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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生活
轻松探索这些临近市中心的公园
及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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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剪影
不要错过这些近期精彩活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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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小印度之最
除了观赏传统景象、沉浸于人文气
息，您还可以在此浏览各种遗产和
现代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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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餐时间
享用新加坡最好的本地风味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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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列表
在这些现代化的餐厅尽情享受
新的美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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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艺术
从不同形式的艺术中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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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推荐
挑选，并将这些纪念新加坡文化
的独特纪念品带回家！

购物路线
不要错过这些购物去处推荐！

极乐无限之旅
参与这些深度旅游，并发现新加坡
不同的一面。

26 亲子活动
如何与孩子共同探索新加坡？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些点子！

精选大冒险
成为行动的一份子!

30 特色酒吧
这些新进酒吧将令您意犹未尽。

新加坡旅游局对本刊物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或
实用性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本刊物内容
所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害、损失、伤害或不便
之处，新加坡旅游局亦不负责。使用本刊物的内容
之前，应向本刊物中提及的第三方进行确认或核
实。本刊物内容在印刷之时皆为准确信息。

www.mongoosepublishin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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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疑问，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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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贴士

在新加坡购物时使用现金和信用卡是安全高效的。 由于服务费已经计
入商品及服务消费税（GST）， 所以小费并不常见。 消费者若在商店购
物价格超过 S$100，便可以依据旅客退税计划申请 7% 的消费税退税。

1. 查看商店中的此类标志。

2.  在参与 “电子退税服务” (eTRS) 的零售商处购物时，您需要出示
您的护照以证明您符合游客退税的资格。复印件以及护照的图片
将不会被接受。零售商将在购买时向您发出附有您护照详细信息
的 eTRS 交易单。

3.  您可以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航站楼的离境大厅（过离境移民厅之
前）、离境转机大厅（过离境移民厅之后），以及实里达机场的移
民与关卡局税务办事处申请退税。

4.  在 eTRS 自助退税服务站时，扫描您的护照以检索所有购买详情。

5.  如果您从樟宜机场出发，您可以选择将退款直接存入您的信用卡，
支付宝账户（仅限中国公民）或获得现金退款。 如果您从实里达机
场出发，将要求您选择通过信用卡，支付宝（仅限中国公民）或银行
支票退款。 完成后，请查看 eTRS 自助服务终端上显示的退款申请
结果，以检查是否需要前往海关检查柜台，海关人员可能会要求您
出示您所购买的商品以进一步完成验证。

6.  由于手续费，退款金额将低于收取的原始商品消费税金额。 您可
以通过 https://touristrefund.sg 注册和登录eTRS电子服务或通
过可从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下载的 “eTRS 
Singapore” 应用程序来验证您的交易详情。

运行时间通常为早上 5:30 至午夜 
12:00。 标准票价从 S$1.50 到 S$2.60 
不等（包括 S$0.10 的卡费）。 有关地铁
路线图详情，请参阅第 32 页。

 www.smrttrains.com.sg 
 +65 6331 1000

票价起始价格从 $1.40 起。巴士车长不
会找零，请准备相应零钱。

 www.sbstransit.com.sg
 www.smrt.com.sg

 +65 6331 1000

网络连接

依据下列指示，尽情享受您的旅行。
实用贴士交通

消费税退税

地铁

巴士

德士

您现在可以使用在新加坡境外发行的
Mastercard® 万事达卡和 Visa 威士卡 

“非接触式” 信用卡或银行卡来支付新
加坡的公共交通车资。 如需了解使用境
外信用卡或银行卡的手续费，请参阅
TransitLink 通联的 SimplyGo “新便利” 
网站（simplygo.com.sg）以获取更多
信息。

起步价格为 $3.90。
康福 Comfort/城市德士 Citycab

 +65 6552 1111
宝威德士 Premier Cabs

 +65 6363 6888
SMRT Taxis 德士

 +65 6555 8888

您可以在新加坡任何无线网络热点注
册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服务，并且通过
短信接收您的登录信息。期间可能会产
生相应的海外费用。您也可以在新加坡
旅客询问中心 (orchardgateway) 或樟
宜机场 Changi Recommends 服务柜
台租用口袋式无线网络设备。

新加坡电信公司已经停止供应 2G 网
络服务。为实现 3G 或 4G 数据漫游，
游客可从新加坡旅客询问中心
(orchardgateway)、 Changi 
Recommends 服务柜台或机场
电信零售店和全岛主要商场或便利店
购买预付电话卡。

免费无线网络

电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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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贴士

作为多元化的多民族社区, 新加坡提供了许多适合回教徒的设施。 这包括
在大多数*主要景点、酒店和购物中心所设有的清真认证或由回教徒开设
的餐饮场所到祈祷室等各种设施。 有关新加坡回教堂的完整清单，请浏览 
www.muis.gov.sg/mosque

* 欲知提供的设施有哪些，请与个别机构查询。

适合回教徒探索的目的地

• 请在乘搭自动扶梯时靠左，尤其是在高峰时段。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请让路给下车的乘客。上巴士时，请从前门上
车，后门下车。记得尽早按 "下车" 按钮。

• 乘搭公共交通时，不可携带宠物和榴梿等物品。

•  排队是新加坡人最喜欢的嗜好之一。如果您看到一个队列,  不妨问人
们正在为何事排队 —  您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     新加坡没有小费文化,  但如果您想对所得到的服务表示感谢，请随意
给小费。

购物时不够现金？这些电子付款应用程序将能让您轻松解决不够现金的
烦恼。电子付款方式现已被新加坡全岛许多商家广泛接受。

移动电子付款

下载，并使用新加坡旅游指南应用程序 （iOS 版
可用），从而获取与新加坡相关的隐藏景点贴士
和建议。今天就根据您的喜爱选择感兴趣的景
点，轻松探索新加坡，以及发现新加坡最新推出
的活动！

Paiseh
指的是 “我这么做/说很不
礼貌。” 因此，当一名新加
坡人迟到、犯了一个错误、
感到尴尬或通知您已违反
了规则时，您可能会听到
他或她说 “Paiseh” 。

Bojio
当未被邀请参加活动或事
件时，当地人会使用的一
句福建话。

“你今天早上去喝咖啡，
却没有叫上我哦！ 
Bojio!”

Makan
这是一个马来语的表达，指食
物或吃饭这个动作。

“这附近有许多爽爆了的
makan（吃饭）地点，每时
每刻都是 makan（美餐）
时间！”

Shiok
表示非常满意或愉快。

“老巴刹和竹脚巴刹熟食
中心卖的食物味道真的很
shiok（爽）！”

本地小贴士

新加坡旅游指南

支付宝： 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户可能会受到支付宝移动支付功能的限制。
VIA™： VIA™ 是亚洲首个允许您在海外使用本地移动钱包的跨境移动支付联盟。您只需留意 VIA™ 徽标, 即可
通过二维码付款。欲知更多详情，请上网 viaconnects.com。

下载：
如果您拥有与 VIA 
跨境电子钱包联盟
VIA 兼容的电子钱包, 
您可以留意是否有 
VIA 徽标。

新加坡式
英语必知
英语是新加坡的主要用语，
但是本地的英语也掺杂许
多地道口语表达。现在就学
习如何轻松掌握它，并且
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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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OCTOBER
新加坡美酒嘉年华
品酒爱好者将能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 12 届美酒嘉
年华中享受美味的食物和葡萄酒搭配、参加由酿酒专家带
领的研讨会，以及品尝超过 250 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

 www.winefiesta.com.sg
 新加坡君悅大酒店
  乌节 Orchard

4-6 Oct 10-12 Oct

10-20 Oct

da:ns Festival 舞蹈节
第 16 届舞蹈节将于 10 月份于滨海艺术中心举行。 到时，
来自世界各地屡获殊荣的舞蹈公司和编舞家都将到场参
与。观众也将能通过这个为期 11 天的活动观赏多个免费及
售票的经典和现代舞蹈表演，包括亚洲的传统舞蹈。 今年
的亮点节目包括由国际芭蕾舞蹈巨星 Carlos Acosta 
所属舞蹈公司 Acosta Danza，呈现的史诗街舞表演 

