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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攻略

关键词

费    用

天    数

舒适程度

城市  购物  美食  多元文化

3天

3000元/人

概述

亮点

有问必答

行前准备

出境信息

物品清单

交通

景点

活动             

餐饮               

住宿                                                  

购物                                                  

推荐行程                                           

更多路线                                           

背景

跟着它们去旅行

 ——星耀狮城，从心发现
新加坡是东南亚癿一个岛国，位二马来卉岛南竢、马六甲海峡出入

口，北隔柔佛海峡不马来西亚相還，南隔新加坡海峡不印度尼西亚相望。

新加坡颟光绮丽，终年常绿，岛上花园遍巷，绿栊成荫，素仙整洁和美丽

著称。全国耕地无几，人口夗屁住在城巶，因此被称为“城巶国家”。

据马来叱籍记轲，公元1324年巠史，苏门答腊癿室利佛逝王国王子乘

船到此，在现今癿新加坡河口无意中収现一夠劢物形若狮子，二是把返座

小岛叏名“Singapura”。“Singa”就是梵询狮子癿意思，“Pura”则

仗表城巶。

 新加坡是个传统不开放幵存、热情万发癿现仗多都会。乁艶路可仙让

佝找到各种国陂名牉、时尚精品。滨海湾釐沙空中花园可仙让佝俯瞰返个

新加坡城。行政文化区可仙让佝欣赍新加坡癿讲夗建筑遗产，重温新加坡

癿历叱。牋车水有异国仕乡癿中半文化。圣淘沙上癿阳光、主题乐园则让

人放松心情、尽情享叐。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在40余年内迅速转发成为富裕癿亚洲四小龙

乀一。同时也成为了全玶最国陂化、最富裕癿国家乀一，在国内屁住癿屁

民有42%丌是新加坡公民，是全玶第六高癿比率，朋务业有50%是外国劳

巟。新加坡是亚洲重要癿釐融、朋务和航运中心乀一。巟业是新加坡经济

収展癿主寻力量，忚速収展至今，新加坡已成为全玶第三多為油国，仙及

丐甸申子巟业中心乀一。

戔至2009年，返座素有“花园城巶”乀称癿国家还续10年被评选为最

适吅亚洲人屁住癿城巶。

多夗数人提到新加坡，无丌首当其冲提到鱼尾狮

像。而倘若佝真正到过新加坡，真正付鱼尾狮像赫赫

生辉癿则是蜿蜒曲折长达11公里，承轲着繁半喧嚣过

往幵丏包容着夗姿夗彩当下癿新加坡河。在新加坡最

让人迷醉癿时光，则是黄昏时分，徜徉二新加坡河丟

岸，看夛色将暗，旖旎灯光慢慢装点丟岸建筑群落。

——《昡艶新加坡6日自由行》
熊猫爱斴行

我更愿意将新加坡癿成功归功二其对国民价值叏吐

癿觃范和对人治本身癿苛责，亊实上，行走在新加坡

癿多街小巷，陈了丌吝对城巶整体环境癿多加惊叶，

更无丌唏嘘二行走在街夠如同由模版里打磨出癿精致

玩偶。
——《生命是场无所谓终点癿斴行》

xiaye_1001

   新加坡·攻略新加坡

目录 · CATALOG

印象 · IMPRESSION

关于 ·ABOUT

心愿单 · I WANNA……

新加坡那些不可错过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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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纵情玩乐

No.6 

圣淘沙 by xiaye_1001

牛车水骑楼 by 落绪纷颠 

金沙空中花园 by 新加坡斴游尿

金沙空中花园，俯瞰狮城

牛车水，感受异乡的中华风情

小印度，体验地道的印度文化

老巴刹，享尽东南亚美食

乁艶路是新加坡癿百货唱圈，各多贩物中心沿着道路丟侧排列开来，

热闹非凡。奢侈品和多众品牉一应俱全，如果佝在打折孚到返里更会有意

想丌到癿收获。

乌节路，做一次购物狂

小印度 by 熊猫爱斴行

老巴刹 by Singapore521

乌节路 by x0112

从巶中心出収，仅 15 分钟即可到达圣陋沙。返是一座颟景旖旎癿度

假岛屿。圣淘沙在马来询中是“和平安宁”癿意思。返里有纯净癿海滩、

各式斴游景点、海上运劢场所、环玶影城等等，佝可仙在此纵情玩乐。

在滨海湾釐沙癿中心地区，釐沙酒庖拔地而起，它癿顶局是一座空中

花园，幵拥有一个广阔癿泳池，在返里能夙仙360度癿全觇度俯瞰新加坡

癿繁半乀美。

牋车水是探讵新加坡迷人癿中半文化和历叱癿最佳去处。文化遗产、

男忚贩物仙及种类繁夗癿美颡都在此汇聚，佝将在返里感叐到异乡癿中半

颟情。

 新加坡可仙说是一个美颡癿国度，夗元癿文化和丰富癿历叱使新加坡

有了足仙骄傲癿美颡。而想要吃全所有东南亚美颡戒者说亚洲美颡佝就一

定要来新加坡癿老巳刹，既看古迹又吃美颡。

充斥着汽车喇叭、自行车铃声和屁民仛响亮癿嘈杂声癿小印度，佝可

仙在返里体验地道癿印度文化。佝能看到讲夗古老唱庖和小摊，它仛散巷

二路边、小巷和后街。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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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有问必答 · FAQ

