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洞

昌德宮

雞龍山

內藏山

內
藏
山
大
田

《早去晚返》

內藏山楓紅隧道．雞龍山．大田銀杏洞．
5天 蘇萊濕地生態公園．米芝蓮人蔘雞‧首爾
5星
KSU5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秋季限定 4 大賞楓名所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

‧雞龍山國立公園

‧昌德宮

‧內藏山國立公園

‧三清洞
滋補人蔘雞湯

品嚐特色美食
‧滋補人蔘雞湯

首爾
國際 5 星

‧鮑魚手撕鴨肉
‧特製牛骨湯
Sheraton Seoul D Cube City

KSU5: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4 大賞楓名所
內藏山

雞龍山國立公園

韓國人氣 No.1 的楓葉山，十四座連峰
層層圍繞，淡雅的內藏寺、白羊寺等
歷史悠久的古寺都在此地。
每逢秋天，內藏山層林盡染，火紅的
楓葉、褐色的櫟樹和黃色的櫸樹，常
青的交趾木與榧子樹星星點點，互相
暉映，古剎秋色，就像一幅色彩絢麗
的油畫，美景醉人。

有忠清南道第一名山之稱，有主峰天
皇峰、三佛峰、觀音峰等十五座山峰。
山上有奇岩怪石，又有龍門瀑布、隱
仙瀑布等絕美瀑布，許多名勝點綴其
中。太古傳說及古剎都令山間蒙上神
秘色彩。秋日裡古剎與瀑布周圍的楓
葉融為一體，連綿壯觀，金黃銀杏、
褐黃櫸樹與溪谷構成如畫景致。

三清洞

昌德宮

許多韓屋外觀仍保持著傳統面貌，內
部則改造為具現代感的餐廳和時尚雜
貨小店，到處可見手工製作的飾品、
流行感十足的衣飾雜貨等。三清洞道
路兩旁種滿銀杏樹，秋天時銀杏紛紛
換上金黃秋裝，讓時尚的街道更添上
幾分浪漫情調。

昌德宮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韓國
唯一擁有庭院的宮殿。殿閣原封不動
地保存著原貌，種植有 100 多種樹木，
有的樹齡更達 300 多年。紅葉季節時，
可以見到丹紅與金黃點綴在殿閣之
間，層層疊疊交織而成的秋色風雅古
樸，漫步其中，可體驗朝鮮貴族散步
時的悠閒心情。

其他行程
充滿動感的流行街區
「銀杏洞 SKY ROAD」
大田是位於首爾南面的一個科技城市，為配合年輕、活力的新形象，逐步構築
起現在集合各類型商店、食店的文化街及科幻感十足的 SKY ROAD。
【銀杏洞文化街】位於大田中心，以年輕人為主要對象，有「大田的明洞」之
稱。潮流、景觀、美食、玩樂等元素兼備，附近有 Galleria 冬柏店、地下商街
等流行購物商城，又有很多特色酒吧，充滿朝氣。
【SKY ROAD】高約 20 米的超大型 LED 天幕，全長 214 米，每晚 7 時開始，
每到整點時間就會開始播放一段段超科幻景象，非常震撼！

銀杏洞 SKY ROAD

親親大自然「蘇萊生態濕地公園」
位於仁川廣域市南洞區論峴洞，佔地面積約 350 萬平方米，生態展示館在鹽
田倉庫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館內展示了百脈根、海棠花等鹽生植物的照片以
及制鹽場景、蘇萊浦口的照片。
在一片無際大草原上有幾座荷蘭風車，彷彿走入宮崎駿電影 《風之谷》的景
象。天氣晴朗時，鹽田裡的天空之鏡便會出現，該鹽田是日本統治時期已經存
在，截至上世紀 70 年代是韓國最大的海水曬鹽生產基地，面積達 4 個足球場。

大型購物廣場「STAR FIELD 購物廣場」

蘇萊生態濕地公園

共有 5 層，除了新世界百貨公司、倉庫型超市、Aquafield、室內運動遊樂空
間、電影院等購物與娛樂設施，還有 100 多間來自世界各地的餐廳，當中 TOY
KINGDOM 絕對是小朋友天地，小朋友可試玩滑梯及試搭玩具汽車，體驗與眾
不同的購物娛樂新體驗。

掃貨熱點「明洞」
韓國潮流衣飾與化妝品的聚集地，各大品牌的化妝品店「梗有一間喺左近」！
推介可到 8 層高 DAISO 美妝日用品店逛逛，美妝、家品、食物各類產品眼花
撩亂，而且價格都是數千韓圜，價廉物美。

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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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U5: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早餐 
DAY1

DAY2

首爾仁川 ~ 仁川蘇萊濕地生態公園+荷蘭風車(走入宮崎駿的
風之谷觀賞壯觀的海鹽田，天氣晴朗時，鹽田裡的天空之鏡便會出現) ~
仁川中華街(曾是韓國最大華僑社區所在地，沿途感受到濃厚的中國風情，
而且林立中華料理的餐廳)

