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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獨家行程: 百年歷史之朝鮮第一正宮【景福宮】
原高丽王朝的离宫 現为韩国总统官邸【青瓦臺】
遊覽美侖美奐【南怡島】【雪嶽山國家公園】
探索南北朝分界【三八線】遠望神秘國度北朝鮮
栩栩如生【特丽爱3D影像馆】之奇幻之旅

Korea Value 6 Days
韓國超值6天遊

您的特約旅行社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首爾  江原道  利川

團費
Tour Fee

單房差
Single Supplement$ $199起 320另加

保證出發
Guaranteed
Depar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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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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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 共USD60/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

Tipping USD6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USD18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USD18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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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條款: 出團前30天內取消不設任何退款 Cancellation Policy: No refunds within 30 days prior to tour 
departure

2歲以下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2歲-12歲下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5-18歲 (佔床位，提供早餐)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199(without bed & breakfast)
2-12 years old $29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5-18 years old $399 (with bed & breakfast)

$199
$299

$399

6月: 07、14、21、28
7月: 05、12、19、26
8月: 02、09、16、23、30
9月: 06、13、20、27

10月: 11、18、25
11月: 01、08、15、22、29
12月: 06、13、20、27

2016
1月: 03、17
2月: 14、28
3月: 07、14、21、28
4月: 04、11、18、25
5月: 09、16、23、30
6月: 06、13、20、27
7月: 04、11、18、25
8月: 01、08、15、22、29
9月: 12、19、26

10月: 10、17、24、31
11月: 07、14、21、28
12月: 05、12、19、2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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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engers who hold the Korean passport 
can not join this tour. Passengers who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uent Chinese, 
surcharge is applied: from USD200

請上www.nexusholidays.net查閱最新行程、價格及出发日期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USD180/person: 
The War Memorial of Korea + Hwaseong Fortress + The 38th Parallel
*This item may be replaced by other equivalent value programs depends on some 
factors such as local weather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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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ssengers must travel with the tour group and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otherwise USD150/person/day penalty will be applied)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第1天 抵達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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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機時段11:00am–12:00pm、17:00pm–18:00pm、
20:00pm–21:00pm)。旅遊巴士將準時於12:00pm、18:00pm、
21:00pm離開機場送您前往酒店。(韓國酒店3pm之後可辦理入住)

第2天 首爾(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韓國民俗村-大長今拍攝基地】它占地163英畝位於京
畿道首府水原市附近，再現朝鮮半島500多年前李朝時期的人文景觀
和地域風情。後前往遊覽六百年歷史的朝鮮時代第一個正宮【景福
宮】景福宫是李氏王朝(1392~1910年)的正宫。接著遊覽【青瓦臺】
原是高丽王朝的离宫，1426年朝鲜王朝建都汉城(首尔)后，把它做
为景福宫后园，修建了隆武堂、庆农斋和练武场等一些建筑物。青
瓦台主楼現为韩国总统官邸。有总统办公室、接见厅、会议室、居
室，配楼有秘书室、警护室和迎宾楼等。參觀韓國國家最高級別博
物館【戰爭博物館*】。隨後遊覽【華城行宮*】。華城行宫是正祖
在出驾显隆园时临时居住过的宫阙，规模比任何行宫都雄伟壮大, 
用途广泛，甚至被称作景福宫的副宫。之後觀看世界著名【亂打秀
】1997年10月初開始，它引起了觀眾們的熱烈反應，如今已經突破
了在韓國演出歷史上最多票房紀錄,也通過不斷的更新，提高它的品
質，成為遊客來韓國必看節目。

第3天 首爾  江原道(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江原道，途中遊覽湖光山色美侖美奐的【南怡島】。乘
船登島，島上處處都是草地和漫步小道，電視劇《冬季戀歌》的男
女主人公俊相和有真就曾幸福地徜徉於這裏的白樺林之間。隨後前
往遊覽【雪嶽山國家公園】，雪嶽山是韓國東部之一山峰，位於江
原道，緊臨束草市，為知名旅遊景點 也稱雪山、雪峰山，每年早早
就下雪，又存留很長時間，連岩石都是雪白色，故稱為雪嶽。參觀
【神興寺】。最後前往位於大明渡假村裏的【Aqua World】(含門票
+自由劵)，水質十分潔淨，Aqua World不僅具備健康溫泉設施，更
有娛樂設施。地中海風情式的建築，室內有沖澡和全身按摩等可以
消除疲勞的健身空間和各式滑水道及泳池的休閒娛樂空間。室外有
露天溫泉湯，可俯看周圍的景色(請自備泳衣泳褲)。

