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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23/10/2019                                                        PDT-I-OPT-SMT-ISI-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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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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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