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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來回〉鎮海軍港節．KTX 子彈車．
米芝蓮美食．2 晚首爾國際 5 星．賞櫻之旅

5天
KSB5KTX

10 天
限定

3 月 31 日至 4 月 9 日出發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限定【鎮海軍港節】

帝皇山公園
海軍基地司令部
4 大賞櫻名所

余佐川櫻花路
慶和火車站



南山公園
汝矣島櫻花大道

富川陶唐山

KTX

滋補人蔘雞

Coex Inter-Continental

E-WORLD
富川陶唐山

乘搭 KTX 子彈車 (車程約 3 小時)
由首爾前往釜山，南玩至北，不走回頭路

人氣行程

KSB5KTX: 3 月 31 日至 4 月 9 日出發

首爾規模最大公園之一「南山公園」
位於首爾市中心，在山頂可俯瞰首爾的景色，擁有白凡
廣場、八角亭、N 首爾塔、海洋水族館、噴水池，南山
圖書館等著名的觀光景點。

越夜越美麗「E-WORLD」
世界唯一的將 TOWER 和 PARK 完美組合在一起的歐
式都市公園。園內的瀑布、照明、花等造景，走的是歐
風都市公園路線，適合男女老少前來的遊樂設施、展
覽、藝術表演。每逢櫻花季節時，這裡會舉辦韓國較為
罕見的夜櫻慶典。在夜燈照明下，園區被燈光渲染得七
彩繽紛，漫步其中，非常夢幻。

汝矣島櫻花大道

南山公園

余佐川橋櫻花路

E-WORLD

浪漫之橋「余佐川橋櫻花路」
由於韓劇《羅曼史》的兩位主角參加鎮海軍港祭後，在
余佐川橋上初次相遇，因而又名為「羅曼史之橋」
。全
長約 1500 米的余佐川櫻花隧道，被譽為「櫻花最集中
的地方」
。兩旁長滿櫻花樹，被櫻花包圍的感覺，十分
浪漫。

賞櫻勝地「汝矣島櫻花大道」
是首爾最具代表性的櫻花隧道之一，長達 5700 米，共
有約 1400 棵櫻花樹。在櫻花隧道漫步，同時飽覽漢江
景色，真的很愜意！

嚴選宿泊

Coex Inter-Continental

Nongshim Busan

The Grand Daegu

位於大型購物廣埸 COEX Mall 上面，鄰近
COEX 會議中心、COEX 水族館、AK 免稅店
等景點。共有 653 間客房，房間面積約 398
呎，備有無線 Wi-Fi 上網、保險箱等。

位於得天獨厚的東萊地區，市中心附近。酒店
共有 240 間客房，房間面積約 300 呎，設有無
線 Wi-Fi 上網、雪櫃、保險箱等。

步行約 5 分鐘便可以到達地鐵泛魚站的 3 號
出口，附近也有不少餐廳及便利店。酒店共有
129 間客房，房間面積約 355 呎，備有無線 WiFi 上網、浴衣、風筒等。

