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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ys Sparkling Korea
( Seoul, Mt. Soraksan，Bright Cave) Tour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星期二 (Tuesday)
行程特色

☆動感娛樂：DIY泡菜+穿韓服拍照，水上世界;
觀看塗鴉秀
☆時尚購物：明洞，東大門市場，化妝品店
☆特色觀光: 雪嶽山國家公園德壽宮，青瓦台，
"冬季戀歌"拍攝地南怡島
☆光明洞窟-韓國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
也曾來此取景
☆享受人生: 溫泉浴，品嚐人參燉雞，韓式涮涮
鍋，海鮮火鍋，韓式烤肉， 石頭飯等等
住宿酒店/導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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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韓國）

Seoul (Korea)

首爾

Seoul
當天抵達機場後，導遊接機，專車送往酒店
休息。
酒店 Hotel: Richen County Hotelor similar

3

三八線 - 臨津閣 - 自由橋 - 展望台
- 第三地道 - 景福宮 - 清溪川 - 東大門綜
合市場 (早/午/晚)
3

Lines 38 - Imjingak - Freedom Bridge - Dora
Observatory - The 3rd Tunnel - Gyeongbok
Palace – Cheongqyecheon - Dongdaemum
Market (B/L/D)
【三八線】
【三八線】這里是南北韓戰爭的見證，一條線
使韓國成為至今世界上唯一的分裂的國家。
【臨津閣】是位於軍事分界線南端7公裡處。
【臨津閣】
【自由橋】這里是南北雙方交換戰俘的地
方 。 1953年簽訂停戰協定後，13,000名
左右的俘虜高呼著“自由萬歲”，因此被韓國
前總統李承晚命名爲『自由之橋』。
【景福宮】建於1395年，韓國首爾的五大
【景福宮】
宮之一，也是朝鮮王朝的正宮，具有500年
曆史。是首爾規模最大、最古老的宮殿之一。
早：酒店 / 午：涮涮鍋 / 晚：導遊派發
5000韓元自由消費
酒店 Hotel: Richen County Hotel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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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怡島 – 小法國村 - 雪嶽山國
家公園 - 神興寺
(早/午/晚)
4

12歲以下
（佔床含早餐）

單房差

精彩指定項目
（大小同價）

綜合服務費
（大小同價）

$299

$199

$70

$60

$299

精彩指定項目：（必須參加）(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請在報團
）(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團費時一起付費)
第三地道+小法國村+龍仁韓國民俗村+塗鴉秀
國民俗村+塗
國民俗村+塗鴉秀
塗鴉秀
中途離團者，則需補 USD100每人每天費用，其他費用一概不退還
0每人每天費
每人每天費用，其他費用一
每
人每天費
費用，其他費
費用，其他費用一概
費用
用，其他費
用
，其他費用
其他費用
其
他費
費用一概不退
費用一概不退還
費用
用 概不
概不退
概不退還
退還
還

全程入住4花酒店或商務式酒店
接機時間: 15:00 / 19:00
送機時間: 10:00 (其餘時間需加費用)
中文專業導遊服務 * 行程祇適用於美加華人

當天前往韓國首都 — 首爾。
2

成人團費

Tour code : ASS7

Nami Island - Petite France Village - Mt. Soraksan
National Park - Shinheungsa Temple (B/L/D)
【南怡島】 "冬季戀歌"拍攝地 -乘坐游覽船游
湖，欣賞全島浪漫唯美怡人風景。
【小法國村】
【小法國村】是韓國電視劇<秘密花園>和<來
自星星的你><Running man>共同的拍攝地，
歐式的風情建築、文化。好像去了夢幻國度。
【雪嶽山國家公園】韓國人往往稱自己國家
為“錦繡江山”。該公園在1982年被聯合
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生物保護區。
早：酒店 / 午：春川炒雞排+金玉炒飯+飲料
晚：海鮮火鍋
酒店 Hotel: SPK Park或大明度假村或同級

5 大明AQUA水世界 - 龍仁韓國民俗
村 - 塗鴉秀 (早/午/晚)

5

Daming AQUA water world - Korean Folk
Village - Graffiti Show (B/L/D)
【大明AQUA水世界】是全能主題公園式水上
【大明AQUA水世界】
遊戲城，四季均以不同的形象展現在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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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龍仁韓國民俗村】呈現朝鮮後期當時的
生活景象，當代傳統農宅、民宅、官宅、
官衙、書院、韓藥材店、書塾、樓亭、鐵匠鋪
、市集街道，及住宅等建築物，以藉此來更
加瞭解朝鮮時代人民的生活。
【塗鴉秀】首創繪畫表演之先河，它將繪畫
的整個過程搬到舞臺上，與觀眾共用美術帶
來的感動與快樂。
早：酒店 / 午：韓式烤猪肉 /晚: 石鍋拌飯
酒店 Hotel: Richen County Hotel or similar
P4

66
光明洞窟 - 泡菜DIY - 人參店 - 彩
妝店 - 護肝寶 - 青瓦台(途經) - 土產店
- 南山公園 - 韓屋村 - 明洞 (早/午/晚)
Bright Cave - Kimchi DIY - Ginseng Shop The Cosmetic Shop –Herbal Shop - Blue House
(passby) – Local product Stop – Namsan Park Korean Village - Myeongdong (B/L/D)
【光明洞窟】這座是金屬廢礦山，，最特別
之處是終年維持在11∘C左右的溫度，成為
近年來的熱門避暑勝地之一，裡面各種設施
更為你增添探訪洞窟的樂趣。韓國人氣綜藝
節目《Running Man》也曾來此取景。
【DIY泡菜製作+韓服體驗】
教您製作韓國
傳統美食泡菜，隨意穿著喜歡的傳統韓服在
古色古香優美的場景照相留念。
【南山公園】 位居海拔265米，山頂聳立著
236米的首爾塔，站在山頂俯視首爾的風景
更是別具特色。
【韓屋村】是在首爾有著600年歷史的韓國
【韓屋村】
傳統居住區。在當時是王室的高官們或貴族
人士居住的高級住宅區。
【舍廊房】
【舍廊房】“舍廊房”是指韓國傳統的韓屋，
是古時主人臨時休息或者接待客人用的空間。
早: 酒店 / 午：人參雞湯 / 晚：魷魚+五花肉
酒店 Hotel: Richen County Hotel or similar

77
Seoul

首爾

原居地 (早)

Hometown (B)

早餐後，送往仁川國際機場乘機返回原居地。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並保留本行程之更動權及變
換旅館之權利，團員不得異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