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C HEJ;J;FGI;D@BKKH<?

KMOLOHINGHJN

fAVo0

F ZIW~zPtKnMXxqCr{A*i8OGc7<dDf2D@+{{A

YjiVEb*{Aj*Q+SUCj*q[_V-ZBo@+C9<:@+D,

:@+{tw2ko@+Cf5ytYwolefE,,:@+|._r_>p

>CD,?:>,:okv?9=-2SkEQTC{AB9]taX_B^ol

}Css{[ol}>?hor_f5~DoqaebCtUEaUQ]uC:

asGg`lcao]F7E

F c[ [gZ\ [YcYa hYa` f^dee_c] bYaanBDDzD[DHRLMC|5StLk

@`8CBeH+~DEst@`8W95bDbP|EDncc5{f5CF

]tO5;`n<LkoDIs7CVB_Ol8BeCwtLk7u7BH6

npEGC/r,{phCgLZ|,_L.6I

F ]kimm _mkiljnF]h]^fToTad@8CMX-bpEV:*8JTa5

5HJTar\J7={X]|Ej3}:: l:3}5+.U_ITaCy9twH6Cw

TWSBTCwI;^CtjFW+hoCQFAxWoCMETt/Z|Xj

aj?I>VuEQTC\zt5*IjzTd{oTa*5Cs5lB9^\

Ta@SidCo9O[\eJTa2S^C@S~]q`oTai@J0fx

v{Fm|u/seHC;/e^^MOro56N

F 3HF_EynMXA*o`?wsKzo>eRQ],A*o>L?oeIC

FA*+do\AP+\E>eRz\Z_y2-XBBCo9,dk`eow

5MQG|+,;s85qE

fAVo0^Y_-D5v4
K~|LfAu63 e,}*/ k6;,3 Q t,:69;S.g?e.R9RTD

s,@+b*{ADS\zYk8D

qf fweh fdqdo ydon ukrsslqj pdooD

fAt}03 e02,87D@o?>Dj3}:: l:3}5+D

A*o>eRDqo0C{ADPngl{

MIw5fH]6[5WIwpcN

JxDRH
[XM~|NbNfAu63 e,}*/ k6;,3 Q t,:69;S.g?e.R9RTC,md8<}y693+

*,c[H77E

\X c+:hol,fAt}03 e02,87CiK>kD5ebCsr,;mGrlqE

]XMQoN=v+oukUk~wYfABug-wdUkg-wYfAn1wAUk

n1wS0[TE

A*o>eR

j3}:: l:3}5+

fAt}03 e02,87

K~|LfAu63 e,}*/ k6;,3 Q t,:69;



+,-/.0* 2423 3332
78695?>=>@=@>?C HEJ;J;FGI;D@BKKH<@

fAVo0
KMOLOHINGHJN

MQoN=v+oukSk~wTS0[T

S^6[Z5H\Z5IwpcT

plPxq[QPjxa.Rxqu*.[S\

zYk8[H>Y\[s,@+b*{A[a9

PPMYI?Ko?DNU}+Hc+uU{A

v90W~6>3[c+:hol87SKqF_\Z|xT[

qf fweh fdqdo ydon ukrsslqj pdoo

OPQI

OPQJ QPj`lpk[ZZ1v]RHi3?FpkAd

~vCAfA?:A\[3c.Rn{A[Dp

?:A\[BG?hSF6^?Y<fAY|V

,B;GT[,m\8<} y693+NJ:h^AV?9

P4l]USKb\T[u}5;69050 u8<}9,[M~|N

fAu63 e,}*/ k6;,3 Q t,:69;SGe,;[Hzv

BBT
UhGUeK,e`C?9P4NJt\K>AG/:h^A9uQm8

Q4C~M^Q6WCnkK4C:h^A:DC/tQJGqCGh

GDE

fAt}03 e02,87SKb\C^a[}Csx_^Z|

xTU[@o?>[j3}:: l:3}5+ SKb\C>kT

a@S_]Z|xT[A*o>eR
U /rt}03 e02,9uQ-9V/D^Qq`C1kR,mw0>}5. t}03 e02,E

OPQK

aCmlH[PM~b5H[.xm}H[Pn

k2H[[OLkd[xqPpl
OPQL

OPQL a9PPMYI?Ko?DNU}+Hqo0C

{ASk~wTS0[T[ Pngl{SKb\C.2@H

[55;}-=9Df\P\,UQGMT[`

o[mLkd[a9PPM_NNU}+H[:

