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公司 飛行時間 起訖城市 航班號碼 

暫定去程 中華航空  0835-1315 台北/新加坡(TPE-SIN) CI-753 

暫定回程 中華航空  1415-1900 新加坡/台北(SIN-TPE) CI-754 

 

 
 

第 1 天 

5/3 
台北 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盃長青田徑錦標賽 15:00集合報到】 

食 早： X 午：機上精美餐點 晚：選手之夜大會安排(不含餐)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2 天 

5/4 
【新加坡亞洲盃長青田徑錦標賽 8:30】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精緻餐盒(SGD10) 晚：新加坡風味餐(SGD15)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3 天 

5/5 
【新加坡亞洲盃長青田徑錦標賽 9:00】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精緻餐盒(SGD10) 晚：新加坡風味餐(SGD15)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4 天 

5/6 
【新加坡亞洲盃長青田徑錦標賽 9:00】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精緻餐盒(SGD10) 晚：新加坡風味餐(SGD15)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5 天 

5/7 
【新加坡亞洲盃長青田徑錦標賽 9:00】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精緻餐盒(SGD10) 晚：新加坡風味餐(SGD15)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6 天 

5/8 
【新加坡亞洲盃長青田徑錦標賽 9:00】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精緻餐盒(SGD10) 晚：選手之夜大會安排(不含餐)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7 天 

5/9 

【飯店出發】【新加坡市區觀光(牛車水+佛牙寺&烏節路&土產店&

濱海藝術中心&克拉碼頭~水上計程車)】【晚餐時間集合用餐】 

食 早：飯店內用 午：新加坡風味餐(SGD10) 晚：新加坡風味餐(SGD15) 

宿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第 8 天 

5/10 
新加坡 台北 

 

食 早：飯店內用 午：機上精美餐點 晚：xxx 

宿 溫暖的家 

★★★為了確保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

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而團體旅遊為維護旅客行程權益，故需團去團回，不可延回或脫隊，延回或脫隊視同商務

客人，按脫隊規定辦理，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Victoria Hotel] 
現代化的 Victoria Hotel 酒店位於新加坡中心地帶的維多利亞街，距離武吉士地鐵站(Bugis)和政府大廈地鐵站(City 

Hall)均有 5 分鐘步行路程。酒店提供 24 小時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和一間咖啡廳。Victoria Hotel 酒店被咖啡廳和餐廳

所環繞，距離白沙浮（Bugis Village)、國家圖書館和萊佛士城(Raffles City)購物中心僅有短短的 5 分鐘步行路程。

樟宜機場距離酒店有 20 分鐘車程。 

[Hotel Chancellor@Orchard] 大富飯店 

大富飯店提供優質的住宿，位於新加坡的購物, 夜生活, 餐飲區，是商務和休閒的熱門之選。 距離市區繁華地段僅

有 0.1 km 的路程，這間 4 星級飯店的位置非常優越，方便外遊。 飯店位置優越讓遊人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

方便快捷。  

大富飯店提供優質貼心的服務和方便實用的設施，贏得了客人的普遍好評。 客人可享受飯店的一些服務：所有房型

皆附免費 WiFi, 24 小時保全, 每日客房清潔服務, 代客叫車服務, 便利商店。  



 

 

 

(新加坡)團體旅遊 報價表 

出發日期 2016/05/03-10 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人    數 46 人 航班時間 去程 CI-753 0835-1315 

回程 CI-754 1415-1900 

住    宿 
飯店-(七晚) 

hotelchancellor@orchard 或 victoria hotel 或鄰近 stadium 體育場的同級飯店 

團    費 
團費： 

50 位以上 34900NT/位(含稅險) 

現金優惠價：34500NT/位 

35 位以上 35900 NT/位(含稅險) 

現金優惠價：35500NT/位 

 單人補房差 14500/人 

(此費用含導遊領隊小費,機票,住宿及餐食,及兩位協會支援的副領隊) 

 

費用包含 機場稅、燃油稅、保險等雜支 

(保險內容：51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20 萬意外醫療+10 萬緊急急難救助) 

費用不含 個人花費、服務小費(ex 行李小費、按摩小費等等…) 

**另有提供一日遊行程參考,報價如附件** 

雙向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副理 周佩萱(IDA)  

