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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Highlights 6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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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行程特色 首爾  大邱  釜山  慶州

保證出發

幻覺立體美術館
海東龍宮寺、廣安里大橋
聞慶鐵路自行車、青瓦台
韓國傳統服飾體驗
慶州普門觀光園
瞻星臺、明洞購物區人
韓式海鮮火鍋餐+石鍋拌飯+涮涮鍋
韓式正統烤肉餐

團費

Tour Fee

589

$

起

單房差

Single Supp.

Guaranteed

Departures

1月:10
2月:07
3月:06、20
4月:04*、14*
5月:08、22
6月:12、28*
7月:08*、24
8月:07、21
9月:04、20*、30*
10月:23
11月:13

300

$

2歲以下小童免費 (不佔床位，無早餐)
5-18歲小童與成人同價 (佔床位，提供早餐)
可連接品日本6天玩樂遊，團費AUD999起

* 附加費AUD150/人

AUD150/person surcharge is applied.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
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
僑，其他客人另有參團規
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free (without bed & breakfast)
5-18 years old $589 (with bed & breakfast)
Japan Hightlights 6 Days Extension: from AUD999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4星酒店 (雙人房) 4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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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證有粵語導遊)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您的特約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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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75/人，須於報名時支付 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AUD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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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10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AUD10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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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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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仁川

Ramada Songdo Hotel或同級

抵達仁川，導遊在機場一樓十二號門口大堂內舉”聯誼假期
/Nexus Holidays”的接機牌接機。接機時間為上午7:00am到
晚上10pm，等待時間不超過3小時，請留意最終確認單。
5:30pm前抵達的客人含晚餐。
Day 1 Arrive Incheon
Ramada Songdo Hotel or equivalent
Welcome to Korea! Arrive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Free airport pick-up:
7am-10pm. A tour guide will be waiting
at the pick up time (Passengers will not
wait for more then 3 hours, please check

海東龍宮寺

sign “Nexus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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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大邱

Grand Hotel Daegu或同級

【3D幻覺立體美術館】由歷史館、名畫館、時尚館等組成
。和一般平面圖畫不一樣，這裡的作品都可成為立體都可
成為立體的拍照背景，為您在鏡頭前營造出
一個無盡的三維世界。站在人物畫前，畫
中的人物就會像在和您互動一樣，一起
在鏡頭前擺著姿勢、做著各種表情。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泡菜DIY-泡菜是朝鮮的
首
傳統發酵食品。參觀製造泡菜的過程，再由專業
老師教您親身製作自己獨一無二的泡菜。韓國傳
爾
統服體驗-隨後幫大家依照身材挑選傳統的韓服，
照相留念！之後自費嚐試【聞慶鐵路自行車*】
及自費遊覽【安東河回村*】。【大邱東城路
購物區】是時尚大街，密密麻麻的擠滿了各
種時尚店鋪，從個性十足的衣服到各式各樣
的小型手工藝品，應有盡有，且物美價廉。
早餐
午餐：烤魷魚+五花肉風味餐
晚餐：韓式晚餐

Day 2 Seoul>Daegu (B, L, D)
Grand Hotel Daegu or equivalent
1. Trickeye Museum
2. Experience Korean Culture: Kimichi DIY, Korean Costume
3. Ride Bike* + Andong Hahoe folk village*
4. Dongseongno Shopping District
Breakfast
Lunch: Grilled squid + Pork belly meal
Dinner: Korean dinner

Oak Valley渡假村或同級
【慶州普門觀光園】是溫泉區及觀光特區，入口處有一個巨大的水車
，德洞湖水沿渠而下，使水車在自然動力下轉動。入口處還有一個高
達12米的人工瀑布。普門觀光園地內有國際會議場即觀光中心、高爾
夫球場、綜合性商店等設施，都按韓國傳統的形式建造。
【文化遺產佛國寺】是韓國新羅古都慶州最著名的佛教
寺院，其名象徵人間華麗而莊嚴的佛國，是修道者修練
佛法的地方。於199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
界文化遺產。【瞻星臺】具有歷史價值的瞻星臺，是
東方現存的最古老的天文臺，用於觀測天空中的雲氣
及星座。【慶州AQUAWORLD水上樂園】是大型的室
內水上樂園，主要特色乃是其用水並非真正的溫泉水
，而是加熱後的淨水。以地中海風情作為度假村設計
的走向，有按摩池、游泳池、水球場和可觀賞美麗的
慶州風光露天浴場等。
Day 4 Gyeongju (B, L, D)
早餐
Oak Valley Resort or equivalent
午餐：韓式傳統烤肉餐+
1. Bomun Lake Resort area
季節小菜
2. Bulguksa Temple + Chomsongdae
晚餐：韓式晚餐
3. Danyang Aqua World
Breakfast
Lunch: Traditional Korean BBQ + Seasonal side dishes
Dinner: Korean style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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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

