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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四大
Food Centre

全面睇

為了監管無牌小販的衛生問題，新加坡政府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開始
興起熟食中心的運作模式，到 1990 年後期，新加坡政府開始處理熟食中心
的環境，而其後經營的規模愈來愈大，漸漸由熟食中心（Food Centre）演
變成美食廣場（Food Court），好像為香港人所熟悉的「大食代」也是由新
加坡引入。

秘遊新加坡
          四大熟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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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RedHill Market
總理曾到訪的熟食中心

提到距離 MRT RedHill 站只有五分鐘路程的紅山市場（Redhill Market ＆ Food 
Centre），大家都會想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為甚麼呢？事關李顯龍曾兩次在這
裡用餐，一次是家人聚會，而另一次就是與以前的家庭司機聚舊，成為網友們的
佳話，而總理吃過的美食都成為大家來紅山市場必吃的佳肴，大家還不快來品嚐

一下這裡獨有的「總理套餐」？

地址： 85 Redhill Ln. Singapore 150085
營業時間：按商戶的營業時間
休息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式： 由 Redhill 站步出後，沿著 Tiong Bahru Rd 轉入 Redhill Cl，步行 5 分鐘

後即達。

紅山市場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LEYzgFcxH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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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紅山市場

焱
炸粉皮薄嫩口炸雞
這家位於紅山市場的炸雞店別看他只
是小小一間店，他們的炸雞與醬酒米
粉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認証的好味
道！炸雞並沒有用一層厚厚的炸粉包
裹，而且雞肉非常嫩口，絕對會讓你
吃不停口！

地址： 85 Redhill Lane, #01-09, Redhill 
Market, Singapore 

營業時間：16:00-22:00
休息日：星期一

福明熟食
新加坡風味蘿蔔糕
這家有兩隻米奇在招牌上的福明熟食
也是紅山市場的名店之一，是不少新
加坡司機推薦的食店。店面寫著菜頭
粿，大家看上去可能有點陌生，但其
實是蘿蔔糕，他們以黑醬油熱炒大小
不一的蘿蔔糕，小顆的香口，大顆的
充斥蘿蔔味，口感一流！

地址： 01-49 Redhill Food Centre, Blk 
85 Redhill Lane

營業時間：12:00-18:00
休息日：星期四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goo.gl/maps/TF40S
https://goo.gl/maps/PEp2zjWJMV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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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市場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Ruyi Yuan Vegetarian
 清新素食煮意
如果大家在新加坡吃了幾天 BBQ、炸
雞，想吃素的話，不妨到這間素食店
惠顧一下。雖然沒有肉類提供，但這
裡仍然人潮湧湧，新鮮的素菜配上他
們特制的醬汁，相信不是素食者，也
會吃得津津有味！

地址：Stall 4, 80 Redhill Lane, 150080
預算：約 $3 新加坡幣
營業時間：05:30-12:00
休息日：星期一

Ru Ji Kitchen
 清淡彈牙魚蛋麵
提到紅山市場有名的魚蛋麵，那就不
可不提這家 Ru Ji Kitchen 出品的 Fish 
Ball Noodles ！他們的魚蛋湯鮮甜可
口，手工制的魚蛋與魚片口感絕佳，
大家可以選擇不同的麵條配搭，感覺
清淡又美味！

地址： #01-25, Redhill Food Centre, 
85 Redhill Lane, 
150085

預算：約 $3 新加坡幣
營業時間：06:30-13:00
休息日：星期一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epJyBk4vnms
https://goo.gl/maps/HHe6KJ4Fjy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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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市場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其他美食推介：
除了以上的食店外，紅山市場還有不少美食，小編就為大家推薦多幾間參考一下！

Uncle Mak Cafe

忠邦燒雞翼

林戈手工魚圓面

＊資料以官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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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新加坡人食蟹好去處？
在烏節路上瘋狂購物，餓餓地食乜好？小編就為大家推薦這個與烏節路 MRT 站
處於同一條線上、只有四站之隔的 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醫飽肚！不過大家不要太早去，這個熟食中心在中午時大部份小店都處於關門的
狀態，所以Shopping完再去就剛剛好啦。至於食乜好？當然要品嚐一下辣蟹啦！

地址：210 Lor 8 Toa Payoh, Singapore 310210
營業時間：視乎商家的營業時間，建議晚上去更好。
休息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式： 由地鐵話 Braddell 步出後，沿著 Lor 1 Toa Payoh 往 Toa Payoh N 方

向前進，然後轉入 Lor 6 Toa Payoh，再走到 Lor Toa Payoh 8，步行
約需時 12 分鐘。

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Eiq8bDHLH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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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Mellben Seafood 
Toa Payoh
新加坡人推薦的辣蟹
去到新加坡的各位，絕對要一嚐新加
坡的辣蟹！雖然不同的食店，都擁有
一眾的支持者，所謂一千條舌頭會有
一千種味道，小編不敢講這家是最好
的，不過絕對是最多新加坡人支持
的！他們的菜式精美，而且選用的蟹
肉汁鮮甜又飽滿，絕對值得一試！

地址： Blk 211 Toa Payoh 
Lorong 8 #01-11/15, 
Singapore 310211

電話：+65-6353-3120
預算：約$37新加坡幣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16:00-10:45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00-10:45

休息日：全年無休
網址：http://www.tpymellben.com/

Ocean Curry Fish Head
鮮味咖喱魚頭
在新加坡，海鮮會有十萬種食法，好
像這間 Ocean Curry Fish Head 就以咖
喱魚頭出名。從遠處已經聞到的咖喱
香，店主將魚頭煮得非常入咪，而且
醬汁可口，配上一碗白飯，既滿足又
簡單的一頓就完成了！

地址： #01-264 ,  Toa 
P a y o h  P a l m 
Spring, 92 Lorong 4 Toa Payoh, 
310092

電話：+65-6252-2168
預算：約 $12 新加坡幣
營業時間：11:00-21:00
休息日：逢星期二休息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oceancurryfishhead

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www.tpymellben.com/
https://www.facebook.com/oceancurryfishhead
https://www.facebook.com/oceancurryfishhead
https://goo.gl/maps/anYdBghyiP32
https://goo.gl/maps/JrZ5GYDkNc22
https://goo.gl/maps/uYwLSiJZYb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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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 Village Fried 
Hokkien Mee
 風味十足福建炒麵
如果想來個簡餐，相信福建炒麵也是
大家的好選擇！福建炒麵源於吉隆
坡，是當地的著名飲食之一。在新加
坡也能吃到風味十足的福建炒麵，而
且這間食店的上餐速度非常快，逛到
累時來一碟熱辣辣的炒
麵，可以快速補充體力
呀！

地址： #01-32, Blk 210 Lorong 8 Toa 
Payoh Market & Food Centre, 
210 Lorong 8 Toa Payoh, 310210

預算：約 $4 新加坡幣
營業時間：11:00-21:00
休息日：全年無休

Sin Sin Prawn 
Crackers
 香脆可口炸大蝦
看到排列得整齊有序的魚糕、魚片
等，各位是不是已經食慾大增呢？
不過這家店出名的是以原隻大蝦炸
成，口感鬆脆可口的炸物，同時
他們的炸魚蛋也非常美
味！如果大家覺得太油
的話，可以點一碗米粉
解解膩呢。

地址： #01-46, Blk 210 Lorong 8 Toa 
Payoh Market & Food Centre, 
210 Lorong 8 Toa Payoh, 310210

