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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助您畅
享多重礼遇！

购物是新加坡国人最喜爱的消遣之一，如果您恰巧想要淘到便宜又实惠的物品，那么现

在就是您拜访狮城的绝佳时机！新加坡的年度热卖会 (本地人称为GSS)提供的优惠折扣令

人怦然心动，商家打折力度高达 70%，所涉商品应有尽有，从时装、珠宝、电子产品、
儿童玩具，到水疗护理、酒店住宿、餐馆和酒吧，甚至包括本地的游览胜地，各种优惠
大减价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超值折扣层出不穷，让您享受超值购物乐趣，也是购物迷们梦

寐以求的狂欢盛典。
 

虽然新加坡只是东南亚的一个小红点，但这里的各个角落却遍布各式购物商场待您探索
和发现，从乌节路上鳞次栉比的时尚潮牌，到坐落于某个新潮邻区的精品店内的奇装异
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更多有关最佳购物场所的信息，请参见随附的便携指南。

 
如果您想要逃离喧嚣的购物商场，体验真实的新加坡生活，不论您有一周长假深度游

玩，还是仅有周末两天休闲放松，一定都能随处发现新加坡的迷人风情。在这里，您可
以发掘各种丰富的文化体验、时尚酒吧、创意料理餐馆、地道小贩美食、绝美的狮城风

景等等。更多吃喝游玩资讯，请查看本刊中有关“热卖会期间的 10 件必做之事”。  
 

银联卡是热卖会新推出的官方用卡，可广泛使用于新加坡及世界各地。银联卡能助您尽
享折扣优惠，为您购物更添便利！您可以放心，无论在任何地方，刷卡购物都安全有

效，并且享有银联卡专属折扣，热卖会期间还有额外促销、优惠、福利等您来拿。当您
在新加坡最受欢迎的商店及旅游景点使用银联卡消费时，请仔细阅读有关额外优惠的信
息。您还没有银联卡吗？要享受所有优惠待遇，请立即申请办理一张银联卡，详情请

浏览 www.unionpayintl.com。
 

祝您购物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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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德士起步价为 $3.00。地铁营
运时间一般为早上 5.30 至午
夜 12.00。标准车资从 $1.40
至 $2.70 不等。车资最低为
$0.79，巴士司机不设找零，

因此请自备零钱。
小费

在新加坡没有给小费的习惯，
但服务人员十分乐意接收小

费。多数酒店与餐馆标价时使
用“++”符号，表示需另外
加收 10% 的服务费和 7% 的

消费税。

新加坡游客服务中心

乌节路: 216 Orchard Road 
(毗邻乌节翡翠的乌节门购

物商场) 每日上午 9:30 至晚
上 10:30

ION Orchard: 一楼服务台，
2 Orchard Turn (乌节弯)，

每日上午 10:00 至晚上 10:00

牛车水: 万达街 (Banda Street) 
2 号 (佛牙寺龙华院后方)，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 至晚
上 9:00，周末与公共假日上

午 9:00 至晚上 10:00

语言

英语是通用语言，但新加坡式
英语 (集合本地口语及各种语
言特点的英语) 在本地交流中
十分普遍。华语、马来语、
淡米尔语及各种方言的使用

也很常见。

购物

为了您能购物愉快，请记得货
比三家，在购买前先询问退款
规定和保修条款，也请检查收
据，确保准确无误。欲知更多
详情，请浏览 YourSingapore.
com 网站“游客须知”栏目
下的“消费者指南”。如需
协助或投诉不良商家，请致
电 1800 736 2000 或电邮至 

feedback@stb.gov.sg 。

无线网络

如果使用海外电话，您可以在
任何一个 Wireless@SG 热点
免费注册，并通过手机短信接
收详细登录信息，然后便可使
用 Wireless@SG 无线网络上
网。海外用户可能需要交费。
您也可以在樟宜机场航站楼

的 Changi Recommends 或电
信店，或位于全岛各地的大型
商场或便利店购买本地预付式
SIM 卡，然后用 SIM 卡登录

使用无线网络。

旅行小贴士.

