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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旅遊須知 

 

 
 
 
本公司秉承以客為尊的服務精神，希望能為閣下安排一個愉快的假期，

為方便閣下了解所到地方之資料，現詳列如下，敬希留意。 
 

 

證件 請旅客再次檢查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有效期及簽證必須有效，並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 ，並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 

海關條例 【香港入境】年滿十八歲，可以免稅攜帶 19 枝香煙及洋酒一瓶。 

【韓國入境】年滿十八歲，可以免稅攜帶香煙 200 枝、洋酒 1 瓶包括紅酒、啤酒(每瓶不超過 1000c.c.)及少量自用香水或禮物；

各種電器、新鮮水果、種籽、果實類、蔬菜、土壤或帶有土壤的植物、肉類、營利私貨及違例物品均禁止入口。根據當地海關條例，

名貴物品超過 US400 如鑽石、手錶、相機等須申報及登記，離境時如數帶走，切勿遺失；攜帶貨幣總值超過 1 萬元美金，亦須向

海關申報。 

韓國入境審查手續 韓國已實施全新入境審查手續，所有外國遊客於入境時需提供指紋及拍攝面部照片。如果拒絕提供，將不獲進入韓國境內! 

1.向入境審查官提交護照； 

2.將雙手的食指放在指紋讀取機上； 

3.由位於指紋讀取機上面的相機拍攝面部照片； 

4.入境審查官交回護照，審查結束。 

航空公司出境條例 航空公司規定凡持外國護照者(即沒有香港身份證)，必須出示返回原居地之有效回港機票入境，否則，有可能被拒絕辦理登機手續。 

航空公司注意事項 

 

 

 

 

 

 

 

 

 

1. 根據航空公司規定，每位經濟客艙之乘客，行李限額如下： 

 國泰/港龍航空：每人限帶 2 件寄艙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30 公斤(66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203 厘米

(80 吋)】。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 1 件【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1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大韓航空：每人限帶 1 件寄艙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若行李重量超重或多於一件，需額外收取

每件 70,000won(約港幣$490)。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 1 件【重量不可超過 12 公斤(26.4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韓亞航空：每人限帶 1 件寄艙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23 公斤(50 磅)】，若行李重量超重或多於一件，需額外取 

80,000won(約港幣$560)。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 1 件【重量不可超過 10 公斤(22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濟州航空：每人限帶 1 件寄艙行李【成人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15 公斤(33 磅)；小孩及嬰兒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10 公斤(22 磅)】，若行李重量超重或多於一件，需額外收取每件 60,000won(約港幣$420)(只限於 15 公斤以內)。

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 1 件【重量不可超過 10 公斤(22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釜山航空︰每人限帶寄艙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20 公斤(44 磅)，體積不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若行李重量

超重，回程需額外收取每公斤 7,000won(約港幣$50)。每人另可攜帶手提行李 1 件【重量不可超過 10 公斤(22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香港航空︰每人限帶寄艙行李【總重量不可超過 20 公斤(44 磅)，每個長寬高總和不可超過 158 厘米(62 吋)】及 

1 件手提行李【重量不可超過 7 公斤(15 磅)，體積不可超過 22 吋 x14 吋 x9 吋】。 

*所有行李限制及行李超重費用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2. 航空公司行李收費新政策： 

個別航空公司已實施行李托運收費新政策，大型運動器材如單車、水上活動用具、音樂器材等，均須收取額外附加費，費用

將視乎個別航空公司而定。 

3. 嚴禁攜帶任何違禁品﹕如毒品、武器、火藥、易燃物品、盜版光碟或瀕危動物製成品。 

4. 火機、火柴及暖包類等用品只限於香港登機時作有限度攜帶，回程航班及內陸航班，則一律不可攜帶登機或寄艙。而利器、

刀、指甲鉗等，必須放在行李內寄艙。 

5.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規定，旅客如需攜帶個人自用內含(即安裝於器材之內)鋰或鋰離子電池芯或電池的可攜式電子裝

置(手錶、相機、流動手機、手提電腦、可攜式攝錄機等)應作為手提行李攜帶登機；而有關的備用鋰電池(即沒有安裝於器材

中，包括外置充電器)則必須以手提行李攜帶登機而不可寄艙，並做好保護措施以防短路(如單個放入原裝包裝袋或存放獨立

袋或以其他方式將電極絕緣)，每位旅客限帶 20 件備用小型鋰電池(每個不得超過 100 瓦時 Wh 或 2 克鋰量 LC)或限帶 

2 件備用中型鋰電池(每個介乎 100 瓦時 Wh 至 160 瓦時 Wh)。凡欠缺標示或沒有清晰列明其瓦時值(Wh)或鋰容量

(LC)之鋰電池，均不被允許攜帶登機，詳細規定可瀏覽相關航空公司網頁。 

6.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指引﹕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凝膠及噴霧類物品，均需以容量不超過 100 毫升的容器盛載，

