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Expands Korean Service to Holiday Destination of Jeju
Explore an otherworldly Charm and a Wealth of Natural Beauty
Hong Kong, 10 March 2015 Catering to the strong demand for Korean travel, HK
Express today launches ticket sales for its new service to the jewel of the Korean Strait,
the beautiful island of Jeju. One-way fares starting from HK$580* are on sale from March
10 onwards.
Jeju is a volcanic island famed for its unique natural beauty and hugely popular amongst
Korean couples as a honeymoon destination. The direct Jeju route offers HK Express
Guests an easy and low-fare way to enjoy the unique charms and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 of the island province.
“Our existing Korean destinations of Seoul and Busan are a big hit with Guests and we
are thrilled to be offering the third new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Korea, to the
beautiful island of Jeju,” said Mr.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for HK Express.
“We are expecting this new route to be in high demand, so would encourage people to
book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avoid disappointment.”

Flight

Hong Kong <> Jeju (CJU) (local times)
Route
Depart
Arrive

UO1676

Hong Kong  Jeju

02:05

06:20

UO1677

Jeju  Hong Kong

07:30

09:20

Frequency
Tue, Thu, Sat,
Sun

*fare does not include government-imposed taxes and other charges

HK Express will open its seasonal summer service to Jeju on 27 June, with four flights
per week on Tuesdays, Thursdays, Saturdays and Sundays.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the airline’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3902 0288, follow us on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Twitter: HKExpress.jp or Instagram: @HK_Express.
HK Express is currently on the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IOSA) registry until
October 22, 2016.

Above: HK Express expands Korean Service to Jeju, where travelers can explore its
unique natural beauty.
- Ends About HK Express
HK Express i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By focusing on safety, low fares and
best-in-class on-time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HK
Express flies to 19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Da Nang in Vietnam (commencing 1
April); Wuxi in China (commencing 10 April),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Octo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繼續擴大韓國航點網路
開通度假聖地濟州直飛航班 飽覽自然文化遺產
香港， 2015 年 3 月 10 日
為迎合日益增加的赴韓旅遊需求，HK Express 正式宣佈開
通韓國濟州直飛航線。自 3 月 10 日起，旅客可透過官方網站預訂機票，飛往這一朝鮮海
峽上的明珠，單程票價僅需港幣 580 元起*。
濟州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島，以怡人的風景和豐富的文化遺產而聞名，是韓國都市人以及來
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的首選渡假勝地。此次 HK Express 新增濟州直飛航線讓更多旅客能以
相宜的價格前往這座風景秀麗的小島，欣賞怡人心脾的自然風景和體驗當地質樸的耽羅文
化。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首爾和釜山航班服務一直以來廣受休閒旅
客的歡迎，我們非常興奮將增設第三條香港往返濟州的直飛航線，為愛赴韓國旅遊的旅客
提供另一理想的出行選擇。 無論是浪漫的海濱蜜月，還是攜三五好友爬山遠足，或是騎
上馬背肆意奔騰，相信濟州一定會讓旅客留下一段難忘的旅遊體驗。」
HK Express 計劃於 6 月 27 日起開通每週四班直飛濟州的夏季航班，分別於每週二、四、
六、日出發。
由香港往來濟州之航班時間表 (以下為當地時間) :
香港 (HKG) <> 濟州 (CJU)
航班

航線

出發

到達

班次

UO1676

香港濟州

02:05

06:20

UO1677

濟州香港

07:30

09:20

週二、週四、
週六、週日

*此價格不包含政府稅收、燃油附加費或額外收費。
預訂機票可透過HK Express網頁www.hkexpress.com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902 0288。
瞭解更多資訊，可登入HK Express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HKExpress、新
浪微博專頁 www.weibo.com/hkexpress、關注HK Express微信公眾帳號以及Instagram帳
號@HK_Express。

至 2016 年 10 月 22 日，HK Express 持有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運行安全審計（IOSA）認
證。

上圖: HK Express開通濟州直飛航班，讓旅客飽覽自然文化遺產。
-完-

關於 HK Express
HK Express 是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憑藉穩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價和業內領
先的航班準時率，HK Express 的出現為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航空市場帶來全新氣象。HK Express
航點覆蓋 19 個亞洲城市，包括即將推出四條新航線 - 越南峴港 (於 4 月 1 日啟航)、中國無錫 (於
4 月 10 日啟航)，韓國濟州 (於 6 月 27 日啟航) ，以及柬埔寨暹粒 (於 10 月 1 日啟航)。HK Express
致力於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適便捷的航班服務，擴大廉遊亞洲的版圖。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继续扩大韩国航点网络
开通度假圣地济州直飞航班 饱览自然文化遗产
中国， 2015 年 3 月 10 日
为迎合日益增加的赴韩旅游需求，香港快运航空(HK Express)
正式宣布开通韩国济州直飞航线。自 3 月 10 日起，旅客可透过官方网站预订机票，飞往
这一朝鲜海峡上的明珠，单程票价仅需港币 580 元起*。
济州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岛，以怡人的风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是韩国都市人以及来
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的首选渡假胜地。此次香港快运航空新增济州直飞航线让更多旅客能以
相宜的价格前往这座风景秀丽的小岛，欣赏怡人心脾的自然风景和体验当地质朴的耽罗文
化。
香港快运航空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表示:「首尔和釜山航班服务一直以来广受休闲旅
客的欢迎，我们非常兴奋将增设第三条香港往返济州的直飞航线，为爱赴韩国旅游的旅客
提供另一理想的出行选择。无论是浪漫的海滨蜜月，还是携三五好友爬山远足，或是骑上
马背肆意奔腾，相信济州一定会让旅客留下一段难忘的旅游体验。」
香港快运航空计划于 6 月 27 日起开通每周四班直飞济州的夏季航班，分别于每周二、四、
六、日出发。
由香港往来济州之航班时间表 (以下为当地时间) :
香港 (HKG) <> 济州 (CJU)
航班

航线

出发

到达

班次

UO1676

香港济州

02:05

06:20

UO1677

济州香港

07:30

09:20

周二、周四、
周六、周日

*此价格不包含政府税收、燃油附加费或额外收费。
如欲订购机票或了解更多信息，可浏览香港快运航空网页http://www.hkexpress.com、登
入香港快运航空新浪微博专页 weibo.com/hkexpress或关注香港快运航空微信订阅号。

至 2016 年 10 月 22 日，香港快运航空持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运行安全审计(IOSA)认证。

上图: 香港快运航空开通济州直飞航班，让旅客饱览自然文化遗产。
-完-

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是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凭借稳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价和业内
领先的航班准时率香港快运航空的出现为香港及亚洲地区的航空市场带来全新气象。香港快运航
空航点覆盖 19 个亚洲城市，包括即将推出四条新航线 - 越南岘港 (于 4 月 1 日启航)、中国无锡 (于
4 月 10 日启航)，韩国济州 (于 6 月 27 日启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于 10 月 1 日启航)。香港快运航
空致力于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适便捷的航班服务，扩大廉游亚洲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