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回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  

 ２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房間Wi-Fi免費)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Free Wi-Fi in-room) 

 來回機場專車接送 (於2300-0700時分使用服務，需另付附加費HK$170/程/車) 

 Airport transfers by private car (Midnight surcharge between 2300-0700 : HK$170/way/car) 

 新加坡環球影城™ 一日樂園門票 
 One day admission pass of Universal Studios Singapore® 

 水上探險樂園™ 或 S.E.A.海洋館™ 一日樂園門票 
 One day admission pass of Adventure Cove Waterpark™ or S.E.A Aquarium ™ 

節慶酒店TM Festive HotelTM 

[名勝世界區]  
HKD平均每位 

豪華家庭房 Deluxe Family Room 

377-398 平方尺 |  

1 大床 + 1 閣床 + 1 梳化床* (可伸展成1雙人床) 

*梳化床須視乎酒店房供應情況為準 

2成人+1小童 $3510+ 

2成人+2小童 $3320+ 

3成人 $3620+ 

3成人+1小童 $3400+ 

每房最多 

2位成人 + 2 位小童 

或 

3位成人 + 1 位小童 

附加費 :  
   於週五/六, 11-19/8, 1-2/10, 17-21 & 25-28/12/2017 及 19-22/2/2018入住 
   (套票)每位HK$980; (續住)每房每晚$400 

     不適用於 23-24 & 29-31/12/2017, 17-18/2/2018 

※ 雲頂裕廊酒店不需另付附加費及沒有不適用日期 

其他門票代購服務 

HK$139+ (詳情請參閱第三頁) 

小童4-12歲不佔床 每位HK$2010 
(包早餐，機場接送及指定門票) 

2成人 $3500+ 

1成人 $5330+ 

雲頂裕廊酒店 Getning Hotel Jurong TM 

標準房 Superior Room 

194 平方尺 | 1 特大床 / 1 大床 / 2 單人床 

[裕廊湖畔區首家酒店]  
HKD平均每位 

酒店提供免費穿梭巴士來往名勝世界 

2位成人 + 1位小童(不佔床) 

2位成人 

或 

每房最多 

www.rwsentosa.com/language/en-US/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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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費 : 於週五/六, 11-19/8, 1-2/10, 17-21 & 25-28/12/2017 及 19-22/2/2018入住 
 (套票) 每位HK$980; (續住) 每房每晚$400 

豪華客房 Deluxe Room 

398平方尺 | 1特大床 + 1伸縮床 / 2單人床 + 1伸縮床 

邁克爾酒店™ Hotel Michael™ 

每房最多 

2位成人 + 2 位小童 

或 

3位成人 

[名勝世界區]  
HKD平均每位 

2成人 $4080+ 

2成人+1小童 $3640+ 

3成人 $3830+ 

豪華客房 Deluxe Room 

新加坡Hard Rock®酒店  
Hard Rock® Hotel Singapore 

430平方尺 | 1特大床 + 1伸縮床 / 2單人床 + 1伸縮床 

每房最多 

2位成人 + 2 位小童 

或 

3位成人 

[名勝世界區]  
HKD平均每位 

2成人 $4080+ 

2成人+1小童 $3640+ 

3成人 $3830+ 

豪華客房 Deluxe Room 

房間有陽臺，景觀面向森林 / 海景 

549平方尺 | 1特大床 + 1折叠床 / 2單人床 + 1折叠床  

逸濠酒店™ Equarius Hotel™ 

每房最多 

2位成人 + 2 位小童 

或 

3位成人 

[名勝世界區]  
HKD平均每位 

2成人 $4260+ 

2成人+1小童 $3760+ 

3成人 $3950+ 

    不適用於 23-24 & 29-31/12/2017, 17-18/2/2018 

※ 雲頂裕廊酒店不需另付附加費及沒有不適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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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之旅 VIP Tour | 獨特視角。更多體驗 

來到S.E.A.海洋館，由導遊全程帶領您，去領略海洋世界的壯觀之美，深度 
發掘生態區鮮為人知的奧秘。身為海洋館的貴賓，您不僅能優先於公眾 
提前入場，還有機會獨家參觀海洋館幕後區域。 
(貴賓禮遇：優先進入S.E.A.海洋館、S.E.A. 海洋館一日票、 
一條貴賓證件吊帶、一張免費團體照、獨家海豚園幕後區域、 
獨家S.E.A海洋館幕後區域) 
※獨家遊覽體驗約3小時。 
※因入場人數最少2人及最多10人，故海洋館要求客人於報名時，必須選擇早上９點、 
 11點、下午1點、3點其中一個時段，時段確認後，不可更改。 
※海洋館提供英語導覽，如想預訂其他語言導覽，請在預約時查詢詳情。 

 門 票 代 購 服 務  

S.E.A.海洋館™ S.E.A Aquarium ™ 

一日樂園門票 One day admission pass : $145(成人Adult); $95(小童Child) 

(HK$每位) 

一日貴賓之旅樂園門票 One day VIP Tour admission pass : $465(成人Adult);  
 $340(小童Child) 

海豚園™ Dolphin Island™ 
        *以下三種門票價已包含水上深險樂園TM一日門票 

(HK$每位) 

