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Days 3 Nights Tour Package
Travel Period: Dec 2020-28 Feb 2021

2人成行

License no.: 350232

Price Per Person 每位收費

Hotel
酒店

Room Type
房間類別

2-3位

4-5位

單人房附加費

Ramada Singapore at Zhong
Shan Park (4*)

R.O.H

$6,680

$5,780

$1,300

$7,480

$6,580

$2,150

Closed out dates: 30Dec 2020-01Jan 2021
Mandarin Orchard (4.5*)

R.O.H

Hotel surcharge:
[23-29Dec 2020] $650 per room per night ; [30Dec, 31Dec 2020] $1,300 per room per night
Day
天數

Itinerary
行程

B'fast
早餐

Lunch
午餐

Dinner
晚餐

第1天

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 專車接送往酒店入住







第2天

峇峇娘惹文化探索: 市內漫步欣賞娘惹建築 – 牛車水 – 新加坡植物園 – 著名
True Blue 餐廳午餐 – 參觀娘惹文化館
下午自由活動







第3天

上午自由活動
下午前往著名新瑞記跟廚師炮制海南雞飯 – Marina Bay Sands LAVO 空中酒
吧享用雞尾酒 – Gardens by the Bay 晚間入埸門票







第4天

上午自由活動
於指定時間由專車接送往機場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
•3 nights Singapore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daily breakfast .
•Round trip private airport transfer .
•Private sightseeing tour conducted by English speaking guide
•0.15% TIC Levy
Terms & Conditions :
•Booking class : S (except specified periods)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Minimum 2 adults trav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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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5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費用包括：
•國泰航空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3晚新加坡酒店住宿連早餐
•來回新加坡機場-酒店專車接送
•私人導賞行程 (英語導遊陪同)
•0.15%旅遊業賠償基金
條款及細則：
•訂位代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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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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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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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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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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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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ys 3 Nights Tour Package
Travel Period: 24 Nov 2020-28 Feb 2021

2人成行

License no.: 350232

CX Singapore flight schedule
國泰航空 新加坡 航班時間表
航班資料

航班編號

出發日期

航班時間

適用日期

HKG/SIN

CX759

24/26/28/29NOV
1/3/5DEC & 6DEC onwards

0910/1300

Mon, Tue, Wed,
Sat, Sun

SIN/HKG

CX734

24/26/28/29NOV
1/3/5DEC & 6DEC onwards

1500/1900

Tue, Wed, Thu,
Fri, Sat

*Flight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CX Singapore airfare surcharge
國泰航空 新加坡機票附加費
Period of Travel
日期

Per Person
每位

Booking class
訂座艙位

Economy class
天天出發
(21-26Dec’20, 10-14Feb’21除外)

$350

S class / 2-1M

Year Round

$1,900

L class / 0-3M

另備香港及新加坡檢測資料及價錢, 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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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成行
香港率先與與新加坡建立「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 並會於11 月 22 日起正式實行，兩地
旅客符合指定條件及乘坐專屬航班往來香港及新加坡，入境新加坡及返港入境後便無須強制
隔離。

旅遊氣泡出遊旅客須符合條件及資格
•
•
•
•

目前身處香港及新加坡的人士，不論國籍。
出發前的 14 天沒有去過香港或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或地區。
出發前 72 小時內接受冠狀病毒檢測，並呈陰性結果。
乘搭專屬航班 (國泰航空、新加坡航空營運)，不接受轉機旅客。

旅遊氣泡檢測次數
第1 次: 出發前往新加坡前 72 小時內 (政府社區檢測中心港幣240元或私人檢測約港幣900元起）
第2 次: 到達新加坡 72 小時後，於當地進行檢測，價格大約新加坡元 200 至 300 元，於新加坡停留少於 72
小時則無需做是次檢測
第3 次: 回港後，從新加坡到埗，在機場進行PCR核酸檢測 (收費為港幣499元），預計測試結果能在約4小時
取得 。

旅遊氣泡香港飛新加坡流程
香港出發前:
1.
2.
3.
4.
5.

香港旅客購買專屬航班的機票
出發前 7 至 30 日申請 Air Travel Pass 航空通行證
出發當日或之前的 14 天內沒有到過香港或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或地區
出發前出示冠狀病毒檢測陰性結果，樣本必須在專屬航班預定起飛時間前 72 小時內採集
下載並登記使用新加坡推出的 Trace Together 合力追蹤 手機應用程式，在新加坡旅遊期間，須維持應用
程式開啟
6. 抵達新加坡前的 3 天內，填寫及遞交新加坡的 SG Arrival Card 電子入境卡
7. *只適用於非新加坡公民、非新加坡永久居民或非新加坡長期准證持有者

新加坡飛回香港前流程:
1. 出發前於新加坡指定的診所或檢測中心接受冠狀病毒病檢測，樣本必須在專屬航班的預定起飛時間前72小
時內採集。但回程返港航班預定起飛時間，距離在香港首次提供冠狀病毒檢測陰性結果為72小時內，便無
須在新加坡再接受檢測。
2. 返港前，在新加坡離境航班起飛時間 48 小時內填好的香港政府的 Health & Quarantine Information
Declaration 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 ，並抵港後展示遞交健康申報後取得的 QR 碼。
3. 必須在離開新加坡之前預約及支付抵港後的冠狀病毒檢測費用，抵港後出示已預約好接受的冠狀病毒病檢
測 QR 碼.
4. 在香港機場接受抵港後的冠狀病毒病檢測
5. 辦理入境手續後，在認領行李大堂的指定區域等候檢測結果，最少約四個小時
6. 獲得手機短訊或電郵通知檢測結果為陰性後，便可以領取行李並離開機場
詳情請參閱: 「航空旅遊氣泡」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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