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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狮城 
缤纷会奖

风光旖旎、处处精彩的新加坡，是

每一个企业开展缤纷会奖行的睿智

之选。

随 着 两 大 综 合 娱 乐 度 假 胜

地—滨海湾金沙酒店与圣淘沙

名胜世界的成熟运营，以及各种旅

游资源的不断完善，新加坡大刀阔

斧地开发新项目、制造新亮点，不

仅为这个国际繁华都市增添了崭新

的地标性建筑、世界级的娱乐休闲

设施，也大大提升了商务会奖旅游

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

无论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中回

顾业绩并运筹未来、在无柱式宴会

厅举行 7000 多人的盛大聚会、体

验岛上充满热带风情的极限游乐项

目，还是在滨海湾花园感受绿色城

市的魅力、在金沙 57 层高空平台上

的 CÉ LA VI 俱乐部酒廊开怀畅饮并

将美丽的天际线尽收眼底，缤纷多

彩的会奖旅游项目一应俱全汇聚于

此。寓工作于娱乐之中的全新会议

体验由此开启，让锐意创新的会奖

旅游彰显出当今企业的“心”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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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会奖
“在别处”

海岛风情

新加坡独特的海岛风情可以让举办商务

会议或奖励旅游有着惬意轻松又印象深

刻的感受。新加坡的土地面积是 718.3

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200 余公里，

全国由新加坡岛、圣约翰岛、龟屿、圣

淘沙岛、姐妹岛、炯岛等 60 余座岛屿

组成，除了新加坡本岛外，最适宜开展

创意会议、宴会活动的场所便是圣淘沙

岛。

从市中心出发， 15 分钟车程便能到

达圣淘沙这座风景旖旎的岛屿，一踏上

这座岛屿，便能在众多的风景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历史和文化的

重现、昼夜不眠的娱乐、郁郁青葱的环

境、修剪齐整的花园、音乐喷泉，还有

两个风景优美、极富挑战性的 18 洞高尔

夫球场。圣淘沙岛面积 5 平方公里，距

离新加坡本岛南岸只有 500 米，是新加

坡第四大岛屿（除本岛外）。岛屿面积

的 70% 被次生雨林覆盖，栖息着巨蜥、

猴、孔雀和鹦鹉等动物。岛上还有 3.2

公里长的白色沙滩，是集主题乐园、热

带度假村、自然公园和文化中心于一体

的好去处。

亮点        ：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务会展目的地，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新加坡最大的竞争优

势。下面让我们从海岛风情、特色酒店、创意定

制三个方面，一起领略新加坡独特的会奖旅游体

验。“惠聚狮城”奖励计划介绍也定会为不同人

数的企业团队带来独特的惊喜与实惠。

摩天塔

沙滩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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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圣淘沙岛拥有新加坡最美丽的

三个海滩—巴拉湾海滩（Palawan 

Beach）、西乐索海滩（Siloso Beach）

与丹戎海滩（Tanjong Beach）。它们

都有着清澈明亮的海水与细腻洁白的沙

滩，却又各具风格。是商务餐宴或团队

建设活动的好选择。

圣淘沙斜坡滑车：斜坡滑车及空中吊椅引

进自新西兰，放眼亚洲，目前只有日本

和新加坡才有。在英比奥山顶坐上滑车，

从 12 层楼的高度沿着 650 米的蜿蜒跑道

往下滑冲，记得抓稳驾驶杆，享受乘风滑

行的舒畅快意。同时滑车上装有独特刹车

器，方便游客自行控制速度，安全无虑。

鱼尾狮塔：圣淘沙的标志—鱼尾狮

塔，高 37 米，是新加坡最高的自由式

结构建筑。鱼尾狮身上有 320 片用光导

纤维制成的鱼鳞 , 光彩闪耀，无论白天

还是黑夜，都在不断变换各种颜色。在

塔内还有旅游电梯，来到塔顶，居高临

下，具有 360 度无障碍视野。在塔后方

的走道里，可看到各种版本的关于鱼尾

狮的神秘传说。为奖励旅行的团队成员

带来难忘回忆。

摩天塔：摩天塔伫立在鱼尾狮塔不远处，

是新加坡最高的公共观景台，也是圣淘

沙的地标之一。塔高 131米，来此观景，

可看到新加坡的全市市景，甚至连印度

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也能映入眼帘。无论

白天或是夜晚，都可以成为商务参会者

放松心情、开阔胸怀的心意安排。

蝴蝶园与昆虫王国：作为新加坡极富特

色的一个著名景点，馆中包括 3000 种

珍稀昆虫。作为奖励旅行团队的探索之

旅，将充满惊喜。

鱼尾狮塔

西乐索海滩

蝴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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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斜坡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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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加坡樟宜机场 
的缤纷游购

2.  新加坡赛马公会 
的智趣宴会

3.  圣淘沙岛上的热情
派对

4. 滨海湾花园 
的花园式宴会

 
5.  圣淘沙名胜世界

S.E.A. 海洋馆 
的浪漫海底宴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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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酒店

