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等 2 晚市區~歡樂韓國愛寶、兩水頭、龍蝦海鮮美食 5 日
愛寶樂園、兩水頭公園、晨靜樹木園

【行程特色】


【愛寶樂園四季花園慶典: 3/16~4/23 鬱金香慶典. 4/6~4/20 櫻花季. 5/25~6/11 玫瑰花慶典】



特別安排:不走人蔘及保肝購物站及不上攝相師



首爾飯店推薦: 龍山 IBIS STYLES HOTEL /弘大 AMANTI /明洞 LOISIR /GLAD MAPO /HOLIDAY
INN EXPRESS 乙支路 /SOTETSU HOTEL /CITADINE SHANRIVER SEOUL 或 同級



【晨靜樹木園】 坐落於京畿道加平郡的晨靜樹木園，為擁有 33 萬㎡被美麗花朵覆蓋的大規模
庭園。



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月之戀人~步步驚心：麗】拍攝地~抱川藝術谷 ART VALLEY
(含:單軌列車) 抱川藝術谷 ART VALLEY 所在地原為廢棄的花崗岩採石場，1990 年代中後期停止
生產，於 2009 年這裡成為韓國首座環境再利用的複合性文化藝術空間這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
方莫屬於它稜角分明的山壁和碧綠的天鑄湖。



【愛寶樂園（含門票自由券）】『Sky cruise 纜車+四季花園+夢幻猴林探險+LOST VALLEY 迷失
峽谷+野生動物園』+LINE 主體館 』，令您仿如置身於奇幻的世界，帶給您終生難忘的回憶。



經常作為電影拍攝背景的優美景點拍攝地~ 【楊平兩水頭】 ；讓您也像韓劇男女主角於此相遇
的浪漫



南山公園+N 首爾塔外觀（不含快速電梯卷）



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現代美術作家卡斯特.奧萊的代表作之一《Mirror Carousel》
旋轉鞦韆



PS :旋轉鞦韆為一個藝術品，是不開放搭乘的唷！



【昌慶宮】 世宗大王為侍奉上王太宗，而於 1418 年建立壽康宮，即昌慶宮的前身。



【松月洞童話村】 在看到可愛的彩虹愛心拱門時，童話世界之旅，整個街道充滿了童話的純真
氣息，這裏的房子不像是其他的壁畫村，只是在房子上塗鴉，而是做立體的設計，有許許多多大
家熟悉的童話主題。



安排前往韓國最夯.最潮的地方逛街購物【東大門】【明洞】



韓國必吃美食： 南瓜煙燻鴨肉定食 . RUNNING MAN 推薦~槌子炸醬麵 .活跳跳澎派海鮮鍋(龍
蝦+鮑魚+章魚+各式貝類) . 自助式烤肉~牛.豬.雞肉無限放題 .挪夫~韓式起司年糕部隊鍋 . 涮

涮鍋+石鍋拌飯 . 人蔘雞+麵線+人蔘酒…等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第 1 天

台

第 5 天

首 爾

北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首 爾

長榮航空

BR160

15:15

18:45

台

長榮航空

BR159

19:45

21:20

北

Day01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永宗島國際機場→飯店
今日抵達仁川國際機場後，迎接貴賓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活跳跳澎
派海鮮鍋
(龍蝦+鮑
魚+章魚+
各式貝類)
US25

Day02

住宿

郊區五花特 2 級：STELLAR MARINA／華城 PRUMIR／仁川
RAMADA／松島 CENTRAL PARK／仁川 ROYAL 或 同級

2016 年最夯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月之戀人~步步驚心：麗】拍
攝地~抱川藝術谷 Art Valley(含單軌列車)→韓劇【雲畫的月光】
拍攝地~晨靜樹木園→韓劇【她真漂亮】拍攝地~兩水頭+櫸樹

