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马来西亚 8 日路线

【亲子甄选·多重惊喜等着你】



行程特色：

※新加坡环球影城、S.E.A海洋馆、时

光之翼表演

※新加坡动物园、裕廊飞禽公园

※马来西亚乐高乐园，凯蒂猫乐园

※两晚特色酒店：乐高主题酒店、滨海

湾金沙酒店

※东南亚著名学府南阳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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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新加坡

沈阳-新加坡

参考航班：TR157 10：55-18:10

到达后专人接机，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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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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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樟宜国际机场

Changi Airport

新加坡最主要的机场和最重要的地区性枢纽，樟宜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

的机场之一，位于新加坡东海岸。航线通达世界 54 个国家和地区， 127

个城市之多。樟宜机场目前有 5 个航站楼，1、2、3 号航站楼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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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游客可透过旅客捷运系统和高架列车，或以步行方式自由来往 3

个航站楼。2 号航站楼内的 JetQuay 航站楼有自己的验票柜台等设施

给商务贵宾使用。低成本航站楼位于机场南方，旅客可在 2 号航站楼

用免费穿梭巴士来往。由中国到新加坡很方便，机场每周都有与北

京、上海、广州、厦门、杭州、昆明和成都等城市之间的航班。新加

坡和吉隆坡之间的穿梭航班，每小时就有一班。

从樟宜国际机场到市区可以乘坐机场巴士、巴士、出租车、捷运。

小贴士：

机场巴士：为新加坡大多数酒店提供服务，可联系位于入境大厅的接驳

交通柜台，成人票价 9 新元，儿童 6 新元。（联系电话：1 号航站楼

－ 电话：(65) 6543 1985；2 号航站楼 － 电话：(65) 6546 1646；3

号航站楼 － 电话：(65) 6241 3818 （主要预订热线））

公交：往来市区和机场的 36 号公共巴士将在 1、2、3 号航站楼停

靠。首发车时间为上午 6.00，末班车时间为午夜。单程票价不超过 2

新元，车程约为 1 小时。巴士站点位于 1 号、2 号和 3 号航站楼地

下室的巴士停车场。请备好零钱，车上不找零。

出租车（德士）：每个航站楼入口处都设有出租车停靠点。前往市区

的费用在 18 新元到 38 新元之间，大约需要 30 分钟。

捷运（MRT）：从 2 号航站楼地下 1 层和 3 号航站楼地下 2 层可直

接到达樟宜机场地铁站。1 号航站楼的乘客可以搭乘高架旅客传送车

到 2 或 3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廉价航站楼的乘客可以搭乘免费接驳

巴士到 2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市区往来樟宜机场捷运站的单程票价约

为 3 元（包含 1 元的押金退还），时间约为 27 分钟。乘客可在站

台购买车票。（运营时间：早上 5：26~晚上 23：18）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65 6595 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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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irport Blvd, 新加坡

到达方式

机场巴士：为新加坡大多数酒店提供服务，可联系位于入境大厅的接驳交

通柜台，成人票价 9 新元，儿童 6 新元。（联系电话：1 号航站楼

－ 电话：(65) 6543 1985；2 号航站楼 － 电话：(65) 6546 1646；

3 号航站楼 － 电话：(65) 6241 3818 （主要预订热线））

公交：往来市区和机场的 36 号公共巴士将在 1、2、3 号航站楼停靠。

首发车时间为上午 6.00，末班车时间为午夜。单程票价不超过 2 新

元，车程约为 1 小时。巴士站点位于 1 号、2 号和 3 号航站楼地

下室的巴士停车场。请备好零钱，车上不找零。

出租车（德士）：每个航站楼入口处都设有出租车停靠点。前往市区

的费用在 18 新元到 38 新元之间，大约需要 30 分钟。

捷运（MRT）：从 2 号航站楼地下 1 层和 3 号航站楼地下 2 层可直接

到达樟宜机场地铁站。1 号航站楼的乘客可以搭乘高架旅客传送车到 2

或 3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廉价航站楼的乘客可以搭乘免费接驳巴士

到 2 号航站楼乘坐地铁。市区往来樟宜机场捷运站的单程票价约为

3 元（包含 1 元的押金退还），时间约为 27 分钟。乘客可在站台

购买车票。（运营时间：早上 5：26~晚上 23：18）

主页

http://www.chang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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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M 秀酒店

