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0 Exploring Culture in Singapore  
團 號:SIN05-0126 –P10            出發日期:2019 年 01 月 26 日 
 

香港出發集合時間及地點 
集合時間 : 上午 06:30 分 

集合地點  : 香港國際機場第一客運站 F 區 (新加坡航空櫃位) (以機場電腦牌為準) 

去程航班 : SQ 857 

香港 至 新加坡 

起飛日期/時間 : 2019 年 1 月 26 日 上午 09 時 05 分 
到達日期/時間 : 2019 年 1 月 26 日 下午 13 時 05 分 

“請於航班預定離港時間 30 分鐘前到達登機閘口” 

回程航班 : SQ868 

新加坡 至 香港 

起飛日期/時間 : 2019 年 1 月 30 日 晚上 19 時 55 分 
到達日期/時間 : 2019 年 1 月 30 日 晚上 23 時 40 分 

“請於航班預定離港時間 30 分鐘前到達登機閘口” 
>>航班時間如有更改最終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香港聯絡 

公司名稱 : 匯盈旅遊有限公司 

聯絡人   :  Mr. Tony Chong 

公司電話 :  3520 1018                     手提電話 : (852)9493 8483    

領隊聯絡  

聯絡人   :  BONNY LAM                     聯絡電話 :  9041 3815 

導遊聯絡 

導遊    ：                                聯絡電話 :          

 

當地接待 

公司名稱 : TRAVEL STAR PTE LTD 

聯絡人   : RAYMOND TSANG                 聯絡電話 :65 - 9199 2529  

 



                                           

                                                                                                                                                                                                                                   

 

  

 

新加坡旅遊須知 

匯盈通識一向以客為尊，為方便閣下了解當地之一些資料，現將出發須知詳列如下: 

天氣 : 新加坡全年氣溫平均約為 24°C-34°C。(由於天氣常有變化，請各旅客於出發前留意天氣報告) 

衣著 : 全年可穿簡單熱天服裝，晚間天氣較涼，需準備長袖外套。 

時間 : 與香港相同。 

貨幣 : $100 港元約兌 19 坡幣(須視兌換率而定)。 

語言 : 主要為英語及潮語、福建話、英語則祇在酒店區通用。 

飲用水 : 酒店自來水宜飲用。(如腸胃狀況欠佳者，宜購買礦泉水) 

藥物 :  請帶備一些慣用的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假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出發前宜先準

備足夠份量，以保持最佳健康狀態。 

電壓 : 220 伏特，插頭為三腳方插(與香港相同)。 

日用品 : 酒店不設牙膏、牙刷、拖鞋及個人衛生用品；請自行帶備。 

購物 : 烏節路為最繁盛地區，或於牛車水購買各種驅風油，晚上可到克里碼頭嚐試本地小食。 

的士 : 新加坡的士設有計程錶，起錶 2.4 元，凌晨 12 時後加收 50%於機場上車加收坡幣 3 元。 

海關條例 : 旅客不可攜帶香煙，洋酒及香口膠入境。此外各種肉類、植物、蔬果等均禁止入口。根據海關條例，返

港旅客，每位限帶香煙 60 支。受保護動物如鱷魚肉不能攜帶回港。 



                                           

                                                                                                                                                                                                                                   

機場稅 : 香港及新加坡離境機場稅已於出發前收取，大小同價。 

旅遊保險 : 旅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可會引致龐大醫療費用、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本公司強烈要求閣下及隨團

親友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而有關各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保險公司所列明之賠償細則。 

颱風措施 : 出發當日，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團友如沒有收到領隊個別通知取消或延期出發者，則一律 

          依照原定時間抵達機場集合 

旅遊證件：   請旅客再次檢查旅遊証件（必須在有效期 6 個以上）。非香港永久居民（指非３粒星***身份證持有 

             人）必須帶備香港身份證及有效香港簽證身份書。另年齡十一歲以下之兒童必須帶備有效回港證或有 

             效護照方可離境。持其他外國證件者,請注意是否須要簽證。 

 

ø 注意事項 : 

