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賞星期三】 KONJIAM RESORT | 首爾 /京畿道自由行套票 3-31
天 PID4133_LOA03
國泰航空 $2,243+
費用包括
* 香港至首爾來回機票(經濟客位)
* 2晚酒店住宿 (早餐安排需視乎個別酒店或房間種類而定)
出發日期：01/12/2019至28/02/2020
國泰航空
酒店
京畿道

早餐

酒店
星级

酒店位置

房間類別

成人(每位)
雙人房(佔半房)

×

5

京畿道

Prime Room
(Double+Single)

$2,243+

尚有更多其他城市選擇
京畿道

(尚有更多酒店可供選擇，詳情請瀏覽www.wingontravel.com)

京畿道廣州市LG昆池巖度假村

(LG Konjiam Resort Gwangju
Gyeonggido)
京畿道廣州市LG昆池巖度假村
(LG Konjiam Resort Gwangju
Gyeonggido)
專享特惠

×

5

京畿道

Prime Room (Double+Single)

×

5

京畿道

Deluxe Type B(Twin+Ondol)

自費增值項目
853韓式燒烤餐廳 - 仁寺洞2人共享套餐【韓國時間下午7時30分時段】

觀光遊

【冬天玩雪團】雪兜體驗、白色南怡島、釣冰魚體驗Seat-in-Coach一天團
北村韓屋村人力遊覽車導賞 - 浪漫之旅 (韓國下午3時時段) (中文導賞服務)
大川海上Sky Bike + 安山五彩星光村一天團 (適用於四人成行)
大明VIVALDI PARK初級滑雪一天團
專車浪漫一天遊 - 南怡島 + 晨靜樹木園 + 追蹤韓劇景點「來自星星的你」法國村 (每
位)【最少2人同行】
專車遊 - DMZ非武裝地帶 + BOTANIC PARK首爾植物公園/ (四月限定一山湖水公園
) (每位)【最少2人行同行】
專車遊– 《爸爸去哪兒》拍攝地 大自然家族農莊體驗 + PREMIUM OUTLET 一天遊 (每
位)【最少2人同行】
專車遊– 《爸爸去哪兒》拍攝地 大自然家族農莊體驗 + PREMIUM OUTLET 一天遊 (每
位)【最少3人同行】
專車遊– 歐陸瑞士村 + 南怡島 (每位) 【最少2人同行】
小王子村、南怡島、鐵路單車一天團 (逢星期一及五出發)
江村Elysian滑雪場冬季滑雪一天團
洪川金黃銀杏林、雪嶽山紅葉細賞一天團
禪雲山道立公園紅葉細賞。採露水蘋果。鄉土韓式定食一天團
童話瑞士村、鐵路單車、晨靜樹木園一天團 (逢星期四及日出發)
芝山冬季滑雪埸一天團 (Loisir Hotel Myeongdong集合)(3歲或以上人士)【最少2人同
行】
草泥馬散散步 + 挑戰斜坡滑車+ 採有機水果體驗一天團
賞楓限定【內藏山紅葉鑑賞。千年內藏寺一天團】
馬場湖吊橋、波波草公園打卡、採有機迷你蘋果+果醬DIY一天團

門票

演出
戶外運動

休閒活動

2019首爾電音雛菊嘉年華 - 2日VIP票
2019首爾電音雛菊嘉年華 - 2日普通票
Alive Museum 愛來魔4D藝術館 + Dynamic Maze智勇迷宮 (仁寺洞本館) 門票
Alive Museum 愛來魔4D藝術館(仁寺洞本館)門票
BIBAP拌飯秀S席門票 (適用於逢星期一
BIBAP拌飯秀S席門票 (適用於逢星期二至六
BIBAP拌飯秀S席門票 (適用於逢星期日
Fireman Show 極限秀門票 (適用於星期一至日韓國下午時間5時)
Grevin格雷萬蠟像館門票
L’atelier 新穎潮點美術館門票 【3-11歲小童】
L’atelier 新穎潮點美術館門票 【成人】
NANTA 亂打秀A席門票(適用於忠正路專用場逢星期一至日韓國時間下午5時之場
次)
NANTA 亂打秀A席門票(適用於忠正路專用場逢星期一至日韓國時間下午8時之場
次)
NANTA 亂打秀A席門票(適用於明洞專用場逢星期一至日韓國時間下午5時之場次)
NANTA 亂打秀A席門票(適用於明洞專用場逢星期一至日韓國時間下午8時之場次)
NANTA 亂打秀A席門票(適用於明洞專用場逢星期六韓國時間下午2時之場次)
NANTA 學院亂打體驗門票(逢星期一至日韓國時間下午2時之場次)
N首爾塔展望臺入埸票 (不包纜車)【小童3-11歲】
N首爾塔展望臺入埸票 (不包纜車)【成人】
PANG SHOW麵包遊覽船 (韓國時間下午8時) 【小童】
PANG SHOW麵包遊覽船 (韓國時間下午8時)【成人】
Trickeye Museum Seoul特麗愛3D美術館 + Ice Museum特麗愛雪之城 + AR數碼4D藝術
體驗 + 弘大Beauty Inside展覽門票
加勒比海灣 (Caribbean Bay) 水上樂園門票
愛寶樂園一天門票
提升至2日VIP票 - 2019首爾電音雛菊嘉年華
樂天世界一天門票(適用於Adventure and Magic Island)
歐陸瑞士村門票
熊津 Woongin Playdoci 水上樂園一天全天票
首爾BRICK CAMPUS門票
首爾Running Man主題體驗館門票
首爾樂園一天門票
高陽Onemount冰雪樂園一天全天票
高陽Onemount水上樂園一天全天票
龍山汗蒸幕Dragon Hill門票 (只適用於韓國時間05:00至20:00時段)
SBS「THE SHOW」韓秀榜現場觀演套餐【只適用於15歲或以上人士】
2小時漢江獨木舟體驗 【3歲以上人士適用】【韓國時間下午3時時段】
4小時韓服體驗
JW東大門萬豪酒店Tavolo 24自助午餐【韓國時間12:00時段】【只適用於12歲及以上成
人】
OME Cooking Lab - 韓國料理烹飪班 (韓國時間上午10時) 【3-11歲小童】
OME Cooking Lab - 韓國料理烹飪班 (韓國時間上午10時)【成人】
韓國烹飪班 (韓國時間11:00時段) (菜式: 韓式炒辣雞)