旅行小贴士  
03



乌节路

任何一个当之无愧的“购物狂”都知道乌节路
这块赫赫有名的购物胜地。在这里，大型时尚
购物中心沿着街道两侧星罗棋布，让您目不
暇接。我们推荐您先去 ION 和 Paragon 大肆
采购一番，因为大部分世界名牌和备受欢迎
的潮流品牌都云集在此，然后前往乌节中央

城，看看新加坡本地最负盛名的设计师品牌。
 

中峇鲁

旧时代厚重的历史韵味与现代时尚潮流在中
峇鲁这个老城新邻里交相成趣。一条条充满
故事的老街，英云街、茂源台、成保路和齐
贤街，都是休闲的好去处，这里的时装、家

居用品、书籍兼收并蓄，应有尽有。

甘榜格南

这里曾是新加坡回教徒的聚居地，如今汇聚了
各式各样物美价廉的精品店，时尚达人可以到
此淘宝一番，或许会给您意外惊喜。哈芝巷

这条看似休闲的小街，售卖独一无二的精美服
装饰品。此外，沿着干达哈街和峇厘巷一直往
前，还有更多小众精品店等着您猎奇。购物之
后，街道两旁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名胜古迹和

庙宇也值得一赏。
 

牛车水

牛车水犹如横跨新旧时代之间的界线，这里不
仅热闹繁华，也蕴涵了丰富的历史。牛车水不
仅是充满传统色彩的旅游胜地，也是狮城一个
隐秘的购物天堂。您在这里不但能购买普通商

业街货无法媲美的新加坡特色服饰，还可以前
往厦门街和客纳街一探究竟。

 

滨海湾

毫无疑问，滨海湾是新加坡最时尚的购物区，
大型购物商场遍布整个地区中心。其中，滨海
湾金沙购物中心当之无愧成为该地区皇冠上的
明珠！这里荟萃了众多国际知名设计师的高端
奢侈品牌，如马丁·马吉拉、黛安·冯芙丝汀
宝、阿玛尼和莫斯奇诺等。值得一提的是，沿
政府大厦继续往北，还鳞次节比地矗立着许多
零售商场，Capitol Piazza 商业购物综合大楼

刚刚开业不久，这里曾是历史悠久的首都剧院
旧址。此外，周边荟萃的新潮国际名牌和本土
品牌店比比皆是，精美服饰让您忍俊不禁，

大买特买。

港湾

离开熙攘喧嚣的市中心，南抵怡丰城，这个超
大规模的购物商场汇聚了国际繁华都市的流行
品牌和在其他商城难得一见的新加坡本土品

牌。如果您已经过足购物瘾，还可跨过大桥登
上圣淘沙岛，令人目不暇接的美景盛事在此

恭候着您。

购物天堂.KEPPEL VIADUCT

KEPPEL VIADUCT
KEPPEL VIA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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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MILLEN 

 您在寻找时尚高端的服饰
吗？Karen Millen 是您的不二
选择，该品牌源自英国，完美
剪裁、引领潮流。衣物面料精
细，图案柔美，色彩持久，极

具现代女性知性美。  
 ION • www.karenmillen.com 

 

SIMONE PÉRÈLE 
 

法国 Simone Pérèle 性感内衣
品牌，以衬托身材的设计，大
量使用蕾丝、法国刺绣和蝴蝶
结，毫不费力地彰显精致考究
品质，穿上它，给您以浪漫愉
悦的感官享受，让珍爱自己的

您瞬间成为性感尤物。
文华购物廊 

(Mandarin Gallery) 
• en.simoneperele.com

 

FOLLI FOLLIE

 
 

华美的服装要搭配绚丽的饰品
才算完美，从珠宝手表，到围
巾和太阳镜，这个一站式饰品
店能满足您的所有需求，点

缀服饰搭配，让您光彩照人。
ION • www.follifollie.com 

 

BCBGMAXAZRIA 

 从这些令人艳羡的服饰里挑
选一款适合自己的，诠释自己
对生活的态度。如果您要参加
特殊活动，一定要来这里选购
精美礼服和鞋子，这里琳琅满
目的选择必能为您增光添彩。 

