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2423 3332
9=8?7JNIJNILJKN SPUGUGQRTGLOLVVSHK

^df^a\]ec

T>]jYOKp_k2.Y6wR66oRuy]Z3i/nw~TCQf

,U02dq[POQ|eRaKVG-S9S]nw.o_GoJ\`w

DU~TS0DWz_v}Pk>gGzys-~iQ/Hr-UGS

TR;EVO 2,5 4z-,Vsg@Kn,eKVWt;nfcofYG|}hkYJ9Q

DJ^tTxtsgffYWsG;-QigTcKD>KG`TY=:XeK

VGhpgk=d1|~}5Od+ung?S

TJB~^Q?K|.YQTE@YaG7?52Q]ySG2-QWbn2

-FI_4XQO2l[LYXG+22-QzW2off6BQ7>pNv5

2w~9aQew99S

TywY8HKf,QOpj_z+gi+Qkg\5=SeVjQeiETc

<deVQiEQXQORiQ,eTxk/pYGx>a=WAI2nZ

NvGz.r`+gE<gQ3ksXY

b}~0V
gd ]_D^oghqz><=g -:FCEGBEpQia2{x{u4tZ1Q q GE

hfgnMmK6_BC z><=g 26G:E 2CE@9 = as~CHBG6>B /CDysW

^k4lNhg_S

hd 1<_;9wee4SC`.FL>s.|4 2s}|>K:2aVm2R

lX}k4TCRdq[Ph=x>aN*u-+S

id]gMZT34^/=: ,6>BG:EF zw-+c@B[1{,g\a;fkn.4kfff

3fYV_ja=JHp?j- ^}ASJQB*tM_

z><= g -:FCEG

dq[Ph

dq-6>@ t>?:hg

z><=g 26G:E 2CE@9

V[2aQO71k>/o
lX}k4TCRdq[PhRdq-6>@ t>?:hgR

z><=gN~CHBG6>B /CDysW^k4lNhg_Rz><=g 26G:E 2CE@9R

.FL>s.|4 2s}|>K:2aVm2Rx>aN*u-R

E/kg\R.Pv{4R/=: ,6>BG:EF[zw-+\c@B

]Jn]|p oKlbgibhfbhmJQgfKjbggbgnJQ

ggKgkbhhbhoJ^



+,-/.0* 2423 3332
9=8?7JNIJNILJKN SPUGUGQRTGLOLVVSHL

V[2aQO
^df^a\]ec

.FL>s.|4 2s}|>K:2

Roh2~hV[2hlX}k4TC^`oWQ

;9wee47g_hdq[Ph^;9wee47g_h

dq-6>@ t>?:hg` ^̀ oWQjngNQ6};hf7Q_
[2~`V[2QN};icj|pQbNpCWw_h=CUQRXT\S

`-6>@ t>?:i=2jniNQAA2hngNSH4[Xw>ww\]v;G

EQ]02GE]m-6>@ t>?:S

qrsk

qrsl z><=gN~CHBG6>B /CDysW^k4lNhg_Nz><=g

26G:E 2CE@9^hfgnMmK6_BC`Q`oW_
` =Sj5:W=Q4Nf+Q9_P:c=:^QQ4.Nf+,8c

{}UHPt,T[Xw0jw]XA4v;B+Q]0s]XPt,

TbYQk,hbAIQ^9+XS

.FL>s .|4 2s}|>K:2[^`oWQ;9

w7g_h.FVm2h/=: ,6>BG:EF[zw-+\c@

B^`oW_
[H4.FL>s>K:2=Vm2[Xw>ww\v;asQb02

*QOW6T^`S]JC6tas+7F:EI6GCEL ilfmTxQOga_S

qrsm

qrsn np\=ph.-9~fphx>aN*u-^`

oWQ;9wee47g_hE/kg\]TFK

n^;fknT|Ofj5h2zX+CS

_D\Xph.Pv{4^`oWQ`G`D=tp

fn.4NAQ}8.1hg=~i+t_h

0/+CSh_T4n~p[h.Px+ph

2~hRo
[]~pKn^;fknevy+/mH1}jW^}ASJQB*tM_

qrso

E/kg\

x>aN*u-

/=: ,6>BG:EF[zw-+\c@B



+,-/.0* 2423 3332
9=8?7JNIJNILJKN SPUGUGQRTGLOLVVSHM

V[2aQO

7V
gd 9wee4k;j;gfK-R`ggK-RQ1@;9wee4/JjR}A=k;]uQ]6VjC

>wh=]nQRXT\S
hd [9yC`in42FRICQnkMU`YiasQQbX/FIr@1kM3S
id zG3Ep=mL6Y=S^2>x>_u4tZ1QQ8_2V=P:zWEp6m2hS
jd <E]6Vh=]KniERjC?,v/1aw@aJ1R4P]Ro1NgQ=obJ5Fn