交通接駁

Korail Pass 2天通行証 (小童) (適用於4-11歲)
Korail Pass 2天通行証 (成人) (適用於12歲以上)
Korail Pass 3天通行証 (小童) (適用於4-11歲)
Korail Pass 3天通行証 (成人) (適用於12歲以上)
Korail Pass 5天通行証 (小童) (適用於4-11歲)
Korail Pass 5天通行証 (成人) (適用於12歲以上)
單程仁川/金浦機埸住市區酒店接送 (最多可乘載6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仁川機場鐵路AREX直達列車車票
單程市區酒店住仁川/金浦機埸接送 (最多可乘載6連各人1件行李)
單程由仁川機場至首爾市中心酒店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2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抵達時間:05:31-21:59)
單程由仁川機場至首爾市中心酒店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2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抵達時間:22:00-05:30)
單程由仁川機場至首爾市中心酒店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4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抵達時間:05:31-21:59)
單程由仁川機場至首爾市中心酒店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4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抵達時間:22:00-05:30)
單程由首爾市中心酒店至仁川機場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2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起飛時間:05:31-21:59)
單程由首爾市中心酒店至仁川機場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2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起飛時間:22:00-05:30)
單程由首爾市中心酒店至仁川機場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4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起飛時間:05:31-21:59)
單程由首爾市中心酒店至仁川機場專車接送服務 (每車) (最多可乘載4人連各人1件
行李) (適用於航班起飛時間:22:00-05:30)

產 品條款
1. 此價目表的所有價格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只作參考之用，價格可能因外幣、機票、酒店價格浮動而更
改，而酒店額外優惠（JETSO）亦會因應酒店提供而更改，確定套票價目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均以系統
報名當時為準。
2. 日本酒店：Semi Double Room之面積較雙人房為細；Semi Double房內只提供1張約 4尺闊的床，而SemiTwin 房內只提供1張單人床及1張梳化床(SOFA BED)﹔此兩種房間均一律不設加床並只限2位客人入住，
而2至11歲小童入住均須付佔半房價錢，敬請留意；另“雙人房+加床”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
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疊床或沙發床。
3. 台灣酒店：按酒店條款規定，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身高不超過100厘米之2至11歲小童；否則必須以加床或佔
半房價錢收費；若有未經本公司申報之小童入住，酒店會拒絕讓所有同行旅客入住，所有已繳付之費用亦不
予發還，顧客須自行承擔有關責任。
4. 如2人或以上於同一機票訂位內訂位，所有旅客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及所有行程、航班
必須相同。若屆時其中一位旅客未能如期出發，將會影響其同行旅客亦不能出發。
5. 根據個別國家酒店規定，如顧客未滿18歲而未有父母同行，其訂房須待酒店覆核及回覆作實，否則須取
消訂位。
6. 每房需最少一位客人持有有效香港特區(SAR)或英國海外(BNO)護照入住。
7. 入住單人房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如產品註明是最少2位成人同行，該產品必須最少2位成人同行並各佔
一單人房。
8. 每房最多可容納3位成人或2位成人+1位小童入住，Semi Double Room或特別注明除外。
9. 「自費增值項目」的可供訂購日期及價格以網上資料/報名時為準。
10. 以上行程安排一經確定，恕不退款或作任何更改。
11. 以上價目不包括任何機場稅、機場安檢費、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應付稅項；如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
加費，客人須補回或可取回差額。(此稅項另加每位全程$40手續費)
12. 以上酒店星級僅供參考。
13. 確保消費者權益，詳情請參閱機票+酒店套票報名及責任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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