1.) 根據航空公司規定，每位團友只可攜帶重量不超過二十公斤(四十四磅)的寄艙行李，另可攜帶手提行李一件(體積 

以不超過 22 吋 x 14 吋 x 9 吋)。請各團友將本公司所發給的行李牌清楚填上姓名、地址及團號，並綁在行李手挽

上，以便識別。 

2.) 為避免不必要之尷尬情況，請勿擅自取酒店房間內任何物品，若要留為紀念，請向酒店購買。 

3.) 請緊記旅程中集合時間及地點，團體遊覽務請準時，旅程中若遇特殊情況而須調動，當以領隊安排後通知為準。 

4.) 凡參加旅客，均一律嚴禁攜帶違禁物品，又或帶取私貨牟利。 

 

學生守則 

1.  各同學須自重身份，做好學生本份，注意言行與態度。在領隊、導遊及工作人員介紹講解時，須保持應有禮

貌，尊重別人。 

2     任何活動均應聽從領隊老師的指導，分組行動，不可有任何違規行為。 

3.   注意守時，並留意集合時間及地點。 

4.   所有交流與考察是一項群體活動，各同學必須尊重集體，尊重別人，在未得領隊老師同意前，不可擅自單獨 

行動。各同學應應積極參予，更不可擅自離開活動地點。 

5.   交流團行程緊密，同學務必先行了解行程概略，並隨時聆聽行程修訂匯報，過程中應嚴守紀律，準時集合， 

主動配合活動計劃，以期取得最佳效果。 

6.   參觀文物單位、古蹟、景點，應注意遵守參觀規則，切勿違規拍照，以免損壞文物；使用鎂光燈拍攝、錄像 

尤為不宜。 

7.     乘旅遊車時應注意︰ 



                                           

                                                                                                                                                                                                                                   
˙不可在車上喧嘩﹑嬉戲﹑宜安坐留心，勿起立走動。 

˙沿途不得與司機談話，亦不得高聲談笑。 

˙車行時不要將身體任何部份伸出車外。 

8. 住宿酒店期間，必須遵守酒店規則，不准喧嘩，以免影響他人的學習與休息。 

9. 除得老師允許外，一般情況每晚十一時後終止自由活動，同學須上床就寢。 

10.   未經老師准許不可進入其他同學房間。 

11.    同學們須注意個人衛生，保持身體健康，同時切勿騷擾其他團友休息。 

12.  確保人身安全，入住酒店時應了解緊急疏散途徑。個人財物要妥善保管，證件由團方代存，其他貴重物件

應隨身攜帶。 

13.  從酒店致電回港，請用受話人付款方式（即先撥 108852，再撥香港電話號碼，個別酒店房間要先取街線才

可使用上述方法）；不要使用酒店附設國際直撥電話。這樣不單可以節省金錢，亦不會在退房時因結賬問

題而延誤行程。 

14.  行程期間，學生不得飲用含酒精成份的飲品，亦不得抽煙。 

         15.  活動期間，如遇上問題，須主動向領隊老師諮詢處理辦法。如遇意外，必須盡快向領 隊老師或組長報告。 

 

 

 

P10 Exploring Culture in Singapore  

行程介紹 : 

Date Timing Proposed Program 
Day 1  

(26 Jan) 
D 

 Hong Kong Airport pick up and Check in  
Arrive Singapore. Meet & greet by local representative. 
Visit URA Singapore City 新加坡城市規劃展覽館 
Transfer to 新加坡 50 樓組屋花園觀景台 

  
 

Dinner at local restaurant  
Visit Singapore Clarke Quay 克拉碼頭 

   Pick up at the venue then transfer to hotel check in  
 



                                           

                                                                                                                                                                                                                                   
Day 2 

(27 Jan ) 
B/L/D 

0800 Morning Call & Breakfast at hotel  
Visit Singapore Discovery Centre & Army Musuem  
新加坡知新館及陸軍博物館 

One way picks up at venue then transfer for Lunch at local 
restaurant , After lunch, to attend the Cantonese Mass at St. 
Peter and Paul Church , Transfer to Marina Barrage 濱海堤壩 
To Visit  Garden by the bay  濱海花園 included Cloud forest, 
Flower Dome + Super tree(OCBC Skyway)   

