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工行万事达信用卡圣淘沙全年优惠 

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在圣淘沙参与商户消费可享受高达 15% 的折扣！ 

 

活动时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适用卡种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 

网站 

https://www.sentosa.com.sg/en/deals/mastercard/ 

活动内容 

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在圣淘沙参与商户消费可享受高达 15% 的折扣！ 

Sentosa 4D AdventureLand 

 

优惠内容： 

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场购买 4 合 1 

Combo（一次性入场）门票可享受 15% 折扣 

兑换方式：仅适用于 Sentosa 4D 

AdventureLand 柜台的现场购买。 

门票适用于 Journey 2: The Mysterious Island, 

Extreme Log Ride, Haunted Mine Ride, 

Desperados 

条款和条件  

• 优惠仅适用于最多 5 人享受（含持卡人在



内） 

• 仅适用于通过 Sentosa 4D AdventureLand 

柜台现场购买 

• 不可与任何其他促销、折扣和优惠同时使

用 

 

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 

 

优惠内容：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购买杜莎

夫人蜡像馆 5 合 1 门票 + 指南书和 DigiPass

可享 10 新币折扣（原价 45 新币）。 

兑换方式：适用于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柜

台现场购买。 

条款和条件  

• 适用于在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柜台现场

购买。  

• 仅在购买当天有效。 

• 门票不可转让/不可转售。任何转让或出售

门票的行为都将使其无效。 

•额外限制可能适用，恕不提前通知。 

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 

 

 

优惠内容：工行万事达信用卡购买 1 名全额

付费成人门票，可享 1 位儿童（12 岁及以

下）免费入场优惠。 

销售渠道：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网站 

兑换方式：使用促销代码“MCTHOR”于线上

购买 1 名全额付费成人门票，可享一位儿童

免费入场优惠 

登陆页面：  

https://bit.ly/MTSGMCTHOR  

条款和条件：  

• 门票不可转让/不可转售。任何转让或出售

门票的行为都将使其无效。 

https://bit.ly/MTSGMCTHOR


• 额外限制可能适用，恕不提前通知 

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 

 

 

优惠内容：使用优惠码“B2F1 MC”享买二送

一成人通行证优惠。 

销售渠道：适用于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线

上购买与柜台购买 

兑换方式：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付款并在

网上结账时输入优惠码“B2F1MC” 

登陆页面：  

http://bit.ly/mtsgmc 

条款和条件：  

• 适用于在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线上购买

与柜台购买。 

• 门票不可转让/不可转售。任何转让或出售

门票的行为都将使其无效。 

• 额外限制可能适用，恕不提前通知。 

ROYAL ALBATROSS LUXURY TALL SHIP 

 

优惠内容：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付款时，

输入促销代码“Master15”可享受 Sunset Sail 

or City Lights Dinner Cruise 15% 的折扣（原

价 195 新币）。 

兑换方法：在 https://www.tallship.com.sg/ 

结账时输入促销代码“Master15” 

条款和条件  

• 仅适用于 Sunset Sail - Dinner Cruise & City 

Lights - Dinner Cruise 。 

• 促销活动仅适用于

https://www.tallship.com.sg/  

•需在付款时输入优惠码“Master15”享受优

惠。 

• 优惠不适用于任何其他促销、优惠、忠诚

https://www.tallship.com.sg/


度计划、代金券和/或折扣。优惠不可兑换

现金/服务、其他产品或折扣。优惠不可转

让，不可与其他折扣、促销优惠同时使用。 

• 优惠有效至指定日期。万事达可以在没有

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撤回该优惠。 

• 优惠的兑现或受不可抗力的影响，其中通

过本计划承诺的任何服务的执行或交付受到

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阻碍，例如但不限于

罢工、劳工争议、不可抗力、火灾、洪水、

战争、雷电、地震、结构倒塌、禁运或政府

命令或限制或政策等，受影响的商家在此类

原因持续存在期间无法履行义务应被免责。 

• 优惠不得在法律禁止和/或因任何原因无法

进行/继续的情况下提供。 

• 任何可能产生或产生的应支付给政府或任

何其他法定机构/机构或任何参与机构的税

款或其他费用，由客户自行承担。 

• 价格需附加消费税。 

• 不适用于 Signature Sail（公众假期前夕、

元旦及农历新年）。 

iFly Singapore 

 

 

优惠内容：使用工行万事达信用卡购买至少 

2 个 iFly First Timer Challenge 配套可享受

10% 折扣。 

兑换方式：仅适用于 iFly Singapore 圣淘沙

现场预订 

条款和条件：  

• 不适用于促销配套、优惠券或折扣商品。 

• 仅适用于 iFly Singapore 的现场预订。 

• 仅适用于包括 2 名乘客跳伞的 First Timer 

Challenge Package。 

• 仅在每次交易至少购买两 (2) 个 First Timer 



Challenge Package 时有效。 

• iFly Singapore 不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

任何违反其义务或损失、损害或延误的赔偿

或退款负责。 

• iFly Singapore 无法控制的此类事件包括但

不限于恶劣天气条件、火灾、洪水、爆炸、

事故、交通拥堵、机械故障、任何公共或私

人高速公路的阻塞、恐怖主义行为、故意破

坏、政府行为、骚乱、战争、天灾或劳资纠

纷。 

• 附带 iFly SIngapore 的标准条款和条件 

 

 

商户附带条款 

1. 此优惠适用于工行新加坡分行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 

2. 优惠有效期为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非另有说明。 

3. 万事达和参与商户保留随时更改条款和条件的权力，恕不另行通知；并不会对任何

一方承担任何责任。 

4. 附带其他条款。实际商户优惠或存在变动，以

https://www.sentosa.com.sg/en/deals/Mastercard/ 网站发布为准。 

 

工行附带条款 

1. 本文中的“工行”指的是中国工商银行。 

2.需使用工行新加坡分行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支付方可享受本优惠。 

3. 此优惠受制于商户与工行的促销条款。 

4. 工行并非此优惠中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商的代理人，故不会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5. 工行对商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适销性和适当性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任何与

商品及服务有关的争议，请直接与有关商户联系。本行对由商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造成的

任何损失、伤害、破坏或危害不承担责任。 

https://www.sentosa.com.sg/en/deals/Mastercard/


6. 工行保留随时终止本优惠的权利，且无需事先通知持卡人。工行恕不就该终止承担任何

责任。 

7. 访问和使用本行网站超链接到第三方网站资源所产生的风险由您承担。本行对第三方网

站所提供的内容、准确性和安全性不承担责任。  

8. 本促销中的条款及细则有中、英文版本。如英文与中文译文不一致或有冲突，以英文版

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