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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0 日起
星期二、五抵達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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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 (不佔床) 小童 (佔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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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首爾 — 雪嶽山

早餐後遊覽【南怡島】韓劇《冬季戀歌場
景》乘遊船旅客可悠閒地欣賞韓國少有的
人工湖泊美景。【雪嶽山國家公園】國際
馳名的原因在於它如詩如畫的風景，與令
人嘆為觀止的楓紅與瀑佈景觀，活脫脫就
是走進風景月曆當中。這裡的四季各有不
同風貌，山頭長年積雪與雪白色的花崗岩
質，雪嶽山因此得名。【神興寺】西元
652 年 由 慈藏 律師 創建 的 雪嶽 山 第一 古
剎，朝鮮王朝時被焚毀，現存的佛寺是
1847 年重建的，留有朝鮮王朝時代的梵
鐘，和被認為是出自世祖之手的經板。
【雪嶽山大明 AQUA WORLD 溫泉水世界
(含門票自由券) 】具有輕快和朝氣且有高
級的氣氛，是全能主題公園式水上遊戲
城，是家庭和情侶們的歡樂空間，這裏四
季均以不同的形象展現在您面前。溫泉水
溫保持 49 度恆溫，有兒童池、按摩池、
SPA 噴柱、滑水道、紅外線烤箱、…等，
讓您盡情享受溫泉泡湯之樂趣。 ※請自備
泳裝、泳帽。
(早/午/晚餐)
酒店 : 雪嶽 I-Park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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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自費

導遊服務費

+320

180

60 (大小同價)

549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計算。 自費及服務費請在報名時一起付清
小童費用適用於 14 歲以下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不佔床小童不含早餐。
韓國酒店房間及床 SIZE 較小，恕難與北美標準作比較，韓國酒店不設三人房
‧導遊會根據時間情況另外推薦一些特色節目，客人自願參加，絕不強迫

抵達首爾仁川機場後:10am，3pm，8pm 在
機場 14 號門集合回酒店，其他時間請自
行搭機場巴士前往酒店。
（免費接機時段: 10am, 3pm, 8pm）
酒店 : Hotel Hu Incheon / Chari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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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房

抵達首爾日期

2017 年

雪嶽山 — 首爾

早餐後前往【北村韓屋村】，內裡有許多
韓國傳統房屋。 「北村」是指景福宮(朝
鮮時代王宮之一)和昌德宮(朝鮮時代王宮
之一)之間的區域。這裡更成為一個倍受
矚目的新文化藝術區。遊客來這裡還能參
觀到「嘉會博物館」、「韓尚洙刺繡博物
館」、「韓國佛教美術博物館」等韓國傳
統文化博物館。前往《來自星星的你》拍
攝地【南山公園】及【首爾塔】(指定自
費)（搭乘快速電梯直達首爾塔塔頂）～
位於首爾市中心的南山公園，樹林繁茂，
是個適合散步的好地方。1980 年起對大眾
開放的首爾塔，不僅是首爾市的象徵，更
是眺望首爾市區景觀的最佳去處。【愛情
鎖牆】是首爾塔上的鐵絲網現成為韓國代
表性的愛情景點。然後前往【韓國傳統文
化體驗營】近距離參觀韓國美味紫菜的製

