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跨年趣～愛寶煙花慶、市區住五星、滑雪初體驗、龍山
汗蒸幕五日(含稅、購物兩站)
出發日期：12/30
現金優惠價：202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愛寶樂園(含門票及自由券)
★聖誕、跨年夜間煙火秀
歡樂滑雪之旅(含雪橇+雪仗+雪鞋+防風衣)
龍山 DRAGON HILL SPA 汗蒸幕
北村韓屋村
HERO 彩繪塗鴉秀
明洞鬧區(購物樂)&明洞聖堂：到聖誕時節，明洞週邊各處就會充滿了各式華麗的燈飾，大型超市、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飯店等建築物就會換上美麗的燈飾，等待遊客們的到來。
【好禮相送】
★彩妝店贈送見面禮每人乙份。
★贈送韓國轉接頭每人乙個。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2/30
〔星期日〕
2019/01/03
〔星期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150

台北(桃園)

仁川(首爾)

20:25

23:55

BR149

仁川(首爾)

台北(桃園)

07:10

08:5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仁川
※參團贈送
1.提供免費使用 4G 流量 WIFI 機每房乙台。
2.韓國專用轉接頭每人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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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華城 PRUMIR 或 水原 VALUE 或 安養 AVALON HOTEL 或 安山 SQUARE 或 龍仁 M STAY/CENTRAL
COOP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驪州 OUTLET 名品折扣街～愛寶樂園(門票自由券+四季花園+夢幻猴林探險+熊貓世
界+跨年夜間煙火秀)
驪州 OUTLET 名品折扣街：由韓國新世界和美國過季市場第一大企業 CHELSEA 集團所合資興建。驪州 OUTLET
內部又分 A、B 兩棟，無論是建築特色或氛圍都呈現異國風貌。120 多個國際知名品牌
BURBERRY,COACH,DIESEL,D&G,ESCADA,GUCCI,SALVATORE FERRAGAMO 等，平均都以 4-8 折的價格出售。除流行
名品外，生活及美妝回牌也入駐，部份國外的美妝用品，價格比免稅店要來的便宜，自開幕後便集聚人氣。
註：驪州 OUTLET 停留約 1.5~2 小時。
愛寶樂園(美國富比士雜誌公布的世界四大主題公園)：聖誕慶典期間，愛寶樂園內街道及主題館均佈置得色彩
繽紛，特別是聖誕大街和魔術聖誕樹道等，都被上萬顆的 LED 燈飾和聖誕裝飾佈置得七彩繽紛。當然還有聖
誕特備節目如：聖誕花車巡遊和煙火表演等，為大家報佳音！
佔地面積達 450 萬餘坪的愛寶樂園位於京畿道龍仁市，是結合休閒、娛樂、教育和文化於一身的度假勝地。
分為五個區域、包含集結各種速度感﹑挑戰極限遊樂設施的《美洲探險》
；帶您進入童話王國，適合家族遊玩
的《魔幻世界》；購買世界禮品的《地球購物中心》；可欣賞四季花園花卉之美的《歐洲探險》。飼養 3000 頭
動物的《賽福瑞動物野生世界》，當您乘坐狩獵車時，來場別開生面的野生動物探險吧！
鬱金香/玫瑰/夏日水花/萬聖節/浪漫燈飾等，每年都會有各式各樣的主題讓訪客盡情拍照，再搭配舞彩繽紛的
表演節目，不論是男女老少都能盡興遊完。另外，有著全球最高坡度，也是韓國首創的木製雲霄飛車「T
EXPRESS」，是許多喜好刺激的年輕人爭瘋前往搭乘的設施。
而佔地 1 萬 5 千平方公尺，201 種，共 2,000 隻動物所居住的野生動物園「Zootopia」
，野生動物園專車可以載
著遊客們近距離欣賞全球獨一無二老虎和獅子和諧共處的畫面，和樂融融的模樣和平日威猛的形象可是大異
其趣；歐洲灰熊也擺脫昔日凶狠的模樣，竟可愛的和路過的車子揮手道別，不時會做些站立轉圈的特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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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1988 烤肉不敗】 或 【善良的豬】 晚餐: 樂園內發韓幣 8000 元自理
韓式燒烤吃到飽
住宿 : 華城 PRUMIR 或 水原 VALUE 或 安養 AVALON HOTEL 或 安山 SQUARE 或 龍仁 M STAY/CENTRAL
COOP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歡樂滑雪之旅(含雪橇+雪仗+雪鞋+防風衣)～龍山 DRAGON HILL SPA 汗蒸幕
歡樂繽紛滑雪之旅(熊城渡假村、芝山渡假村、陽智松林渡假村或昆池岩滑雪場)
滑雪場設有從初級到高級專用的滑雪道，部分滑雪場還為有兒童同行的家庭設置雪橇場，並為了滑雪板遊客
設置了擁有各種結構的障礙滑雪公園。在導遊的指導下由開始學穿鞋到到練習走路煞車跌倒、滑行，讓您嘗
試一下前所未有的滑雪之樂，如果滑累還可在此堆雪人或打雪仗也是一種不同的感受。
註 1：本行程包含防風衣，旅客也可自行攜帶雪褲或視個人情況於雪場租借。
註 2：因滑雪活動本身具備一定風險，在參與旅遊行程內之滑雪活動時，建議您衡量自身身體狀況及滑雪技
能、並依照滑雪場工作人員之指導、及滑雪場之安全規定，進行滑雪活動，以維護您與他人安全。如於活動