預算：約 $2 新加坡幣
營業時間：11:00-15:00
休息日：全年無休

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218MiJeXZWm
https://goo.gl/maps/218MiJeXZ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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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其他美食推介：
除了以上的食店外，Toa Payoh Lorong 8 Market ＆ Food Centre 還有不少美食，小

編就為大家推薦多幾間參考一下！

順利蝦面

汕源魚圓面

和和鮮果飲料店

＊資料以官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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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p Chomp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大眾最愛熟食中心

這個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距離市中心比較遠，建議大家可以行完小
印度後，直接坐 MRT 到同一條線上的 Serangoon 站到訪。這裡的感覺就像
香港仔，四周非常寧靜，晚上在這裡享受晚餐絕對是人生一大樂事。此外，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亦曾被大眾選為 Singapore’s Favourite Hawker 

Centre，其中以燒海鮮及特大杯蔗汁就最為有名，大家絕對不要錯過！

地址：20 Kensington Park Rd、Singapore 557269
營業時間：視乎商家的營業時間，建議晚上去更好。
休息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式： 從 Serangoon 站步出後，沿著 Lor Chuan 往 Boundary Rd 方向前進，

然後走到 Serangoon Garden Way 左轉，再走到迴旋處第二個出口，
往 Kensington Park Rd 方向走，約步行 14 分鐘到達。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VU68DN3gZ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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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p Chomp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Boon Tat Street 
BBQ Seafood
秘制醬汁烤魚
來 到 以 燒 海 鮮 而 著 名 的 Chomp 
Chomp Food，當然要來一客烤魚啦！
雖然熟食中心內有不少燒烤店，不過
這間 Boon Tat Street BBQ Seafood 的
秘制醬料就最為吸引，帶點辛辣的口
感配上魚的鮮味，味道絕對一流！

地址： #01-08,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20 Kensington Park 
Road

預算：約 $10-15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7:30-00:00
休息日：全年無休

Chomp Chomp 
Satay
招牌美味烤串
除了海鮮外，大家不妨品嚐一下其他
的燒烤，好像 Chomp Chomp Satay
的雞、豬、羊肉串，不但醃得很入味，
配上口感特別的花生醬或菠蘿醬，既
特別又美味！他們的肉串 $0.5 元新加
坡幣一串，最少要買 10 串，不妨與
朋友一起分享啊！

地址： #01-34,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20 Kensington Park 
Road

預算：約 $5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7:30-00:00
休息日：全年無休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6FC8wYG98st
https://goo.gl/maps/6FC8wYG98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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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p Chomp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Carrot Cake
 華麗大蝦蘿蔔糕
大家平時食開一件件，有幾粒蝦米同
臘腸的蘿蔔糕，去到新加坡，不妨試
下他們的炒蘿蔔糕，除了醬料可口，
不是一件件之外，還會有幾隻大蝦伴
隨上碟，感覺非常華麗！這間招牌大
大隻寫住「Carrot Cake」的食店就在
熟食中心近門口的位置，大家絕對不
會認錯！

地址： Stall 36,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20 Kensington Park 
Road, 557269

預算：約 $3-5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7:30-00:00
休息日：逢星期二

Ah Hock Fried 
Hokkien Noodles
 排長龍福建炒麵
這是一間在周末可能會輪候超過一小
時的福建炒麵店，看到這裡感到很誇
張？他們所出品的福建炒麵包含了蝦
的甜味與豬骨的鮮味，而且店主在控
制水份方面做得很好，讓麵條不會太
乾，同時也不會太油，這一個小時的
等候，絕對有它的意思！

地址： #01-27, Chomp Chomp Food 
Centre, 20 Kensington Park Road

預算：約 $3-5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7:30-00:00
休息日：每兩星期不停期休息一次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6FC8wYG98st
https://goo.gl/maps/6FC8wYG98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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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p Chomp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其他美食推介：
除了以上的食店外，Chomp Chomp Food Centre 還有不少美食，小編就為大家
推薦多幾間參考一下！

Lucy BBQ Seafood

鼎好甘蔗汁

麻坡甘蔗王

＊資料以官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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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掇菁擷華的熟食中心

這個位於 RedHill 與 Chinatown 中間位置的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雖然
規模不大，只有三十多個攤檔，是新加坡最小的熟食中心之一。不過佔地雖小，
但裡面的攤檔間間都是精華，有不少曾經被各大報章報導的美食，所以想食好
東西又不知道去哪才好的時候，來這裡就對啦！這裡的環境通風乾淨又衛生，

中午時也有不少食店供大家選擇！

地址：70 Zion Road, 247792
營業時間：視乎商家的營業時間。
休息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可以於 ChinaTown 直接乘坐巴士 51 號或 186 號；或乘坐 MRT 於

Tiong Bahru 站 A 出口步出後，坐 75 號或 970 號巴士到達。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YkLXPQsCT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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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Boon Tong Kee Kway 
Chap and Duck Noodle
口感一流的鴨飯
鴨飯是新加坡必食的美食之一，每家
店的配方都不太一樣，相信根據不同
人的口味，大家心中的「最佳」都不
太 一 樣。 雖 然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有好幾家售賣鴨
飯的食店，但小編就為大
家推介這家，他們的鴨飯
賣相精美，鴨肉鮮嫩多
汁，配上醬油飯的口感非常一流！

地址： Stall 24,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70 Zion Road, 247792

預算：約 $3-5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1:00-22:00
休息日：全年無休

Noo Cheng Adam 
Road Prawn Noodle
報章推薦的好味道
看到體積這樣大、肉這樣白的蝦，是
不是已經心動加流口水呢？雖然比起
普通的攤檔，這家的價格可能會貴了
一點，不過他們的用料上乘，大蝦肉
感又新鮮，湯底非常可口，看到他們
店面所展出的採訪剪報，
就知道他們的味道絕對
有「新聞價值」！

地址： Stall 4,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70 Zion Road, 247792

預算：約 $6 新加坡元
營 業 時 間：[ 星 期 一 至 五 ] 12:00-
15:00、18:00-23:30，[ 星期六、日、
假期 ] 12:00-01:00（翌日）
休息日：全年無休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RDkSTic4fAt
https://goo.gl/maps/YkLXPQsCT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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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秘遊
新加坡四大
熟食中心

No.18 Zion Road 
Fried Kway Teow
 足料炒貴刁
提到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大
家絕對要品嚐一下這裡的名物，就是
No.18 Zion Road Fried Kway Teow 出
品的炒貴刁！臘腸、魚片、芽菜再配
上秘制的醬汁，一口吃下去就知鑊氣
夠。這個攤檔長年排隊，
看到人潮湧湧也別慌張，
乖乖的去排隊吧！

地址：  #17,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70 Zion Road, 247792

預算：約 $3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2:00-14:30、18:30-23:00
休息日：隔週星期一

House of Soya 
Beans
 天然新鮮豆花
吃了正餐，當然少不了甜品，那就為
大家介紹這家以豆花為主的糖水店。
他們的豆花以黃豆磨制而成，不添加
防腐劑，而且味道不會太甜，適合一
眾愛美的女士們！此外，我們還可以
隨自己的喜好往豆花內加
料，好像是紅豆、蕃薯、
蓮子、白果等等，飯後來
一碗的確爽呢！

地址： Stall 14,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70 Zion Road, 247792

電話：+65-9797-1131
預算：約 $2 新加坡元
營業時間：11:30-21:30
休息日：不定期休息

＊資料以官方為準

https://goo.gl/maps/pVEyWjiDcuF2
https://goo.gl/maps/pVEyWjiDcu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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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大家到新加坡旅行，都會選擇三日
兩夜或是四日三夜，這個看上去面積不大的國
家，裡面卻豐富又多姿多彩！這次小編為大家
建議一個簡單的三日兩夜食買玩之旅，購物的
同時，別忘了到Food Centre感受新加坡獨有
的美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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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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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時間
1100

