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濟州島新羅舒泰酒店 
Shilla Stay Jeju 
生活機能高、旺中帶靜 

100, Noyeon-ro, Jeju-si, Jeju-do  位於濟州市新城區，距離濟州機場約10-15分鐘車程 

https://www.shillastay.com/jeju/index.do  

 2 天濟州本島10小時 
華語司機私人包車 

2 Days 10hrs chartered Car  
with Chinese Speaking driver 

國泰/國泰港龍航空來回香港至濟州經濟客位機票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KA 
 

 3晚酒店住宿 
     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濟州包車 

自主旅遊  

有韓國夏威夷之稱的濟州島，是韓國最大的島嶼。濟州島以「三多」而聞名，分別是海女多、石頭多及風多。整個濟州島形成於
120萬年前的火山活動，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觀之一。 

房間種類: 
二人同行: 入住一間 Standard Room | 續住每房每晚:  HK$770+ | 不含早餐 

三人同行: 入住一間 Standard Family Twin | 續住每房每晚:  HK$875+ | 不含早餐 

四人同行 : 入住兩間 Standard Room | 續住每房每晚:  HK$770+ | 不含早餐 

 
二人同行 

每位 

三人同行 

每位 

四人同行 

每位 

4日3夜套票 4Days 3Nights   

出發日期 : 2020年8月10日至2021年5月31日  Travel Period : 10Aug20– 31May21 

酒店位於濟州最熱鬧的蓮花洞購物街對面，步行數分鐘便到新羅免稅店， 
生活機能高。酒店門前設有是巴士站，便於前往各個旅遊景點。 

$5140+ 

$4420+ 

$4390+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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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hillastay.com/jeju/index.do
https://www.shillastay.com/jeju/index.do


行程 Itinerary 

DAY 1 香港 Hong Kong  濟州 Jeju  

DAY 2 使用10小時華語司機 私人包車 

DAY 3 

10小時華語司機 私人包車 

DAY 4 濟州 Jeju  香港 Hong Kong 

備註: 
1. 價格不包括景點門票、餐飲費用、過路費（如行程中出現必要收費情況)、個人保險   
    及 其他個人消費。 
2. 行車範圍只包括濟州本島，如需前往牛島，需收取每車每程 HK$800附加費 

3. 行程規定時間為10小時，包含客人遲到時間在內。於超時情況下，每超過1小時將 
    按照 25,000韓元/小時，現場交給司機 ; 不足1小時亦會按照1小時費用收取。 

Eco Land 主題公園 是以森林小火車為主題的生態公園，充滿
歐洲童話風情。旅客可乘著小火車遊覽綠茶園、玫瑰園等。其中更
會經過茂密的芒草坪，秋日景色甚為秀麗。 

晨星嶽又名曉星岳，是濟州島西部著名的小火山。附近有理石頭
牧場、孤單的樹等知名景點。每到秋季時分，漫山遍野的紫芒，份
外浪漫，是絕不能錯過的紫芒秘境。 

相傳天帝淵瀑布是七位仙女沐浴的地方。這裡分為三段瀑布。前
往三段瀑布時會經過仙臨橋，是韓國最早修建的鵲橋，橋身雕刻了
傳說內容的裝飾。而瀑布被常綠樹林包圍，別有一番風味。 

城山日出峰是韓國第420號天然紀念物，於2007年列入世界自然
遺產，亦被指定為世界地質公園代表景點。是濟州島海中的火山噴
發後形成的罕見的火山體。 

09:00 

10:00 

13:00 

16:00 

16:50 

18:30 

酒店出發 

Eco Land主題公園 

城山日出峰並自行安排午膳 

萬丈窟 

月汀里海邊，欣賞日落 

返回酒店，自行安排晚餐  

09:00 

09:45 

11:15 

12:45 

14:45 

16:45 

17:45 

酒店出發 

挾才海水浴場 

奧雪綠雪綠茶博物館(O'sulloc) 