《FULL OUT》， 以及屡获殊荣的编舞家 Hofesh Shechter 
为 Hofesh Schechter Company 呈现的最新作品  

《Grand Finale》。

 www.esplanade.com/dansfestival
 滨海艺术中心
  滨海中心 Esplanade

The GREAT Wine & Dine Festival
美酒佳肴节
这个 10 月份，The GREAT Wine & Dine Festival 美酒佳肴
节将为您带来一系列由精选著名厨师所提供的独家菜肴。
想要来一杯？ 这里包括首届葡萄酒品尼高奖 （Wine 
Pinnacle Awards） 提名的葡萄酒在内的 200 多种
葡萄酒将能让所有热爱品酒的人士醉心。

 www.thegreatfestival.com
 名胜世界宴会厅，圣淘沙名胜世界™
  港湾 Harbour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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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主厨高峰会
一年一度的亚洲主厨高峰会是汇集亚洲厨师、亚洲餐厅以
及我们地区独有的配料的盛会。 美食爱好者？ 您可以透过
这难得的机会参加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厨师举办的小组
讨论， 现场烹饪示范和特别晚宴！

 www.icsaworld.com
 Monti Fullerton Pavilion
  莱佛士坊 Raffles Place 

9-11 Oct

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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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eLuxe® Singapore 珠宝展
对珠宝和钟表情有独钟？ 何不前往 2019 JeweLuxe® 
Singapore 珠宝展鉴赏由 Fred Leighton， Kwiat、
Lorenz Baumer、 Maison Verney、 Alessio Boschi、 
Paolo Costagli、 Dickson Yewn、 Konstantin Chaykin、 
Fiona Kruger 等世界著名珠宝店、 设计师和制表师所展示
的珠宝及钟表。 JeweLuxe® 是东南亚最大的珠宝和钟表节， 
不仅能为参与者提供最珍贵的宝石和珠宝， 还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尖端钟表和艺术品。 入场免费。

 www.jeweluxesingapore.com
 乌节路，义安城广场 （帐篷区）
  乌节 Orchard

11-20 Oct

克拉码头万圣节派对
这个 10 月份， 与我们一起见证克拉码头如何变成拥有现
场音乐表演和怪异恐怖区域的万圣节派对。 事不宜迟， 现
在就立即穿上您最恐怖的万圣节服装，参与有趣的游戏。主
办单位均准备了多个丰富奖品等您来赢取！ 此外，克拉码
头的众多酒吧和餐厅也将推出特别主题派对和促销活动。

 www.clarkequay.com.sg
 克拉码头，喷泉广场
  克拉码头 Clarke Quay

31 Oct - 2 Nov

UFC Fight Night 比赛 （新加坡站）
UFC® 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格斗组织。 热爱 UFC® 活动
的粉丝们将能在此次的比赛中见证来自世界各地业内精
英的飒爽英姿。 比赛将于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 此外，
粉丝们也将能在大赛之前通过公开的练习场以及见面会
上与选手们会面。

 www.ufc.com/Singapore
 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体育场 Stadium

26 Oct

艾丁格啤酒节 
您是否已经准备好皮裤， 与我们一起在艾丁格啤酒节中
随着音乐摇摆、舞蹈、参与嘉年华游戏， 而狂欢又怎少得
了艾丁格啤酒节？ 访客将能在化身为德国小镇的克拉码
头， 尽情享受令人垂涎的德国美食、节日游戏和饮料。 
入场免费。 心动不如行动！

 www.clarkequay.com.sg
 克拉码头，喷泉广场
  克拉码头 Clarke Quay

11-12 Oct

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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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NOVEMBER

《Suddenly Turning Visible: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1969–1989 》 展览
东南亚的艺术和建筑是本区域梦想和发展的表现。 除了探
索艺术运动和本土传统的重新发展， 您也能通过三个有影
响力的区域艺术机构 - 菲律宾文化中心、 新加坡的 Alpha 
Gallery 和泰國曼谷的现代艺术机构发现现代艺术与建筑
之间鲜为人知的联系。

 www.nationalgallery.sg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政府大厦 City Hall

19 Nov 2019 - 15 Mar 2020

精品博览会
访客将能通过该次的精品博览会发现多款着重于可持续
发展和设计的品牌以及其手工制作的服装、 鞋子、 配饰和
珠宝等。 这个多层的室内市场还为客人提供各种食品和
饮料， 让他们能够在欣赏各种艺术品、 时装、 家具、 家居
用品和玩具之余满足饥饿的肚子。

 www.boutiquefairs.com.sg
 F1 Pit Building
  宝门廊 Promenade

15-17 Nov

16 Nov - 31 Dec

迪斯尼松松河川大冒险
这个假期， 何不与迪士尼著名人物 - 松松， 以及其他河川
朋友一起前往河川生态园度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逍遥时光！ 
此外， 园区内还设有多个精彩摄影地点，让您可以为朋友
圈添加一些新颖的照片。 今天就穿上您的探险家装备，
与其他松松们一起参与互动体验！

 www.riversafari.com.sg 
 新加坡河川生态园
  宏茂桥 Ang Mo Kio 地铁站乘搭 138 号巴士

鹰王嘉年华 The King’s Fiesta
裕廊飞禽公园是访客能够在菲律宾以外亲睹菲律宾鹰
英姿的第一间野生动物园。 与我们一起通过音乐、 舞蹈、
游戏、脸部绘画等精彩活动庆祝 “天空之王” 的到来！ 
园区内也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性挑战活动， 让年幼
的访客了解更多关于猛禽的信息。

 www.birdpark.com.sg
 裕廊飞禽公园
  文礼 Boon Lay 地铁站乘搭 194 号巴士

16 Nov - 31 Dec

乌节圣诞大街欢
Christmas on A Great Street
这个圣诞佳节， 与我们一起前往乌节路庆祝一番， 并在此
街上寻找 “最佳礼物”。 除了能与您所爱的人一起创造珍
贵而难忘的时刻，访客也将能与永远可爱的圣诞老人一起
沉浸在假日季节的欢乐氛围中。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亮点是
今年的超级圣诞村， 它将以更大的规模回归，提供更多的
娱乐设施，“现场”音乐表演以及嘉年华食品和饮料。

 www.orchardroad.org/christmas
 乌节路 
  多美歌 Dhoby Ghaut / 乌节 Orchard /

 索美塞 Somerset

16 Nov 2019 - 1 Jan 2020

Hermès petit h
爱马仕的 petit h 以延续美好生活的经验和教导别人惜物
爱物的宗旨， 利用剩余的材料制作新饰品而获得其粉丝的
爱戴。 这些剩余材料在爱马仕大师的灵活和巧妙的雕塑下
被注入生命， 成为一件件创新、 梦幻且实际有用的商品。
对爱马仕情有独钟的人士将能在以上期间的移动式大篷
车展欣赏这些独一无二的作品。

 www.hermes.com/us/en/petit-h 
  Hermès Singapore, Liat Towers, 541 Orchard Road
 乌节 Orchard

22 Nov - 15 Dec

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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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双年展：“正确方向的每一步”
由 Patrick Flores 担任艺术总监， 2019 年新加坡双年展： 

“正确方向的每一步” 旨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做出选择和采
取措施来考虑当前条件和改变和改善人类努力的必要
性上。 这个国际当代视觉艺术展将在市中心的多个地方
举行， 包括博物馆，画廊以及文化和遗产场所。

 www.singaporebiennale.org
 多个地点

22 Nov 2019 - 22 Mar 2020

霓虹灯节
对艺术及音乐情有独钟？ 前往 2019 霓虹灯节欣赏在此展
示的艺术作品以及本地和外国乐队的音乐。 每年， 来自世
界各地的流行音乐家都会飞往新加坡参与其所安排的周
末多舞台户外活动。 此次活动将于福康宁公园的青翠山
坡上举行。

 www.neonlights.sg
 福康宁公园
  福康宁 Fort Canning

23-24 Nov

《理发师陶德》 Sweeney Todd: 
The Demon Barber of Fleet Street
以臭名昭着的英国理发师 – 陶德为主的 《理发师陶德》 音
乐剧将于 11 月份在新加坡首次登场。 该音乐剧不仅曾经
荣获最佳音乐剧等 10 个托尼奖项，更邀请同样身为托尼
奖项得主的 Lea Salonga 参演。 这个由美国著名音乐剧及
电影音乐作曲家 - Stephen Sondhiem， 带来的百老汇音
乐剧将让您惊喜连连。 

 www.srt.sg/show/sweeney-todd
 金沙剧院，滨海湾金沙®
  海湾舫 Bayfront

C3 亚洲漫展新加坡站
这不仅是汇集日本流行文化、 时尚潮流、 动漫和漫画
的盛典，也是 2019 年新加坡旅游奖的 “最佳休闲活动” 
获奖者。 届时， 多位本地和国际角色扮演者、配音演员、 
歌手、 表演者和音乐团体将出席开场盛会， 与参与者近
距离进行各种互动节目。

 www.animefestival.asia
 新达城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宝门廊 Promenade