到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機場

主要行程: 
聖 淘 沙 >TRICK EYE MUSEUM> 
S.E.A. 海洋館 > 仙鶴芭蕾 > 夢之湖DAY1

1300
酒店

1130交通
方法（2）： 
 從機場乘坐的士到聖淘沙，需時約
40分鐘，大概$27.3新加坡幣（港幣
約$155元）。

出發到聖淘沙
方法（1）： 
 如乘坐MRT的話，由樟宜機場站坐到
丹那美拉站換乘往裕群的列車，坐12個
站後到達歐南園站，換乘東北線往港灣
站，最後再換乘聖淘沙快線，到Lmbiah
站後下車即抵，共需時66分鍾，大概
$4.99新加坡幣（港幣約$30元）。

1330午餐
適合家庭的美式餐廳 :

Chili's Grill & Bar
地址： 26 Sentosa Gateway, Sentosa 

Island 098138, Singapore
電話：+65-6835-9077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四、日 ] 11:00-

22:00、[ 星 期 六 ] 11:00-
23:00

休息日 :�全年無休
網址：http://chilis.sg/#1

© 圖片來源自官網

http://chilis.sg/#1
https://goo.gl/maps/5Q3TYhLWFH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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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時間

© 圖片來源自官網

1700景點推介（P.24）

S.E.A. 海洋館

1500
© 圖片來源自官網

TRICK EYE MUSEUM

1330
午餐地道新加坡海鮮 :

Singapore 
Seafood Republic 
地址： 26 Sentosa Gateway #01-292, 

Waterfront, Resorts, World 
Sentosa, Singapore 098138

電話：+65-6265-6777
營業時間： [ 平日 ] 12:00-15:00、18:00-

23:30、[週末及假日] 12:00-
15:00、17:30-23:30 

休息日 :�全年無休
網址：�http://singaporeseafoodrepublic.

com

© 圖片來源自官網

景點推介（P.23）

http://singaporeseafoodrepublic.com
http://singaporeseafoodrepublic.com
https://goo.gl/maps/PSUoRyFdH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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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自官網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時間

1900
晚飯

意式風味大餐 :

Tino's Pizza Café
地址： 8 Sentosa Gateway、#01-00 The 

Forum Resorts World Sentosa、
Resorts World Sentosa、
Singapore 098269

電話：+65 6570 5812
營業時間：11:00-22:00
休息日 :�年中無休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tinospizzacafesg/

日本美食大放送 :

Matsuri Japanese 
Gourmet Alley
地址：�#B1-215/216/217/218, Resorts 

World Sentosa, 26 Sentosa 
Gateway, Singapore 098138

電話：+65-6238-6158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四、日 ] 11:00-

22:00、[ 星期五至六 ] 11:00-
01:00（翌日）

休息日 :�年中無休
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
MatsuriJapaneseGourmetAlley

© 圖片來源自官網

回酒店休息

https://www.facebook.com/tinospizzacafesg/
https://www.facebook.com/tinospizzacafesg/
https://goo.gl/maps/SCeJK3sy8FD2
https://www.facebook.com/MatsuriJapaneseGourmetAlley
https://www.facebook.com/MatsuriJapaneseGourmetAlley
https://goo.gl/maps/aqVwVjsMJKv


22 回到目錄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時間

© 圖片來源自官網

2000景點推介（P.24）

仙鶴芭蕾

2130

© 圖片來源自官網夢之湖

景點推介（P.25）

2200
回酒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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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1. 聖淘沙名勝世界
提到新加坡，大家都會第一時間想起聖淘沙，這個在
馬來語中意譯為「寧靜」的小島。不論是外地遊客，
還是新加坡本地人，假日都喜歡到島上度假，事關在
島上不單有大大小小的度假村，更有不同的風景名勝、
世界美食，亞洲第二個環球影城亦設於聖淘沙上，真的找不到不去的理由！

地址：8 Sentosa Gateway,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098269
電話：+65-6577-8888
入場門票： 如住聖淘沙內的酒店，通常都會免入島費；或乘坐入島交通工

具時，車費包含入島費。
營業時間：全日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從機場乘坐的士到聖淘沙，需時約 40 分鐘，大概 $27.3 新加

坡幣（港幣約 $155 元）。
網址：http://www.sentosa.com.sg/

景點介紹 : 
© 圖片來源自網絡

2. Trick Eye Museum
這個來自韓國的博物館，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館」，不
過每個展館都有配合當地特色的佈景供大家拍照留念，
所以來到新加坡，當然不可以錯過以「特別的方式」，
與這裡的名物－魚尾獅拍照啦！裡面有六個不同的主題
館，適合一家大小或是喜歡拍照搞怪的你！

地址：26 Sentosa Gateway #01-43/44 Singapore 098138
電話：+65 6795 2370
入場門票：[ 成人 ] $21.25 新幣、[ 兒童及長者 ] $17 新幣
營業時間：10:00-21: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Waterfront 站（濱海站）下車後步

行 3 分鐘抵達。
網址：http://trickeye.com/singapore/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www.sentosa.com.sg/
https://goo.gl/maps/9LDcmcDomAs
http://trickeye.com/singapore/
https://goo.gl/maps/y8uCxjRRQZ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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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4. 仙鶴芭蕾
聖淘沙的夜生活同樣精彩，除了可以與三五知己在酒
吧內喝酒聊天外，大家也別忘了兩個時間，其中一個
就是晚上 8 點正，在海濱坊上演的《仙鶴芭蕾》。兩
隻機械仙鶴配合燈光與水柱，打造一場仙鶴的愛情故
事。兩隻仙鶴伸展後達十層樓高，在晚空翩翩起舞，
場面非常壯觀！

地址：Waterfront, Sentosa Island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20:00 （公演日期及時間可查看以下網址）
交通方法：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Waterfront 站（濱海站）下車。
網址：http://flyagain.la/901n

3. S.E.A. 海洋館
就在 Trick Eye Museum 隔離，還有這個不可不去的景
點－ S.E.A. 海洋館！這個全球最大的海洋館分為 49 個
生態區，800 多個種海洋生物、超過一萬多隻海洋生物，
全都可以在這個海洋館一目了然。在海洋館內，更設有
餐廳，大家可以體驗在海底用餐的奇妙享受，絕對滿足
你的視覺與味覺！

地址：8 Sentosa Gateway,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098269
電話：+65-6577-8888
入場門票：[ 成人 ] $32 新幣、[ 兒童及長者 ] $22 新幣
營業時間：10:00-19: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Waterfront 站（濱海站）下車後步行

6 分鐘抵達。
網址：http://flyagain.la/xv4s

景點介紹 : 

© 圖片來源自官網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flyagain.la/901n
http://flyagain.la/xv4s
https://goo.gl/maps/p2XpDai6tLt
https://goo.gl/maps/yPeJrDGHa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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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加坡環球影城
雖然在這次三日兩夜的行程中，由於時間關係，並沒
有排到環球影城的行程，不過有時間的各位，這個也
是不可錯過的景點！雖然比起大阪的環球影城小，不
過人潮沒有大阪的環球影城般洶湧，所需的排隊時間
也相對短一點，其設施也會有不同的地方，主題樂園
迷、或是家庭旅客絕對不可以錯過！

