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BNFQ1 TVTU UUUT
YZX[W`a_aa_b`ad hej]j]fgi]a`ckkh^a

:^tG>~R~PEs
}>P}`*Td53b}},TdAOL IH_ zyz@8Zdm2KGd

mfKejxAOL /?1dJXf=oFd_H>ydxa,T

ozz^{,]?nq38p

{}|+*yz~

f e\[+M.:^hQQb>}c_H>.:^n7Q{ySQ>Zck}

*ln3Q@8nhjQjQUt9f;=Nrdc8_F*_H>I7eI

{|~yKTQtn=t>N_H>QH1dWyCYS{QQ_H>hQ>{

:}Q=oucrI{Tn{>h_H>O+Q>g>-cj?{[@yoe

k|c~`o<On:_ CLT[YpQo}kkdZCQ?p5aWkh_2Se

f pz3pXrxMG>hHG}x}NWh9Ec{9CI1}>P}`*

Tmn}>P}`*TCF.G>NWh9EQJ\c5.J~NhQQ}`

*Tc.{_{t<HQJ\c<X~`Q.jIL=f;h_2Se}>

P}`*TBhN|{KUQuw/_Q;@J\cdK7]rc>~.G>

,QhQ*u9^emttGDt>fdj}^ARXRQQ,_ge

f Z.apvYxM_fG>Z<PnhU*Q}}c53b}},T.Z^

gIc,T3t>fOFq777rQ}*c~rtWzsRf+^U*Q}

}clzf{s^Ex-\cc2eW0TNd7Lcd}*jda+}*

ucApRf^ERfrzcB9nh}*Q*jnx|cgI:gnh

Lct^EE3NFc\UjJ{e{hc:gthtAq777rQ,b

LA47cOi9,bLQ5a5{aUQOKe~rItnhN*jQ}

}c{t]{:M^l.Qw/uOi,TQw9yDe

=^fu9;R8A> -6/MAOL /?1ah/XJOPZLJZ[XL UM ?P\LX 1[RZ[XLQ/XZPYZX_

UM ?P\LX 1[RZ[XLQuic~+{D5RdVyQ[Ncg<e/]Y{>Qm

E[N{MWNQwSQ@8ne

f tjf6y_M.:^SQ_+E{c95*yL@f=q?[TTPTN :HTra

gWkh_2ScTrQu:<eJXf=oFy5:^c.~Y,Xf;=

oFzh,vQ{_eApQ/CNE7.JF=oWx0{cI.h^VQ

Cv9{vc]>nct5GQ|F77c/Le8nx|chX=o{WS

E*a,=c|}fn=.T|c@bVJA}F_F6c\oFD7Re

:^tG>

wr,+h
zw ~;*yL@f=o?[TTPTN :HTp2SVhJXf=oFe

{w =~G>}>P}`*Tdm2KGdAOL IH_ zyz@8ZdAk@8F D/98

Qfc>KGue

|w Q;53b}},TQxa,Tqttwnh:^Q}h|\<-jQre

Ak@8F D/98

_H>y

JXf=oF

mfKejxAOL /?1

o~YV\J^~p



69BNFQ1 TVTU UUUT
YZX[W`a_aa_b`ad hej]j]fgi]a`ckkh^b

[hn:^z_H>yq|=_H>Eyrvwxq

vwxr }>P}`*TzUd;.szozm2KGzAOL IH_ zyz@8ZlJ~N:o@Kv

mUd;1LTZ[S 1PZ_nl53b}},Tlm|6yNSl0744iT
oo,/^ipIyr*toHsT~|Kqn7hSc@;0_r

:^tG>
{}|+*yz~

vwxs *l]/zl~4N:nzlAk@8F D/98lfc>KGl~Y27Fqp+TcXZT

EQ0tnhtTw|AgctD~:Q2b.*rl~Y8}z

+h

zw :HGDzQvMFc=hqDP4Prk}3M:Qc3SzSQe08hDzK-9`e

{w 4:^*geHr^i[:dcVRxxEzU,KU?~d1Neds~TvKQswT=D*e

`TIG^]:Qe

|w sw4:Q0RwM+0e

}w sw4:Q0Ap*h[:dcVRxxEzU,KU?~d1Neds~TvKQswT=D*

ec5;4t_/P4PehcIyJrRKqh9rhp~yye

~w q[hs~XMWrqA71rwMsrnqky2s~LRiae

*w r*4Tok40@5UQNty2,aMLRs~iae

+w wrZ.L{Q:-xrdBBdwrdDzz\QTYu^ic^t9TiCNnq]brh._

Rcse,T5eDM+cnCxwBSeZku_R5UQzq7cl2KvW+_/BSe

,w wrdTYQz\QIzj<chcVfy^i9`cZh-RcnCxwBSe

-w h3wr_xQb=D08q^ZPGco0dZU0Qs?urtW6^s~M11>,PLw2e

1ue

zywy8408hU4ct9`c6toXxwBSe

zzwwr.^QEUzcmXt9^*gcVUzE^icZ,DX],^fDat9cnCxwBSe

z{wr*t56^M115,5UQtPLw4hqsr@Srchh5nqk+Y3c`Me

z|wyi{0VZ/c,s5qsw4UQQ?F2lrcr*tPLw2e4h,T5eD,UQZI

VcVt56^s~M1q]]]w]PTNUTZXH\LRwJUSr2{NUM2e

z}wvD[hs~XMWD5sWeTQCcAz9rh{sw4tQ/~o~/1n~WcswTZT

sQCcAz9th{sw4c7z4eBgtthehB.0chQ2KvOLehEh2ZU0

h9pz~yghDB.0cBB:Q]iU,WTi_/nq]bE:-do-K,pKrlezKE

B.0:,C=B.cy8_:hBB:Q]iUEN4U39`gse,.W[hs~XMWM1

q]]]wZPJOQwUXNre

z~w2}nC==W:Qc9Lw2e0t9A?BJnEr*wqs~x>e

z*wh35cF]Tqc{Mh8N9`e

:-xrh

^\kpqADr:UKvrK

srhG2Oz|y~?Xx2Oz+{~3+

UrhGf3zyyy?Xx2Oz{~y3h

w :-t9ZhDBclh:UKvxr9`

w k4C=L.:Qe

w kp:U5_Ur:K38C=dB:Qqp*t`rc

*r*t5K3twy2e

iM]azz:^VqhmfKejxAOL /?1z*yL@f=o?[TTPTN :HTp2S

VhJXf=oFz6F[Nj?eqp+Trzxa,Tqttwnh:^Q}h|\

<-jQrz;oyyNS

vwxt

:^n[hvwxu

o9:Qcz]c:Qcz]VKhDz/6,6c*{;MhmY8ae

wZ,:^DzrAchKW^iz\:^zlQG>~XDz|l,^ib^+zG>6PRZUT 6UZLRe

w~X9~YDz/6,6c=u5cVF/6gr3o,6EDzc^W,9`~Xe

Rn fd Od ld z\Dz

z H:a| :^~X5XHTKx7TZLXvI[XNUx>[LLT CLRRx;U\UZLR /SIHYYHKUX 6UZLR

{ DzJ >cAt@OHI[ @OHI[ x G>~X0LYZ DLYZLXTx7 @W[HXLx1XU]T 6HIU[Xx5XHTKx~zAP\URPx

| DzJ *l9jt*lDt`6Q ,Jdf `~X@OPRRH @ZH_x?HSHKH 3TJUXLx0[YHT 0[YPTLYY 6UZLRx1PZHKPTLY 6HL[TKHL ?LYPKLTJLo