28 Nov - 8 Dec

29 Nov - 1 Dec

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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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DECEMBER

《滨海湾花园圣诞仙境》 
Christmas Wonderland
滨海湾花园一年一度的 “圣诞仙境”  将在 11 月底隆重登场。 
访客将能一边陶醉在新加坡独一无二的欧洲风格圣诞盛会
中， 一边欣赏来自意大利的灯光雕塑、 漫步于会场中设立的
节日市场， 并且参加多种嘉年华游戏及游乐设施。 颂歌者也
将会于现场为访客带来多首应景圣诞季节的歌曲。

 www.christmaswonderland.sg
 滨海湾花园       海湾舫 Bayfront

29 Nov - 26 Dec

《暮光之夜》 Twilight Encounters
暮光之夜活动再次迈入新的年头。访客将能在这个幻想和神
秘的夜晚探索犰狳、 穿山甲等夜间奇迹， 并且在夜间野生动
物园的暮光之夜活动中体验饲养员与动物们之间的互动、
灯光装置， 以及其他精彩绝伦的活动！

 www.twilightencounters.sg
  夜间动物园
   宏茂桥 Ang Mo Kio 地铁站乘搭 138 号巴士

16 Nov - 31 Dec

《圣诞心愿 - 圣诞红花卉展》
Poinsettia Wishes
美丽迷人的圣诞红花将于今年圣诞
佳节降临滨海湾花园！ 喜欢沉浸在被
满满花卉包围的氛围中？ 您将能在这
个神奇节日花卉展示中欣赏到以迷
人方式展出的各式各样圣诞红。

  www.gardensbythebay.com.sg
 滨海湾花园
  海湾舫 Bayfront

8 Nov 2019 - 5 Jan 2020

《新加坡漫画展》 Singapore Comic Con
新加坡漫画展是东南亚最佳西方和亚洲流行文化内容的
终极庆典。 从玩具、收藏品、漫画和电子竞技到角色扮演，
这里所提供的节目定有一样能吸引您的眼球！ 不仅如此，
访客也将能通过此展与喜爱的角色扮演者合照，以及获得
爱慕的漫画创作者、 插图画家和玩具设计师们的签名，
购买限量版收藏品， 甚至在这一年一度的活动中参与
角色扮演比赛！

 www.singaporetgcc.com
 滨海湾金沙® 
  海湾舫 Bayfront

7-8 Dec

美食佳酿节 Epicurean Market
在这个以优质食品和葡萄酒为主的庆祝活动中， 您不仅能
够试吃多种名厨招牌菜肴， 甚至还能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
数百种优质葡萄酒。 喜欢美食的参与者也可参加由屡获殊
荣的调酒师和厨师所领导的大师班， 并且于农民市场上展
示的大量新鲜农产品中挑选喜爱的蔬果。

 www.marinabaysands.com/EpicureanMarket 
  金沙会议展览中心，滨海湾金沙® 
  海湾舫 Bayfront

14-15 Dec

《生活世界：动物星球体验》 Living Worlds: 
An Animal Planet Experience
由 Kingsmen 创建和制作， 并且与 Discovery Inc. 和新
加坡科学馆合作，《生活世界：动物星球体验》 是首个带领
访客穿越野外地形的沉浸式野生动物展览。 您不仅能从
大自然的心中发掘出非凡的故事， 体验前所未有的探索
镜头， 还能和参与制作的摄像师们会面！

 www.discoverydestinations/livingworlds
 新加坡科学馆，The Annexe
  裕廊东 Jurong East

15 Nov 2019 - 20 Mar 2020

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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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跨年倒数活动
新年新梦想！ 于新加坡最大型的年终派对迎接新的一年！  除了能够捕捉令人
惊叹， 将于午夜照亮新加坡城市天际线
的倒数烟花表演， 您也可以同时在新年
前夕的节日气氛中享受位于海湾周围安
排的一系列精彩庆祝活动。

 www.marinabaycountdown.sg
 滨海湾 Marina Bay
  海湾舫 Bayfront /  

 滨海中心 Esplanade / 
 莱佛士坊 Raffles Place

31 Dec

克拉码头跨年倒数派对
想要迎接新的一年？  何不前往于克拉码头举行的 2019 跨年庆祝活动。 除了激动人心的现场乐队表演，现场也将有临时
摊位所安排的活动， 并且在喷泉广场设立多个精彩摄影地点让您留下倩影！ 参与者可通过此区域所安排的主题派对和
多个促销享受无休止的狂欢， 迎接 2020 年！

 www.clarkequay.com.sg
 克拉码头的喷泉广场
 克拉码头 Clarke Quay

31 Dec

圣淘沙名胜世界圣诞夜
今天就亲临新加坡环球影城体验独一无二的环球影城圣诞
节！ 能在飘扬降落的雪花中漫步， 和您心爱的卡通人物见面
再坐上圣诞老人的雪橇绕一圈是否像梦幻世界里的场景？ 除
了能有此难得的体验，千万不要错过名厨餐馆推出的圣诞及
新年主题菜单。 精心准备的菜单包括美式八宝鸭 turducken 

（火鸡+鸭+鸡）、 饼干、 水果蛋糕、托尼甜麵包， 树桐蛋糕等
等。 作为名胜世界一系列的安排之一， S.E.A. 海洋馆的荧光
海洋也将于今年回归， 重现迷人的装置， 让您见证海底世界
发光的浮游生物和珊瑚白化的奇景。 还意犹未尽？ 您可以前
往水上探险乐园参与不同的水上挑战， 以及乐园首次举行的
水游行！

 www.rwsentosa.com/christmas
 圣淘沙名胜世界 Resorts World Sentosa
 港湾 HarbourFront

29 Nov 2019 - 1 Jan 2020

活动剪影

图例

购物

艺术和娱乐

大自然和野生活动

文化和遗产

餐饮

体育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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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山脊
Southern Ridges
南部山脊是一条全长 10 公里的绿色开阔地带，通过风景
如画的山脊和小径，将新加坡南部地区广受欢迎的公园
和花园小丘陵连为一体，是远足和观鸟的好去处。 在这里，
您可以欣赏到肯特岗公园 Kent Ridge Park、 园艺园林 
HortPark、 直落布兰雅山公园 Telok Blangah Hill、 拉柏多
自然保护区 Labrador Nature Reserve，以及花柏山公园 
Mount Faber Park 的各种动植物群。 设计前卫的亨德森
波浪桥 Henderson Waves 不仅是新加坡最高的人行
天桥，也同时深受家庭、情侣和慢跑者的青睐。此外，徒步
者也可以在徒步行程结束后乘坐风景秀丽的缆车从
花柏山景前往圣淘沙。

 拉柏多公园 Labrador Park 

04

新加坡是一座花园中的城市,  拥有多个能够从市中心轻松到达的绿色境地。

东海岸公园
East Coast Park
这个热闹的公园是家庭和体育爱好者
的热门聚会场所， 您可以在这里野餐、 
放风筝、 电缆滑水甚至玩激光枪战。 
与此同时， 您还可以租一辆脚踏车
或一双轮滑鞋，沿着 15 公里长的海
滩快速滑游而下。 肚子饿? 沿途也可
找到提供各式各样本地小贩美食菜
肴、 饮料和新鲜海鲜的用餐场所。

 www.nparks.gov.sg
 East Coast Park Service Road
 勿洛 Bedok / 友诺士 Eunos /

 景万岸 Kembangan

公园生活

1 53

碧山 – 宏茂桥公园
Bishan-Ang Mo Kio Park
喜欢鸟语花香的访客可以在这座风
景优美， 且设有三公里长河流的公园
中进行骑脚踏车、 慢跑、太极拳和瑜
伽等户外活动。 除了各种植物和鸟类， 
访客也能在这个热门场所发现各种
用于稳定河岸的土壤生物工程技术， 
和观赏河流两旁所种植的野生花丛。 
河流中也拥有不少能够净化河水的
生物群落及减少地面径流的生物洼
地。公园中偶尔会出现野生水獭， 并
且设有一座轮椅无障碍欢乐区及秋
千。

