加坡、北京生活水平比一比

中心、餐饮与娱乐胜地必令您流连忘返；新加坡另一吸引旅
人之处，就是形形色色的美食——无论日夜，总会有诱人香

打车起跳费

地铁费

矿泉水

报纸

新加坡

不同价格，
约 3.2 新元
( 约 15.6
人民币 )

约 0.8-2.2
新元 ( 约
3.6-10.8
人民币 )

0.8-4
新币(约
3.9-19.6
人民币 )

0.6-1
新元 ( 约
2.9-4.9
人民币 )

北京

13 人民币

2 人民币

味随时诱惑您的味蕾。从娘惹菜肴、中华美食、印度大餐到
马来风味，甚至各国融合的新派佳肴，包罗万象的美食体验
必会让您沉浸其中……
除了历史、文化、民风、购物及美食之外，新加坡其实还藏
有许多惊喜，正待您一一发掘。唯有当您置身其中，探索昔
日渔村蜕变成今日美丽都市的奥秘，才能切实感受到这个万

1-3 元 1-3 人民币

象之都的真正魅力。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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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11 月—次年 3 月
气候 & 提醒
为雨季，受较潮湿的东北风影响，基本上每天
都会下雨。通常是下午的雷阵雨，平均气温徘
徊在 24 至 25℃左右

节庆活动
丰收节

一月中旬，持续 4 天

4 月—5 月

丰收节是泰米尔纳依邦（Tamilnadu）庆祝丰收
的节日，游客可以体验其中的宗教仪式和民俗

气候 & 提醒

推荐地：小印度

此时季候风交替，地面风弱多变，阳光酷热，岛内最高
温度可以达到 35℃

华人农历新年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

这是每年最受期待的传统节日之一，新加坡都会

节庆活动

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妆艺大游行是其中的

卫塞节

农历四月十五

重头戏

佛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和圆

推荐地：牛车水

寂的节日。庆祝活动的压轴大戏是在街道上进行的烛光
游行

圣诞节

12 月 25 日

推荐地：莲山双林寺、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

新加坡的圣诞节节庆活动可长达一个月，整个城
市的各个角落都被装扮得五光十色、绚烂多姿。

新加坡热卖会

通常 5 月下旬开始，持续 2 个月

大商场会纷纷打折促销，各路街头卖艺人集中在

这是购物爱好者的狂欢盛典，新加坡几乎所有的购物场

乌节路上为路人表演。

所都会标出高达 70% 以上的诱人折扣

推荐地：乌节路

推荐地：乌节路、哈芝巷

新加坡常年气温变化不大，年平均温度在 23 ～ 31 摄氏度之间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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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9 月
气候 & 提醒
受西南风影响，天气干燥。由于会受印尼火耕活动

10 月—11 月

跨境烟雾的影响，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会持续几天才
会好转

节庆活动
国庆日

8月9日

每逢 8 月，整个国家都淹没在红白两色的国旗海洋中。

气候 & 提醒
此时季候风交替，地面风弱多变，阳光酷热，岛内最高温
度可以达到 35℃，气候与 4-5 月一样

节庆活动

逛完节日特卖会，可前往新加坡摩天观景轮，欣赏

开斋节

壮观的滨海湾空中表演，晚上还有精彩的焰火表演

经过了斋戒月 30 天从黎明到黄昏的斋戒后，开斋节前三天

推荐地：摩天观景轮，滨海湾

的丰富多彩、引人人胜的盛大庆祝即将拉开序幕。琳琅满

回历 10 月新月出现之时

目的商品、精致鲜美的食物以及优美亮丽的风景，都让人
美食节

7月

美食节期间，不仅在城内和历史文化区，而且几乎在

深入体验到有趣的马来文化与传统
推荐地：芽笼士乃，甘榜格南

这个岛国的每个角落都会举办各种美食活动
屠妖节
艺术节

惯例在 5、6 月，2014 年预计在 8、9 月

公历 10、11 月间

在迎来屠妖节之前，小印度的大街小巷都会张灯结彩，还

新加坡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一个展示新加坡和世

有各类文化活动和节日市集，如印度文物及工艺品展、街

界各地顶尖艺术节目的庆祝活动

头游行、跨年音乐会等

推荐地：剧艺工坊、乌节路

推荐地：小印度

Qunar 提醒

由 于 每 年 举 办 的 日 期 和 时 间 不 一 定 , 具 体 的 时 间 请 以 新 加 坡 旅 游 局 官 网 www.yoursingapore.com/content/traveller/zh/
experience.html 发布的信息为准。
出行前请上网查看新加坡天气一周预报 www.weather.com.cn/html/weather/104010100.shtml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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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住宿指南
新加坡的廉价酒店一晚 70-150 新币左右，中档酒店一晚 180-250 新币，精品酒店与高档酒
店则为 300 新币起步。当然，不同区域也有不同价格，最方便的商圈是市中心滨海湾（Marina
Bay）与乌节路（Orchard Road），也是价格最高的一带；其次是交通还算便捷的市中心外
围——武吉士（Bugis）、欧南园（Outram Park）一带；价格相对便宜的区域包括牛车水
（Chinatown）、马里士他（Balestier）和芽笼（Gaylang），但人流比较杂乱，因此这一
区域的安全度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因素。

1. 市中心商圈

2. 市中心外围

滨海湾与乌节路一带临近鱼尾狮、滨海湾金沙等景点。

武吉士（Bugis）、欧南园（Outram Park）距离麦士

淡 季 普 通 房 价 格 大 多 从 300 至 700 新 元（1500 至

威熟食中心与克拉码头都只相隔一两个地铁站。这一带

3500 人民币）不等。优点是去各处景点与商场交通便捷，

的 酒 店 淡 季 普 通 房 价 格 从 200 至 300 新 元（1000 至

缺点自然是它响当当的价格。

1500 人民币）不等。优点是离市区不是很远，价格比
市区低；缺点是步行至地铁站大多有 5-10 分钟的距离。

金沙酒店 | Marina Bay Sands Hotel
高档；现代风格

大华酒店 | New Majestic Hotel

作为当下新加坡最具标志性的酒店之一，金沙酒店的

中高档；个性艺术时尚“新亚洲”风格

卖点就是到空中花园无边泳池的免费通行证与观看新

大华酒店所在的位置原本只是几家 1928 年建造的老店

年烟花汇演的“近水楼台”。官网在淡季还会有 339 新

铺。经过五位前卫设计师精心打造，整个酒店呈现出后

元（1695 人民币）起价的特惠客房。

现代艺术、水族馆、阁楼小屋、时尚简约等千变万化的

zh.marinabaysands.com/SingaporeAccommodations/

风格，浓郁的艺术气息为你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www.newmajestichotel.com

10 Bayfront Avenue
临近地铁站：海湾舫（Bayfront）, 步行 1 分钟

31–37 Bukit Pasoh Road
临近地铁站：欧南园（Outram Park)，步行 2 分钟

莱佛士酒店 | Raffles Hotel

流浪酒店 | Wanderlust Hotel

高档；英殖民时期风格

中高档：工业、波普、幻想等多种后现代风格

它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酒店。幽静的酒店古色古香，

酒店客房中有 11 间色彩鲜明通透的“怪异”主题客房；有

承载了很多历史，讲述着无数个故事。

9 间灵感来自于纸张的黑白色调客房；还有 9 间主题感

www.raffles.com/singapore/

强烈的阁楼式客房，让你仿佛穿越时空来到另一个世界。

1 Beach Road, Singapore 189673
临近地铁站：滨海中心（Esplanade），步行 2 分钟

wanderlusthotel.com
2 Dickson Road
临近地铁站：小印度（Little India），步行 10 分钟

YMCA International House @ One Orchard
中档；简约风格

Big Hotel

它是中央商区性价比最高的酒店， 200 新元（1000 人

中档 | 简约时尚风格

民币）左右的价格，你完全可以原谅它略偏小的房间。

新开不久的 Big Hotel 的室内设计在中档酒店中脱颖而

如果提前一个月以内预订，一般会有“最后一分钟优惠”。

出。优点是价格较低；缺点是客房偏小。

www.ymcaih.com.sg/rates-promotions/rates
1 Orchard Road
临近地铁站：多美歌（Dhoby Ghaut)，步行 4 分钟

www.bighotel.com
200 Middle Road
临近地铁站：武吉士（Bugis），步行 6 分钟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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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廉价酒店区

临近地铁站：劳明达（Lavender），步行 6 分钟

廉价酒店密集的区域主要是牛车水（Chinatown）、马

435 Balestier Road，
临近地铁站：诺维娜（Novena），步行 13 分钟

里士他（Balestier）和芽笼（Gaylang）。这些区域人
流杂乱、交通拥挤，但 150 新元（750 人民币）以下的

绿洲分店（Fragrance Hotel - Oasis)：

www.fragrancehotel.com

价格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小红点旅舍 & 小红点胶囊旅舍 | @ The Little Red Dot
飞龙连锁经济型酒店 | Fragrance Hotel

背包客首选

廉价经济型

这家背包客栈是新加坡最有名的青年旅社。价格便宜（50

飞龙酒店是新加坡最出名的连锁廉价酒店之一，它拥有

新币左右；250 元人民币），但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3-4

22 家分店。

个地铁站）。

推荐分店：
皇廷分店（Fragrance Hotel – Imperial）：
28 Penhas Road

www.atthelittlereddot.com
125 Lavender Street
临近地铁站：劳明达（Lavender），步行 10 分钟

来源：en.wikivoyage.org/wiki/File:Central_Singapore_Districts.png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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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MART

旅游贴士
通讯
1、购买手机卡
新加坡主要有三家电信公司新电信（Singtel）、星和（Starhub）
以及第一通（M1），每家都有自己的预付卡。对于游客来说，

