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自由行 Singapore

動靜皆宜‧新加坡3天

經濟客位來回香港至新加坡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ticket between HKG & SIN

銷售期 Sales Period: 06Jul – 31Dec18
出發期 Departure Date : 06Jul18 – 31Mar19

酒店
Hotel(s)

早餐
B’fast

房間類別
Room Type

x

Hotel Boss
(鄰近MRT: Lavender站 )
http://www.hotelboss.sg/

Park Hotel Farrer Park
(鄰近MRT: Farrer Park站 )
www.parkhotelgroup.com/en/farrerpark

YOTEL Singapore
(鄰近MRT: Orchard站 )
www.yotel.com/en/hotels/yotel-singapore

Carlton Hotel Singapore
(鄰近MRT: Bras Bassah/ City Hall站)
www.carltonhotel.sg/

Hotel Jen Orchardgateway
(鄰近MRT: Somerset站)
https://www.hoteljen.com/singapore/orchardgateway/about/

Mandarin Orchard
(鄰近MRT: Somerset站)

2 晚酒店住宿(佔半房)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Share Twin)

2晚(佔半房) - 出發日期
2Nights(Share Twin) - Departure Date
06Jul-19Aug18

20Aug18-31Mar19

Superior

$2290 up

$1990 up



Superior

$2690 up

$2390 up

x

Premium Queen

$2890 up

$2590 up



Deluxe

$2990 up

$2690 up

x

Superior

$2990 up

$2690 up

x

Deluxe

$3190 up

$2990 up

https://www.meritushotels.com/mandarin-orchard-singapore/index.html

9月30日或之前入住即享免費早餐 (每房兩位)

Andaz Singapore
(鄰近MRT: Bugis站)
singapore.andaz.hyatt.com/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鄰近MRT: Orchard站)
www.shangri-la.com/singapore



Standard

x

Tower Wing Deluxe

$3590 up

$3290 up

$3290 up

$3490 up

9月30日或之前入住即享免費早餐 (每房兩位)

機票提升附加費表 Ticket upgrade surcharge

機票提升附加費表 Ticket upgrade surcharge

航空公司

客艙類型

每位成人

訂位編號

備註

航空公司

客艙類型

每位成人

訂位編號

備註

SQ

特選經濟客位
Premium
Economy

+$2200起

P

提升至 35kg 寄艙行李

SQ

商務客艙
Business Class

+$13200起

U

提升至 40kg 寄艙行李

-

Ticket and hotel surcharge might apply subject to seasonality and availability;
訂位編號Booking Class: K Class，旺季為30Sep-03Oct18,21Dec-30Dec18,01Feb-10Feb19
設旺季附加費+HK$1000up/位;

-

價錢以更新單張當日最低價格之機票、酒店及附加費計算，確實之費用或會因貨幣匯率及供應情況而有所變動，
如費用因以上理由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旅遊顧問查詢。

後頁續有更多精彩自選遊!

Valid until: 31Dec18

AD code: SS180702
Issued on: 06Jul18

新加坡 自由行 Singapore
精彩自選遊，適合動靜佳宜的您:

(註) 以下自選遊價格只適用於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發

門票

每位價格

Giant Swing 巨型鞦韆 + Vertical Skywalk 高空垂降 (各一次)

SGD 108

Bungy Jump高空彈跳 + Vertical Skywalk 高空垂降 (各一次)

SGD 207

Bungy Jump高空彈跳 + Giant Swing 巨型鞦韆 (各一次)

SGD 225

約50米高的Bungy Tower，提供多種刺激的體驗。愛體驗刺激體驗的旅客，可在這活動中挑戰
自己之餘，更可享受高空視覺盛宴。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四 11am-7pm / 星期五及公眾假期前 11am-10pm /
星期六 10am-10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10am-7pm
*活動參與規限，詳情請向旅遊顧問查詢。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ajhackett.com/sentosa/

門票

每位價格

Similar Master 烹飪課程

SGD 118

CulinaryOn烹飪中心會不同時間，推出不同國家菜式的烹飪課程。對於喜愛品味佳餚的您，就適合不過，
一邊學，一邊品嚐自制的佳餚。更可於這寬敞又舒適的廚房內，結交新朋友及跟廚師分享一下心得。
烹飪中心營業時間：每日8am-11pm
課程時間及價格以官方網站公佈為準。
詳情請參閱： https://culinaryon.sg/

門票

每位價格

黑暗中的盛宴 Prix Fixe Dinner

SGD 88*

以最獨特的用餐體驗，讓賓客嘗試一下從未體驗過的神秘感和感受力的新世界，通過味覺，嗅覺，觸覺
和聲音，在完全黑暗中加入美食之旅。
營業時間：每日6pm開始營業
價格以官方網站公佈為準。
*以上價格未包括7%商品及服務稅，及10%服務費。
詳情請參閱： https://www.noxdineinthedark.com

另享特惠價加購以下自選項目低至$180/位

詳情請向旅遊顧問查詢

親子
優惠

新加坡 趣志尼亞 Kidzania

馬來西亞LEGOLAND

讓小朋友們透過不同的角色扮演活動中學習、
工作和玩樂，鼓勵他們活出自己的夢想 詳情

全亞洲首座樂高樂園，7個主題園區提供超
過70種機動遊戲! 詳情

- Ticket and hotel surcharge might apply subject to seasonality and availability
- 價錢以更新單張當日最低價格之機票、酒店及附加費計算，確實之費用或會因貨幣匯率及供應情況而有所變動，
如費用因以上理由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旅遊顧問查詢

尚有其他景點/樂園門票 詳情

Valid until: 31Dec18

AD code: SS180702
Issued on: 06Jul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