M Social Singapore

2016 年开业，2016 年装修，共有 293 间房新加坡 M 秀酒店身处景

色秀美的新加坡河沿岸，驱车约 30 分钟即可抵

达樟宜机场，藉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位置，为您倾力打造喧嚣都市中的

宁静绿洲。迈出酒店大门，您可便利地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热闹繁华的乌

节路，琳琅满目的潮流服饰、名品店铺及百货商店定会让徜徉于新加坡

购物天堂的您收获颇丰；亦或亲临具有浓郁文艺气息的克拉码头，在著

名的珍宝海鲜楼赏味知名的辣椒螃蟹，晚间时分还可在河畔酒吧尽享精

彩的夜生活。

酒店设施：

语言(Languages):多国语言工作人員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唤醒(Wake-up Service ):有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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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房间网络(收费)(Wired Internet (surcharge)):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有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收费停车场(Parking (surcharge)):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平板电视(Flat-screen TV):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小贴士：

酒店隶属 集团 千禧(Millennium)

千禧国际酒店集团，隶属于千禧国敦酒店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品牌连

锁酒店集团，在全球拥有并管理着超过 100 家酒店，分布在世界各地

15 个国家和地区。 千禧酒店多为五星级或豪华四星级酒店，坐落于全

世界各大国际都市和商业城市的黄金地带。为旅客提供舒适精致的入住

环境和多姿多彩的周边配套，充分享受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当地独特风

情，以趋于完美的设施和优质服务款待国际商务和休闲旅客。

酒店设施

地址

90 Robertson 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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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新加坡

酒店内早餐，今日游览如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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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岛

Sentosa Island

圣淘沙(Sentosa)是个全方位玩乐休闲的度假胜地，如果时间允许，圣

陶沙值得你花上一天时间，慢慢看慢慢玩，充分享受热带岛屿所独有

的魅力。这里有纯净的海滩、世界级的旅游胜地、海上运动场所、高

尔夫球场和度假休闲中心，是广受欢迎的[新加坡]岛屿和旅游胜地，

每年有 2 百万游客到访。岛的南岸有长度超过 2 公里的海滩，二战

留下的西罗索炮台(Fort Siloso)、两个高尔夫球场及 7 间酒店。当

中包括圣淘沙名胜世界及新加坡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小贴士：

圣淘沙岛上可以看到新加坡三个鱼尾狮的其中一个

圣淘沙岛上还有免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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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Sentosa Boardwalk 全天开放，

电梯 7:00-00:00；

售票处 9:00-18:00；

游客中心 9:00-20:00

地址

sentosa, singapore

主页

http://www.sentosa.com.sg

新加坡 S.E.A. 海洋馆

S.E.A.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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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海洋馆。馆内的海洋生物是按地理位置来分布，从卡里马

塔海峡和爪哇海、马六甲海鲜和安达曼海、孟加拉湾和拉克代夫海、

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红海、东非，到南中国海，完成了跨越全球的海

洋旅程。海洋馆最大的特色是全球最大的海洋之窗，坐在巨大的玻璃

窗前，看着游弋的各种鱼类，你会为奥妙多姿的海中奇境所震撼。

门票价格

成人 38 新币；

儿童(4-12 岁 )28 新币；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28 新币。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10: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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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5-65778888

地址

8 Sentosa Gateway Sentosa Island，Singapore 09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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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海洋馆属于圣淘沙名胜世界，到达方式一致。