作为全球顶级的商务中心之一，新加坡众多酒店配备齐全

完善的会议中心和商务设施。在这里，会议餐饮由专业人

士打理，会议、会展各种设施齐备、功能强大，免费无线

网络随处可见。而不同酒店的特色风格更是令与会者拥有

难忘的体验。

时尚又现代的硬石酒店：无限的动感活力与浓郁的时尚气息

在此盛放，商务访客只要一踏进新加坡硬石酒店便会感受到

摇滚的时尚与魅力。客房内吊起了魔幻水晶吊灯，配备了

iPod音响播放系统；Philippe Starck为 Kartell设计的金黄色

La Boheme 2 小凳 , 标志性的图腾，这一切都是在彰显酒店

的与众不同。硬石酒店共有 360 间客房，包括豪华客房以及

豪华套房。酒店由澳大利亚空运来的细腻白沙铺成的沙滩泳

池，淡水与海砂的完美结合在新加坡可谓首创，大胆概念简

直是破格之举。无论白昼或者夜晚，迷人的自由形态泳池，

配合水中酒吧和标准泳池，令人无不为之神往。

传统而商务的香格里拉酒店：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连续

多年来被评为亚洲地区和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之一，是香

格里拉式热情周到服务的发源地。酒店坐落于占地 15 英亩

的茂盛的植物园之中，信步可达乌节路休闲与购物区。酒

店有 750 间豪华的客房与套房，分布于三座风格各异的翼

楼之中：现代化的高塔翼（Tower Wing）、充满热带风情

的花园翼（Garden Wing）及凸显尊贵的峡谷翼（Valley 

Wing）。酒店商务访客可享用宁静的花园，大型不规则游

泳池和世界一流的餐厅；还享有在附近的新加坡商贸饭店

和位于圣淘沙岛上的香格里拉新加坡圣淘沙度假酒店签单

的待遇。

奢华且娱乐的滨海湾金沙酒店：

酒店坐落于滨海湾，由三座连

成一串的酒店大楼组成，顶部

建有景色壮观的空中花园，酒

店内则设有“漂浮式”水晶阁、

莲花外形的博物馆、出售各种

先进商品和国际品牌的零售商店、精致时尚的名厨餐厅、

享之不尽的影院娱乐、激情涌动的夜总会以及一座拉斯维

加斯风格的娱乐场。商务旅客还可享受到多种配有先进技

术的会议、激励活动、大型会议及展览（MICE） 设施、

灵活高效的展览大厅以及可容纳 45000 多位与会代表的会

议中心。滨海湾金沙酒店可在同一个目的地实现商务与休

闲的完美融合，打造绝无仅有的独特体验。

创意定制

新加坡不遗余力地推动商务和会展旅游业的发展，陆续在

市场上推出 BEiS 商务活动补贴、“惠聚狮城”等在内的各

项奖励计划，颠覆传统 MICE 理念，为企业提供全新及多

元的奖励旅游体验，以求达到“量身定制，创意无限，轻

松有趣”的会奖活动效果。

2015 年 9 月新加坡旅游局

携手新加坡樟宜机场、滨海

湾花园、圣淘沙名胜世界、

圣淘沙岛及新加坡赛马公会

共同合作推出“惠聚狮城”

奖励计划。该计划不仅将发

挥新加坡作为会奖名城的优

势，并且整合了新加坡独特

的世界级旅游资源，为中国

精英定制个性化会奖旅游目

的地。满足条件的团队有机

会享受为您定制的不同寻常

的体验，亲身感受新加坡丰

富多元文化及会奖资源。

会奖计划申请时间：
2015 年 9 月 9 日 ━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会奖团队完成时间：
2015 年 9 月 9 日 ━
2017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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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 惠聚狮城奖励方案 

 ◆◆◆   惊喜礼遇  ◆◆◆

达 300 至 599 访客日的会奖团体（或人数为 100 至 199 人，在新停留至少 2 晚的会奖团）

奖励介绍

◆ 为每位成员提供新加坡旅行手册和特色纪念品

◆ 每位成员均可获得由樟宜机场提供的价值 30 元 
     新币的购物代金券

◆ 独特体验（从以下列表中任选一项）

体验项目
支持伙伴  滨海湾花园  圣淘沙名胜世界

内容介绍

◆ 免费进入滨海湾花园内最为精美绝伦的植物冷室： 
     花穹或云雾林（二选一）

◆ 每位宾客获赠滨海湾花园主题环保购物袋一个

◆ 每位宾客获赠滨海湾花园特色纪念品一份

◆ 购买新加坡环球影城 TM 门票，免费获赠 
     S.E.A. 海洋馆门票

 ◆◆◆  超值礼遇  ◆◆◆

达 600 至 1199 访客日的会奖团体（或人数为 200 至 399 人，在新停留至少 2 晚的会奖团）

奖励介绍

◆ 为每位成员提供新加坡旅行手册和特色纪念品                  ◆ 新加坡特色欢迎表演

◆ 每位成员均可获得由樟宜机场提供的价值 30 元                ◆ 独特体验（从以下列表中任选一项） 
     新币的购物代金券

体验项目
支持伙伴  滨海湾花园  圣淘沙名胜世界 圣淘沙岛

内容介绍

◆ 免费进入滨海湾花园内最为精美           
     绝伦的植物冷室：花穹或云雾林

◆ 每位宾客可享用免费清凉美味 
     特饮一杯

购买新加坡环球影城 TM 门票， 
免费于园区内餐厅享用晚餐，包括∶

◆ 自助晚餐及软饮

◆ 园内餐厅使用时间为 19:00 
     至 21:00

◆ 免费使用在巴拉湾海滩 
     的“亚洲大陆最南端” 小岛 
     作为专属派对场地

◆ 免费使用基础音响设备及站立式      
     鸡尾酒桌（10 张）

◆ 软饮两小时免费畅饮

◆ 免费入岛门票

◆◆◆   尊享礼遇  ◆◆◆

达 1200 访客日的会奖团体（或人数为 400 人，在新停留至少 2 晚的会奖团）

奖励介绍

◆ 为每位成员提供新加坡旅行手册和特色纪念品

◆ 每位成员均可获得由樟宜机场提供的价值 30 元 
     新币的购物代金券

◆ 新加坡特色欢迎表演

◆ 团中两位 VIP 成员可于抵境及离境时享用 
     JetQuay 航站楼的贵宾服务

◆ 团内一位成员可于行前进行实地考察（包括经济舱 
     往返航班、酒店住宿、交通、餐饮及景点门票）

◆ 独特体验（从以下列表中任选一项）

体验项目
支持伙伴  滨海湾花园 圣淘沙名胜世界 圣淘沙岛 新加坡赛马公会

内容介绍

◆ 免费进入滨海湾花园内                
     最为精美绝伦的植物 
     冷室：花穹或云雾林

◆ 为团队特别定制的美味 
     中式下午茶

◆ 每位宾客获赠滨海湾 
     花园主题环保购物袋 
     一个

◆ 每位宾客获赠滨海湾 
     花园特色纪念品一份

购买新加坡环球影城 TM 

门票，免费在 S.E.A. 
海洋馆深海观景区举办 
一场立式鸡尾酒会，包含 :
◆ 两小时软饮及啤酒畅饮      
     + 酒会小吃 + 一次 
     该活动潜水欢迎横幅

◆ 海洋馆深海观景区 
     及海洋园厅使用时间为      
     20:00 至 22:00

◆ 免费使用位于西乐索
     海滩的“蓝宝石亭”
     或“绿宝石亭”作为 
     专属派对场地

◆ 免费使用基础音响
     设备、宴会餐桌、舞台、 
     自助餐以及两小时
     的软饮畅饮

◆ 免费入岛门票

◆ 精美中式简餐

◆ 免费饮料畅饮

◆ 赛事指南

◆ 展示圈专人导览

◆“慧眼选头马”分享 
     会谈

◆ 免费进入赛马会



关于新加坡赛马公会

自 1842 年创办以来，新加坡赛马公会经过

多年稳步发展，现已昂然跻身为全球顶级马

场之一。赛马场格局宏大，赛道、观赛设备

等整体设施均体现世界先进水平，可容纳 3
万名观众尽情投入观赛。其中，新航国际

杯、阿联酋航空。新加坡打比杯和浪琴表新

加坡金杯赛等多项享誉国际的盛大赛事都在

此举行，全年骏马争先、更显精彩不断！

置身于新加坡克兰芝赛马场之际，来宾

将沉浸在比赛的极速刺激，赞叹良驹的矫健

英姿和勃勃雄心，走进赛马的广阔天地。来

宾还能获得特别安排，进入展示圈以近距离

接触马儿。此外，特备的中式简餐，欢迎来

宾聆听现场评述时享用。

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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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胜世界