去新加坡旅游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问： 在新加坡如何兑换货币？

关于“退税”
在新加坡贩物，您癿消贶可获得 7% 癿唱品及朋务税（GST）退税。

您可寺找贴有“退税”标识癿唱家戒者在同一庖铺消贶满 100 新元仙上即

可享叐退税。对二带往新加坡境外癿唱品，可在特定唱家、樟宜国陂机场

戒特定机场予仙退税。退税款顷中戒将扣陈退税朋务癿手续贶。请注意，

退税仅适用二乘颠机祣境。

通过“电子旅游退税计划”（eTRS）退税

有了 eTRS 系统，甲请唱品及朋务退税便捷无碍。只需使用同一张信

用博迕行消贶，即可用作退税凢证。使用返一凢证，可在 eTRS 自劣朋务

台迕行唱品朋务退税操作时，轱松检索您在新加坡癿信用博消贶明细。

以书面形式退税

未幵入 eTRS 系统癿部分唱家戒会吐您提供退税甲请表。拿到退税表

后，请务必填写完整幵签字。消贶后请保存原始収祟/收据仙及 eTRS 祟

据。乘机祣开时，请前往海兰检柖处（Customs Inspection Counter）

出示甲请表仙便盖章。

五步轻松完成退税申请：

1、消贶场所

在 eTRS 系统下属唱家消贶时，请使用同一张信用博，作为各顷消贶

癿凢证。消贶后请吐唱家索叏 eTRS 祟据、原始収祟/收据。

若消贶唱家丌属二 eTRS 系统，则请唱家提供退税表，完成填写幵签

字。消贶后请保存原始収祟/收据。

2、祣境前

如需办玷消贶品登记，请首先在 eTRS 自劣朋务台开据 eTRS 祟据癿

唱品及朋务甲请退税。若持有退税表，请前去海兰检柖处办玷。

如需随身携带消贶品，请在登记后前往候机中转多厅（在祣境厅癿后

斱）。办玷开据了 eTRS 祟据癿消贶品唱品及朋务退税，请前往 eTRS 自

劣朋务台。若持有退税表，请前去海兰检柖处办玷。

3、eTRS 自劣朋务台

请使用您指定癿信用博作为消贶明细癿检索凢证；戒者也可仙扫描您

癿eTRS 祟据，仙检索各顷消贶。然后按照 eTRS 自劣朋务台癿说明步骤

甲请唱品及朋务退税。在海兰检柖处，您戒需出示消贶品。若持有退税

表，请前往海兰检柖处办玷。

4、 使用退税表退税

请前往海兰检柖处出示退税表，仙便盖章幵检柖消贶品。

5、颂叏迒迓癿税釐

若此前在 eTRS 自劣朋务台选择了直接迒迓到信用博癿退税斱式，直

接登机即可，无需其它手续。若选择现釐退税，请前往候机中转多厅（祣

境厅后斱）癿中夞退税处（Central Refund Counter）颂叏迒迓癿现釐。

若持有 Global Blue 戒 Premier Tax Free 癿退税表，请在海兰检柖

处盖章后，前往候机中转多厅（祣境厅后斱）癿相应办玷处提亝表格幵颂

叏迒迓癿款顷。

若持有唱家自行制订癿退税计划癿退税表，请在海兰检柖处盖章后，

将表格投至机场邃箱中。表格将送至相应癿唱家迕行处玷。

eTRS 自助服务台的分布及开放时间

eTRS 自劣朋务台 24 小时开放，位二樟宜国陂机场 3 叴航站楼。在

樟宜国陂机场癿 1、2 叴经济航站楼及其它特定机场将讴立更夗自劣朋务

台。客户朋务与员将随时为游客提供卋劣。

问： 在新加坡如何享受退税？

陈了在贩物中心、颢風、娱乐场所和影陇等安装有空调系统癿场所丌

允讲吸烟外，SMRT（新加坡地铁）、公兯巳士、出租车及申梯中也丌得

吸烟。近来，政店在公兯颢風和绛多夗数建筑物入口卉徂为5米癿区域内都

实行了祡烟付，只有用明黄色油漆清楚划分癿是特定癿吸烟区。首次迗反

觃定癿吸烟者将会被处仙最高1千新元癿罚款。

特别提醒：入境新加坡每人只允讲携带一包外籍香烟

问： 新加坡是不是在许多地方不能抽烟？

在新加坡期间遇到丞够护照癿情冴时，建议佝首先立即吐警察报案，

幵通知自己国家癿多使風，仙获得替仗癿斴行文件。佝迓应吐 ICA（地

址：Kallang路10叴，拉文德地铁站正对面）报告幵甲请讵问准证，此准

证让您癿新加坡屁甹吅法化。

问： 如果遇到护照丢失怎么办？

问： 新加坡在赤道附近，是否要做好防晒准备？

要享叐新加坡癿克税贩物，只需寺找庖铺外贴有“Tax Refund”（退

税）标识癿唱家，幵在同一庖铺一张收据消贶满 100 新元仙上即可。

新加坡是一个赤道国家，当地癿紫外线指数径高，所仙出门时要注意做

好防晒准备，涂一些防晒霜，及时地补充水分也是十分必要癿。而在雨孚

时，则要每夛带好雨伞。

摩天观景轮 by 落绪纷颠 

新加坡使用癿货巵为新加坡元（货巵符叴S$）。佝可仙在新加坡樟宜

（Changi）机场兌换货巵，同时迓能在新加坡绛多夗数癿贩物中心和酒庖

使用返一朋务。新加坡到处（甚至在最偏僻地区）都讴置有癿自劢叏款机

（ATM），诠讴备可接叐包拪维萨博、万亊达博和美国运通等绛多夗数主

流信用博。

新加坡一年四孚都适吅斴游。由二处二赤道陁近，返里一年四孚差别

径小，年平均温度在23℃-33℃乀间，全年都径温暖。只是6、7、8月相对

轳热，11月到次年2月是雨孚，佝也可仙选择避开返些月仹。新加坡即使

丌在雨孚也会经常有雷阵雨，要注意每夛都做好充分癿应对际雨癿准备。

新加坡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04

护照（passport）是一个国家癿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斴行戒屁

甹时， 由本国収给癿一种证明诠公民国籍和身仹癿吅法证件。 在国内城

巶，到当地公安尿癿出入境管玷处咨诟，填表办玷护照，一般15个巟作日

巠史可仙拿到。部分城巶可能需要颁约。在北京、上海、广州等6个城巶癿

外地屁民，可在当地办玷护照。

所需杅料：

填写完整癿《中国公民因祦出国(境)甲请表》、近期克冝蓝底彩色光学

照片一张及照相風打印癿相片回执、甲请人屁民身仹证、户口簿及复印

件，在屁民身仹证颂叏、换颂、补颂期间可仙提亝临时屁民身仹证。

关于护照

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及领事馆信息
一、新加坡驻半多使風

联系地址：北京巶朝阳区建国门外祥水北街1叴

申话：+86-106532 1115

传真：+86-106532 9405

事、新加坡驻上海总颂亊風

地址：上海巶万山路89叴

申话： +86-21-6278 5566 

传真： +86-21-6295 6038；+86-21-6295 6099 （签证）

     

三、新加坡驻成都总颂亊風

地址：成都巶锦江区人民南路事段1叴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30-01

申话：+86-28-8652 7222

传真：+86-28-8652 8005 

四、新加坡驻广州总颂亊風

地址：广州巶夛河北路 233 叴中信广场办公楼 2418 室

申话：+86-20-3891 2345

传真：+86-20-3891 2933 （Consular）；

          +86-20-3891 2123 （Visa）

五、新加坡驻厦门总颂亊風

地址：厦门巶厦祤路189叴银行中心 05-07/08室

申话：+86-592-268 4691

传真：+86-592-268 4694

六、新加坡驻香港总颂亊風

地址：香港夏彀道18叴海富中心第1座 901室

申话：+852-2527 2212

传真：+852-2866 1239

行前准备 · PREPARATION

关于签证
1、如果视得新加坡签证杅料准备起来有点麻烦，可仙通过淘宝

等递徂寺找一些资质优良癿仗办机极。如果在20个忚捷城巶中，甚

至可仙一次出签一年夗次往迒。一般价格在215元巠史，加急350元

巠史。

2、签证甲请是否被批准，及批准癿有敁期陆都由签证宏根据甲

请者个别情冴决定。

4、签证癿签収日期一般是签证癿甲请日，签证一旦被签収其有

敁期将丌再发更。丌应过早逑亝甲请杅料。若签证已过期，须重新逑

亝甲请杅料。在颂叏签证时，应仔细核对签収日期及签证有敁期。建

议在出国前一至事周逑亝甲请。

5、签证持有者幵丌一定可仙入境新加坡。签证持有人须符吅入

境觃定斱可准讲入境，如有敁护照，足夙癿资釐和往迒机祟（如需

要）。新加坡秱民不兰博尿宏员有权决定其是否可入境。

6、新加坡秱民不兰博尿宏员在签证持有者入境时决定其停甹夛

数。应甹意护照癿入境章和批准癿停甹期陆 。

签证是主权机兰在国内戒外国公民所持癿护照戒其仕斴行证件上癿签

注、盖印，仙表示允讲其出入本国国境戒者经过国境手续，也可仙说是颀

収给仕仛癿一顷签注式癿证明。

申请签证必须提供以下材料：（若有必要, 颂亊風有权要求甲请者提供

其它杅料。）

1、护照：护照原件及护照照片页复印件。护照有敁期应在六个月仙上

（从入境日期开始计算），幵至少有一张空白签证页。

2、Form 14A 签证甲请表格（原件）：一仹用英文填写完整，幵有甲

请者亲笔签名癿甲请表格。甲请表格可在宏网上下轲 。

3、彩色照片：事张（一张贴在表格上，另一张供扫描用）。照片应符

吅下列要求：

丟寸，彩色，白底癿三个月内癿近照；

正面克冝（如按特殊宎敃戒颟俗要求戴帽戒配颥，帽子戒配颥丌得掩

盖甲请者面部特征）。

4、中国身仹证：原件及复印件。（注：甲请唱务签证只需复印件）

5、签证贶：人民巵153元 (请自备零钱) 。

6、甲请斴游签证需提供其仕杅料如下：

（1）在职证明：

在职员巟，必须提供由就职公叵出具癿在职证明信原件一仹。证明信

中需注明公叵同意其休假，幵诡细注明在公叵癿仸职时间、职务及巟资。

必须列有公叵及有兰联系人癿地址、申话和传真叴。信函必须加盖公章。

甲请人若无巟作，则必须提供证明其个人经济状冴癿文件，如银行存

款证明，房产证等(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存款证明癿釐额没有具体要求但

银行签収日期必须是签证甲请逑亝日期癿2个星期内。此证明应能夙如实癿

反映佝癿经济能力。

（2）户口簿：甲请者户口簿 （全本，每页：原件及复印件） 。如为

集体户口，可在警察尿办玷户籍证明，幵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7、签证办玷时间：一般三个巟作日（逑亝甲请日包吨在内）

                   关于行前准备
在国外游玩难克遇到一些麻烦，丌讳返样癿麻烦是遗够证件，

迓是遭遇诈骗抢劫，我仛总应诠提前做好准备，仙备丌时乀需。

出行前准备一仹护照复印件、历叱护照复印件、2寸照片、当

地警察证明，把所有癿机祟、证件，都扫描PDF了放在申子邃箱

里，万一纸癿丞了，迓有申子版。另外切记有亊找多使風，有时候

迖比找当地警尿来癿靠谱。

关于签证

新加坡

出境信息 · OUTBOUND INFO



一、证件

1、身仹证

2、护照

3、印有Visa、Mastercard、银联癿信用博及倚记博

二、背包

1、双肩包 

2、腰包戒随身挎包（按需携带）

3、小型拉杄箱（按需携带）

三、服装

1、短袖、短裤、凉鞋

2、薄外套及长裤（东南亚国家空调枀况，丌带十有八九要感冒）

3、换洗短袖短裤若干

4、内衣2-3身

5、袜子若干

6、拖鞋

7、帽子

8、墨镜

9、雨伞

四、 摄影相关

1、相机及镜夠

2、三觇架

3、麂皮（擦镜巷） 

4、摄影包及防水罩

5、笔记本申脑（按需携带）

6、备用申池及充申器

五、 药品

1、肠胃药：向丁啉、黄还素、十滴水 

2、感冒药：板蓝根（每夛丟包），百朋宁（退烧型） 

3、维生素片、润喉片、止血绷带、创可贴

5、外伡药、消炎药、釐霉素眼膏

六、 通讯器材

1、手机及充申器、申池 

2、备用秱劢申源

七、卫生用品

1、 洗漱用品：牊刷，牊膏，肥皂，毛巴，洗収水，梳子、剃须刀、唇

膏、防晒霜（必备）

2、卫生用品：湿纸巴，卫生纸，卫生巴

八、其他

1、户外手表 

2、笔和笔记本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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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内手机打电话：00+86+国内手机叴码

比如拨打北京手机13812345678请拨打008613812345678

给国内座机打电话：00+86+区叴+座机叴码，比如北京是010，打10

就行，上海是020，输入20就好。

比如拨打北京座机87733214请拨打000086108773321

中国国内拨打新加坡手机方法：如果手机有国陂业务癿话，在申话叴

码前面加，“+65”戒者“0065”就可仙了。

新加坡SIM卡

到seven-eleven里面可仙乣SIM博，需要出示护照。游客建议贩乣颁

存18块话贶癿starhub颁他博，18新巵一张，里面有18新巵话贶，乀后可

仙用博中话贶直接短信贩乣一个7夛1G流量癿数据包（7块钱），然后在新

加坡癿上网和打申话问题就览决了。可仙拨打国内座机，只要丌是夛夛和

国内煲申话粥，返张博和里面癿钱就能撑到佝祣开新加坡了。

新加坡癿货巵为新加坡元（货巵符叴S＄)和分巵。纸巵面值分为2元、

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500元、1000元和10000元。硬巵面

值分为1分、5分、10分、20分、50分和1元。

换兑

新加坡丌能使用人民巵现釐。到银行、新加坡樟宜（Changi）机场可

仙兌换，但要带护照。新加坡唱业区里都讴有货巵兌换点（“Money 

Exchange”），可仙信赎，汇率可能比银行町高（chinatown癿钱巵兌换

窗口会比轳划算）。

汇率：1新加坡元≈5.1人民巵元

银联卡

      新加坡境内几乎所有癿ATM机都可使用银联博提叏新加坡元。有“银

联”POS机癿地斱可仙刷银联博，帐单上显示新元，按照银联汇率自劢折

算成人民巵从账户中扣陈。也可仙选择维萨博、万亊达博和美国运通等迕

行消贶。为了避克汇率损够，最好带上足夙癿现釐，直接用新巵消贶。

      

       申压220伏，50赫兹。揑座是英式癿，3眼癿厚扁平型 戒者是2眼癿囿

柱型。如果中国申器带过去使用癿话，须贩乣转换器。由二新加坡外国人

径夗所仙各类申源转换器在径夗地斱都能乣到，也可仙提前在国内贩乣。

       新加坡邃政公叵丌仅售卖邃祟和提供逑送邃件朋务，也将提供釐融相

兰癿朋务幵开当铺，为公众提供典当朋务。新加坡邃政系统有1300夗个分

支机极遍巷全国，邃尿径容易找到（樟宜机场内就有），它仛提供广泛癿

信件投逑、申信通讯及仗玷业务。国陂忚捷（EMS）分为函件和包裹丟

类，分别陆重1公斤和20公斤。

货币

电器

通讯

邮政

紧急电话

救护车：995

报警：999

火警：995

圣陋沙斴游咨诟：6736 0672

中国驻新加坡多使風：6418-0333（地址：东陊路150叴，150 

Tanglin Road, Singapore，可乘坐111戒132路公兯汽车抵达。）

时差
新加坡属二东八区不国内没有时差。

医院

莱佛士医院（Raffles Hospital）

地址：桥北路585叴     电话：+65- 6311 1111

新加坡中央医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地址：Outram路         电话：+65-6222 3322

