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人房 两人/三人一房 有床位 无床位 婴孩

GOLDEN VIEW / HARMONI ONE / PLANET 

HOLIDAY

TRAVELODGE / NAGOYA MANSION

THE BCC HOTEL $178 $140 $118 $88 $19 
BEST WESTERN PREMIER $185 $150 $120 $88 $19 

单人房 两人/三人一房 有床位 无床位 婴孩

GOLDEN VIEW / HARMONI ONE / PLANET 

HOLIDAY

TRAVELODGE / NAGOYA MANSION

THE BCC HOTEL $258 $186 $165 $105 $19 
BEST WESTERN PREMIER $280 $198 $170 $105 $19 

两天一夜配套包括: 三天两夜配套包括:

* 来回船票（新加坡/峇淡岛/新加坡） 搭乘 Sindo Ferry Pte Ltd * 来回船票（新加坡/峇淡岛/新加坡） 搭乘 Sindo Ferry Pte Ltd

* 来回酒店接送 (码头/酒店/码头) * 来回酒店接送 (码头/酒店/码头)

* 1 晚住宿于所选酒店和酒店早餐 * 2 晚住宿于所选酒店和酒店早餐

* 市区1日游 * 市区1日游 

* Golden Prawn 海鲜餐馆享用午餐 * Golden Prawn 海鲜餐馆享用午餐

* 晚餐设在 Golden View Hotel: 晚餐 + 歌手表演 + 烟花欣赏 * 晚餐设在 Golden View Hotel: 晚餐 + 歌手表演 + 烟花欣赏

* 当地导游服务 * 当地导游服务

TOUR CODE: MID AUTUMN -BTM TOUR CODE: BATAMMIDAUTUMN

配套不包括：(需在订购时付款)

* 新加坡海港和燃油附加费，每人 $21 (订购时付款）

* 巴淡码头费，每人 $8 (订购时付款）

* 中国太平保险 基本旅游配套保费，每人 $2 (订购时付款）

* 本地导游和司机小费，每人 $2 (抵达后付款）

**加码附送!!!: (仅限于Golden View酒店的住客)

两天一夜: 附送一小时全身按摩 (仅限于成人)

三天两夜: 附送一小时全身按摩 (仅限于成人)

                   再附送! 一个晚餐于第一晚在Golden View酒店享用 (仅限于成人与小孩) 

接送与回程船票时间

新加坡-峇淡岛 (Sekupang Pier) 0830HRS

峇淡岛-新加坡 1520, 1720HRS

2D1N ( 14/09/2019 - 15/09/2019 )

酒店
成人 小孩

$169 $138 $108 $88 $19 

Sindo Ferry Counter #03-43, HarbourFront Center 

1130HRS 集合于酒店大厅等候接送

3D2N ( 13/09/2019 - 15/09/2019 )

酒店
成人 小孩

$244 $178 $150 $105 $19 



行程包括:
两天一夜

第一天:

从新加坡出发去峇淡岛

参观地点:

* "欢迎来到峇淡岛" 的标志拍照留念，财神庙，凤梨酥工厂，超级英雄专卖店，巧克力屋，乳胶加工厂

* 午餐将安排在GOLDEN PRAWN奎笼餐馆享用海鲜餐

* 午餐后便继续参观: 特异功能秀 (*如下雨表演将取消)，千层糕工厂，33省文化村，干料市场

* 接送回酒店入住房间小修片刻

* 来回接送至GOLDEN VIEW酒店参与晚宴

第二天:

* 酒店享用早餐

* 自行活动

* 1130HRS 之前退好房, 集合于大厅, 直送参观其他景点

* 参观咖啡工厂, 之后便出发到最新最大的超市 Grand Mall 逛逛

* 1400HRS 接送至 SEKUPANG 码头

三天两夜

第一天:

从新加坡出发去峇淡岛

参观地点:

* "欢迎来到峇淡岛" 的标志拍照留念，财神庙，凤梨酥工厂，超级英雄专卖店，巧克力屋，乳胶加工厂

* 午餐将安排在GOLDEN PRAWN奎笼餐馆享用海鲜餐

* 午餐后便继续参观: 特异功能秀 (*如下雨表演将取消)，千层糕工厂，33省文化村，干料市场

* 接送回酒店入住房间

* 于Golden View 酒店享用晚餐 (仅限于Golden View 酒店住客)

第二天:

* 酒店享用早餐

* 自行活动

* 来回接送至GOLDEN VIEW酒店参与晚宴 (除GOLDEN VIEW酒店住客)

第三天:

* 酒店享用早餐

* 自行活动

* 1130HRS 之前退好房, 集合于大厅, 直送参观其他景点

* 参观咖啡工厂, 之后便出发到最新最大的超市 Grand Mall 逛逛

* 1400HRS 接送至 SEKUPANG 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