无论您想举办任何活动，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一切构想皆能实现。独具特色的场

地如东南亚最大规模的无柱式宴会厅、世界级主题公园和海洋馆，带您跨越海陆，

成就您的焦点盛会。为您的宾客缔造独一无二的动容体验。

关于新加坡樟宜机场

作为当今世界第六大繁忙的国际机场，新加

坡樟宜机场早已成为亚洲的主要空中枢纽，

为飞往 78 个国家和地区、300 多个城市的

100 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每 90 秒

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起飞或降落。2014
年樟宜机场年客流量已达 5410 万人次。

樟宜机场也是新加坡最佳的购物和餐饮

场所之一，三个航站楼内拥有约 350 家零售

和服务商店和 120 家食品和饮料商店，总占

超过 70000 平方米商业面积。

樟宜机场为入境的旅客提供丰富的选

择：多样的娱乐场所，5 个主题花园。快速

的免费网络和一个“新加坡自由行”的免费

城市之旅，更有齐全的商务设施，以及购物

礼宾服务特别为忙碌的商务旅客提供最便捷

的购物路线、最新的产品信息和最有价值的

促销活动。

关于滨海湾花园

位于滨海湾的黄金地段占地面积达 101 公顷的滨海湾花园是新加坡打造‘花园中的

城市’愿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三座临海花园—滨海南花园、滨海东花园及

滨海中花园所组成的滨海湾花园展示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珍稀植物，同时也将新加

坡的园艺和园林景观展现给全世界。面积占 54 公顷的滨海南花园是三个园林中最大

的，并在 2012 年 6 月 29 日隆重开幕。

迄今，滨海湾花园已囊括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奖项与荣誉，包括登上 2015 年吉

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玻璃绿室” 的荣耀。

关于圣淘沙岛

距离市中心只有 15 分钟车程的圣淘沙，

是个拥有纯净沙滩、世界级景点、海上活

动、高尔夫球场及静养处的岛屿。圣淘沙

日夜皆精彩，节目层出不穷，满足您的种

种渴望！在岛上的最大景区—英比奥

山顶景区，寻找新奇刺激的人士可以尝试

斜坡滑车及空中吊椅；大自然爱好者可漫

步于林荫步道，再探索蝴蝶园及昆虫王国

的奥秘。运动型健男美女可往西乐索海滩—新加坡最漂亮的白沙滩，来一场沙

滩排球大赛，或到冲浪馆一显身手。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让获得娱乐大奖的水舞海

上大汇演—《时光之翼》把您引入全新奇幻世界。岛上还有超过 50 间餐饮设施。

从亚洲小吃到国际经典美食应有尽有。圣淘沙为您带来全方位的旅游体验，是您旅

游新加坡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缤纷节庆汇 
体验嘉年华

亮点            ：

在新加坡，众多精彩的节日庆典、国际赛事令人应接不暇。如果选在特定的节日和活

动期间去新加坡进行商务会议、会展或者团队奖励旅游，想必不同的节庆主题定会为

你和你的团队带来更难忘的体验。

印度教屠妖节

7

1、新加坡大奖赛车季：

速度与激情的巅峰氛围，饱享叹为观止的紧张刺激与无限的冲刺动力，令奖励旅游团队感受拼

搏的激情与动力。

新加坡大奖赛是 F1 历史上第一场夜间街道赛，为了保证在欧洲地区的收视率，F1 接纳新

加坡大奖赛的时候就已经把这里定位为一场夜间赛事。同时，它是目前亚洲赛区唯一的街道赛。

每年 9 月中下旬，从月台上目睹赛车以 300公里惊人时速，穿越滨海湾街赛道的连绵 23 道弯，

争先飞驰越过终点旗，绝对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跑道内的赛车实况，或是跑道外的璀璨活