 www.nparks.gov.sg
 Ang Mo Kio Avenue 1
  宏茂桥 Ang Mo Kio 巴士转换站

 或碧山 Bishan 地铁站乘搭 50、
 53、55、58、71 或 262 号巴士 

01
滨海堤坝
Marina Barrage
位于 350 米宽的滨海通道口， 新加坡
滨海堤坝是新加坡的第 15 个水库，
可满足全国约 10％ 的水需求。 该堤
坝的用途皆在负责缓解岛上一些低
洼地区的洪水， 以及为皮划艇和帆船
等水上运动提供所需的水量。 您还可
以在这里放风筝或在堤坝郁葱的屋
顶空间享受野餐的乐趣。 想要毫无
阻碍、尽情欣赏美丽的日落美景？ 
何不待到傍晚时分！ 

 www.pub.gov.sg/marinabarrage
 Marina Barrage, 

 8 Marina Gardens Drive 
 滨海湾 Marina Bay

05
滨海湾花园
Gardens by the Bay
这个屡获殊荣的花园建在填海地段，
占地 101 公顷, 拥有全球最高的室内
瀑布和 16 层楼高的擎天大树。 您可
以在园区的两座植物冷室中欣赏全
球各地沙漠的奇妙植物、 热带高原植
物， 然后参观滨海湾花园儿童乐园。 
随后， 再前往华侨银行空中走道欣赏
令人叹为观止的滨海景色， 以及迷人
的城市天际线。 最后， 前往观赏花园
狂想曲精心设计的每日灯光音乐秀， 
结束一天的行程。 

 www.gardensbythebay.com.sg
 18 Marina Gardens Drive
 +65 6420 6848
 海湾舫 Bayfront

03

02

可持续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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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新加坡

新加坡目前一共拥有 72 公顷的屋
顶花园和绿色墙壁，目标是在 2030 年
将该数字增加三倍。

超过 47% 的岛屿被绿
地覆盖。

我们是全球 20 个碳效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回收 20% 以上的废物。

超过 80% 的家庭距离公园不到 
10 分钟的步行路程。

您可以在新加坡展开环保之旅！
现在就立即下载脚踏车共享应用
程序, 并通过广泛的公园连道探
索新加坡。该公园连道即将长达
300 公里长！

新加坡10项必做

 品尝新加坡人最爱的水果
 之王 - 榴梿。 这是一种拥有
 尖刺，并且香味极为刺鼻且
 浓厚的热带水果。

 探索新加坡唯一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 - 新加坡

 植物园。

 参观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这里
收藏了全球最多的东南亚现代
艺术展示。

 在屡获殊荣的新加坡动物园近
距离了解野生动物。

 沿着乌节路着名的购物地带
 尽情享受无数的本地和国际
 品牌。

 在被列为世界上最佳夜店之一
的 Zouk 尽情狂欢。

 在亚洲第一酒吧 - Manhattan
喝杯饮料。

 在滨海湾金沙® 的无边泳池中
欣赏壮丽的景色。

 于新加坡首个，也是唯一的
 一座蹦极塔 - 圣淘沙的 AJ   
 Hackett 体验一跃而下所
 带来的刺激感。

 于牛车水 Chinatown、如切 
Joo Chiat / 加东 Katong、

 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
  以及小印度 Little India 体验

本地文化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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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达帕提雅卡雅曼兴都庙 Sri Vadapathira 
Kaliamman Temple （555 Serangoon Road） 
是一座专为守护神卡里女神建盖的印度教寺庙。 
它从开始时的榕树下神像逐渐扩展成一座细节
精致的小神殿。 您可以在此欣赏其刚翻新完毕
的巨大雕像和细致浮雕。 有些访客甚至会把他
们的新生儿放在这位守护女神的脚下，祈求她的
祝福。

体验小印度之最

011 探索色彩缤纷的历史寺庙

除了观赏传统景象、 沉浸于人文气息， 您还可以在此浏览各种遗产和现代
纪念品。 今天就通过互动式的工作坊探索新加坡印度社区的艺术和风俗，
并尽情享受该区附近的众多餐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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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色彩缤纷的装饰和灯光情有独钟？那就不能错过
于 9 月7日至 11 月 10 日在小印度举行的屠妖节亮
灯庆典活动。不仅如此，您还可以参与印度传统文
化馆所举办的文化节（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 日），
通过小组讨论、表演和工作坊了解新加坡印度社区
的历史与艺术。

惹兰勿刹距离小印度不远，您可以在历史悠久的惹
兰勿刹街道 (马来语的 Jalan Besar 意指 “大马路”）
上漫步，观赏新旧新加坡的各个方面，甚至探索以世
界第一大战将军命名的小道路，以及精心修复的店
屋。 惹兰勿刹以其充满活力的咖啡文化而闻名， 例
如举办咖啡制作和咖啡鉴赏大师班的 Chye Seng 
Huat Hardware（150 Tyrwhitt Road） 等时尚咖
啡馆。这条历史悠久的道路两侧是阿督卡夫回教堂 
Abdul Gafoor Mosque（41 Dunlop Street）和露德
圣母堂 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50 Ophir 
Road）、CreatureS（120 Desker Road）和瑞春点
心餐厅（183-191 Jalan Besar）等热门餐厅。

惹兰勿刹 JALAN BESAR

2B2A

于拥有清真认证的 2A The Malayan Council（22 Dunlop Street） 品尝酸辣蒜片意大利面和熏鸭小辣椒椰浆咖喱等
东南亚菜肴，和餐厅的经典 Ondeh Ondeh （椰丝椰糖香兰）蛋糕作为餐后甜点。 到同一条街的 2B The Singapura Club 

（102 Dunlop Street） 也可享受传统美食和创意甜点，该餐厅是由中峇鲁迁移至此。喜爱传统菜肴的美食家则可前往 
2C Banana Leaf Apolo（54 Race Course Road） 品尝其所供应的经典印度美食， 如著名的咖喱鱼头。

02 品尝现代和传统菜肴

3

喜爱购物的人士可以在 3A Malabar Gold & Diamonds 
（121 Serangoon Road） 所提供的一系列传统印度珠宝

首饰中挑选心仪的款式， 并且在新加坡唯一一间 24 小时
购物中心 - 3B 慕达发中心 Mustaffa Centre（145 Syed 
Alwi Road） 享受全天候购物体验。这是出售传统美食、 
餐具和玩具等各种商品和豪华手表的大型购物中心。
3C  Onlewo 安乐窝 （129 Jalan Besar）是近代受到 

《壁纸  * 城市指南》、 《路易威登城市指南》 以及  《Monocle》  
称赞的品牌。  除了深受客户和海外杂志的认可， 该品牌
也零售盘子、 名片盒、 真丝围巾、靠垫套和印有新加坡文
化图案的玻璃雕塑等日常产品。

03 探索具有独特性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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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的美食天堂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 VISITSINGAPORE.COM

享用新加坡最好的本地风味美食。

咖喱鱼头
Fish Head Curry
这道美味辛辣酸甜的佳肴原先是由
南印度移民所引入新加坡， 随后逐渐
被改编以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香浓美
味的咖喱和鲜嫩鱼头绝对能让您意
犹未尽。

地点: The Banana Leaf Apolo 
 www.thebananaleafapolo.com  

 54 Race Course Road      
 +65 6293 8682      
  小印度 Little India

海南鸡饭
Hainanese Chicken Rice
海南鸡饭是新加坡的本地特色美食。
该鸡饭改编自海南岛文昌鸡肉配方，
由中国移民引入。 新加坡鸡饭的特色
是配有白斩鸡或烧鸡， 特别是海南鸡
饭中必不可少的蒜蓉辣椒酱和生姜
酱料。

地点: Chatterbox Mandarin Orchard
 333 Orchard Road Level 5 
 +65 6737 4411  
 索美塞 Somerset

咖椰吐司
Kaya Toast
咖椰吐司是新加坡传统的早餐， 吐
司包括厚面包片以及用椰子和鸡蛋
制成的果酱。 该传统新加坡式早餐
可于大部分的咖啡店 （kopitiam） 
购买到。 咖椰吐司与半生熟水煮蛋
相结合， 您可以在鸡蛋上淋上黑酱
油、 再配上新加坡式的咖啡 （kopi） 
或茶（teh）。

地点: 協勝隆咖啡店
Heap Seng Leong 

 10 North Bridge Road #01-5109 
 +65 6292 2368      
 劳明达 Lavender

美餐时间

1 2

3

02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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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的美食天堂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吗？ 在 #VISITSINGAPORE 与我们分享吧