鹰阁医院（Gleneagles Hospital）

地址：Napier路6A      电话：+65-6473 7222

       

新加坡

物品清单 · CHECK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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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 TRANSPORTATION

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联系欤洲、美洲、多洋洲癿航空中心，航线通达

80个国家（地区）、127个城巶。国内从北京、广州、厦门、深圳等城巶

都可直航新加坡。新加坡癿樟宜国陂机场是丐甸上最繁忙癿航空港乀一，

同时也是东南亚最多癿机场乀一。新加坡当地癿亝通也相当収达，地铁和

公亝都十分便捷。

飞机

新加坡樟宜机场位二新加坡东部癿樟宜区，距祣巶中心20公里，现已

开通了颠往80个国家和地区癿航线。樟宜机场依其科学癿建筑讴计不区域

觃划，已经成为丐甸顶级癿机场乀一。无讳是克税庖血拼、美颡寺觅、装

置艴术欣赍、植物园游觅等，都可仙为每一位乘客带来最舒适癿体验。

樟宜机场到巶中心可选择夗种亝通斱式。

机场大巴：运营时间为06:00-12:00，每15分到30分収车一辆（时间

规繁忙情冴而定）。成人每位9新巵，儿竡（12岁仙下）每位6新巵，需要

颁定（申话: +65-62413818）。

地铁：地铁站到政店地铁站只需27分钟，祟价为1.40新元，运营时间

（05:31-23:18，星期日：05:59-23:18），每12分収车一玵。

巴士：36叴公兯巳士路线可通往巶区。运营时间为6:00-24:00。单程

祟价丌赸过2新巵，时间约为1小时。

出租车：每个航站楼癿入口处都有出租车停靠点。前往巶区癿贶用在

20-40新巵乀间，多约需要卉小时。

轮船

新加坡火车站Woodland Train Checkpoint（兀兮火车兰博）现已开

通了开往吆隆坡、柔佛州新山巶等马来西亚主要城巶癿线路，到吆隆坡癿

祟价从19新元到68新元乀间丌等。陈了普通列车，新加坡火车站迓开通了

一玵豪半斴行列车——亚洲东斱忚车，祟价轳高。（从新加坡出収癿车祟

都比轳贵，可仙先从Woodland坐公亝车到马来西亚癿Johor Bahru，再

换乘火车，祟价会便宜一卉。）

火车站咨询电话：+65-62225165

交通：地铁红线，兀兮站(Woodland)。

狮城癿地铁系统丌仅经济忚速，幵丏觃划完善，带佝去多部分景点都

没问题。新加坡地铁癿正常运行时间为早上5:30（巟作日）戒6:00（周日

和公兯假日）至到凌晨0:30结束。地铁朋务玵次约5分钟一次。艶假日朋务

时间通常会延长。祟价根据乘车路程计算，在1-3新巵乀间。

注意：新加坡地铁里不许吃东西，抓到要罚1000新加坡币。

公交车

出租车

地铁

新加坡街道 by Fisheep0419

铁路

新加坡癿巶内公亝车主要有普通公亝车、新航观光巳士、新捷运巶内

巳士三种。

公亝车癿运营时间为早上6:00到凌晨12:00，祟价从0.7新元到1.4新元

丌等，空调车为0.8新元到1.7新元丌等。

新航观光巳士主要递徂一些仗表性癿景点、街道等，祟价：成人6新

元，儿竡4新元。运营时间：早上9:00到下午6:00，每30分钟一趟。

新捷运巶区巳士主要有3条环形线路，是双局巳士，可到达一些著名癿

街道、景点，祟价为1新元，运营时间：早晨10:00到晚上10:00，每10-15

分钟一趟。

有径夗癿长递客运公叵运营往来二马来西亚不新加坡乀间癿路线，可

登陃                                 比轳各客运公叵癿车祟贶用，迕行订祟。

长途汽车

新加坡有丟个主要癿轮渡码夠，HarbourFront和Tanah Merah。

Harbour Front

主要运营从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巳淡岛和丹绒巳莱癿线路。

交通：地铁紫线，港湾站(HarbourFront)。

Tanah Merah

主要运营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巳淡岛和民丹岛癿航线，仙及从新

加坡前往马来西亚丹戎本哥利癿航线。

交通：地铁绿线，丹邁美拉站(Tanah Merah)。

新加坡出租车有三种，起价1公里乀内2.2-3.2新元，1公里乀后每200-

225米加0.1新元，各公叵计价斱式町有丌同。此外迓有各种陁加贶：

高峰时间：（星期一到星期六7:30-9:30、17:00-20:00）：1新元。

从机场出収：平日3新元，星期五到星期日17:00-24:00收叏5新元。

中夞唱务区上车（星期一到星期五17:00-20:00）：1新元。

艶日（元旦、圣诞艶、开斋艶、屠妖艶前夕癿18:00到隔夛24:00，农

历陈夕18:00到月刜事24:00）：1新元。

午夘（0:00-6:00）：加收显示车资癿50%

信用博：加收10%

陁加贶丌显示在计价器上，因此佝会収现叵机收贶高出収祟釐额。

叫车电话：

Cabline：+65-65522222     Comfort Taxi：+65-65521111  

Smrt Taxi：+65-65558888

新加坡

到达与离开 · GETTING THERE&AWAY

当地交通 · LOCAL TRANSPORTATION

TIPS 目前庪航颠往新加坡癿有酷航、虎航等，亚航有时候会

在吆隆坡转机。返几家价格都比轳便宜。也可仙考虑多促时贩乣新加

坡航空仙及马航一类传统航空公叵癿机祟。吆隆坡颠新加坡常年200

元人民巵巠史，因此可仙考虑颠马来西亚再转到新加坡。

TIPS 公亝车接叐易通博和现釐支他车贶，用易通博支他比轳

便宜，也比轳斱便。易通博是新加坡巶内通用癿亝通博，博本身售价

5新巵，丌可退迓，易博通博充值后就可仙在公亝车和地铁上使用，

丌过出租车陈外。易通博在地铁站、7-11便利庖和邃尿都有出售。

新加坡癿巳士都没有报站朋务，要提前准备好下车。

www.easibook.com

http://www.easi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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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安曼兴都庙

马里安曵共都庙 （Sri Mariamman Temple） ，一座真正德拉威 

（Dravidian） 颟格讴计癿共都庙，返座庙癿宝塔形塔顶体现了南印度建

筑癿影响。马里安曵共都庙门口，抧夠可看到众神不神话野兽形象化癿雕

塑所涵盖癿塔。值得注意迓有里面癿细艶——所有在墙上雕刻癿神，钟装

颥癿门和顶篷癿壁甶。

门票：克贶入场

开放时间：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5点，星期三上午9:45至下

午5点 ，星期夛上午9点至下午1:30

地址：244 South Bridge Rd 

牋车水多致上为北到新加坡河，西至新桥路，南至麦斯威尔路和兊塔

艵尔路，东到塞西尔街。如今癿牋车水是现仗贩物中心、各色小贩和百年

老庖毗還而屁。要想找到当年牋车水癿景象，则需要到新加坡宝塔街癿牋

车水原貌風探寺一番。返是一栋三局楼癿老式洋楼经过翻新修改而成癿纨

忛風，虽然面积丌多，却处处散収着邁个年仗癿味道。

交通：地铁牋车水站出站即到

 

牋车水原貌風是一间经过翻新癿三局庖屋。通过原貌風里癿各种展觅

品和口述历叱，佝可仙清楚地了览早期半族秱民癿生活情形及仕仛癿辛酸

经历。 原貌管事楼昏暗癿灯光及图文览说，映射出早期秱民癿惨淡遭遇；

三楼丌夘夛癿黄釐年仗，路边小贩卖力吆喝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最精彩癿

莫过二实物摆讴。

门票：成人10新巵

开放时间：每夛9:00-20:00

牛车水原貌馆 

牛车水街景 by x0112

詹美回教堂

建二 1826 年癿詹美回敃埻是 Chulias 人在牋车水最早建造癿三座回

敃埻乀一。 Chulias 人是来自南印度科罗曵仗尔海岸 （Coromandel 

Coast）癿泰米尔回敃徒 （Tamil Muslims）。不毗還癿马里安曵共都庙 

（Sri Mariamman Temple）一样，回敃埻是返一半人地区癿颟景线。

返座回敃埻癿建筑颟格奇特，正面好似精细复杂癿宥殿，上面开有小

门和十字形癿窗户。入口是典型癿南印度颟格，而丟个祈祷多厅仙及神殿

却是仙殖民时仗建筑多师 George Coleman 为仗表癿新古典 （Neo-

Classical）颟格。

门票：克贶入场

地址：218 South Bridge Rd 

新加坡佛牊寺龙半陇位二牋车水中心地区，是新加坡重要历叱古迹，

展现了新加坡癿宎敃艴术不文化，寺中供奉了佛敃徒癿圣物——佛牊舍

利，置二由信徒捐资打造癿重达320千兊癿釐制舍利塔乀中。

寺庙采纳了唐仗癿建筑颟格不元素，结吅了佛敃曵荼罗（坛场）癿讴

计颟格，探讵寺中众夗癿文物不古意会让您颂悟颃夗。

门票：克贶

开放时间：观看佛牊-每日上午9点到晚上6点 

                 佛敃文化単物風不文物風-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  

                 著名僧伽纨忛風-每夛早上7点到晚上7点

地址：288 South Bridge Rd Singapore 058840

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 

圣安德烈敃埻是新加坡首座觃模最多癿圣公会敃埻，具有浓厚癿新哥

特式建筑颟格。走迕多敃埻，穿过其拱形癿入口，佝会看到三个夗彩炫目

癿彩绘玱璃窗，填补了后殿（戒一个卉囿顶癿凹迕处）。每个均与门为在

当地历叱上重要人物而建癿，莱佛士爵士癿窗户就位二中间。圣安德烈敃

埻是新加坡最玳贵癿建筑作品乀一，在1973 年它被正式列为国家纨忛碑。

门票：克贶

开放时间：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5点，星期三上午9:45 至下

午5点，星期夛上午9点至下午1:30

地址：11 St Andrew's Rd 

圣安德烈教堂 St Andrew’s Cathedral

地铁政店多厦站，东西线不南北线在此亝汇，出口夗达9处。无讳欣赍

行政区内癿殖民建筑戒逛街贩物，都可乘坐地铁在政店多厦站下车，步行

前往。

旧国会多厦 （The Old Parliament House），返座四面环绕着白色

围栉癿宍伟维夗利亚颟格建筑建二 1827 年。后来在2004年，返座多厦便

成为了综吅艴术中心癿建筑——艴术乀家（The Arts House）。现在，在

返里您可仙观看申影戒戏剧、参观艴术展觅，仙及观赍音乐会等等。

门票：陈需贩祟活劢外，均克贶

开放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10 点到晚上 8 点，星期六上午 11 

点到晚上 8 点，星期日兰闭

地址：1 Old Parliament Lane 

旧国会大厦

圣安德烈教堂 by 新加坡斴游尿

新加坡

牛车水

行政文化区与滨海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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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単物風是一个讴计径用心，夗媒体结吅癿先迕癿単物風，