动，全方位赛事体验、世界级的娱乐体验、璀璨的夜间活动、各种餐饮与购物—让整座城

市开足马力，不分昼夜散发能量与朝气。除了享受道地的本地美食，也可尽享乌节路的购物乐

趣。无论是街赛道内或外，到访赛事的商务会奖访客都能体验无数的精彩活动。

7



艺术科学
博物馆

回教开斋节

亮
点

8

2、印度教屠妖节：

屠妖节是庆祝光明战胜黑暗、正义击败邪恶的节日。屠妖

节亮灯仪式标志着庆祝活动的开始。节日期间，人们去寺

庙做祷告。当然每个家庭也会烹煮浓香四溢的节日佳肴。

小印度的寺庙和街道用彩灯和花环精心装饰，再加上五彩

的拱门，整个地区被点缀得格外耀眼。

3、回教开斋节：

经过了斋戒月 30 天从黎明到黄昏的斋戒后，开斋节头三天

的盛大庆祝也即将拉开序幕。尽管开斋节期间，庆祝活动

丰富多彩、引人人胜，但实际上，从整个斋戒月一直到开

斋节，都会是您深入体验有趣马来文化与传统的最佳时刻。

对回教徒而言，斋戒月是投身敬拜、行善与分享的神圣

之月。为了净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他们在白天禁止进餐

喝水。日落后，家庭成员与亲友们就会聚在一块，进行黄

昏晚祷并一同用餐。这时，芽笼士乃与甘榜格南的街头，

也因大家开始吃喝而热闹起来。如果您的团队在斋戒月期

间游访新加坡，这就是你们感受节日欢乐的最佳时刻了。

您可选择前往芽笼士乃的马来文化村，或到昔日马来皇

族居住的甘榜格南，缅怀当年的繁华盛景。对新加坡其他

友族而言，这两大马来同胞聚集地，蕴含着无穷魅力，无

论您从何而来，都会被热情好客的马来人邀请与众同乐。

4、ZoukOut 户外热舞节：

体验真正的新加坡夜生活，不论是奖励旅行团队的放松还

是商务会议结束后的欢聚，热舞节的氛围是拉近人与人之

间情感的最好契机。

已有十年历史 ZoukOut 户外热舞节，是亚洲最大的户

外沙滩派对之一，曾有许多世界知名 DJ 前来参加。派对

通常在圣淘沙岛的海滩举行，那里的景色令人陶醉不已。

活动当天，世界各地的派对迷将不远万里赶到新加坡，只

为彻夜感受派对的无限激情。ZoukOut 户外热舞节完美诠

释了 Zouk 夜间娱乐场所 “同一个世界、同一首音乐、同

一个部落、同一支舞” 的独特理念。

5、新加坡艺术节：

让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获得愉悦的艺术享受，艺术节期

间举办主题会议或会展不仅可以促进国际交流，也可提高

自身视野。

新加坡艺术节已从一个最初开始于 1977 年旨在表彰本

地艺术先锋的国家艺术活动，发展成为一个亚洲同类型中

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主流艺术节之一。为期一个月的艺术

节，展示来自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一流艺术节日的庆祝活

动。根据每年不同的主题，该艺术节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诸

多艺术家的杰作，从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到新兴艺术

人才，不胜枚举，如今还将视觉艺术、舞蹈、戏剧和音乐

等艺术形式容纳进来，艺术节期间共推出 75 场演出。世界

著名的戏剧导演 Robert Wilson 、前卫音乐作曲家 Phillip 

Glass 以及戏剧导演 Goh Boon Teck 和 Ivan Heng 等新加

坡本土著名艺术家，都曾于艺术节期间在新加坡演出。如

果你渴望感受截然不同的艺术魅力，那么这一艺术节绝对

不能错过。

ZoukOut 户外热舞节



浮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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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洲时尚交流季：

在这一亚洲年度时尚盛事中，国际化的平台会为展会方带

来意想不到的宣传、交流、合作的机会。

亚洲时尚交流季是时尚前沿的全新诠释，也是极具国

际化的重要平台，内含四大板块，分别是亚洲时尚

峰会（Asia Fashion Summit）、Star Creation 服装

设计比赛、Blueprint 时装展和奥迪时装节（Audi 

Fashion Festival），意在借此展示亚洲时尚界人士

的才华，达到促进新加坡时尚业发展的目的。从时

尚音乐会、after party 到 T 台秀，各种精彩活动将轮

番上演。参加这场最为前卫的视觉盛会，一同感受

亚洲和世界的时尚风向标。

7、摩萨克音乐节：

乐迷们一饱耳福的王牌音乐活动，商务会展人员开阔视野、

迸发灵感、促进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平台。

每年在滨海艺术中心举行的摩萨克音乐节，是区域性知

名音乐节。作为举办地的滨海艺术中心是举行所有新加坡

文化、音乐和艺术等活动的首选之所。摩萨克音乐节最初

被定位为一个侧重于世界音乐和爵士乐的音乐节，如今已

发展成集百家所长的音乐盛会，从独立民俗音乐到感人至

深的节奏布鲁斯和劲歌热舞的嘻哈，从震撼的后摇滚再到

具有异国情调的非洲节拍和 90 年代的独立复古摇滚，它集

中了各个流派和风格的音乐，每年吸引的听众络绎不绝。

嘻哈乐队—The Roots、前卫的非洲音乐大师—

Dhafer Youssef、爵士巨星 Harry Connick Jr、电子音乐人

Imogen Heap 以及来自蒙特利尔的创意独立流行乐队都是

音乐节上的演出常客。

8、世界名厨峰会：

对于酒店、餐饮集团背景的会展或会议方而言。这是一个

集美食、美酒，交流、商机于一体的一站式体验经历。

虽然新加坡人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对美食都有

共同的癖好。每年 4 月的世界名厨峰会一直都是在新加坡

的各大美食“重镇”里举办的，例如东方君悦大酒店 (Grand 

Hyatt) 的 Mezza9 餐厅、浮尔顿酒店 (Fullerton Hotel) 

的 The Lighthouse 餐厅、新加坡国敦河畔大酒店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Singapore) 的 Pontini 餐厅、新加坡

费尔蒙酒店 (Fairmont Singapore) 的 Inagiku 餐厅和新加坡

瑞吉酒店 (St Regis Singapore) 的 Brasserie Les Saveurs 餐

厅。多年来着重呈献精致美食、醇酒和独特的就餐方式的

世界名厨峰会，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美食

节。之前曾经参加过该美食节的国际知名烹饪艺术大师包

括多位米其林明星主厨—Anne- Sophie Pic、Bart De 

Pooter、Heinz Beck 和著名的电视主厨 Curtis Stone。

这项一年一度的美食佳酿盛会承诺让来自世界各地的

美食爱好者，品尝世界上最精致美味的佳肴。在不同高级

餐厅主办一系列精彩活动，可以在这些活动中目睹新加坡

行政主厨，如何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厨师携手烹制美味

佳肴。除了亲眼目睹大师的烹饪技艺，之后还能品尝到这

些高级名厨所调制出的美味佳肴。美食节中的品酒环节同

样重要，来自波尔多、勃艮第、托斯卡纳、宝物隆、西班

牙和澳大利亚等美酒产地的葡萄酒生产商们都应邀来到新

加坡，向东道主介绍他们最优秀的葡萄美酒。这些久负盛

名的葡萄酒生产商将为他们珍贵的佳酿举办垂直品酒会，

并拿出他们最优质的美酒来搭配到访大厨所准备的特别晚

宴。

世界名厨峰会还为一般公众和饮食界业者主办特别研讨

会，让他们有机会在一起学习、讨论并了解烹饪界的最新

趋势、发展机会和细微变化。



左手会议， 
右手交流

亮点            ：

新加坡是贸易与思想中心，一方面有着超过 7000 家跨国公司及诸多国际知名企业的

区域总部，另一方面畅通的交通和贸易往来，让新加坡在各个领域都能走在时代前

沿，并拥有众多的专家及意见领袖。基于此，在商务活动方面，新加坡的优势不言自

明。去新加坡进行正式的商务会议之外，实地考察与学习可以为团队带来生动且深刻

的体验经历。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相信都能在新加坡将已有及已知的知识面

扩展得更有深度和广度，从而突破自身因地域和环境所限的观念和思维，得到更好的

发展。不仅如此，在新加坡的行程中也特别适宜开展各类团队建设的项目活动，以增

加团队的协作能力与凝聚力。

10

滨海湾螺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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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局展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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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

