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KE0605

韓國超值6天遊

NHKE0605

Korea Value 6 Days

團費 Tour Fee (CAD)
指定自費
團費
團費
Tour Fee
(CAD)
Tour Fee

小費

單間差

需预缴(>2歲）

需预缴(>2歲)

Single

Compulsory

Tipping

Supplement

programs

CAD199 USD180

USD60

CAD450

2-12 歲小童（不占床 不含早餐）

CAD199

2-12 歲小童 (占床位 含早餐)

CAD299

Child 2-12 y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Child 2-12 yrs old (with bed & breakfast)

自費項目(>2歲) Compulsory Programs(>2 yrs old)
指定自费项目USD180/人(必须参加)
三八線(不進洞)+戰爭紀念館+亂打秀
Total USD180/person: The War Memorial of Korea +
Hwaseong Fortress + The 38th Parallel

小费(>2歲) Tips (>2 yrs old)

行程亮點：

• 遊覽美輪美奐【南怡島】【雪嶽山國立公園】
•百年歷史之朝鮮第一正宮【景福宮】
• 探索南北朝分界【三八線】遠望神秘國度北朝鮮
•原高麗王朝的麗宮，現為韓國總統官邸【青瓦臺】 • 時尚聚集地【東大門市場】
Day 1 抵達首爾 Arrive Seoul
HOTEL LART CITY& PARK或 同級
抵達首爾仁川國際機場後,導遊在機 場1樓到達大廳12
號門內側舉牌“聯誼 假 期 ”接 機 ( 24小时分批接機)
。(韓國酒店3pm 之後可辦理入住) Arrive in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Your tour guide will be waiting
at Airport gate 12,holding a sign “Nexus Holidays”.
You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hotel and check in.
Day 2 首爾 Seoul-江原道 Gangwon-do
早、午、晚餐 B, L, D

江原道大明度假酒店 Daemyung Resort 或同級
酒店早餐後參觀津閣三八線-臨朝鮮半島南北交界的
三八線,貫通朝鮮半島南北的的重要河流臨津江流經
臨津閣。隨後前往南怡島-南怡島不僅擁有四季分明
的自然景色, 還齊備餐館、酒店、美術展覽長廊、露
營地等一系列觀光配套服務設施。遊覽 雪岳山國家
公園-韓半島中樞的太白山脈的最高峰大青峰為頂峰
綿延的雪岳山是韓國最美的山脈,春季的躑躅、夏天
的溪谷、秋天的楓葉、冬天的雪景,一年四季美景不
斷,令人感歎。之後遊覽新興寺-韓國江原道著名的旅
遊景區雪岳山下Aqua World 溫泉水上樂園(含門票+
自由券)。
1. The 38th Parallel* 2. Nami Island 3. Soraksan
National Park 4. Aqua World
Day 3 江原道 Gangwon-do –首爾 Seoul
早，午，晚餐 B, L, D

HOTEL LART CITY& PARK或 同級
酒店早餐後參觀華城行宮-華城行宮是正祖在出駕顯
隆園時, 臨時居住過的宮闕, 規模比任何行宮都雄偉
壯大, 用途廣泛, 甚至被稱作景福宮的副宮- 韓國民
俗村-充滿 朝鮮 半島 古代 氣息 的露天 博物 館, 在
這 裡可以 參觀、體驗到古代朝鮮的生活形態 和傳
統文化景福宮-朝鮮王朝時代最大的故宮 青瓦台(外
景)-韓國總統官邸 南山韓屋村-韓屋村有五家人的韓
屋建築組成,分別從各區彙集于此重新修建。 這裡充

分展現了韓國舊式的韓式建築風格,是瞭解韓國歷史
的其中一道重要的途徑 。 之後前往紫 菜 博 物 館 韓
國 傳 統 服 裝 體 驗 - 體 驗 當 地 的 傳 統 服 裝。晚
餐後入住酒店.
1. Hwaseong Palace 2.Korean Folk Village, 3. Gyeongbok Palace, 4. The Blue House，5 . Seoul seaweed
Museum 6. Traditional Korea Customs
Day 4 首爾 Seoul

早、午、晚餐 B, L, D

HOTEL LART CITY& PARK或 同級
酒店早餐後前往人參專賣店及彩妝店。之後去往清
溪川- 在首爾的鬧市裡, 我們看到一條流水淙淙的小
河。 那兒有帶著孩子的父母在徜徉漫步,有年輕的情
侶把腳浸在溪水裡,坐在岸上談天,輕鬆又自在 東大門
弘大步行街。隨後觀賞特麗愛 3D 影像館及 亂打秀 (
普通席弘大劇場)-是以 四 物 游 戲 的 旋 律 為 素 材
創 作 的 韓 國 最 初的無 音 演 出。 晚餐後入住酒店
1. Cheonggyecheon, 2. Trickeye 3D Art Museum,3.
Nanta Show
Day 5 首爾 Seoul
早、午、晚餐 B, L, D
HOTEL LART CITY& PARK或 同級
酒店早餐後前往護肝寶,紫水晶及土特產店。隨後參
觀 戰爭紀念館-國戰爭紀念館,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
戰爭主題紀念館,隨後前往位於首爾的中心城區 明洞
自由購物 晚餐後入住酒店。
1.Shopping stores, 2. The War Memorial of Korea*,
3. Myeong-Dong Shopping Center

Day 6 離開首爾 Depart Seoul 早餐 B
早餐后結束愉快旅程，送往仁川國際機場（24小時
免費大巴送機）
24Hrs free hotel shuttle bus

小費共USD60/人，不含行李小費，不包括個人給當
地表演者消費
Total USD 60/person

2019年 抵達日期 2019 Arrive Date
1月：1，8，15，22，29
2月：12，19，26
3月：5，12，19，26
4月：2，9，16，23
5月：7，14，21，28
6月：4，11，18，25

7月：2，9，16，23
8月：6，13，20，27
9月：3，17，24
10月：8，15，22，29
11月：5，12，19，26
12月：3，10，17，24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行程中列明的酒店 (雙人房)
Hotel accommodation as indicated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首道景點門票
Main entrance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 (不保證粵語服務)
Chinese speaking service provided (Cantonese servic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包含 Not Included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excluding luggage tip
自費: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旅程取消
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特價團條款 Notes
取消條款: 出團前30天內取消不設任何退款。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韓國
護照持有者不享受此優惠,其他客人須另加附加費USD200
起,否則取消參團資格。遊客必須隨團旅行,不得中途退團(
如脫團每天需額外支付USD150/人/天)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 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
安排,並且本公 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 已訂滿,本公
司有權用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 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
擔 任何責任。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 因素、戰爭、災難或其
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您的特約旅行社 Your Travel Agent

BPCPA#76109/76110/76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