]eN>FbX1QS
kd ob<1Q:SnOv>S
ld ob<1Q:+`vViERjC?,v/1aw@aJ1R4P]Ro1NgQ=obJ5Fn

]S;f6}?7oBV\kffS
md _Roo1aO``^/{u_nOok]|a+<o1X?_fS
nd knuT^U<sM,X>:p+<w\PX?o1_fS
od b}Ry9/G<*,nR-ARb}REpg[=]P+KnQ]e;Aq,:]|Jj]Sy

dRQ|h9TDPLP7Qk,hbAISHU+dR,X>r|{Qbu6g`kWpAIS
gfd b}R]P=g[G5rT+QWjCjpKn2hQHS:RQk,hbAIS
ggd <:+`?1QXqUbX/<hm`QHb}Ua?S70Qkn,`8hkvd1QXqUb

Xm`Gf=DnS
ghd Wtb}nv=]5F:|^YHV<Y^:RGW:=~K+_eDyKo1Z0*6w=7b5

]*+S
gid 1@<:zWX<jp2hQ-l^]hbAIS
gjd b}yb=/UpQtapC]6VjCUp/KnQH40aJwbQFXpCQk,hbA

IS
gkd kne,yKZ0*Dw,X>p=7b5b_okMI`QW^,]|akFAjhPS
gld 1_z:L^,Q9|D_ob<X>=>25b`Qkne=7b5]5bwTDPLwX>R

>MQQe,yKo1Z0^JJJdJ>B<CBGE6I:@d8CA_s/Q_AuS
gmd tLRoo1aO`F,a`]AH,d+}}]bzob<bG3mXmqrxuEQobJH

AaH,d+}}bbzob<Q9}<]DnpeWPbD2:QW=u6gD9Pb/WsG
W:oB\gkfUSFD2:Q-A1QXqUw`AqWp]|Jj/<*R^*Qw`Q]yP
.J/D2:3w,=D2Q1@V=W-A1QXqU/Q7B82hU|h92XRoo1a
O`Z0^JJJdG>8=?dCE<_S

gnd 2WfsebQhPo}QjB-6GnKrQ}7b5]}{o1,@S
god Wt=RRXT\Qi8W@C2hS

<*,nh

dSYx^u3_ez.^|w_e.S^+5_eRo^z3_<K6gkQQH<sT2~S

d}V;Zrffif`fghkwQtfmkk`ggffAO

B}V;s:glhf`8JZrfhfkag*o

7V

c <*pCHS20QbW<K6g,n2h

c B}<*w,3l>Zr*oQnO+<l>o1_fS

c U<,=K+1QS

^df^a\]ec

0^ 4c /c Qc :OL=

J Ka~ 1-cl db+C7G`R xDfy|:KQVfde Yjb ZbnkmouTkjqbjofkj Vkobh

K L=- 1-cl I eoolQIIrrrHefdeJH`kiIbjdIVekibIi^fjHefdeJ

L L=- E*k?AeGAX v6B_P,clwFMgmeT
H]NCW_fn [oshbn Ri_^nn^akm [bkph ]kjdn^jITkpmos^ma Ss X^mmfkoI

M L=-
vZ<GNw

I Sbno \bnobmjI[o^jackmaII[efhh^ no^sIX^mgI Ukhabj [bkphIZ^i^a^ VkobhIUh^a Vkobhz{

FbJ7GP.i@W

N L=- I Ka~ 3>IS

[YN5l3ijQw=EC7pQasT|/ijh6V8;h=]nS

dQOEp]AqxCXqh=]e;7BhqogS

fkO2.YEp}787Q5+,jC1}7U]6_BCvv87/EpQ]`82h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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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江原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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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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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