新加坡拥有全球排名第六、亚洲排名第一的医疗服务系统，

对于奖励旅游团队而言，去新加坡参观、交流并学习世界

一流的医保服务，感受更多新鲜与健康的理念，体验优质

的医保服务，优势立显。

1、新加坡莱佛士医疗集团 (Raffles Medical Group)

莱佛士医疗集团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并于新加坡交易

所上市的公司，成立于 1976 年，是新加坡最大的私营医疗

团体，在新加坡拥有并经营一个完全集成的医疗保健系统，

包括医院、诊所、保险公司和消费者医疗保健。集团拥有

20 个专科医疗中心，特别在肾脏移植，肿瘤治疗和心脏手

术等复杂手术，在行业内具有领先者的地位。

2、新加坡中央医院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新加坡中央医院是新加坡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公立医院，

建于 1821 年，医院拥有 29 种医学专科，其中整形外科、

烧伤科、肾病科、核医学、血液病理科室是该院的优势学

科，成为全国的专科服务中心。新加坡中央医院是一家集

治疗、科教、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拥有 1500 张病床

和近 400 名专科医生，备有先进的设备并提供多元化的医

疗照顾，为病人提供高素质的治疗。

3、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 (Parkway Health)

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高档医疗服务上市公

司。在新加坡拥有伊丽莎白医院、鹰阁医院、东海岸医院

和 NOVENA 医院。集团提供各种特色医疗服务，开设科

室的种类繁多，包括麻醉科、心血管内科、牙科、皮肤科、

内分泌科、耳鼻喉科、消化内科、眼科、妇产科等。所提

供全面的医疗保健护理涵盖了八种临床服务，其中包括：

心脏血管疾病、肌肉骨骼系统疾病、神经科学、肿瘤学、

初级保健和慢性疾病治疗、外科手术、器官移植和细胞治

疗、妇科和儿科。

4、太平保健控股 (Pacific Healthcare)

太平保健控股是新加坡最大的医疗保健集

团之一。除了提供全种类的医疗保健服务，

该机构还提供医疗保健设施管理服务，规

划、设计和开发专科医疗中心的咨询顾问

服务。作为提供一系列全面医疗保健服务

的综合性医疗保健机构，其医疗强项包括

整形手术和美容医疗、妇产科、心脏科、

植牙和牙科整形美容。

金融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 720 平方公里，但到 2014 年已汇集了

600 余家各类金融机构。其中，商业银行近 120 家、投资银

行 50余家、保险公司 130余家、保险中介公司 60余家、基

金管理公司约 100家、证券公司60余家、期货公司30余家、

财务顾问 50 余家。作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也为

团队提供优质的金融教育培训项目。比如法国著名高等学府

ESSEC 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都在新加坡

设有分校。除此之外，新加坡本土的金融培训项目自 2000

年以来也在不断成长，根据《金融时报》的统计，现在新加

坡培养的财富管理硕士人才，已经排名世界第二。

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亲身感受，对奖励旅游团

队是再好不过的激励与促进。

1、华侨银行 (OCBC) ：新加坡华侨银行是新加坡历史最

为悠久的本地银行，其历史追溯至 1912 年，是亚洲目前领

先的金融集团之一，也是亚洲评价最高的银行，现有资产

1830 亿新币，华侨银行提供一系列的专业金融服务来满足

顾客需求，这包括个人业务、公司业务、投资银行业务、

私人银行以及交易银行业务、全球资金业务、资产管理以

及股票经纪业务。

2、星展银行 (DBS) ：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商营银行，

它也是机构投资者和全球托管商的可靠托管人，并在亚洲

市场建立了区域性专营代理机构。星展银行在新加坡货币

市场独占鳌头，作为岸上外汇服务的佼佼者，在企业贷款

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3、大华银行 (UOB)：大华银行在 1935 年创立，集团共有

超过 500 间分行与办事处，分布在亚太、西欧与北美的 18

个国家与地区。集团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大华资产管理是

新加坡获奖最多的基金经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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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建筑主题的奖励旅行，是探访一个城市的绝佳途径。不止

是欣赏建筑的外表，设计灵感、科技内含、人文关照，这

都是其背后深刻的意义。而对于有相关职业需求的团队来

说，建筑主题的旅行，是再好不过的奖励。

1、新加坡建筑管理学院 (BCA Academy)：想要体验绿

色新加坡建筑环境，新加坡建筑管理学院提供的半日主题

行程必不可少，内容包括了参观新加坡建筑管理学院这座

零功率建筑以及体验新加坡建筑管理局展览馆，这一行程

适合有建筑领域背景的团队参加。

2、“达士岭”(The Pinnacle@Duxton)：这一在世界建

筑节中得奖的建筑被评为如此评价：“这个作品把公共空

间移至 20 层以上，展现了如何在高密度城市进行规划的新

思维。“ 达士岭的主要特色是连接七座组屋的空中花园，

让公众既可利用来休闲，又可鸟瞰市区景色。达士岭除了

拥有独特设计外，也在高楼融入公共空间，为社区注入活

力。对于商业地产开发商背景的团队而言，此处建筑别有

意义。

3、滨海湾螺旋桥 (The Helix)：由新加坡建筑行 Architects 

61 和澳洲 Cox Rayner Architects 联手设计的滨海湾螺旋桥，

它由两条主钢索上下交叠围绕，结构犹如人体基因 DNA，

独一无二的螺旋设计也丰富了公众的步行体验。有城市建筑

规划背景的企业团队，滨海湾螺旋桥是必观之景。

4、新加坡艺术学院 (School of the Arts Singapore)：

坐落在武吉士地区的新加坡艺术学院是由三座 6 层楼高的

建筑形成，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通道可促进学生的交流，也

让他们有空间观察各建筑所进行的活动。建筑外墙栽种一

些匍匐植物（creeper），为钢骨水泥的建筑增添些许绿意。

科教文卫背景的团队或许可从中收获独特的感悟。

5、新加坡红点设计博物馆 (Singapore Red Dot Design 

Museum)：这里是除德国外世界上唯一的的红点设计博物

馆，展览面积可达 1400 平方米，收集和展示了世界上最好

的获得“红点”设计奖的作品，拥有亚洲最大的现代艺术

设计作品。博物馆收集了来自于 60 多个国家的设计作品，

采用观众互动式展出。无论是建筑背景，还是设计背景，

亦或创意产业背景的企业团队，都能从中获取所需。

6、新加坡城市规划展览馆 (URA)：大型的市中心规划模

型栩栩如生，成为展览馆中的一大焦点，为商务访客们提

供鸟瞰新加坡市中心的独特景观。独特的声光演示全面地

介绍了新加坡主要的名胜古迹—新加坡河、乌节路以

及滨海湾和 Bras Basah-Bugis 的最新规划。能很好的从整

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分区、设施、发展和规划，最后的大

厅里呈现的市区模型地图可以让访客一目了然地从航拍角

度俯瞰这个城市。这里一定是有城市规划背景团队的灵感

之地。

“达士岭”