並應儲存於一個容量不超過一公升、可重複密封的透明塑膠袋內。故容器超過 100 毫升必須放在行李內寄艙。而每名旅客

只可攜帶一個裝有容器的塑膠袋。所有藥物、嬰兒奶粉或食品，經查證後可獲豁免。 

7. 以上提及的液體、凝膠等，包括於入閘前或入閘後購買之飲品、禮品(如韓國人蔘酒、面膜液、化妝護膚品、蜜糖、蜂皇漿

/丸等流質用品/食品)、噴霧劑及任何能溢出(如膠囊內有液體)、塗抹或噴灑的物品，均不可帶入機艙內。 

8. 以上規定將按各國機場之最後公佈為準。 

9. 詳細資料可瀏覽民航處 www.cad.gov.hk 或機管局 www.hongkongairport.com 網頁。 

天氣 南韓四季氣候分明，夏秋兩季較為和暖，與香港相若，最熱為 7 至 8 月，氣溫大約為 25OC 以上，冬春兩季則較嚴寒，最冷為 

12 月至  1 月，氣溫為零下  8OC 以下，經常下雪。由於天氣常有變化，出發前應留意天氣報告或瀏覽相關網站

http://www.hko.gov.hk/wxinfo/worldwx/wwi_uc.htm。 

語言 以韓語為主，英語及普通話可在部分遊客區及酒店通行。 

公共禁煙條例 韓國全面實施公共場所及室內禁止吸煙，如違規者有機會被定額罰款最高 100,000 韓圜。 

時差 比香港快 1 小時。 

消費模式 南韓貨幣單位為韓圜(KRW)，一般多以現鈔交易為主，信用咭只適用於大型商店及百貨公司，請客人於出發前先兌換及帶備足夠韓

圜現金以作購物之用。 

電壓 電壓為 220 伏特，而大部份插頭為兩腳圓插，並凹入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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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服飾 夏季天氣炎熱，可穿較通爽衣物，秋冬氣候清涼寒冷，請備足夠禦寒衣物。應以舒適輕便為主，方便活動，旅程中最好穿著輕便

運動鞋。 

如要參觀 Alpensia Casino、High One、七樂賭場、華克山莊，請帶備護照(因韓國一般賭場只准國外人士進入玩樂)、長褲及密

頭鞋(波鞋也可)，另賭場恕不接待 19 歲以下之人士及孕婦。 

另外，每逢春季韓國會因中國黃沙吹襲而影響天氣，如有呼吸或氣管疾病人士，可帶備口罩，以保安心。 

#客人可按個人及旅程需要攜帶以下物品： 

輕便行李袋  潤膚用品  防曬用品  太陽眼鏡/帽  游泳/泡溫泉用品  

防蚊用品  雨具  風褸、外套  保暖用品（如冷帽、頸巾、手襪等）  
 

膳食 韓國膳食一般享用火鍋、烤肉及泡菜等較辛辣、熱氣的食物，客人亦可自備清涼解熱飲品，如清熱酷、夏桑菊等。 

飲用水 1. 酒店自來水不宜飲用，大部份酒店房間配有電熱水壺供客人使用，切勿飲用未經煲滾之自來水。 

2. 客人可在當地購買樽裝礦泉水，如腸胃狀況欠佳者，建議客人自攜飲用壺。 

藥物 請帶備慣用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請準備足夠份量。 

酒店 1. 一般度假村房間以韓式為主。韓國為一個寒冷時間較長的國家，基於韓國政府規定，為節省能源，所有酒店房間之溫度必

須在 26OC 或以上才提供冷氣。(注意：韓國大部份酒店沒有行李服務生) 