2016 年熱門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月之戀人~步步驚心：麗】拍攝地~抱川藝術谷 ART VALLEY(含
來回單軌列車)藍色大海的傳說第二集中美人魚全智賢與長腿歐巴李敏鎬，兩人約定當海上飛起天燈
做為重逢的信號，而再次見面的美麗場景就在抱川藝術谷裡的天鑄湖。月之戀人~步步驚心：麗第一
集中 IU 見到小孩失足落水，跳下水將人救上來之後，卻剛好遇到日食，被湖中一股莫名的力量拉到
水底，從現代 21 世紀穿越到了高麗時代。
抱川 Art Valley 所在地原為廢棄的花崗岩採石場，1990 年代中後期停止生產，為避免廢置對於環境
造成的破壞，2009 年這裡成為韓國首座環境再利用的複合性文化藝術空間；很多遊客都是為了一睹
採石場華麗變身後的模樣而不遠萬里來此一遊。這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莫屬於它稜角分明的山壁
和碧綠的天鑄湖。還設有天文科學館、戶外演出場、散步路、雕像公園等設施，另外，可以想像及體
驗浩瀚無垠的宇宙的抱川 Art Valley 天文科學館，也在 2014 年 8 月 1 日開幕了，內包含有遊戲體驗
和宇宙科學展示、最尖端的 4D 影像館、觀察星座的天體觀測館。

【晨靜樹木園】座落京畿道加平郡，為一座規模超大的美麗庭園，不僅有奼紫焉紅的百花、蓊鬱蒼翠
的松樹林，更是著名韓劇原來是美男的拍攝外景地。1996 年 5 月正式開放，「晨靜」一詞出自印度
詩人泰戈爾，他曾歌頌朝鮮為擁有安靜早晨的國家。而 1993 年當韓尚慶教授在走訪了世界各地著名
庭院和植物園後，開始感到疑惑為何韓國沒有如此優美的庭園，所以，才有晨靜樹木園韓文的誕生，
囊括多座特色花園、具嬌豔多姿花草的溫室和充滿綠意的野外清晨廣場。樹木園由 20 餘個栽種著各
式美麗草坪和花圃的庭園所構成，共有 5,000 餘種的花科品目, 每年四季更會舉辦豐富的慶典活動，
如春季的迎春庭院展，充滿鬱金香和水仙花的清香，夏季則以玫瑰、山水菊、無窮花為慶典主題，氣
氛熱鬧有活力，秋天有浪漫唯美晨靜樹木園楓葉慶典，將晨靜園悄悄染紅，而晨靜樹木園 12 月的五
色星光庭院展，有 300 萬個別緻燈飾，於闃黑的夜裡繽紛點綴，無論什麼時候前來，都能帶給您最
美妙的體驗。
【兩水頭】經常作為電影拍攝背景的優美景點~兩水里是流淌自金剛山的北漢江與發源自江原道金臺
峰山麓儉龍沼的南漢江的交會處，因而稱為兩水里，在這個地區裡，以碼頭為中心的地點因曾作為電
視劇與電影的拍攝地而廣為人知，同時也是婚紗照的人氣拍攝地點。過去這個碼頭作為水路樞紐，連
接了位於南漢江最上游的水路所在的江原道旌善郡、忠清北道丹陽郡，以及水路的終點，即首爾纛島
與麻浦碼頭，因而繁華一時。
兩水頭的另一個景點~櫸樹，有著四百年樹齡的三顆櫸樹彷彿一棵同根而生的樹木般，形成了茂密的
傘形樹冠，也成為兩水頭村的亭子木。仔細觀察位居中央的最粗壯樹木，不難發現從樹根部分所分裂
開的模樣，代表著這原來是兩棵樹木合而為一後所形成的大樹。第二粗的樹木因距地面 1.2 公尺處所
裂開的兩根莖幹相乎纏繞而形成了長方形的空間，比鄰最粗樹木的樹枝生長遲緩，使樹形顯得不平均。
距離河岸最近的最小樹木僅有鄰近河岸處的樹枝茂密生長，近最粗樹木部分幾乎未長樹枝。

早餐 飯店內早餐

住宿

南瓜煙燻鴨
午餐 肉

定

食

(US15)
RUNNING
晚餐

MAN 推 薦~
槌子炸醬麵
(US11)