第4天 江原道  利川  首爾(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特丽爱3D影像馆】它號稱韓國最大最好的3D美術館。
裡面陳列的作品利用錯視技術將二維的圖畫呈現出三維的效果，每
幅畫都栩栩如生。隨後參觀【人參專賣店】，【彩妝店】後，前往
參觀【泡菜展覽館】和【韓國傳統服裝體驗】。前往參觀【三八線*
】，是南北朝鮮的分界線，可以遠望神秘的國度北朝鮮。之後帶您
前往【明洞】自由購物。它是韓國代表性的購物街。在明洞，有多
個高層綜合購物中心，大街兩旁都是高級名牌店鋪，道路兩側的胡
同裏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中檔品牌店鋪和保稅店。

第5天 首爾(早、午、晚餐)
早餐後參觀遊覽【南山韓屋村】。南山谷韓屋村位于韩国首尔中区
笔洞，是该区一带唯一一座以韩屋为主要建筑的村庄。之後前往【
宏达步行街】自由購物。隨後前往參觀【清溪川】。清溪川自仁王
山為起點向東穿過韓國首爾市中心，總長約13.7公里的人工河流(在
首爾市區部份約5.8公里)。在朝鮮時代為解決雨季積水無法排出市區
而挖掘，過去曾作為下水道使用，2005年改造轉型為國際知名觀光
景點。清溪川為漢江第二大支流，在城東區的沙斤洞、松亭洞、聖
水洞與第一大支流中浪川匯流後進入漢江。之後參觀【護肝寶店】
【紫水晶店】【免稅店】和【土特產店】。

第6天 離開首爾 (酒店晚餐)  
早餐後送往機場，結束韓國6日遊。免費送機時間為7:00am、
12:00pm從酒店出發前往仁川機場。

自費項目*(>2歲必須參加)共USD180/人，包括:
三八線(不進洞)+戰爭紀念館+華城行宮
*此項目可能會因當地天氣，等因素更換為等價值其他自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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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1 Arrive Seoul
Koreana Hotel or equivalent (Hotel check-in time: 3pm)
Arrive at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Your tour guide will be waiting at Airport 
gate 12, ground1 meeting point at 11am - 12pm, 17pm - 18pm, 20pm - 21pm, 
holding a sign “Nexus Holidays”. (Free hotel transfer at 12pm, 18pm, 21pm)
Day 2 Seoul (B, L, D)
Benike Bernoui Hotel or equivalent
1. Korean Folk Village
2. Gyeongbok Palace
3. The Blue House
4. The War Memorial of Korea*
5. Hwaseong Fortress*
5. Nanta Show
Day 3 Seoul > Gangwon-do (B, L, D) 
Daemyung Resort or equivalent
1. Nami Island
2. Soraksan National Park
3. Sinheungsa Temple
4. Aqua World
Day 4 Gyeongju-do > Icheon > 
Seoul (B, L, D)
Benike Bernoui Hotel or equivalent
1. Trickeye 3D  Art Museum
2. Ginseng centre
3. Cosmetics centre
4. Kimchi Museum
5. Traditional Korea Customs
6. The 38th Parallel*
7. Myeong-Dong Shopping Center

(Note: please prepare swimsuit) 
Day 5 Seoul (B, L, D)
Benike Bernoui Hotel or equivalent
1. Namsangol Hanok Village
2. Hongda Street
3. Cheonggyecheon
4. Hepatoprotective
5. Amethyst
6. Duty Free Shop+Souvenir Shop
Day 6 Depart Seoul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7am and12pm). 

Koreana酒店或同級

Benike Bernoui酒店或同級

江原道大明度假酒店或同級

Benike Bernoui酒店或同級

Benike Bernoui酒店或同級

南山韓屋村

神興寺

華城行宮

青瓦台

景福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