  Dinner – Cash allowance SGD8nett per pax  
To enjoy Garden By The Bay GARDEN RHAPSODY music and lights 
dancing show  
One way transfer back to hotel after dinner 

 
Day 3 

(28Jan) 
B/L/D 

0800 
 
 
 
 

Morning Call & Breakfast at hotel  
Visit The Merlion Park and The Esplanade (Photo Stop)  
魚尾獅公園及濱海藝術中心 

One way Transfer to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Exchange 
Program (由學生帶領遊覽大學及分享新加坡學習和生活) 

One way pick up at venue the transfer for Lunch at local 
restaurant 
Transfer to Peranakan Musuem 土生華人博物館 
Visit Arab Street & Sultan Mosque 新加坡阿拉伯街及蘇丹回教堂 

Transfer to Little India  
Take MTR to Chinatown 牛車水 
To visit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牛車水原貌館 

  
 

Dinner at Chinatown Food Street – Cash allowance SGD8 nett 
per pax  
One way transfer back to hotel after dinner 

 
Day 4 

(29 Jan) 
B/L/D 

0800 
 
 

 
 

Morning Call & Breakfast at hotel  
One way transfer from Hotel to Universal Studio Singapore   
Lunch – Cash allowance SGD8nett per pax  
Dinner – Cash allowance SGD8nett per pax  
One way transfer back to hotel after dinner 

   
Day 5 

(30 Jan) 
B/L 

0800 
0830 

Morning Call 
Breakfast at hotel  
Check Out 

 1000 Pick up at hotel then transfer to visit Newater 新加坡新生水访客

中心 (10:45-12:00) 
One way picks up at venue the transfer for Lunch at local 
restaurant 



                                           

                                                                                                                                                                                                                                   
Transfer to visit Air Force Museum  

 1630 Transfer to airport  

  Depart SINGAPORE  
 

HOME SWEET HOME! 

 
Accommodation in Singapore 

Date        : 26- 29 JAN  2018 
Hotel       :  HOTEL BOSS    
Address :  500 Jln Sultan, #01-01, 新加坡 199020 
Tel          :  +65 6809 0000 

 

 

 
準備行李備忘 

證件/門匙/   日用/護膚品等  
 護照 
其他有效旅遊證件 

¨  後備眼鏡(如適用) ¨ 
 太陽眼鏡/帽子 ¨ 

學生證 ¨  雨具 ¨ 
香港身份證 ¨  防曬霜 ¨ 
旅遊保險單正本(副本留家中) ¨  潤膚膏(天氣乾燥宜帶備) ¨ 
少量新加坡幣、港幣 ¨  沐浴露/洗髪水/護髮素/洗臉霜 ¨ 
   牙刷(連牙膏)/牙線 ¨ 
攝影器材/電器等   毛巾(洗面巾/浴巾) ¨ 
相機 ¨  衣服 ¨ 



                                           

                                                                                                                                                                                                                                   

 
 

 

相機電池(後備用) ¨  襪子 ¨ 
電池(如適用) ¨  鞋子(波鞋/拖鞋) ¨ 
充電器 ¨  

 
外套(防風) / 保暖衣服 ¨ 

電器插頭轉換器 ¨   
風筒(如適用) ¨  雜項  
鬧鐘(須除去電池) ¨  行李牌 ¨ 
   掛頸姓名牌 ¨ 
衞生用品等   鎖(鎖行李用)  ¨ 
口罩/洗手液 ¨  小電筒 ¨ 
藥包(膠布/消毒用品等) ¨  衣架/衣夾 ¨ 
常用藥(如需要) ¨  水樽/有蓋水杯 ¨ 
病歷卡(如需要) ¨  膠袋 ¨ 
   針線包 ¨ 
文具/筆記/紀念品等   指甲鉗 ¨ 
原子筆 ¨  梳子/髮刷 ¨ 
記事簿 ¨  巧克力/葡萄糖/餅乾 ¨ 
紀念品(如需要) ¨    
   電話表  
   小組導師及學生電話號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