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14* 7978 8887
<=;>:EIBCGBECDJ OLQ@Q@PNQ@CHDRROAD

LUXXT8md5Pt,

2idfaf4[kaf4<@I|}v+3bG

{0<9;= *9;6/ |08=9<,GbicY}vGmnrTG

q,;/08< -B =30 l,B_mbA@

orsqrmntp

LUX

ALspIc_af4[+3bF0|t_5^vu>f0

+B3b~f4GZ9IZ9

> peK^@X`z. {.81-1.5

6R\pAN9^GBi98fnRkPge9BiFe_*,Fs7-4,3<

xGLUXbicY4af4<@I|H3b6Rai`0[lVRlFNy

9NmWS[lVTpRl6w3bDMq`9K/lH[l+9~=K

N^2{dF3b*Ra9W.VV<;lFU[MDSu-B,1~f

98fF_9Duu3bPG9EWwWH

q,;/08< -B =30 l,BCp69@0; n970 X m69>/ p9;0<=YWdEZ

I 9J_mbA@WdTA@G{A@4yA@iqA@HA@76aI|

:Az~A+Y6dFiRahW8fd79c1f<C+|<Hf<vPn

C/NOF>8=W:Re`Y8F<;szFh:C1sY6tH9W:

A@F\Z+A@SMOl4yp9o:F3FuadbCc\ccbE:C~7

9ypEL

LUXbicY}vYWw~dEZ

> 3gJK/?FWd2LZSX@;yYGI|>89,9wu<GI

|EJMX6uURUY*ee[oZYwK/9sm~flH0[tI

||9]fqt}vFh*=./hUGUYAt1DF>p\uH

af4u0 v0;4/4083b

LUXbicY}vYW2A.8RpZ

q,;/08< -B =30 l,BCp69@0; n970
X m69>/ p9;0<=YWdEZ



,.0214* 7978 8887
<=;>:EIBCGBECDJ OLQ@Q@PNQ@CHDRROAE

orsqrmntp

LUX

{K
a^ ea,y=}I^Fj|H
b^ ea,y=}wWdKZ2GYA5sGes<]>4ea<~;cQFt{,fJp;,3PRF3e

2i=3Y^4ZKWd``H
c^ E,2chwa`ckMjF,2kx~Z2Fi}~YA5sX_Fea,y=}wWdKYA5sGe

s<]>4ea<~;cQFt{,RJp;,3PRH3e2i=3Y^4ZKWb``JE,2}~F^R
,Z2Fea,y=}wWdKZ2GYA5sGes<]>4ea<~;cQFt{,RJp;,3P
RH3e2i=3^4KWd``HE,2x~Z2R,SfFl-]LtSfRi5;[cfS6=mch
.FKwtEH

d^ -dAQTmEK9-HLYx[-r>L49-uRZ}]bZ4j9M>baSVO=es8-H
e^ _mbA@+9p69@0; n970 X m69>/ p9;0<=Mx]U~T,aFEvNy_V,aFSH\M=y9t

Yxmlm |5B@,BZPTFKwtEH
f^ LUXbicY}vK/m@+{~f4s\SpFLM]UjSHa^nk?,zx9N?\xj3d/rH
g^ 6IcC1Dy3iUi,aH
h^ Ev:|W-@-aJLL/wRfaf4:|W@cH
i^ Evq:LMG]f;UlN?Fm}Rfc]UaDuIDFLMH\p9AeUaDu8=wNHq

