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聖淘沙名勝世界推介親子度假新元素
三日兩夜特色熱帶之旅體驗：新加坡環球影城芝麻街明星早餐、S.E.A. 海洋館帳篷夜宿、
水上探險樂園親親海洋生物
同場加映：聖淘沙名勝世界短片 由小朋友做導遊 教授親子旅遊秘訣

標題：新加坡環球影城為旅客提供與芝麻街角色享受早

標題：S.E.A. 海洋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館之

餐的黃金機會，品嚐卡通造型餐點。

一，匯聚超過 10 萬隻來自一千多個品種的海洋動物。

香港，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亞太地區屢獲殊榮的綜合度假村—聖淘沙名勝世界，雲集多個世界
級景點，包括東南亞獨一無二的新加坡環球影城、S.E.A. 海洋館、水上探險樂園、海事博物館等，
為小朋友和大朋友呈獻一系列特色親子互動體驗，加上多個酒店和餐飲美食選擇，是一家人享受
溫馨時光的熱門親子短途旅遊勝地。聖淘沙名勝世界特別為親子旅客在這一趟特色熱帶之旅，加
添全新體驗項目，包括於新加坡環球影城品嚐芝麻街明星早餐、S.E.A. 海洋館帳篷夜宿、到水上
探險樂園近距離親親海洋生物等，並推出三日兩夜住宿及景點套票，以優惠價錢享受一個盡情玩
樂的親子假期。

於深海夢境與海洋精靈同眠用餐
曾經想像在深海中暢遊，甚至與海洋精靈同眠？S.E.A. 海洋館讓小朋友夢想成真！S.E.A. 海洋館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館之一，匯聚超過 10 萬隻來自一千多個品種的海洋動物，其中「海洋夢
語」帳篷夜宿體驗讓小朋友於海洋館留宿，感受深海童話夢境之餘，亦可探索海洋世界的黑夜面

貌。家長亦可帶領小朋友參與 S.E.A.海洋館貴賓之旅，跟隨導遊探索海底世界的奇妙知識和海洋
館背後的工作細節。除此之外，小朋友更有機會在直徑 6.2 米的海洋圓廳下繪畫，感受巨型鬼蝠
魟從頭頂游過的興奮。
海洋館的另一邊廂為位於水底的「海之味」餐廳，食客可以一邊透過落地玻璃欣賞各種魚群於水中
暢泳的風姿，一邊享用美國首位女性 Iron Chef Cat Cora 精心設計的地中海式加州料理。無論是
大人或小朋友，餐廳都預留足夠空間讓大家放緩步調，細味蔚藍海洋奇觀。
在新加坡環球影城成為電影小角色
新加坡環球影城是東南亞首個及唯一的環球影城主題樂園，設有多元化的遊樂設施包括全球首創
的「變形金剛」3D 對決之終極鬥爭及史力加動畫世界內的童話城堡，加上備受歡迎的明星角色遍
佈樂園內外，絕對是大人小朋友的夢想樂園！
喜歡芝麻街的旅客絕對不能錯過與餅乾怪獸和艾蒙享受早餐的黃金機會，品嚐與眾不同的芝麻街
角色造型餐點！除了一頓豐盛的早餐外，還能以遊戲展開愉快一天，與芝麻街角色拍照留念，享
受精彩難忘的時光。
早餐之後意猶未盡，旅客可到訪樂園七大主題區尋找不同卡通人物拍照，包括史力加、荒失失奇
兵、變形金剛和迷你兵團等，都會在園內歡迎大家。最後更可參與荷里活夢幻巡遊與一眾電影角
色載歌載舞，感受熱烈的派對氣氛，為這夢幻一天畫上完滿句號。
在水上探險樂園暢玩 近距離親親海洋生物
熱帶之旅少不了消暑的水上探險樂園。作為東南亞唯一融入海洋生物元素的水上樂園，旅客除了
可暢玩驚險刺激的水上滑道和灌水屋等多個刺激互動遊樂設施外，更可近距離親親海洋生物，與
成千上萬的魚兒在五彩斑斕的「彩虹礁游」中一起浮潛，展開令人驚嘆的珊瑚礁探索之旅。

自問膽大的小朋友可挑戰「終極海洋奇遇」一系列的刺激體驗，與各種壯觀的海洋巨無霸來一次親
密接觸！「海底行」讓旅客在多姿多采的海底世界步行，與逾 50,000 條魚兒碰面；「勇闖鯊魚關」
讓參加者於圓柱形的透明亞加力艙中，360度觀賞十多種鯊魚之間的互動，並感受牠們擦身而過
時的快感。體驗更包括其他數個精彩刺激節目，等待大家來發掘！

多種類型套房 切合不同家庭需要
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設有六家主題酒店，其中以歡樂的節慶酒店（Festive Hotel）豪華家庭套
房最能滿足家庭旅客的需要。客房設計不僅為家長開闢獨立臥室，孩子也可以在閣樓式睡床休息。
此外，沙發亦可拉出成為額外的舒適睡床，細節中盡見貼心。