福建炒面
Hokkien Mee 
福建炒面是新加坡本地受人喜爱
的食物之一。 其源自于中国福建省，
由鱿鱼、虾、黄面和米粉烹制而成。
福建炒面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还伴
有美味辣椒酱和酸柑。

地点: 纽顿熟食中心 
Newton Food Centre 

 500 Clemenceau Avenue North
 纽顿 Newton

                                      

炒萝卜糕
Carrot Cake
与西式的萝卜蛋糕截然不同， 新加
坡式的炒萝卜糕是由白萝卜和粘米
粉，连同大蒜、 蛋以及腌萝卜一起炒
而制成。 不仅如此，这道受本地人喜
爱的美味金黄色及白色萝卜糕， 其
实还有一个被浇上甜酱油的黑色版
本哦！

地点: 红山熟食中心 
Redhill Food Centre

 Block 85 Redhill Lane #01-49     
 红山 Redhill

4

5

0504

玫瑰奶球
Gulab Jamun

印度经典的甜点，由油炸面粉
球浸泡在糖浆中制成。

煎蕊
Chendol

满满绿色粉条、红豆、香甜椰奶和
棕榈糖的刨冰甜品。

红豆冰
Ice Kachang

先是在底层放入亚答籽、果冻、红
豆及甜玉米，然后将其铺满刨冰，

最后再淋上色泽诱人的七彩
糖浆和浓郁炼乳。

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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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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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您可以在小贩中心、传统
甜品店以及本地的烘培

店享用这些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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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的美食天堂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 VISITSINGAPORE.COM

在这些现代化的餐厅尽情享受新的美食体验。

Indigo Blue Kitchen
这家土生华人*传统餐馆不仅是您探
索过去时代风味的最佳地点，也是 
Les Amis 集团主席林有仁 Desmond 
Lim 个人向祖母致敬而开设的餐馆。
您将能在 Indigo Blue Kitchen 舒适
的环境中品尝多种土生华人经典菜肴，
如 kueh pie tee （酥脆小金杯）、 
popiah （春卷）和 bakwan kepiting 

（用泥蟹、虾和猪肉制成的肉丸汤）。

  www.lesamisgroup.com.sg/
indigo-blue-kitchen

  Shaw Centre, 1 Scotts Road 
#03-09/10/11

 +65 6235 3218
 乌节 Orchard

* Peranakan 源自印尼/马来语, 意指 
“土生土长的人”，主要指海峡殖民地

时代南下的华人移民和本地的马来/
印尼原住民通婚生下的后代。

Cheek Bistro
Cheek Bistro 是代替已不复存在的
米其林一星级餐厅 Cheek by Jowl 
的新休闲概念餐厅。该餐厅由 Rishi 
Naleendra 和 Manuela Toniolo 夫
妻俩共同掌厨， 提供的餐点均以现代
澳大利亚美食为主。 其招牌菜肴包括
烟熏番茄格兰尼特牡蛎和鸡肝冻糕
华夫饼。  甜点方面则有巧克力馅饼
及奶酪拼盘。

  www.cheekbistro.com
  21 Boon Tat Street
 +65 6221 1911
 直落亚逸 Telok Ayer

Cloudstreet
继 Cheek Bistro 和已经结业的
Cheek by Jowl 餐厅， Chef Rishi 
又再创高峰，开设了名为 Cloudstreet  
的餐厅。 除了设有 40 个座位供， 餐厅
的正中央也设有开放式概念的厨房和
厨师桌。 细心准备的菜肴不仅采用当
季的食材， 而且还结合了厨师本身斯
里兰卡和澳大利亚背景的多元文化。 
除了专注售卖食品和饮料， Cloudstreet  
还特别推出了包含 350 多种天然和
经典风格葡萄酒的葡萄酒计划。

  www.cloudstreet.com.sg
  84 Amoy Street
 +65 6513 7868
 直落亚逸 Telok Ayer

饮食列表

01 02 0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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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的美食天堂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吗？ 在 #VISITSINGAPORE 与我们分享吧

Kausmo
在 Kausmo 餐厅， 才华横溢的年轻厨
师唐芙乐 Lisa Tang 希望通过她不断
变化的 mod-Sin （现代新加坡）菜肴
来激发人们的思考和可持续发展。 与
大多数厨师不同， Lisa 厨师在烹饪时
会选用来自不常用部位的肉类、 不太
为人所知的新加坡本地蔬菜以及来自
本区域较小规模农业社区的海鲜。

 www.kausmo.com
  Shaw Centre, 1 Scotts Road 

#03-07
 +65 8126 8538
  乌节 Orchard

岷江餐厅（登布西山分店）
这家餐厅位于一栋经翻新的单层殖
民时代建筑内， 周围绿意盎然， 为食
客提供地道而又丰盛的川菜和粤菜。 
在您品尝正宗北京木柴烤鸭的同时， 
可以欣赏餐厅华丽的瓷砖墙壁和马
赛克地板。 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招牌
传统珍宝拼盘， 包括脆皮虾卷、 炸蟹
肉配鸡肝以及咸蛋黄。

  www.goodwoodparkhotel.com/
en/dining/min-jiang-dempsey.
html

 7A and 7B Dempsey Road
 +65 6774 0122
 花拉路 Farrer Road

龙堂
这家隐秘的地下餐厅藏在驳船码头
一个安静咖啡店的冰箱门后， 以大
胆而创新的方式重新诠释经典的中
式菜肴。 食客在这里可以尽情享用
极富创意的主菜， 例如松露和牛河
粉 （汤汁浓稠， 配上优质日本牛肉）、 
火焰菠萝牛肉 （盛放在燃烧的凤梨中）
以及油条辣子鸡， 同时还能欣赏龙
堂墙壁和菜单上看似随意但又包含
玄机的艺术作品。

  www.facebook.com/pg/
TheDragonChamber

 2 Circular Road
 +65 6805 8181
 克拉码头 Clarke Quay

0504 06

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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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aste For Bad Taste" 设计展 10 月 12 日 – 11 月 16 日
"Bear's Mouth" 户外表演（滨海湾花园）10 月 19 日 – 20 日
法国电影节  11 月 4 日- 17 日
自然主义视频制图活动（亚米尼亚街）11 月 8 日– 10 日

“艺放邻里” 活动（Arts in Your Neighbourhood）11 月 9 日 – 24 日
欲知更多详情和活动讯息，请浏览 Voilah！的网站。

VOILAH! 亮点

新加坡的艺术场景向来不拘一格, 必定能让您沉浸在各种令人振奋的体验中。
城市艺术

滨海艺术中心
您可以在滨海艺术中心的众多表演
场所发现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该场
所由众多新加坡零售商和餐馆租用，
除了在滨海湾沿岸举办免费户外音乐
会，还提供多个与该地点相关的导览
活动。

  www.esplanade.com
  1 Esplanade Drive
 +65 6828 8377
 滨海中心 Esplanade

侨福当代美术馆
这座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的美术馆不仅
免费接待公众， 而且还有一个极为可
爱的名称 -“蝙蝠侠建筑”。该博物馆
就位于备受好评的 ATLAS 酒吧 (第 31 
页) 上方， 一直以来都以举办发人深
省的展览而闻名，其中包括以黑暗和
神秘的图画、绘画、照片和视频作为
主题的 《Disturbing Narratives》     
(即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8 日) 。该展览
目前正在展示中。

 www.parkviewmuseum.com
   百威广场  Parkview Square, 

 600 North Bridge Road Level 3
 +65 6799 6971
  武吉士 Bugis

02 03 别错过这些艺术活动！
11 月 15 日至 24 日，您将可以通过
在整个城市举办的一系列艺术活动，
游览团、工作坊及活动来体验新加坡。 
主要亮点包括 2019 年新加坡双年展 
(第 7 页)，负担得起的艺术博览会以
及以下文化区 – 牛车水、小印度、甘
榜格南和如切/加东举办的特备节目。
欲知更多详情，可在活动近期浏览 
VisitSingapore.com 或下载新加坡
旅游指南应用程序 (第 3 页)。

  多个地点

Re-Imagine Voilah! 法国文化节
您是否热爱与法国相关的人事物？您可以于 Voilah！
法国文化节欣赏多个表演艺术、音乐会，甚至观看最
新的法国电影！除了有机会与法国作家和前卫艺术家
们会面，您也将能通过此次的活动参加科学讲座，以及
观看多种舞蹈表演。届时，也将能品尝新加坡美食及
法国美酒的完美搭配。

 www.voilah.sg       多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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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美的旅游体验，收获顾客满意的微笑，是需要真心和努力的。请您提名您心目中能荣获

