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首爾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3 晚酒店住宿 
◆ 包花海限定遊包午餐*共乘車* 

◆ 無線寬頻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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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套票價格不包括任何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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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一天全天遊 
波斯菊花海 *含烤豚肉午餐* → 義王鐵道 → 
安山濕地公園 / 光教湖公園*19/10前適用*  

義王鐵道  Railbike *四人一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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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 2698                                                               6818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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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Sep, 27Sep-5Oct +900 Fri-Sat 
23-26Sep 

+100 

內藏山賞楓 

明洞*0530集合~1900解散 / * →內藏山*含豚肉火鍋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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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9 每位 $4099 每位 $3999 

明洞站7,9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KY HERITAGE 
www.ky-heritagehotel.com/view/index.do?SS_SVC_LANG_CODE=CHN 

2人行 
STANDARD DBL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TD DBL  

每位 $3899 每位 $3899 每位 $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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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TD DBL  

每位 $3599 每位 $3599 每位 $3599 

明洞站5,6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WESTERN CO-OP RESIDENCE 
www.s 

2人行 
STANDARD DBL 

3人行 
TRIPLE 

4人行 
FAMILY  

每位 $3399 每位 $3399 每位 $3299 

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2,4,5號線, 12號出口步行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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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NOW - 9 NOV 18 

花海盛放 打卡熱點 

首爾4天自遊行 
奧林匹克公園 義王鐵道 

免小費 

*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1日 全天 拚車 自遊團 

PKG CODE: ICN_TCB_9/7/2018 
Copyright©2018-2019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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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藏山】有「山內所藏無窮無盡」之意。每逢秋天，滿山紅葉染上天際，讓前來內藏山的遊客在心中留下深刻的記憶, 充滿連綿不絕的秘境 
【白羊寺及雙溪樓】是石灰岩白色山脈，左右兩旁溪流潺潺涓流，環境十分幽靜，隨四季的變化，展現不同的風情。秋天的楓葉尤其美麗。被指定為
地方文化財的大雄殿、極樂殿、天王門保存於其中。沿著林木步道進入白羊寺，首先映入眼簾的即是雙溪樓，倚山傍水的景觀，宛如一幅畫 

內藏山→ 白羊寺及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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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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明洞9號出口渣打銀行門口】酒店集合 *貼心安排早餐 :蛋糕/紫菜飯卷+飲品一份* 
【1030 波斯菊花海】9-10 月就韓國波斯菊花盛開的季節, 除了波斯菊還有玫瑰園, 醉碟花,  
白蝶花等等，全是色彩繽紛的花海 
【1215 午餐】包韓式烤豚肉 
【1400 義王鐵道】全長4.3公里, 義王鐵道自行車特別的地方是他是全韓國第一座環湖鐵道自行車 
【1550 光教湖公園】19/10 前出發適用 一座擁有兩座湖(遠川湖水、新代湖水)的親水公園， 遠川湖水以水邊瞭望區"Urban Levee"聞名，它們由不
同的高度組成，遊客能夠從三種不同的高度眺望湖邊景致 
【1550 安山濕地公園】19/10 後出發適用 是濕地公園，整個公園佈滿蘆葦草。透過木橋穿梭隨風飄逸的蘆葦園，散發出金黃的光芒 
【1830 明洞】解散*下車位置或會因周圍交通情況影響而與上車位置不同, 詳細情形請於當天向領隊查詢* 

*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包全天遊 隨華語司機 

包午餐 烤豚肉 
首爾 → 波斯菊花海 *含烤豚肉午餐* → 義王鐵道 → 安山濕地公園/光教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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