新加坡红点设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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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也正因此去新加坡实地考察与学习之后再加以适当

的团队建设项目，可以为团队带来生动且深刻的体验经历，并于无形中增强团队的凝聚

力。在新加坡进行团队建设可依据不同的主题和线路开展。下面介绍三种方式的团队建

设，希望能为您和您的团队在即将开启的狮城会奖之旅中带来些许启发。

传统讲座： 由讲师、专家、行业精英进行讲座，辅以若干直观的教具、多媒体手段、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趣味技巧等方法。

推荐场地： 多功能会议厅、酒店宴会厅等。

户外拓展： 利用自然环境，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达到 " 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熔炼团队 " 的目的。户外拓展通常有以改善院队成员的合作意识和集体的

团队精神为目标，通过完成任务的活动项目，促进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信

任、理解、默契和配合。

推荐场地： 圣淘沙岛、郊野公园。

室内拓展： 这一团队建设是前两种方式的有效结合，即保留了传统培理论基础，也吸

收了户外拓展的体验式团队建设方法。可选择一个封闭式度假酒店作为场

地，在讲座过程中采取多媒体手段、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趣味游戏等方法。

推荐场地： 圣淘沙名胜世界。

团队
建设

1

2

3
4

5

1. 植物世界 ( 生命之网 )

2. 植物世界 ( 林下世界 )

3. 绿色走廊

4. 碧山公园

5. 东海岸公园

13

环保

新加坡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好地进行了环境建

设和保护，这对于任何企业和个人而言都具有极大的参考

价值和意义。是时候进行一场环保主题的奖励旅行了，从

小处说这是与工作相关，从长远看就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的未来。

1、花园城市行：参与这个寓教于乐的旅程，和团队一起感

受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故事。路线选择可依据不同主题

展开，如：作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新加坡植物园、湿地

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公园及绿化规划与设计、街景绿色

管理与总体规划，数目管理移栽和修剪。

2、解密清洁绿色：Peel Tours 行程将带领大家探秘新加坡

清洁绿色的秘密。行程中不仅有参观新加坡的系列景点及

环境设计，在专业领队的带领下，每条路线都将我们带入

幕后，深入了解新加坡是如何管理维护环境，从而达到洁

净的土地、水源、空气及高标准的公共卫生环境的。



精英体验
从“新”发现

亮点              ：

新加坡是一座动感之都也是一座魅力之城，想要深入体会深刻体验，那必须要通过针

对性的定制项目，就像各领域的精英人士、领先企业，都有着由“专”而“精”的渐

进过程。带领高层和精英团队走进狮城，精彩从“新”发现。

1414

滨海艺术中心



皇家信天翁仿古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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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要体验的四大主题活动：

1、高尔夫：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不到 700 平方公里

面积却拥有 10 多家高尔夫俱乐部，20 多个高尔夫球场，

每个高尔夫球场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提供非同一般的体验，

在新加坡可体验世界上最好的果岭。

圣淘沙高尔夫俱乐部

圣淘沙有一个亚洲风景最美、也是新加坡最有挑战性的高

尔夫球场。在热带雨林簇拥下的圣淘沙高尔夫球俱乐部，

依水而建，拥有山丘、溪流、湖泊及人工沼泽，绿意盎然

的热带花园中，面背浩瀚迷人的大海，悠闲地挥杆，称得

上是最令人梦寐以求的高尔夫球场之一。

滨海湾高尔夫俱乐部

想要在中央商务区的中心地带来一场果岭大战，那么滨海

湾高尔夫球场就是很好的选择。球场坐落于市中心，紧邻

多家星级酒店，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挥杆者都能在这里

将城市天际线如画的风光一览无遗。

2、游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新加坡成为游轮航行通往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门户，往返狮城的游轮可把您带到茂密

的热带雨林、丰富多彩的露天市集、神秘古老的城市，以

及白色纯净的沙滩。在地平线上航行，新加坡迷人的天际

线风景将给您留下毕生难忘的回忆。新加坡游轮中心可查

询到相关线路及游轮信息，下面做一些特色游轮的推荐。

皇家信天翁仿古游船 (Royal Albatross)：皇家信天翁结

合了传统帆船以及豪华现代高科技，仿佛浑然天成一般美

轮美奂。她根据新加坡严格的安全制度法则重新建造，升

级为一艘有 22 支全新风帆的超级游艇。船里装置了最新的

导航以及通讯系统，而且所有的船员都配备高科技垂吊装

置，使他们可以在高达 28 米的桅杆上自由的攀爬来执行任

务。

猎户座二号 (Orion II)：是一艘类似于私人游艇的远洋探

险邮轮，提供最高标准的小型船舶巡游服务。从新加坡出

发乘坐它可造访刁曼岛、瓜拉丁加奴、古晋、哥打京那巴

鲁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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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人餐厅：作为美食之都，新加坡吸引了世界上最顶尖

的大厨们在此开设门面。下面介绍两家世界著名的米其林

大厨在新加坡开设的餐厅，它们不仅是饕客的天堂，也是

味蕾盛宴的特色经历。

Pollen：位于新加坡滨海花园，临靠着滨海湾金沙和市中

心。餐厅的名字很有特色，中文意思为“花粉”，和其坐

落于“滨海花园”的地理位置交相呼应。餐厅的主厨是英

国的著名厨师 James Atherton。他在伦敦、香港、新加坡、

迪拜和上海开了数十家高档餐厅。

海之味 ：美国著名的女大厨Cat Cora在圣淘沙开设的餐厅，

她曾师从两位米其林三星大厨，在厨艺方面有高深的造诣。

海之味餐厅建在圣淘沙海底世界下方，用餐时身边是各种

各样的鱼儿游弋，很有情调。餐厅的食材是亚太地区最新

鲜的海味，烹饪出的菜肴健康美味又精致招牌。

4、美酒：夜幕降临的时候，在新加坡的许多地方生活才刚

刚开始。无论您是派对迷、24 小时食客，还是纯粹喜欢探

险的夜猫子，这里无穷的惊喜将满足您的猎奇心。作为夜

生活的主场，酒吧文化更是毋庸置疑的排在首位，葡萄酒、

威士忌、鸡尾酒，任何你能想到的，都可以在新加坡轻松

获得。而这一份具有地域特色的经历体验，也会为你的商

务行程锦上添花。

CÉ LA VI 俱乐部酒廊：国际公认的顶尖时尚胜地的巴厘

岛名店 CÉ LA VI 强势进驻新加坡，高踞宏伟滨海湾金沙的 

200 米空中花园。

LeVel33 酒吧：置身于离地 500 英尺高的楼顶上玻璃房内

的这个世界最高的小啤酒厂，提供了这个城市观赏滨海湾

金沙娱乐城令人惊艳的景色的最佳地点之一。在观赏景色

的同时，你还可以品啜一口杯中的冰镇啤酒—其他的

选择还有贮藏啤酒、淡啤酒或者烈性黑啤酒。

不容错过的国际演出 :