“新加坡旅游业大奖”的企业或客服代表，向“新加坡旅游明星”致以诚挚的谢意吧！

 “新加坡旅游业大奖”旨在表彰优秀的旅游从业机构和人士所贡献的卓越旅游

体验和优质服务。该奖项由新加坡旅游局颁发，常年接受公开提名，每年举办一次评奖，

以嘉奖和鼓励新加坡旅游业中的佼佼者。

选择类别
选择您喜欢的旅游体验类型

提名
告诉我们被提名人或机构值得获得这项殊荣的原因

提交和分享！
提交您的提名以及分享您的故事

通过以下三个简单步骤进行提名：

请您马上登录 www.SingaporeTourismAwards.com 提名吧！ 

提名您的最佳旅游体验
向您的旅游明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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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纪念品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 VISITSINGAPORE.COM

您可以从这些本地品牌中挑选一些纪念新加坡文化的独特纪念品，并且将它们带回家！
精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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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纪念品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吗？ 在 #VISITSINGAPORE 与我们分享吧

In Good Company

In Good Company 成立于 2012 年， 
是一家专注于极简主义的品牌。这个
自豪的新加坡品牌如今在世界各大
城市出售着各种低调且优雅的服装
和配饰。 您可以在这里选择既时尚
又舒适的男士， 女士和儿童服装。

 www.ingoodcompany.asia
  ION Orchard, 2 Orchard Turn 

#B1-06
 +65 6509 4786
  乌节 Orchard

04

Klosh

Klosh 是一家以礼品艺术为主题的
新加坡零售商， 并且以售卖新加坡
风格的家居装饰和生活用品获得消
费者的青睐。 在这里，您将会发现多
款形状像本地传统小吃的垫子 （例
如，香兰蛋糕）、 向经典土生华人设
计致敬的盘子， 甚至还有以星耀樟
宜为主题的新加坡记忆收藏卡夹。

 www.klosh.online
  Jewel Changi Airport #04-230
 +65 6214 3321
 樟宜机场 Changi Airport

06
老成昌 Old Seng Choong

来到老成昌，绝对不能错过其令人
印象深刻的新加坡风味糕点、饼干
和馅饼， 如 hae bee hiam 福建话 

“虾米香” （虾米做成的辣味肉松）
以及 laksa （辣味椰奶汤面）。 与此
同时，老成昌也售卖辣椒螃蟹以及海南
鸡饭等新加坡经典菜肴的预混酱料，
让您可以随时随地在家中烹制喜爱
的传统美食。 所有产品均采用反映
本地文化和传统的包装， 即使是不
同口味的饼干也可以装在这些
礼品盒中。 

 www.oldsengchoong.com
  Design Orchard, 250 Orchard 

Road
 索美塞 Somerset

05

TWG

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茶叶，您也
可以在此尽情享受多款极具新加坡
风味的茶，如史丹福莱佛士茶和新加
坡早餐茶，以及 TWG 沙龙所售卖的
茶叶糕点、糖果及甜点。想要将 TWG
带回家？ 由这家本地公司推出的茶
香蜡烛和品茶配套可说是纪念品的
绝佳选择。

 www.twgtea.com
  Takashimaya, 391 Orchard 

Road Level 2
 +65 6363 1837
 乌节 Orchard

03

Bynd Artisan

Bynd Artisan 以其优质皮革制成的简
约时尚包包和笔记本而闻名。 此外，
您也可以通过才华横溢的工匠定制个
性化商品。 不说您可能不知， 这个具
有环保意识的品牌只使用可持续和负
责任采购的纸张。

 www.byndartisan.com
  44 Jalan Merah Saga #01-54
 +65 6475 1680
  荷兰村 Holland Village

09
Batu Lesung

Batu Lesung Spice Company 不仅
以用于制作多种亚洲酱料的传统杵和
臼为公司命名，而且还售卖多款香料
酱，包括 Rendang Rempah （椰奶和
香料干咖喱酱）、 Panggang BBQ 腌
料 （马来式的烧烤腌料）和经典咖喱。 
这些小袋均附有说明， 解释如何准备
经典菜肴。

 www.batulesungspicecompany.
com

  售卖地点：COMO Marketplace 
(17 Dempsey Road)

 +65 6225 3542
 花拉路 Farrer Road

07

Cat Socrates

Cat Socrates 所有的商品灵感均源
于其所在的社区。 您可以在这间位于
如切/加东 (Joo Chiat/Katong) 的店
屋中发现多款灵感来自此街区彩色
瓷砖和法国浮雕的书籍、 磁铁、 文具、 
手提袋和其他配饰。

 www.cat-socrates.myshopify.com
  448 Joo Chiat Road
 +65 6348 0863
  于达科达 Dakota 地铁站乘搭 

 10 号或 32 号巴士 

01

Binary Style

Binary Style 以其大胆和丰富多彩
的新加坡主题围巾收到众多客户的
喜爱。 其所售卖的服装和配饰均收
到本地文化和建筑的启发， 作品灵
感更是包括新加坡河、 新加坡的迷
人天际线、 文化小区， 以及著名的
邻里游乐场。 

 binarystyle.myshopify.com
  Isetan Scotts, 350 Orchard Road 

Level 2
 +65 9030 6465
 乌节 Orchard

08

Supermama

Supermama 售卖多种产品， 其中
最受欢迎的包括可堆叠的公寓楼风
格杯子、 色彩缤纷的日历和印有新
加坡标志性地标的蓝白瓷盘。 该品
牌还同时售卖其他独特的纪念品， 
例如， 以本地艺术家设计为主的
新加坡标志贴纸。

 www.supermama.sg
 265 Beach Road
 +65 6291 1946
  尼诰大道 Nicoll Highway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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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疗法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 VISITSINGAPORE.COM

新加坡是众所周知的购物天堂，除了为购物者提供广泛的商品选择，
还不忘以丰富难忘的体验吸引来此购物的人士。

乌节路 Orchard Road

“夜在乌节” Night At Orchard
热爱购物的人士一定会喜欢于著名乌节路推出的  “夜在乌节” Night At Orchard 
计划。 这是一个于每个月首个周末，沿着乌节路不同路段举行的流行购物概念， 
目的旨在为购物者提供最好的新加坡时尚、艺术、设计、美食和音乐。访客不仅
可以在乌节路上所设的临时摊位与售卖本地纪念品的创作者会面，还能为自己
及亲人购买个性化的纪念品、一边让漫画家绘制您的画像，一边聆听特地受邀
的本地街头歌手带来的首首歌曲。 

索美塞市集 Somerset Markets
如果您是位喜欢购物的人士，临近的索美塞市集（位于 *SCAPE 旁边 , 2 Orchard 
Link） 将会是不错的选择。这里汇集了许多由本地创业者售卖的设计，购物者可
以在欣赏街边艺人的表演之余，细选他们喜爱的美术、艺术作品、配饰、服饰等
商品。

爱雍·乌节十周年庆祝活动：空中壮观特色（表演嘉宾：来自美国的 BANDALOOP）
不说您可能不知，爱雍·乌节十岁了！ 作为 1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以及配合
2019 年秋冬系列，爱雍·乌节将邀请来自美国的垂直舞蹈先驱 - BANDALOOP 
前来为购物商场的访客呈现一系列表演。 表演场地已定为购物商场一楼的户外
活动空间。这将是空中舞蹈团首次在乌节路演出。 10 月 4 日至 6 日 (周五至周日）
将举行三场晚间节目。

 乌节 Orchard / 索美塞 Somerset

购物路线

01

DESIGN ORCHARD

“设计. 乌节” Design Orchard 
（250 Orchard Road） 是专为新加

坡初创业者和社区企业而打造的多
功能体验区， 访客可在这个非常规
购物区域选购超过 70 家本地品牌
的商品。 这里也会与本地的音乐家
及餐饮企业合作开设临时摊位。 您
还可以查看每月活动，包括本季度
的以下活动：

• 《电影 . 文学》（10 月）
• 《回家过圣诞》（11 月）
•  黑暗中的购物（12 月）

不仅如此， 您还可以在购物后到
“设计. 乌节” 的露天活动区域欣赏

乌节路的全景风景！

 www.designorchard.sg
  250 Orchard Road

1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乌节路内的所有公共区域已成为指定的禁烟区 （NSZ）。 指定吸烟区 （DSAs） 将在该区域内的指定地点提供。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浏览 www.nea.gov.sg/ORN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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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滨海湾 Marina Bay