交通

最划算的应该是新电信（也是三家电信公司里信号最好的）

1、购买车卡

人民币）的 SIM 卡，免费来电接听，38 新元通话时间，1G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通用“易通卡（Ez-Link
Card）”，可以坐巴士、地铁甚至出入圣淘沙（步
行入口）。因为是根据路程计费，上下车时都
要刷卡。普通巴士或地铁单程车资在 0.73-2
新元（3.5-10 元）左右。
来新加坡的游客可以购买“新加坡游客通行卡
（Singapore Tourist Pass）”，一天 10 新元（50
人民币）无限次乘搭巴士与地铁，2 天 16 新元
（80 人民币），3 天 20 新元（100 人民币）。
每张卡有 10 元的押金，如果在 5 天内退卡，押
金会全额返还。因为一般的易通卡有 5 新元（25
人民币）卡费，所以若你计划以公共交通为主
要交通工具，那么这个通行证非常划算。卡的

的 4G hi!Card。用 20 新元（100 人民币）买面值 38 新元（190
的高速 4G 网络流量，足够你在新加坡游玩时使用。
如果你下了飞机就需要买电话卡，那可以有两种方案：上网
多的朋友可以用 18 新元（90 人民币）购买新电信的 YO!$18
卡再付 7 新元（35 人民币）获得 7 天里 1G 的上网流量；如
果上网流量可以控制在 250MB 以下，那么 22 新元（110 人
民币）的新电信 DataTalk$22 卡会是更好的选择。两种卡都
可以在机场的樟宜推荐（Changi Recommends）与 RHB 货
币兑换处（RHB Bank Currency Exchange Counters）购买。
2、寄明信片
明信片在全岛的新加坡邮局（Singpost）、大众书局（Popular
Bookstore）、各景点的礼品店、博物馆、牛车水等都可以被
找到。价格因明信片质量而异，一般 1 到 3 新元不等。寄到
中国的明信片邮资是 0.5 新元。

有效时间按天计算，以当日最后一班巴士或地
铁为准；所以如果你晚上才到新加坡，就没必
要购买当天的通行卡，你可以用现金付车费。
新加坡游客通行卡可以在市区主要地铁站的购
票 处 购 买： www.thesingaporetouristpass.
com.sg/chinese/ 即刻购买 /
2、交通工具（地铁、出租车）

购物

新加坡的出租车普通车型起步价在 3-3.4 新元

1、商场分类

（15-17 人民币）范围内；奔驰与 limo 豪华

新 加 坡 的 购 物 区 分 几 个 等 级。 滨 海 湾 金 沙（Marina Bay

车起步价 3.9 新元（约 20 人民币）；克莱斯

Sands）与圣淘沙（Sentosa）是高档区，牛车水（Chinatown）

勒 Chrysler 车起步价 5 新元（25 人民币），

等市区周边区域属于亲民区，而乌节路（Orchard Road）与

之后的价格也比别的出租车贵 50%。如果很难

怡丰城（Vivo City）处在这两种级别中间，亲民价与高档兼备。

分清谁是谁，记得招蓝色、黄色或红色出租车

大多商店的营业时间在上午 11 点至晚上 10 点，所以要逛街

就好。新加坡的出租车在周一至周五早上 6 点

不要去太早。

至 9 点半以及每天 18 点至午夜 0 点有 25% 繁

2、退税政策

忙时段附加费；午夜 0 点至早上 6 点有 50%

游客在新加坡购物只要单笔超过 100 新元，就可以退消费税。

午夜附加费；从机场、金沙、圣淘沙等处打车

新加坡现在普遍采用电子退税（eTRS），将原来 20 分钟的

还有一些特别附加费。总之，除非是去很不方

手续时间缩短至 3 分钟。

便的地方（比如夜间动物园），否则尽量选择

详情可查询：www.yoursingapore.com/content/traveller/

公共交通，可以帮你省不少银子。

zh/plan-your-trip/travel-essentials/tax-refund.html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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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Singapore
经典 . 新加坡

八大招牌美食

02

新加坡司令 | Singapore Sling
新加坡司令最早是由一位海南籍华裔酒
保严崇文在 1915 年左右发明的鸡尾酒。

01

这位酒保当时在新加坡最标志性酒店之
一——莱佛士酒店的 Long Bar 里调酒，
应客人要求改良琴酒，用菠萝汁等原料调
制出口感酸甜的味道。可惜新加坡司令最
原版的秘方已经失传，后人根据其他酒保

辣椒螃蟹 | Chili Crab

的记忆与一些相关的手记，制作出现代版
的新加坡司令 。如今，在新加坡很多餐厅

作为新加坡的经典国菜，辣椒螃蟹以它鲜美的蟹肉和浓郁的酱汁

都有新加坡司令，但要品尝最经典的味道，

取胜。螃蟹重量要求至少一公斤以上，以确保蟹肉的肥美。虽然

还是要去莱佛士酒店的 Long Bar 走一趟，

叫作辣椒螃蟹，但它的辣味非常温和，酱汁以番茄酱、鸡蛋、辣

一杯 28 新元（140 人民币）。

椒为主要原材料，口感酸甜带少许辣味，完美保留了蟹肉的鲜甜，
不会喧宾夺主。记得哟，吃辣椒螃蟹时一定要点一盘炸馒头，喷
香的馒头蘸上甜辣的酱汁，是你无法忘怀的狮城美味。同时，也
可以尝试一下味道辛辣的黑胡椒螃蟹、口感独特的金沙螃蟹（咸
蛋黄）、和奶香味十足的牛油螃蟹，都是极具新加坡特色的美味
佳肴。
推荐餐厅：珍宝海鲜（Jumbo Seafood Restaurant）
临近地铁站：克拉码头（Clarke Quay）
30 Merchant Road # 01-01/02 河滨坊 (River Point)
每天 12:00 至 15:00，18:00 至午夜 00:00
50-60 新元
www.jumboseafood.com.sg

推荐餐厅：Long Bar
@ 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
临 近 地 铁 站： 百 胜（Bras Basah）、 滨 海 中 心
（Esplanade）、政府大厦（City Hall）
1 Beach Road
鸡尾酒 11:00- 午夜 00:30（周五、周六及公共假
日延至午夜 01:30）
www.raffles.com/singapore/dining/long-bar/

Tips 小贴士
如果你搭乘新加坡航空，无论是经济舱、商务舱还是
头等舱，都可以向空姐要一杯新加坡司令，免费品尝。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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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鸡饭 | Hainanese Chicken Rice
你无法在海南尝到海南鸡饭，因为它虽然源自海南文
昌市著名菜肴“文昌鸡”，但整个鸡饭做法却是在南洋
一带被发扬光大。之前民间就鸡饭是马来西亚还是新
加坡美食有过长久的争执，但不管结论是什么，它依
然是新加坡的一道招牌美味，也是众人来新加坡时必
尝美食之一。正宗的海南鸡饭里鸡皮与鸡肉间应该有
一层透明的胶质，鸡肉鲜嫩入味。不过好吃的海南鸡
饭的精髓其实在于饭，香软带着鸡汤味又不油腻的米
饭，才是鉴定海南鸡饭的最好标准。

推荐餐厅：天天海南鸡饭（Tian Tian Hainanese Chicken Rice）
临近地铁站：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牛车水（Chinatown）
麦士威美食中心（Maxwell Food Centre）#01-10，1 Kadayanallur Street
周二至周日 11:00 至 20:00
5 新元

04

肉骨茶 | Bak Kut Teh

肉骨茶不是茶，更确切地说它是药材排骨汤。把排骨与各种药材一
起熬制数个小时，就是芳香四溢、汤汁鲜美，排骨酥软的肉骨茶汤。
肉骨茶在南洋主要有两个版本，福建风味汤汁较厚颜色较深，有浓

推荐餐厅：松发肉骨茶（Song Fa Bak Kut Teh）
临近地铁站：克拉码头（Clarke Quay）
11 New Bridge Road #01-01
8-10 新元
www.songfa.com.sg/

05

郁的药材味，在马来西亚比较常见；潮州风味的汤汁轻薄颜色较浅，
有明显的胡椒味，在新加坡更为普遍。本地人一般会把肉骨茶配以
白饭和油条，一口咬下吸收了汤汁的油条，一定会让你有深深的满
足感。不要忘了，许多餐厅的肉骨茶都是可以免费加汤的。

叻沙 | Laksa

叻沙是马来文的直译，是一种带汤底的面食。它分为娘惹叻沙（Laksa
Lemak）和亚三叻沙（Assam Laksa），在新加坡常见的是带椰奶
的娘惹叻沙。所谓娘惹，是指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的女儿，她们以心
灵手巧著称。娘惹们做的菜就叫娘惹菜；娘惹菜结合了中华料理的
多元与马来料理的奔放，许多似曾相识的食材带着集酸甜香浓辛辣
于一体的南洋味道。娘惹叻沙中的主要面食叫“老鼠粉”或“银针粉”，
是客家粉条，把米浆蒸成凝块后做成长圆条的形状。叻沙的汤底里
加入了虾米、虾糕、蒜茸、干葱、辣椒、香茅、南姜等材料，还没
有品尝就闻得到浓郁的香味，是一道极具娘惹风味的地道美食。

推荐餐厅：328 加东叻沙（328 Katong Laksa）
临近地铁站（2 千米）：达科达（Dakota）
51/53 East Coast Road
5-8 新元
每天 08:00-22:00
www.328katonglaksa.com.sg/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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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椰土司 | Kaya Toast

06

咖椰土司也许是新加坡最本土最地道的早餐。它的精髓在于用鸡

蛋、糖、椰浆做成的咖椰酱；有些地方还加入香兰香料，把咖椰浆
变成浅绿色。香兰（Pandan）是一种热带植物，它独特的香味被
广泛用于烹饪与烘焙，南洋很多绿色的糕品里都加了香兰香料。把
两片面包烤得松脆，再将咖椰酱与牛油一起涂抹在面包上，合在一
起做个夹心土司；再来两只半生熟蛋和一杯拉茶（Teh Tarik），
这就是最新加坡式的早餐吃法。
咖椰酱在新加坡非常常见，各超市与一些餐厅里都可以买到，适合
带回家作为伴手礼。