新加坡是亚洲的百老汇，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种世界

经典剧目、百老汇热门剧目还能欣赏到当地自创剧目以及

实验性剧目，满足大家对国际演出的梦想。感受独特的文

化气息，让你和你的团队在新加坡的行程经历越发丰富多

彩。

滨海艺术中心 (The Esplanade)：滨海艺术中心是由新加

坡 DP Architects 和英国建筑设计公司 Michael Wilford & 

Partners 共同设计，并由 Theatre Project Consultants 负责

设计其中的剧院。滨海艺术中心拥有 2000个席位的剧院，

是在欧洲歌剧院传统的马蹄铁形结构基础上加以改进。滨

海艺术中心正式开放作为国家艺术表演中心，滨海艺术中

心的各种节目适合不同观众的口味，它的节目范围包括各

种类型的音乐、舞蹈、戏剧及视觉艺术，并把焦点集中在

艺术的教育和增加大众接触艺术的机会。

1. 丰富的演艺项目

2. 海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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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新加坡

亮点            ：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是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的融合之地，各方面都具有

非常悠久的历史。各族群不仅和睦共存，也互相尊重，各种族间的和谐关系尽显露于

日常交往和节庆活动中。而对于想亲身体验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的奖励旅游团队，

不妨前往参观不同的种族文化区，可以在那里受到文化浸礼，与此同时五官也将经历

各种各样的独特体验。

17

体验四大民族

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为新加坡增添了无限的魅力，而不同文化并存

成为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新加坡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

的人民，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四个主要种族外，还

有其他少数民族。在新加坡可以驻足每个文化街区，感受最直接的

民族文化。或是选在重大节日期间，如华人农历新年、开斋节（Hari 

Raya Aidilfitri）、屠妖节（Deepavali）和圣诞节，相应的文化区处处洋

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这是近距离体验新加坡的最佳时机。多元文化的感受能

为奖励旅行团队带来更多的包容性和创造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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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的咖啡

如果你想念平日喝的卡布其诺，你可以去罗伯逊码头（Robertson 
Quay），那里有很多种大众爱喝的意式咖啡。想在早上来一杯别有

风味的咖啡吗？那就前往离你最近的咖啡屋，来一杯正宗的本地咖

啡（Kopi），学着当地人点就行。

到户外探索

新加坡人喜欢健康的生活方式。四通八达的公路将新加坡的公园连

在一起，形成了好几条最佳的徒步路线。南山脊线路（Southern 
Ridges Trail）长达 10 公里，沿途是一片绿色的开阔空间，通向花芭

山公园（Mount Faber Park）、直洛不兰雅山公园（Telok Blangah 
Hill Park）、园艺园（Hortpark）、肯特脊公园（Kent Ridge Park）

和拉柏多自然保护区（Labrador Nature Reserve）。将花芭山公园

和直洛不雅山公园连接在一起的，是亨德森波浪公园（Henderson 
Waves）。这是新加坡最高的步行桥，在桥上，可以看到令人陶醉

的风景。不低于 15 人的旅行团可配备两名导游全程讲解。

1、小印度 (Little India)：小印度分布

着众多香料店、餐馆食阁、背包旅馆、

艺廊、纱丽 (sari) 店以及贩售宝莱坞影

片音乐的音像店，琳琅满目，绝对让您

大开眼界。

2、如切 (Joo Chiat) / 加东 (Katong)：

游览加东和如切，沉浸于土生华人文化，

尽情享受丰富的美食和文化遗产。

3、芽笼士乃 (Geylang Serai)：芽笼

士乃坐落于新加坡东部，现今已成为

了一片集居住、商业以及文化为一体的

繁华兴盛地区，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商

品、精致鲜美的食物以及优美亮丽的风

景。

4、牛车水 (Chinatown)：若要一睹新

加坡精彩的华人文化和历史，牛车水是

一个不错的起点。在这里，您可选择参

观博物馆了解文化传统、尽情购物以及

品尝各种地道美食，必将让您愉快又尽

兴。

5、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本

地区的地标建筑，苏丹回教堂 (Sultan 

Mosque)，坐落在这块文化领地的核

心，它与附近的马来传统文化馆 (Malay 

Heritage Centre) 均面向所有商务访客

开放，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马来的历史

好文化。

如何在新加坡入乡随俗？
以下几点可能对你会有帮助

当地美食

新加坡的美食能让你挑花了眼，这么说绝非虚言。到了这里，早上

就别吃麦片粥了，可以尝尝当地最受欢迎的食物，比如鱼片粥、猪

肠粉（chee cheong fun，加了甜酱的米线卷）、实惠的炸米粉，还

有水 （将大米磨成浆后做成粉团，配上一些辣菜脯）。你还可以

来一盘萝卜糕，这道菜里有一份煎蛋卷和水萝卜糕。请注意卖糕的

“伯母”（这是对老年妇女的亲切称呼）可能会问你是喜欢黑糕（加

了浓黑色的酱油）还是白糕（未加酱油）。

OK Lah
So 

Shiok

不只是一家市场

坐上 MRT（大众快速交通系统），到小印度（Little India）站下车，

步行前往竹脚湿货市场（Tekka Wet Market）。这里有将近 280 个

新鲜农产品、花卉、辣椒等货摊，你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在

这里，顾客与商家用各种语言说笑，充满生活气息，你会感受到

强烈的社区氛围。市场一过中午就关门了，所以你可以早点起床，

到市场旁边的餐饮区品尝当地的早餐印度煎饼（roti 
prata）和拉茶（teh-tarik）。竹脚湿货市场只用现金

交易。

怎样像当地人那样说话

新加坡广泛使用英语。掌握一些词汇可能有助于你与当地人沟通，

或者至少让你更好地理解与他们的闲谈。最知名的词汇是“啦”

