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爾首爾首爾首爾       

         當天抵達機場後，導遊接機後(請參考接機時

間)，專車送往酒店休息。 

 住宿: Incheon Premiers Hotel 或同級酒店 

                    接機時間接機時間接機時間接機時間 11115555:00:00:00:00    或或或或 22222222:00:00:00:00    

    

                  三八線三八線三八線三八線, 臨津閣臨津閣臨津閣臨津閣, 展望台展望台展望台展望台,自由橋自由橋自由橋自由橋- 第三地道第三地道第三地道第三地道 – 景景景景  

                 福宮福宮福宮福宮- 清溪川清溪川清溪川清溪川 - 東大門綜合市場東大門綜合市場東大門綜合市場東大門綜合市場 –國立民俗博物國立民俗博物國立民俗博物國立民俗博物  

              館館館館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晚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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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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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道】   是於 1978/6/10 發現的地道，

它寬 2 米，高 2 米，總長 1635 米，距南方界線只

有 435 米，距漢城也只有 52 公里，是北韓方面爲

進攻漢城而修建的 。【景福宮】建於 1395 年，是

朝鮮王朝時期韓國首爾的五大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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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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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Richen Country Hotel 或同級酒店 

         

 

 

 

       

     南怡島南怡島南怡島南怡島 –雪岳山國家公園雪岳山國家公園雪岳山國家公園雪岳山國家公園 - 神興寺神興寺神興寺神興寺 –小法國村小法國村小法國村小法國村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 

      /晚晚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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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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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寺】新興寺起初叫香城寺，據傳慈藏師奉王命到

大唐國取佛法，歸國後在寺內興建舍利塔，供奉著釋迦

世尊的舍利，香城寺的名稱是取“宗香城佛國圖”之意。

【小法國村】是韓劇《秘密花園》和《來自星星的你》

拍攝地，感受歐式的風情建築、文化、法國工藝品體驗

文化村。 

住宿：SPK Park 或同級酒店 

  

    大明大明大明大明 AQUA 水世界水世界水世界水世界----龍仁韓國民俗村龍仁韓國民俗村龍仁韓國民俗村龍仁韓國民俗村-----南山公園南山公園南山公園南山公園-塗塗塗塗

鴉秀鴉秀鴉秀鴉秀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 /晚晚晚晚) 

【大明 AQUA 水世界】是全能主題公園式水上遊戲城，

四季均以不同的形象展現在您面前。溫泉水溫保持 49 度，

有兒童池、按摩池、滑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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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亭、鐵匠鋪、市集街道，及住宅等建築物，以藉此來更

加了解朝鮮時代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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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鴉秀】首創繪畫表演之先河，它將繪畫的整個過程搬

到舞台上，與觀眾共用美術帶來的感動與快樂。《THE 

LOOK》及《英雄》亦非常有名。 

 住宿：Richen Country Hotel 或同級酒店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雙雙雙 單雙雙 小小 

團團團團團團(ICN6L) USD199 USD399 USD259 

指定超值付費專案價值指定超值付費專案價值指定超值付費專案價值指定超值付費專案價值

USD180/人人人人  

第三地道 +小法國村 +塗鴉秀+龍仁韓國民俗村 

(**請請請團團請請請請團**) 

    

            

                                        2012012012019999 年抵達首爾日期年抵達首爾日期年抵達首爾日期年抵達首爾日期    ：：：：    

4444 月月月月 2222、、、、11116666 日；日；日；日；5555 月月月月 7777、、、、22221111 日日日日    

6666 月月月月 4444、、、、18181818 日；日；日；日；7777 月月月月 2222、、、、16161616、、、、30303030 日日日日    

8888 月月月月 13131313，，，，22227777 日日日日；；；；9999 月月月月 10101010、、、、24242424 日日日日    

10101010 月月月月 15151515、、、、29292929 日；日；日；日；11111111 月月月月 12121212、、、、22226666 日日日日    

1212121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行程特色：行程特色：行程特色：行程特色：    

 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動：：：：DIYDIYDIYDIY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界界界界，，，，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動動動動新新新新    