      專員 柯怡婷(TINA)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54 號 5 樓 

電話:02-7729-0414 手機:0922-700-519 

電話:02-7729-0414 手機:0956-686-635 

一. 訂金為新台幣 6,000/人,請以匯款(請保留單據並署名聯絡方式及姓名以便對帳)或是

刷卡方式付訂 

二. 承辦單位:雙向國際綜合旅行社 TEL:02-7729-1357、FAX:7701-2500 

   業務部副理 周佩萱(IDA)  專線電話:02-7729-0414 手機:0922-700-519 

   業務部專員 柯怡婷(TINA) 專線電話:02-7729-0414 手機:0956-686-635 



 

 

 
 

 
 

方案一 

【飯店出發】【IMM OUTLET MALL～新達城財富之泉～魚尾獅公園～

濱海灣花園(超級樹)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LV旗艦店)～

夜間雷射燈光水舞秀】【晚餐時間集合用餐】 

【濱海灣花園】這個由國家公園局負責的項目已開始進，目的是把新加坡從“花園城市”打造成“花園裡的城

市”。最終建成的濱海灣花園（Gardens by the Bay）將於新加坡河的河口延展開來，由三座醒目的海濱花園

所組成，它們分別是濱海南花園（Bay South）、濱海東花園（Bay East）和濱海中花園（Bay Central）。規模

最大的濱海南花園將位於濱海灣金沙的旁邊，並以各種熱帶花卉和不同色彩的植物展現出精湛的熱帶園藝和園

林藝術。 

接著前往樟宜機場滿載而歸 

【濱海灣金莎娛樂城】於 2010 年 6 月 23 日全新完工的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由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新加坡

投資建造的世界頂尖奢華級的大型酒店！金沙將擁有最大的 LV 漂浮水晶宮殿旗艦店以及 320 間的頂級國際知

名品牌商店，購物商場遍佈 3 個層樓，60 家的美食餐廳、電影院、劇場等，金沙娛樂城有著特別的螺旋橋連結

著濱海灣及飯店，當華燈亮起漫步其間煞是浪漫。記得一定要前往活動廣場，您可看到令人驚嘆的城市天際景

觀，美不勝收。 

濱海灣金莎娛樂城(精品名店+螺旋橋+自費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門票自理)離地面有約 200 公尺，建在 55 層金沙頂樓，比艾菲爾鐵塔還長。 

☆雲端觀景：(門票自理)從空中花園的觀景台，可遙望新加坡市區及全球最高摩天輪的美景。 

☆購物天堂：擁有最大的 LV 漂浮水晶宮殿旗艦店，以及 320 間的頂級國際知名品牌商店。 

☆室內遊船：可搭乘媲美威尼斯貢多拉的舢舨遊船，暢遊在購物商場之中。(需額外付費) 

☆許願巨碗：原本是雨天承接雨水的裝置藝術，現在變成遊客投擲錢幣的許願地標。 

☆濱海外灘：濱海灣有新加坡外灘美稱，是新加坡夜間最美的地標。 

☆螺旋新橋：緊鄰金沙的 Helix 螺旋橋，是今年全球最新 12 名橋之ㄧ。 

註 1:戶外活動廣場，每日將有免費的夜晚雷射燈光水舞秀，約 10-15 分鐘，表演場次為 PM20:00、PM21:30，

遇周末將加演 PM23:00。  

註 2：如活動為自由參觀且在戶外舉行，如遇天候或其他因素未能觀賞，敬請見諒。 

食 早：飯店內用 午：新加坡風味餐(SGD:12) 晚：配合團體用餐 費用/備註 

**需 15 人以上報名方能成團**(含門票,車資) NTD:   2000    /人 

 

方案二 

【飯店出發】【異國風情小印度區～甘榜格南阿拉伯街(蘇丹回教堂

+時尚潮街哈芝巷)】【水上探險樂園™】【晚餐時間集合用餐】 

【小印度區】是以竹腳中心為中心沿著寶龍崗路向外發展而成，這裡的氛圍不同於其他區域，帶有濃濃的異國

風情，不僅路上的行人，兩旁色彩斑斕的建築，甚至空氣中所飄散的香料氣味，寶龍崗路可說是小印度區的精

華所在 沿途中可以看到許多的金飾店與香料店，可以感受出金飾與香料在印度人生活中所佔的地位，除此之



 

 