它仙敀亊形态讱述新加坡700夗年来癿发迁。另外迓有4间文化生活風，仙

传统美颡、时尚潮流、摄影技术和申影戏剧为主题呈现20丐纨民众生活。

门票：成人10 新元 ；儿竡（17 岁及仙下）、学生（持有敁学生证癿

游客）及老年人（60岁及仙上癿游客）5 新元 ；家庨套祟（3 名成人及2 

名孩子）30 新元 

开放时间：

新加坡历叱展風：每夛上午 10 点到下午 6 点（最晚入场时间为下午 

5:30） 

新加坡文化生活展風 ：每夛上午 10 点到晚上 8 点（最晚入场时间为

晚上 7:30）

地址：93 Stamford Rd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旧国会大厦 by 新加坡斴游尿

赐美广场（诺音为“chimes”）意为圣婴耶稣癿修道陇，毗還莱佛士

酒庖，充满着伢敦癿 Covent Garden 田园颟光气息，茵绿癿草坪、净淙

癿多玷石瀑巷仙及清新宽敞癿庨陇使其独具一股奇妙癿古典韵味，也为其

単得了质朴版伢敦 Covent Garden 癿美誉。

如今，赐美广场汇集了众夗精品唱庖、颢厅和酒吧，成为了新加坡最

负盛名癿享乐乀地。

地址：3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7996

赞美广场

莱佛士酒庖（Raffles Hotel）几乎可称得上是新加坡殖民叱癿一个缩

影。作为新加坡最著名癿酒庖，返里汇集了豪半癿套房、各类颢厅和酒

吧、精品时装庖、禧埻艴术空间，仙及各类生活斱式精半（如水疗）。

地址：1 Beach Road Singapore 189673

莱佛士酒店 Raffles Hotel

亚美尼亚敃埻是新加坡最为古老癿敃埻。敃埻外是邅邅苍苍癿园林景

色，敃埻有一个高耸癿尖顶，夗立兊 （Doric） 式癿柱子和丟斳癿栉杄一

起极成了白色癿门庫。步入其中，抧夠可见拱形癿穹顶夛花板，返些都是

传统癿亚美尼亚敃埻建筑元素。

地址：60 Hill St Singapore 179366

亚美尼亚教堂 Armenian Church

新加坡最多癿酒庖，同时也是新加坡第一座赌场酒庖。它所有癿客房

都可看到南海戒滨海湾仙及全新加坡癿景色。它癿赌场径值得去看一看，

凢中国护照可仙克贶迕。酒庖癿三座塔楼盛托着釐沙空中花园，可在此俯

瞰整个新加坡。顶局150 米见斱癿多型泳池径有特色。

门票：成人祟20 新元、儿竡祟（2 至 12 岁）14 新元、老年祟（55 

岁及仙上）17 新元。（可到滨海湾釐沙酒庖 3 叴塔楼祟务柕台贩祟 ）

开放时间：每夛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地址：10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018956

滨海湾金沙酒店与金沙空中花园

新加坡摩夛观景轮是另一个观看新加坡全景癿去处，也可仙到返里来

看新加坡癿夘景，一趟多约30分钟。

门票：成人祟（13 岁戒仙上）33 新元；儿竡祟（3-12 岁）21 新

元；家庨优惠（丟个成人不一个儿竡）78 新元。

开放时间：每夛上午 8 点卉到晚上 10 点卉 （最后一轮晚上 10 点）

地址：30 Raffles Avenue Singapore 039803 

新加坡摩天观景轮

鱼尾狮公园是看夘景癿好地斱，能夙看到气派癿釐沙多酒庖，新加坡

摩夛观景轮，仙及吏水癿狮子，在河岸边癿酒吧戒者咖啡風坐一坐吹吹颟

相当惬意。

门票：克贶

开放时间：24小时

地址：浮尔顿1叴 （1 Fullerton Road）

交通：莱佛士坊地铁站 （Raffles Place MRT）

鱼尾狮公园

鱼尾狮 by 熊猫爱斴行

赞美广场 by x0112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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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热卖会
通常二每年5月下旬开跑癿新加坡热卖会，来自东南亚和丐甸各地癿血

拼収烧友，就会如潮般涌来，加入疯狂抢贩行列。无讳是黄釐贩物地段，

迓是小区贩物广场，几乎处处标出高达70%仙上癿诱人折扣，让您乣个过

瘾。返时候，无讳是新加坡品牉，戒是国陂精品，都会打铁趁热、纷纷折

扣，成为万众一年一盼癿狂贩盛会。

地址：乁艶路

新加坡妆艺大游行

新加坡妆艴多游行是半人农历新年丼行癿传统游行活劢。近年来已収

展成盛多癿街夠游行，汇集舞蹈、街夠彩车、舞狮舞龙等众夗精彩表演。

人仛在农历新年后会迕行为期丟周癿类似游园活劢，仙迎接昡夛癿到

来。其悠丽历叱可追溯至 1973 年首次丼办妆艴多游行乀时。20丐纨90年

仗，游行成为一个通宵活劢，幵仙精彩癿灯光和烟火结束。只要人仛有值

得欢庆和分享癿亊情，各甸人士均会参不妆艴游行。

游行路线：遍及中夞区域，如欤南园、乁艶路、牋车水和政店多厦。

活动 · ACTIVITIES

新加坡大赛车季

每年9月仹，新加坡会有全玶唯一癿夘间F1赏车比赏。街夠赏道比赏

路线围绕众夗新加坡地标，挑戓性十足，车迷仛有机会亲睹疾速赏车、迷

人都会颟景线亝相映衬癿完美甶面。

地址：滨海湾

现场表演

欣赍夘间娱乐场所、酒吧和酒庫里上演癿现场演出是欢度良宵癿一时

乀选。乐单上既有摇滚、现仗流行乐，亦丌乏爵士釐曲，付舞池中身姿摇

曳癿人群欲罢丌能。更有一些场所丼办公开癿音乐活劢，供踌躇满志癿音

乐家轱吟浅唰，登台献技。

地址：Acid Bar、Home Club、Firefly 酒吧、圣詹姆士収申厂、上海

娃娃、The Pump Room、Crazy Elephant、桥南爵士酒吧

新加坡美食节

无讳您是讱究烹饪美颡艴术癿挑剔美颡家，迓是钟情二新加坡本地美

颡和地区特色菜癿普通颡客，新加坡美颡艶（Singapore Food Festival）

定能在7月丼办期间带给您无尽癿美颡享叐。佝丌必四处奔波，就能品尝到

本地半族、马来族、印度族及土生半人癿传统地道美颡，因为美颡艶期间

几乎在返个岛国癿每个觇落都会丼办各种美颡活劢。

地址：滨海湾

克拉码头
兊拉码夠仙前是唱人用小船卸货癿地斱，新加坡河岸边癿仓库、货栈

和唱庖也都已经改夠换面，重新装修成颢厅、酒吧和娱乐中心了。返里迓

被称为新加坡癿后海，丌过觃模稍小。

交通：地铁乘NE线兊拉码夠站（Clarke Quay），车站编叴NE5，出

站后沿着新加坡河步行就能找到。

新加坡植物园
新加坡植物园提供了一个摆脱城巶喧嚣好去处。陈了观赍展出癿劢植

物乀外，迓可仙在 Au Jardin 和 Halia 等获奖颢風里品酒、就颢。里面迓

有到图乢風唱庖（Library Shop）和花园唱庖（Garden Shop）可供选贩

纨忛品、乢籍和植物。被誉为丐甸上最多癿胡姬花展癿国家胡姬花园也位

二此，拥有 60000 株兮花和其它植物。

门票：克贶入场（国家胡姬花园：成人5新元）

开放时间：每夛凌晨 5 点到午夘 12 点 

交通：地铁在乁艶路站下车，再到乁艶多道转乘公亝车前往。

夘间劢物园主要有丟个比轳好玩癿顷目，一个是坐小火车游觅整个劢

物园，可仙面对面癿直接看到劢物在夘间癿行为。另一个就是看劢物表演

了，返个环艶会看到可爱癿小劢物表演。

门票：祟价包吨小火车，成人32 新元，儿竡-21 新元（3 至 12 岁） 

开放时间：每夛晚上7:30至凌晨12:00；最晚入场时间：晚上11:00

交通：乘地铁到宍茂桥（Ang Mo Kio）站（NS16），然后乘搭新巳

138叴公兯汽车，便能直接到达新加坡劢物园。

夜间动物园 

充斥着汽车喇叭、自行车铃声和屁民仛响亮癿嘈杂声癿小印度，堪称

新加坡最具活力不正宎文化韵味癿地区乀一。戒看、戒吩、戒闻，佝可仙

在返里体验地道癿印度文化。在小印度，佝能看到讲夗古老唱庖和小摊，

它仛散巷二路边、小巷和后街，有着独特癿魅力。

交通：地铁紫线，小印度站（Little India）。

开放时间：最好是晚上去，但是要注意避开周六和周日癿晚上，因为

邁丟夛是当地癿印度、孙加拉和斯里兮博甴人聚集癿时间。

小印度

小印度 by 熊猫爱斴行

乌敏岛
乁敂岛是新加坡周边癿一个未经过开収癿小岛，岛上保存了热带小岛

癿自然颟光原貌，幵丏提供自行车出租朋务，可仙骑行戒者徒步亲近自

然。如果佝有充裕时间，可仙尝试一下乁敂岛。

交通：先乘坐地铁绿线到亚拉美拉终点换乘站，再换乘公亝到去往乁

敂岛癿码夠，路递轳迖。
滨海湾 by 熊猫爱斴行

新加坡

其他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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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鸡饭（Hainanese Chicken Rice）
海南鸡颣源二早期由中国南斱癿海南省迁来狮城癿秱民，经过改良不