地址：8 Sentosa Gateway、Singapore 098269
電話：+65-6577-8888
入場門票：[ 成人 ] $74 新幣、[ 兒童 ] $54 新幣、[ 長者 ] $36 新幣
營業時間：10:00-20:00 （詳細時間可查看以下網址）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Waterfront 站（濱海站）   

下車後步行 4 分鐘抵達。
網址：http://flyagain.la/ol09

© 圖片來源自官網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5. 夢之湖
大家看過仙鶴芭蕾後，不妨去到節慶大道（Festive 
Walk）逛街，購買聖淘沙或環球影城的紀念品，不過
別忘了另一個時間，那就是晚上 9 點 30 分，夢之湖的
噴泉演出！這是由第四屆艾美獎得主 Jeremy Railton
所編設計的表演，燈光、水光配合音樂有節奏的律動，
絕對讓大家看過難忘！

地址：Festive Walk, Sentosa Island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21:30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Waterfront 站（濱海站）  

下車後步行 3 分鐘抵達。
網址：http://flyagain.la/unle

景點介紹 :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flyagain.la/ol09
https://goo.gl/maps/AjucfzDvveq
http://flyagain.la/unle
https://goo.gl/maps/qREF4P7n3en
https://goo.gl/maps/qREF4P7n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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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並於
酒店吃早餐

時間

主要行程 : 
魚尾獅 > 西樂索海灘 > Vivo 
City > 濱海灣花園 > 克拉碼頭DAY2

0800酒店

Luge&Skyride

1230

© 圖片來源自網絡

景點推介（P.29）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0900 景點推介（P.29）

© 圖片來源自網絡

巨大魚尾獅

0900 景點推介（P.30）

© 圖片來源自網絡

Siloso 西樂索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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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景食 Pizza:

Trapizza
地址：�101 Siloso Road,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Level 1 on Siloso 
Beach）

電話：+65-6376-2662
營業時間：11:30-21:30
休息日 :�全年無休
網址：http://www.shangri-la.com/

© 圖片來源自官網

時間

主要行程 : 
魚尾獅 > 西樂索海灘 > Vivo 
City > 濱海灣花園 > 克拉碼頭DAY2

1330 午餐
簡單面食店 :

8 Noodles
地址： Shangri-La's Rasa Sentosa 

Resort & Spa, Singapore (Level 3 
at Dine On 3)

電話：+65-6371-1966
營業時間：11:00-23:00
休息日：全年無休
網址：http://www.shangri-la.com/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 圖片來源自官網

© 圖片來源自網絡

1400

亞洲最大的糖果店－
Candylicious

買手信

福廊

http://www.shangri-la.com/
https://goo.gl/maps/r9S7qtW93uR2
http://www.shangri-la.com/
https://goo.gl/maps/xkM5VFha7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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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1900 晚餐簡單面食店 :

Seah Im Food Centre
地址：�2 Seah Im Rd、Singapore 

099114
營業時間：6:00-23:00
休息日 : 全年無休
網址：http://flyagain.la/2hri

© 圖片來源自網絡

1600交通乘坐 MRT 到
Vivo City

Vivo City

1630

© 圖片來源自網絡

景點推介（P.31）

濱海灣花園

© 圖片來源自網絡

2030
景點推介（P.31）

2230 景點推介（P.37）

© 圖片來源自網絡

克拉碼頭
0000

回酒店休息

http://flyagain.la/2hri
https://goo.gl/maps/imYtucJRnT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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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uge & Skyride
看過魚尾獅燈塔後，大家不妨玩點刺激的！來到海旁，
大家可以乘坐斜坡滑車，選擇在 650 米長的叢林跑道或 
688 米長的巨龍跑道高速的駕駛快車，感受速度的快感。
此外，還可以乘坐空中吊椅，欣賞聖淘沙的天際線與海
岸線，以別樣的角度細看聖淘沙的美景。

地址：45 Siloso Beach Walk Sentosa、Singapore 099003
電話：+65-6274-0472
入場門票：[1 Luge & 1 Skyride] $17 新幣 / 人、[3 Luge & 3 Skyrides] $25 新幣 / 人
營業時間：10:00-21:3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Beach 站（沙灘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抵達。
網址：http://skylineluge.com

1. 魚尾獅燈塔
提到魚尾獅，大家都可能會想到位於魚尾獅公園的瓷塑
像，但其實在新加坡的各處，都有這位背負著各種意義
的「繁榮守護者」，而其中最為特別的，可以說是位於
聖淘沙島上的這一座，同時是唯一一座可以讓遊人內進
的魚尾獅像。在燈塔上各位可以眺望聖淘沙的景觀，並
可擊打繁榮之鐘，為自己祈福。

地址：30 Beach View、Singapore 099958
電話：+65-1800-736-8672
入場門票：[ 成人 ] $12 新幣、[ 兒童 ] $9 新幣
營業時間：10:00-20: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Imbiah 站（英比奧站）下車即達。
網址：http://merlion.sentosa.com.sg/cn/index.aspx

行程介紹 : 

© 圖片來源自網絡

© 圖片來源自網絡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http://skylineluge.com
http://merlion.sentosa.com.sg/cn/index.aspx
https://goo.gl/maps/R239VAnJjxB2
https://goo.gl/maps/rJpkvNkQ8B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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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自網絡

© 圖片來源自網絡

4. Candylicious
參觀了島上不少的景點，相信也是時候回到市區，不過
在離開前，各位可以到這間據說是全亞洲最大的糖果
店，搜購一下手信。如果這幾天都在濱海站附近遊玩的
各位，應該都不難發現這家店，不過手信在最後才買就
不用一直提著啦！

地址：26 Sentosa Gateway、Resorts World Sentosa、Singapore 098138
電話：+65-6686-2100
營業時間：10:00-22: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Waterfront 站（濱海站）   

下車後步行 2 分鐘抵達。
網址：http://candyliciousshop.com

3. Siloso 西樂索海灘
聖淘沙共有三個海灘，而西樂索海灘就最接近 MRT 聖
淘沙快線沙灘站，所以這也是人流最多、最熱鬧的一
個沙灘。在西樂索海灘上，可以看到享受陽光的遊人，
同時酒吧林立，在炎夏聽著音樂，喝上清涼的啤酒，
的確是人生一大樂事！當然這裡適合花上半天時間享受，不過行程緊湊的
各位，也不要錯過這個景點！

地址：Siloso Beach Walk、Singapore
電話：+65-6736-6622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全日開放
交通方法： 坐 MRT 聖淘沙快線，於 Beach 站（沙灘站）下車， 

步行 10 分鐘抵達。
網址：http://www.sentosa.com.sg/cn/beaches/siloso-beach/

行程介紹 : 

© 圖片來源自網絡

© 圖片來源自網絡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http://candyliciousshop.com
http://www.sentosa.com.sg/cn/beaches/siloso-beach/
https://goo.gl/maps/gqm4P3Snpyv
https://goo.gl/maps/jqoZQTZdu3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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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濱海灣花園
吃飽飯最好去散散步！為大家推薦這個城市中的花園－
濱海灣花園，共佔地 54 公頃，種植了二百多種的植物。
花園內大部分都是免費開放的空間，其中 Flower Dome 
與 Cloud Forest 就需要收入場費，不過說到最吸晴的，
那就莫過於那 18 顆高 25 至 50 米的 Super Tree，在晚
上更有兩場 Garden Rhapsody（光影表演），大家絕對不要錯過！

地址：18 Marina Gardens Dr, Singapore 018953
電話：+65-6420-6848
入場門票：[Flower Dome/Cloud Forest] $28 新幣（成人）、$15 新幣（兒童）
營業時間： 05:00-02:00（翌日）、[Flower Dome/Cloud Forest] 9:00-21: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濱海市區線或橫線，於 BayFront   