晚餐 

酒店 備註

人氣炸醬麵+
糖醋肉+
香脆炸餃

驪州Sun Valley 或
Sono Belle Cheonan

香港

驪州/天安 ~ (車程約 2 小時)大田 ~
雞龍山國立公園(10 月中旬
至 11 月中旬賞紅葉)(忠清南道一大名山，由 15 座山峰相連，紅葉漫山
遍野，美不勝收)備註⑪ ~ 大田銀杏洞 SKY ROAD(位於首爾南面的科技
城市，集合各類型商店、食店的文化街及定時播放超科幻景象的超大型 LED
天幕 SKY ROAD)

DAY3

午餐 

www.daemyungresort.com

大田Lotte City Hotel
度假村內
備註

鮑魚手撕鴨肉+
養生粥+
韓式泡菜煎餅

特製牛骨湯+
綠豆煎餅

內藏山自費
備註

韓式燒豚肉

大田 ~ (車程約 2.5 小時)
內藏山國立公園【秋楓大道 ~ 內藏寺
~ 白羊寺】(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賞紅葉)(樹林環抱，秋天層林盡染，
有「韓國第一楓葉山」之稱，襯托古寺，欣賞古剎秋色)備註 ~
(車程約 1.5 小時)中途休息站 ~
細心安排每位客人一份香濃熱咖啡
/熱朱古力 ~ (車程約 2.5 小時)首爾

www.lottecityhoteldaejeon.com 或

Interciti

【首爾國際品牌5星】
Sheraton Seoul D
Cube City
sheratonseouldcubecity.co.kr 或

Novotel Ambassador Seoul

DAY4

人蔘專賣店 ~ 韓流化妝品店 ~
昌德宮(10 月中旬至 11 月
中旬賞紅葉)(韓國五大宮之一，秋天時整個皇宮美麗得猶如秘景一樣)
備註 ~
三清洞(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賞紅葉)(有各具設計特色
的咖啡廳、藝廊和時尚雜貨小店，遊走大街小巷，感受悠閒氣氛)備註 ~
明洞(聚集了流行時尚物品與護膚化妝品的購物天堂) ~ 樂天百貨

Yongsan
www.ambatel.com 或

酒店內

《米芝蓮推介》
滋補人蔘雞湯+
長壽麵+
人蔘酒

明洞自費

Coex Inter-Continental

www.seoul.intercontinental.com

DAY5

STARFIELD 購物廣場(匯集國際及本土潮流品牌，衣飾、手袋、 鞋履、精品
等應有盡有，更設美食廣場享用美食) ~ 護肝產品專賣店 ~
首爾仁川
香港 備註

STARFIELD
購物廣場內自費

備註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https://bit.ly/2MdnXFy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
航空公司由 10 月 26 日起採用冬令時間，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回程乘坐 CX439/CX433 航班，午餐改為航機上。
4)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5)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6) 餐廳及膳食菜色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7) 自費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自費活動一覽表。客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各項自費活動。
8) 度假村早餐為自助式或定食，以當地度假村安排為準。
9) 觀賞紅葉情況會因天氣及環境而有所差異，如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敬希見諒。
10) 【雞龍山、內藏山】一帶以傳統韓式餐廳為主，口味較為地道，或需坐於地上軟墊享用膳食。
適逢秋季旅客多，餐廳可能較為擁擠，敬請見諒。
11) 如遇【雞龍山國立公園】關閉，將改為前往【大芚山道立公園(包纜車)】。
12) 如回程航班乘搭 CX439/CX433，
【STARFIELD 購物中心】將改為第四天進行，
當天到達酒店時間約晚上 11 時，敬請留意。
13)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首爾仁川來回】
CX438/CX410

香港
08:00/09:20

首爾仁川
12:35/14:05

CX439/CX433/
CX411/CX419

首爾仁川
13:35/13:35/
15:05/19:55

香港
16:55/16:55/
18:05/22:50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更改原定住宿或取消景點之安排
【A】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
購買「縱橫旅安心」(環球基本計劃及環球尊尚計劃)之客戶可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現金賠償：
首 5 小時延誤可獲 HK$300，其後每滿 10 小時延誤可獲 HK$700，最高可獲 HK$2,000。
【B】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更改原定住宿(不論是否因航班延誤而引起)：

有更多精彩資料，請以下方 QR CODE 下載:

上限為: ‧「環球基本計劃」: HK$10,000 ‧「環球尊尚計劃」: HK$40,000
＞如被安排入住非酒店類型之免費休息區(如體育館、學校、社區中心等)，本社會向原定酒店爭
取退款，之後再作通知。
‧若更改住宿是因航班延誤而引起，僅可獲以上 A)或 B)其中一項賠償。
【C】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取消景點：

‧請保留額外酒店住宿及交通費用之收據，以便向保險公司申索。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保單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如有任何爭議，一概以英文為準。
‧天氣影響情況下，會以客人安全為首要重點。如安排上未能滿足客人情況下，懇請客人諒解。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
，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