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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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