站（海灣站）下車，步行 9 分鐘抵達。
網址：http://www.gardensbythebay.com.sg/

5. Vivo City
Vivo City 是通往聖淘沙的第一個站，同時也是新加坡
最大的商場之一，裡面包含了新加坡國內外的品牌，
更有為香港人熟悉的大食代，以及在最地下二樓有購
買手信必去的 VIVOMART，絕對是購物狂的天堂！在
新加坡，單筆消費超過 100 新幣就可以有 7% 退稅，
大家購物同時記得也要注意啊！

地址：1 Harbourfront Walk、Singapore 098585
電話：+65-6377-6860
營業時間：10:00-22: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東北線或橫線，於 HarbourFront  

站（港灣站）下車，步行 3 分鐘抵達。
網址：http://vivocity.com.sg

行程介紹 : 

© 圖片來源自網絡

© 圖片來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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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ardensbythebay.com.sg/
http://vivocity.com.sg
https://goo.gl/maps/BA2quoZKm822
https://goo.gl/maps/Tjwx5AeAD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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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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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自官方 Facebook

 來個咖喱雞早餐 :

Killiney Kopitiam
地址： 2 Orchard Turn, #B4-85, Ion 

Orchard, Singapore 238801
營業時間：08:00-21:30
休息日 : 全年無休
網址：�http://www.killiney-kopitiam.

com/

                        掇菁擷華的熟食中心 :
        Zion Riverside  

Food Centre
地址：70 Zion Road, 247792
營業時間：視乎商家的營業時間。
休息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可以於 ChinaTown 直接乘坐
巴士 51 號或 186 號；或乘坐 MRT 於
Tiong Bahru 站 A 出口步出後，坐 75 號
或 970 號巴士到達。

時間
0900

1300

早餐

午餐

主要行程 : 
烏節路百貨商圈>小印度>牛車
水DAY3

© 圖片來源自網絡

烏節路百貨商圈

1000景點推介（P.34）

http://www.killiney-kopitiam.com/
http://www.killiney-kopitiam.com/
https://goo.gl/maps/39PMshGMPsw
https://goo.gl/maps/YkLXPQsCT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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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圖片來源自網絡

© 圖片來源自網絡

Chinatown

小印度拱廊

1600景點推介

1900出發到機場回港

1400 景點推介（P.34）

新加坡三日兩夜
食買玩

© 圖片來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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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印度拱廊
如果在烏節路買不夠喉，又想買點富有中東特色的手
信，大家不妨來到「小印度」社區。從地鐵站步出，就
可以就到這個充滿七彩繽紛矮樓的區域，而小印度拱廊
裡就聚集了不同的店鋪，大家可以在此購買到印度特色
的紀念品。

地址：48 Serangoon Rd Singapore 217959
電話：+65-6295-5998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視乎商店營業時間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由 小 印 度 地 鐵 站 步 出 後， 沿 著 Race Course Rd 走 到 Bukit 

Timah Rd，然後向左轉入 Serangoon Rd，步行四分鐘即達。
網址：http://littleindia.com.sg

1. 烏節路
往日開滿果園的烏節路，今日絕對是遊客不可不到的購
物商圈！這裡開滿了大大小小的商場，每個商場可購買
到的商品也不一樣，而且裝潢風格各異，大家在逛街的
同時，也別忘了留心商場的設計與及藝術品。在充滿藝
術氣息的環境下購物，絕對會讓你精神放鬆，好好享受購物的樂趣！

地址：Orchard Road、Singapore
營業時間：視乎商店營業時間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坐 MRT 南北線，於 Somerset 站（索美塞站）或 Orchard（烏

節路站）下車即達。
網址：http://flyagain.la/qhhn

行程介紹 : 
© 圖片來源自網絡

© 圖片來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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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ttleindia.com.sg
http://flyagain.la/qhhn
https://goo.gl/maps/JMGR9Xs7SJE2
https://goo.gl/maps/UzUe12FuxmQ2


35回到目錄

搭地鐵遊
新加坡

提起新加坡，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會想起魚尾獅和環球影城，但其實新
加坡還有很多值得一去的景點，而且交通方法非常方便，就讓小編以
最簡單的旅行方法，與大家一起坐地鐵遊新加坡！

東北線：小印度站－克拉碼頭站－牛車水站01 阿都卡夫回教堂
百年清真寺
這座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的清真寺，是小印度的地標式建築，原本是由木材建成，
後來以磚重新改建。以黃色和綠色為主的外觀，融合了歐洲與印度格，非常華麗
且有異國風情。寺廟有長袍借出，穿短裙短褲的女士們，謹記披上後再內進。

地址：41 Dunlop St Singapore 209369
電話：+65-6295-4209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9:00-13:00、14:30-18:3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由小印度地鐵站步出，往東北走到 Race Course Rd，轉到

Buffalo Rd 一直向前走，然後右轉南洛街（Dunlop Street）直走
即可抵達。

網址：http://flyagain.la/oz9g

© 圖片來源自網絡

大市區景點逐個去10

http://flyagain.la/oz9g
https://goo.gl/maps/c7V4XJ4yAR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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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地鐵遊
新加坡

東北線：小印度站－克拉碼頭站－牛車水站02 小印度拱廊
購買手信好去處
十九世紀末，這區的商人從印度引入大量勞工，繼而在此定居，成為了特色的「小
印度」社區。從地鐵站步出，就可以看到這個充滿七彩繽紛矮樓的區域，而小印
度拱廊裡就聚集了不同的店鋪，大家可以在此購買到印度特色的紀念品。

地址：48 Serangoon Rd Singapore 217959
電話：+65-6295-5998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視乎商店營業時間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由小印度地鐵站步出後，沿著 Race Course Rd 走到 Bukit Timah 

Rd，然後向左轉入 Serangoon Rd，步行四分鐘即達。
網址：http://littleindia.com.sg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littleindia.com.sg
https://goo.gl/maps/UzUe12Fuxm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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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區景點逐個去10
搭地鐵遊
新加坡

東北線：小印度站－克拉碼頭站－牛車水站03 克拉碼頭
享受熱鬧的夜生活
如果想享受新加坡夜生活的各位，那就不要錯過酒吧林立的克拉碼頭！沿著新
加坡河兩旁的餐廳與酒吧，由充滿異國風情的倉庫改建而成，不論吃的、玩的、
買的都應有盡有，各位不妨在晚上坐在河旁，喝喝啤酒，感受片刻的悠閒！

地址：3 River Valley Rd Singapore 179024
電話：+65-6337-3292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10:00-22: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由克拉碼頭站C出口步出後，向新加坡河方向步行七分鐘後即達。
網址：http://clarkequay.com.sg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clarkequay.com.sg
https://goo.gl/maps/iAn1egj4n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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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區景點逐個去10
搭地鐵遊
新加坡

東北線：小印度站－克拉碼頭站－牛車水站04 牛車水原貌館
探索華人歷史
想了解新加坡華人的發展歷史，那就別錯過位於牛車水的牛車水原貌館。牛
車水是新加坡有名的 China Town，有不少華人在此聚居，而牛車水原貌館
就記錄早期移民的生活，收藏了不少照片及古物，讓人一探第一代華人發家
致富的經過。

地址：48-50 Pagoda St、Singapore 059207
電話：+65-6224-3928
入場門票： [ 門票 ] $15（成人）、$11（小童），   