外寶龍崗路上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印度廟-維拉瑪卡里亞曼興都廟，是當地印度人的信仰中心，每每路過總是可

以看到絡繹不絕的信眾前往參拜，小印度在乾淨整潔比不上新加坡其他區，但當地的活力是其他區域所比不上

的有機會一定要去逛逛 

【甘榜格南】是源自於馬來語的 Kampong，這個字的中文意思是鄉村，因為在蘇丹皇宮未於此處興建的時

候 ，這個區域原是田野鄉村沿用至今，在甘榜格南除了蘇丹回教堂以外有著許多很有特色的街道，最適合買

送給親朋好友的紀念品，其中有一條長度不長卻充斥著穆斯林生活所需物商店的街，舉凡首飾、絲綢、織物、

沙龍、竹編家飾物…等你能想像的在這可以找到，那就是阿拉伯街(Arab St.)，這條街上的東西價位都不是很

高很適合當旅行的伴手禮，其中特別推薦絲巾、穆斯林用的朝拜墊，具有異國特色又很實用，距離阿拉伯街不

遠處有著一處氣味芬芳的街-巴格達街(Baghdad St.)，走近一看是一家賣阿拉伯香水的店家，阿拉伯香水其實

不太像香水比較像香油，比起在台灣用的香水來的持久許多，而且為了迎合大家的喜好，除了必備的基本香味

外，他們也有部分的香味是仿造大品牌 

【水上探險世界】充滿陽光與樂趣的水上探險樂園，能讓尋求刺激的男女老少開心度過一整天。水上探險樂園

擁有６個水上滑道與其他遊樂項目，以及不同的餐飲選擇，成為喜歡刺激和玩樂的人們在炎炎夏日的另一個戶

外新天地。在樂園裡，當訪客嘗試各種刺激的水上滑道如東南亞首個水上磁懸浮滑道時，必然心跳加速。訪客

還能與好友和愛人共同在衝浪灣戲水，或是仰臥在浮筏上，隨著探險河流欣賞沿途的 14 處迷人景觀如熱帶叢

林和躲藏著神秘又奇幻海洋物種的水岩洞。 作為東南亞唯一融入海洋生物元素的水上樂園，訪客能完全“浸

入”海洋生物的世界，例如在彩虹礁遊與數千計五彩繽紛的魚兒一起浮潛，讓你有個難忘的接觸體驗 

食 早：飯店內用 午：新加坡風味餐(SGD:12) 晚：配合團體用餐 費用/備註 

**需 15 人以上報名方能成團**(含門票,車資) NTD:   2500  /人 

 

方案三 

【飯店出發】一同前往 聖陶沙名勝世界～「新加坡~聖陶沙名

勝世界環球影城(最新開幕全世界首創變形金剛 3D對決主題館、鞋

貓劍客歷險記懸吊飛車、馬達加斯加、史瑞克遙遠王國、侏儸紀失

落的世界、水世界七大主題區)」 

【新加坡環球影城】設有七個主題區共 18 個全球首創的過山車和景點…歡迎投入銀幕光影之旅！耗資 44 億美

元發展興建的聖淘沙名勝世界即將於 2010 年首季開幕，堪稱全球投資額最高、設備最完善的家庭旅遊目的地。

聖淘沙名勝世界內最萬眾矚目的旅遊設施，首推新加坡環球影城，它設有 24 個過山車和景點，當中 18 項更是

特別為此主題樂園而設計，全球獨有，必定讓所有年齡的旅客感受刺激難忘的獨特體驗。著名怪物明星史力加

的遙遠王國城堡、由多個環球電影著名怪人領銜演出的現場搖滾秀，以及外表扮相維肖維妙的瑪麗蓮夢露和貝

蒂等。除了過山車和景點，新加坡環球影城內亦設有 30 家提供不同食品風味的餐廳及流動美食車，和 20 家精

品店及零售專櫃。「環球影城專注為新加坡環球影城設計的原創景點和遊樂設施，勢必讓第一次進入環球影城主

題公園的遊客，帶來刺激、難忘、前所未有的體驗。即使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環球影城迷，也一定會擁有這種畢

生難忘的回憶。」  

食 早：飯店內用 午：發放餐費 15SGD 晚：配合團體用餐 費用/備註 

**需 15 人以上報名方能成團**(含門票,車資) NTD:   30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