推荐餐厅：基尼路咖啡店（Killiney Kopitiam）
临近地铁站：索美塞（Somerset）
67 Killiney Road
周一、周三至周六 06：00 – 23:00 ；周二、周日、公
定假日 06：00-18:00
10 新元
www.killiney-kopitiam.com/loc_sgo.html

咖喱鱼头 | Fish Head Curry

07

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新加坡的美食也包罗了华族、马来族、印
度族等各民族的特色。比如咖喱鱼头，它由移居新加坡的印度人
最早发明，用石斑鱼或红鲷鱼的鱼头放在咖喱酱中炖煮，加入羊

角豆、西红柿、辣椒等配料，烹出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美味鱼头。
虽然它的口味比较重，但吃起来并不腻味，香辣中带点酸。咖喱
推荐餐厅：West Co'z Cafe
临近地铁站：金文泰（Clementi）
#02-13/23, West Coast Plaza,
154 West Coast Road
20 新元
www.p2e.com.sg/west-coz-cafe

08

鱼头已经演化出两个版本，印度风的口味更重，娘惹味的口感温
和。你也许不相信，选用各种印度香料与咖喱烹制的鱼头，其实
在印度并没有这道菜，所以它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菜。

沙嗲 | Satay

沙嗲是南洋版的烤肉串，它最早源自马来西亚、印尼一带，
但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在新加坡广受欢迎。腌制过的肉经过
烧烤以后蘸上为沙嗲特制的花生酱食用，就是美味的狮城
小吃。沙嗲品种繁多，在新加坡最常见的是鸡肉、牛肉与
羊肉沙嗲。其中最推荐的是羊肉沙嗲，它本身的肉味与沙
嗲酱是绝配；鸡肉味道淡些但比羊肉更嫩，而牛肉的韧劲
比较足。如果你乘坐新加坡航空的头等舱或商务舱，沙嗲
可是飞机餐的开胃菜哦。

推荐餐厅：老饕湾美食中心（Makansutra Glutton's Bay）
临近地铁站：滨海中心（Esplanade）
Esplanade Mall 8 Raffles Ave #01-15
每天 18:00 点到次日凌晨 03:00
0.6 新元 / 串
www.makansutra.com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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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狮城完美一日游

如果你在新加坡只有一天的停留时间，那么新加坡河与滨海湾就是新加
坡最经典的缩影。这里不仅讲述着新加坡沧桑的历史，还展示着当今新
加坡耀眼的繁华；这里既有新加坡最具特色的辣椒螃蟹，也有新加坡的
标志鱼尾狮像与金沙酒店，让你在 24 小时里见识到最招牌的新加坡。
——去哪儿城市达人祎玮（为食主义）

地铁：克拉码头 (Clarke
Quay)；步行 2 分钟
巴士：2，12，33，54，
147，190

09:00
早安 ~ 新加坡的传统早餐——松发肉骨茶（Song Fa Bak Kut Teh）
肉骨茶是南洋极具特色的一道美食，一碗药材味与胡椒味并存的香气四
溢的排骨汤，一碗白米饭，一碟油条， 是南洋人民钟爱的早餐之一。
松发肉骨茶始创于 1969 年，近 50 年来它与附近的新加坡河一起见证
了新加坡的步步繁荣，也让他家的肉骨茶香飘十里。
松发肉骨茶有传统的排骨汤与更精致美味的龙骨汤，地道的吃法是把汤
淋在饭上，把小段的油条点在汤里，让米饭与油条充分吸收排骨汤的香
浓美味。喝完一碗还可以让服务员再加汤，直到你吃到心满意足为止。
而且汤里的排骨也美味十足，因为被炖煮了数小时，排骨肉质极为酥软。
兴致好的话，再点几个卤味与小菜，原来早餐也可以这么丰盛。如果你
对松发的肉骨茶意犹未尽，可以买一盒 10 包的肉骨茶香料（S$22）带
回家。
11 New Bridge Road #01-01
上午 7：00 至晚上 9：30（周一休息）
人均 S$10
龙骨汤 + 油条 + 白米饭
www.songfa.com.sg

步行（600 米）

10:00
聆听新加坡河的故事——克拉码头（Clarke Quay）+ 莱佛士像
从松发肉骨茶往北走不到 100 米，就是一座横跨在新加坡河上的桥。桥
的左右两边都是风景，左边有众多酒吧、餐厅与店铺，一到夜晚灯火通明、
人群熙攘，一派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而桥的右边承载着新加坡悠悠的
历史，旧议会大楼、维多利亚剧院、莱佛士塑像等，记载着从莱佛士爵
士发现新加坡以后的种种变迁。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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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右边的“历史线”走，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河岸故事”铜塑。它们讲述
了过去人们在河岸进行贸易往来的情景，外来的劳工如何辛勤劳作；同
时也通过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态，展示旧时新加坡人的生活百态。走
到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边，可以看到一尊白色的莱佛士雕像，而雕像
所在的位置就是 1819 年莱佛士爵士作为第一人发现新加坡且首次登陆
新加坡岛的起点。这座白色的雕像是早期莱佛士铜像的复制版，真正的
铜像伫立在不远处的维多利亚剧院前，到 2014 年它将有 100 年的历史。
新加坡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若讲述起来也有无数故事。沿河 10 分钟的路，
可以帮你上一堂精简的新加坡历史课。
从禧街（Hill Street）沿新加坡河行至莱佛士爵士登岸遗址
(Raffles' Landing Site)；约 600 米
￥ 免费

11:00
漫步于花园城市里的大花园——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
步行经加文纳桥
（Cavenagh Bridge）、
般含道（Bonham Road）
至地铁站红线莱佛士坊
（Raffles Place）– 滨海湾
（Marina Bay）转黄线 –
海湾舫 （Bayfront）

滨海湾花园是滨海湾边一个规模庞大的景点，与新加坡的“花园城市”理
念相结合，即打造“花园里的城市，城市里的花园”。因为占地面积大，
如果想要逛完整个花园，起码要一天的时间；所以推荐精品游，主要观
赏两个主题园——花穹（Flower Dome）与云雾林（Cloud Forest）。
花穹是世界上最大的无柱花房，常年温度保持在 23-25℃。花穹占地 1.2
公顷，相当于 2.2 个足球场大小。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包
括来自地中海拥有 500 年历史的橄榄树、法国经典故事《小王子》里的
猴面包树、各种色彩艳丽信手拈来都是景的美丽花卉等。花穹里的众多
花卉随季节变换会被定时更替，让你在终年夏天的狮城历数春夏秋冬。
云雾林里有一座 35 米高的人造潮湿温带山林和瀑布，沿着步行走道一
路往上，可以看到各种蕨类植物、裸子植物、猪笼草等你也许只在教
科书上看过的花草。越往上越云雾缭绕，最上层叫“消失的世界（Lost
World）”，有那些稀有植物作配角，你真的会以为来到了一个仙境。
云雾林定时在早上 9 点、11 点，下午 2 点、4 点、6 点、8 点喷放水雾，
如你想充分感受云雾缭绕的仙境之美，记得在这些时间入园。
18 Marina Gardens Drive，从海湾舫地铁站步行 10 分钟
上午 9 点至晚上 9 点
入园免费；单个主题园 S$20；两个主题园联票 S$28；OCBC 空
中走道 S$5；中文语音导航系统 S$4；可在游客信息中心（Visitors'
Information Centre）租用
适合各年龄游客；全家出游
www.gardensbythebay.org.sg

12:30
一尝新加坡人气美食：咖啡螃蟹与辣椒螃蟹——冠华海鲜餐厅
（Majestic Bay Seafood Restaurant）
午餐推荐前往位于花穹底下的冠华海鲜餐厅。不只是因为地理位置方便，
也因为这里有许多生猛海鲜与美味的粤菜料理。
冠华的招牌菜是咖啡螃蟹，以巴西咖啡豆、阿拉伯咖啡豆和白咖啡豆三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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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成的“咖啡酱”，加入苹果果酱平衡咖啡的苦味，再在蟹壳上淋一层
咖啡酒，这就是上桌时壮观的火焰咖啡螃蟹。近乎于焦糖爆米花的味道
包裹在外层，蟹肉依然保持着本身的鲜甜，吃完之后指尖的咖啡香久久
不散。另一个要尝的自然是新加坡国菜辣椒螃蟹。如果人多，建议两种
螃蟹都试试；如果只有 2-3 人，那么就选择后者，因为毕竟是国菜嘛。
选择螃蟹时每个大约 1.2 公斤最为合适。
如果你在新加坡停留超过一天，建议你别急着在这里点大螃蟹。虽然新
加坡的旅游景点物价并不是“暴利”，但总归比别处高一些（约 10%）。
更推荐家常的粤菜与点心，蒜茸野菌炒芦笋、海鲜大烩焗饭、辣椒蟹生
煎包、叉烧焗餐包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请注意餐厅的营业时间，别在主
题园里走着走着错过饭点哦。
滨海湾花园花穹底层
午餐上午 11:45 至下午 2:30；晚餐下午 5:4 至晚上 9:30
螃蟹 S$65/ 公斤；主菜每份 S$18 起；点心每份 S$4.8 起
辣椒螃蟹、海鲜大烩焗饭、蒜茸野菌炒芦笋
www.gardensbythebay.com.sg/en/dining/majestic-bay.html

