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1 抵達/首爾Arrive Seoul Incheon
今天抵達首爾仁川機場後在1號航站樓14號門集
合，旅行車將會於10:00-22:00分批發車送回酒
店，其他時間請自行乘搭機場巴士前往酒店。
Arrive at Seoul Incheon Terminal 1 Station and gate 
collection in the 14th. Transfer bus will depart BW 
10:00-22:00 for the hotel.  
住宿：仁川HOTEL LART CITY& PARK或同級

D2 首爾Seoul
B/L春川辣炒雞餐+金玉炒飯+飲料   

D烤魷魚+五花肉二吃風味餐

早餐後，前往參觀【戰爭紀念館】是位於韓國

首爾的國家級博物館，為世上最大規模的戰爭主

題紀念館後前往【華城行宮】是正祖在出駕顯

隆園時, 臨時居住過的宮闕, 規模比任何行宮都雄

偉壯大，用途廣泛甚至被稱作景福宮的副宮。午

餐後遊覽【韓國民俗村】再現了李朝後期的生活

是韓國人以及外國人都經常前往的一處名勝。

生動地再現了當時不同階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後游【景福宮】中最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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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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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觀賞【亂打秀】受亂打秀韓式幽默及隨性

敲打的樂趣，內容以廚房發生各種搞笑動作音

樂、特技、歌唱、燈光、魔術等。後往【明洞

自由購物】是韓國代表性的購物街不僅可以購

買服裝、鞋類、雜貨和化妝品，還有各種飲食

店。晚餐後送回酒店休息。Today will visit[War 

Memorial Museum], [City of the palace][Korean 

Folk Village] and [Gyeongbokgung]later visit 

[briliance station] and [Myeong-dongFree Shopping].

住宿：仁川HOTEL LART CITY& PARK或同級

$149$199 $199 $280 $150/間/晚 $180 $60 $50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180/人：戰爭紀念館+亂打秀+南怡島+三八線（不進洞）+南山韓屋村

行程特色：★冬季戀歌南怡島；溫泉水世界★朝鮮王宮；青瓦台總統府★亂打秀；三八線★韓式人參湯；地道美食。

2018年抵達首爾日期(逢週二)Arrive Seoul Date(On Tuesday)

01月：02、09、16、23、30

03月：06、13、20、27

05月：08、15、22、29

07月：03 10 17 24 31、 、 、 、

09月：04、11、18、25

11月：06、13、20、27

02月：06

04月 03 10 17 24： 、 、 、

06月 05 12 19 26： 、 、 、

08月 07 14 21 28： 、 、 、

10月 09 16 23 30： 、 、 、

12月 04 11 18 25： 、 、 、

接機時間：10:00-22:00   //送機時間：7:00/12:00二趟接機時間：10:00-22:00   //送機時間：7:00/12:00二趟

成人

ADULT

18歲以下
（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UNDER 

18 YRS W/O BED

18歲以下
（占床）

CHILD UNDER 

18 YRS WITH BED

單房差
SINGLE SUPP

加訂酒店
（含雙早）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
（大人小童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
（大人小童同價）

SERVICE FEES

額外接送機
（2人起）

EXTRA TRANSFER

D3 首爾Seoul/江原道Gangweon do
B/ L韓式刷刷鍋  D韓式拌飯及各種傳統泡菜

早餐後，前往名勝【南怡島】《韓劇冬季戀歌場景》乘

坐遊船，悠閒地欣賞韓國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優美的

樹林大道及完整的自然景觀全都呈現觀光客眼前兩旁愛

情小路，並列楸樹林道中，可效仿劇中人一起玩“踩影

子”的遊戲。接著前往【雪嶽山國家公園】如詩如畫的

風景，與令人歎為觀止楓紅與瀑布景觀，活脫脫就是走

進風景月曆當中，四季各有不同風貌。參觀【神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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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大明度假村溫泉水世界】，由健身地帶、

游泳池水球場以及休閒地帶等幾個部分組成，處處洋溢

著地中海風情。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Today will visit 

[Nanyi Island] the famous Korean scenic spots, later go to

 [Seoraksan Nation Park] picturesque scenery, and breath

taking maple red and waterfall landscape.Visit [God Hin 

Temple] and [Daming Resort Hot Spring World] it has 

fitness zone, swimming poolwater courts and leisure areas.