2. 客人如欲於酒店吸煙必須向本公司要求代為安排入住吸煙房間；而吸煙房間之要求須視乎該酒店之房間供應及安排而定，

否則違例者將被酒店收取有關罰款，敬請注意。 

3. 入住酒店時，團友必須出示證件登記。 

4. 酒店一般不設牙膏、牙刷、拖鞋等個人衛生用品，團友請自行帶備。可按個人需要自行帶備風筒，水煲等日用品。 

5. 部份酒店設有無線或有線上網服務，費用以酒店公佈為準。 

6. 為避免不必要尷尬情況，請勿擅自拿取酒店房內任何物品，若要留為紀念，請向酒店購買。 

財物保管 1. 按照韓國明文規定，客人如有隨身之貴重物品，建議存放於“指定櫃檯之保管箱”，如酒店、溫泉、滑雪場等。 

2. 請謹記將貴重物品(如旅遊證件、現金、信用卡、相機、手提電話、電子產品等)隨身攜帶，切勿存放於行李箱內或留在旅遊

車上、酒店房間或公共地方。#國際酒店規例，房間內失竊責任顧客自負。 

3. 請小心保管個人貴重物品，提防小偷。 

購物 1. 客人可於化妝品店選購化妝品，亦可到明洞、東大門及新村購物區等，選購時尚服飾及心愛禮品。另前往水晶專門店、人蔘

專賣店、冬蟲夏草及保肝專賣店，有著名之高麗人蔘及人蔘製成品，如人蔘面膜、人蔘粉、人蔘精、人蔘丸及冬蟲夏草等。

請客人帶備足夠現金以便購買手信，各專賣店可接受信用卡付款。 

2. 退稅事項： 

 稅金內容   : A) 附加稅 VAT(Value-added tax) 10%；B) 特殊消費稅(貴金屬珠寶等高價位商品)。 

 可退稅對象 : 在管轄稅務署指定的購物商店內購買超過 30,000 韓元以上，並將於 3 個月內購買之退稅品攜帶出境。 

 韓國企劃財政部宣佈退稅便利新制度由 2016 年 2 月起，全韓國多間商店續步擴大推廣為海外旅客提供店內即時辦理

退稅服務。遊客只需要購滿 30,000 韓元以上並出示護照登記，資料傳送到關稅廳確認後，就可即時減免 10%購物附

稅；若然在退稅商店購買金額超過 1,000,000 韓元則需要在機場出境大廳申請退稅。在此，在仁川國際機場內亦新增

了多部快捷退稅機，操作簡單，可讓遊客以自助形式來使用該退稅機，在場亦有職員提供協助。 

3. 退稅步驟： 

1. 在標籤著可退稅機構的商店內購買總金額(含稅)1,000,000 韓元以下，30,000 韓元或以上，可向店員告知需辦理退稅

手續。 

2. 付款時顧客須出示護照，店員將會輸入相關資料作為紀錄及確認後，現場便可即時減免附加稅付款。條件︰ 

 合資格退稅人士︰逗留韓國 6 個月以內期間的外國旅客。 

 必需於設有退稅服務的商店內消費，如「Global Blue」、「GLOBAL TAX FREE」和「KT Tourist Reward」。 

 每人每次交易總消費(含稅)滿 30,000 韓元以上；每件商品上限為 200,000 韓元；總金額最多 1,000,000 韓元。 

4. 退稅機構網站︰ 

 Global Blue 網站︰www.globalblue.com (中/英) 

 GLOBAL TAX FREE 網站︰www.global-taxfree.com (中/英/日/韓) 

 KT Tourist Reward 網站︰http://www.koreataxfree.com/index.do (中/英/日/韓) 

*注意: Global Blue 與 Global Tax Free 為不同業者經營，Global Blue 退稅處僅可退於貼有 Global Blue 標誌的商店所購買的

商品，Global Tax Free 亦同。 

*有關退稅事項條款及細則 ~有關退稅事項條款及細則，一切均以當地公佈為準 ，一切均以當地公佈為準。 

韓國的士 1. 韓國的士首兩公里收費 3000 韓幣，其後每 142 米或 35 秒收 100 韓幣，韓國豪華的士首三公里收費 5000 韓幣，其後每

164 米或 39 秒收 200 韓幣，晚上 12 時至凌晨 4 時加收 20%。如遇前往首爾以外的地方，需額外收取金額之 20%服務費。 

2. 每部的士內均有註明「外國人翻譯免費電話號碼 1644-2255」，建議客人上車時留意及使用。 

旅程安排 1. 韓國導遊以廣東話或普通話進行講解，須視乎當地安排而定。 

2. 隨團設有一位攝影師為團友拍攝 5R 照片，每張照片為 4500won，客人可自由選購。 

景區改動安排 1. 如因天氣、交通或各種因素影響，部份參觀景區可能會因而作出改動或取消，若時間不足未能改往其他景區而需要取消原行

程之安排，則在當地退回該景區之實際團體門票費用。 

2. 如因景區纜車或環保車停開，或天氣原因，有可能會影響參觀有關景點，行程將會以當時實際情況作出調動。 

景區環保車安排 由於部份景區必須乘坐該景區安排之公共環保車進行參觀，因此，有可能會與其他旅客或團隊共用環保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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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安全意識 【活動須知】 

