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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風流﹂文化是指人與自然和諧共融的文化，

是在韓國建立之初出現並不斷發展起來的傳統思想；

而﹁樂古齋﹂在韓文中意為享受傳統文化的家，

按風流文化，以古為樂，用感動傳遞韓國文化的地方。

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23/10/2018 - 31/3/2019
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航空首爾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來回香港至首爾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1晚韓屋住宿 + 2晚首爾市區酒店住宿 + 天天早餐

樂古齋 • 首爾 位於朝鮮時代上流貴族的居住地“北村”，建築至今已有130年歷史，曾是兩班(朝鮮時代貴族階級)

榮獲2017年【米芝蓮導遊首爾】

韓國首爾34間代表酒店中唯一韓屋酒店

TOUR CODE : SELCXIT

之家。百年過往，一屋一瓦、一草一木依然保留着舊時的痕跡，盡顯傳統韓屋的美。
北村的周圍是朝鮮王朝的宮殿景福宮、昌慶宮和昌德宮，以及供奉朝鮮時代王和王妃牌位的宗廟。在體驗韓國古代上流貴族文化
之餘，漫遊一下古宮，當一回真正的風流之士。

REF :SEL486(A)
LN/22OCT18/200/50P

尊享

單程機場至樂古齋首爾專車接駁
單程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至機場專車接駁

*樂古齋首爾至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可自行乘搭計程車前往 (車程約15分鐘；車費約KRW10,000)

樂古齋首爾│三選一傳統韓食晚餐：

人參雞湯

*用餐設於第一晚，請於報名同時選定菜單

醬油腌螃蟹

炭燒排骨

韓服體驗 (每日09:00-10:30)
天然黃土汗蒸房 (每日17:00-21:00)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行政酒廊禮遇：早餐、全日小食、歡樂時光17:30-19:30
*酒廊禮遇內容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細資料，請瀏覽酒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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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23/10/2018 - 31/3/2019
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航空首爾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來回香港至首爾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1晚韓屋住宿 + 2晚首爾市區酒店住宿 + 天天早餐

樂古齋首爾

第二/三晚

同行人數

每位價錢

Premier

2成人

$5499

Deluxe (大床+加床)

3成人

$5399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別館

樂古齋首爾
•即日至30/11：(逢星期日至五) $180 / (逢星期六) $400
•21-12-1/1, 4-6/2及1/3：$400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21-31/12：$800

房間升級附加費(每晚每房)：
樂古齋首爾

房型

即日至30/11, 21-12-1/1, 4-6/2及1/3期間住宿 1-22/12, 2/1-3/2, 7-28/2及2-31/3期間住宿

正字房

$440

$180

對屋

$250

$180

里屋

$440

$400

*樂古齋所有房間均設獨立浴室

LN/22OCT18/200/50P

不適用住宿日期: 6-28/2

REF :SEL486(B)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TOUR CODE : SELCXIT

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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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23/10/2018 - 31/3/2019

GV2
“Q” class, 2-7N

樂古齋 •河回

位於慶尚北道安東市河回村渡口前。河回村於201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600年來
一直保存着朝鮮時代的建築和風俗，真正給人時光倒流的感覺。這裡的樂古齋由4棟草房組成，坐在廊道上，用陶碗盛上一碗茶，
享受古代儒生的典雅品味。

TOUR CODE : SELCXIT

REF :SEL486(C)

尊享

來回機場及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專車接駁
樂古齋河回│二天一夜韓國文化體驗私人導賞遊
第
天
10:10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出發
11:00 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之一 「水源華城」
13:00 享用韓式午餐料理後，出發安東
16:30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之一「河回村」及「芙蓉台」
17:30 入住樂古齋•河回
18:30 享用韓式晚餐料理(無限飲料供應)

第
天
08:00 享用早餐，用餐後遊覽屏山書院
13:30 享用韓式午餐料理後，出發返回首爾
17:30送返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第
天
回程香港
*以上行程包括車費、英語導遊、景點門票、指定餐飲。
行程內容及時間或會因當天狀況或不可抗因素作出調整。

LN/22OCT18/200/50P

第
天
入住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天然黃土汗蒸房 (每日17:00-21:00)
韓國傳統面具舞派對 (逢星期三至日14:00-15:00，按現場為準)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行政酒廊禮遇：早餐、全日小食、歡樂時光17:30-19:30
*酒廊禮遇內容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細資料，請瀏覽酒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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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及完成入住日期: 23/10/2018 - 31/3/2019
轉乘其他航班附加費，請參閱網頁內相關國泰航空首爾自悠行機票附加費表

套票包括：來回香港至首爾國泰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 1晚韓屋住宿 + 2晚首爾市區酒店住宿 + 天天早餐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www.marriott.com
交通：地鐵1號線市廳站 7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第二晚

首晚/尾晚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Premier x1間

樂古齋河回
草房 x1間

Deluxe (大床+加床) x 1間

每位價錢

2成人

$8899

3成人

$8499

4成人

$7999

5成人

$7599

草房 x2間

Premier x 1間
+
Deluxe (大床+加床) x 1間

TOUR CODE : SELCXIT

Premier x2間

同行人數

入住附加費(每晚每房)：
Courtyard Seoul Namdaemun
•21-31/12：$800

REF :SEL486(D)

*樂古齋所有房間均設獨立浴室

報名熱線 3913 6000
郵輪報名專線
3913 6100
安運婚旅專線
3913 6166
商務會議及獨立包團部 3913 6160
3913 6083
Club Med 服務中心
牌照號碼 Licence No. : 350731

觀 塘 3913 6043
旺 角 3913 6053

日本小班旅行 3913 6060

觀塘鴻圖道73-75號KOHO 9樓A室
雅蘭中心辦公樓一期16樓1608室

渣打銀行：447-0065-2224

匯豐銀行：502-137995-001

LN/22OCT18/200/50P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國泰航空，Booking Class “Q”，機票有效期2-7晚。
[2] 最少2位成人同行，所有已報名的客人必須同行，不可缺一，來回程日期及航班必須相同，
另所有客人必須同時辦理登機手續及於同一個PNR BOOKING內訂位。
[3] PNR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 “OSI KA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XXX Hotel”
must be shown in each booking made or changed. Subject to booking cancellation if
“OSI” element not append in PNR. *來回機票日期需與入住酒店之天數相同
[4] 以上價錢不適用於韓國人及日本人使用。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3]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及時間之權利。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荃灣分行 3913 6093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照常營業
中 環 3913 6033
銅鑼灣 3913 6023

德輔道中48-52號裕昌大廈11樓1101室
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34樓3401室

恒生銀行：773-649959-001

中銀集團：031-349-0030-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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