 ION • www.bcbg.com 
 

UNDRESS BOUTIQUE 

 
这家独具特色的精品店售卖法
国品牌 Vanessa Bruno 服饰，
主打休闲、宽松的波西米亚风
格，是热带生活和阳光假日里
的最佳搭配。可爱的托特包也

值得您一试！
文华购物廊 

(Mandarin Gallery) 
 

WAREHOUSE 

 
如果您是时尚新潮女性，又
比较中意实惠的价格，那么
英国品牌 Warehouse 就是
您必去之地。您是否厌烦了
千篇一律的职业装与休闲

装？Warehouse 的服饰多姿
多彩，千变万化，让您精彩

每一天。
 ION • www.warehouse.co.uk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优惠 

原价和特价商品均享
有 10% 折扣

享有总账单 10% 的
折扣优惠

原价商品享 10% 折扣

原价和特价商品均享
有 10% 折扣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优惠

LALIQUE 

 这里的珠宝璀璨生辉，今
人魂牵梦萦，爱不释手！您
可以在法国著名时尚品牌

Lalique，挑选一款精致的人
造首饰。这里的水晶色彩鲜
艳，造型独特，非常引人

注目。 
百利宫 (Paragon Mall) 和文华

购物廊 (Mandarin
Gallery) 均有售卖 

• www.lalique.com/en 

罗敏申
(ROBINSONS)  

罗敏申无疑是新加坡最豪华的
百货商场之一，如果您的购物
盛宴中缺少了这一环节，绝对
算不上完整。这里荟萃了 380
多个品牌，您必能在这里过一

把购物瘾！ 
The Heeren, 260 Orchard 

Road S(238855)  
• www.robinsons.com.sg 

 

FREYWILLE 

 来自澳洲的品牌，纯手工制
作，别树一帜的风格，紧扣历
史文化，是其知名艺术家团队
灵感的结晶。戴上它，定能让

您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高岛屋 

• www.freywille.com 

用银联卡消费满 $380 可
获得价值 $38 的银联

礼品卡

所有 18 克拉以上钻石首
饰享有高达 15% 折扣

所有水晶首饰均
有 10% 折扣

银 联 持 卡 人 的 专 属 折 扣 优 惠

乌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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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节路.
作为亚洲最著名的购物街，乌节路是狮城腹地人人向往的购物天堂。从星罗密布的
奢华品店到繁华的商业街、知名设计师的佳作以及折扣优惠商品应有尽有，令人目
不暇接，绝对可以让您满载而归。此外，这里餐厅和酒店云集，来访新加坡的游客
下榻于此，必能不负您所望。我们提供的便携指南详述了热卖会期间银联卡的优惠
资讯。更多有关银联卡专属优惠的信息，请参见本手册第 17 页。

ORCHARD RD

ORCHARD RD

ORCHARD LINK

BIDEFORD RD

ORCHARD RD

ORCHARD RD

SCO
TTS

 RD

PATER
SON RD

MOUNT EL
IZABETH

NUTMEG RD

JLN JINTAN

乌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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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士.
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地区，武吉士拥有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从时髦的商
场、诱人的精品店，到繁华热闹的街市，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特价品店，武
吉士能满足您的所有购物需求。下文列出了热卖会期间武吉士的一些银联卡优

惠购物场所。有关银联卡优惠详情，请参见本手册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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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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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 BEACH  