鍾情海洋生物的住客不能錯過入住海濱別墅的海景套房（Ocean Suite）。落地玻璃窗讓住客在房
內仍能彷如置身海底世界中，私人觀賞姿態曼妙的海洋生物。同時，住客亦可尊享度身訂造的五
星級舒適享受，包括豪華設備及私人管家服務，盡情享受假期。

小朋友做導遊 教授親子旅遊秘訣
香港小朋友學習壓力大，旅遊外出是一個最佳機會讓他們放下功課，盡情玩樂。想要他們徹底減
壓，就要有一個由小朋友主導的旅程！聖淘沙名勝世界早前邀請了 8 歲大的童星雪兒擔當小導遊，
帶同媽媽和妹妹到訪以上景點，並向觀眾傳授親子旅行的秘訣。讓我們跟住妹妹做導遊，一同玩
轉名勝世界熱點！「這次很高興能帶媽媽妹妹去旅行，還可以自己計劃行程，太好玩了！」雪兒還
表示最喜歡的體驗是在水上探險樂園裡浮潛，「自從在卡通片中看過後一直都想嘗試，這次終於
能 一 償 心 願 ， 非 常 過 癮 ！ 」 。 相 關 片 段 現 已 上 載 至 聖 淘 沙 名 勝 世 界 官 方 Youtube ：
https://youtu.be/ojGgMmzkEOs ，歡迎大家前往專頁欣賞。

聖淘沙名勝世界呈獻家庭住宿及景點套票
聖淘沙名勝世界現特別推出「玩轉名勝世界三日兩夜家庭住宿套票」，旅客會獲贈景點門票，並可
自由選擇入住心水酒店。除了住宿套票之外，度假村更推出了「熱帶家庭樂三日景點套票」，讓旅
客三天內暢玩多個景點，詳情請查看附件一。

想知道更多有關詳情，請到 https://www.rwsentosa.com/zh-hk/promotions/hktw-family-campaign
了解更多。

–完–

圖片

標題：S.E.A.海洋館的貴賓之旅，讓旅客跟隨導遊探

標題：「海洋夢語」帳篷夜宿體驗讓小朋友於海洋

索海底世界的奇妙知識和海洋館背後的工作細節。

館留宿，感受深海童話夢境之餘，亦可探索海洋
世界的黑夜面貌。

標題：食客可在「海之味」餐廳一邊透過落地玻璃欣

標題：鍾情海洋生物的旅客可入住海濱別墅的海

賞各種魚群於水中暢泳的風姿，一邊享用精心設計

景套房（Ocean Suite），私人觀賞姿態曼妙的海

的地中海式加州料理。

洋生物。

標題：新加坡環球影城是東南亞首個及唯一的環球

標題：新加坡環球影城為旅客提供與芝麻街角色

影城主題樂園，絕對是大人小朋友的夢想樂園！

享受早餐的黃金機會，品嚐卡通造型餐點。

標題：旅客可在環球影城同尋找不同電影人物拍照

標題：融入海洋生物元素的水上探險樂園，讓旅

留念。

客與成千上萬的魚兒在五彩斑斕的「彩虹礁游」中
一起浮潛，展開令人驚嘆的珊瑚礁探索之旅。

標題：歡樂的節慶酒店（Festive Hotel）豪華家庭套

標題：在亞太地區屢獲殊榮的綜合度假村—聖淘

房設有家長開闢獨立臥室和閣樓式睡床，最能滿足

沙名勝世界，雲集多個世界級景點，是一家人享

家庭旅客的需要。

受溫馨時光的熱門親子短途旅遊勝地。

編緝資料
相關圖片，請在此連接下載:
http://gallery.sinclaircomms.com/gallery/ResortsWorldSentosa/detail/Family+Travel
（密碼：talkofthetown）
短片「跟住妹妹做導遊－玩轉名勝世界熱點」下載： https://goo.gl/He7evq
所有照片請註明來源處：聖淘沙名勝世界
傳媒查詢
如有需要更多資料及圖片，或安排訪問，請致電(852) 2915 1234 聯絡 Sinclair
Daniel Ma
Wing Ng
Holly Chan

| daniel@sinclaircomms.com
| wing@sinclaircomms.com
| holly@sinclaircomms.com

| (852) 9300 4501
| (852) 6106 8695
| (852) 6246 7734

關於聖淘沙名勝世界
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位於聖淘沙島，是世界級綜合度假勝地和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綜合娛樂城。佔地 49 公
頃的聖淘沙名勝世界不僅擁有世界級景點如新加坡環球影城、 S.E.A.海洋館、海事博物館、海豚園和水上探
險樂園，也有世界知名水療品牌 ESPA 亞洲目的地水療旗艦店、賭場、6 間風格迥異的酒店和名勝世界會議
中心。聖淘沙名勝世界還有眾多明星廚師主打的餐廳，致力於為遊客提供備受讚譽和精緻的餐飲體驗，在
新加坡充滿活力和多元的飲食環境中也佔有重要之地，並吸引著眾多亞洲美食家前來體驗。此外，聖淘沙
名勝世界也提供多元化的娛樂節目，從原創歌舞劇到歌星演唱會，以及《仙鶴芭蕾™》和《夢之湖™》等公開
演出。自 2011 年起，聖淘沙名勝世界屢獲亞太地區旅遊行業內的最高殊榮——連續八年被 TTG 旅遊大獎評
為“最佳綜合式度假村”。

