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爾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30 APR 20

出發時間: KE 608 0045-0525
回程時間: KE 607 1945-2230

LOTTE L7
www.lottehotel.com/l7/myeongdong/en/Default.asp

2人行
STANDARD

3人行
STD FAMILY

4人行
STD FAMILY

每位 $3599 每位 $3799 每位 $3599

明洞站7,9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THE SPLAISIR
https://seouldongdaemun.splaisir.com/

2人行
STANDARD DBL

3人行
TRIPLE

4人行
FAMILY

每位 $3199 每位 $3299 每位 $3199

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出口步行3分鐘

LOISIR
www.loisir-md.com

2人行
STANDARD DBL

3人行
TRIPLE

4人行
FAMILY

每位 $3199 每位 $3299 每位 $3199

明洞站5,6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WESTERN CO-OP RESIDENCE
https://western.coopresidence.co.kr/kor/index.do

2人行
STANDARD DBL

3人行
TRIPLE

4人行
FAMILY 

每位 $2999 每位 $2999 每位 $2999

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2,4,5號線, 12號出口步行5分鐘

鎮安紅蔘SPA溫泉一日遊

步行8分鐘至一天遊集合點
東大門 Good Morning City

步行5分鐘至一天遊集合點
東大門 Good Morning City

步行5分鐘至一天遊集合點
明洞 Lotte L7

步行1分鐘至一天遊集合點
明洞 Lotte L7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首爾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3 晚首爾市中心酒店住宿

◆ 包鎮安紅蔘SPA溫泉全州韓屋村一天遊*共乘車*

◆ 包一天遊早及午餐

◆ 專業旅遊顧問提供行程安排建議

◆ 0.15% 旅遊業協會賠償基金

◆ 所有格價均以現金為準

包鎮安紅蔘SPA溫泉+全州韓屋村一天遊
*客人需自備泳衣及泳帽*

包一天遊早午餐
*早:蛋糕/麵包+飲品
午:韓式刀削麵及餃子*

PKG CODE: ICN_HOT_9/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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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鎮安溫泉
1日 全天 拚車 自遊團

免小費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旺 角 9299 0108                                                               9010 2698 銅鑼灣電話: 2388 5222 電話: 2388 5233                                                              : 853-6310 2857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19樓D室 : 86-155 075 66892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musetravel                                    www.musetravel.com                               info@musetravel.com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27Sep-6Oct, 19-20Dec, 
3-5Apr, 28Apr-1May

+800 21-26Dec, 29Jan-2Feb, 8-13Apr +2400
Fri-Sat
20-29Dec, 30Apr-5May
30Dec-1Jan

+100
+100
+300

27-31Dec +1200 21-28Jan +3000

https://goo.gl/JWM9Jk
https://goo.gl/JWM9Jk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9fkhGZ
https://goo.gl/9fkhGZ


提供您最貼心的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香港 首爾

【通仁市場】位於景福宮站2號出口, 這裡吃飯很好玩, 可以用銅板當然也可以用現金買. 在cafe先換銅板, 一次換五千有十個銅板, 一個銅板代表五百韓元
【北村韓屋村】是一座韓國村莊，地處首爾鐘路區。該村以韓屋和傳統韓國建築風格的小屋聞明
【三清洞】充滿獨特風味的街道之一, 沿著紅色的縣走. 會發現沿街上有不少琳瑯滿目的飾品
【景福宮】建於1394年，是朝鮮王朝的正宮，也是朝鮮五大宮闕中規模最大的

首爾市區自由觀光→機場 香港

【晨靜樹木園】坐落於京畿道. 佔地約10萬餘坪, 在群花盛開的庭園和蔚然蔥鬱的松樹林間舒服安適地享受大自然山林浴
【南怡島】首爾的一個小島《冬季戀歌》在此取景. 南怡島的真正主角是一條長長的銀杏路, 是不少龍友要慕名而來
【江村 Rail Bike】鐵路單車會由金裕貞站出發，終點是江村站，全程約一小時30分。中間有些路段單車會自動行走，而且大部分路程都是下坡路，比
較輕鬆，整個踩單車的過程並不會耗費很多體力

首爾 → 晨靜樹木園 → 南怡島 → 江村Rail Bike 

【0630 東大門集合】Good Morning City 集合, 
位於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14號出口, 準時共乘車出發.

【0700 明洞集合】Lotte L7 酒店門口集合, 準時共乘車出發. 
【0945 全州韓屋村】800多間韓國傳統建築韓屋聚集於此, 保存著古老面貌的全州韓屋村
【1100 午餐】韓式刀削麵+餃子
【1300 鎮安紅蔘SPA溫泉】鎮安紅參溫泉以紅參、韓方成份再加上陰陽五行原理, 透過人蔘水療激活循環系統, 使身體除去廢物. 又可以遠眺馬耳山美
景, 體驗不同的觸覺、嗅覺及聽覺的養生療程.  自由活動3.5小時
【2000 解散】1630 準備集合回程. 市中心: 明洞/東大門解散

首爾 → 全州韓屋村 → 韓式刀削麵+餃子 → 鎮安紅蔘SPA溫泉

包早餐 蛋糕/麵包+飲品

包午餐 韓式刀削麵+餃子

包鎮安紅蔘溫泉門票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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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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