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F=@>?D MIO;O;NLO;F@?QQM<?

I?k
I?kD=b~rH

V6TAzV6Tl[6q{tftIw8;WI

mdo+<./8= ,C >2/ j+CuPSEBIz?:/< {<//I

~98./<0?6 z29A-Ci?FwIp+43 s+8/DkS7m[

HLNJH>BP

z?:/< {<//}~98./<0?6 z29A-Ci?Fw

< [5uPSEBAcflRxOSEBI3EB}qEBJSEB=qcbwUH^

e[5EBIAZl>RxJEB:9`6qjqo.E`j<JH|+_fiky

c:>bOM]\0[]JM]Xhz270}HZk[iX+c^0kH]Y?

JHejz;Hj<VJ>U?EBJ

< 37S~0hSJ+b_z?:/< {<//abz29AHab97>NzJi|-C>4d3

NdHQrvgH6OL__I_cxG>{Dabz29AJ

I?kw8;W

< ee58:rH6qZk>6}hnZI6q25:Xif?e?V_LLnCWYI

XDX~Yn8:>dCJdyJQD-6q[>T=le{tH{/+3uxTIT

pqew1Hxa3-J

p+43 s+8/DkS7m[

< p+43 s+8/7Qe_4yyrlHHr>dYsY3h>m[J>i|j|j?LcI

rS7>mt2WHjtQ|,ntJvCh7~}Q>97HN}Tz><//> i<>U

/LH<Lok>m[+N*=xldi5y>I?kDkIE*J

nyfjqew1

< [HD_fBKGI@YTW?ZOjc9\gRSF^]8@YTWLbdUa

Mk8\gXeVJi:

mdo+<./8= ,C >2/ j+CuPSEB

I?kw8;W{t

VAd0a=:<W

p+43 s+8/DkS7m[



+,-/.0* 2423 3332
78695?@=>F=@>?D MIO;O;NLO;F@?QQM<@

HLNJH>BP

I?k

+M
_\ H8m2p-H]FyPJ
`\ H8m2p-oAcM67IRqYdIHdZF^}H8ArBb9H-KmI5Dkm|~eHS:dwm

eVnrWMTb^^J
a\ um7b>n_^bz:gHm7zpJ67H>tJRqYd.^HH8m2p-oAcMRqYdIHdZF

^}H8ArBb9H-KmQ5Dkm|~eJS:dwmeVnrWMT`^^Lum7tJ3nim67HH8
m2p-oAcM67IRqYdIHdZF^}H8ArBb9H-KmQ5Dkm|~eJS:dwmen
rMTb^^Jum7pJ67im>uHQwF|->uQf~kYbu>9m^FvcHHLUDJ

b\ I?kw8;W{t8:CBurJd}drf*H|Jqh?>`8tgzoOGM[7o3p?qJ4+J
c\ 2c\~<CWM<sJeVpDscqe}<s|+6{[`W}P<{x`_Ni}YHd@`J
d\ ia9]w1~Pfhf_DJ
e\ ftj;<CJd4+,E}5D~-H5*9ft3qH~-:ftnOHLkft09zRqYdg]J
f\ ugb\I{IT=ohy7oHR]QwbqmR^Wd1H|Jx/D>tXmR^WiC}|JS.M

@HHLUDJ
g\ ~98./<0?6 z29A-Ci?FwHuo~MzOGM[7onwHRpJG?x/HHLUDJ
_^\ ugVLQwB28*6H|PnQwV6TVLQsTJ
__\T3nHdKFJUV{qkW]FHY>uQ{/Hd}mPjJ
_`\ Ybis?.mP<-`liI{/zcY}mHdPjJ
_a\ 8wF{fa>^T^FI]MI8wIft;z}d1yx/H|D]oqpi>u0h3+{NqH\-L

sU~ZY+HCpG8M@Ju.yNq-`l_uVHRQwFJ?5DM@J
_b\ 8wId1};z>c_-MH:Rq.^x/nOHu+MqHCpG8M@J
_c\ Fpm-H:`mRInOH.o?bG8M@J
_d\ YbD-Ux~YgUz-`lIkx8ZeTHY<@UH:O->uQ?tSROYJ
_e\ nFPO-CMVHL\UTH8m`l}KaARUHYbDkx809ZezsU~Zz`lFx.H\D

-UxHd~YVAAA\A38198><+@/6\-97WgaZI;QJ
_f\ JZ3nHdKFJB-VJ9o~p*o9X3eOH8mW>>a/aefXb+HH8AuoV~p*o

9XWeOH8mHF9m9elID:~ee<-H:}QwF|f~er:g-I-nrT_c^L+Be<
-H]M2p_qtzJoq5D>u0hr^TI?T^zA^3<~`kre<-pzpJe<HFpI8
:]M2p_qtrZBp3nOL\-L.K3nHdKFJ~YVAAA\>3-25\9<1WJ

