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炫动韩国 ●   首尔雪岳山 6 日浪漫之旅
首尔（仁川机场）入境 - 京畿道 - 首尔 - 首尔（仁川机场）（团号：KOR）

行程亮点：
★★全程入住韩国当地五花级酒店，舒适怡人
★★如诗如画的风景区——【雪岳山国家公园】+【神兴寺】
★★韩国时尚打击乐队表演——“Nanta Show”或其他表演
★★原高丽王朝的皇宫，现位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
★★购物：明洞商圈——感觉世界时装的最新潮流服饰

独家特色风味美食：
品尝韩国地道美食：人参炖鸡、韩式烤肉、石锅拌饭等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仁    川：   Royal Emporium Hotel /similar（5 花）
雪岳山：   大明温泉度假村 Daemyung Resort/similar（5 花）
首    尔：   L'Art Hotel /similar（5 花）

抵达首尔仁川国际机场（ICN）后，请到 14 号门集合，导游会在 9:00am-10:00am，14:00pm-15:00pm，19:00pm-

20:00pm 两个时间段在机场接机，旅游巴士将于 10:00am、15:00pm、20：00pm 离开机场前往酒店。其他时间抵达

的客人可自行前往酒店或支付额外接机费用，2 人起需另付：USD40/ 人 , 不含导游。

早早餐后前往【仁寺洞】, 是一处出售贵重古董的地方 , 店铺独具特色 , 深受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喜爱。游览六百年历史

的朝鲜时代第一个正宫【景福宫】。游览【青瓦台】, 主楼背靠北岳山 , 青瓦与充满曲线之美的房顶相映成趣 , 美丽非凡。

参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主题纪念馆 , 也是韩国国家级博物馆【战争博物馆】, 记录韩国历代至今的军事战争史料。

游览【华城行宫】, 素有“景福宫副宫”之称。观看世界著名【乱打秀】, 将艺术与表演完美融合的新型之秀 , 凭借恢弘

的舞台、精彩的舞姿、颠覆传统印象的超高速绘画等优势俘获了观众的心 , 使得整个会场沉浸在欢笑的漩涡之中。

Visit：Insadong、Jingfu Palace、War museum、Hwaseong Palace、Rogue show

早餐后前往人气韩剧“她很漂亮”的拍摄地【杨平两水头】, 站在以大自然山水作背景的大画框中拍照 , 仿如剧中主角。【雪

岳山国立公园】风景如诗如画 , 令人叹为观止的枫红与瀑布景观。四季风貌各有不同 , 且山头长年积雪与雪白色的花岗

岩质 , 雪岳山因此得名。 【神兴寺】由慈藏师创建的雪岳山第一古刹。【大明度假村温泉水世界】具有轻快和朝气且

有高级的气氛。温泉水温保持 49 度恒温 , 让您尽情享受温泉泡汤之乐趣。 ※ 请自备泳装 , 泳帽。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Visit：Yang Ping two heads、Seoraksan National Park、Shenxing Temple、Daming Resort Spa Water World

早餐后参观【特丽爱 3D 影像馆】, 各展馆使用 AR 和 3D 错视美术效果 , 将游客变成主人公的新概念文化娱乐空间 , 它

不同于以往美术馆的严肃 , 还带动了游客参观的活跃气氛。随后参观人参专卖店、彩妆店、泡菜展览馆和【韩国传统服

装体验】。随后来到【三八线】( 不入洞 ), 三八线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 38 度附近 , 是韩朝两国的分界线。【明洞商圈】,

是韩国代表性的购物街 , 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享受在户外逛街购物的休闲自在。享用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Visit：Teli Ai 3D Image Gallery、Korean traditional clothing experience、Sanba Line、Myeongdong Business Circle

早餐后参观游览【南山韩屋村】,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沿南山山脚而建的各种传统造景式溪谷、凉亭及由花草而组成的美

丽景色。前往【东大门市场】自由购物。前往参观【清溪川】, 建造这座广场的意义在于纪念清溪川复原工程的竣工 ,

祈祷“和平、统一、融合”, 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之后参观护肝宝店、紫水晶店、免税店和土特产店。

Visit：Namsan Hanok Village、Dongdaemun Market、Cheonggyecheon

贵宾按自己的出境航班时刻，自行乘坐机场酒店接驳车前往首尔机场，办理登机出境手续，乘坐国际航班离开韩国。

完满结束行程。

指定自费：乱打秀 + 三八线（不入洞）+ 战争纪念馆 =USD18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1 仁川机场接机 Inchon                 X

DAY2 首尔 Seoul                                                                                            B/L/D

DAY3 首尔 Seoul                                                               B/L/D

DAY5 首尔 Seoul                                                                                           B/L/D

DAY6 仁川机场送机 Inchon                                                                          B

特 约 旅 行 社

月份 周二抵达 月份 周二抵达

2019.  04. 02, 09, 16, 23, 30 2019.  10. 01, 08, 15, 22, 29

2019.  05. 07, 14, 21, 28 2019.  11. 05, 12, 19, 26

2019.  06. 04, 11, 18, 25 2019.  12. 03, 10, 17, 24, 31

2019.  07. 02, 09, 16, 23, 30 2020.  01 待告

2019.  08. 06, 13, 20, 27 2020.  02 待告

2019.  09. 03, 10, 17, 24 2020.  03 待告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150/ 人 / 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不接收韩国籍或外籍
        韩裔客人报名。
●   报名费不含保险，强烈建议客人在当地报名旅行社购买各种旅游保
        险，如医疗、失窃、旅程取消等，以确保您的个人利益。
●  我社保留修改行程的权利以便让团体成行或顺利完成计划。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不含早

CAD199 CAD399  CAD199 CAD380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USD）

服务费
（大小同价）

（USD）

额外接 / 送机 
人 / 趟 (2 人起 )

（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

180 60 40 14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1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3. 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 送
    机、提前 /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DAY4 首尔 Seoul                                                                                           B/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