郊區五花特 2 級：STELLAR MARINA／華城 PRUMIR／仁川
RAMADA／松島 CENTRAL PARK／仁川 ROYAL 或 同級

Day03

DIY 泡菜製作+韓國服初體驗→愛寶樂園+四季花園+夢幻猴子谷+
空中纜車+LOST VALLEY 迷失的峽谷(含門票及自由券)→東大門綜
合市場(2 小時)

DIY 泡菜製作+韓國服初體驗(含傳統茶點＋1 杯人蔘鮮奶茶)－經由老師教您親身製作韓國傳統美食
泡菜，一步一步跟著做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泡菜，爾後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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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滿韓國傳統文化的氣氛下，喝上一杯人蔘鮮奶茶，充分的顯現出韓國傳統文化
的精髓。

【世界第七大遊樂場～愛寶樂園(含門票及自由券)】愛寶樂園 Animal Wonder Stage 全球獨一無二
的主題動物表演劇場：愛寶樂園動物園在 554 坪的空間裏讓 1,000 名遊客能夠同時觀賞的階段式劇
場設計，分為上、下層，總體結構為半圓形，無論在任何座位都能夠清楚的欣賞表演，而且還有防雨
和暖氣設備，一年 365 天都可以演出。以“森林”的主題為創意的 21 世紀動物表演，帶給大家無盡的
快樂與幻想，開場特別演出“兒童王子和森林朋友”是由 30 種 180 多隻動物上臺表演，其規模和內容
是世界的水準，還貼心的提供遊客與動物們合影的機會哦！
愛寶樂園友善群島猩猩樂園－夢幻猴子谷：韓國最初的類人猿生存地帶，於 2007 年 04 月 12 日在愛
寶藍島向遊客們展示，是以佔領未來的宇宙開發中心的猴子為主題的夢幻猴子谷，共有多種類的猩猩，
如喜好爬樹與吃野果子，因此幾乎在樹上活動的猩猩、身披金色黃毛的中國稀有種猩猩的金猴…，讓
您體驗多種神奇猴子生動逗趣的畫面。於 2013 年 04 月份，愛寶樂園推出全新的－Lost Valley 迷失
的峽谷，遊客們可以乘坐穿梭水陸之間的野生探險水陸兩用車，進入野生動物的世界，全程約 12 分
鐘，有許許多多的動物，活靈活現的出現在大家眼前，更有機會近距離餵飼動物。犀牛、獵豹、長頸
鹿和會說話的大象均展現它們於森林生活的一面。

【東大門綜合市場】由於規模龐大，想一口氣逛遍所有地方幾乎不太可能，由於網羅了日常生活所需
的全部貨品，即使中日遊逛，也不會覺得厭煩，市場按貨品種類而劃分，各種頭飾及豆製食品主的專
賣店星羅棋布，其中尤以登山用具最為價廉物美，備受歡迎，在廣場市場的大帳棚內的「帳棚攤子」
（流動車輛小吃）出售風味小吃，使人垂涎三尺，不妨漫步閒逛、精心挑選、享受購物樂趣。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遊樂園內
敬請自理

住宿
★特別安排住宿：首首爾市區飯店~龍山 IBIS STYLES HOTEL /
弘大 AMANTI /明洞 LOISIR /GLAD MAPO /HOLIDAY INN
EXPRESS 乙支路 /SOTETSU HOTEL /NIAGARA / BERNOUI /

晚餐

自助式烤肉~
牛.豬.雞肉無
限放題

Day04

城北假日 /禿山國賓 / GOLDEN SEOUL /弘大 MARIGOLD /
明洞 LOTTE CITY /明洞 T MARK GRAND /SOMERSET
PALACE SEOUL /江南 GLAD LIVE /東大門 SKYPARK
/STANFORD /CITADINE SHANRIVER SEOUL 或同級

昌慶宮→韓流時尚彩妝店→新世界免稅店~熱門打卡地點：韓劇
【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現代美術作家卡斯特.奧萊的代表作之
一《Mirror Carousel》旋轉鞦韆→明洞商圈購物樂

