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78695@@=>@=@>?B FCH;H;DEG;?A@IIF<?

d.
d.ZU[nDvqzar

M[-zgS;9Mp2v0{~z+y p}.//~-| kv++;G|m;

[JX{5;1ccht;`+~4z k31z3, ZcDUTat;

dlqdoS\ e`pghml k`jjWUA;nZ0dYFv

CYwXYv4-3Y@D

`ceab]^d\]_d

= 59L;:N4M[-zgSE1BCc0zv, g~|}D;CkGET7DdM

W:-zgS^fF0:I`{Mi1`3S:0-M{N,`:hN,`

U\P3SaJ<

= DBYKR4qhd.9W[ZMWYM:X{5fdfQBW:2MCDO

TPQB:MC/Qd.b5:/2g}~2s+{G|mm*@8L?g

au{Z1c\6SCT{:I7DWL

3 UEqv~XW4js9j1DP6so_2-oa1`PM:C^JsBa

[:32jR~2s+GOmgd`}^:fX[U<

= ry}r{mo sp|uvzy xpww?8M4Eqhd.i:9ipY<p*{WU-xA

v:9ipY~*69`r|LOh:Ed.s*a{EgK,aM<Av

hLZE:Xg2Z@M9OsZmv;Ipv;;j,;6TTTTTTpK]32

KsWEWWuFf,UR@N/K-x<

= p,+2* x10*1- nq=XCIT4oIBaz@DU<>1z18:jb*KV

ZcDU{oIBa<}xBa8TQ\kSm=utWF8Ph{BI6X

Y:VP@}Ek<

= ]bZ[^\_a`c:VvnA7xp4:Y1Cx1C:nn

L.0-~-| bv++ ;>nA@O`ipefV[nY@P

p4{3?
WT *q[JX{5C1r]MD6q<PD@Q;Np:<XG|mmqT

Dv{V<

XT >c?9Mp2v0{~z+y p}.//~-| kv++;dlqdoS\e`pghml k`jjWUA;

nZ0;lJmO,:Z-x?<

YT ]MMnnAK>:VvnA7xp4:Y1Cx1C<O`ipefV[nY@P

[JX{5

9Mp2v0{~z+y p}.//~-| kv++

dlqdoS\ e`pghml k`jjWUA

M[-zgS



+,-/.0* 2423 3332
78695@@=>@=@>?B FCH;H;DEG;?A@IIF<@

d.̀
ceab]^d\]_d

PYFV[K1Ij,;[KO,:Z-x?K1cchtO/Qv:js9jm|s;v9

?PM:jR1mmd`}^PK dlqdoS\ e`pghml k`jjWUA

klmh

`+~4z k31z3, ZcDUTatO/QvPK7:F0[KlJ-x?K[|Nx5[MK

1cXU[Kc\ne+
MC{y]MD6q<P2{L|UtG+NiOJIf]:5-|yP

klmj

klmg M[-zgSOTN,CWPK9Mp2v0{~z+y p}.//~-| kv++KG|mOTN,CWPKG|mBz

mK[JX{5C1r]MD6q<PD@Q;Np

LvnAK>Onnk.0-~-| bv++sK:n]]Mp4mEg:Y1Cx1CPklmi

e+nc\KnZ0-x?KnZ0dYFvklmf

C?
WT P}TN}SZwVeo`e:JImXT6}:GB~aWnwKulX:RE@k<
XT P}TN,av}:JImXT6}:GB~aWnwKulX:RE@k<OTN}SZwVeo`

e<P
YT `ipefVZnm`ipefV[nB~yLPJl2.TH-3:>L`;g37lL{Znyyl8\avl

S2asO:C>LOHOp4l<.pZnyyl.+<
ZT ZnI7[m>;52dfOr~e~P/RV3m=:88QumcF~*7[gwL_<
[T \rzC?<P@6QNzVU^qK>8:wiIiP?Uyu:*mas{nwRz^Ku:*