O=g.+B24?,76=093@</:[H>

VVyHO[^m}Lkd[]\OBF]*.
OMDW1zNsM9aODjX g9}.653na^tSr7rqCZ59

iCYc[8CMJPj>q{rT

S-xH<B.|mCw-xJxp+/gH

aCmlH[PM~b5H[.xm}H[Pn

k2H[[OLkd[xqPpl

OPQM

MQoNfABug-wdSkg-wTS0[T

S^6`5H_6`5IwpcT

MQoNfAn1{ASkn1wTS0[T

S_6]Z5H`6]Z5IwpcT

s,@+b*{A



Yo0[Hn~=R7/=uhDOQ|6\|bNQk5;aovr?;eESdnuiuZ_ppcT

O/q7yIwC1o-*7lkR8^Y_-S+7=E

X_wRPj[HGO1OCYSXS+wGOG[HsH6~^Dw1Ov[HCnJ1RP_wE

Y/rBh[H9.C]{PnJ1zQ1bNjJwGOj9}5+ k03;65Yu/,9};65 u,6<3 g f<~, f0;@Yo6;;, k6;,3 y693+E

SBvgxy7=CQB-7|HC0K,cv7=K/At_uhDDE

+,-/.0* 2423 3332
78695?>=>@=@>?C HEJ;J;FGI;D@BKKH<A

fAVo0
KMOLOHINGHJN

0H

[X c|k~wYg-wYn1wv5fCZ5,>k<\Cn/AS+-9uhDDC@/eCESk~f_

^6h8Hu8ET

\X dnuiuZ^p,dnuiuZ_p/Ax9aZDOQ|2IwCL9Q]{PWy8Z^-xx+0Ky\/0v

y2+ChL9<p+JxD^Q4^-xx+zlE

]X :0biH9ae<y;:hPc0C=-5ta|8lhCB,S5o-9>:juhCB1P=\

e<C*0Q]}1s01CB.IG|1sE

^X [HR7_B9y0-0qfh8\bCZ?d[_B[H{URPE

_X x9n/AuhD1zL9DS+|i8v*BQcBuoDVvyD4o}Py,4JrYjay4

}iKb/\bE

`X 4Jx\b2|<uPmE

aX 4Jx\b2sKAHL9DS+|i8v*BQcBuoDVvyD4o}Py,4JrYjayC

Xcx0tWzx+6:EsMsx|tSl}THP^ZZS^-xTYP_ZZS_-xTEE

bX Qpl4oKuJRSvlfT<u49Iw0L34o7|.5E

cX JxxSvmoREi2DkGDJxD[HNl,,n{1zCnOQ~=twIw5fD9S5

cCeuher6vU0C/tQJGqE/<{5cX]{?wbC1]{PJStWGqE

[ZX JxD,n,Nlor?;eCBS+v>1zRPC/9icC/tQJGqE

[[X BhJxO8,4Yj2cS0/}g~J2D2+2,y;{TO,a14o8KHZQz|JWyHhE

[\X c|x2_B]xS5RPCYCJ_QJGqE

[]X JxSb,vfHCAK57n/AS+fHv1zC/rmK5Qb7j}57C/tQJGqE

[^X 9aOXa18KHrQX]{5z|JN:Q49<qRCB-XIw0S.pSPUE

[_X c.<2t1HCherQ4Jx]{,Do:1RC9aOz|JWyN:Qer6vQ]{xa

kC*OXa14o8KS>>>X>05.65;9}=,3X*64TgmVHj]E

[`X 7vpl4oKuJjXSJy~htqs0eD:<4JxTo8`@`dfa@/C4Jr/~Sh

tqs0eT:<4JxC?0xyZk5OB6:Z72CB,]{Pfv6:vBg2+2l}P[_ZG

9jZ72CkG\b/=fQJ~=tWIw5fvREDJEyQKyDX6l^vZ72UQtB

Z7Cc|{^BkG\b/=fvV;*ZRPGeuhS,pl4oKuJ8KS>>>X;0*/2X69.TE

[aX R4-9a[5:q4oiVCS9Pjf4JxvUJnST~CkRe|JWy[5Rs5x*s

cksZv9aIc4oiVC,w5Qw49<qSeCE

[bX Bhy<@/eCC]}B|kRPE

-Z 77 *7 |7 [HNl

[ RyhO Y P4CF e<3.6.0 xq_w t}4}+}Yk}9~69 s}92Yq,:;YP_wy,:;,95 l5;,95};065}3YoR}9; k6;,3

\ [Hz P4;NVO- P4|BVO- M~|NfAu63 e,}*/ k6;,3 Q t,:69;S.g?e.R9RT

>>>X+},4@<5.9,:69;X*64Y:~Y:*

] [Hz Yz7= KBvgxy7=L o0_wt0=0,9}Yq6=6;,3Ye,:; y,:;,95Yu;}5-69+Y]pv/, pxo n05;,?Y

@3C]p j63+,5 u,6<3Yu/033} u;}@Yj63+,5 v<307 pYP_wj3}+ o0=, j}5.5}4Yx,5<, j k6;,3Y