地道美食

釜山特色豬肉湯飯

鮑魚炆牛肋骨

豬肉湯飯是釜山名物，是到訪當地必吃食品！
將豬肉、內臟等熬成奶白色的濃郁上湯，再加
入米飯吸取其精華，選用的肉片肥瘦適中，滑
嫩可口，鮮味又飽肚！

炆牛肋骨是韓國傳統食物，很多人到韓式餐廳
是必定會點的一道菜，吸收醬汁精華，軟稔入
味。

滋補人蔘雞
人蔘雞是韓國傳統的滋補美食，人蔘及糯米放
在雞裡面熬煮，加上用多種藥材熬製的濃郁湯
底，雞肉啖啖充滿人蔘的香味，糯米亦吸收了
雞汁，令人食指大動。

牌照號碼:350217 KSB5KTX(MAR)-ITX2020 製表日期:10 JAN 2020

KSB5KTX: 3 月 31 日至 4 月 9 日出發

早餐 
DAY1

香港

午餐 

晚餐 

【釜山】
Nongshim Busan

首爾仁川 ~ (車程約 3 小時)乘搭 KTX 前往釜山 ~

龍頭山公園賞櫻+釜山塔(外觀)(可俯瞰釜山市區與臨海風景)備註

www.hotelnongshim.com 或

東萊溫泉川櫻花路賞櫻(黃澄澄的油菜花與粉嫩的櫻花相伴著)備

~

釜山特色
豬肉湯飯

~ 南浦洞(曾是亞洲規模最大電影盛事「釜山國際電影節」的舉辦地，

註

也是購物及娛樂的好去處) ~

南浦洞美食街
自費

Haeundae Grand Hilton
www3.hilton.com

【大邱】
The Grand Daegu

帝皇山公園賞櫻(可自行付費乘搭單軌列車前往山頂，沿途有種漂浮在
余佐川橋櫻花路賞櫻(兩旁的櫻花形成

粉紅色森林的錯覺)備註 ~

海軍基地司令部賞櫻

隧道，十分壯觀)備註 ~

備註

韓式烤肉
自助餐

～

~

慶和火車站賞櫻(是已停用的火車站，只是偶爾有備用火車經過)
備註

DAY3

【2晚首爾國際5星】
Coex InterContinental

E-WORLD 賞櫻(世界唯一的將 TOWER 和 PARK 完美組合在一

E-WORLD 自費

起的歐式都市公園，韓劇《海德哲基爾與我》也在這裡取景)備註 ~

《米芝蓮推介》
滋補人蔘雞

人蔘專賣店 ~

南山公園賞櫻+首爾塔(外觀)(位於首爾市中心，在

酒店內
seoul.intercontinental.com 或

Grand Hilton

山頂可俯瞰首爾的景色)備註~ 韓流化妝品店 ~ 欣賞 CHEF:

new brand of BIBAP 拌飯秀
增遊汝矣島櫻花大道賞櫻

備註

備註

~

4 月 6 日至 4 月 9 日出發

鮑魚炆牛肋骨

韓式魷魚海鮮鍋

www3.hilton.com 或

Millennium Hilton

~ 高速客運站地下街(被稱為韓國 5

www3.hilton.com

大地下街之一，服飾、化妝品包羅萬有)
DAY5

www.ihg.com 或

Grand InterContinental

(車程約 3.5 小時)首爾
DAY4

Inter-Burgo Exco
http://eng.ibexco.net 或

~ (車程約 2 小時)大邱

~

www.daegugrand.co.kr 或

Daegu Queen Vell

八公山道立公園賞櫻【包乘纜車】(大邱名山，山上四季景色秀麗)
備註

Novotel Ambassador
www.ambatel.com 或

札嘎其海產市場(歷史悠久的釜山海產市

場，可用相宜價格品嚐新鮮海產)
DAY2

酒店 備註

護肝產品專賣店 ~ 弘益大學街(多間藥妝店及人氣波鞋店，方便一網打
盡，還可以順道逛逛 2018 年底全新開幕的 AK&購物廣場及 7 層高 DAISO 家品

富川遠美山賞櫻、杜鵑花(登上山頂，俯瞰一大片花海，猶如

店) ~

巨型粉紅地氈)備註 ~

4 月 6 日至 4 月 9 日出發增遊富川陶唐山

《米芝蓮推介》
滿足銷魂
五香豬腳

賞櫻(每逢春天，長達 1.8 公里的櫻花隧道綻放，深受居民與遊客的喜愛)
備註

~

香港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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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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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會時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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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會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如回程於第 6 天凌晨抵達，請客人購買 6 天旅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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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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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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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櫻花盛開情況因天氣及環境有所差異，若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敬請見諒。
9) 如未能前往欣賞【CHEF: new brand of BIBAP 拌飯秀】，將會前往【NANTA 亂打 SHOW】
或【THE PAINTER【HERO】魔幻彩繪秀】，敬請客人留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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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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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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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仁川來回】
KE608/KE612

香港
00:55/02:05

首爾仁川
05:20/06:20

KE607/KE611

首爾仁川
20:00/21:45

香港
23:10/00:40(+1)

有更多精彩資料，請以下方 QR CODE 下載:

※如於第 6 天凌晨抵港，請購買 6 天旅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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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