住宿：江原道大明度假村酒店或同級

D4 江原道Gangweon do/利川Icheon/首爾Seoul
(B/L韓式海鮮火鍋+季節小菜 D石鍋拌飯+炭火烤肉+季節小菜)

早餐後，遊覽【3.8線（不進洞）】同為朝鮮民族但政治

體制不同的大韓民國（南朝鮮）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

和國（北朝鮮）兩個政權的臨時分界線，通稱“三八線”

接著遊覽【特麗愛3D體驗】，是麻浦區弘大附近最具代

表性的旅遊景點。前往【人參專賣店】，中國梁朝時期

著名的醫書上也有《人參之極品產于韓國》的記載，其

保健醫療效能居世界之冠。後前往【彩妝店】，接著參

觀【紫菜博物館】。After breakfast visit [3.8 line (Outside 

view)] that’s the line seperate South Korean and North 

Korean, then visit [Terri love 3D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ourist attractions. Later to the[Ginseng store]、

[makeup shop] and [Seaweed mesuem]

住宿：仁川HOTEL LART CITY& PARK或同級

D5 首爾Seoul  (B/L人參燉雞+長壽麵線  D韓式烤肉)

早餐後，遊覽【南山韓屋村】，將首爾市區和郊區的

傳統韓屋，根據原建遷移複建而成，每個房屋都有自己

的典故，同時在這裡也會有一些常設傳統活動，不僅是

體驗韓國文化的重要場所也是首爾市民舉辦傳統婚禮

的重要場所。接著前往【東大門市場】，每天24小時

營業，是年輕人們的購物天堂，所以也形成了獨特的消

費文化氛圍，只有身臨其境，才會感覺到他的與眾不同。

   後遊覽【清溪川】，然後前往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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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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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出名於世界各地。再前往選購當地【土特產】。

Today will visit [Traditional Korean House], [East

Gate Market][Cheonggyecheon] and local stores.

住宿：仁川HOTEL LART CITY& PARK或同級

D6 首爾/送機 Depart Seoul Incheon 
     （最後一天無早餐）

我們將安排2趟免費送機，早上07:00及中午12:00送

客人前往機場，其他時間請客人自行前往機場，結束美

好的行程!    Transfer to airport at 7:00am, 12:00 

pmother time please arrange by self.

所有资料与日期仅供参考,实际内容以网站为准  
WWW.CTOURUS.COM

《特约旅行社》

費用包含：

1、行程所列豪華酒店、景點、餐膳   2、豪華空調旅遊巴士

3、專業國語導遊(獨立包團可安排粵語導遊）；

費用不含：

1、國際/國內機票及其稅項          2、簽證費用、小費及自費專案

3、個人旅遊、醫療保險；           4、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

5、因私人原因及航班延誤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

特價團特殊條款：

1、僅限持美加澳籍華人或持有永久身份的華人乘國際航班抵華後參加

      之首個旅行團，其餘國籍需與組團社確認；

2、全程中文導遊，恕不設英文翻譯，其餘國際人士費用另議；

3、18歲以下不占床兒童早餐費用請自行諮詢酒店前臺；

4、客人需全程跟團，中途離團需另付脫團費$100/人/天，且所有費用

      不再退回；

5、包含部分購物行程，客人報名代表已同意接受安排，並遵守自願購

      物的政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行程的安排，否則將有罰金產生客

      人在旅途購買的商品品質/價格、售後服務等請與商店聯繫、均與組團

      社無關

6、團費不包括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包括私

      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暴亂、內亂、恐怖

      主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環境天氣等

7、訂位一經預訂恕不能取消及退款，如因國家政策法規等因素無法成

      行將扣除手續費後退回預付的自費專案，但團款外一切損失請自行      

      承擔；

8、組團社保留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行程及酒店的權利，圖片資料僅

      作參考，以實際行程景點為准；最終解釋權由組團社所有。

CTKA06

韓國首爾 

浪漫高麗

6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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