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楓起 ‧ 釜山 Busan
4日3夜 [出發日期 : 2018年10月22至11月16日]

︳ 4 Days

3 Nights [Travel Period : 22Oct-16Nov18]

慶州曾經是新羅王朝的首都，蘊含着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現如今，慶州的佛國寺、石窟庵
以及古城區早在30年前就被計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這裏，依然能夠感受到韓國古代文
明的孕育於起源 。而每年秋季佛國寺更必到的賞楓地方，兩旁的紅葉襯托著韓國古代佛教建
築，仿如穿越過千年的時光，回到古老的新羅王朝

來回釜山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BX

古城楓情慶州一天遊

3晚入住釜山酒店
3 nights Busan hotel accommodation

Gyeongju Maple one day tour

【古城楓情慶州一天遊行程內容】
出發日期 : 10月23/25/28/30日及11月1/4/6/8/11/13日
0730
0900-1045
1110-1140
1200-1300
1320-1400
1410-1440
1450-1630
1800

釜山西面站出發
參觀世界文化遺產 – 佛國寺
參觀韓國金字塔 – 天馬塚
品嚐慶州傳統韓式定食
參觀慶州地標 – 世界文化 EXPO 公園
普門亭
韓屋 Starbucks / 巨木水車 / 普門湖
到達釜山西面站解散

3晚入住釜山酒店 –

Solaria Nishitetsu
http://nnr-h.com/solaria/busan/english
西面

特色韓屋Starbucks

Standard Room

酒店2017年4月閞業
位於釜山市中心鬧區，西面最佳地帶
距離金海國際機場約 25分鐘車程
地鐵1/2號線西面站7號出口步行約8分鐘

天馬塚

HKD140(每人每日)
每位/成人佔半房

HK$

3,080

+

世界文化EXPO公園
※ 套票以淡季價格計算，於旺季、假期前夕或大型節日期間出發，需另付附加費。詳情向本社職員查詢作準。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1人成行 GV1 訂位代號 Booking Class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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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門湖

釜山航空 釜山機票附加費表
BX Busan Airfare Surcharge
出發日期: 2018年10月22日- 11月16日
Travel Period : 22Oct – 16Nov2018

1 人 成 行 GV 1
Departure

22Oct-16Nov

Adult

Child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

---

V

$150

$120

O

350

270

D

Max. 15Days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BX
•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Gyeongju Maple one day tour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852-2886-3977]
•0.15% TIC Levy

費用包括：
•來回釜山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三晚酒店住宿
•古城楓情慶州一天遊
•HK$100,000旅遊保險[蘇黎世保險(香港)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852-2886-3977]
•0.15%旅遊業賠償基金

Child price :
•Twin sharing adult price less :
•Child sharing room without bed & meals :

小童價錢：
•佔床或加床收費按成人減收：
•小童不佔床(不包早餐)收費為：

$350
$1860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22Oct-16Nov18;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16Nov
•Booking class : V
Ticket validity : Max. 15 days
•Twin room is based on 2 single beds or 1 double bed
•Airport tax, HK security charge & fuel surcharge(if any) are not included
•Check whether the Security Bureau has issued any Outbound Travel Alert for your destination
before firming up your travel plan to ensure personal safety
•Hotel star rating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visit hotel’s official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 non-refundable deposit of HK$1000 per person required upon reservation
•Full payment must be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with no refund
•Upon confirmation, any amendment is subject to our company’s discretion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350
$1860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16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11月16日或之前完成
•訂位代號：V
機票有效期 : 最長15日
•雙人房之房種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
•費用並未包括兩地機場稅, 香港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如適用)
•為確保自身安全，旅客在落實行程前，應留意保安局有沒有對
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
•酒店星級只供參考，詳情請到訪酒店官方網頁查詢
•訂位時須繳交訂金港幣每位$1000
•餘款需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繳付及恕不退還
•於機票及酒店確認後,如需更改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所有費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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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戀韓楓！Korea Maple Beauty !
韓國秋色迷人，紅、橙、黃、綠的楓葉，浪漫醉人。今年的賞楓期預計於10月初開始，從北面的雪嶽山作起點，
伸延至南面的秀麗山川。10月至11月齊出發去韓國「追楓」吧！
除了楓葉，韓國的秋天也有金黃色的銀杏樹及壯闊的蘆葦海和紫芒田，為秋色更添美態！
地區

紅葉期間概觀

賞楓景點

首爾

10月中 至 11月中

首爾林、天空公園、昌慶宮、德壽宮

京畿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晨靜樹木園、一山湖水公園、小金剛
逍遙山

江原道

10月初 至 11月初

雪嶽山、南怡島、五臺山、雉岳山

忠清北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月岳山、俗離山、丹陽、忠州湖

忠清南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雞龍山、德山、大芚山、保寧

慶尚北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慶州、周王山、 伽倻山

慶尚南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迦智山、外島、雙磎寺、迦智山

大邱

10月中 至 11月中

八公山、桐華寺、前山公園、大邱頭
流公園

全羅北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全州、內藏山、禪雲山、邊山半島

全羅南道

10月底 至 11月底

內藏山(白羊寺)、順天、潭陽、寶城、
智異山、無等山

釜山

10月底 至 11月底

龍頭山公園、乙淑島、梵魚寺、金剛
公園

濟州道

10月中 至 11月中

漢拏山、山君不離、榧子林、森林火
車樂園

紅葉開放日期將於9月中由韓國天氣預報網站發佈，並於韓國觀光公社網站www.visitkorea.or.kr以中文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