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由雲頂集團旗下的雲頂新加坡有限公司全資持有，更多詳情，請登入官網
www.rwsentosa.com 。
/ResortsWorldatSentosa

@rwsentosa

www.rwsentosablog.com

附件一 套票詳情
名稱

「玩轉名勝世界三日兩夜家庭住宿套票」

日期

即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詳情

套票由新幣 810 元起，客人可入住以下任何酒店的
豪華客房兩晚：


節慶酒店（豪華家庭客房）



新加坡 Hard Rock 酒店



邁克爾酒店



逸濠酒店



新加坡雲頂裕廊酒店(新幣 590 元起)

景點門票包括：


*兩張新加坡環球影城成人一日票（指定日
期）



*兩張 S.E.A. 海洋館成人一日票（指定日
期）



*兩張水上探險樂園成人一日票（指定日
期）



兩張海事博物館及颱風劇場成人一日票（指
定日期）



新幣 100 元 ESPA 優惠只向逸濠酒店住客
提供

*每張新加坡環球影城、S.E.A. 海洋館及水上探險樂園門票包括
一張新幣 5 元餐飲禮券（不設最低消費）、一張新幣 5 元零售禮
券（最低消費新幣 35 元）。
**額外每位小童（4 至 12 歲）另加新幣 257 元包括以上景點入場
門票，並於所選酒店設有加床；另加新幣 97 元則不設加床。0 至
3 歲小童無須額外收費。

網址

https://www.rwsentosa.com/zhhk/promotions/hktw-family-campaign

條款及



優惠適用於即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細則



優惠價格視乎入住日期而定，酒店可隨時更改
而恕不預先作出通知。



預訂日期及入住日期不包含高峰期及限定日
期。



每日可購買套餐數量設有上限。最終確認視當
日客房量而定。



每個配套價格按最多二人入住計算。



取消預約將不獲退款。



套餐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價格可隨時作出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套餐內未使用的服務或票券不可申請退款或延
期使用。



價格包含 7% 政府稅費及 10% 服務費。



聖淘沙名勝世界保留隨時更改或增加條款及細
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同時受其他標準條款及細則約束。

名稱

芝麻街明星早餐

日期

逢星期六上午九時至十時半

詳情

逢星期五入住酒店的旅客可提前預訂星期六早上於
新加坡環球影城內的芝麻街明星早餐。每位成人新
幣 50 元；每位小童新幣 35 元 (4-12 歲)

網址

https://www.rwsentosa.com/zhhk/promotions/hktw-family-campaign

條款及



細則

經由網上訂購用餐券的旅客，須於新加坡環球
影城遊客服務部出示新加坡環球影城電子門票
及確認信以換取早餐券。



不包括新加坡環球影城門票。旅客須另行購買
新加坡環球影城門票。



園內早餐供應時間為上午 9:00 至 10:30。旅客
須出示早餐券及有效的新加坡環球影城入場門
票，方可在上午 8:45 至 9:30 提早進入新加坡
環球影城。



請於早上 8:45 在新加坡環球影城入口（貴賓接
待處外），與芝麻街明星早餐的工作人員見
面，以獲安排進入新加坡環球影城。



早餐必須於遊覽新加坡環球影城當日享用。



早餐地點為新加坡環球影城的路易紐約薄餅
廳。



取消預約將不獲得退款。不得與其他優惠一併
使用。



價格如有更改，怒不另行通知。



套餐包含的服務或門票即使尚未使用，亦不會
獲得退款。



聖淘沙名勝世界保留隨時更改或增加條款及條
件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受其他條款及條件約束。



在早餐出現的角色如有更動，恕不通知。

名稱

「熱帶家庭樂三日景點套票」

日期

即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詳情

暢玩新加坡環球影城、S.E.A.海洋館（或水上探險
樂園）及海事博物館，每位成人價格為新幣 106
元，每位小童價格為新幣 86 元，加送環球影城新

網址

幣 5 元禮劵
https://www.rwsentosa.com/zhhk/promotions/hktw-family-campaign

條款及



細則

優惠套票購買期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成人及小童一日票有效期為三天，入園次數僅
限一次。



*禮券需消費滿新幣 35 元才可使用，僅限使用
一次。



每人每次最多購買 8 份套票。



優惠套票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更多條款及詳情請登入
http://www.rwsentosa.com 購買。



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保留對本活動、活動相
關之條款和規則進行修正和廢止的權利，並無
需另行通知，優惠需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