步行

16:30
感受新加坡的极致奢华——滨海湾金沙（Marina Bay Sands）
滨海湾金沙与拉斯维加斯、澳门的金沙都隶属同一个集团，是集酒店、
购物、餐饮、娱乐、剧场、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于一体的综合度假区。
从滨海湾花园走过来，首先会来到金沙酒店。它的顶楼是著名的露天无
边际泳池，不过只对酒店住客开放。虽然可以花 S$20 上观景台看风景，
但看不到泳池就不怎么划算了。
从金沙酒店地下层可以直接通往金沙购物商城。这里众多奢侈品店让你
目不暇接，还有类似于澳门威尼斯城的“小河”让你在纸醉金迷里徜徉。
不论你有没有购物的计划，在金沙购物商城走一走，都是一番奢华享受。
此外，占地 1.5 万平方米的金沙赌场对本地人收 S$100 入场费，但对外
地人免费开放，几乎来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会去里面开开眼界、碰碰运气。
金沙购物商城的另一边有 LV 旗舰店与滨海艺术中心及新加坡金融区的远

Tips 小贴士
为食温馨提醒：
◆ 金沙酒店与购物商城里的餐厅普遍在中高
档以上，性价比并不太高。
◆ 赌场对着装有一定要求，穿着人字拖鞋、拖
鞋、休闲运动裤和无袖衬衫的宾客不得入内。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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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LV 旗舰店侧看像艘船，俯视是一个 LV 字样，高端大气。脱离购物
商城的它自成一景，足见它的气势与排场。
10 Bayfront Avenue
商店多在上午 11 点后开门；赌场 24 小时营业
免费
适合各年龄游客；进入赌场需要年满 21 周岁

步行

17:30
文理双馨——艺术科学博物馆（ArtScience Museum）
从 LV 旗舰店沿着河岸走，就是艺术科学博物馆。它是滨海湾另一个标志
性建筑，被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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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历史与文化博物馆不同，艺术科学博物馆里的
展览往往体现美学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比如曾经展出过的乐高雕塑、50
幅《国家地理》最佳摄影作品以及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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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与近期展览可查询：
zh.marinabaysands.com/Singapore-Museum/Whats-On
步行经双螺旋桥（The Helix）
与滨海湾浮动舞台（The
Float@Marina Bay）；约 10
分钟

18:30
食神严选大排档——老饕湾（Makansutra Gluttons Bay）
老饕湾是新加坡唯一一处露天美食中心，毗邻“榴莲壳”——滨海艺术中
心，傍着新加坡河，面向金沙，远眺鱼尾狮，让你坐拥美食与美景。老
饕湾的英文名 Makan Sutra 与新加坡知名“食神”司徒国辉的媒体公司同
名，而这里的 10 个摊档正是由司徒亲自挑选安排的，每一摊都是美味。
老饕湾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新加坡招牌菜以及极具南洋风味的各种美食，
包括辣椒螃蟹、沙嗲、萝卜糕、咖喱鱼头、福建面、炒粿条、印度飞饼、
烤鸡翅、辣味魔鬼鱼、麦片虾等，每个档铺都卖不同的美食，免去你选
择的烦恼，想吃什么直接点就好。最后别忘了再点一个新鲜大椰子或者
学本地人叫一杯酸柑汁，数不尽的美食一定让你吃到肚子圆滚滚。老饕
湾只在晚餐与夜宵时间开放，如果行程有变动，请留意时间安排。
8 Raffles Ave，滨海艺术中心旁
周一至周四：下午 5 点 至 凌晨 2 点；周五、周六：下午 5 点 至凌晨 3 点；
周日：下午 4 点 至 凌晨 1 点
人均 S$10 起
www.makansutra.com

步行

20:00
迷人的滨海夜景——滨海湾夜景 + 滨海艺术中心
在滨海湾看夜景最好的地方就是老饕湾前面及之前路过的浮动舞台附近。
这里将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的“新加坡欢迎之手”以及双螺旋桥三个景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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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完美拼合，让它们在夜晚熠熠生辉。在金沙崛起前，两个大榴莲壳形
状的滨海艺术中心是新加坡除鱼尾狮像以外最具标志性的建筑。艺术中
心里有一个剧场、一个音乐厅、一个艺术图书馆及许多餐厅和充满艺术
气息的商店。与金沙的剧院相比，这里的规模略小，但有更多传统与经
典的音乐、歌舞、舞台剧演出，因此比金沙多一分文艺腔调少一点商业
气息。每年 2 月左右，是新加坡的“华艺”节，届时会以各种形式的演出
来呈献在各艺术领域表现卓越的华人艺术家的作品。“大榴莲”时常有免
费的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可在官网查看具体演出时间表。
Tips 小贴士
元旦新年前夜，滨海湾会有绚丽的新年倒数
烟火表演，但每一年都是人潮汹涌，水泄不
通。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去与众人一起倒数；
另一个比较舒适但要花钱的方法，就是订一
间金沙、浮尔顿酒店（Fullerton Hotel）、
或者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的客房，
享受私人的观赏空间。虽然新年前夕价格很
高，但客房还是很快就会被订满，所以动作
要快。

步行（3 分钟；经滨海桥
Esplanade Bridge）

1 Esplanade Drive
商店大致营业时间：中午 12 点到晚上 9 点
免费（除具体演出外）
演出时间表：www.esplanade.com/whats_on/index.jsp#（英）
适合各年龄游客

20:30
百看不厌的新加坡经典地标——鱼尾狮像
鱼尾狮之于新加坡的意义，就像是自由女神像之于美国、埃菲尔铁塔之
于法国的意义一般。1964 年，Van Kleef 水族馆馆长 Fraser Brunner
先生设计了这个狮面鱼尾的雕塑。每一个来新加坡的朋友都会与它拍
照，可是很多人不会知道，眼前这个完好的鱼尾狮，也经历过各种故事。
2009 年 2 月它被雷电击中，狮头出现一个足球般大小的洞；2011 年新
加坡双年展时，它被临时改装成世上最奇特的“一房式酒店”——酒店只
有一间房，走进房间会有一只大狮子头面对你，是有趣还是恐怖，任凭
你的想象。
与鱼尾狮拍照时可以创意无限，近人像把鱼尾狮捏在指间，重叠鱼尾狮
像让自己喷水，张大嘴接鱼尾狮的“口水”等，在鱼尾狮像两边的平台都
可拍出这样的效果。
1 Fullerton Road（浮尔顿酒店对面）
免费

沿双螺旋桥步行 10 分钟返
回金沙购物商城

21:30
越夜越美丽——露天观赏滨海湾激光水幕表演《奇幻弥漫》
《奇幻弥漫》是滨海湾每晚都会准时上映的激光水幕表演，是 2013 年
全球前 50 大免费景点之一。这个水幕表演要在金沙购物商城后面临河
的广场才可以观赏；如果一天下来走得太累，也可以在对岸（滨海艺术
中心方向）观看各色激光绚丽四射的壮观景象，只是无法见到水幕画面。
周日至周四场次：晚上 8:00、晚上 9:30；周五和周六场次：晚上 8:00、
晚上 9:30、晚上 11:00；持续时间为 15 分钟；演出可能会因天气或
其他因素而被取消
免费
适合各年龄游客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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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游新加坡
需要注意的 5 件事

1

关于餐厅的莫名附加费
在新加坡的餐厅就餐，基本都会有 10% 的服务费与 7% 的消费税，所以
无需给小费；可是要注意一些莫名的附加费。有些餐厅会在你坐下时就
递上来一碟花生或小菜，但不会告诉你这是收费的，这些小菜你可以直
接让他们收走。主动端上来的茶一般也是收费的，但主动端上来的水是
免费的。如果服务员没有主动送水，先问一问他们的水收不收费。在中
高档以上的餐厅里（特别是有酒吧的餐厅里）服务员很可能问“sparkling
water or still water ？”（气泡水还是纯净水），为了避免在账单上看到
三五块一瓶的水，请告诉他 tap water（自来水；新加坡的自来水可以
直接饮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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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乘坐巴士要注意的事
在新加坡，巴士进站前你需
要招手示意——哪怕此站只
有一路车，否则巴士会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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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铁线路图

来源：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路线图及车站资讯，如有变更以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官网 www.smrt.com.sg ( 英文 ) 及现场公告为主。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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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plore Singapore
探索 . 新加坡

玩转缤纷

圣淘沙
虽然同是度假村，但圣淘沙的风格与金沙迥然不同。金沙的乐趣在于
看，而圣淘沙的乐趣在于玩：欢乐的环球影城、美丽的水族馆、绚丽
的《海之颂》水幕激光等，让你在远离市区喧嚣的度假小岛感受这里
吃喝玩乐行面面俱到、精彩纷呈的一天。
——去哪儿城市达人祎玮（为食主义）

地铁：港湾
（HarbourFront）；步行
1 分钟至怡丰城（VivoCity）

9:00
狮城古早味早餐——土司工坊（Toast Box）
土司工坊本身并不是一家老字号店，但它的生熟蛋温度拿捏标准，咖椰
土司外脆里软，口味并不比老字号差。
咖椰土司里有一层美味的咖椰酱与冷冻牛油，吃在口中脆中带软，香甜
美味，是生熟蛋的最佳拍档。除了传统的土司，土司工坊里还有颇受欢
迎的花生酱土司、乌打土司（乌打是本地烤鱼肉的做法，甜咸之中带一
点辛味）以及娘惹风味的叻沙（Laksa），让你用可口的古早味早餐开
始一天缤纷的旅程。

Tips 小贴士
有孩童的家庭、对主题公园和环球影业的电
影有兴趣的游客可以花 1 天的时间到
新 加 坡 环 球 影 城（Universal Studio
Singapore）游玩。
www.r wsentosa.com/Homepage/
Attractions/UniversalStudiosSingapore

怡丰城（VivoCity）地下 2 层 #B2-34
周日至周四：上午 8:00 至晚上 11:00；周五、周六、公定假日及前夕：
上午 8:00 至 晚上 11:30
人均 S$7-10
传统土司、花生酱土司、生熟蛋、叻沙
www.toastbox.com.sg