（Lah），这是用于句尾的感叹词。比如，当被问到做某事可不可以，

你就能说“可以啦”（OK Lah）。“爽”（Shiok）用于表达满意

和愉悦的感觉。比如，在度过漫长的白天后喝一杯葡萄酒，就是可

以说“真爽”（So Shiok）。“打包”（Ta Pau）是另一个有名的词，

用于小贩中心和其他饭馆，意思是“带走”。

1. 如切 

2. 甘榜格南

3. 牛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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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推荐
想在离境前实现完美

的新加坡之行？以下

这 10 件事是您的团队

成员必须要尝试的。

1. 去新加坡路边摊

（Singapore Food 
Trail）和牛车水

美食街（Chinatown 
Food Street）（335 
Smith Street）等美食

中心品尝地道的街头

小吃。

到滨海湾金沙购物

广场（The Shoppes 
at Marina Bay 
Sands®）和文华

购物廊（Mandarin 
Gallery）这种高端

购物中心， 或者像

小印度文化中心 
（Little India 
Arcade）这种

街头集市去血拼。

3. 去像圣淘沙名胜

世界（Resorts 
World®）这种集多种

精彩体验于一身

的综合性度假村去

享受一下。 

到新加坡最耀眼

的地标—新加坡

摩天观景轮 
（Singapore Flyer）
坐上巨大的观景轮去尽

享新加坡全景。

8. 在 1-Altitude
这种顶层酒吧也可以 
欣赏到新加坡壮观的 
景色。

9. 从驳船码头或克拉

码头的中央广场

登上新加坡河游船

（Singapore River 
Cruise），欣赏著名

的鱼尾狮（Merlion）

等两岸美景。

10. 到新加坡滨海湾艺

术中心（Esplanade-
Theatre on the bay, 
Singapore）看一两场

世界级的演出。

4. 到滨海湾花园

（Gardens by the 
Bay）登上那位于

50 米高空的花园 
—超级树。 

到维拉玛卡里

雅曼兴都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或新加坡 
佛牙寺龙华院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288 
South Bridge Road）

去感受宗教文化氛围。

6. 到由米其林星级 
厨师主理的餐厅去犒劳

一下团队，CUT（CUT 
by Wolfgang Puck）

和 L'Atelier Joël 
Robuchon 等都是 
不错的选择。

出行小贴士：
必做、必买、必吃

2.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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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那些毫无新意的旅行

冰箱贴和钥匙扣吧，从以下

这些新加坡最具人气的本土

品牌中挑选一些有意思

的纪念品，为您的新加坡

之行留下美好回忆。

 
6. 买点美味的纪念品，

例如林志源（Lim Chee 
Guan） （2 Orchard 
Turn）、亚坤咖椰烤土司

（Ya Kun Kaya Toast）
的咖椰酱等等。 

7. 到福南数码生活广场

（Funan DigitaLife Mall）
挑选一些高科技产品，

如 OSIM 的按摩器和 X-mini 
的便携音箱。 

8. 来自 Risis（ P37《滨海

湾金沙狂欢之旅》）的充满

亚洲元素的镀金饰物。 

9. 来自万宝庄（Malmaison 
by The Hour Glass@ 
Knightsbridge）的奢华

钟表。  

10. 到本地裁缝店 CYC The 
Custom Shop 去为团队

量身定做一套无可挑剔

的西装。

新加坡是名副其实

的美食天堂，在您的会奖

行程中一定要试试下面

这 10 家最受喜爱的地道

餐厅，让您的团队对每一餐

都充满期待。

5. 来自 328 Katong Laksa
（53 East Coast Road）

的海鲜叻沙（一种配以辣味

汤汁的娘惹风味面条）。 

1. 天天海南鸡肉饭（Tian 
Tian Chicken Rice）

的鸡肉嫩滑，米饭香气

扑鼻。 

2. 松发肉骨茶（Song Fa 
Bak Kut Teh）的肉骨茶

（排骨汤）。 

3. 亚坤咖椰烤土司（Ya Kun 
Kaya Toast）的正宗

椰烤土司。

1. TWG Tea 沙 龙 精 品店 
（TWG Tea Salon & 
Boutique）的那些用精美

铁罐包装的调味茶。 

2. 中药材—到余仁生

（Eu Yan Sang）买点滋补

养颜的燕窝。 

3. 去诗家董（TANGS）

购买新加坡本土设计师设计

的精美首饰，如 Carrie K.
或者 Marilyn Tan 的作品

都是不错的选择。 

4. 到 Basharahil House 
of Batik 去选购精美

的民族服饰。 

5. 到阿什利· 艾沙姆

（Ashley Isham）、

Raoul（ P25《莱佛士城

激励之旅》）和 Hansel
这些新加坡本土品牌

去挑几件时尚的衣服。

6. Satay by the Bay
那让人垂涎的沙爹串烧。 

7. Banana Leaf Apolo
的味美印度咖喱鱼头。 

8. 锡安河畔食阁（No. 18 
Zion Road Char Kway 
Teow's）的炒 条。 

9. 珍宝海鲜（Jumbo 
Seafood）那好吃到让人

舔手指的辣椒螃蟹。 

10. 福明熟食（Fu Ming 
Cooked Food）（Blk 85 
Redhill Lane）那可口

的炒萝卜糕是一个和西式

胡萝卜蛋糕完全不一样的版

本！

必买推荐 必吃推荐

4. 来自 The Roti Prata 
House（246M Upper 
Thomson Road）的香脆 
印度薄饼。 

想要来新加坡进行商业活动吗？想要让自己沉浸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对商务和娱乐都极其

热衷的城市吗？快来关注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金禧庆典特别优惠吧，

会带给您无与伦比的超值旅程体验！



入住 2 晚
第 3 晚免费

想要来新加坡进行商业活动吗？想要让自己沉浸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对商务和娱乐都极其

热衷的城市吗？快来关注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金禧庆典特别优惠吧，

会带给您无与伦比的超值旅程体验！

航空
乐享往返新加坡全含特价机票

购物
来新加坡血拼到脚软

美食
让亚洲美食之都愉悦您的味蕾

欢迎访问 www.yoursingapore.com/goldenjubilee 来获取更多信息



更多新加坡会奖旅游目的地相关资讯请查看：
mice.yoursingapore.com

关注新加坡旅游局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信息

北京（8610）6505 9393 上海（8621）6385 2626  成都（8628）8319 1127

广州（8620）3891 1911 香港（852）3165 6506  台北（886）2 2751 5127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代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