[ 門票及導遊 ] $20（成人）、$16（小童）
營業時間：09:00-20:00
休假日：每月第一個星期一
交通方法：由牛車水站 A 出口步出後，向 Pagoda St 步行 10 分鐘即達。
網址：http://chinatownheritagecentre.com.sg/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chinatownheritagecentre.com.sg/
https://goo.gl/maps/8bMoNfr4C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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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直落亞逸集市
特色食店聚腳地
除了前文介紹的四大 Food Centre 外，大家來到牛車水的話，也不妨來到附近
的直落亞逸市場享用午餐或晚餐。市場內的風格比較歐陸式，有不少特色的食
店，可以一家一家的看，就像自助餐一樣，想吃甚麼就吃甚麼！

地址：18 Raffles Quay、Singapore 048582
電話：+65-6220-2138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24 小時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從直落亞逸站步出後，沿 Telok Ayer St 往 Cross St 方向前進，

然後轉右，步行2個街口後到達； 或從由牛車水站A出口步出後，
沿 Cross St 步行 10 分鐘後即達。

網址：http://www.laupasat.biz/

© 圖片來源自網絡

東北線：小印度站－克拉碼頭站－牛車水站

http://www.laupasat.biz/
https://goo.gl/maps/vz7WnFxXMh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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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區景點逐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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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東西線：武吉士站－政府大廈站－萊佛士坊06 蘇丹回教堂
座落於阿拉伯式街道
提到武吉士，大家可能都會想到這裡精緻的 Café，但這個多年前就聚集了
阿拉伯商人經商的地區，有座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回教堂，大家可以入內參觀
之外，也別忘了到附近街道，購買特色的阿拉伯香水作為紀念品！

地址：3 Muscat St Singapore 198833
電話：+65-6293-4405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10:00-12:00、14:00-16: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從武吉士站步出後，沿 Victoria St 走到 Arab St 後向右轉，然後

到 Muscat St 向左轉，步行約七分鐘即達。
網址：http://flyagain.la/x9i4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flyagain.la/x9i4
https://goo.gl/maps/uGvLhpNRj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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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區景點逐個去10
搭地鐵遊
新加坡

東西線：武吉士站－政府大廈站－萊佛士坊07 Parco Bugis Junction
大型玻璃商店街
來到新加坡，又怎可以不 Shopping 呢！ Parco Bugis Junction 是新加坡首個以
玻璃覆蓋的商店街，天然採光加上復古建築的商店，就好像走進了歐洲的購物
大道一樣，街道上更有特色的攤檔，想買甚麼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地址：Bugis Junction, 200 , Victoria Street, Bugis, Singapore 188021
電話：+65-6557-6557
入場門票：費用全免
營業時間：10:00-22: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從武吉士站步出後，沿 Victoria St 往 Rochor Rd 方向前進，步

行 3 分鐘後即達。
網址：http://www.bugisjunction-mall.com.sg/en/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www.bugisjunction-mall.com.sg/en/
https://goo.gl/maps/3PjjTdmj7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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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區景點逐個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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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東西線：武吉士站－政府大廈站－萊佛士坊08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全新開幕的美術館
由新加坡 80 年歷史建物，政府大廈與前最高法院改建而成的新加坡國家美術
館於 2015 年 11 月 24 日終於正式開幕，館內存放了大量 10 世紀至今的新加
坡及東南亞藝術品，存量可以說是世界最大規模，喜歡藝術的朋友不要錯過！

地址：1 Saint Andrew's Road、#01-01、Singapore 178957
電話：+65-6271-7000
入場門票：[ 普通 ] $20，[ 優惠 ] $15
營業時間：[ 星期日至四 ] 10:00-19:00，[ 星期五、六 ] 10:00-21: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從市中心站步出後，沿 North Bridge Rd 走到 Coleman Ln 後，

再轉到 St Andrew's Rd，步行 6 分鐘即達。
網址：http://nationalgallery.sg

© 圖片來源自網絡

http://nationalgallery.sg
https://goo.gl/maps/9k27ktgGj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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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新加坡觀景摩天輪
亞洲最大摩天輪
每個城市的摩天輪都是地標式建築，新加坡的觀景摩天輪同樣受到遊客喜愛！
在摩天輪上可以看到新加坡全景外，印度尼西亞的巴淡島、民丹島，以及馬來
西亞的柔佛州也可盡收眼底，而且車廂非常大，可以在內裡邊吃飯邊觀景！

地址：30 Raffles Ave、Singapore 039803
電話：+65-6333-3311
入場門票：[ 成人 ] $33、[ 小童 ] $21
營業時間：08:30-22:3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從寶門廊站 A 出口步出後，沿著 Temasek Ave 走到 Raffles Ave

後向左轉，步行約 10 分鐘後即達。
網址：http://singaporeflyer.com

© 圖片來源自網絡

環線：寶門廊站

singaporeflyer.com
https://goo.gl/maps/s61efP8iF8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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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加坡夜間動物園
世界第一個夜間動物園
如果覺得早上太熱，不宜進行戶外活動的話，大家不妨來到這個夜間動物
園，與一眾小動物度過清涼的晚上。動物園內不但可以見到特別的動物，更
設有遊園車和動物表演，過程輕鬆搞笑，大家快去體驗一下！

地址：80 Mandai Lake Rd, Singapore 729826
電話：+65-6269-3411
入場門票：[ 成人 ] $42、[ 小童 ] $28
營業時間：19:30-00:00
休假日：全年無休
交通方法： 乘坐 MRT 於宏茂橋站步出後，前往宏茂橋巴士轉換站乘搭 138

號巴士前往。
注意事項： 部分夜間野生動物園精品店將於 3 月 21 日 -3 月 31 日關閉以進

行翻新工作。
網址：http://www.nightsafari.com.sg/ch/

© 圖片來源自網絡

南北線：宏茂橋站

http://www.nightsafari.com.sg/ch/
https://goo.gl/maps/ZFbAHeAAg1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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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信送
  乜好？

必
買
時
尚
女
裝

素有「小 CK」稱譽的新加坡品牌 Charles & Keith 一直是女
士們必掃的牌子！由於在香港並沒有分店，而且產品的用料上
乘，重點是價格大眾化，去到新加坡門市購買就更便宜！作為
新加坡的國民品牌，Charles & Keith 開到巷成市，應該不太
難找，而小編就為大家介紹他們的 Outlet 店。

推介店鋪   Anchorpoint
地址：370 Alexandra Road #01-30/31 Anchorpoint Singapore, 159953
電話：+65-6472-6937
營業時間：11:00-22:00
網址：http://www.charleskeith.com/landing

作為一個發展迅速的亞洲城市，新加坡有不少自家品牌出口，在香港
也可以買到，所以去到新加坡要買甚麼呢？究竟有甚麼只可以在新加
坡買到呢？今期小編就為大家盤點一下，新加坡十大必買手信，無論

送禮自用都無問題！

必買手信大晒冷
（Fashion 篇）

新加坡

http://www.charleskeith.com/landing
https://goo.gl/maps/fwZam84B8B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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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獲獎無數的品牌，由新加坡設計師 Sabrina Goh 本人主理，服
飾多以單色為主，並汲取建築的外型為靈感，非常有設計感，低調
卻華麗，彰顯到女性硬朗的一面。雖然服飾價格不太便宜，但卻對
是性格女生的首選！

推介店鋪   SABRINAGOH Flagship Store
地址： 13, Stamford Road, #02-14 Capitol Piazza, Singapore 178905,
電話：+65-6385-2185
營業時間：11:00-21:30
網址：http://sabrinagoh.com/