海豚望角門票 One ticket of Dolphin Observer : $295(成人Adult); $250(小童Child) 

為『海豚探索』及『海豚伴遊』參與者的親朋好友特設的專屬專案，海豚望角讓您無需入水也
能見證這奇妙的海洋奇遇。您只需悠哉閑哉地坐在陰涼的瞭望台，就能輕鬆欣賞瀉湖的碧波美
景，同時分享親友與海豚接觸的欣悅。  
※必須其中一位同行同伴為『海豚探索』或『海豚伴遊』的參加者 

海豚探索門票 One ticket of Dolphin Discovery : $490(成人Adult); $410(小童Child) 

於項目中，您將與海豚互動交流，近距離感受及認識彼此。友善的海豚在您身邊自在游動嬉戲，熱
情程度絕對令您受寵若驚！在海洋哺乳動物培訓員的帶領下，您還將跟著海豚探索專案去發掘許多
與海豚有 關的奇 趣資訊 。集 趣味、體 驗與知 識於一 體 ， 這絕對是 最引人入 勝的海 洋 教室 。  
※參加者必需懂得游泳。 
※小童必須4歲或以上才可參加。身高110公分以下須與一名付費及年滿21歲以上成人陪同下水 (最多1位成人帶同1位小童) 
※參加者21歲或以下，必須獲得一位同行21歲或以上的成人許可。 
※如參加人數過多，海豚園會安排活動以小組進步。  

海豚伴遊門票 One ticket of Dolphin Adventure : $585(成人Adult); $510(小童Child) 

為動作派的冒險愛好者而設，海豚伴遊讓您與海豚一起到深水瀉湖一遊。俏皮的海豚還將在水
中”推波助瀾”，帶著您享受難得的刺激體驗。 
※參加者必需懂得游泳。 
※小童必須4歲或以上及身高至少115公分才可參加。 
※如參加人數過多，海豚園會安排活動以小組進步。 

參加海豚園活動者注意事項： 
※訂購時請提供入場日期。門票發出後，不能取消及更改日期。 
※賓客須身穿合適的泳衣並提前15分鐘抵達海豚園。 
※所有項目視天氣因素而定，可能有所更改。 
※12歲以下的小童須由1位成人監督陪伴 (最多1位成人帶同3位小童) 
※參加者不得自行攝影或錄影。海豚園將有專門攝影師為參加者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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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成行 GV2 (min. 2 adults) 
Departure Adult  Child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Economy Class 

--- --- Q 2-7 Days 
11-23Aug 

HKG-SIN NOT valid for traveling on THU/FRI/SAT AND NOT valid on CX691/759/739 

24Aug-28Sep, 09Oct-21Dec, 27-31Dec $140 $110 N 2-7 Days 

11-23Aug, 29Sep-08Oct 1270 960 

24Aug-28Sep, 09Oct-21Dec, 
27Dec-13Feb, 19Feb-27Mar 

610 460 
S 

22-26Dec, 14-18Feb, 28-31Mar 1850 1390 V 

2-7 Days 

Premier Economy Class 

1200 900 E 2-7 Days 
11-23Aug 

HKG-SIN NOT valid for traveling on THU/FRI/SAT AND NOT valid on CX691/759/739 

11-23Aug, 29Sep-08Oct 2470 1860 

24Aug-28Sep, 09Oct-21Dec, 27-31Dec 1340 1010 

22-26Dec, 14-18Feb, 28-31Mar 3050 2290 

01Jan-13Feb, 19Feb-27Mar 1810 1360 

E 2-7 Days 

 

國泰 新加坡機票附加費表 
CX Singapore Airfare Surcharge 

出發日期：2017年8月11日 – 2018年3月31日 
Travel Period : 11Aug2017 – 31Mar2018 

Price Includes :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 
•  2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  Airport transfers by private car 
•  One day admission pass of Universal Studios Singapore®  
•  One day admission pass of Adventure Cove Waterpark™ or S.E.A Aquarium ™ 
•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 0.15% TIC Levy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 +852-2886-3977] 
 
Terms & Conditions :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11Aug17-31Mar18;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1Mar18 
• Booking class : Q (except specified periods)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 Minimum 2 adults travel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and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OSI : 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must be input in 
OSI field of PNR 

•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 All the above benefits are only applicable for maximum 2 persons per room per stay 
•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company’s discretion 
•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費用包括：  
•  來回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兩晚酒店住宿連早餐  
•  來回機場專車接送 
•  新加坡環球影城™ 一日樂園門票 
•  水上探險樂園™ 或 S.E.A.海洋館™ 一日樂園門票 
•  HK$100,000 旅遊保險及0.15% 旅遊業賠償 
  [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條款及細則： 
•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17年8月11日至2018年3月31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2018年3月31日或之前完成 
• 訂位代號：Q (指定日子除外)                    機票有效期 : 2-7日 
• 來回程均要最少兩位成人同行，訂位時亦必須最少兩位客人在同一個PNR內 
• PNR必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及日期如下： 
 “OSI : 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 雙人房之房種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 以上優惠每次每房最多適用於兩位客人 
•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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