五光十色的滨海湾金沙®  （10 Bayfront 
Avenue） 不仅是国际奢华品牌入驻的
豪华商场，也是中草药零售商 - 龙标燕
窝，以及 In Good Company (第 21 页) 
和 Lisa Von Tang  等时尚品牌前来开
设精品店的好去处。 喜欢品尝美食及
购物？ 您还可以在滨海广场 （6 Raffles 
Boulevard）和新达城  （3 Temasek 
Boulevard）找到更多的餐饮体验。 
访客将能在 2019 年滨海湾跨年倒数
活动（第 9 页）前的期间于滨海湾畔
欣赏街头音乐家所呈现的表演节目、 
以及参与边缘活动， 观赏临时艺术装
置和光临纪念品摊位。 不仅如此， 
当您在滨海湾漫步时， 您还可以尽情
享用沿路所售卖的各种美食和饮品，
并参加互动游戏。

  海湾舫 Bayfront / 政府大厦 
 City Hall / 滨海中心 Esplanade

02
港湾 HarbourFront

怡丰城 VivoCity （1 Harbourfront 
Walk） 是东南亚最大的购物商场之
一, 本地著名零售品牌 – Charles & 
Keith、 Benjamin Barker、 IRVINS、 
Mala Mala 以及豪华手表经销商 
The Hour Glass， 都在这里设立
了商店。 访客也可以沿着崭新的
圣淘沙岛跨海步行道 Boardwalk 
AdVENDture 一边步行一边体验其
无现金的自动贩卖机零售街、 品尝贩
卖机中所售卖的新鲜食品、 娱乐游
戏、不同艺术家的工艺品， 拥有新加
坡主题以及新加坡地标的手绘场景的
纪念品。 想在进入圣淘沙前购买一些
零食？ 您还可以通过贩卖机购买到香
味咸蛋薯片等新加坡风味小吃哦！ 

 港湾 HarbourFront

03
市区 Civic District

新加坡的都市发展源于这历史悠久
的小区， 而且新开张的福南 Funan 
(107 North Bridge Road) 新体验
商也在此！ 都市农场、室内脚踏车道、
攀岩墙、接受虚拟货币付款的熟食中
心以及多个本地品牌（Love Bonito、 
Carrie K. 和 Beyond The Vines） 都是
福南商场的商户。 您还可以在五人管
辖的五人制足球场玩一场， 采购高科
技器具后在本地 358 座席的野米剧场
观看一场音乐剧！ 对该商场意犹未尽？ 
福南商场的机器化免提购物和 24 小
时点击领取的通车便道定能满足您对
购物的需求。

 政府大厦 City Hall

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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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些深度旅游，并发现新加坡不同的一面。

中国潮剧艺术之旅
Xperience DMC 举办

了解潮剧复杂动作背后的意义，并学
习演奏潮剧的传统乐器。 来自新加坡
仅存的潮剧和木偶戏剧团的第三代
演员也将展示他们精心制作的服装
和布景。

   提前致电预约
  从牛车水接客出发
 +65 6513 4337

网上预约： www.xperiencedmc.com

认识我们的社群： 新加坡
的犹太历史
Jane’s Singapore Tours 举办

在这个具有教育性的游览中，您将深
入了解新加坡鲜为人知的犹太社群
文化与贡献。 游览行程将配备经验丰
富的导游，带您参观两座美轮美奂的
犹太教堂、 Mahalah 犹太老城区和
历史悠久（最初是为犹太商人和酒店
经营者 Eziekel Manaesseh 设计）
的 Eden Hall。

  提前致电预约
 +65 9879 2088

网上预约： www.janestour.sg

漫步原汁原味牛车水 
Indie Singapore 举办

走进历史名区牛车水， 见证和体验
新加坡本地人的生活方式。 探索隐藏
的瑰宝并品尝本地美食， 同时了解
新加坡勤劳的祖先如何将一个小渔村
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时尚大都市。

 星期二及五上午 9:30
  牛车水 Chinatown 地铁站 

 A 出口
网上预约： www.indiesingapore.com

极乐无限之旅

01 02 0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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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夜之旅
Tour East 举办

在新加坡河畔享受露天晚餐， 然后
跳上一艘驳船前往克拉码头 Clarke 
Quay 和驳船码头 Boat Quay， 这些
是这个贸易港口形成时期的重要登
陆点。 在您的旅程中， 您还将看到金
融区的摩天大楼， 并参观最近重新
开业的莱佛士酒店， 在那里您可以啜
饮新加坡司令鸡尾酒， 同时沉浸在这
个历史悠久酒店的奢华细节之中。

 每日傍晚 6:30
 从酒店接客出发
 +65 6738 2622

网上预约： www.toureast.net

街头艺术和美食之旅 
Wok ‘N’ Stroll 举办

踏上新加坡的后街探险之旅， 带您
品尝本地人最喜欢的美食。 您还会看
到由新加坡壁画艺术家叶耀宗和立陶
宛艺术家 Ernest Zacharevic 创作
的当代街头艺术， 它们点缀着这些
历史悠久的窄道陋巷。

 星期四上午 9:00
  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 

 竹脚中心 Tekka Market 德士站 
 (小印度 Little India 地铁站 
 C 出口)

 +65 8338 3571
网上预约： www.woknstroll.com

神奇的河 Magical River
The Walking Singapore 举办

新加坡河是许多早期移民的着陆点， 
现在充满了现代娱乐和餐饮场所。 
在晚上乘搭水上德士探索这条神奇
的河， 它将展示早期移民带到新加坡
的信念和实践。

 星期一至五下午 6:30
  滨海艺术中心商场 Esplanade 

Mall, 8 Raffles Avenue #01-18
网上预约： 
www.thewalkingsingapore.com

06050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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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童出游？ 这些家庭餐厅选择定能为您与孩子们提供无穷的乐趣！

Kiztopia 室内游乐园
在这个 2019 年 6 月份开放的互动式室内游
乐园中， 孩子们可以烹饪、制作音乐、学习各
种艺术和手工艺，还可以举办派对。 Kiztopia
乐园旨在让父母与孩子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这些活动包括增强现
实篮球室、室内驾校、充气城堡、 角色扮演室、 
室内小火车、 挑战障碍课程、多彩滑梯和一个
巨大的塑料球池。

 www.kiztopia.com
  Marina Square, 6 Raffles Boulevard 

#01-09
 +65 6493 0211
 滨海中心 Esplanade

亲子活动

01

裕廊湖花园 - 湖畔花园 
Jurong Lake Gardens – 
Lakeside Garden

湖畔花园是继滨海湾花园和新加坡植物园之后
的第三个国家公园， 与家人一起前往探索趣味
十足的景点， 例如一颗由再用材料组成的大树、
在 Forest Rumble 森林漫步区的游乐园林以及
一条风景如画的木板路。受淡水沼泽森林中动植
物的启发，森林漫步区是新加坡心脏地带最大的
自然游乐园林。 前往采用闭环水循环系统的 
Clusia Clove  小湾， 让孩子们体验沿海水流
运动的模拟， 如潮汐涨落、 表面波纹和定向
水流。

 Yuan Ching Road
 1800 471 7300
 湖畔 Lakeside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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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丰城 Polliwogs 室内娱乐场 

Polliwogs 怡丰城门店专为促进亲子关系而设， 让您和
孩子们在室内游乐场和娱乐节目中尽情玩耍， 享受天伦。 
这座巨大的游乐场内还设有一个单独的游乐区， 旨在帮
助幼儿发展自己的运动技能。 顾客还能与 Polliwogs FUN 
专员一起为全家定制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难忘的派对， 同时
还能在舒适的休息室内享用免费 Wi-Fi 无线网络。

  www.thepolliwogs.com
 VivoCity, 1 Harbourfront Walk #03-12
 +65 6376 8097
 港湾 HarbourFront

T-Hall.sg 攀岩墙
T-Hall.sg 欢迎各个年龄段的勇士们来挑战这里多种多样
的攀岩墙。 年轻人肯定会喜欢这些增强攀岩墙上的动作感
应操作游戏——在进行迷你游戏时， 墙上的一部分会亮起
来。 T-Hall 同时为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攀岩者开设入门和
进阶课程。

  www.t-hall.sg
 464 Crawford Lane
 +65 9832 7656
 劳明达 Lavender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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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寻求刺激？ 今天就参与这些活动，成为行动的一份子！
精选大冒险