【昌慶宮】世宗大王為侍奉上王太宗，而於 1418 年建立壽康宮，即昌慶宮的前身。而後成宗以降的
朝鮮歷代君王們，為侍奉世祖的王妃貞熹皇后、德宗的王妃昭惠王后、禮宗的王妃安順王后，先後建
造了明政殿、文政殿、通明殿，並命名為昌慶宮。
昌慶宮有悲痛的歷史。壬辰倭亂時曾被燒毀過，李适之亂及丙子胡亂也遭逢祝融。肅宗時仁顯王后與
張禧嬪、英祖時被關在米缸冤枉而死的思悼世子等故事，皆深埋在昌慶宮的歷史洪流中。

【韓流時尚彩妝店】相信愛美的女人們一定可以在這排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而除了購買外，讓
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Mirror Carousel 旋轉鞦韆】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劇中出現的旋轉鞦韆是設在韓際新世界明洞店
10 樓的真實設施，由比利時現代美術作家 Carsten Holler 親力打造，是一件以燦爛的燈光和反射光
芒的鏡面為主，以主題公園的旋轉木馬為主題創作而成，是個美輪美奐的藝術品。PS :旋轉鞦韆為一
個藝術品，是不開放搭乘的唷！

【明洞商圈購物樂】明洞位於首爾市中區，是首爾具代表性的著名觀光景點之一，也是流行時尚的重
鎮。許多年輕人都喜歡相約在此出遊。不僅可以購買服裝、鞋類、飾品等，還有非常多有名的餐廳及
銀行和證券公司雲集於此。明洞的商品以中高檔為主。明洞大街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及綜合大型購
物中心，附近還有樂天百貨、新世界百貨、美利來。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挪夫~韓式起司年糕
部隊鍋

住宿
★特別安排住宿：首爾市區飯店~龍山 IBIS STYLES HOTEL
/弘大 AMANTI /明洞 LOISIR /GLAD MAPO /HOLIDAY
INN EXPRESS 乙支路 /SOTETSU HOTEL /NIAGARA /
BERNOUI /城北假日 /禿山國賓 / GOLDEN SEOUL /弘

晚餐

大 MARIGOLD /明洞 LOTTE CITY /明洞 T MARK
GRAND /SOMERSET PALACE SEOUL /江南 GLAD
LIVE /東大門 SKYPARK /STANFORD/CITADINE
SHANRIVER SEOUL 或 同級

涮涮鍋+石鍋拌飯

Day05

韓國土產店→韓劇【花遊記】拍攝地～南山公園《八角亭+N 首爾
塔外觀+朝鮮時代烽火臺+愛情鎖牆》→松月洞童話村→仁川永宗
島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韓國土產店】選購韓國著名泡菜及海苔等當地名產饋贈親友。
【南山公園&愛情鎖牆(不含快速電梯券)】南山雖然僅高 265 公尺，但由於地處首爾中心位置，在山
頂可清楚俯瞰周圍的美麗景致，是市民喜歡的休閒場所，而位於山頂的首爾塔更是首爾的象徵。南山
公園 ~愛情鎖－南山 N 首爾塔上的鐵絲網，本來是為了保護到南山遊玩的市民安全而設置，但不知
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鐵絲網上開始出現一、兩個鎖頭；鎖頭上寫著人名、愛情告白”我愛你”…並且
畫上一顆愛心，而到現在已經有好幾萬個愛情鎖，還成為韓國代表性的愛情景點。
【松月洞童話村】位於仁川中國城旁，在看到可愛的彩虹愛心拱門時，代表仁川童話村就抵達了，隨
即開啟大家的童話世界之旅，整個街道充滿了童話的純真氣息，這裏的房子不像是其他的壁畫村，只
是在房子上塗鴉，而是做立體的設計，有許許多多大家熟悉的童話主題，有白雪公主、灰姑娘、小紅
帽與大野狼、長髮公主、拇指姑娘、綠野仙蹤、小木偶奇遇記…等，非常適合全家大小遊玩拍照的好
地方。
前往機場，搭機返台結束愉快的韓國之旅。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人蔘雞+麵線+人蔘酒
晚餐 X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9/1、9/6、9/7、9/10、9/11、9/14

團體優惠價 $18,888 元

訂金:6,000 元

費用包含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旅責險
+20 萬意外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足 70 歲貴賓,只能投保 200 萬+20 萬)。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

費用不含

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NTD$ 200)、機場來回接送
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