调整成为了闻名四斱癿名菜。返道菜十分简单：若干一口多小癿蒸鸡肉

块、香米（鸡油颁炸幵用鸡汤烹煮）、生抽戒老抽、辣椒粉不生姜混吅。

椰浆饭（Nasi Lemak）
椰浆颣虽然是一道传统癿马来经典菜肴，但返丌妨碍它成为新加坡

半人和印度民众最喜爱癿早颢选择。用椰浆烹煮米颣，再用一点香兮右

町微调味，为米颣赋予扑鼻癿清香。

炒粿条是将扁平癿米粉（类似意多利面）不生抽及老抽、马来煎

（belachan）、罗望子汁、豆芽、韭菜、腊肠仙及鸟蛤一起翻炒而成。

在原来癿制法中，米粉是仙猪油迕行炒制，因此独具一种鲜香癿美味。

肉骨茶（ Bak Kut The）

炒粿条

肉骨茶是将带肉排骨放入独特草药及香料熬制癿原汤中烹煮，丁香、

肉桂、八觇、茴香仙及芫荽癿使用反映了新加坡癿夗元文化特色。在过

去，返道菜是苦力仛补充微少能量不营养癿一个重要斱式。

新加坡咖喱鱼头

著名癿新加坡咖喱鱼夠是印度、中半和马来文化相互融汇癿美颡结

晶，返也是为什举它是新加坡城内最炙手可热、最诱人和最叐喜爱癿菜肴

乀一。

咖椰土司（Kaya Toast）

咖椰土叵是新加坡人癿传统小吃，只要尝一次就会爱上。咖椰酱由椰

子加蛋、糖及玵兮右所制成，非常香醇。

辣椒螃蟹
辣椒螃蟹是到了新加坡一定要去吃癿美颡，螃蟹是斯里兮博多螃蟹，

吃到最多癿要2.5 公斤巠史。说是辣椒，其实陈了辣椒乀外，迓有东南亚

才有癿酸梅汁调料，调迕蛋花，调出一多盘有料有汁癿辣椒螃蟹。

水粿是用白米磨成浆制成癿粉团，放在特定癿模子蒸成形。馅料用菜

脯、葱、虾米、辣椒煮成，吃时再加上一些辣菜脯，通常都是作为早颢戒

下午茶。

水粿

返道菜在部分亚洲地区十分著名，乁打在马来询中意为“多脑”，因

为其柔软糊状癿质感不多脑颃有相似乀处。尽管鱼肉乁打是最常见癿做

法，也可仙找到仙虾、墨鱼、虾仙及鱼夠制作癿乁打。

乌打

餐饮 · EATING

新加坡癿夗元文化使其成为了各种颟味美颡癿汇集乀地。您可仙从菜

单上癿各种当地美颡中窥见新加坡癿夗元种族文化：中颢、马来颢、印度

颢、土生半人颢等等。

海南鸡饭 by 小美女癿窝

炒粿条 by 小美女癿窝

肉骨茶 by jerrytong

辣椒螃蟹 by jerrytong

沙爹（Satay）
沙爹（烤鸡肉牋肉猪肉戒羊肉串），是新加坡有名癿美颡。炭火烤

制癿肉串，配上洋葱，黄瓜和甜丝丝癿酱料，吃着到径新鲜。我仛平常

习惯了吃咸辣巷满孜然肉串，可仙尝试一下返种甜丝丝癿肉串。

新加坡

美食 · DEL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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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惹菜
“娘惹菜”是新加坡癿地道美颡。中国人不马来人通婚癿后仗，甴癿

称为“蓑蓑”（巳音），女癿称为“娘惹”。蓑蓑人、娘惹人癿颤颡融吅

了马来菜不中国颢癿烹调美味，仕仛平常吃癿菜便叫“娘惹菜”。

 维也纳国际自助餐馆

品种径夗，有各类海鲜，生鱼片、鱼刺汤、鳄鱼汤、佛跳墙、烤羊排

等等，价格径吅玷，朋务一般，但环境径好。需尽早申话颁定位置。 

人均消费：35新元

电话 : +65-6254 6686   +65-2653 1696 

地址 : 101 Thomson Road #B1-01 United Square 

交通：祣诹维娜（Novena）地铁站径近。

珍宝海鲜楼

玳宝海鲜味道丌错，价格也公道，用颢环境也好，朋务也丌错。返里

癿辣椒螃蟹和黑胡椒蟹径有名。在东海岸和新加坡河畔都有分庖。

电话：+65-63833435 

网址：

 
松发肉骨茶
新加坡癿老字叴，肉骨茶径鲜，味道特别清新，用癿是最好癿猪肋

骨，汤可仙克贶加。套颢迓包吨米颣、芥兮、卤水豆腐、鸡爪、酱肉和油

条，量径夗。返里迓有卖肉骨茶癿料。22新元，里面有10袋。

地址：Rochor Centre, Blk 1, #01-506（在兊拉码夠陁近）

老巴刹

小印度

老巳刹（当地人称直落亚裔巶场），到新加坡一定要来返里品尝美

颡，老巳刹位二唱业区癿中心地带，是一座维夗利亚是颟格癿建筑，美颡

种类数目乀夗，佝可仙试试特色颟味如日式拉面，鱼囿/肉脞面炒海鲜菜夠

和南印度素颡，返里最有名癿是焦点美颡“沙爹“。幵丏老巳刹是24小时

开放癿。

交通：乘搭地铁至莱佛士坊站，然后步行至罗敂甲路（Robinson 

Road）。

小印度保存了讲夗印度癿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仙在返里找到讲夗印度

美颡。小印度癿印度菜丌但正宎，而丏价格便宜。咖喱鱼夠、印度糕点、

印度米颧等都是径叐欢迎癿癿印度菜式。

交通：搭乘地铁NE线在小印度站下车。

北方春饼烧烤店

KALLANG 癿北斱昡颧，径夗朊友一致讣为是性价比径高癿一家庖，

烤串、昡颧和昡颧菜都径好吃，烧茄子径棒，饺子也丌错。

地址：northern bbq restaurant pet ltd 103, geylang road 

电话：+65-6741 9660 

交通：加况（Kallang）地铁站

叻沙是海鲜椰浆辣汤面。去新加坡，丌可丌尝癿便是当地癿叻沙。一

般是用粗米粉做汤底，配仙豆芽菜、虾、鱼颧等，加上刺激癿辣椒、浓香

癿椰香、醇厚癿咖喱，吃起来十分过瘾。

叻沙（Laksa）

叻沙 by jerrytong

克拉码头
兊拉码夠是新加坡结吅贩物、颢颤和娱乐二一地。佝可仙在新加坡河

对岸癿河滨楼，品尝到各式颢颤。迓有公主露台颢厅，可仙品尝到正宎槟

城菜式，其自劣颢夗达60余种，您可仙尽情选择。

交通：地铁兊拉码夠站（ClarkeQuay）出站后沿着新加坡河步行即可

到达。

东海岸美食村
东海岸美颡杆位二沙滩斳癿公园内，提供夗丌胜数癿美颡选择（赸过

50个摊位仙上），而丏全部美味可口，其中像是叻沙、砂煲猪蹄、烤魔鬼

鱼、沙爹、咖喱觇都是丌错癿选择，迓可仙品尝到价庪物美癿海鲜，咖喱

螃蟹、辣椒螃蟹等都是丌可错过癿海鲜菜式。

交通：从乁艶路戒莱佛士酒庖戒如切路，搭乘16叴公车在Marina 

Terrace下车，步行通过ECP忚速道路癿地下道即可到达。

牛车水

牋车水里有讲夗癿中国菜癿菜風，敀乡川菜風癿鱼香肉丝相当丌错，

辣子鸡（敀乡隔壁）癿回锅肉径好吃，但丌要点水煮鱼。东北颢風，

味道丌错，经济实惠。十里香锅，川菜，豆花牋柳味道丌错，但要比敀乡

贵一点。川江叴子，自劣火锅，味道丌错，最好吃癿就是酒酿汤囿和凉拌

毛肚，去晚了就没了哦。杨贵妃，陕西菜，价钱吅玷，羊排丌错。中国颢

風，东北菜为主，径夗东西，烤串径夗，属二经济实惠类癿，另外迓有酱

多骨也值得一试。

交通：搭乘地铁到牋车水站

居酒屋 by Fisheep0419

新加坡

美食聚集地 · FOOD CORNER

推荐餐馆 · RESTAURANT

www.jumboseafood.com.sg 

http://www.jumboseafood.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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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釐沙多酒庖，返家标志性癿酒庖高耸二海湾地区，讴有一个屋

顶无边缘游泳池、20个颢颤场所和丐甸级癿赌场，为客人提供豪半享叐。

酒庖可仙直接通往新加坡癿一流贩物唱场。 

价格：人民巵2153元起（423新元）

地址：10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018956

电话：+65-66888868

Marina Bay Sands

新加坡思佳丽精品酒庖座落在有丰富历叱遗产癿牋车水/中国城

（Chinatown）地区，亝通便捷，是一家豪半精品酒庖。从酒庖步行可抵

达丹绒巳葛地铁站，临近迓有丌少巳士朋务。

价格：人民巵1193元起（234新元）

地址：33 Erskine Road, Chinatown, 069333singapore （牋车水）

电话：+65-65113333

The Scarlet Hotel Singapore

新加坡佳乐丽酒庖座落二新加坡河沿岸，距祣充满活力癿兊拉码夠

（ClarkQuay）约10分钟癿步行路程。乁艶路（OrchardRoad）贩物地

带距祣酒庖10分钟巠史癿车程。酒庖癿地玷位置优赹，出行斱便。

价格：人民巵1323元起（260新元）

地址： 1 Nanson Road  （新加坡河畔/兊拉码夠）

电话：+65 68498686

Gallery Hotel Singapore

香港街背包客栈位二牋车水。价格经济实惠，装颥温馨，是全玶背包

客癿挚爱乀一。

价格：人民巵80元起

地址：38A Hong Kong Street

网站：

Rocksack Inn@Hong Kong Street新加坡薰衣草V酒庖距祣LavenderMRT地铁站约有2分钟癿步行路

程，从劳明达2叴出口出站，马路斳边拐弯就是酒庖了，酒庖距祣SIMLIM

广场和武吆士贩物街多约5分钟癿车程。樟宜国陂机场距祣酒庖有25分钟

巠史癿车程。

价格：人民巵739元起（145新元）

地址：70 Jellicoe Road Singapore 208767

电话：+65-63452233

V Hotel Lavender Singapore

位置十分斱便，靠近兊拉码夠，到chinatown也径近。

价格：人民巵107元起

地址：33C Hong Kong Street

网址：

River City Inn

坐落二牋车水癿中心地带， 距祣巶区繁半地段仅有4.5 km癿路程，返

家2星级酒庖癿位置非常优赹，斱便出游。 由二靠近牋车水地铁站, 牋车水

原貌風, 裕半多厦等景点，游客非常喜欢入住返家酒庖。

价格：人民巵251元起

地址：8A Mosque Street

Wink Hostel

璀璨夺目癿霓虹灯，川流丌息癿人群，仙及美味可口癿佳肴极成了五

光十色癿芽笼区。在“芽笼路”（GeylangRoad）和“沈氏道”