釜山

Day 3 Daegu>Busan>Gyeongju (B, L, D)
Gyeongju Damyung Resort or equivalent
1. Sky Lake Natural skin care products DIY
2. Haedong Yonggungsa Temple
3. Haeundae
4. Diamond Bridge
Breakfast
Lunch: Spicy, Stir-fried chicken meal
+ Jinyu fried rice +drinks
Dinner: Korean seafood hot pot + side dishes

首爾

仁川

Ramada Songdo Hotel或同級

【景福宮】建於1395年李朝的皇宮，內有舉行君王
即位大典及文武百官朝禮的“勤政殿”，富麗的殿閣
，極盡榮華富貴的氣派。【青瓦台】主樓背靠北岳
山，青瓦與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非常漂亮。【
人蔘專賣店】中國梁朝時期著名醫書上有《人蔘之
極品產於韓國》的記載，元氣旺盛的神秘名藥高麗
人蔘，其保健醫療效能居世界之冠。【彩妝店】風
靡全韓的知名化妝品，是愛美女士的必須品，清
透自然B.B.Cream更是熱門商品。【保肝靈】又
名枳具樹果實，經肝病研究所精心研究，果實
內的高分子多糖體能將人體內有害物質排出體
外，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明洞購
物圈】在明洞能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休閒，
各種款式和尺寸的商品應有盡有，是逛街必去
景點。【零食土產店】選購韓國泡菜及韓國零
食等當地名產饋贈親友。
早餐
午餐：石鍋拌飯+涮涮鍋
晚餐：人蔘燉雞+長壽麵線+人蔘酒
Day 5 Incheon (B, L, D)
Ramada Songdo Hotel or equivalent
1. The Blue House (Cheong Wa Dae)
2. Ginseng shop + Cosmetics shop + Hepatoprotective
3. Myeong-Dong Shopping District + Souvenir Shop
Breakfast
Lunch: Stone Blow Rice + Shabu Shabu
Dinner: Ginseng stewed chicken + longevity noodles + Ginseng wine

慶州

慶州大明渡假村或同級
【Skylake天然護膚品體驗】可製作不含
酒精、化學添加物質，純屬100%自然物
質的護膚品，例如﹕漢方香皂及洗髮精。
【釜山海東龍宮寺】建於1376年，是韓
國三大觀音聖地之一。結合海、龍與觀
音大佛，讓此處比其他地方有更深層的
信仰意義。傳說只要在此真心誠意的祈
禱，就能獲得托夢並實現一個願望。【海
雲台】是韓國最有名的海水浴場。蒼翠濃
郁的冬柏島，景色秀麗，是韓國八景之一。
海灘經常有唱歌跳舞活動，每年定期舉
行游泳大賽和放風比賽。【廣安里大橋】
是韓國第一座具有藝術性造型美，頂尖
造明設施的橋樑，依照星期、季節變換，
多元燦爛的燈光呈現出繽紛的色彩照明，
為釜山呈現出另一番嶄新的面貌。
早餐
瞻星臺
午餐：春川辣炒雞餐+金玉炒飯+飲料
晚餐：韓式海鮮火鍋餐+季節小菜

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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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首爾 (早餐)
客人自行乘坐本公司安排的交通工具或機場接駁巴士前
往仁川機場，乘飛機返回家園。10am後航班提供早餐。
Day 6 Depart Seoul (B)
Passengers must strictly follow transportation arrangements to the
Incheon airport as organised by Nexus Holidays. Breakfast is

慶州普門觀光園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AUD100/人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AUD100/person
從2014年12月起自費項目換成 From Dec,2014 Programs change to
八公山公園觀光覽車+HERB薰衣草體驗 Seonbonsa Skyline +Herb Lav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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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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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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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