松嶽山並自行安排午膳 

天帝淵瀑布 

晨星嶽 

返回酒店，自行安排晚餐  

(以下為建議包車路線) 

使用10小時華語司機 私人包車 
(以下為建議包車路線) 

4日3夜套票 4Days 3Nights   

出發日期 : 2020年8月10日至2021年5月31日  Travel Period : 10Aug20– 31May21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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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Includes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on CX/KA 
•3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2 Days 10hrs chartered Car with Chinese Speaking driver 
•HK$100,000 Trave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24-hour emergency hotline+852-2886-3977]  

•0.15% TIC Levy 
 

Child travel with min 2 adults price : 
•Twin sharing / Extra bed adult price less :            $550 
  
Terms & Conditions : 
•Package price is per person ( in HK$ ) and valid between 10Aug20-31May21; 
 and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by 31May21 
•Booking class  : N (except specified periods)                                      Ticket validity  :  2-7 days 
•Minimum 2 adults traveling together on same outbound & inbound flights, and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for all passengers 
•"OSI: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must be input in OSI field of P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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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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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rvice fee of HK$30 will be collected for each ticket issued 

費用包括： 
•來回國泰/國泰港龍航空經濟客位機票 
•三晚酒店住宿 
•兩天10小時華語司機私人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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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最少要與兩位成人同行價錢： 
•佔床或加床收費按成人減收：                 $550 
 

條款及細則： 
•以上套票價錢以每成人計算，有效日期為2020年8月10日至2021年5月31日； 
 酒店入住必須於2021年05月31日或之前完成 
•訂位代號：N (指定日子除外)                                          機票有效期 : 2-7日 
•來回程均要最少兩位成人同行，訂位時亦必須最少兩位客人在同一個PNR內 
•PNR必須註明住宿酒店名稱及日期如下： 
“OSI : CX GV2 FARE IN DATE OUT DATE AT HOTEL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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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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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發出機票乙張，收取港幣$30服務費 

國泰/國泰港龍濟州機票附加費表   CX/KA  Jeju Airfare Surcharge (HK$) 

出發日期: 2020年8月10日- 2021年5月31日   Travel Period : 10Aug20 – 31May21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成人 
Adult 

小童 
Child 

訂座艙位及機票有效期 
Booking class & ticket validity 

備註 
Remarks 

Economy Class 
*Valid for ticket issue on or before 30SEP20* 

21AUG20-29SEP20, 03OCT20-22OCT20, 
25OCT20-18DEC20, 29DEC20-06FEB21, 

17FEB21-27MAR21 
- - N/ 2-7 days 

- 
10AUG20-29SEP20, 03OCT20-22OCT20, 
25OCT20-18DEC20, 29DEC20-06FEB21, 

17FEB21-27MAR21 
400 300 S/ 2-7 days 

21AUG20-20DEC20, 27DEC20-06FEB21, 
17FEB21-30MAR21, 05APR21-31MAY21 

1,390 1,050 S/ 2-7 days 

Surcharge to 14 days: 
Ticket can extend to 14 days at surcharge 

HKD500 

21AUG20-20DEC20, 27DEC20-09FEB21, 
15FEB21-30MAR21, 05APR21-31MAY21 

1,880 1,410 V/ 2-7 days 

10AUG20-20DEC20, 27DEC20-09FEB21, 
15FEB21-30MAR21, 05APR21-31MAY21 

2,680 2,010 L/ 2-7 days 

10AUG20-09FEB21, 15FEB21-31MAY21 3,370 2,530 M/ 2-7 days 

10AUG20-31MAY21 
3,980 2,990 K/ 2-7 days 

4,680 3,510 H/ 2-7 days 

4日3夜套票 4Days 3Nights   

出發日期 : 2020年8月10日至2021年5月31日  Travel Period : 10Aug20– 31May21 

有關套票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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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eng/ota/
http://www.sb.gov.hk/chi/o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