步行 15 分钟

9:30
圣淘沙跨海步行道——进入圣淘沙岛
圣淘沙（Sentosa）是新加坡建国以后开发的第一个旅游岛，岛上的著
名景点主要是音乐水幕激光表演、沙滩以及长得与新加坡河旁的鱼尾狮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

19

很不一样的另一座鱼尾狮雕像。2006 年后，新加坡政府在圣淘沙岛与新
加坡本岛间填海造地，开发出圣淘沙名胜世界，其中包括新加坡环球影城、
S.E.A. 海洋馆、水上探险乐园、海事博物馆、赌场娱乐城以及多家酒店
与餐厅，瞬间让圣淘沙的人气大幅攀升，也令岛上的活动变得更加精彩
纷呈。
进入圣淘沙岛的方式有很多种，收费方式也不一样。公交车（RWS 8、
188R、963R）的价格在 2-3 新元，缆车（从港湾中心 Harbourfront
Centre 乘搭）的成人价格是 26 新元，出租车在不同时间有 2-6 新元不
等的附加收费，轻轨列车 Sentosa Express（从怡丰城 3 楼出发）入岛
收费 4 新元。最省钱也是风景最好的入岛方式，是从怡丰城后方走圣淘
沙跨海步行道。
这条步行时间大约为 10-15 分钟的走道沿途可以看到对岸圣淘沙名胜世
界酒店林立的风光，人未到就能先感受到那里热闹的气氛。如果走累了，
还可以踏上长长的自动人行道，让你轻松抵达圣淘沙入口。当然，最吸
引人的是它的价格，如果你以这个方式步行入岛，只需要花费 1 新元（如
果你有普通易通卡，可以直接使用此卡入岛）。
从怡丰城 1 楼后方临河出口前往
步行道开放时间：全日 24 小时
自动人行道运行时间：上午 7 点 至 午夜 12 点
圣淘沙游客中心入口处：上午 9 点至晚上 8 点
上午 9 点至下午 6 点
S$1

10:00 – 12:30
潜入全球最大的海洋馆——S.E.A. 海洋馆
2012 年新开幕的 S.E.A. 海洋馆承载 4.5 万吨水，馆内有 10 万多只海洋
生物共 800 多个品种，10 个展区，是全球最大的海洋馆。除了缤纷的
海洋生物，尤其是还有可以亲手触摸的海星，海洋馆的另一个景观就是
它 8.3 米高 36 米长的巨型水族箱，它也是全球最大的观赏屏。
在非高峰期，海洋馆的门票包括“台风剧场”的入门票。台风剧场是一个
360 度全方位剧场，建在一艘将要从新加坡开往阿拉伯的旧船上。剧场
用 4D 的效果带你感受台风来临时狂风暴雨、巨船摇晃的现场感。最后
这艘船会因遭遇暴风雨而沉入海底；当你回味着 4D 的效果走出剧场时，
正好会在海洋馆的入口看到这个沉船的观景窗，一气呵成的连贯体验，
让你的海洋馆之旅更为完美。
圣淘沙名胜世界海事博物馆（Maritime Experiential Museum）内
一般开放时间为上午 10 点至晚上 7 点；开放时间可能有所变动，
请 在 出 发 前 上 官 网 查 询 www.rwsentosa.com/language/zh-CN/
Homepage/Attractions/MarineLifePark/SEAAquarium
一日门票：成人 (13-59 岁 )：S$38；儿童 (4-12 岁 )：S$28；年长
Tips 小贴士
为食温馨提醒：
S.E.A. 优先证网上预购定价为 S$10。现场购票
价格须视购票当日的入场门票供应情况而定。

者 (60 岁及以上 )：S$28。一日票价包括台风剧场的入门票（高峰期除外）。
高峰期间请购买 S.E.A.A 优先证以享有台风剧场入门票并通过优先列队
进 入 S.E.A. 海 洋 馆（ 高 峰 期 查 询： www.rwsentosa.com/language/
zh-CN/Homepage/Attractions/MarineLifePark/SEAAquarium）。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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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小贴士
为食推荐：
新 加 坡 海 鲜 共 和 国（Singapore Seafood
Republic）
这家店由同乐海鲜餐厅、海鲜国际市场、棕榈
滩海鲜餐厅、珍宝海鲜餐厅四大海鲜餐厅联合
呈现，辣椒螃蟹口味绝对正宗。
圣淘沙名胜世界河滨区 #01-292（面向怡
丰城方向，近跨海步行道入口）
午餐 : 上午 11：30 至 下午 3 点；晚餐 : 下
午 6 点至晚上 11 点
人均 S$60（价格依所点海鲜而浮动）
辣椒螃蟹、炸馒头、麦片虾
www.singaporeseafoodrepublic.com

12:30 – 14:00
在名胜世界里品尝世界佳肴
名胜世界里有众多餐厅，虽然价格比市区略高，但总体比金沙度假区的
性价比高，可根据个人口味与价格进行挑选。
为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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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之前的行程中已经尝试过老饕湾的新加坡美味，那正好可以在
马来西亚美食街品味一下新马美食的异同。
圣淘沙名胜世界圆形广场
周一、周二、周四上午 11 点 – 晚上 10 点；周三关闭；周五、周六
上午 9 点 – 晚上 11 点；周日上午 9 点 – 晚上 10 点
人均 S$10
www.rwsentosa.com/language/zh-CN/Homepage/
Restaurants/MalaysianFoodStreet
拉面玩家（Ramen Play）
日本拉面馆却走非日本风，圣淘沙名胜世界里的拉面玩家用的是爱丽
丝梦游仙境的主题，颇有“玩家”的意味。“镇店之宝”——三宝拉面选取
猪腮肉、叉烧五花肉和日式“东坡肉”，放在用猪肉和软骨加上专门的调
料经过 12 小时熬制出来的浓白汤底中，芳香四溢。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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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名胜世界福廊 地下 1 层
上午 11 点 – 晚上 10 点
（周五、周六、节假日前夕营业至晚上 10：30）
人均 S$20
三宝拉面
www.ramenplay.com.sg

14:00 – 18:00
一路向海行走圣淘沙——鱼尾狮塔、西乐索海滩（Siloso Beach）、海
之颂（Song of The Sea）
可从名胜世界免费乘坐轻
轨或接驳巴士至英比奥站
（Imbiah Station）和海滩站
（Beach Station）；入岛以
后岛内所有轻轨、接驳巴士及
返回怡丰城的轻轨均为免费

圣淘沙原岛区域主要有英比奥（Imbiah）山顶景区与海滩。英比奥山顶
景区有蝴蝶园与昆虫王国、4D 探险乐园、斜坡滑车与空中吊椅、鱼尾狮
塔等景点，海拔 131 米的 Tiger 摩天塔是你俯瞰圣淘沙岛的好地方。英
比奥山顶的景点大多需要收费，如果你要登上鱼尾狮塔从它的大嘴里俯
瞰新加坡，也需要收费。打算去以上景点的朋友可以考虑购买套票圣淘
沙欢乐易通卡（Sentosa PLAY Pass），任选 4 个景点的“精选欢乐易通卡”
为 S$44.9；包括所有景点的“一日欢乐易通卡”为 S$69.9。
详情参见： www.sentosa.com.sg/cn/sentosa-play-pass/
圣淘沙岛上的这座鱼尾狮与新加坡河边的鱼尾狮很不一样，不仅长得比
较“凶”，37 米的个头也是后者（8.6 米）的 4 倍多。这座鱼尾狮像内
部中空，可让游客乘搭电梯直达顶端以鸟瞰整个圣淘沙以及新加坡本岛
南部。
英比奥站（Imbiah Station）周边
鱼尾狮走道
24 小时
免费
鱼尾狮内部景观
上午 10 点 – 晚上 8 点 （最后入场时间晚上 7：30）；
成人 S$8 元；儿童（3-12 岁）S$5 元
圣淘沙的海滩也是值得一游的地方。其中最推荐的海滩是西乐索（Siloso）
海滩，这里的沙比较细，海岸线也比较平整。另外，只要天气好，西乐
索海滩在傍晚 6 点 30 分至 7 点左右会有一场美丽的日落，让你一天的
行程在浪漫晚霞中迎来尾声。
海滩站（Beach Station）南面
免费
如果时间允许，肚子又没有报警，海滩轻轨站边上的海之颂（Song of
The Sea）表演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景点。
海滩站（Beach Station）旁
每晚 7：40 与 8：40
标准座位：S$12；优质座位（最佳观赏角度和优先入场权）：S$15（入
岛后提早购票否则当日票很可能售罄；网上购票有 1 元订票费）
www.sentosa.com.sg/cn/attractions/beaches/songs-of-the-sea/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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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 Sentosa Express 轻轨
从海滩站（Beach Station）
到位于怡丰城 3 楼的圣淘沙
站（Sentosa Station）

18:00 - 19:30
彩色小笼包——翡翠江南 （Crystal Jade Jiang Nan）
虽然小笼包是传统的中华料理，但彩色而且美味的小笼包并不多见。怡
丰城里有两家以彩色小笼包作为招牌的餐厅，推荐尝试翡翠江南。辣牛
肉、素菜、辣鸡肉、黑松露、鲜虾、芝士、鹅肝及原味，各种颜色代表
着各种口味；每一种恰如其分地烘托出它们各自清晰可辨的味道，却又
很好地保留了小笼包原本的鲜美。所有颜色都是天然着色，不添加人工
色素。另一道有意思的菜叫“不是炒饭”，它不是用米做原料但看起来俨
然是一盘炒饭；那它究竟是什么，就等你亲自来发掘了。
怡丰城（VivoCity）#01-52
周一至周五：上午 11：30 至晚上 10：30；
周六及周日：上午 11 点至晚上 10：30
人均 S$30
彩色小笼包、“不是炒饭”、各款拉面

