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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起/成人佔半房 

日期 24-30 May 2018  

7曰6夜 

 
 

賽事類別   :馬拉松  / 半程馬拉松 / 10km  

競賽距離   :42.195km / 21.0975km 

比賽日期   :2018年5月27日（星期六） 

起點 :         舊左生活體育公園運動場 

路線 :         舊左生活體育公園運動場(金寧海水浴場)→月汀海水浴場(10km返回  

                    點)→坪岱漢東海水浴場(半程返回點)→細花海水浴場→下道海水浴 

                    場→下道里候鳥棲息地→終達海岸公路(全程返回點) 
 

報名日期    : 即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 

2018    

       濟州馬拉松七天團

REF:KACJU-MTN07-24MAY 

日期 
Date 

航班編號 
Flight 

時間 
Time 

去程 24May  KA326 香港 15:55 – 濟州 20:10 

回程 30May KA325 濟州 13:45 – 香港 15:55 

航班詳情 *一切航班資料如有更改，均以航空公司為準。 

參賽資格:18歲以上 
費用包括:賽事報名服務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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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已包括旅遊業議會0.15%印花稅) ，並以港
幣計算 
•此費用並不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費及燃油附加費等稅項。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包括比賽期
間之保險。 
•參加者須自行確認本身之自身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參賽，及比賽期間若發生
任何意外，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相關責任。 
•產品單張上所有行程或活動若因天氣或其他當地因素所影響而不能出發，
不能退款。 
• 一切賽事細則及安排，以比賽官方公佈為準 

Remarks 
• Above prices are quoted per adult in HK dollars (included TIC 0.15% Levy).  
• Airport tax, airport security surcharge, fuel surcharge and other tax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is 
tour. 
• HK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recommends every traveler to take out the travel insurance before 
the journey, including during race insurance. 
•.Participant should evaluate themselves suitable for the race or not (health status). If there is any 
accident happened during marathon, our compan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 All the mentioned itineraries or activities cannot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or other 
local factors, which is non refundable.  
• All rules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race are subject to race official announcements. 
 條款及細則 

•一經確定成行，概不可更改日期、航線及退款。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6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司對客
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其他條款按本公司“責任及細則”為準，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索取。 

Terms & Conditions 
•Package is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and non-refundable.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Passenger’s passport should have at least 6 months validity prior to the return date 
and valid traveling visa(s), if applicable. Our compan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All others terms & conditions,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for more details. 

日期 行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5月24日 / 四 香港-濟州 
航機
上 

5月25日 / 五 
神奇之路-漢拏山國家公園-綠茶博物館-松嶽山- 

王泉寺-將軍石-晚餐 

酒店
餐廳 

市內
餐廳 

市內
餐廳 

5月26日 / 六 
龍頭岩-沙羅峯-午餐-馬拉松出發站-人蔘專賣店- 

馬拉松晚會(Around 17:30-18:00) 

酒店
餐廳 

市內
餐廳 

大會
安排 

5月27日 / 日 馬拉松賽事  
酒店
餐廳 

市內
餐廳 

市內
餐廳 

5月28日 / 一 自由活動 
酒店
餐廳 

自費 自費 

5月29日 / 二 自由活動 
酒店
餐廳 

自費 自費 

5月30日 / 三 韓國護肝寶專門店-土產店-濟州-香港 
酒店
餐廳 

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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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州馬拉松七天團

Hotel   
酒店 

Standard Room  
雙人房 (2人1房) 

 

*Additional Fee for 
Single Room 
*單人房附加費 

 

 
Top Palace Hotel 

http://toppalacehotel.com/ 
& 

Robero Hotel 
http://www.roberohotel.com/ 

或同級 
 

 10公里 $7,000 $8,450 

半馬 $7,080 $8,530 

全馬  $7,080 $8,530 

報名資料: 姓名,護照號碼,性别,出生日期,血型,電話,地址,預期記錄 

T恤尺寸,孩子(85),90(S)100(L)105(XL)110(XXL)115(XXXL) 

http://toppalacehotel.com/
http://toppalacehotel.com/
http://www.roberohotel.com/
http://www.robero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