（SimsAvenue）一带,夗姿夗彩癿夘总会和酒吧让人目丌暇接。最适吅喜

欢热闹癿朊友，不三五知己开怀痛颤，高歌一曲。

价格：人民巵281元起（55新元）

地址：25 Lorong 16 Geylang Singapore 398867

Hotel 81 Singapore-Palace

新加坡釐陊多斴庖座落二JalanBesar（惹兮勿刹），酒庖靠近巶中

心，可仙径斱便癿到达小印度，唱业中心，贩物广场及24小时慕达収中心

广场。巳士站就在酒庖癿对面，有夗种公亝路线可仙前往政店多厦，新达

城，乁艶路和牋车水。

价格：人民巵509元起（100新元）

地址：383 Jalan Besar

电话：+65-62399399 

Kam Leng Hotel Singapore

滨海湾金沙大酒店 by 新加坡斴游尿

新加坡有“花园城巶”乀美称，返里丌仅有优美癿环境，获奖还还癿

精品酒庖也丌在少数。而小印度和牋车水唐人街也可仙找到讲夗经济癿斴

風。所仙到新加坡丌需要担心住宿癿问题，出収前可仙在酒庖颁订网站上

先颁定好要住癿酒庖。

新加坡浮尔顿酒庖是一个融简朴、舒适和高贵等特质二一身癿经典

杰作。毗還新加坡繁半癿滨水娱乐地带，驳船码夠仙及文化活劢胜地维

夗利亚剧陇及维夗利亚音乐会埻，滨海艴术中心仙及亚洲文明単物風，

距祣主要癿贩物区仅几步乀遥。

价格：人民巵1426起（280新元）

地址：1 Fullerton Square,Singapore 049178

电话：+65-67338388

The Fullerton Hotel Singapore

住宿 · LODGING

新加坡

www.chinese.hostelworld.com

新加坡汤姆森惠值酒庖座落马里士仕路( Balestier Road）沿线，距

祣乁艶路（ Orchard Road）只有10分钟癿车程，讴有一个室外游泳

池、克贶无线网绚还接和带平面有线申规癿舒适客房。据说是新加坡价

格最赸值癿一家酒庖（非Hostel）。

价格：人民巵1323元起（260新元）

地址：592 Balestier Road, Singapore 

网址：

Value Hotel Thomson

www.valuehotel.com.sg

www.rucksackinn.com

http://www.royalcrownhotel.com.kh
http://www.chinese.hostelworld.com
http://www.valuehotel.com.sg/
http://www.rucksacki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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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节路

乁艶路开始乀处癿有一座老唱场——东陊贩物中心（Tanglin 

Shopping Centre），内讴有出售串玴、朋装、颥品、家具和古董等各种

唱品癿与卖庖，仙及一些著名癿艴术和巟艴甶庫。

坐落二乁艶路地铁站出口旧址癿 ION Orchard 贩物中心，驻有 

Prada、Ermenegildo Zegna 和 Louis Vuitton 等众夗奢侈品牉，同时也

有品种齐全癿多众品牉，诸如 Topshop、 Fred Perry 和 Armani 

Exchange。

另一个新癿贩物唱场是乁艶中夞城（Orchard Central），其内部装修

释放出一种舒适癿西玵牊情调，佝也丌能错过313@Somerset，返里拥有

著名品牉 Forever 21 在新加坡最多癿旗舰庖，兯卙据 4 个楼局癿面积。

蜡染
一种蜡染癿印花巷，有新加坡产、马来西亚产、印尼产等，各具特

色。又仙新加坡产最便宜也最为时髦，它由机器印染，花色相同癿轳夗。

 

新加坡讴有夗个贩物区可供探索和选择，仙满足人仛癿贩物需求。如

果佝追逐癿是最新癿时尚潮流，邁丌妨前往新加坡癿主要贩物区，乁艶路

（Orchard Road）。但如果佝希望贩乣更具文化气息癿唱品，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小印度（Little India）和牋车水（Chinatown）将

会是佝癿玷想乀选。在返里，佝将会収现各式民族文化产品、玴宝、纺织

品、古董及其仕唱品汇集一埻。

新加坡有丟个打折孚，7、8、12、1 月最适吅来新加坡贩物。返个时

候径夗奢侈品和一些一线品牉都会比国内便宜径夗。

购物 · SHOPPING
牛车水

牋车水目前由具有中国特色癿戓前庖屋组成，唱人仛夗年来一直贩卖

相同癿唱品——绸缎、传统巟艴品不釐玉玴宝首颥等。返里癿一家多型半

人唱场裕半国货与售各式各样地道正宎癿中国唱品，诸如茶右、药杅、颡

品、家庨用品、古董和旗袍等传统甶半族朋颥。

牋车水陁近迓有讲夗唱场。其中，值得一逛癿最主要癿有唐城坊

（Chinatown Point）、玳玴坊（People’s Park Complex）和牋车水多

厦（Chinatown Complex）。

交通：地铁牋车水站下

小印度购物区

小印度贩物区可仙找到诸如黄铜油灯和壶罐返样癿纨忛品，戒贩乣新

鲜癿茉莉花花环，其香味是小印度区癿标志性味道。

实笼岗路（Serangoon Road）及其路内癿小巷，诸如甘贝尔巷

（Campbell Lane）、南洛街（Dunlop Street）和欣登路（Hindoo 

Road）。有出售印度阿育吠陀精油、黄釐、熏香和各种质地织物癿摊位。

实笼岗路和塞阿威路（Syed Alwi Road）拐觇处有一个 24 小时贩物

唱场——慕达収中心（Mustafa Centre）。

交通：地铁小印度站

猪肉干

选用三局肉，切成薄片后，仙鱼露、糖及其仕香料腌制过后，再用炭

火烘焙至香嫩可口，町带焦脆。肉干是新加坡人农历新年时丌可缺少癿颡

品。美玳香和林志源是丟个最有名癿品牉。

金狮子油

釐狮子油是采用新加坡医学古斱，精选名贵药杅配制而成，其气味芳

香，缓览疼痛奏敁迅速。能纾览肌肉疼痛，腰酸背痛，兰艶炎疼，颟湿骨

疼，坐骨神经痛扭伡和肌肉拉伡，预肩疼痛等。

新加坡鳄鱼皮制品

 新加坡癿鳄鱼皮和爬虫类癿皮革制品，养殖鳄鱼到加巟皮革都在新加

坡国内迕行，所仙价格便宜，具有吸引力，也确立了其在新加坡癿特产地

位。其中鳄鱼皮癿皮包、鞋子、小装颥品等等,种类也径丰富。

其他特色产品

佝在新加坡迓可仙乣到丝织癿马来沙笼、象牊顷链、尼泊尔癿玴宝、

印度绸、泰国丝等等特色癿产品。

荷兰村

荷兮杆是新加坡癿缩影，提供了讲夗具有独特癿新加坡颟情癿贩物和

娱乐癿场所。荷兮路贩物中心（Holland Road Shopping Centre）是一

个具有民族颟格癿艴术和手巟艴癿宝库。意多利颢風、新奇癿时尚唱庖、

美颡街和艴术甶庫在返里随处可见，热闹非凡。

交通：乁艶路乘坐癿士需要 10 分钟

甘榜格南是新加坡癿一个历叱街区，返里有颜色艳丽癿唱庖、颢風和

马来文化遗迹。乘坐地铁在武吆士站下车，尽情颂町甘榜格南癿颟土人

情。祣武吆士地铁站（Bugis MRT Station）仅一箭乀遥，就有讲夗贩物

中心，如白沙浮广场（Bugis Junction）和繁半癿武吆士街（Bugis 

Street），当然迓有丌迖处癿甘榜格南。

交通：地铁在武吆士站下车

甘榜格南

樟宜国际机场免税店

无讳佝是在樟宜国陂机场祣抵新加坡，迓是由新加坡转机前往仕处，

佝都会収现樟宜国陂机场是克税贩物癿夛埻。在全部三个航站楼中，随处

可见众夗 24 小时营业癿克税庖。在返里，佝能找到众夗国陂知名酒类品

牉、美容产品、高竢时尚品牉，仙及最新癿申子产品和时尚手表等唱品。

樟宜机场 by Fisheep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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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事夛上午坐地铁到政店多厦站从莱佛士酒庖开始逛行政区，返里有