 請請請請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 : : 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新新新新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穿穿穿穿拍拍拍拍目目目目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享享享享享享享享雙雙雙雙享享享享: : : : 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化化化化品品品品雙雙雙雙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穿穿穿穿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

鍋鍋鍋鍋，，，，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鍋鍋鍋鍋，，，，穿穿穿穿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三清三清三清三清洞洞洞洞-泡菜泡菜泡菜泡菜 DIY-人參店人參店人參店人參店-彩妝店彩妝店彩妝店彩妝店-  護肝寶護肝寶護肝寶護肝寶-青瓦台青瓦台青瓦台青瓦台  - 土產土產土產土產

店店店店-韓屋村韓屋村韓屋村韓屋村-明洞明洞明洞明洞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晚晚晚)   

 

首爾首爾首爾首爾    ––––    原居地或其他城市原居地或其他城市原居地或其他城市原居地或其他城市    (早早早早)    

早餐後，送往機場乘機返回原居地或其他城市。 

送機時間：送機時間：送機時間：送機時間：10：：：：00 其餘時間送機需另加費用其餘時間送機需另加費用其餘時間送機需另加費用其餘時間送機需另加費用 

 

 
 
 

團團團團用含用含用含用含: 

1. 酒店 – 全部住宿酒店以二人一房為標準，各名稱根

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 

2. 膳食 – 照行程列出膳食。 

3. 中文導遊 

4. 行程內所列景點 

   
費用不費用不費用不費用不含含含含: 

1. 旅遊簽證費。 

2. 指定超值付費專案價值 USD180/人 

3. 導遊及司機之小費。每人每日 USD10  (全程合共

USD60)  **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4. 酒類、無酒精飲料、洗衣、電話、電報及一切屬私人

性質之費用。 

5. 個人平安保險及行李保險 (如需購買，請向本公司職

員查詢，本公司可代客人購買必備之旅行保險 

 

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 : :  
• 本報價只對持北美、歐洲、澳洲、新西蘭護照及永久居

留簽證的華人有效 

• 客人脫團補團款 USD50/人/天。其他費用不退。 

• 行程順序以本地實際情況可能有所調整，遇到不可抗力

的因素，儘量保證行程的完整,客人不能提出異議。 

 
 

臨臨臨臨請請請請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1.本公司有權在旅行團出發前取消任何行程之出發日期。在

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悉數退回所繳交之費用。本公司不需

負任何取消行程或出發日期之責任。 

2.參加人仕若因事取消訂位，已購買之機票一律按航空公司

之條款處理，團費則以下列章程扣除費用: 

出發前 30-59 天 ﹕扣除團費之 50% 

出發前 8-29 天 ﹕扣除團費之 75% 

7 天內通知取消 ﹕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責任及細則責任及細則責任及細則責任及細則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本公司所舉辦的旅遊團均屬於代表性質。本公司所採用的各

項觀光交通工具及酒店, 對遊客及行李安全問題, 各機構均

訂立各種不同的條款, 以對遊客負責。行李丟失,意外傷亡 

及財務損失等情況,應當根據不同機構所訂立的條款作為解

決依據,概與本公司無關。至於有關酒店住宿,餐食遊覽順序

等,應當儘量依照本公司的遊覽章程辦理,如遇特殊情況,如

天氣惡劣、罷工、當地酒店突告客滿,原定航班取消或延誤,

政變等等,而必須將行程及住宿更改或者取消任何一項旅遊

專案,本公司將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在此情況下所導致的

損失,根據本公司的條例,團友不得因此反對或退出.

 

【三清洞】位於景福宮東側，保留著李氏朝鮮時期興

建的韓屋，據說是首爾風水最佳，自古已是上流階級

居住的地方，因為這裡山清，水清，人心淳樸，所以

被稱為三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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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屋村】是在首爾有著名

600 年歷史的韓國傳統居住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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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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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一座巨大購物城市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品

牌專賣店密集在一起，這裡被稱為服飾流行的中心。 

住宿：Richen Country Hotel 或同級酒店 

 

File: ICN6/23Nov2018—USD80 
BC Wholesale Reg# 27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