Dsw}@6:Am`Mi]L\9:*7=n?]L<
\T yLGB~Kul]M>L;aWTlua::`W:]q;6Kl;rq@3amrp~ODPl

p@vmzEm=<
]T rpym=FL?J_W<
^T rpym=F^/B?>L;aWTlua::`W:]q;6Kl;rq@3amrp~ODP

l:h-ysiyRylcN:6qL4TMO+~P?NZVVOZnyPUN[VVO[nyP<
_TEe+rq]J\FOqhbP?Jr<-38-Hrq2T7q<
WVT p4-aOo{/|lq;Eg;p4;7[rEmhc6]M:G2.Uw_P-3v}lfaT

>:iKS@Zc_rC:p_4pg}<[g6T>hwS@3?:9;g3\uiyg}<
WWT *Vp4AumIODF@OF[et2.F;sOFm5N6P2X>]rq3*GP`Rhp7l

Gk<
WXT P}yF~*wyasL_:iW.y4pg}<
WYT p4azmaA[:y]sKGB~aWA[a]M:[sF]v`zdD0sK:p_4pg}<
WZT <P2h>]3*GZ`hwSsRhp+NEr<O}F:*6h-38uZYa_r<
W[T P7yF+R~:SiZErpywSmeH\9F:<P2Rhp7l+N`@Zc_`wS-U

`:A2h>]rq3*O555T5~-|.-20v4z+Tx.,PUos[w;<
W\T t_e+rq]J\DhG\lU\_I^SAlNyrpyH{ZOjOSTeAq:rp~[U

G\_I^SAHNyrpy:`Syl6*s2*cN6YF:*m;g3ZOcNa*UsO
F+~NW[V>fD6YF:Egm=EwA`\Uwiy-3v}a/|;.|a`/alHcn9
a6YFM`_d6Y:P}/<*Egm=EwAas^V8L_>iKS4Qe+rq]J\
3*O555T2~x}*T.0|P<

W]T ;U;_d1\m=:Ahp7l|sL^AELJa<P+hrql3<
W^T *Vz{RE@k:Mi*}xL_<

`+~4z k31z3, ZcDUTatO/QvPK7:F0[KlJ-x?K[|Nx5[MK

c\ne+
MC{y]MD6q<P2{L|UtG+NiOJIf]:5-|yP

klmi

6nyogT-84:bnyp4HO[U?

7Fn>;`QWo5B<@clqr:K\psVy2{.~/0|p y*+,,{ y2{4pu,{| v/2},6

7\p`QcDsRkOsdUJ?^=jqpre:K6

8rVYtb`QX]i]5ZhSmEAX]6

nJ ds ks Ps 7[rE

W /aVQ U BrPRp}vw3 p}vw3
d.Z,f.+yz- b~27Ucz1~|-z01Uq}z ozxz-8Ugvzyv,x}vz fv1v-U

X 7[f U PY;.
a~8Uhw~1Uj3xz a0~y|z g.2z+

Y 7[f AW_^^zm_NBn{cz U

Z 7[f U /aVQ ]ee+

Znyp4T-84:[nyp4HO[U?

Z 7[f U U
d.Z,f.+yz- b~27Ucz1~|-z01Uq}z ozxz-8Ugvzyv,x}vz fv1v-U

a~8Uhw~1Uj3xz a0~y|z g.2z+

[ 7[f U /aVQ ]ee+

/|lqn

nfZ1OidPU1COmuPUDxObsPUe+OgsPUxHO]bPUd.OopP

/*g3<a:|/\.c\<

14?SjQVVYVoVWX[`dVV][[oWWWV4b

V4?SUkW\XVo_vjQVXV[RWe+

C?

J /|sK[f32:9*/*g3lqL_

J V4/|`hZ[U\njQe+:?J-H[U\nrq7q<

J x^md./*hGV4/aV~_dsQm=O/BRzP:

t<P2haVnp-H<

J gy_d:}m=<



 

有效日期：05/01/2018                            PDT-I-OPT-KOR-IKS-001 (P.1)  

 

 
 

 

首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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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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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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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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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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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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