^ W9> Y RyhO 1Vpl

S-xH<B.|mCw-xJxp+/gH

^ W9> h6=Vu/}~< u/}~< Y o0_wt0=0,9}Yq6=6;,3Ye,:; y,:;,95Yu;}5-69+Y]pv/, pxo n05;,?Y

j63+,5 u,6<3Yu/033} u;}@Yj63+,5 v<307 pYP_wj3}+ o0=, j}5.5}4Yx,5<, j k6;,3Y

_ Yz7= Y RyhO 1Vpl

REi2P

1qmPSnhTYP+Sr|TYj:SfzTY?LSafTYplSkzTRs{P9yC

pRKzo0E

NxH_v}ZZ]ZHZ]ZZQ7hZa__H[ZZZWm

*xH_g*[`\ZH<5v}Z\\_V[Vl

FRE57/9lkC1BRs{Pi2RP

F*xREQX8_Y`-v}VlC<uL3_Y`-4o.5E

O?2RsX1*xRyh_tB7>\bSKA.:TCR9aOXy

hGJL3E

X<xtB`G\bE



 

有效日期：30/03/2017                            PDT-I-OPT-KOR-IKO-031 (P.1)  

 

 
 

 

南韓【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自費活動細則: 
1.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計算。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每位收費(韓圜 WON) 地區 項目名稱和內容 活動時間 (約) 安排時間 (約) 交通時間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小童 不參加客人 之安排 DMZ 非武裝地帶 第三隧道、都羅山展望台、都羅山譯 4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1 小時 10 人或以上 25,000 於酒店內休息/ 附近自由活動 亂打 SHOW 以韓國傳統敲擊樂為題材，並以廚房為背景，由飾演廚師的搞笑能手們，利用各種大大小小的廚具作樂器合力演奏，生動有趣。 90 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4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The Painters [HERO]彩繪秀 全韓首創，以搞笑默劇形式，配合特技效果的真人繪畫藝術表演，主角們於強勁音樂節拍下，以超高速詼諧動作繪圖，如同表演魔術，將整個舞臺轉變為立體的美術音樂會，全新的視覺美術體驗! 90 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4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首 爾 CHEF‧拌飯秀 韓國總統夫人強力推薦之國際表演秀，以 Beatbox 作現場伴奏配合表演者諧趣的表情及創新劇情，表現出切菜、炒菜、淘米的各種交錯聲樂，廚師們有趣的身體語言和活潑的表情，與觀眾作逗趣的互動，最為讚嘆。 90 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4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精彩一天團 小法國村(包入場) ～南怡島風景區(包入場及來回渡輪船票) ～午餐:春川炒雞～江村 Rail Bike(包入場及 4人 1 車) ～鷺梁津/世界杯水產市場 8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1.5 小時 10 人或以上 港幣$550 於酒店內休息 High One 觀光纜車 包來回纜車票，觀賞太白山風光 40 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12,000 10,000 於附近 自由活動 江 原 道 La & Sol Beach Resort ~ SPA Therapy 整個療程約 2 小時，包括海泥療法、華爾茲水療 (清音樂水療)、酵素水療、聲療法，療程後能排除身體毒素，促進新陳代謝，消除壓力。 **需於出發前到分行預約及繳付所有費用，恕不接受當天預約 2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 人或以上 港幣$600 於酒店內休息 活魚海鮮餐/長腳蟹餐(2 人一隻) 90 分鐘 40,000 35,000 於附近餐廳 自費用餐 活魚海鮮餐 (主餐改為活魚海鮮餐) 90 分鐘 35,000 30,000 品嚐皇帝蟹 1 小時 75,000/1kg (如不足 1kg， 則按比例計算) 享用團體餐 (巨龜莊) (汽水任飲)+Shabu Shabu 1 小時 16,000 13,000 硫磺鴨餐 1 小時 16,000 特色餐食 五花肉燒烤 1 小時 15,000 12,000 地道餐食 香菇火鍋/餃子火鍋/海鮮火鍋/部隊火鍋/風味豬骨煲/ 石頭飯+Shabu Shabu/中華料理/春川炒雞/人蔘雞湯/ Sukiyaki/韓式燒烤 1 小時 12,000 9,000 團體自助早餐 30 分鐘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3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8,000 7,000 於附近餐廳 自費用餐 隨團拍照服務 (5R 照片) 部份團隊將安排專人隨團拍照，客人可於回港前自行向工作人員選購。 /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 1 人或以上    4,500/每張    / 全 韓 國 旅遊車 前往廣藏市場、世界杯市場、鷺梁津海鮮市場、麻浦農水產物市場、東大門、新村、仁寺洞、新沙洞、明洞、南大門、梨泰院、弘大購物區。 (如前往以上 2 個或以上景點/購物點，價錢則以倍數計算，如此類推) 2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 景點之一 全團 5,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