  这家豪华酒店由国际知名的
当代建筑大师 Phillipe Starck 

倾情打造。酒店紧靠地铁站、
购物商场，艺术及历史博物
馆，这里是探索新加坡的理

想基地。  
30 美芝路 

• thesouthbeach.com.sg 

ADHD  

  
这家时尚的餐厅位于风华南岸
酒店内，从早餐到晚餐各式国
际美食任您挑选，内部装潢不
拘一格的奇特风格营造出靓丽

活泼的用餐氛围。  
30 美芝路 

• thesouthbeach.com.sg/food-
and-drinks/adhd/ 

LEE HWA JEWELLERY  

  
快来为您的首饰盒添置新品

吧！闪烁璀璨光芒的珠宝，从
魅惑前卫到甜美优雅，各种风
格款式任您随意挑选。传承

140 年珠宝设计精髓，绝对让
您不虚此行。  

200 维多利亚街 
• www.leehwajewellery.com

I .T.  LABELS  

  
为年轻一族量身打造！囊括
各类街头潮牌，包括 AAPE 

BY A BATHING APE®、inger 
croxx 和 izzue，让您立刻感

到酷爽无比。   
白沙浮商业城 

• www.itlabels.com.sg

ALL WATCHES  

  
如欲选购手表，这里的品
类齐全，所含顶级品牌有 

Breitling、 MontBlanc、 
Omega、Tag Heuer、 

Balmain 等。   
白沙浮商业城 #01-104 

• www.allwatches.com.sg 

PEDRO  

  售卖现代时尚的男女鞋类，
款式新颖独到，品质上乘，
产品系列不断推陈出新。这
家本土品牌还提供箱包、手

袋等配饰。   
白沙浮商业城 #01-03 

 • www.pedroshoes.com/sg

REEBONZ  

 精打细算的时尚达人绝不会
错过这家奢侈品专卖店，无论
是新品还是二手货，价格都非

索尼专卖店  

  
体验索尼最新的电子产品，让
您与时尚科技保持零距离。
这里既有手机、显示器、相

机，还有数字成像设备、音响
系统和游戏机等，产品种类

非常齐全。   
白沙浮商业城 #01-58/59 

• www.sony.com.sg 

VILLAGE HOTEL 
BUGIS  

  
这家酒店位于新加坡的印度

人、阿拉伯人以及土生华人交
汇聚居的十字路口，是购物和
探索多元文化交融的邻里风情

的理想场所。  
390 维多利亚街 

• www.stayfareast.com/
unionpay

BHG  

  
这家时尚百货商店里的商品应
有尽有，时尚女装、配饰、
化妆品，一应俱全。男装部
分也有知名设计师佳作和品

牌服饰。    
白沙浮商业城 #03-11 

 • www.bhgsingapore.com.sg
最低消费满 $80 享受 15% 

折扣和全天免费甜点

所有特价商品额外享
有 10% 折扣

全店原价商品享 15% 折扣，
指定型号最高折扣达 50%

原价商品享有 10% 折扣

所有商品享有 8% 折扣

消费满 $200 获赠索
尼限量版礼物

浮动房价，最高可
享有 10% 折扣

热卖会期间店内特价商
品享 70% 折扣

银 联 持 卡 人 的 专 属 折 扣 优 惠

常诱人。从香奈儿、卡地亚到

Céline and Balenciaga，件件
商品都令人爱不释手。
www.reebonz.com.sg

豪华客房房价最高优惠 15% 购买 3 件商品总账单
可享 15% 折扣

武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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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 

  
Coach 以时尚配饰和令人爱

不释手的成衣系列深受精英一
族的喜爱。不论您是缺少包包
还是鞋子，这里都能让您找到

完美搭配。 
圣淘沙名胜世界荟萃

廊免税店 2 层 
 • singapore.coach.com

TOPSHOP 

  TOPSHOP 作为英国时装巨
头，以受到众多明星追捧而闻
名遐迩，每个季度都会出品引
领时尚潮流的服饰系列，既有
适合日常装扮的基础系列，也

不乏另类奇装异服。   
怡丰城 • sg.topshop.com

TOPMAN 

  Topshop 的姊妹店，风格时
尚前卫，价格适中，主营男
士牛仔裤、潮流印象T恤、衬

衫、西装和各种配饰，是街头
时尚潮男的购物胜地。 

怡丰城 • sg.topman.com

DEJEWEL GALLERIA

您是否在寻找独特而精致的
珠宝？Dejewel 将是您的不二
之选，从全球各地甄选品质
非凡的变色宝石和钻石精工
细磨，确保款式独特新颖，

质量上乘。  
怡丰城 #01-206  

 • dejewelgalleria.com

圣淘沙

逃离繁华闹市，在美丽的圣淘
沙体验精彩纷呈的娱乐活动，
欣赏狮城独特的美景。新加坡
之行，若没有看到这个繁荣岛
国的守护神——鱼尾狮，如何

敢说不虚此行？  
  30 Beach View, Sentosa 
 • www.sentosa.com.sg/

explore/attractions 

诗家董 (TANGS)  