客人參加任何活動前，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旅客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當時的天氣環境及活動內容細節等；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後果。 

【冬季活動】 

寒冷地區地上可能結上冰塊，建議穿著鞋底較多凹凸紋的鞋以抓緊地面，避免滑倒。參與滑雪活動前，應先暸解及衡量自己的身

心體能狀況，以及當時的天氣和雪面狀況是否適合；並應先清楚了解滑雪場內之環境、設施及遵守各安全事項。暢玩前，必須做好

熱身運動，仔細檢查所需設備有否破損，避免單獨行事。兒童參與活動時，必須有成人陪同照顧，以策安全。 

【泡溫泉】 

1. 切勿單獨泡溫泉，浸泡時間不宜過久。 

2. 請客人自備泳衣/泳褲，泳帽及個人用品。 

3. 皮膚病、高血壓、腦血管病、糖尿病及心臟病等患者，均不適宜泡溫泉。 

4. 泡浸期間或前後，請多補充水份或含有電解質飲品。 

5. 如在過於疲勞、缺乏休息、太飽、太餓或曾飲用含有酒精飲品的情況下均不宜泡浸溫泉。 

【水上活動】 

1. 參與水上活動前，應先暸解及衡量自己的身心體能狀況，以及當時的天氣和水面狀況是否適合，盡量選擇有救生員的場所，

並應遵守各項警告或禁止標誌。 

2. 暢玩前，必須做好熱身運動，及聽從嚮導或指導員的指示，如進行潛水、浮潛等海底活動時，應仔細檢查所需設備有否破

損，避免單獨行事。 

【行山活動】 

1. 行山時宜穿著登山鞋或運動鞋，以防滑倒，客人亦須因應個人需要自備行山拐杖或其他設備。 

2. 如山路較為崎嶇不平，請客人依照工作人員的提示遊覽，切勿走近圍欄以外位置，以策安全。 

#兒童參與活動時，必須有成人陪同照顧，以策安全。 

#如於當地感到身體不適，請盡快通知領隊或導遊，以協助前往當地醫院就診。 

注意事項 1. 客人必須遵受各國法紀，嚴禁攜帶私貨牟利及違例物品，否則責任自負。 

2. 任何團員如經常不依規律，觸犯眾怒，在行動或言談上抵譭或侮辱其他團員或服務人員者，本公司為免損害其他 團員利

益，領隊在多數團員讚同下及支持下，有權適當地提出警告甚至或著令該團員離團，放棄以後行程，並不獲得任何退款。 

3. 請緊記旅程中集合時間及地點，團體遊覽務請準時，旅程中若遇到特殊情況須作出任何行程調動，當以領隊安排為準。 

4. 旅遊旺季期間，餐廳、酒店、纜車、環保車站及景區均有很多遊客，特別在景區、環保車及纜車站更常出現排隊情況，請

客人必須配合工作人員安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慎防小手。 

5. 客人應避免單獨外出或到僻靜地方，以策安全。 

6. 行程中總有不少特產手信可供選購，其貨品及服務實非由本社所提供及控制。因此，客人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 貨品及服

務質素後才決定購買，並於付款時，清楚檢查該貨品。 

7. 如因高鐵、火車、航機或遊船在回程時延誤引致未能接駁原定交通工具返港，其額外之食宿費用及交通費用，均需由客人

自行負責。 

8. 建議客人將旅遊証件及旅遊保險之影印本交予香港親屬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颱風措施 出發當日遇有天文台懸掛任何颱風訊號，由於航班仍有機會正常升降，請依照原定時間抵達機場集合， 

若航班有任何改動，旅行團相關人員將會即時通知團友。 

旅遊保險 旅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可會引致龐大醫療費用、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本公司強烈要求所有客人購買旅遊綜合保險(有關各

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保險公司所列明之賠償細則)。 

服務費 全程服務費(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或導遊兼領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之全程服務費)，於完團前由領隊/導遊個別

向團員收取；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