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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WO <LWWf0E4=D4;

_̂̀ \

lM^g~}[:[|rTm6]PaTY <`^P`XLZ

P.0~@sp/Tt}bS|u~u}?<VTS}

XZ7{~}E>`\h
uq/}[krGtz.uMBlg[B3*asFkFdh^6cSh

C5+at

_̂̀ ]



+,-/.0* 2423 3332
r\h|[a^]^b]`^_c gdi[i[efh[^^akkg\a

ffvv[9
MSUUQJKTNIJLTN

-m

|y 0:BB8{+=1R0:BB8{,=1=,i*:.^mu=QcnshQ:2/Kw`g_l*+S**Qo-}

T8yr}Z/hWQ:={/rtm0=<+S**Qbhj

}y 0Y^<mz.TFN<c4=RohH46a.S=UNhjR^vWS{scUgNhj.wH

,TFhY9Z~M[GYphjlNoS[Gj

~y F~3819cFTQTmh4B@QhdHgS1jF~K{?Wj

*y *:_,igNm[kQ:i^TQozC|J2MJvui_~giuuTw}RurZCt.g

<TOC^`@Qj

+y ur*@Q/,}}1nj

,y ur*@Q/@p.mQ:i^TQozC|J2MJvui_~giuuTw}RurZCt.

gh:5*oa}O*QaojGtGtQHsh0tmq+{{s+S*tzq,{{s,S*tj

-y s\huuR}QtsC82t}}uznsoV0uuAQl=j

.y rt`4KsW>0osi>=irtiF~u]R3Zw[kh_u=RHALns^cmc4:

RhjgjTsaxM-hpAxr=YjXew:R:UP+s4hp/KwQza}=Yj

/y rti3ZRu]WF+d6hj^Th*[k?WhXckRhpAxr=Yj

|{y j4rtUzRfCt/5saX0Mio/iZ//Ru<wtuU2[uuB57D2OLr`g

7nj

||y e/*/1jU*^v?Wh;woYxr=Yj

|}y rt4^RCU~hLRv8_,i^TU~C[khXxAR^2^btgv8hpAxr=Yj

|~y z.u:2[B57s2:UPvOLr9osuz=Ythjk:nsozWq^WMj

|*y el~/\52hjjssur*UPR:C0pthz.uOLr`g9o2Tsax2UP`K

WhYu:2[uuB5sbbbybTYRZY_]LaPWyNZXt3sNPR/j

|+y xx\huuR}Qt:uQgRRAd@y7mo~ur*vW--h-12e-XhurZXR

uRAd@y7vo~ur*h5y*gDgvujaoD,/hjR/KwPKaoCj3Z//

h0q|+{s+S*tzq~{{s,S*tlctD,/h>=@Q`HU2QRHa}ns^cC>0io0}

2p}mZarJCD,/@2A9D,he/ejj>=@Q`HUCN1Sd?Wljgj[1

\huuR}QB5sbbby_TNSVyZ]Rtj

|,y ?]kz.+voduuoAh4cXZhur*C@Q_z^Nh>?7Lr`g+v?@`*Y

@p>G^Cz.ThuuoAhRLv>suz=YzTlj

|-y j4+eB`Tlh~Mj/T?Wj

>0osm

:]9Xs:4tzX[s>ItzZ|s2GtzK:s-2tz\hs7Gt>[Kwz}h

X>-bE>j

ttmIep{{~{p{|}+2b4{-++p|||{BY

StmI3O|,}{p2^ep{}{+v|8h

-m

y >0v8Xc@>hpj>[Kwos?W

y St>02:-,z-Sep8hh}}V0,z-Suul=j

y K]>[:bSt>}41A9??@Qsp.scthyz.u:

}4orV0j

y e*A9L1@Qj

u+^?XZF~6:.:hCw:^TD6:lmGP710M.:CF~h_Q.?W+^j

y[9F~_RH38`HgNmu=L7}z~o/uj

yXxj4F~z7h/Kw_Q[kW:/uZOD6:6]LYO 7TW_ZYz BSP]L_ZY BPZ`W 3 2`MP 2T_dz ;Z__P 7Z_PW FZ]WOj

aA zJ _J kJ `4,h

l ^FXc n]J\ RGuD;7>79h7, OEVPV,mkt;?5=B91 +5B>AC *G5>=7 v81=7

m Id1] n]J\ RG\C}hEt

y>;941G z== y>C5;jz=C5A3>=C9=5=C1; y>C5;jy>;941G z== d ,D9C5

FFFi1;?5=B91A5B>ACi3>i:A

n Id1] j U]U{hU]`hD=Y R?pCx>;45= -D;9? |j+1<141ju5BC /5BC5A=j}>E>C5;j

o `4] c.2MpI2hGYN r0dQ ,C1=6>A4j,89;;1 ,C1Gj|1A:jx;14j8pCy>;941G 9==j}9=5CA55 *A5<95A y>C5;gR

p `4] j ^FXc w8Sz

pa<~|5>*0Jqa<+|WZvWL

p `4] j n]J\
R?pCx>;45= -D;9? |j+1<141ju5BC /5BC5A=j}>E>C5;j

,C1=6>A4j,89;;1 ,C1Gj|1A:jx;14j8pCy>;941G 9==j}9=5CA55 *A5<95A y>C5;gR

q `4] j ^FXc w8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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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