20:00 – 22:00
游走怡丰城
怡 丰 城 是 新 加 坡 最 大 的 购 物 商 城 之 一， 这 里 有 包 括 Zara、Esprit、
Forever 21、H&M、优衣库（UNIQLO）等在内的众多中档服饰品牌，
还有董氏（Tangs）与马莎（M&S）两大百货公司。每年 5 月底至 7 月
底是新加坡的热卖会，众多品牌都有大幅减价；圣诞前后也有各种节前
优惠、节后促销，天天都像在过节。
1 Harbourfront Walk（临近地铁站：港湾）
上午 10 点至晚上 10 点
www.vivocity.com.sg

喜欢夜生活的朋友还可以从怡丰城走去不远处的圣詹姆斯发电厂，这里
是新加坡最出名的夜店场所之一，是由建于 1927 年的新加坡第一所用
煤发电的电厂改建而成的。每周三晚是“女士之夜”（Ladies Night），
女士朋友可以享受一定数量的免费酒饮，与朋友一起 High 翻天。
3 Sentosa Gateway（从怡丰城步行约 6 分钟）
晚上 6 点至次日凌晨 3 至 5 点（每家夜店营业时间有所不同，
详情请见 www.stjamespowerstation.com 主页→ Outlets）
免费入场的夜店：MONO，Neverland II，Bellini Room
其他入场费约 S$15-25；人均消费：S$40-100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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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万花筒

深度游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汇的国家，华族、马来族、印
度族是这里的三大种族；佛教、回教、印度教是这三大种族的代表宗教。
各个民族间和谐融洽，甚至有三种宗教庙宇同时并存于一条街道的景
象，让你透过不同的文化了解新加坡多彩的人文风情。
——去哪儿城市达人祎玮（为食主义）

地铁：牛车水（Chinatown）
；
步行 2 分钟
巴士：54，124，145，
147，166，190，851

09:30
咖椰土司老字号——亚坤（Ya Kun Kaya Toast）
“亚坤”是新加坡卖咖椰土司的老字号。1944 年“亚坤”的创始人赖亚
坤（Loi Ah Koon）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家小咖啡店，之后的近
70 年里，“亚坤”以它美味的碳烤土司、生熟蛋以及咖啡享誉狮城。
与另一家同样深受食客喜爱的“土司工坊”的土司比，亚坤的土司烘烤前
加了美禄所以颜色较深、口感较脆；它的咖椰酱最早是由亚坤的妻子亲
自调制；而它的咖啡豆是亚坤用白兰他牛油（Planta margarine）和糖
在柴火上烤制而成。店里的特制咖椰酱与特制咖啡粉都有礼盒包装，可
以买回家作伴手礼（价格 S$5-10）。
101 Upper Cross Street，珍珠大厦（People's Park Centre）一楼
上午 8：00 至晚上 8：45
人均 S$5-8
咖椰土司、奶茶、咖啡

步行 2 分钟

yakun.com.sg

10:00
牛车水唐人街——珍珠坊（People's Park Complex）、宝塔街（Pagoda
Street）
每一个听说“牛车水”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新加坡的唐人街为什么有
这么奇怪的名字。这是因为 19 世纪时这一带没有自来水，水源供应是
依靠牛车拉水而来的，所以称作“牛车水”。
这里有珍珠坊、珍珠大厦（People’s Park Centre）、唐城坊（Chinatown
Point）等商场，还有摩士街（Mosque Street）、宝塔街、登婆街（Temple
Street）等古色古香的老街。走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传统华族
气息，尤其是农历新年前一个月至正月十五那段时间，整个牛车水张灯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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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彩，非常喜庆。牛车水还是一个买伴手礼的好地方，纪念品、美食、
药油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步行 2 分钟
（沿宝塔街往里走）

11:00
华族文化的狮城历史——牛车水原貌馆（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牛车水原貌馆是间经过翻新的三层店屋，也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它透过
馆内真实的图片、简介与文物，向游客讲述早期新加坡移民背井离乡苦
力生活的艰辛。
48 Pagoda Street
每天早上 9 点到晚上 8 点（最晚入场时间为晚上 7 点）
成人票 – S$10；儿童票（3 至 12 岁） - S$6
适合各年龄游客
www.chinatownheritagecentre.sg

步行 2 分钟（沿宝塔街行
至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左转

11:30
牛车水里的清真寺——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 Chulia）
真正的种族和谐，是在同一条街上可以看到 3 大宗教的寺庙，数百年来
和平共存。这条位于桥南路的“和谐线路”的起点就是詹美回教堂。

Tips 小贴士

詹美回教堂是新加坡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兴建于 1826 年。这座回教堂
的建筑风格奇特，正面好似精细复杂的宫殿，入口是典型的南印度风

为食推荐伴手礼：
1. 林志源肉干（Lim Chee Guan）
林志源是新加坡美味肉干的经典代表，是本
地人更偏爱的味道，只在新加坡有卖。
203 New bridge Road（牛车水地铁站
A 出口）或珍珠坊 #01-25（牛车水地铁
站 C 出口）
上午 9 点至晚上 10 点
每公斤约 S$45
www.limcheeguan.com.sg
2. 药油
新加坡的很多药油都是来这里的朋友们必买
的伴手礼，最出名的有红花油、千里追风油、
豆蔻油、万应驱风油等，价格在 S$5-15 左右。
可去临近佛牙寺的百年老店“冯满记”购买。
16 Sago Street（佛牙寺旁）
上午 9 点至晚上 7 点
3. 胡姬花、鱼尾狮纪念品
在珍珠坊与宝塔街有众多卖纪念品的商店，
钥匙扣、冰箱贴、胡姬花发饰衣饰、纪念币
等等，购买数量多时可以还价。

步行 1 分钟（沿桥南路向
宝塔街方向）

格，而两个祈祷大厅以及神殿却是新古典风格。虽然此回教堂大院符
合街道网格，但教堂本身面向麦加城方向。它附近的摩士街（Mosque
Street）就是因它而得名。
218 South Bridge Road
每日开放
入场免费
适合 3 岁以上的游客
为食温馨提醒：
1、进入回教堂需要脱帽、脱鞋、摘下太阳眼镜
2、男性上衣必须有领有袖，也必须穿上长裤；女性上衣必须有领，袖长
及腕，裤长及脚踝；入口处有长袍可以免费租借
3、不可食用外带食品；斋戒月（回历九月）请避免在斋戒时段（日出后
至日落前）在教堂附近进食
4、詹美回教堂里拍照免费，但每一个回教堂可能要求不同，请在拍照前
询问工作人员

12:00
牛车水里的印度庙——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
印度庙在新加坡译为兴都庙，马里安曼兴都庙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兴都教寺
庙，在殖民时期，它曾是一个重要的社区活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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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楼是整个寺庙最具特色的建筑，寺庙大门雕刻着极富色彩的印度教的诸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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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动物、人物等，高 6 层 25 米；庙宇内部的壁画和神像做工精细、栩
栩如生。这座兴都庙里供奉着马里安曼女神，她是专门驱逐霍乱、瘟疫等
传染病的女神。来这里走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却美丽的神之国度。
244 South Bridge Road
每日开放
入场免费
适合 3 岁以上的游客
www.heb.gov.sg/temples/8-sri-mariamman-temple
为食温馨提醒：
1、进入寺庙内需要脱鞋
2、寺庙里拍照与摄影需要另外收费（S$3)
3、进出兴都庙时，要先摇门上的铃铛告知神明
4、虽然印度庙里的着装没有回教堂那么严格，但建议穿着保守些，不要
穿低领、无袖和长度在膝盖以上的裙、裤

步行 2 分钟（沿桥南路向登婆
街方向）

12:30
牛车水的佛教庙宇博物馆——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nd Museum）
佛牙寺由著名禅师释法照法师设计，采用唐代的建筑风格与元素，结合
了佛教曼荼罗（坛场）的设计风格，整幢建筑恢弘壮观。寺中供奉了佛
教徒的圣物——佛牙舍利，置放在由信徒捐资打造的重达 320 千克的金
制舍利塔之中。
佛牙寺中的重要景点包括佛教文物馆、舍利馆、戒光堂——诸山长老德
像纪念馆等。
288 South Bridge Road
佛教文物馆与舍利馆每日早上 9 时至傍晚 7 时；戒光堂每日早上 7
时至晚上 7 时
入场免费
适合 3 岁以上的游客
www.btrts.org.sg

步行 2 分钟（沿桥南路至麦士
威路）

13:00
美食一口接一口——麦士威路美食中心（Maxwell Food Centre）
麦士威美食中心看起来与新加坡其它的熟食中心没有什么差别，却因为
它里面好几家出名的摊位让它名声大噪，其中包括“天天海南鸡饭”和“老

Tips 小贴士

伴豆花”。很多摊位的排队队伍都很长，繁忙时段甚至可以排上 45 分钟。
如果一个人单独前往，那必点的就是天天鸡饭，它曾在 2013 年与“地狱

天天海南鸡饭（10 号摊）：上午 11 点至晚
上 8 点；周一休息
真真粥品（54 号摊）：早上 5：30 至下午 2：
30；周二休息
老伴豆花（91 号摊）：上午 11：30 及下午 6：
30（两批，售完为止）；周日与公定假日休息
金华鱼片米粉（77 号摊）
：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30；周四休息

厨神”戈登 • 拉姆齐（Gordon Ramsay）现场比拼厨艺时获胜。由于每
天出售的数量有限，卖完即关店，所以不建议晚餐时间去。而至于“老伴
豆花”则是让新加坡人疯狂排队的另一个招牌，豆花的口感非常特别。符
不符合你的口味，尝尝就知道了。
1 Kadayanallur Street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