_g\ :hn3@_s2H_y:p<nOJ

^T^FM

K 4II?kVzxW]wNVk*W^BwFY^wG

G CwMvg{_aha^Qd0

G pwMv0h_eh_c_*n

[ ^TI5u+QPHR:^BwFnO

[ vhnUM?-T_`^^H^<+Ehn_b0VwNW

z_e0VI?kWHX>u0d{{J

[ vhnUM?-J*9^BwFQq3M[H+

B-W}[ZLrF1,EHZB:^BwF^

FnOJ

3n6I?k^QWgbTQlVLlUV+_^W^TuVq@UuP=Gq,m=:6+8+./
V3;~PW^Vb.*TB|GlU6Ofjzvpvr

234-

V6TA^d0t=Py/=9<>= ~9<6. z/8>9=+II?kw8;W{t8:CBXV*QA
0.c_Na=:<WV+bWIT=le{tzV6T<C_V+cWQ^ia9]w1~Va5b
]tH58G{w1WV+dW

Zmx`N6RxbN}xd^Nz:hJCDepK<ocJuYb+3w8;W{tc_HDepmPc_K<J:h+Bel^
FH:x8jW^F?OHHLUDJVYb`lI5>[@`?@1HCp.f-RqelW

234.

I?k^bME*TRT_U5X{<^|llV{<t_HAcWq6p3>Z+Ul>Mt+66
Tqvu v<-2+<.UI{+81= w6+D+I~3=7+ i><3+Iu1// i88 k3>CI{2/ w+<+198yW63n
]Tqvu{<q,UM:-RT_qLYSh/He3nI~x9mm^>w4[Dk{<q@HZWJNaIrTgHaac5kvt

tF+w4[|lTt2W4JsEt}MxtHAci<7+83Z j?<,/<<CZ k+7:/<Z l39<Z lUoZ t3? t3?HdqKjG>b8ks}s
EtQeq*{rJ

2340

I?k^{b+sqT5Z2U^<4y^,Ed{/t^mg\^]|@~^
Pp+43 s+8/XVbPQDk5ym[YQ^mdo+<./8= ,C >2/ j+CuPSEB^
sTz?:/< {<//V0[]W}TO~98./<0?6 z29A-Ci?FwV+gW

K T5Z2UV8b~WMI?kr8b~HZ2e*hsT_\:5Za2aUm~e3*dlH9s`*h-qwlT=T6I?krqwbH
.F1|tX5\HD{/Rq|l-NHuj|>9I-I4myyJ

234/

yv 5x xx qxX cx H+ 8`Z@

=

>

?

@

;?=~1s

[0n=^<Pm*X

Z@v

Z@v

Z@v

tFp/

lTGyhm

UrJK6\X

Wwr
oSLO

lBfiMdEzm
4CPe

< <

Wwr

<

<

RP@c;S

V6TAsf[s/ t/<3.3/8 z/8>9=+]

z/8>9=+ i7+<+ z+8->?<+C y/=9<>]z903>/6 z/8>9=+ y/=9<>=]

V6TAl[6qftn/=>3@/ p9>/6]p9>/6 t3-2+/6]p+<. y9-5 p9>/6

UrQkN<x

l|>

<

XugI?kftYxH|x/c;:gftMu9@9>/6 k6+<5/ x?+C]w+<5 k6+<5/ x?+C]y3@/< }3/A]n?<+7+ y3@/< n<98>]t3<+7+<]o+66/<C p9>/6

Xy+7+.+]l9<=/>>]t p9>/6]k+<6>98 k3>C]i7+<+]v+=3+]

w+<5 i6/B+8.<+ p9>/6]n9?< w938>= ,C z2/<+>98



 

生效日期：09/01/2016                                                        PDT-I-OPT-SMT-ISI-002 

新加坡【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每位收費 (坡幣) 項目名稱及內容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巨型魚尾獅像 (Merlion Tower) 登上魚尾獅像觀賞聖淘沙美景 (Merlion Tower Ticts)。 30 分鐘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20 分鐘 5 人或以上 $8 $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飛禽公園 (Jurong Bird Park Tour)    園內之奇鳥珍禽數以千計，令人樂而忘返。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50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夜間野生動物園 (Night Safari Tour)    乘坐遊覽車，於晚上參觀有如熱帶雨林的動物園，可以看到各種來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在夜間活動情況。或漫步於林中，近距離觀看各種動物生態。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60 $40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新加坡動物園 (Zoo Tour)    園內飼養了數以千種的動物，包括罕有的北極熊、長臂猿、科目多龍等，可自由乘電動車或步行遊覽，更有精采動物表演。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50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夜遊新加坡河 (Night Tour)    乘坐懷舊式的駁船遊覽新加坡河，沿途飽覽新加坡兩岸新舊交替的美麗建築，遊畢後前往有美食大排檔之稱的老巴剎或紐頓晚膳。 2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30 $1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河川生態園 (River Safari)    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育集團旗下的最新景點。坐落於屢獲殊榮的新加坡動物園以及夜間野生動物園之間，園區內的八大河川展區爲遊客提供令人難忘的探險之旅。這座耗資 1.6 億新元建造的嶄新景點，包含了先進的展區設計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族箱。園區內還建設了世界上最長的人造船遊，讓您一面享受遊船體驗，一面欣賞動物於您眼見活動的景象。河川生態園內擁有超過 5000 隻，來自超過 300 種類的動物，堪稱是世界上擁有最多淡水動物群的動物園。 2.5 小時 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 45 分鐘 10 人或以上 $50 $35 於酒店內 自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