*地铁：*

搭乘东北线(紫线)地铁或环线(橙线)地铁, 在港湾站下车。再搭乘以

下交通工具便可直达圣淘沙名胜世界：

圣淘沙捷运:去怡丰城 3 楼(L 大厅)搭乘圣淘沙捷运进入圣淘沙名胜

世界，并在滨海捷运站下车。

RWS 8:在怡丰城外或者 Merrill Lynch HarbourFront 外乘坐。只需

支付 2 新元车费，便可直达圣淘沙名胜世界。

*跨海步行道：*

步行道连接了新加坡本岛与圣淘沙岛，游客可轻松从怡丰城漫步至圣

淘沙名胜世界。全长约 700 公尺的步行道上可用餐、购物或休闲。

须支付 $1 进岛费。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sentosa.com.sg](http://www.sentosa.com.sg)

*公共巴士：*

搭乘以下任何一班公共巴士在怡丰城下车，再搭乘 RWS 8 巴士。

公共巴士：65, 80, 93, 188, 855, 10, 30, 97, 100, 131, 143,

145 & 166。

*圣淘沙捷运：*

于怡丰城 3 楼(L 大厅)搭乘圣淘沙捷运进入圣淘沙名胜世界，在滨

海捷运站下车。须支付$4.00。

[www.sentosa.com.sg](http://www.sentosa.com.sg/en/getting-ar

ound/sentosa-express/)

更多交通详情

[www.rwsentosa.com](http://www.rwsentosa.com/language/zh-CN/

Homepage/HowtoGe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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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rwsentosa.com

新加坡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Singapore

环球影城位于圣淘沙岛炮兵大道 8 号（名胜世界综合娱乐城），为仅

次于日本大阪后亚洲第二座环球影城。环球影城分为 7 个主题区，分

别为：好莱坞、纽约、科幻城市、古埃及、迷失世界、遥远王国及马

达加斯加。这里是全世界面积最小的环球影城。新加坡环球影城拥有

多项顶尖独特的游乐设施与景点，融汇电影主题的崭新项目及表演，

其中包括：变形金刚 3D 对决之终极战斗、史瑞克 4-D 影院、马达加

斯加：木箱漂流记、侏罗纪河流探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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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每日开放时间不同，通常为周一-周五、周日 10:00-19:00，周

六 10:00-20:00。具体时间请参阅你购买的门票上的开放时间

联系方式

+65 6577 8888

地址

新加坡圣淘沙岛炮兵大道 8 号

主页

http://www.rwsentosa.com/

时光之翼

Wing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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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之翼是世界上唯一设在海边的夜间户外汇演，水幕立体投影、激光

特效、火焰和乐曲创造出时空跳跃的魔幻世界。相比于之前的“海之

颂”，时光之翼的舞台增大了 30％，视觉内容增加了 40％，故事也由

本土内容变得更加国际化。

开放时间

19:40，20:40 两场

联系方式

+65-67368672

地址

Siloso Beach Sentosa Island Singapore 09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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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wingsoftime.com.sg

新加坡 M 秀酒店

M Social Singapore

2016 年开业，2016 年装修，共有 293 间房新加坡 M 秀酒店身处景

色秀美的新加坡河沿岸，驱车约 30 分钟即可抵

达樟宜机场，藉以其得天独厚的优越位置，为您倾力打造喧嚣都市中

的宁静绿洲。迈出酒店大门，您可便利地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热闹繁华

的乌节路，琳琅满目的潮流服饰、名品店铺及百货商店定会让徜徉于

新加坡购物天堂的您收获颇丰；亦或亲临具有浓郁文艺气息的克拉码

头，在著名的珍宝海鲜楼赏味知名的辣椒螃蟹，晚间时分还可在河畔

酒吧尽享精彩的夜生活。

酒店设施：

语言(Languages):多国语言工作人員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唤醒(Wake-up Service ):有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房间网络(收费)(Wired Internet (surcharge)):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有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电视(TV):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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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收费停车场(Parking (surcharge)):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平板电视(Flat-screen TV):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小贴士：

酒店隶属 集团 千禧(Millennium)