26

早上 8 点至晚上 10 点
S$4-8

步行 2 分钟至 Tg Pagar
Road 的 Opp Fairfield
Meth Ch 车站（站台号
05271）；巴士 80 或 145
路 至 Stamford Pr Sch 站
（共 8 站，约 20 分钟）

14:30
宏伟壮观的回教堂——苏丹回教堂（Masjid Sultan）
壮观的苏丹回教堂拥有宏伟的金色穹顶以及宽敞的祈祷堂，是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的地标，也是新加坡回教信徒们的集中点。回教堂
最初于 1824 年由新加坡首位苏丹东姑胡先（Sultan Hussain Shah）在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之下修建而成，在百年庆典时翻新后原貌保留至今。
如果时间有限，需要在詹美回教堂与这座苏丹回教堂间选一个入内观赏，
更为推荐这座。
3 Muscat Street
每日上午 9：30 至 12 点；下午 2 点至 4 点（周五只有下午开放）
入场免费
适合年龄 3 岁以上的游客
www.sultanmosque.org.sg

步行

15:00
马来族皇室的旧时风采——甘榜格南（Kampong Glam）
甘榜格南曾经是马来皇族活动娱乐的中心地，它的名字源于一种生长在
热带沼泽旁的一种树木——格南树（也称为千白层树）。甘榜格南的一
个景点是马来传统文化馆 （Malay Heritage Centre）。它曾经是苏丹
王宫（Sultan’s Palace），现在辟为文化馆，通过文物和立体模型来展
示新加坡马来人的文化和遗产。到访甘榜格南最好的时机是回历斋月，
届时这里会有很多文化表演，让你深深感受到热情洋溢的节日气氛。
马来传统文化馆
85 Sultan Gate
早上 10 点至下午 6 点
成人 S$4 元，家庭（最多 5 人）S$12，学生及 60 岁以上成人
（须出示证件）S$2，6 岁以下儿童免费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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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 3 岁以上的游客
www.malayheritage.org.sg
步行 2 分钟（经阿拉伯街
Arab Street）

15:30
嬉皮士的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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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说不清是什么
原因，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与年轻的创业者进驻到这条小巷，让
它慢慢成了一条自成特色、小资又嬉皮的个性艺术长廊。这里有本地设
计师的精品店，有特色服装店，有收集爱好者的“宝物店”，和各种另类
充满创意的“潮”店。除此之外，哈芝巷还有一面巨大的涂鸦墙让它在新
加坡众多大街小巷中独树一帜。
这条彩色小巷适合下午三点以后来，因为这时店面才陆续开门，而众多酒
吧晚上才开，所以夜幕降临时它会更加热闹。你也可以顺道去边上的阿拉
伯街走走，这里有很多中东水烟店，是很多年轻人消遣午后时光的好去处。

步行 5 分钟至武吉士（Bugis）
地铁站；
地铁绿线 – 政府大厦（City
Hall）转红线 – 索美塞
（Somerset）

适合年轻人、小资、嬉皮士、摄影爱好者及麻豆们。

17:00 – 21:30
从传统走到现代——满目琳琅的乌节路（Orchard Road）
乌节路购物与美食天堂，数不尽的中档与高档品牌，尝不完的各色料理。
不同的商场有着不同的亮点。在新加坡大热卖期间，乌节路上处处都是
打折的招牌；在圣诞前的一个月到年底，整条乌节路上会有数不清的圣
诞树，看不尽的彩灯与装饰，让没有雪的热带圣诞节同样缤纷美丽。

推荐路线：从索美塞（Somerset）地铁站往乌节（Orchard）地铁站行走，
经过 313@Somerset → H&M → 义安城（Ngee Ann City）→ ION
Orchard → 董氏大厦（Tangs）→百利宫（Paragon）
313@Somerset
313 Orchard Road
推荐商店：
◆ Forever 21（服饰；旗舰店；1-3 楼）
◆ Zara（服饰；1-2 楼）
推荐餐厅：
◆ Brotzeit German Bier Bar & Restaurant： 德 国 料 理；1 楼； 人 均
S$30；推荐佳肴：德国香肠、德国猪肘（Pork knuckle)
◆ Marche Restaurant & Natural Bakery： 欧 洲 料 理；1 楼； 人 均
S$15 ～ 25；推荐佳肴：瑞士薯饼（Rösti）
◆ 大食代（Food Republic）：美食中心；5 楼；人均 S$6
H&M
1 Grange Road
上午 10 点至晚上 10 点（周五、周六延长至晚上 11 点）
义安城
391 Orchard Road
上午 11 点至晚上 9：30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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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商店：
◆ 纪伊国屋书店 Books Kinokuniya（#03-09/10/15）
◆ Ladurée Boutique（著名法国小圆饼店；可作为伴手礼；#02-09）
◆ Tiffany & Co.（#01-05/06 & #02-05/06）
推荐餐厅：
◆ Sushi Tei（日本料理；#05-30/31；人均 S$25；推荐佳肴：各式刺身、
各类纸锅）
◆ 翡翠拉面小笼包（中华料理；#04-27；人均 S$20；推荐佳肴：小笼包、
各式拉面、赛螃蟹）
ION Orchard
2 Orchard Turn
上午 10 点至晚上 10 点
推荐商店：
◆ ALESSI（意大利精品设计厨具；#04-23）
◆ DAISO（日式 2 元店；#B4-47）
◆ 林志源肉干 Lim Chee Guan（可作为伴手礼；#B4-37）
推荐餐厅：
◆ Itacho Sushi（日本寿司；#B3-20；人均 S$15 ～ 25；推荐佳肴：各
款新鲜寿司）
◆ The Soup Spoon（西式汤品三明治；#B3-18；人均 S$12）
◆ 御宝粥面专家 Imperial Treasure Noodle & Congee House（中华
料理：人均 S$15 ～ 20；推荐佳肴：肠粉、粥、流沙包）
董氏大厦
310 Orchard Road
周一至周六上午 10：30 至晚上 9：30（周五延长至晚上 11 点）；
周日上午 11 点至晚上 8：30
此百货商场的折扣往往比义安城的冈山高岛屋（Takashimaya）商场高
推荐餐厅：
卡卡圈坊 Krispy Kreme（世界著名甜甜圈；可作为伴手礼；S$2.6/ 个）
百利宫
290 Orchard Road
每日上午 10 点至晚上 9 点
推荐商店：
◆ Muji（生活概念店；#04-36/38）
◆ 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玩具店；#06-12/18）
推荐餐厅：
◆ 三盅两件 Soup Restaurant（中华料理；#B1-07；人均 S$25；推荐佳肴：
三水姜茸鸡、马蹄蒸肉饼、各类汤品）
◆ Kaffir & Lime by Thai Express（ 泰 国 料 理；#B1-45/46； 人 均
S$20；推荐佳肴：泰国炒河粉、冬阴功汤、芒果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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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桃花源

有氧之旅
见识过华丽的滨海湾、缤纷的传统文化、欢乐的圣淘沙，来新加坡的
另一种玩法是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放慢脚步，卸下一切包袱，安静地
用心聆听大自然最质朴的声音，让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与顽皮可爱的
野生动物陪你度过轻松的一天。
——去哪儿城市达人祎玮（为食主义）

（周末特别版）巴士路线：
7、75、77、105、106、
123、174、564；
临近车站：东向 Opp Pierce
Rd（站台号 11209）；西向
CSC Dempsey Clubhse（站
台号 11201）；下车后沿
Dempsey Road 靠左步行上
山（约 10 分钟）

10:30
到孙燕姿最爱的餐厅吃早午餐——PS. Cafe
登普西山（Dempsey Hill）位于新加坡的使馆区附近，绿荫环绕、闹中
取静。它在殖民地时期曾是英国军营地，如今，登普西山的外表保留了
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黑白建筑，内部早已被各种特色餐厅所占领，成为
新加坡最火热的餐饮休闲区之一。
谁说旅游一定要早起赶场子？如果你正好遇上周末，何不来登普西山呼
吸一番新鲜空气，在孙燕姿最爱的 PS. Cafe 享受一顿时下广为流行的早
午餐（brunch）。
这个只在周末才有的早午餐菜单，每星期都是座无虚席。PS. Cafe 以西
式早餐为主，它的班尼迪克蛋（Eggs Benedict）、乳蛋派（Quiche）、
蛋糕等都是这里出名的餐点。如有 4 人或以上同行，可以点一份 S$15
的松露薯条，一大盘飘着松露油香的薯条，让你可以边吃边聊甚至遗忘
了时间。
28B Harding Road （请勿与 #23 的 Chopsuey Café 混淆）
周六、周日上午 9：30 至下午 6：30（最后点餐下午 4 点）
S$30
班尼迪克蛋（Eggs Benedict）、芝士焦糖洋葱乳蛋派
（Cheese & Caremelized Onion Quiche）、各式蛋糕

巴士路线：7、75、77、
105、106、123、174；
临近车站：东向 S’pore
Botanic Gardens（站台号
13019）；西向 Opp S’pore
Botanic Gardens（站台号
13011）；从植物园 Tanglin
入口进入

www.pscafe.com

10:30
与植物一起开始美丽的一天——Food for Thought
如果你赶上了非周末，另一个早午餐的选择是新加坡植物园里以生态为
主题的餐厅 Food for Thought。这里有简约的风格，清新的环境，每
张餐桌中间还有植物相衬，是真正地“与植物一起开始美丽的一天”。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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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for Thought，取名源自其背后的经营理念。餐厅的老板致力于为
弱势群体服务，他们曾创办过为弱势群体学生服务的补习中心，他们把
餐厅的部分收入贡献给第三世界国家饮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他们相
信“美味的不需要是昂贵的”，更坚持用善良的初心感染每一位顾客。所
以这里的食物不以华丽取胜，却充满美味，价格与环境都很亲民。来到
这里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感 。
1 Cluny Road #B1-00，新加坡植物园东陵入口
每日早上 8 点至晚上 9 点
S$15
薯球（Hash Browns）、蒜香蘑菇（Garlic Mushrooms）、
美式炒蛋（Scrambled Eggs）、香肠（Sausages）
若从 PS. Cafe 前往植物园，
下登普西山后沿荷兰路往东
步行 12 分钟即到东陵入口