作方法，品嘗韓國特色小吃，如年糕，紫
菜卷飯，海帶湯等；【韓國傳統婚服拍照
體驗】中自由挑選換上古代的傳統結婚禮
服，在特製的韓屋式場景裏，讓您隨意的
拍攝，留下最美麗的回憶，您將成為今日
最佳的韓劇男女主角。前往【彩妝店】在
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妝品，清透自然的
BBCREAM 更是熱門商品。參觀【新羅免
稅店】。晚餐後前往《來自星星的你》結
婚派對拍攝地—遊覽【首爾漢江遊船】
(指定自費)「首爾的夜景，海上的火光」
觀賞漢江周邊美景的最好方法就是乘坐漢
江的遊船。涼爽的江風，美麗的景緻，再
加上動人的夜景是漢江遊船為旅客朋友們
準備的最好的禮物。從楊花至蠶室的 6 艘
遊船終年無休地往返於漢江上，帶領遊客
參觀汝矣島、蠶室、蘭芝和楊花碼頭。之
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午/晚餐)
酒店 : Glad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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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早餐後參觀【景福宮】。 建於 1395 年的
景福宮是 5 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計
最美的宮闕。最具朝鮮時期代表性建築物
的慶會樓與香遠亭的蓮花池，至今仍保有
當時的樣貌，勤政殿前的石階與石雕等，
都是當時雕刻藝術的代表。 ※週二景福宮
休館，改為昌德宮。前往【青瓦臺】南韓
總統府。青瓦臺主樓背靠北嶽山，青瓦與
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非常漂亮。前往
【人蔘專賣店】—高麗人蔘無疑是人蔘的
代名詞。中國樑朝時期著名的醫書上也有
「人蔘之極品產於韓國」的記載，使元氣
旺盛的名藥高麗人蔘其保健醫療效能，居
世 界 之 冠 。 【 Drawing Show 塗 鴉 秀 】 ：
HERO 是將具體影像在觀眾面前展開夢幻
的繪畫現場技術和最先進的媒體藝術相結
合的新概念表演藝術。這並不表示在過去
沒有新類型的複合藝術的本質，而是把繪
畫的過程通過輕鬆活潑的喜劇默劇和精彩
的舞蹈相結合，並將這種方式成為一種舞
臺語言。
(早/午/晚餐)
酒店 : Glad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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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早餐後遊覽【韓華 Aqua Planet 】(指定自
費)：是韓國第二大水族館，該館是南道
地區的標誌性建築。管內展有全球全球較
為稀少的白鯨和貝加爾海豹等 34000 多只
海洋生物。【63 大廈 】(指定自費) 位於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0, 17
7, 14, 28
3, 7, 10, 14, 21, 28, 31
7, 11, 14, 18, 21, 25
5, 9, 12, 16, 19, 23, 26
2, 9, 16, 23, 30
7, 14, 21, 28
4, 11, 18, 25
1, 5, 8, 12, 15, 19, 22
6, 10, 13, 17, 20, 24, 27
3, 7, 10, 14, 17, 21, 24
1, 8, 15

行程特色：
◆ 如詩如畫風景區-樂天山國家
公園 ，神興寺。
◆ Drawing show-看繪畫秀感受
弘大藝術生的激情。
◆ 《冬季戀歌》拍攝場景，人工
湖泊美景-南怡島。
◆ 《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南
山公園。
◆ 明洞商圈-感受世界時裝的最
新潮流服飾
國首爾漢江南岸，高 264 米，地上 60 層，
地下 3 層，是韓國的象徽。前往【韓國護
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
所羅天秀博士精心研究，用高、低分子分
離方法，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
用的高分子多醣體，命名為 HD -1 。 HD-1
能將人體內有害物質或低分子物質吸收並
將之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提高肝臟
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前往【紫水晶】韓
國所產的紫水晶以顏色鮮明、光澤感好、
透明度高…等諸多優點。【明洞商圈】明
洞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
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或是中高價
的商品，在明洞都可以找得到。明洞最大
的優點就是能夠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休
閒自在，使它成為逛街的首選，必去的景
點，並讓購物客都能留下美好的記憶。
(早/午/晚餐)
酒店 : Hotel Hu Incheon / Charis Hotel 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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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原居地

早餐自理，貴賓按自己的出境航班時刻，
自行乘坐機場酒店接駁車前往首爾機場，
辦理登機出境手續，完滿結束行程！
‧不含機票、旅遊保險
‧僅限持美國、加拿大或澳洲護照的華人
‧自費及服務費請在報名時一起付清
‧導遊會根據時間情況另外推薦一些特色節目，
客人自願參加，絕不強迫
‧需全程跟團；若中途離團，需加收離團費用每
人每天 USD150，且門票等其他費用一律不退
‧本公司有權在不影響遊覽行程的情況下對旅行
前後次序做合理調整

** 如需訂購國際線航班請與我們聯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