碎片室 The Fragment Room

从您的日常繁琐中抽身， 参与到这个如今最流行的减压疗
法中来。 玩家们在穿上护具后，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装满易
碎品的房间内， 然后用棒球棒把它们统统砸碎。 这些房间
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 让玩家打碎电器、 玻璃、 花瓶等物
品的同时， 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喊大叫或者大声播放自己喜
欢的音乐， 彻底释放自己的压力。 您甚至可以选择额外付
费在砸碎诸如笔记本电脑和电视机之类的贵重物品。碎片
室还提供特殊配套， 让您可以无限制地砸碎物品或者砸碎
装饰了霓虹灯的物品。

 www.thefragmentroom.com
 490 MacPherson Road
 +65 6970 0343
 玛达 Mattar / 大成 Tai Seng

02
NERF Action Xperience
室内射击乐园 
在全新 NERF Action Xperience 内的不同场馆中，加强与
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无论老少， NERF 的粉丝们都会喜
欢这个占地 1.8 万平方英尺且适合儿童玩耍的室内综合设
施，玩家们可以在这里考验自己的潜行、速度和准确度。 在
各个场馆中大展身手之后，您和家人还可以尽情享用这里
出售的 NERF 主题商品、 食物和饮料。

 www.nerfax.com.sg
 Marina Square, 6 Raffles Boulevard #01-208
 滨海中心 Espla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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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VB 大型充气球
邀请朋友和家人来 ZOVB， 度过一个难忘的聚会。 这里提
供独特的陆上活动， 包括让玩家进入一个巨型保龄球中然
后撞倒大型充气球瓶， 以及在真人大小的仓鼠充气球中体
验急速滚下山坡的刺激。 顾客还可以租借 ZOVB 水上气球
用于泳池派对。 您和队友们可以参加富有挑战性的团队游
戏， 例如让每个人钻进较小的 BLOOP 气球中参加躲避球、 
五人制足球和夺旗游戏。

  www.zovbsg.com
 116 Jalan Bukit Merah #01-1655
 +65 6779 1031
  中峇鲁 Tiong Bahru

迈佳探险乐园
Mega Adventure — Singapore 

在迈佳探险乐园的空中索道中翱翔， 从空中一览圣淘沙无
与伦比的美景。 您可以体验 75 米高、 450 米长的迈佳滑索， 
从英比奥山的丛林华盖之上一路滑至西乐索海滩美丽的白
沙中， 还可以在迈佳索道中挑战自我并且与朋友赛跑， 穿越
圣淘沙峰顶丛林中的桉树群。 而迈佳跳跃则让玩家在不借
助飞机的情况下再现自由落体跳伞的感觉， 然后在迈佳蹦
跳的蹦床上随心做出马戏团般的高难度动作。

 sg.megaadventure.com
 Sentosa, 10A Siloso Beach Walk
 +65 3163 4398
 港湾 HarbourFront

03 04

3 4

恐怖之夜！
新加坡环球影城™万圣节惊魂夜（9 月 27 日- 10 月 31 日）被誉为本区域最好
的万圣节活动，让您挑战自己的心跳极限，穿越一间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屋，
与食尸鬼和幽灵近距离接触。这个全球闻名的主题公园提供品种繁多的独家
商品，还能随处见到大受欢迎的卡通角色，当然也别忘了挑战惊险万分的双
向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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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夜间娱乐场所将在傍晚时分为您提供永生难忘的体验。

AVENUE Singapore 

时尚感十足的 AVENUE Singapore 酒吧位于 MARQUEE 
Singapore 夜店内， 带给宾客别具一格的夜店体验。 
这家酒吧是 TAO 集团继 LAVO 和 MARQUEE 之后创办
的第三个子品牌。 AVENUE 酒吧内设有不同区域——一个
带有两条迷你保龄球道的私人区域； 一间配有舒适座椅
和矮桌子的主厅， 可供宾客在夜晚举办狂欢聚会； 一间
配有与弹球机和台球桌的活力游戏室； 以及一间配备私
人酒吧的精致金色包厅。

 www.avenuesingapore.com
  Marina Bay Sands, 2 Bayfront Avenue Basement 3 

  (可通过位于滨海湾金沙 The Shoppes 购物城外的 
 1 楼入口进入)

 +65 6688 8680
  海湾舫 Bayfront

Tiger Street Lab 星耀樟宜
您有品尝新加坡屡获殊荣的本地啤酒吗？ Tiger Street 
Lab 邀请您在星耀樟宜欣赏世界上最高瀑布的壮观景色
同时， 品尝全新试验口味的虎牌啤酒和流行的本地美食，
并购买独家的虎牌商品。 销售啤酒的利润将用于推广新
加坡的小贩文化， 并支持年轻一代的小贩。

   www.jewelchangiairport.com/en/dine/tiger-street-
lab.html

  Jewel Changi Airport, 78 Airport Boulevard #05-205
  +65 6243 2047
 樟宜机场 Changi Airport

特色酒吧

01

02

1

Lady Wu
这个充满活力的卡拉 OK 酒吧位于一座受保留商店的屋
顶之上， 定能让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Lady Wu 酒吧
毗邻新加坡河， 这里会举办现场乐队表演， 同时供应种
类繁多的饮料。 这个屋顶酒吧曾经是 Mad Men Attic 
Bar 酒吧， 宾客在这里可以尽情享用令人垂涎欲滴的
亚洲风味小吃， 例如和牛肉丁、 龙虾炒饭和猪肉饺子，
同时还能欣赏新加坡中央商业区的壮丽景色。

 The Offshore Building, 11 North Canal Road Attic Level
 +65 8338 7479
  莱佛士坊 Raffles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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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NOV/DEC 2019 — 31

越夜越美丽

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吗？ 在 #VISITSINGAPORE 与我们分享吧

Wild Bar

Wild Bar 是提供各种美食、饮料和酒吧小吃的多概念餐
厅的一部分， 在这里您可以与朋友一起挑战啤酒乒乓球、 
飞镖和电子游戏。该酒吧的卡拉 OK 厅也非常受欢迎。

 www.wildbar.com.sg
  Shaw Tower, 100 Beach Road #01-28
 +65 9247 5319
  滨海中心  Espla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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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Man Singapore

新加坡 The Old Man 酒吧是香港 The Old Man 酒吧的
姐妹酒吧，后者在亚洲 50 家最佳酒吧中排名第一。 这是
一家采用开放概念的酒吧，旨在促进宾客之间的交流。 这
里的鸡尾酒以欧内斯特·海明威为主题， 口味浓烈， 并以
海明威的名作命名，例如 “溪流中的岛屿” (Islands in 
the Stream） 和 “死在午后” (Death in the Afternoon)
。

 www.facebook.com/TheOldManSG
 55 Keong Saik Road #01-04
 +65 6909 5505
 欧南园 Outram Park

ATLAS 

ATLAS 坐落在哥特式建筑百威广场一楼的大礼堂中， 
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杜松子酒收藏地——超过 1000 瓶，
而且数量还在增加。 ATLAS 以繁荣的二十年代纽约为主题， 
内部装饰尽显奢华，随处可见挥金如土的富裕宾客。

 www.atlasbar.sg
 Parkview Square, 600 North Bridge Road Level 1
 +65 6396 4466
  武吉士  Bu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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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大奖，全新捷豹纯电动I-PACE轿车和
每周S$10,000现金奖 - 任何人都能赢取。
消费满S$50, 扫描二维码并参与！

官方支付合作伙伴官方轿车合作伙伴

每周1位 在樟宜我爱购购物
或使用樟宜奖励计划、银联卡消费  

在樟宜我爱购购物
或使用樟宜奖励计划消费

小幸运 行大运

「十」分好运，赢不停



VisitSingapore.com

牛车水
地址：
2 Banda Street
(佛牙寺龙华院后方）

时间：
每日上午 9：00
至晚上 9：00

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
地址： 
55 Bussorah 
Street

时间：
每日上午 8:00
至晚上 6:00

福南
FUNAN
地址：
107 North Bridge 
Road Basement 2

时间：
每日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ION ORCHARD
地址：
ION 商场一楼礼宾
服务台

时间：
每日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乌节门
地址：
216 Orchard 
Gateway（毗邻 
orchardgateway 
@emerald）

时间：
每日上午 8:30
至晚上 9:30

新加坡旅客询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