切勿错过新加坡历史最悠久
的地标性百货商场诗家董

(TANGS)。从时装、美容到
家居、旅游，这里无所不有，

绝对让您眼界大开 。   
  怡丰城 #01-187 & #02-189

•www.tangs.com

ETUDE HOUSE 

 

该化妆品牌主打漂亮雅致、天
真无邪的粉红梦幻公主风，从
彩虹般亮丽的口红，到香水、
护手霜和面膜，彩妆产品应有
尽有，让每个纯真少女都能化
身动人自信的公主。更有超可
爱的包装、优惠的价格，绝对

会让您爱不释手。  
怡丰城 #B1-03 
• www.etude.sg

LACOSTE 

  高端服装品牌，以奢华运动
风和经典鞋款著称。现在正
是购买其标志性马球衫的最

佳时机！  
怡丰城 #01-135/136/137 
• singapore.coach.com 

GOGREEN SEGWAY 
COUNTER 

 在 Segway Tours Singapore，
自驾 Segway 思维车游览圣淘
沙，踏上一场生态探险之旅。
热情友好的导游将带您参观
历史遗迹和必看景点，沿途
您可以发现其他更多美景和

鸟语花香。每组仅游览 10 个
景点，确保您能获得完美的

个人体验。 
51 Siloso Beach Walk 
• store.sentosa.com.sg 

指定商品的折扣高达 70%

全店商品享有 10% 折扣 

全店商品尊享 10% 折扣

新款系列指定款享有 60%
折扣，另享 25% 折扣

以下景点享有高达 15% 折
扣，特价优惠 $65 (最高

可优惠 $111): 圣淘沙鱼尾
狮、时光之翼、新加坡杜
莎夫人蜡像馆、Good Old 
Days、Fun Shop、Merlion 

Café 和 Merlion Shop

总账单享有30%折扣，最
低消费须满$50，且至少

含一件主产品

原价商品享有 15% 折扣 

骑思维车游玩享有 20% 折扣

使用银联卡付款满 $300 
可获赠一张价值 $30 的 

TANGS 礼品卡

银 联 持 卡 人 的 专 属 折 扣 优 惠

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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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和圣淘沙.
离开喧嚣闹市，向南出发去感受新加坡悠闲自在的另一面。位于港湾的
怡丰城购物中心规模宏大，是购物者的血拼胜地。圣淘沙岛常年举办各
种妙趣横生的活动，还有许多风格各异的餐厅和酒吧，让您饱腹而归，
焕发新彩！关于银联卡的优惠信息，参见本刊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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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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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装饰性盘子，灵感来自新加坡本土
店屋瓷砖上的花卉和几何图案，能够为各种用
餐环境增添一份优雅，售价为 $27，乌节路诗
家董 (TANGS) 有售。

        本地品牌 Taula 手镯采用 18K 镀金，镶
嵌的两颗硕大绿松石令人惊叹，绝对是您不可
或缺的配饰。售价为 $155，于 Taula 有售。

        以燕窝胶原蛋白 (还原糖) 宠爱您的肌
肤，同时改善身体健康，售价为 $75.50，余
仁生 (Eu Yan Sang)(新加坡中医药保健品牌
商) 有售。 

        本地流行品牌 Pedro 的这款灰褐色包包
简约别致，适合上班携带。售价为 $86，于
Pedro 有售。

        这款波斯地毯以其华丽质感和无与伦比
的耐用性脱颖而出，是永不过时的家居装饰
品，售价为 $638，于 Gabbeh Carpet 有售。

        Bottega Veneta 以优质皮具和独特的编
织风格驰名全球，这款钱包为简单别致的经
典款式，做工精良。售价为 $690，Reebonz 
有售。 

        如果疼痛部位难以触及，UDIVA Classic
这款振动按摩沙发可有效缓解疼痛。优点：别
致的家居配饰，适合任何装修风格。售价为  
$2,599，OSIM 有售 。