千禧国际酒店集团，隶属于千禧国敦酒店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品牌连

锁酒店集团，在全球拥有并管理着超过 100 家酒店，分布在世界各地

15 个国家和地区。 千禧酒店多为五星级或豪华四星级酒店，坐落于全

世界各大国际都市和商业城市的黄金地带。为旅客提供舒适精致的入住

环境和多姿多彩的周边配套，充分享受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当地独特风

情，以趋于完美的设施和优质服务款待国际商务和休闲旅客。

酒店设施

地址

90 Robertson 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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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新加坡

酒店内早餐，游览如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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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

Jurong Bird Park

裕廊飞禽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飞禽公园。它依山而建，占地 20.2 公

顷，栖息着分属 380 多个物种的 4,600 多只飞禽。其中赫蕉园收集了

108 种赫蕉植物及栽培品种，是本地区最大的赫蕉园之一。其它主要景

点包括飞禽知识馆、非洲瀑布鸟舍、彩鹦谷、东南亚鸟舍和备受赞誉的

非洲湿地。里面有很多展区，都值得一去。-东南亚珍禽屋主要展示的

为东南亚地区稀有珍禽和濒临绝种的鸟类。-企鹅滩全球第二大，规模

仅次于圣地牙哥海洋世界

小贴士：

游玩指南

东南亚珍禽屋：展示的为东南亚地区稀有珍禽和濒临绝种的鸟类。

企鹅宫：全球第二大，规模仅次于圣地牙哥海洋世界。

博彩圆顶剧场：每日 11:00 和 15:00 各举行一场飞禽大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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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28 新元，3-12 岁儿童 18 新元。

开放时间

8:30-18:00（最晚售票时间：17:30）

游玩时长

4-5 小时

联系方式

+65-6265-0022

地址

2 Jurong Hill, 新加坡 628925

到达方式

地铁 EW 线至文礼站（Boon Lay），再换乘新巴 194 号或 251 号公

共汽车。

主页

http://www.birdpark.com.sg

新加坡动物园

Singapore Zoological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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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全世界最有特色的动物园之一，动物园主要分为动物展区、主题展

区和一个大型雨林儿童乐园。它采用了大量自然景物将动物和游客隔开，

如溪流、石壁、植被等，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园。在这里生活着

3000 多种动物，在这里，你可以搭乘游览车，或是悠闲的步行游览园

区。游人不仅可以欣赏到海狮及大象的精彩表演，更可以参与小动物喂

食，进一步与小动物亲密接触。此外，园区也为小朋友们建造了一个雨

林儿童乐园。

小贴士：

开放时间:8:30-18:00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8:30-18:00

游玩时长

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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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5 6269 3411

地址

80 Mandai Lake Road, Singapore 729826

到达方式

坐公交 138、926、927 到 Zoological Gdns 站即可。

主页

http://www.zoo.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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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新山

酒店内早餐，乘车前往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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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kitty 乐园

Sanrio Hello Kitty Town

新山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位于柔佛海峡的普特日（Puteri）海港，是日

本领土以外永久式官方授权的主题乐园，是全马第一间凯蒂猫主题乐园，

全亚洲第二间类似的主题乐园。乐园分为 9 大区域，包括游乐场与旋转大

茶杯、冒险迷宫、Café 和纪念品店，而身为粉丝的你以下 3 个部分绝对

不能错过：Hello Kitty’s House 顾名思义是 Kitty 的家，裡面的客厅、睡

房、洗手间及厨房全都有她的踪影；在 Wishful Studio 可以亲手打造纪

念品，例如曲奇、珠宝製作和美甲沙龙；来到 Purrfect stage 就可以欣

赏到 Kitty 和她的朋友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开放时间

每日 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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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0-7-5302701

地址

Persiaran Puteri Selatan 79100 Nusajaya Johor

到达方式

乘车到达

主页

http://www.playtime.com.my/hello-kitty-town

乐高马来西亚度假酒店

Legoland Malaysia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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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开业，共有 249 间房