12:30
新加坡最天然与古老的公园——新加坡植物园（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新加坡植物园占地 74 公顷，园内有两万多种亚热带及热带的奇异花卉
和珍贵的树木，辽阔的视野加上与阳光、湖水的亲密接触，让植物园比
另一条线路中的滨海湾花园多一份浑然天成的美丽。
植物园分为靠近荷兰路（Holland Road）的东陵区（Tanglin Core）、
中央区（Central Core）及靠近武吉知马路的武吉知马区（Bukit Timah
Core）。每个区域都散布着各种珍奇树木，还有包括姜园、兰花园、雾室
（Tan Hoon Siang Misthouse）、凤梨馆（Lady Yuen-Peng McNeice
Bromeliad House）等颇具特色的景点。如果时间有限，推荐首先游览东
陵区与中央区。
1 Cluny Road
适合各年龄游客；全家出游
www.sbg.org.sg
开放时间
主园：每日早上 5 点至午夜 12 点
国家兰花园：每日早上 8：30 至傍晚 7 点（最后售票下午 6 点）
康复花园：每日早上 5 点至晚上 7：30（周二休息）
儿童花园：每日早上 8 点至傍晚 7 点（周一休息）
园区门票
国家兰花园：成人 S$5，学生及 60 岁以上成人 S$1，12 岁以下儿童免费
植物园及其它园内景点均为免费
推荐景点
1. 东陵区：天鹅湖（Swan Lake）——从阿姆斯特丹来的一对疣鼻天鹅
栖息在这里，享受植物园的静谧
2. 东陵区：音乐亭（Bandstand）——新加坡植物园的地标，20 世纪 30
年代时是军队乐队用来演奏的地方，是植物园的绿海中一颗雪白的明珠
3. 中央区：国家兰花园（National Orchid Garden）——植物园中最重
Qunar 官方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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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景点，向游客呈现新加坡国花——兰花及其家族成员的芬芳奇艳
4. 中央区：热带雨林（Rainforest）——这处小型热带雨林不是后来种
植的，它的年代比植物园还要久远。树林丛中有一个步道，让你惬意地
漫步林间享受热带雨林的气息
5. 中央区：交响音乐湖（Symphony Lake）——湖上有一个贝壳状的
邵氏基金交响乐台，如果凑巧，可以看到由新加坡交响乐团或新加坡华
乐团演奏的免费音乐会
6. 武吉知马区：儿童花园（Jacob Ballas Children's Garden）——亚
洲第一个儿童花园，用充满童趣的环境寓教于乐，让小朋友们不寂寞

16:00
新加坡最负盛名的酒店——莱佛士酒店及购物长廊（Raffles Hotel and
Shopping Arcade）
这家以新加坡创始人莱佛士伯爵命名的酒店，曾经是一位阿拉伯商人的
住处，之后虽然被改建成酒店，但不论是外观还是客房，都保留了殖民
時期的特色。走进莱佛士酒店仿佛翻开了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这里安
静中透着庄严，每一道墙每一扇门，仿佛都可以带你穿越时光，回到殖
民时期那段沧桑的岁月。
酒店的 Long Bar 是新加坡特色鸡尾酒“新加坡司令”的发源地，如果有时
间，不妨去 Long Bar 坐坐，品尝一下最正宗的新加坡式鸡尾酒。此外，
酒店购物长廊（Shopping Arcade）里有很多高档品牌精品店，虽然价
从植物园东陵入口前往：
巴士路线 77、106：S’pore
Botanic Gardens（站台号
13019）至 Raffles Hotel（站
台号 02049），共 11 站（约
20 分钟）

格不菲，但不少带着浓郁民族风的商品非常值得你走进店里一饱眼福。
1 Beach Road
全天开放
www.raffles.com/singapore
Long Bar
早上 11 点至凌晨 00：30（周五、周六延长至 01：30）
新加坡司令（原味）S$26
www.raffles.com/singapore/dining/long-bar

从植物园儿童花园入口前往：
穿过武吉知马路（Bukit
Timah Road），约 2 分
钟 → 巴士路线 171：After
College Green （站台号
41029）至 Raffles Hotel（站
台号 02049），共 18 站（约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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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至酒店北角

16:30
情调与美味兼得——Halia @ Raffles Hotel
与莱佛士酒店的静谧相衬，Halia 的环境在宁静中保留了一份经典与朴
实。餐厅的招牌菜是辣椒螃蟹意面，用货真价实的蟹肉和口味正宗的辣
椒螃蟹酱拌以意大利面，让意面充分吸收辣椒螃蟹的鲜美，完美的中
西合璧。另一道必点菜肴是 Halia 里最受欢迎的菌菇千层饼（Celeriac
“Lasagna”），你无法想象完全素食的一道菌菇可以这么美味，还没开
口尝就已经被它的菌菇香打败，尝在嘴里更会被它的鲜美多汁和丝滑口
感俘虏。
1 Beach Road, #01-22/23 莱佛士酒店
早上 11：30（周六、周日及公定假日提早到 11 点）至晚上 11 点
人均 S$35
thehalia.com/raffles
为食推荐：
辣椒螃蟹意面（Halia Chili Crab）、蘑菇千层面（Celeriac “Lasagna”）、
薯条点松露蛋黄酱（Potato Fries with Truffle Aioli & Piquant Mayo）、

步行至美芝路（Beach
Road）邵氏豪华大厦外的 B04
（01629）巴士站；等待 18：
38 的快捷巴士（约 5 分钟）

真空烤鸡腿肉（Sous vide Baharat Chicken Leg）

18:20
奇妙的夜间丛林探险——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Night Safari）
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是世界上第一座夜间动物园，如果说白天的动物
园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那夜晚的动物园必当是一番你不曾见过的神
秘风采。夜间动物园分为 7 个区域，有游览车和步行两种游园方式。这
里的动物并没有被栅栏围住，而是采用溪流、岩石、树干等作为天然屏障，
对于动物来说更为人道，对于游客来说更为精彩刺激。
80 Mandai Lake Road
适合各年龄游客；全家出游
www.nightsafari.com.sg/ch
交通：
公共巴士与地铁：夜间动物园地理位置较偏，从市区前往耗时 1.5 小时
左右，不推荐使用
出租车：从市区打车预计费用 S$25（如有 4 位成人同往，仅比乘搭快
捷巴士贵 S$5）
快捷巴士：成人每程 S$5，儿童每程 S$2.5
巴士穿梭于乌节路、小印度、武吉士、新达城、牛车水等区域，直达夜
间动物园，方便快捷。
具体线路与时间详见： www.nightsafari.com.sg/ch/visitor-info/howto-get-here-3.html
开放时间
◆ 每日晚上 7：30 至午夜 12 点
◆ 餐馆和零售商店每天下午 5：30 开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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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门票

Tips 小贴士

◆ 成人 S$35；3-12 岁儿童 S$23；3 岁以下儿童免费
从园区入口附近出发
周五、周六及公定假日前夕会有“狮子和老
虎喂食时间”，如果你正好赶上了，千万别
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狮子：晚上 8 点及 9 点；花豹小径“狮子了
望台”
老虎：晚上 8：30 及 9：30；东站小径“马
来亚虎展区”

步行

◆ 游览车费用已包括在门票中
◆ 如你还有计划在他日参观日间动物园、裕廊飞禽公园（Bird Park）
或 河 川 生 态 园（River Safari）， 可 以 购 买 套 票。 详 情 请 见：www.
nightsafari.com.sg/ch/visitor-info/park-hopper-specials.html
◆ 门票可在网上购买：
eticketing.nightsafari.com.sg:83/SafariBooking.aspx（英文）

19:30 ～ 21:00
徒步探险小径
夜间动物园里有 4 条步行小径，让你步行于丛林中，近距离接触动物们，
看神秘动物在你头顶飞过，这必将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探险之旅。

推荐行走路线（顺时针）为：渔猫小径、花豹小径、东站小径、沙袋鼠小径。
渔猫小径：主要的景点是渔猫展区，看渔猫怎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
入水中抓捕猎物。此外，还有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塔尔羊、濒临灭绝的穿
山甲、带着爆米花气味的熊狸等着迎接你的到来。
花豹小径：夜间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步行小径。两个步入式展区让你近距离
接触凶猛的猫科动物们——为了避免你腿软，这个展区是有安装玻璃窗的。
东站小径：亚非两洲的交汇点，从花豹小径走来还惊魂未定，这里又有
凶猛的马来亚虎与让人闻风丧胆的斑鬣狗，黑夜星空下一波接一波的惊
险探寻，让你对这个神奇的动物世界流连忘返。
沙袋鼠小径：一个新开辟的景点，以澳洲内陆和高原森林为主题，把迷
人的澳洲夜间野生动物呈献于你眼前。
圆顶剧场

21:30
《夜晚的精灵》动物表演
这是一个历时 20 分钟的高度互动表演，园里数种夜行动物将展现它们
自然和独特的举止与技能，把荧屏上的“动物世界”真实地展现在你面前。
几乎每一个来夜间动物园的游客都会看这个表演，所以一定要提前 30
分钟入场以确保有座位。
晚上 7：30、8：30 及 9：30；周五、周六及公定假期前夕
加 10：30 场

游览车总站（近园区入口）

22:00 ～ 22:45
游览车穿越 7 大版块
你可以坐着游览车穿越黑暗的丛林，听导游告诉你各种有趣的动物知识，
沿途拜访猛虎、懒熊、大象、鬣狗、斑马、豺、野牛等等夜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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