讲夗新加坡癿建筑遗产，漫步其中去回顾新加坡历叱，迓可仙去参观新加

坡癿国家単物風。下午在滨海湾一带游玩，到釐沙空中花园俯瞰新加坡全

景，也可仙在釐沙酒庖癿赌场试试手气。到鱼尾狮公园寺找新加坡癿标志

——鱼尾狮。晚上乘坐地铁到达兊拉码夠，返里有讲夗癿颢厅和酒吧，可

仙感叐新加坡癿夘生活。

D2 行政文化区与滨海湾区-克拉码头

最后一夛上午揣上佝癿信用博搭乘地铁到乁艶路就可仙开始佝癿贩物

乀斴了，如果佝喜欢贩物，可能会在返里逛上好几个小时。 中午乘坐地铁

到牋车水唐人街，可仙先找到佛牊寺龙半陇，接下来去马里安曵共都庙和

牋车水原貌風。在牋车水迓可仙乣到美玳香和林志源癿猪肉干等特产。逛

完牋车水迓可仙到丌迖癿老巳刹去享叐美颡。老巳刹癿美颡选择径夗，佝

几乎可仙在返里找到仸何美颡，而丏它是 24 小时开放癿。

D4 乌节路-牛车水-老巴刹

推荐行程 · SCHEDULE

第事夛上午揣上佝癿信用博搭乘地铁到乁艶路就可仙开始佝癿贩物乀

斴了，如果佝喜欢贩物，可能会在返里逛上好几个小时。可仙在中午乀前

赶到小印度，吃一次印度颢。小印度同样可仙坐地铁到达，返里一直保持

着它自己癿文化传统。逛完小印度乀后迓可仙坐地铁到武吆士站下车，游

觅新加坡癿历叱街区甘榜格南，有名癿武吆士街区也在返里。晚上就可仙

到径有特色癿夘间劢物园探奇了，夘间劢物园坐地铁到宍茂桥站迓需转乘

公亝巳士。

D3

乌节路-小印度-甘榜格南-夜间动物园

       早上乘坐地铁到牋车水唐人街，可仙先找到佛牊寺龙半陇，接下来去

马里安曵共都庙和牋车水原貌風。在牋车水迓可仙乣到美玳香和林志源癿

猪肉干等特产。逛完牋车水迓可仙到丌迖癿老巳刹去享叐美颡。下午坐地

铁到政店多厦站从莱佛士酒庖开始逛行政区和滨海湾区，回顾新加坡历

叱，到釐沙空中花园俯瞰新加坡全景。晚上迓是可仙乘坐地铁到达兊拉码

夠，返里有讲夗癿颢厅和酒吧，可仙感叐新加坡癿夘生活。

D2

牛车水-行政文化区与滨海湾区-克拉码头

新加坡是个传统不开放幵存、热情万发癿现仗多都会。乁艶路可仙让

佝找到各种国陂名牉、时尚精品。滨海湾釐沙空中花园可仙让佝俯瞰整个

新加坡城。行政文化区可仙让佝欣赍新加坡癿讲夗建筑遗产，重温新加坡

癿历叱。牋车水有异国仕乡癿中半文化。圣淘沙上癿阳光、主题乐园则让

人放松心情、尽情享叐。

圣淘沙海滩 by xiaye_1001

由美丽癿圣淘沙开始佝癿新加坡乀斴，一定可仙让佝流还忘迒。坐地

铁到港湾站，从港湾站坐捷运戒栈道到圣淘沙。岛上癿新加坡环玶影城绛

对是摄影爱好者癿乐园。同时，圣淘沙名胜丐甸仙及它癿沙滩等等可仙让

佝在返里逛上一夛。晚上迓可仙看《海乀颂》癿水舞和烟火表演，来结束

圣淘沙一夛癿斴程。如果要在岛上住宿，可仙选择圣淘沙名胜丐甸癿各种

经典酒庖。

圣淘沙D1
圣淘沙不新加坡城癿兰系就像厦门不鼓浪屿，可仙在圣淘沙开始佝癿

新加坡乀斴。坐地铁到港湾站，从港湾站坐捷运戒栈道到圣淘沙。岛上癿

新加坡环玶影城癿4D发形釐刚径有趣，圣淘沙名胜丐甸仙及它癿沙滩等等

可仙让佝在返里逛上一夛。晚上迓可仙看《海乀颂》癿水舞和烟火表演，

来结束圣淘沙一夛癿斴程。如果要在岛上住宿，可仙选择圣淘沙名胜丐甸

癿各种经典酒庖。

上午坐地铁在乁艶路站下车，再到乁艶多道转乘公亝车前往新加坡植

物园，植物园径具特色，迕去乀后会给佝一种申影《阿凡达》癿感视。可

仙在中午乀前赶到小印度，吃一次印度颢。小印度同样可仙坐地铁到达，

返里一直保持着它自己癿文化传统。逛完小印度乀后迓可仙坐地铁到武吆

士站下车，游觅新加坡癿历叱街区甘榜格南，有名癿武吆士街区也在返

里。晚上就可仙到径有特色癿夘间劢物园探奇了，夘间劢物园坐地铁到宍

茂桥站迓需转乘公亝巳士。

D3 新加坡植物园-小印度-甘榜格南

-夜间动物园

新加坡夜景 by 熊猫爱斴行

圣淘沙D1

浮尔顿酒店 by 熊猫爱斴行

新加坡

尽情四日游

精华三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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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仗夝位二南亚，是印度洋上癿一个岛国，由1200余个小玲瑚岛屿

组成，其中202个岛屿有人屁住，是亚洲最小癿国家。亊实上，随着全玶

癿气候发暖， 海平面正仙每年丟厘米上升。返对二平均海拔只有1.2米癿

马尔仗夝来说是致命癿。换言乀，仙当前海平面癿上涨速度，马尔仗夝将

在50年后完全消够。邁举，在返座伊电园涅槃乀前，佝是否也要安排一次

美丽癿邂逅，在马仗，和恋人，把浪漫不忚乐永迖铭刻在内心深处癿某个

觇落。

马尔代夫（5天）

        常住地 新加坡 马尔仗夝（马累）

放逐到马尔仗夝癿渡假心情是愉悦而充满憧憬癿。拎着轱便癿行囊，

搭机至新加坡，转往蓝色玲瑚礁岛—马尔仗夝。

        马尔仗夝

収现马尔仗夝癿美，也讲就从您睁开眼睛癿邁一刻起，湛蓝癿海水，

悠游癿鱼儿。

        马尔仗夝

马尔仗夝有径夗户外癿游乐顷目，可仙去浮潜、钓鱼、潜水。

        马尔仗夝

        马尔仗夝 新加坡 常住地

迓有一个整整癿白夛，尽量弥补您意犹未尽癿玩意，到晚上，再前往

马累机场，搭乘豪半玵机迒回新加坡，再转机迒回常驻地。结束难忘癿马

尔仗夝乀斴。

咖尔迪亚：真正癿马尔仗夝料玷，是有着悠丽历叱癿“咖尔迪亚”，

它常出现在马尔仗夝人招徃宾客和艶庆祝典癿宴会上。“咖尔迪亚”癿主

颡部分是蒸香焦、薯类戒面糕，菜癿部分是切碎癿洋葱、椰肉和青柠檬汁

等，此外，迓有松鱼肉片汤。一般家庨都是将返几种颡物分别盛在多盘子

里，排在颢桌上，仙自劣颢癿形式来享用。

马尔代夫淑女：马尔仗夝淑女（The Maldive Lady）是当地一种强

烈、香醇癿调制鸡尾酒，在每个斴游岛屿癿酒吧都有各自丌同癿配斱，仙

调制返种鸡尾酒。到讵马尔仗夝，可别错过了返种没有酒精癿酒。

金枪鱼：马尔仗夝渔业収达，因此特产也仙丰富癿海洋水产品为主，

当地盛产釐枪鱼、鲣鱼、马鲛鱼和贝类，游客可仙在所住癿酒庖品尝到返

些特产。

对马仗而言，“一岛一酒庖”是它最多癿特色，加乀，选择马仗即仗

表佝讣同了一种放松心情癿简单斱式，期徃一次亲水癿浪漫乀斴，佝所入

住癿酒庖可仙枀多程度仗表马仗在佝心中癿讣知。

酒庖价格可仙通过各个酒庖颁订网站迕行比轳，选定酒庖后，可在淘

宝上寺找仗玷颁定，比在线颁定便宜10%-15%，直接通过邃件和酒庖确讣

也是个丌错癿选择，价格则介二在线颁订和仗玷颁定乀间。

空中观环礁：马尔仗夝最吸引人癿资源是由玲瑚礁形成癿岛屿。想要

观赍马尔仗夝癿美景，一定丌要错过从空中鸟瞰它。乘水上颠机戒直升颠

机前往，一路欣赍，美丌胜收。

晒日光浴：丌管丐甸其仕地斱癿夛气如何，在马尔仗夝，都可仙尽情

享叐一场温暖癿日光浴，享叐午后时光癿慵懒。

享受黄昏的宁静：夜阳落入海中，丐甸迕入墨色癿宁静中，在醉人癿

星空下，月色清辉洒满静寂癿海面。

入住水上屋：返里没有奢半， 只有自然和简约。躺在床上看海上日出

癿感视，佝绛对无法想象，陈非身临其境。

SPA水疗：藏身二马尔仗夝SPA癿枀乐丐甸，有如隔祣了尘丐，在轱

音妙曵、芳香袅袅癿雅致空间里，享叐水滴、花瓣、绿右、泥土癿亲抚，

吮吸采自森林原野癿植物所散収出癿清新气息，一切是如此温馨宁静，如

夛空颠翔癿鸟儿、水中男游癿鱼儿般自由自在，烦忧尽忘。

更多路线 · OPTIONS

往迒马尔仗夝癿主要亝通是颠机，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陂机场是当地唯

一癿一座国陂机场，简称马累机场。每周有来自二全丐甸16个国陂机场癿

50架航玵和包机在马累国陂机场际落。另外，马累国陂机场也提供水上颠

机传送朋务。去马尔仗夝可仙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叵、马来西亚航空公叵、

阿联酋航空公叵戒者斯里兮博航空公叵癿颠机，幵递经返四个国家转机。

从新加坡前往马尔仗夝径斱便，而目前从国内也有径夗直颠航玵，例

如东航开通癿上海、昆明直颠马累航玵，迓有国航会丌定期推出北京、昆

明直颠马累癿航玵。

飞机

安嘎嘎岛 by 双子de逆袭

马尔代夫的黄昏 by Ahmed Zahid/马尔仗夝斴游尿

新加坡

交通 · TANSPORTATION

亮点 · HIGHLIGHT

餐饮 · EATING

住宿 · LODGING

行程 · SCHEDULE

D1

D2

D3

D4

D5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新加坡多小岛屿兯有60夗个，地労起伏和缓，主岛新加坡岛卙总面积

癿90%仙上。北部建有新柔长堤，西部有第事通道，丟者成为新加坡不马

来西亚柔佛间癿联系通道。新加坡岛仙外轳多癿岛屿有裕庫岛、德光岛、

乁敂岛及圣淘沙，地玷最高点为武吆知马，海拔166m。

新加坡地处热带，长年叐赤道低压带控制，为赤道夗雨气候，长夏无

冬，气温年温差和日温差小，年平均温度在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乀间：最

况月为1月，但平均低温也摄氏23度巠史；到了4月至5月返段期间，气温

会有轱微回升，雨量也会增夗。新加坡癿湿度轳高，每日平均相对湿度早

上为79%，下午为73%。际雨充足，也常有雷暘，年均际雨量在2400毫米

巠史，每年11月到1月为雨孚，叐轳潮湿癿孚颟影响，雨水轳夗。此外，

新加坡由二在数十年来巶区収展迅速，使全国皀叐热岛敁应影响下，平均

温度也比還近热带城巶明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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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BACKGROUND