24 小时服务台的酒店員工配有多种配套服务，如干洗、寄存行李、票务和

机场巴士配套服务。这家酒店配有覆盖公共区的赠送 WiFi、旅游咨询台、

酒店的商务中心以及会议/宴会配套设施。Bricks Family Restaurant 家

庭酒店餐厅配有酒店自助餐和点菜餐点；而 Gourmet Bricks Restaurant

餐厅用餐则供应富丽餐食；天际线吧台（The Skyline Bar）配有各式提神

的饮品；这家酒店配有酒店的客房服务。空阔的房间提供沙发，拥有王

国、海盗和冒险等不同主题的裝修，设有带电吹风的连接厕所、电视设

施、烧水壶以及电冰箱。LEGOLAND Hotel 这家酒店地处努沙再也

（Nusajaya），在同一位置提供主题景区和水上景区，还建有 3 个饮食场

所、零售店和 1 个酒店的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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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07-5978888

地址

7, Jalan Legoland, Bandar Medini, 79250 Nusajaya Johor 马来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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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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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乐高乐园

Legoland Malaysia

2012 年 9 月 15 日开幕的马来西亚乐高乐园，吸引了全世界乐高迷们

的眼球！但乐园不仅仅满足于此，为了让大朋友小朋友甚至不了解乐高

玩具的人能玩得开心，公园开发了 7 个主题场景，多处场景都可以游

客手动，让人人都体会英雄之感。园中的 MINILAND 是个由 25000000

块乐高玩具组装成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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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开放时间：10：00-18：00

联系方式

+6075978888

地址

7, Jalan Legoland, Bandar Medini, 79250 Nusajaya Johor 马来西

亚

主页

http://www.legoland.com.my

乐高马来西亚度假酒店

Legoland Malaysia Resort

2013 年开业，共有 249 间房

24 小时服务台的酒店員工配有多种配套服务，如干洗、寄存行李、票务和

机场巴士配套服务。这家酒店配有覆盖公共区的赠送 WiFi、旅游咨询台、

酒店的商务中心以及会议/宴会配套设施。Bricks Family Restaurant 家

庭酒店餐厅配有酒店自助餐和点菜餐点；而 Gourmet Bricks Restaurant

餐厅用餐则供应富丽餐食；天际线吧台（The Skyline Bar）配有各式提神

的饮品；这家酒店配有酒店的客房服务。空阔的房间提供沙发，拥有王

国、海盗和冒险等不同主题的裝修，设有带电吹风的连接厕所、电视设

施、烧水壶以及电冰箱。LEGOLAND Hotel 这家酒店地处努沙再也

（Nusajaya），在同一位置提供主题景区和水上景区，还建有 3 个饮食场

所、零售店和 1 个酒店的游泳池。

联系方式

+607-597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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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7, Jalan Legoland, Bandar Medini, 79250 Nusajaya Johor 马来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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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新加坡

酒店内早餐，乘车返回新加坡



D6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建于 1849 年，是新加坡历史最久远的博物馆。馆内主

要展示新加坡历史，翻修后增设新加坡历史馆、新加坡文化生活馆和临时

展厅，人们参观历史馆时，可以通过随身佩带的讲解机了解展览品背后的

历史故事；而部分展览品的原使用者，也会通过小屏幕亲自讲述它们所经

历的新加坡历史。 另外，在新加坡文化生活馆中，更是保留了新加坡本土

多元种族、多元文化风格，让人们从美食、时尚、影片和摄影这四个方

面，去认识新加坡的历史面貌。这里还有一些互动展示项目，如触摸屏、

老电影胶片、口述历史等，新奇而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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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新加坡历史展馆 10:00-18:00 最晚入场 17:30

新加坡文化生活展馆 10:00-20:00 最晚入场 19:30

联系方式

006563323659

地址

93 Stamford Rd Singapore 178897

到达方式

地铁：NS25/EW13 City Hall 或者到 NS24/NE6 Dhoby Ghaut 出站后

步行约 10 分钟。

巴士：17、14E、16、36、111、124、162、174、174E、502、77、106、167、171、190、700、

700A

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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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政府建立的顶尖大学，1991 年在原南洋大学校址