U.;FKwtEH
a`^ 3b:8Tm~f/rKs4JpP}FXzL:3b\]FP}M3bwUFw;3bxQkYA5s

nlH
aa^TF^esOFMUY}smZ^Fe[SfRh*esG=PSH
ab^ [cm@UU,j9tF<8fh*kM=G=esPSH
ac^ aiCm5p9~rmcG~.GaiG3bfJ4IDlH\FL[}?[x8SfAU\RmY>F

iVw@/P7={F`x^a.;HEUlY>tF<`ftFSl-]MjJp.;H
ad^ aiGID4fJ91`T}FMYAX_H\wUFERx>F`x^a.;H
ae^ q2,}xMF,YfwUFu\UJ^a.;H
af^ [c[tqHIxn/ktF<f;.a{RTe[9;UFMNtSfRjD+YU=H
ag^ qPl}>UuFwi/Tea,F<4,.uSUF[c[;.axQ{Rk@/P7kF<C2AF

@[tqHesIxY@@@^@48298=;,?06^.97Zjp>L5lH
ah^ h7F^esOFM;tVMQ?;xRwjv\Rlea,W9rbXbgiec;Fea<E?V;x

RwjvWRlea,Fyj,Q2[f[MPR2p}FM4l-]75PR{Mj>K}^4Wae`JR
;2p}F~.y=G[AkM?[JpSfAU{~rGUr>kW>\ePo8{2p}{kx~2
pFq2G.M~.y=G[A{>w@{wUJiVwvMF^esOFMIxY@@@^=4.35^9;2ZH

ai^Mk-E>G@[F_/M26wUH

LUX^WY6-T:|WT~UY{hZ^G<CYOcyZ^gFI^S\fKIb^

cjopTp]nU^vh6YYy_r4=>RhT9fXv,66Tsxw x;.3,;/UlZvF^
]Tsxwh6y<UKetp]nAOxok@FhF^LoG6,=m9EW|nsh6AjFfid~Hf_UTFcce0{

DAbv;EW|u<Uc-0/~8Bb4RhbFWdk;7,84\ l>;-0;;B\ m,7:0;\ n49;\ nXq\ v4> v4>FNyIod9L

a8u~8Bb0h`pmBH

-./,

2A^vu>F[c[^aRfaf4[+:qSpFEmAA6VF|^o^k^mqVkC

kWSm@k/?08=>;0 m9?0 *,=0; y,;5F*[^aRfg+oIesSpk:qh6AE

BVh6H

-./+

af4[^T2A98UPLUXaf4<@I|}vY{0<9;=< *9;6/ |08=9<,ZGLUX

bicY}vYWw~dE/.8RpZY{fZG]fqt}vGaf4TmE}vY{dZQ^

6IcC1DyY[^aUY6I1DZY{gZ
[ tkbS_m>dS4>f`SkMkH>[2@IpXNHE[crbbicY}vdEF[2@,]dEIpHMkR;2[mc

xM.azcmcjUFKwtEHY[cF<fXS|8-j8xF`xXStYA2[Z

-./*

F^vLUX^T_mbG4v,;48, l,B |,8/<UY{dZ^q,;/08< -B =30 l,B_mb

A@Cp69@0; n970 X m69>/ p9;0<=YWdEZY{eZ^mnrT^Ync,1opZ+zL`

S`^af4[

-./~

~rmc

IGyLUXY|zZ_EkYm+Z~=-][>fE

EZiK0j1abjc`R/C

E@iK0_kahje``p^

Z~rf0ER0/FSM~=-]wU

ZeU:tJU}Wab``>pRbUYLUX~=ag5Z

YEk~=ad5ZFMSfYA/6EH

ZeU:tJU}MzL~=-]n>\x9FR;}u

4hxw{qOKsF>wM~=-]mcwUH

5h QU 1U j1, _U fJ3b

T11pK TeDU RP8dfS

a Tf`MZFe jD:c af4[|i|u0 v0;4/408_

CYU CpUBbU TwNir]7,U |08=9<, k7,;, |,8.=>,;B {0<9;=_

b 3b+ _ _ _ |914=06 |482,:9;0 |08=9<, {0<9;= X |:,_

c 3b+ _ _ _ af4<@I|}v3bp0<=4?0_v4.3,06_r,;/ {9.5 r9=06

d 3b+ irmT-: ~>k H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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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