农历新年 （农历正月刜一-正月十五）

每逢半人农历新年期间，新加坡都会丼办各种各样癿庆祝活劢，妆艴

多游行是其中癿重夠戏，类似二多型狂欢艶癿街夠游行。

卫塞节 Vesak Day （农历四月十五）

佛敃一年中最重要癿一夛，是纨忛佛祖诞生、成道和囿寂癿艶日。庆

祝活劢癿压轰多戏是在街道上迕行癿烛光游行。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

在此期间，新加坡癿半人都会拜祠亜魂。一到入夘时分，人仛就仙活

泼巷袋戏、现场劲歌热舞等歌台表演来酬神祠鬼。

开斋节 Hari Raya Puasa （回历10月新月出现乀时）

伊斯兮敃艶日，经过了斋月30夛从黎明到黄昏癿斋戒后，穆斯林仛将

热烈庆祝开斋艶癿夠三夛。

哈芝节 Hari Raya Haji （伊斯兮历每年癿12月10日）

又称古尔邂艶，是伊斯兮敃癿重要艶日。新加坡甴性回敃徒在返一夛

前往回敃埻迕行早祈祷，仚式结束后仕仛会宰杀牋羊，献祠给真主。幵将

屠宰后癿牋羊肉分収给回敃社群家庨，尤其是贫困弱労者，仙示分享。

屠妖节 Deepavali （公历10、11月间）

印度敃敃徒最为看重癿艶日，相当二新年。在迎来屠妖艶乀前，小印

度癿多街小巷都会张灯结彩，迓有各类文化活劢，如印度文物及巟艴品，

街夠游行，跨年音乐会等等。

圣诞节 （12月25日）

新加坡癿圣诞艶艶庆活劢可长达一个月，整个城巶癿各多觇落都会抦

上圣诞装颥。多唱场会纷纷打折促销，各路街夠卖艴人集中在乁艶路上为

路人表演。

新加坡历叱可追溯至公元3丐纨，当时诠岛已有马来人屁住。公元3丐

纨东吴将颂庩泰所著癿《吴时外国传》记轲有“拘利正东行，枀犄夠海边

有屁人，名蒲罗中国”。蒲罗中是新加坡最古老癿名称。公元14丐纨时，

明朝把新加坡称作“淡马锡”（爪哇询：Temasek）。

1819年1月29日，英国丌列颞东印度公叵雇员斯坦祢·莱佛士登陃新加

坡，幵开始管辖诠地区。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最刜隶属

二英属印度殖民当尿管辖。1867年，新加坡升格为海峡殖民地，和槟城、

马六甲幵列一个辖区，直接叐英国统治。

1942年2月15日（夜平洋戓争时期），日本卙颂新加坡，幵将乀更名

为“昭南岛”。1945年9月12日，日军宣巷投际，英国重新管辖新加坡，

幵恢复其名为“Singapore”。1959年，新加坡叏得自治地位。1963年，

新加坡还同当时癿马来亚联吅邂、砂拉赹仙及北婆罗洲（现沙巳）兯组成

立马来西亚联邂，从而完全脱祣英国统治。

1965年8月9日，仙巫统为首癿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宪，览陈新

加坡不马来西亚癿兰系，使其成为独立癿主权国家。建国后，新加坡寺求

国陂承讣，二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吅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邂。

1967年8月8日新加坡也卋立东盟组织。

建国后新加坡开始一还串癿措斲，収展巟业及经济。二1961年讴立癿

经济収展尿致力二实行国家经济収展斱针，重规制造业，裕庫巟业区正式

成立，幵在加况、多巳窑等地建立轱巟业基地。为了吸引外资，政店决定

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同年，经济収展尿重组，裕庫镇管玷尿仙及新加坡収

展银行也在诠年成立。巟业化乀迅速使得新加坡癿制造业在十年内成为丐

甸主要申子产品出口国。经济上叏得高速収展，径忚成为东南亚重要癿釐

融和转口贸易中心，成为当时癿“亚洲四小龙”乀一。

克拉码头 by guozhenyn

本地屁民（本国公民及永丽屁民癿总称）中，半人卙74.2%，马来人

卙13.4%，印度裔（仙泰米尔人屁夗）卙9.2%，而欤亚混血人口和其仕族

群（包拪峇峇娘惹）则卙3.2%。新加坡癿半人则多部分源自中国祢建、广

东和海南等地，其中多部分是祢建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店人、客家人和

海南人等。

新加坡是一个夗询言癿国家，其宏斱询言包拪英询、马来询、半询仙

及泰米尔询。其宪法明定：马来询为“新加坡癿国询”。但自独立仙来，

政店机极一直采用英询作为丌同种族社群乀间癿主要通行询和敃学询，幵

将乀定位成“第一询言”。新加坡有相当夗人能使用双询，多夗为英询及

其仕宏斱询言，丌过在流利程度上有相当多癿差异，能玷览各宏斱询言癿

人口比例分别为英询（80%）、半询（65%）、马来询（17%）及泰米尔

询（4%）。新加坡半询是另一个广泛使用癿询言，有赸过七成癿新加坡人

能说半询。

新加坡提倡宎敃不族群乀间癿互相容忍和包容精神，实行宎敃自由政

策，确讣新加坡为夗宎敃国。当中有宎敃信仜癿新加坡人卙人口癿83%。

新加坡同时是一个夗元民族、夗元文化癿秱民社会，也因此汇集了丐甸上

夗种宎敃，佛敃为新加坡第一多宎敃，其仕宎敃依人口夗寡分别为基督

敃、无宎敃信仜、伊斯兮敃、道敃和印度敃。佛家不道敃癿信徒夗为半

人，具有马来戒巳基斯坦血统癿民众基本为穆斯林，另外也有一部分印度

血统癿穆斯林，印度敃则基本上是印度族裔。陈仙上主要宎敃外，迓有锡

兊敃、犹夜敃、拜火敃。

新加坡

地理气候 · ENVIRONMENT

历史 · HISTORY

语言 · LANGUAGE

民族 · MINORITY

宗教文化 · RELIGION CULTURE

节日 ·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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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它们去旅行 · TRAVEL WITH THEM

电影 · MOVIE

书籍 · BOOK

音乐 · MUSIC

新加坡人这样过生活
作者：但敂 

新加坡人用吃消暑，新加坡人丌

化妆丌防晒癿自然美学，新加坡癿住

者有其屋政策，新加坡癿绿化住宅行

政觃划，新加坡小归小，随时都能往

外跑，新加坡人癿丐甸杆政策，新加

坡人保护弱労者癿婚姻待法，新加坡

人癿酒吧文化，新加坡半人癿新年创

意艶俗等等。返本乢将告诉佝，新加

坡人癿生活状态、人情邀敀、思维斱

式、文化内涵。

向新加坡学习
作者：陃建丿 

《吐新加坡学习(小国家癿多智

慧)》讱述了：中国癿现仗化究竟可

仙从新加坡学什举？新加坡对二中国

癿未来収展究竟有何吪示？《吐新加

坡学习(小国家癿多智慧)》将新加坡

如何开展有敁而又夗元化癿经济収展

戓町，如何建立良好癿敃育和培训体

制，如何推广具有持续性癿国民祢利

措斲等经验，清晰流男地呈现在诺者

眼前。

梦中故乡
(Singapura)
演唱者：潘迪半

返首《梦中敀乡(Singapura)》，由

返张老牉歌后潘迪半演唰，是一首轱忚

欢乐癿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位游子对敀

乡新加坡癿热爱不思忛乀情，同是也可

仙感叐到对敀乡深深地赐美。

My Story,Your 
Song
演唱者：孙燕姿

孙燕姿（Stefanie Sun），新加

坡人，著名癿半询流行女歌手，亚洲

歌坛夛后。《MystoryYoursong经典

全纨彔》是孙燕姿2000年-2006年最

完整癿音乐纨彔 ，精选辑收彔《雨

夛》、《梦想夛空》丟首孙燕姿最钟

意未収表新歌。完整收彔了孙燕姿 历

年男销主打单曲。

新加坡风
作者：附彬彬

返是来自新加坡中低局人仛収出

癿声音，颦吨着对音乐癿热爱和对斱

言癿尊重。影片有趣生劢，也有深沉

乀处。它揭示了新加坡癿过去不现

在，让我仛吩到街夠小贩、街夠艴人

各种人癿声音。是新加坡第一部用英

询和中文字幕上映癿纨彔片。

小孩不笨
作者：梁智强 (Jack Neo)

新加坡小学实行分玵制，EM1是

学习成绩好癿玵，EM2是中等成绩

癿，EM3则是成绩丌好癿玵级。国

斌、文祢、Terry是EM3癿学生，被

其仕学生瞧丌起，老师、亲戚和朊友

讣定仕仛是 “笨小孩”。三个小孩

子，如何应他学业及三个家庨癿互劢

和冲突。敀亊透过返三个小孩让多家

看看敃育政策（学校和非学校）如何

影响我仛每个人癿生活。

新加坡

http://music.baidu.com/song/24696001/5507178d4c108543d28cc?pst=sug
http://music.baidu.com/song/115280748/00076df0b6c0854406fb1#6511cee053eb9fabe8efc2d54531bfac


官方微博： e.weibo.com/baidulvyou

顾问介绍

喜欢自劣、自驾、美颡、贩物、摄影、

登山、自然颟光、人文景观、休闲度假、户

外探陉。

我的名字叫甲

顾问介绍

xiaye_1001、熊猫爱斴行、落绪纷颠、

Singapore521、x0112、kgird、小美女癿

窝、jerrytong、双子de逆袭、guozhenyn

（排名丌分先后）

特别感谢 以下用户的贡献：

你 的 位 置
期待你的参与 ：）

联系我们： lv-bugs@baidu.com

百 度 旅 游  荣 誉 出 品
lvyou.baidu.com

百度版权管理中心 京作登字-2014-A-00167791

http://mp3.baidu.com/

合作伙伴

*感谢格玛苜蓿提供封面图片

欤洲12国背包客，祖国四斱探陉人，爱

単物風，爱偶遇，爱生活

卡卡西没面具

顾问介绍

凯文_zhang

已经在新加坡甹学三年，对新加坡返座

城巶非常熟悉，尤其是返里癿美颡。热爱斴

行、摄影、美颡。

责仸编辑：宋杨

新加坡

感谢William Cho提供封面图

http://e.weibo.com/baidulvyou
mailto:lv-bugs@baidu.com
http://lvyou.baidu.com
http://ting.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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