“云南园”上建立，它的前身是 1981 年成立的南洋理工学院，更早的历

史可追溯到 1955 年由东南亚民间发动筹款运动而创办起来的南洋大

学。

南洋理工大学的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NTU-ADM)建筑设计别具一格,尤

其以弧形的屋顶草坪最有代表性。由 CPG 设计的大楼拥有许多有趣的

曲线因素—与众不同的弧形屋顶草坪、景观花园和幕墙。这些特点赋予

大楼特殊的吸引力和透明度,使建筑外形更加丰富,并具有感官深度。也

就是说，人可以沿着地面的草坪一直走到楼顶的草坪。

地址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南洋理工大学 639798

主页

http://www.ntu.edu.sg

乌节路

Orchard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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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节路是新加坡赫赫有名的购物街，街道两侧十三余家大型购物中心鳞次

栉比，从奢侈品到古董艺术品、从电子产品到时尚潮牌。对于旅行者来

说，在乌节路血拼几乎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购物需求。就算不是纯粹的

“购物狂”，在这里欣赏特色的建筑、品尝地道的美食，也是个不错的选

择。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锦囊沿着乌节路来一场购物之旅吧！

每年 9 月份，当一级方程式赛事的热潮席卷而来，乌节路为迎接新加

坡大奖赛的来临，马路两侧会有很多小棚，举办一些与 F1 相关的展示

活动，出售一些周边产品。会有很多活动在乌节路，请些名人做时装

秀、音乐秀、体育秀等等。也会提供给持票人特别优惠和限量版商品，

以及一系列时装秀、音乐表演和趣味活动，为旅行者在新加坡的购物体

验锦上添花。沿新加坡著名购物带进行的活动几乎与比赛本身一样令人

激动万分。如果从地铁乌节路站出来，沿着乌节路能走到本商区所有的

地点，最远的多美歌站(Dhoby Ghaut)的狮城大厦也不过 20 分钟。

小贴士：

虽然乌节路已经很出名了，但土生坊（Peranakan Place）一带，即翡

翠山路与乌节路交叉的路口处，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底蕴的建筑，又与

乌节路摩登的现代气息相辅相成，也是资深驴友们必去之地。经历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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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岁月沉淀，如今这片还是特色餐厅和酒吧的聚集地，任凭自己的感

觉随意走进一家，小坐片刻，是不错的选择

开放时间

全年

地址

Orchard Rd，Singapore

到达方式

坐 MRT 到 NS22 Orchard(乌节路)或者 NS23 Somerset(索美塞)站

主页

http://www.orchardroad.org/

滨海湾金沙酒店

Marina Bay S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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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开业，2012 年装修，共有 2561 间房作为全球最著名的地标

建筑和顶尖旅游度假目的地之一，滨海湾金沙综合度假酒店将给您带

来前所未有的尊贵体验。

舒适典雅的酒店客房让你享受极致奢华，走进位于酒店 57 层楼顶的

金沙空中花园，在世界最大的高空无边泳池中畅游，或登上观景台，

在狮城中心俯瞰新加坡迷人的天际线。

从米其林星级餐厅到新加坡特色小吃，在滨海湾金沙您可以品尝到世界各

地的美食。10 位世界级名厨：和久田哲也、Wolfgang Puck、Gordon

Ramsay、Mario Batali、David Thompson、郭文秀、Daniel Boulud 和

David Myers 将在滨海金沙为您奉上专属美食盛宴。艺术科学博物馆全新

常设展览《未来世界》将一个绚烂缤纷的数码交互世界展现在您的面前，

让您身临其境，亲身参与，释放无尽想象。

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豪华购物中心之一，囊括众

多国际奢侈大牌、新兴潮牌及各类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独家发售的限

量商品。紧随时尚潮流，打造时尚风范，您将在这里创造出购物狂欢

的全新高度。

无论是休闲娱乐还是餐饮购物，我们将为打造超凡体验，让您在滨海

湾金沙留下毕生难忘的美妙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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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5 6688 8868