GG<5 同樣是新加坡自家的時裝品牌，主打 OL
市場，款式較為簡單，用料舒適，價格也大眾化，
深受上班族的喜愛。這個品牌在新加坡各大商場
都可以找到，不過打算在新加坡買衣服的各位，
買前需要留意，新加坡長年夏天，買到冬天衣服
的機會比較低啊！

推介店鋪   Chevron House
地址：#01-38, 30 Raffles Ave, Singapore 039803
電話：+65-6538-4533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 10:30-19:30、    

[ 星期六 ] 10:30-15:30（星期日休息）
網址：http://www.gg5.com/outlets.html

http://sabrinagoh.com/
http://www.gg5.com/outlets.html
https://goo.gl/maps/GhvENzyA7jp
https://goo.gl/maps/mtYXiEfGE8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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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必買手信大晒冷
Fashion 篇

可
愛
舒
適
平
底
鞋

風
格
華
麗
女
裝
鞋

以平底女裝鞋為主的 Mitju，由日本設計師設計，暫時只有新加坡
有分店。去新加坡的人差不多都愛買鞋作手信，而在眾多鞋店裡，
Mitju 出品的鞋就收到最多好評！他們鞋子的款式較為可愛，穿上
後非常舒適，而且價格實惠，大概一雙才 250 元港幣，難怪眾女士
們都愛不惜腳啦！

推介店鋪   Wisma Atria
地址：435 Orchard Road #B1-15, Wisma Atria Singapore 238877
電話：+65 6235 1225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四、日 ] 10:30-21:30，   

[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 ] 10:30-22:00
網址：http://www.mitjuonline.com/

同樣是新加坡品牌，Pazzion 比 Mitju 的風格
就較為華麗，經常以亮片作為裝飾，而其折疊
鞋、芭蕾鞋、平底鞋都較為有名。除了鞋子
外，Pazzion 也會出售手袋，風格同樣華麗。
Pazzion 的產品非常適合出席宴會的穿戴，價格
就大概 400-600 港幣，大家不妨去尋尋寶啊！

推介店鋪   WISMA ATRIA
地址：#B1-09/10、435 Orchard Rd、Singapore 238877
電話：+65- 6876 9134
營業時間：[ 星期日至四 ] 10:30-21:30，[ 星期五、六 ] 10:30-22:00
網址：http://www.pazzion.com/

手信送
  乜好？

http://www.mitjuonline.com/
http://www.pazzion.com/
https://goo.gl/maps/u9FYsxMrYd22
https://goo.gl/maps/MUrX2tnJS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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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信送
  乜好？

即
食
麵

如果大家對「買手信」這件事感到困擾
的話，不妨到超級市場逛一下，因為你
會發現，原來簡單如即食麵，也是大家
的手信好選擇！在新加坡可以買到東南
亞限定口味的即食麵，當然還有不同品
牌供大家選擇，好像是百勝廚叻沙拉麵、
出前一丁咖喱蟹味杯麵等等。

推介店鋪   GIANT（Vivo City）
地址：1 Harbour Front Walk #B1-23 / #01-23 Singapore 098585
電話：+65-6275-1638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 10:00-22:00 [ 星期六、日 ] 09:00-22:00
網址：http://giantsingapore.com.sg

除了一眾 Fashion 品牌外，新加坡同樣是「美食之都」，在 Food 
Centre 吃過難忘的美食，想帶回家與家人分享？沒有問題！除了再
買機票，一起飛新加坡再食過外，小編亦為大家整理五種新加坡必買

的食品，即使不能即時飛，也能先解解饞！

必買手信大晒冷
（Eat5Eat）

新加坡

http://giantsingapore.com.sg
https://goo.gl/maps/YZ5VCwpBpV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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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必買手信大晒冷
Eat5Eat

手信送
  乜好？

新
加
坡
肉
乾

四
色
益
力
多

相信大家對新加坡肉乾的印象，只想到在
香港大街小巷都有的「味珍香」，但其實
新加坡有三大肉乾品牌，其中有逾 70 年
歷史的「林志源」只在新加坡開設分店，
所以來到新加坡絕對不可錯過！林志源出
品的肉乾不含防腐劑，只能保鮮一個月左
右，各位買的時候要注意啊！

推介店鋪   林志源
地址：203, New Bridge Road, China Town, Singapore 059429
電話：+65-6227-8302
營業時間：09:00-22:00
網址：http://www.limcheeguan.com.sg/

雖然香港市面上有不少不同口味的乳
酸產品，但大家對「益力多」還是有
情意結。現在香港出售的益力多只有一
種口味，不過新加坡的「益多」就有
四種，分別是蘋果、葡萄、橙、原味。
益力多攜帶比較困難，建議大家用保鮮
袋包好然後帶上飛機，這樣更好保管！

推介店鋪   GIANT（Vivo City）
地址：1 Harbour Front Walk #B1-23 / #01-23 Singapore 098585
電話：+65-6275-1638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 10:00-22:00 [ 星期六、日 ] 09:00-22:00
網址：http://giantsingapore.com.sg

http://www.limcheeguan.com.sg/
http://giantsingapore.com.sg
https://goo.gl/maps/YZ5VCwpBpVU2
https://goo.gl/maps/9UavY7LcrS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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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必買手信大晒冷
Eat5Eat

手信送
  乜好？

Bengawan Solo
肉
骨
茶
湯
包

提到新加坡的手信，大家可能都會想
起班蘭蛋糕，雖然在新加坡市面上有
不少同類產品，但最受大家歡迎是由
Bengawan Solo 的出品。這種加入了
班蘭葉的蛋糕，染上天然的綠色，口
感軟綿，非常適合下午茶時來一塊！
Bengawan Solo 還會出品其他糕點，
大家不妨一併選購。

推介店鋪   Changi Airport Terminal 1
地址：Departure/Check-In Hall #02-31
電話：+65-6242-3072
營業時間：06:00-00:00
網址：http://www.bengawansolo.com.sg/

去到新加坡，當然要來一碗道地的肉骨
茶，除了可以到店品嘗之外，大家也可以
購買湯包，回家後加入材料烹調。新加坡
有三大肉骨茶品牌，分別是「松發」、「黃
亞細」、「發起人」，每家的口味與配方
都有一點不同，大家可以品嚐過後，把他
們的湯包帶回家當手信！

推介店鋪   松發肉骨茶
地址：#01-04,133 New Bridge Rd Singapore 059413
電話：+65-6443-1033
營業時間：10:30-21:30
網址：http://www.songfa.com.sg/

http://www.bengawansolo.com.sg/
http://www.songfa.com.sg/
https://goo.gl/maps/nMAaxhywdLL2
https://goo.gl/maps/gb6tydKEF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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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美食
全攻略

新加坡的夜景世界聞名，不論是克拉馬頭兩旁的酒吧、觀
景摩天輪的光環、還是金沙酒店前的水舞燈光騷，走到哪
兒都可以看到夜景，走到哪兒看的夜景都各具特色！想把
這些美景留下？只要做到以下簡單的兩點就 OK 啦！

Tips1 . 必備三腳架
如果想完成一張完美的夜景照，腳架這個工具
可以說是必備！大家落腳架後，盡量將相機的
光圈收細（f/8 以上），延長快門的時間（拍攝
光軌的話，快門時間就要設為 20-30 秒左右），
最後將 ISO 參數設定為較低的數值。外出旅行
的各位，未必時時帶備腳架，那麼大家就可以
將相機的 ISO 提高，雖然 ISO 愈高相片的雜訊
愈多，但會加快相機手持快門的速度。