        受小印度的人文景观所启发，这款富有
民族特色的围巾展示了狮城风趣街区的华丽
色彩和文化底蕴，售价为 $80，乌节路诗家董 
(TANGS) 有售。

        意大利奢侈品牌 Etro 这款热带风格上
衣，融合波西米亚风，散发浪漫洒脱的时尚
感。滨海湾金沙的 Etro 和 Paragon 有售。 
 

        这是款入门级相机，适合初级摄影爱好
者， 2420 万有效像素， 搭载 DIGIC 6 影像处
理器，售价为 $1,599，义安城的 Best Denki
有售。

必购精品.
 01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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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购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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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看，必做.
在狮城的 10 件必做之事 (购物之外好去处)

        让心情追随风的脚步，
来到滨海湾金沙酒店，在

Spago 里的酒吧一边品尝鸡尾
酒，一边欣赏狮城繁华之美。
夕阳西下时，从最负盛名的屋
顶露天无边泳池，俯瞰绝美的
天际线，然后可前往滨海湾购
物中心过一把购物瘾。  

10 Bayfront Ave, Sands 
SkyPark, Tower 2 Level 
57, S(018956) • www.
marinabaysands.com

        滨海湾花园同样靠近滨海湾购物商场，进入“云雾林”感
受瀑布的壮观，漫步于室内热带雨林，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珍
稀植物；在“花穹”欣赏随季节变迁的美丽花朵争奇斗艳。如
果合家出游，切勿错过儿童花园里的水上游乐区！ 

18 Marina Gardens Dr, S(018953) • 
www.gardensbythebay.com.sg 

 01

 03

        艺术科学博物馆外
形像一朵盛开的巨大莲

花。馆内新展览“未来世
界 FUTURE WORLD”

的数字水族馆、花朵墙及
水晶宇宙，是数码视觉艺
术的一场盛宴，让人脑洞
大开，是携子游玩的绝佳

场所。

6 Bayfront Ave, S(018974) 
• www.marinabaysands.

com/museum

        登普西山的丰盛美食：山上绿树环绕，郁郁葱葱，无数
咖啡馆和餐馆点缀其中，这里是本地人的最爱。白天，您
可以淘一些精美的家居用品，或者在 Spa Esprit 享受一番呵
护。夜晚，Chop Suey 里亚洲风味美食也值得品尝，这里的
夜景最为引人入胜。Samy’s 盛在香蕉叶上的秘制咖喱饭也非
常有名，值得品尝。再晚些，您还可在 Green Door 酒吧小
酌一杯，在星空衬托下，别有一番情趣。

 02

 04

图片来源: 滨海湾金沙

必看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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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悦酒店坐落于新
加坡著名的购物街—乌
节路，位置相当优越。
酒店里的 atmezza9 提
供丰盛美味的新加坡式
自助早午餐，牡蛎、龙
虾，更有香槟可尽情享
用，随意品尝。酒店隔
壁就是高岛屋百货店，
马路对面即是免税购物
商场！

新加坡君悦大酒店， 
10 Scotts Road, 
S(228211) 

        离开新加坡之前，您一
定要去东海岸海鲜中心尝尝珍
宝海鲜 (Jumbo’s Seafood) 备
受赞誉的辣椒螃蟹。落座于室
外，一边享用美味，一边欣赏
河景，用餐后漫步河边，更有
一番难得的惬意！ 

Blk 126 East Coast Parkway 
#01-07/08; East Coast 
Seafood Centre, S(449883) • 
www.jumboseafood.com.sg 

