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GXb]d: kmkl lllk
pqornx{vw}vywx} -*/t/t.,/t~|w00-ux

jzIXcDnD_Sx
vnC_EnO7]iwsvxKOs{rxs{r Pewx5H@S,

Revhirw f| xli Me|L,ztc,eoO.,mF,

x28E^ls{,Senm WerilFfXN4,

n5l,2n7ZyR08jzI+e-B,v[oD,

amph amph aixlJkc

,/1.-*+0

jzI

GEEnO7]iwsvxKOs{rxs{r Pewx5H@S

5@^__5@S+M}g~6

6 @SaB@AEZXl+?@Yw@@{o}f@S+@SWo{~tMh

AoM}?CrIrb+@So.HNXO=2Yc8[ewmv ]mw [evo9o

_A9p+Y^11o-l+f,Vamph amph aixlJkc,ZHiA@

Zk0kyY-

amph amph aixlJkc8|zj98{{{>{mph{mph{ix>gsq9

. aB@AGZCiV6|\+qiktVoM@d+cK_iAf+7j_BU

]1nr>-*ID|>o?t9EafJPNJ^NIokQetoo

a7]s|ep Qpywl8t^:SDajEo7sr87tyw~31NyG@Y6

ow5NI9`o7_svtihs8oa-cWAr_>GllJ_P^6No

j~b+t|KA8wYGnI:xGk{oH8-

eoO.,mF>55=pK6rK

. ?jzIk@toeoO.,mF+6?o>o?~`z5eo,O.,

rX,3v,6<QO,+CT6C@pof;^+yF-Y]1pFW

pSAE@@2gdo55=pK6rK+u5.fgS=82MhA,1

],Yc^XP+PHAF]8JqxyoTJvu+wL{srXLVB

6o[7Sx-

2n7ZyR08jzI+e-B

. -BG|?=hjzIkXscmt ci{ Nlsrk8cN9oeI+~`z5-B}

2nQEw11CrfHH*xoB\^.=MnR0-cN:B@AEZXL

TQDSSB-B+DD?ZYP|\bU4+r/6uGjzI-*w

cN/TjzINnToFP?r/rp+T-Bt\JB+w/UD~t

\iCuor/-
2n7ZyR08jzI+e-B

eoO.,mF

amph amph aixlJkc

Gj

kE



CGXb]d: kmkl lllk
pqornx{vw}vywx} -*/t/t.,/t~|w00-uy

,/1.-*+0

jzI
b<3jzI?r1J;7rD}};88SG9?E}Sh7L,eoRdPwtperehi8
8Yi\q9?Revhirw f| xli Me|L,ztc83D~hkQj,VQps{iv Osqi 6 Npsyh
QsviwxYZNMN ^o|{e|98SF9?x2Qmb083D~h:,Vy098SE9?eoO.,mF
35=pK4?x28E^ls{3aV8|4:
>7x28E^ls{80tFW6E,^CG-qr~oDrI+AP*1o@qAk+UL{h:@@CooEclRmk-
:W4xE8E^ls{3aV8|4QDohQQr_c+akETkE*+4<AQkY]AukE7v+iu2e-

9:;5

jzI?3Senm Weri;0D3{lFfXN4<4?9[tQ?NDPRS>n5l
8iDQ9?2n7ZyR08jzI+e-B?=2-MSQ?.v,0Xepp TZY
Zvglevh?J10D+U7v[oD8
>7Senm Weri80h4?@bQQ@O+p@f13J4f5oN4-qAOM[Mgm@yQ/joNSW,+MS/LdI

S/MdJjVTxoaj++\7^xviix Lvx8^{+wt?CoN4XtWxGJFGfXojzIlFjmU-

9:;6

jzI?Ghh:HJyY8[4Y]|amph amph aix@hlJkczj:8SD99
:3DX@S0kSA@Zk+x~C3lJkc
Kuh~=h9/
4?hQr@uY]