} DzJ ~cN+t0| x :^~X5XHTKx7TZLXvI[XNUx>[LLT CLRRx;U\UZLR /SIHYYHKUX 6UZLR

~ DzJ ^3[h



 

有效日期：30/11/2017                            PDT-I-OPT-KOR-IKO-034 (P.1)  

 

 
 

 

南韓冬季【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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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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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至 2018 年冬季滑雪場自費項目表： 

註 : 價錢只供參考，滑雪場價格如有臨時更改，則以當日滑雪場之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滑雪用具包括：雪杖、雪靴及雪橇，建議客人自備滑雪手套及太陽眼鏡  
 
 

每位收費(韓圜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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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吊車 LIFT 4 小時 55,000 37,000 雪地電梯 全天計 34,000 
陽智山 滑雪場 雪兜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15,000 12,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6小時 69,000 59,000 觀光纜車 GONDOLA 來回程一次票 12,000  提升滑雪全套票+  觀光纜車 GONDOLA(4小時) + 空中吊車 LIFT(4小時) +  滑雪指導(1小時) 

6小時 65,000 

鳳凰城 滑雪場 雪兜 4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17,000 15,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4.5 小時 69,000 56,000 雪兜 6小時 22,000 18,000 
奧麗山莊 Oak Valley 滑雪場 提升滑雪全套票+空中吊車 LIFT 

(4小時) + 滑雪指導(1小時)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58,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6小時 66,000 46,000 雪地電梯 6小時 35,000 
芝山 滑雪場 雪兜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2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4.5 小時 61,000 49,000 觀光纜車 GONDOLA 來回程一次票 10,000 6,000 洪川大明 滑雪場 提升滑雪全套票+ 空中吊車 LIFT 

(4小時) +滑雪指導(1小時)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55,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67,000 47,000 空中吊車 LIFT 6小時 77,000 (週末) 53,000 (週末) LG 昆池岩 滑雪場 雪兜 3-4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28,000 21,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觀光纜車 GONDOLA 來回程一次票 15,000 12,000 雪兜 6小時 14,000 12,000 空中吊車 LIFT 6小時 76,000 60,000 
江原雪嶺 High One 滑雪場 提升滑雪全套票+ 觀光纜車 

GONDOLA及空中吊車 LIFT  

(6小時) +滑雪指導(1小時)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6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4 小時 63,000 50,000 觀光纜車 GONDOLA 來回程一次票 13,000 10,000 雪兜 2 小時 13,000 10,000 
Welli Hilli Park 提升滑雪全套票+ 空中吊車 LIFT 

(4小時) +滑雪指導(1小時)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55,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4 小時 59,000 48,000 龍平滑雪場 雪兜 3.5 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25,000 2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空中吊車 LIFT 4 小時 56,000 39,200 雪兜 4 小時 18,000 13,000 

江村 Elysian/ Star Hill Resort/ 熊城度假村 提升滑雪全套票+空中吊車 LIFT 

(4小時)+滑雪指導(1小時) 
6小時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行程中景點之一 10 人或以上 

50,000 

於附近自由活動 一晚計 15,000 全套(外套及滑雪褲) 兩晚計 25,000 一晚計 10,000 半套(外套或滑雪褲) 兩晚計 20,000 護膝或護眼罩 一晚計 15,000 滑雪場保護鞋(適合不滑雪，而在滑雪場活動之客人) 
一晚計 10,000 

滑雪服 租用費用 滑雪手套  到達該 地區期間 進行 90 分鐘 10 人或以上 
15,000起(售賣) 於附近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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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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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