 05

 06        圣淘沙岛上的丹戎
海滩俱乐部也是享用早
午餐的绝佳场所。如果
您与孩子同游，圣淘沙
环球影城和巴拉望海滩

奇幻乐园(儿童水上乐园)
则是您必游之处。如果
之后您依然精力充沛，
乘坐德士五分钟就是超
级购物中心—怡丰城。

120 Tanjong Beach 
Walk, S(098942)

        想要尝尝本地特色的下
午茶，福康宁酒店是个不错的
选择。这个传统酒店给人以
精致时尚之感，室外葱郁青
翠，室内凉爽舒适，让您流连
忘返。Tissetanta Lounge 以
融入了本地中草药的鸡尾酒而
著称，但这里的下午茶 (每天 
3-6pm) 是聚会的理想场所，
而且消费满 $25 以上还赠送
本地口味的小吃和糖果，包括
一个可爱小粿糕点！

11 Canning Walk S(178881) • 
www.hfcsingapore.com

        中峇鲁保留了一批 1920
年代的古建筑，与现代时尚的
咖啡馆及精品店交相辉映，
深受本地人喜爱。在英云街
Tiong Bahru bakery 吃完早餐
后，漫步欣赏湿货市场色彩
艳丽的壁画，不知不觉走到
永锡街，寥寥数家潮流服饰
店和 Books Actually 书店颇具
风格，却不张扬，显得格外
悠闲宁静。休息之余，不妨
在 Plain Vanilla 品尝著名的纸
杯蛋糕！

        来到狮城，若要不虚此
行，一定要尝尝著名的地道小
贩美食：炒粿条、蚵仔煎和
沙爹等是必吃美味。老巴刹
美食中心以其充满历史韵味的
古建筑备受喜爱，旁边即是文
达街，日暮降临后，整条街就
变成熙攘的“沙爹街”，落座
于户外，在一派热闹中享受味
蕾的刺激。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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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退税
根据游客退税计划 (Tourist Tax Refund Scheme)，
游客必须在参与该计划的商店消费满 100 新元，
方能享受 7% 的消费税 (GST) 退税。参与该计划
的商店将张贴“退税”标志或环球蓝联购物退税 
(Global Blue ‘Tax Free Shopping’) 标志。您在新加
坡樟宜机场离境当天，请前往退税柜台，并向海
关人员出示所购商品及购物凭证和退税单。请注
意：如果未能提供所购商品供海关检查，海关人
员将不会受理退税。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新
加坡海关网站 www.customs.gov.sg上的“游客退
税计划”(Tourist Refund Scheme)。

电子退税服务 (eTRS)
如果您希望省去排队的麻烦，您可以在离境前，通
过樟宜机场的 eTRS 自助退税服务站办理退税手续。
您只需在标有 eTRS 标志的商店使用同一张信用卡作
为记录您各项消费的凭证。在新加坡滨海湾游轮中
心或港湾中心、新加坡游轮中心坐船离开新加坡的
旅客也可以享受退税优惠。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
览网站 www.iras.gov.sg。

可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下载

iCHANGI 
掌握最新航班动态，轻松查询班
机信息，更能了解机场餐饮及购
物资讯。

CITYMAPPER
这个便携式导航程序会根据时
间、车资、公共交资讯等为您

提供最适合的出行路线。

MYTRANSPORT
一手掌握巴士服务资讯与路线、
路况新闻、地铁指南、车资等交
通信息。

HUNGRYGOWHERE
该软件可让用户立即搜寻附近以
及全岛的各家餐厅、阅读食客的

评论并向餐厅预定桌位。

新加坡地铁线路图及软件.

地图与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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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CE
指定商品折扣高达 40%