9:;7

jzI?^Jh:HJYh::9@Sr>?503b<9:;8

S0
A> xk<dITm6jXz-
B> xk<dITP|<0[Z,sS/1,x15*5^xkqLgDj+a|<yfwN<]]

E+1mGEPH8<B905D@@-
C> W<ZDfIA@DYtI+<ZYQr[Z+qUrsS/1\7+xk<dITP|<0sS/

1,x15*5^xkqLgDj+a|<,fwN<]]E-1mGEPH8<B905B@@/W<
ZUrb<A<[Z+xk<dITP|<0[Z,sS/1,x15*5^xkqLgDj+a
|<,fwN<]]E-1mGEPH<B05D@@-W<ZQr[ZA<yC+4Y*TayC,
H_N3DCy\P+wD<+iu2e-

D> amph amph aixlJkcWSr>^1k6U+TkO8ry<kKAYQ,ov3hQfQrA/
X_+iu2e-

E> WE,Vmk00^Py>8Q~P0J>^^PO_[_=:9^3^ZGBAnGU~x1fC-
F> Qps{iv Osqi 6 Npsyh QsviwxE0TSI@BC@V+ZNMN ^o|{e|E0TSI@BEV+*mSzj

]T+tsSYuIp-
G> W4}}rYcWkOgT.I,Vxd2}}rL{-
H> @Szr_amjm@rJNdI+[Sq/t@SYuIp-
I> W4/4jZ,veH8HhQ+58,V;OEy:9=`+TkY]woMyEy:9LhP

[-/aup+iu2e-
A@>@SM]mkr>X_Qy^fw]T+ZRsM@SfO+]Tt@SIp+uN@SYjYs

S/1A*-
AA>7b<x1ljk88_TN96jx3yC,QUx1MP*B-
AB>3DKLza<3^a1OLyQUY@~MPx1*B-
AC>kEuZI.o90+w,@u,kE,@SnR^=`HY]+T~8QHQLyCh8f_Z

tJ+~ZuL~]2~S+uQ+kup-WaHtJa1O8C8+-4Y*krfwup-
AD>kE,=`^nRoF8`*+tsS\7Y]Ip+W_vJ+uQ+kup-
AE>tJkE\{^ALgT98<W9k|zT,enT^F]H9~T7Yx1N6AMYNZkY

jA*-
AF>n@<Tzt1<syIp+bMz4+kup-
AG>3D~a7YN6A~Ya1OyNZk7E7x3^p8+t~ayC,rV}sp~-
AH>In**Tss3+u~~7xk<1O^sDl-8< 3D~NZkYj7EYL~]2Y1O

uU]+7~a7Yx1N68{{{>{mrksrxvezip>gsq9I.*jl4-
AI>z2b<x1ljkga9kjQZQWPg:fE*xk<:okCcCGHy;c+xkqW

Q9ZQWPg::E*xk<+ng<j?;y~t]E?jT+t^4Y*YI]EStIe
nT<B5AE@/_g?jT+@udI;HMYkQHfwyCh8S90,z05Y|5fd]
-ES?jTJYQr?j+n@x`t@udI;HMS*mR[Ip/~ZuWpb<x1l
jkN68{{{>xmglo>svk9-

B@>tJ=ma;Le+@[t@mIp-

90+w0

c{jzI8^\9?N}8Nb99rY*35Vv

}E0SI\ACJC@,=_ RE0S_JAHJE@8]<

.90yYW_/.+-t9rY*Ip-

.U8G2|zT5AB@@+5j_v8IADh8N}9r9YAGh

8jzI9r9+tyCh=XK-

.U8G2|zTkRs9rY*-Jfv3+_gT9^}<

uSnVQy+*mt9rY*+wIp-

\x v| [| U[O \| |WR1

i g kjoc6e~ rmI:*i
T|sa+6B?ACps?F>C?F> t2BC<TR1 bdoc

j R1Y J{El| g opySO
FFFf5A6B?ACf4?=fB8

k R1Y g g g

l R1Y g t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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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