地址

10 Bayfront Avenue, 滨海湾, 018956 新加坡, 新加坡



D7

DAY7 新加坡

酒店内早餐，全天自由活动，可以享受酒店设施，无边泳池等。

下午可以自行游览如下景点，

晚上按约定时间，酒店集合，送您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返

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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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尾狮公园

Merlion Park

鱼尾狮是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象征，也是新加坡的国家标志

性景点。鱼尾狮其设计灵感是来源于《马来纪年》中的一个传说：公元

11 世纪，苏门答腊王子桑尼拉乌达玛巡视狮城的时候看到了一头狮

子，鱼尾狮的狮头即代表那头狮子；鱼尾则象征古城淡马锡，因此这两

种动物的结合便成为了新加坡测象征。

周边还可以拍到金沙酒店全景，摩天轮，被称为“大榴莲”滨海艺术中

心

地址

1 Fullerton Squar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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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yoursingapore.com/content/traveller/zh/browse/see

-and-do/family-fun/attraction/merlion-park.html

滨海湾花园

Gardens By The Bay

新加坡的新地标，曾赢得了 2012 年世界最佳建筑奖(Winner of

WorldBuilding of the Year 2012)，由温室(花穹和云雾林)、18 棵

超级树、文化遗产花园、植物世界、蜻蜓湖和翠鸟湖等组成。2014 年

初还新开了一个适合小朋友玩耍的儿童公园。

这座花园占地面积达 101 公顷, 囊括逾 25 万棵珍稀植物。公园由三座花

园构成：滨海南花园(Bay South)、滨海东花园(Bay East) 和滨海中花园

(Bay Central)。 从沿着水边的人行道一路走来，滨海湾金融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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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天际线的迷人壮景尽入眼帘。这里非常适合夜间散步及与亲朋好友

野餐聚会。

门票价格

户外花园：5:00-次日 2:00

云雾林+花穹：9:00-21:00

灯光秀：19:45，20:45

空中走廊：9:00-21:00

联系方式

+65-64206848

地址

18 Marina Gardens Drive，Singapore 018953

主页

gardensbythebay.com.sg

新加坡摩天观景轮

Singapore Fl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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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者摩天轮是新加坡的一个巨型摩天轮，它有 42 层楼高，总高度

达到 165 米，超过了 160 米高的南昌之星和 130 米的伦敦眼，是世

界最高最大的巨型观景轮之一，也是亚洲耀眼的旅游景点。共设 28

个座舱，每个座舱宽 4 米，长 7 米，最多可容纳 28 人是新加坡的

标志性建筑之一。在摩天轮上可以 360 度观景，欣赏新加坡滨海湾标

志性建筑群。摩天观景轮不仅提供迷人的景致，更以全方位视角呈献

滨海湾的城市轮廓以至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壮丽景观。

游玩时长

传说摩天轮的每个盒子里都装满了幸福，当我们仰望摩天轮的时候，

就是在仰望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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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5-6333-3311

地址

30 Raffles Ave, Singapore 039803

主页

http://www.singaporeflyer.com/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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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新加坡-沈阳

乘航班回到沈阳温暖的家！

参考航班：TR156 02：4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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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樟宜机场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新加坡最主要的机场和最重要的地区性枢纽，樟宜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

的机场之一，位于新加坡东海岸。航线通达世界 54 个国家和地区， 127

个城市之多。樟宜机场目前有 5 个航站楼，1、2、3 号航站楼连接一起，

游客可透过旅客捷运系统和高架列车，或以步行方式自由来往 3

个航站楼。2 号航站楼内的 JetQuay 航站楼有自己的验票柜台等设施

给商务贵宾使用。低成本航站楼位于机场南方，旅客可在 2 号航站楼

用免费穿梭巴士来往。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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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65) 6595 6868

地址

Airport Blvd, 新加坡

主页

www.changiairport.com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