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雪魅力~韓國滑雪 GO.愛寶樂園.明洞.
CHEF 廚師秀.汗蒸幕五日【BR】
★出發日期 : 1/4.29 ～ 2/5.12.17.19.26.28 ～ 3/5.7
★現金優惠價 : 新台幣 11600 元 起(含稅)
*名額有限,報名要快～

◆ 行程特色◆
*愛寶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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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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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樂園不僅考慮年輕人喜歡追求刺激﹑驚險的遊樂項目，也兼顧
到兒童與年長者只想「看」不敢「玩」的特性，為家庭式的遊樂園，可說是四季歡樂的國度。
*南山公園&愛情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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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美食～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金炒飯【食尚玩家撲龍共天團強力推薦】-能品嘗到 8 種不
同口味的五花肉餐廳，每日使用新鮮豬肉醃制成八種口味:(大蒜.香草、咖啡、紅酒、大醬、人蔘、辣椒
醬、松葉)特製的五花肉及生五花。另外，包五花肉吃的各種蔬菜也是無限量供應。日本 NHK、富士、朝日
等電視台等觀光書籍內都有介紹，深受外國旅客的歡迎。
* 冬季限定滑雪場體驗～包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 或 雪盆 (二選一)

*特別贈送～韓國 CHEF 廚師秀
*體驗韓式傳統汗蒸幕～
◆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抵達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8/01/04(四)

BR150

桃園機場

仁川機場

20:25

23:55

2018/01/08(一)

BR149

仁川機場

桃園機場

07:10

08:55

◆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仁川
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後，由專業
導遊帶領展開五天愉快的旅程。

餐食: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X
住宿 : 仁川(AIR RELAX、GOOGLE、THE BLISS)或水原 SILKROAD 或同級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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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限定【Alpine Village 雪之園】－體驗韓式汗蒸幕(含專用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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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種 144 隻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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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限定【Alpine Village 雪之園】每到冬季為了廣大的遊客們開放的歡樂 Alpine Village 雪之園。是瑞
士格林德爾瓦爾德村的翻版。“Snow Buster”依不同年齡層的遊客，設計了坡度不一的雪橇坡道，包括有
國內最長的 Eiger 路線，可供孩童乘坐，坡度較緩的兒童雪道，和可一起乘坐的 Tube 坡道，絕對可滿足大
人、小孩的不同需要。
※雪之園~[約 12/15 起，須依園區開放日期為主，且視天候狀況，入園時間會有所調整，敬請見諒！]
享受韓國特有的【汗蒸幕】，是近幾年爆紅的大眾健康美容設施，沐浴結束並換上專用衣褲後，就準備來一
趟體驗旅程囉！設有各式材料為主題的汗蒸幕可以選擇，在流汗的同時，會排出體內不好的廢物與毒素，消
除疲勞。
餐食: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韓式烤豬肉+季節小菜
住宿 : 仁川(AIR RELAX、GOOGLE、THE BLISS) 或水原 SILKROAD 或同級

第三天 滑雪體驗(★包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 或 雪盆 二選一 ★)－【特別贈送
~CHEF 廚師秀】－清溪川－東大門綜合市場
滑雪場『滑雪活動』（★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 或 雪盆 二選一
★)－滑雪場內進行滑雪活動；由導遊指導滑雪基本動作，爾後在初學者專用
滑雪道磨練滑雪技術，並享受滑雪之樂趣或利用滑雪盆由滑雪道頂端滑下，
衝刺的快感，刺激無比，完全享受滑雪的豐富樂趣。
《本行程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 或 雪盆 二選一》
《滑雪時您將可依個人需要租用雪衣、雪褲、雪鏡…等、費用約韓幣
10,000/1 項，手套購買約 15,000》
《滑雪場行程請貴賓攜帶禦寒衣物並穿著球鞋》
【特別贈送~CHEF 廚師秀】於 2011 年五月強勢登場，由《韓國總統夫人》強力推薦之國際表演秀，此表演
是韓國農林水產食品部、三星集團及韓餐世界化推進團聯合共同企劃推進之節目。此節目是由曾擔綱默劇
《Jump》和《亂打》的導演製作以拌飯為題材的節目，在默劇中最關鍵的是以 Beatbox(口技)和無伴奏合唱
來表現、切菜、炒菜、淘米的聲音，均出自演員的嘴。這是描寫廚師們逐漸中了烹飪交響曲的毒，身體不由
自主地隨著節奏擺動做拌飯的喜劇，故事情節有趣易懂，歡樂刺激、驚喜連連、全程 80 分鐘絕無冷場，帶
您從掌聲與笑聲中，一窺韓國飲食與文化之奧妙，推展韓食為世界五大飲食之一。

清溪川－『清溪川』建設成為低公害清淨城市，首爾市從 2003 年 7 月起拆除有損於市容的清溪川高架橋。
清溪川一直到 20 世紀初緩緩穿越首爾市中心流向漢江。恢復清溪川原貌的〝清溪川復原事業〞
，將助於發掘
因〝亂開發〞而銷聲匿跡的首爾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成為首爾市民舒適的休憩空間。按計劃，工程區段為光
化門的東亞日報社和新踏鐵橋之間的 5.8 公里，結束日期為 2005 年 9 月。屆時，訪問首爾的外國朋友可見
到首爾新面貌。
東大門綜合市場－韓國最大的百貨公司－東大門綜合市場，市場按貨品種類而劃分，各種頭飾及豆類食品的
專賣店星羅棋布，其中尤以登山用具最為物美價廉，備受歡迎，由於網羅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全部貨品，即使
終日遊逛也不會覺得厭煩。
餐食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 石鍋拌飯+涮涮鍋晚餐
晚餐: 人蔘燉全雞+人蔘酒+長壽麵
住宿 :仁川(AIR RELAX、GOOGLE、THE BLISS、PREMIERS) 或水原 SILKROAD 或同級

第四天 DIY 泡菜製作+韓國服初體驗－人蔘專賣店－保肝專賣店－韓流時尚彩粧店－韓國
土產店－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南山公園+愛情鎖牆+N 首爾塔外觀(不含快速電梯
券) －明洞商圈購物樂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DIY 泡菜製作＋韓國服初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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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麗人蔘專賣店－您不妨選購聞名世界的太極蔘與人蔘精，對調身養氣有極大
功效。
保肝專賣店－提取了韓國珍貴稀少的枳椇子成份，並濃縮萃取了人蔘、松針等
純天然原料之精華，是護肝、保肝的優良產品，枳椇子在韓國海拔 50-800 公
尺的無污染、無公害的環境下自然生長，早在中國的《本草綱目》以及韓國《東醫寶鑑》都有詳細的記載。
韓流時尚彩妝店－相信愛美的女性朋友們ㄧ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讓辛苦的上班族及學生
族群在忙碌生活中，ㄧ樣可以打造出時尚彩妝，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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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首爾塔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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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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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金炒飯
晚餐: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郊區五花特 2 級仁川 STELLAR MARINA 或仁川 THE CENTRAL PLAZA 或 仁川 ROYAL 或同級

第五天

仁川永宗島國際機場／台北
仁川永宗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桃園國際機場，團
員們互道珍重再見後，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地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這
次愉快的韓國五日之旅。

餐食 : 早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溫暖的家

午餐 : X

晚餐 : X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