VICTORIA’S SECRET
指定商品折扣高达 40%

WAREHOUSE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美容护肤

BATH & BODY WORKS
指定商品享 50% 折扣

ETUDE
总账单享 30% 折扣

余仁生 (EU YAN SANG)
高达 $50 折扣，最低消费须满 S$80

ONSEN
单次消费满 $1000，
护肤品享有 15%折扣

新罗免税店 (SHILLA DUTY FREE)
消费满 $450，获赠价值 $20 的优惠

券和礼品

SINCHONG MEHECO
原价商品享 10% 折扣

SKYLAKE SKINCARE
免费获赠旅行护肤套装

SPECIALIST DENTAL GROUP
消费满 $350 获赠 Bright Smiles 套餐

THE FULLERTON SPA
护理时间超过 60 分钟享 15% 折扣

VIE BEAUTE
指定商品享 30% 折扣

VINE VERA
总消费超过 $1000 享 15% 折扣

屈臣氏
指定品牌享 5% 折扣

旅游景点

GOGREEN SEGWAY COUNTER
骑思维车游玩享有 20% 折扣

花柏山休闲集团
乘坐缆车享有 20% 折扣

圣淘沙鱼尾狮
门票享有 15% 折扣

新加坡雪城
门票优惠 $5 - 10

时间之翼
门票享有 15% 折扣

电子产品

BEST DENKI
尼康和佳能相机享有 5% 的折扣

COURTS
享有7%消费税退税及另外 3% 的折扣

傲胜国际 (OSIM INTERNATIONAL)
uPamper2 手持式按摩器优惠 $50

 VERTU
指定型号享 25% 折扣

家居用品 
ROYAL SELANGOR

单次购满 $500 以上免费获赠礼品

餐馆

21 ON RAJAH
享有总账单的 10% 折扣

BAZERKIN
享有总账单15% 的折扣，最低消费 $30

BLACK PEARL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FLAVOURS AT ZHONGSHAN PARK 餐厅
享有总账单 15% 的折扣

LIME 餐厅和酒吧
四人同行，一人免单优惠

PEACH BLOSSOMS
享有总账单 15% 的折扣

河岸海鲜馆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国际海鲜市场及酒楼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时尚装扮

ALL WATCHES
享有总账单 15% 的折扣

BALLY
指定商品的折扣高达 40%

BCBGMAXAZRIA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BHG SINGAPORE
指定商品折扣高达 70%

BROOKS BROTHERS
购买两件商品，享 10% 的折扣

CASTANER
消费 $500 以上享 15% 折扣

周大福
消费 $500 以上免费获赠一个珠宝盒

CHRISTIAN DADA
购买指定商品享有 10% 折扣

COACH
购买指定商品高达 70% 折扣

DEFRED JEWELLERS
购买指定商品高达 50% 折扣

DOROTHY PERKINS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DUNHILL
指定商品折扣高达 50%

EMPEROR OPTICS
享有总账单 25% 的折扣

ETRO
享有 10% 折扣

FOLLI FOLLIE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G2000
享有总账单 15% 的折扣

(至少购买 2 件)

GOLDLION
所有原价商品优惠 10% 

HACKETT
指定商品享 30% 折扣

HUGO BOSS
指定商品享 50% 折扣

I.T.
享有总账单 15% 的折扣

(至少购买三件)

KAREN MILLEN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KATE SPADE
指定商品享有 50% 折扣

LACOSTE
原价商品享有 15% 折扣

LALIQUE
水晶珠宝饰品优惠 10%

LA MARTINA
指定商品享 30% 折扣

LATULLE
所有商品优惠 40%

LESPORTSAC
消费满$300以上优惠 15%

OG
原价商品享有 5% 退税

ON CHEONG JEWELLERY
原价商品享有 15% 折扣

ORLEBAR BROWN
所有商品优惠 10%

PEDRO
原价商品享有 10% 折扣

POLO RALPH LAUREN
指定商品打折 50%

RAAYMOND WEIL BOUTIQUE
指定商品打折 50%

REEBONZ
享有总账单 8% 的折扣

SALVATORE FERRAGAMO
指定商品打折 40%

SIMONE PERELE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SWAROVSKI
指定型号打折 20% 或 50%

TAKA JEWELLERY
特价商品打折 5%

TAULA JEWELLERY
享有总账单 3% 的折扣

TOPMAN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TOPSHOP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UGG
消费满 500 新元以上优惠 15%

UNDRESS BOUTIQUE
享有总账单 10% 的折扣

银 联 持 卡 人 的 专 属 折 扣 优 惠
银联卡商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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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rsingapore.com 
www.unionpayintl.com

www.greatsingaporesale.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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