拍攝夜景小貼士

作者：旅遊攝影師 Raven

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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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2 . 使用超廣角鏡
除了腳架外，大家也不妨隨身帶備一個超廣角
鏡，這樣就可以有更多的景物納入你的鏡頭內，
特別在拍攝會移動的景物時，讓你的照片構圖更
加豐富，更特顯出夜幕在燈光的襯托下，五光十
色、多姿多彩的一面。如果行李不多的話，大家
也不妨帶備多一枝長焦鏡頭，當需要拍攝局部的
夜景物時，作為替換使用。

篇幅有限，下次有機會再聊。
旅 遊 攝 影 師 R a v e n

FB page: facebook.com/raven7215
IG: instagram.com/night_raven

拍攝美食
全攻略

http://facebook.com/raven7215
http://instagram.com/night_r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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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Apps 
下載

每期介紹新地方，小編都會第一時間推薦實用的交通 Apps
給大家，這次來到新加坡也不例外，因為如何去到一個景點，

絕對是旅行的重點之一！
Gothere.sg Lite

B   如果我們選用了「Directions」的方法去找尋交通路線，可以按 Apps 的
指示，依照順序輸入起點、終點，然後就會來到此畫面。他們將會顯示
出「巴士」、「地鐵」、「的士」、「自駕」等四種交通方法，所需的
時間及價錢。

這個 Apps 整體上分為三種搜索地點的方式，首先可以在「Directions」輸
入起點、終點（大概位置）來查找最佳的交通路線；或者用「Search」去
找尋指定區域的建築物；也可以用「Browse」以目的地的類別找尋，如：
Café、商場、餐廳等。

A  B

A  

B  

這個 Apps 除了會提供不同的交通路線外，更會有少量的旅
遊、生活資訊提供，好像是 Café、景點、餐廳位置等等，
資料詳盡、版面簡潔，一 Apps 在手輕鬆玩轉新加坡！
iOS: http://flyagain.la/9b6x
Android: http://flyagain.la/df5a

簡單教學

http://flyagain.la/9b6x
http://flyagain.la/df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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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 Apps 
下載

 C   選乘巴士的話，可以看到詳細的乘車內容，包括上車站、下車站，
如果想參考更多巴士路線，可以按「①」的位置；對於上車站、
下車站存疑的話，可以按「②」或紅框的位置，去到圖 4 的畫面。

D   就會顯示出整個地圖供大家參考位置，除了可以定位外，更會清
楚寫明巴士編號、步行到巴士站需時多少分鐘、共需要乘坐多少
個站，這樣大家就不怕會坐過站啦！

C  D

最後有幾個小貼士提提大家： 
(1)  這 個 Apps 強 大 到 可 以 找 到 附 近 ATM 的 位 置， 大 家 按「Browse> 

Amenities> ATMs」後，再選擇銀行就OK啦！（開了定位效果會更好啊！）
(2) 而在餐廳的部分，更會電話提供，即時 Book 枱食飯也沒有問題！
(3)  對於目的地的環境感到陌生也不要緊，可以在選擇地點後，按「Street 

View」，就可以看到附近的街景，絕對不怕蕩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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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
懶人包

出境文件篇
  1.  Passport、身份證、visa
  2. 酒店資料
  3. 港幣及少許當地貨幣

個人用品篇
  4. 分散包裝的錢
  5. 乾紙巾、濕紙巾、女性

用品
  6. 耳塞、眼罩
  7. 牙刷牙膏
  8.   洗臉奶、護膚品、簡單

化妝品、落妝水
  9. 洗澡用品
  10. 簡單藥物

電子產品篇
  11.  相機、相機電池、充電器、線、

SD 咭
  12.   手機、移動充電器、線、耳機、 

 （當地）電話咭
  13. 自拍神器
  14. 萬用轉插

服飾篇
  15. 長袖上衣、長褲／長裙
  16. 保暖外套
  17. 內衣褲、襪、睡衣
  18. 拖鞋、備用外出的鞋 

其他
  19. 外出用的背包／手提包
  20. 旅遊書、筆
  21. 膠袋
  22. ＿＿＿＿＿＿＿＿＿＿＿＿

新加坡天氣預報
http://www.weather.gov.sg/weather-forecast-4dayoutlook/

做足功課，是時候出發到新加坡食買玩啦！ 

http://www.weather.gov.sg/weather-forecast-4day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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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
匯率一覽

新加坡元早前升返少少，但仍未到高位，想知道幾
時最抵買，立即 Check Check 佢啦！

堅成找換有限公司 
Kin Shing Money Exchange Co Limited
地址：九龍尖沙咀 36 - 44 彌敦道重慶大廈 87 號鋪地下
電話：  +852 2368 0084 / +852 2368 3712   

（可電話預留 HK$5,000 或以上之外幣交易）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8:00 - 18:00
星期六：8:00 - 14: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網址：http://www.ksme.hk/index_hk.html
即時價位：http://www.ksme.hk/ratetable.pdf

百年找換有限公司 
Berlin Company Exchange Limited
地址：中環德輔道中 61 - 65 號華人銀行大廈 1703 室
電話：+852 2523 3403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9:30 - 15:30、15:30 - 18:00（限已預訂交易）
星期六：9:30 - 11:30、11:30 - 14:00（限已預訂交易）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網址：http://bcel1985.blogspot.hk/
即時價位：http://bcel1985.blogspot.hk/

實時銀行兌換匯率
網址：http://hkexchangerate.com/exchange_rate.

php?c=SGD#.VtZ6-ZN95n4

$$$

$
$$
$
$$
$$
$$

http://www.ksme.hk/index_hk.html
http://www.ksme.hk/ratetable.pdf
http://bcel1985.blogspot.hk/
http://bcel1985.blogspot.hk/
http://hkexchangerate.com/exchange_rate.php?c=SGD#.VtZ6-ZN95n4
http://hkexchangerate.com/exchange_rate.php?c=SGD#.VtZ6-ZN95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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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
聯絡電話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的 24 小時熱線 +852-1868
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  +61-2-9283-3222
「藍十字全球緊急支援」熱線 +852-3608-6083

警察局 999
海事意外 6325-2488
火警、救護車 995
氣象局 6542-7788

交通事故報告
6547-6242
6547-6243

電話號碼查詢 100

新加坡當地機構緊急聯絡電話

旅遊局旅客專線 1800-7362-000
聖陶沙旅游咨詢 +61-6736-8672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

VISA 卡國際組織全球
免費電話 1-303-967-1090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全球
免費電話 1-636-722-7111

新加坡銀聯服務熱線 800-860-0028 

信用咭日本／國際支援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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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
聯絡電話

新加坡航空機場航班咨詢
6542-4422（自動）
6541-2302（人工服務）

新加坡樟宜機場 +65-6595-6868

新加坡出租車服務

Premier Taxis Pte Ltd 
6363 6888
SMRT Taxis Pte Ltd 
6555 8888
Trans-Cab Services Pte Ltd 
6555 3333
ComfortDelGro Corporation Limited 
6552 1111

新加坡地鐵熱線 1800-336-8900

新加坡巴士熱線
SBS Transit Ltd 1800-2872727
SMRT Buses Ltd 1800-336-8900

中國银行（新加坡） 6439-8741（匯款業務）

中國工商銀行（新加坡） 6439-7818
6439-7808

中央醫院 6222-3322
外交部領事局 0800-080123（一般客服）

電訊公司
Singtel（新电信） 1688
Starhub( 星和 ) 1633
Mobile One(M1) 1627

交通查詢熱線

其他生活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