操作上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之處，請隨時求助於教練或滑雪場工作人員。
龍山 DRAGON HILL SPA 汗蒸幕體驗(提供 T 恤+短褲)：提供令人滿意的大規模熱療與 SPA 設施。入口處有氣氛
浪漫的散步步道，地下 1 樓到 6 樓設有各式三溫暖、SPA、露天溫泉、按摩室，甚至還有天空庭園，特別是其
異國風情的室內裝潢、華麗且寬敞的設計，以及傳統式木炭汗蒸幕設施為一大特色。此外，還有游泳池及健
身房等設施，可謂應有盡有。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雪場內發韓幣 8000 元自理

晚餐 : 滋養人蔘燉雞+麵線+人蔘酒

住宿 : 華城 PRUMIR 或 水原 VALUE 或 安養 AVALON HOTEL 或 安山 SQUARE 或 龍仁 M STAY/CENTRAL
COOP 或 仁川 STELLAR MARINA/ROYAL EMPORIUM/ABEST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北村韓屋村～精緻美膚彩妝坊～格雷萬蠟像館～HERO 彩繪塗鴉秀～海苔博物館～
明洞鬧區+明洞聖堂(外觀)
北村韓屋村：保存韓國傳統房屋，這裡有許多朝鮮時代的兩班士大夫居住過的傳統宅邸，因此北村不是只為
了提供觀賞的民俗村，而是以人們實際生活過的村子，11 個洞 900 餘棟韓屋為主體的觀光景點。韓屋畫廊、
傳統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裡也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註：若遇管制或停止開放且行程無法調動時，則以《貴族韓屋村》代替，敬請見諒。
精緻美膚彩妝坊：
《韓國觀光公社認證的優秀商店》並曾多次獲得韓國當地美容節目，甚至海外電視台推薦並
介紹的專業彩妝店，店內陳列著韓國當地最新款、最 HIT 的各種潮流彩妝保養品牌系列。更推薦韓國當地品
牌～YIHANCARINO、RE:TIMES 提供的一系列產品，滿足不同肌膚人士需求，並解決各種護膚問題，包括卸妝、
保濕、抗老化和防曬。並以專業知識 深入了解、組合、成分的功效，以及這些成分對肌膚最適當的處理方法。
同時，亦深知肌膚結構及特性。讓您走在時代潮流的尖端。
格雷萬蠟像館：法國的格雷萬蠟像館創立於 1882 年，是巴黎訪客數第 7 大的觀光名勝，自 2013 年開始拓展
海外分館，首爾則是亞洲第一家。首爾分館選在原美國文化院，現首爾市乙支路廳舍，建築物本身就是極富
價值的文化財，全館佔地 4 層樓，為亞洲數一數二大規模的蠟像館，並加入數位互動式參訪科技。在佔地面
積 3500 平方米的展廳裡，將展出９０位亞洲和國際知名人士的蠟像，例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已故著名歌
手麥可傑克遜，韓國演員全度妍、張東健，以及中國鋼琴家朗朗、國際巨星成龍等。
HERO 彩繪塗鴉秀：結合美術、戲劇與音樂劇，不需要聽得懂韓文，約 80 分鐘的表演裡，演員會將作畫的過
程完整呈現給觀眾，不僅是韓國最早的美術公演，也首開世界先例。不只作畫過程富有創意，表演並配合節
奏性音樂和肢體律動，從聽覺和視覺上帶動觀眾情緒。塗鴉秀將以全新又多元的感性，取悅現場的每一位觀
眾朋友。
註：若遇滿場或休館時則以《CHEF 拌飯秀》替代，敬請見諒。
海苔博物館(韓國文化介紹+參觀海苔工廠+韓服體驗+紫菜捲 DIY)：海苔是在石頭裏長的海菜，把它乾燥後而製
作的紫菜海苔非常營養，紫菜 5 張就等於 1 個雞蛋的蛋白質。海苔更含有人體所需要的各種營養素。有對眼
睛有益的維他命 A 和補充腦力的維他命 B 等各種豐富營養價值，也提供植物所沒有的碘。蛋白質豐富且含有
八種胺基酸，其中牛磺酸對高血壓及動脈硬化預防有相當的效果。此外，還有豐富的鉀、鈣、燐、鐵等多種
礦物質。因含有大量的食用纖維，因而成為人氣減肥食品之一。
明洞聖堂(外觀)：韓國近代建築史上最大規模的哥德式建築物。每到聖誕節季節時，聖堂週邊?傳達感謝與祝
福之意的照明燈飾會更加閃耀發光。每到聖誕時節，明洞週邊各處就會充滿了各式華麗的燈飾，大型超市、
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飯店等建築物就會換上美麗的燈飾，等待遊客們的到來。
明洞商圈：位於首爾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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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銀行和證券公司雲集於此。大街兩旁都是高級名牌的店家，明洞大街兩側的小巷裡都是中價位品
牌的商店和保稅商店。這裡還有阿瓦塔（Avata）和美利來等大型購物中心，附近還有樂天百貨店、新世界百
貨店和很多綜合購物中心。
註：明洞商圈約停留 1.5~2 小時。
晚餐 : 商圈內發韓幣 8000 元自理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總匯料理
住宿 : 龍山諾富特大使飯店 NOVOTEL HOTELS & RESORTS 或 東大門索菲特國賓飯店 GRAND AMBASSADOR

SEOUL HOTEL 或 喜來登 D 立方飯店 Sheraton D-CUBE Hotel 或 汝矣島 GLAD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仁川／桃園
專車前往機場，揮別五天的韓國之旅，互道珍重後，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註 1：行程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X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X
住宿 :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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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