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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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ys of Korea Seoul, Jeju Island
Highlights tour

(CAD)$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星期二 (Tuesday)
行程特色

☆參觀“涉地可支”“柱狀結理帶”
☆韓國代表性的文化觀光產品“亂打Nanta秀”
☆《冬季戀歌》拍攝場景：人工湖泊美景 - 南怡島
☆明洞商圈-感覺世界時裝的最新潮流服飾
☆品嚐地道美食：人參燉雞，韓式烤肉，石鍋拌飯
住宿酒店/導遊/接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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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Hometown

首爾（韓國）

Seoul (Korea)

當天前往韓國首都—首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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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或同級
3

Tour code : AKJ7

成人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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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起

$469起

$259起

USD$180

USD$60

*7/24, 8/14, 12/25 旺季團費CAD$589起/人
(團費包首爾/濟州來回機票)
精彩指定項目：（必須參加）(請在報團費時一起付費)
南山公園 + 首爾塔 + 濟州島泰迪熊博物館 + 小法國村
中途離團者，需補 USD100/人/天費用，其他費用一概不退還

全程入住 4花或商務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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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程祇適用於華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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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塔

景福宮 – 青瓦台 - 南山公園 - 首
濟州 - 龍頭岩（早/午/晚）

Gyeongbokgung Palace - Blue House –
Namsan Park – Seoul Tower
Jeju Yongdusan (B/L/D)
【景福宮】
【景福宮】是5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
計最美的宮闕。
【青瓦台】南韓總統府，主樓背靠北嶽山，
青瓦與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非常漂亮。
【南山公園】韓劇《來自星星的你》拍攝
地。是首爾塔之所在地，站在山頂俯視首
爾的風景更是別具特色。
【首爾塔 + 愛情鎖牆】
愛情鎖牆】是首爾市的象徵，更
是眺望首爾市區景觀的最佳去處。塔上的鐵
絲網有好幾萬個愛情鎖，還成為韓國代表性
的愛情景點(包乘快速電梯直達首爾塔塔頂）
【龍頭岩】石頭經年累月被海浪沖刷與海風
侵蝕下形成與龍頭類似的模樣，所以稱為龍
頭岩。
午: 韓式烤肉 / 晚: 海鮮火鍋
酒店 Hotel : Jeju Haema Hotel or similar

44
城山日出峰 - 涉地可支 - 城邑民
俗村- 天帝淵瀑布–柱狀節理帶 - 泰迪熊
博物館（早/午/晚）
SeongsanLlchulbong Peak – Sopjikogi Seongeup Folk Museum - Cheonjeyeon Falls Jisatgae - Teddy Bear Museum (B/L/D)
【城山日出峰】如城堡是火山熔岩而成的，
每年3月，油菜花的黃、城山的綠、大海的藍
構成一幅五彩繽紛的圖畫。
【涉地可支】“涉地”是這一地區古代時的
名稱，“可支”是濟州島方言，意思是向外
突出的地形。涉地可支所在的海岸懸崖上是
一片寬闊的草地，這裡一棵樹也看不到，海
岸上聳立著一塊叫仙石的岩石。
【城邑民俗村】位於漢拿山麓，有許多文化
遺產，保留了古代村莊的原貌。
【天帝淵瀑布】濟州島十景之一,「天帝淵瀑
【天帝淵瀑布】
布」「天地淵瀑布」及「正房瀑布」並稱濟
州島三大瀑布！
【柱狀節理帶】是漢拏山噴出的熔岩，由大
大小小的四方或六角形的石柱如屏風環繞組
成，感嘆大自然的鬼斧神工。
【泰迪熊展示館】館內收集2500只泰迪熊，
【泰迪熊展示館】
你可與泰迪熊拍照留念。
午: 黑毛猪肉烤餐 / 晚: 韓式烤魚套餐
酒店 Hotel: Jeju Haema Hotel or similar

湖，欣賞全島浪漫唯美怡人風景。
【小法國村】是韓國電視劇<秘密花園>和<來
【小法國村】
自星星的你>拍攝地，也是韓國熱播的綜藝節
目“Running man”他們共同的拍攝地。法國
村是由16棟法國式建築組成，房子顏色非常
鮮豔，好像去了夢幻國度。
午: 春川鐵板炒雞 / 晚: 韓式烤排
酒店 Hotel: Seoul Richen County or similar

6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營 - 人蔘專賣
店 - 彩妝店 - 韓國護肝寶 - 亂打秀 - 明洞
商圈 (早/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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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Culture Center - Ginseng Shop –
Cosmetic Shop – Korea Bo KanYeong Shop Graffiti Show (B/L/D)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營】韓國傳統婚服拍照
體驗, 及美味紫菜的製作方法，品嘗韓國特色
小吃。
【亂打秀】是一部非常流行的韓國音樂劇
【亂打秀】
【明洞商圈】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力，時
商的商品，在明洞都可以找得到。是逛街的
首選。
午: 人參雞湯，晚:石頭飯+ShabuShabu
酒店 Hotel: Seoul Richen County or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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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原居地 (早)

5 濟州
首爾 – 南怡島 – 小
法國村 (早/午/晚）

Seoul

Jeju
Seoul - Nami Island - Petite France
Village (B/L/D)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并保留本行程之變動權及變
換旅館之權利，團員不得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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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怡島】 "冬季戀歌"拍攝地 -乘坐游覽船游
P5

Hometown (B)

早餐後，送往仁川機場返回原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