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預購【暑假預購.送送wif3日券】日券】✪寶貝佳人韓國寶貝佳人韓國5日日(小法國村小法國村.晨靜樹木園晨靜樹木園.義王鐵義王鐵
道自行車道自行車.愛寶樂園愛寶樂園.韓服遊韓服遊.汗蒸幕汗蒸幕.亂打秀亂打秀)彩妝土產無攝影彩妝土產無攝影

愛寶樂園愛寶樂園 (最夯玩法一票最夯玩法一票High到底到底)／／歡樂遊行煙火雷射秀、歐州城堡月光冒險、動物王國、挑戰歡樂極限。網
址：http://www.everland.com/
‧遊歷美洲～老鷹要塞遊歷美洲～老鷹要塞／／讓您一同來挑戰勇氣指數達人，體驗雲宵飛車飛奔的超快感。

‧極限－極限－T-Express雲宵飛車雲宵飛車／／為全球斜度最高的木製雲宵飛車，90度垂直高速快感，等你來挑戰!!
‧夢幻樂園夢幻樂園／／童話中的Peter pan與你一起飛躍天空實現夢想。
‧伊索村樂園伊索村樂園／／小朋友的王國乘坐兔子和烏龜形狀的火車準備出發賽跑囉。

‧歐洲城堡歐洲城堡／／玫瑰驕豔、百合的綻放帶您一同進入羅曼史的王國。

‧動物王國動物王國／／來場別開生面的野生動物探險。

‧歡樂遊行歡樂遊行／／奧林柏斯用燈光編織遊行主題花車及個慶典代表的人物裝扮，與夜晚雷射秀五彩繽紛的歡樂氣氛。

‧煙火雷射秀煙火雷射秀／／月光冒險雷射秀將慶典世界的夜空用華麗的焰火和激光裝飾得五彩繽紛，您千萬不可錯過。

法國文化之村～小法國村法國文化之村～小法國村／韓劇【來自星星的你】／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男女主角浪漫擁吻的景點。位於京畿道加平郡，充滿異國風情的白

色建築聚集在一起，周圍山麓環繞景致秀麗，如歐洲阿爾卑斯山的恬靜美景。小法國村占地約11萬7357平方公尺，設
計概念以小王子的故事為主題，還有許多法國象徵的雕刻及藝廊，遊客能夠在此充分體驗法國的育樂文化。網

址：http://www.pfcamp.com

四季皆美～晨靜樹木園四季皆美～晨靜樹木園／／韓劇【雲畫的月光】拍攝地。坐落於京畿道加平郡為擁有33萬㎡被美麗花朵覆蓋的大規模庭
園。遊客在群花盛開的庭園和蔚然蔥鬱的松樹林間舒服安適地享受大自然山林浴，還可以欣賞到包括水仙花、鬱金香、

木槿花、菊花等各式各樣美麗的野生花草。網址：http://www.morningcalm.co.kr

http://www.everland.com/
http://www.pfcamp.com/
http://www.morningcalm.co.kr/


韓國唯一環湖～義王鐵道自行車韓國唯一環湖～義王鐵道自行車／／義王鐵道自行車位於京畿道中南部，是韓國目前唯一環湖(旺松湖)的鐵道自行車。韓
國有多處鐵道自行車，義王鐵道自行車全程4.3km，費時大約50分鐘左右，沿路風景四季皆美，慢慢的行進中欣賞延
途風光。網址：http://www.uwrailpark.co.kr/

韓式傳統汗蒸幕韓式傳統汗蒸幕／／全家大人小孩一起享受溫泉桑拿，體驗韓國人飆汗解除疲勞的生活體驗。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昌德宮／昌德宮／昌德宮(史蹟第122號)為1405年景福宮完工之後另外建造的別宮，位於正宮景福宮
的東側，因此也被稱為「東闕」。從朝鮮第九代成宗開始的歷代君王都在這裡生活和辦公，也成為擔任正宮用途的宮

闕。網址：http://www.cdg.go.kr

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N首爾塔首爾塔(不含觀景台電梯券不含觀景台電梯券)／耗資150億韓元，從360度的展
望玻璃，可眺望首爾市景的全貌，夜晚時俯瞰首爾夜景，眼前的景色則轉換為寧靜優美的燈火，更是璀璨美麗。

http://www.uwrailpark.co.kr/  
http://www.cdg.go.kr


特別贈送世界聞名特別贈送世界聞名～亂打秀～亂打秀NANTA SHOW／堪稱為韓國表演藝術的代表，曾多次代表韓國到歐美各國巡迴演出，以
廚房內發生各種搞笑的動作、音樂、特技、歌唱、燈光、魔術、默劇與觀眾互動等予人印象深刻，整體上除了節奏和拍

子非常輕快之外，劇情結構也很充實，無論男女老幼皆看得津津樂道。網址:www.nanta.co.kr

《特別贈送》《特別贈送》

迎賓礦泉水每人一瓶迎賓礦泉水每人一瓶

韓國人氣彩粧旗艦店韓國人氣彩粧旗艦店(贈送精美小禮品一份贈送精美小禮品一份)
實用好禮實用好禮~韓國轉接插頭韓國轉接插頭(限全程參團且佔床限全程參團且佔床) ※由領隊機場發放※
韓國韓國WIFI 3日券日券 ※隨說明會資料發放並請盡早預約※



《精選風味餐食》《精選風味餐食》

全程飯店內用早餐全程飯店內用早餐

回味無窮《鐵板雞排炒年糕回味無窮《鐵板雞排炒年糕+金玉炒飯》金玉炒飯》

韓劇迷最愛【挪夫】《韓式部隊火鍋韓劇迷最愛【挪夫】《韓式部隊火鍋+拉麵》拉麵》

大快朵頤《韓式烤肉吃到飽》大快朵頤《韓式烤肉吃到飽》

訪韓必嚐的《人蔘雞訪韓必嚐的《人蔘雞+長壽麵長壽麵+人蔘酒》人蔘酒》

米其林推薦【滿足】《五香豬腳米其林推薦【滿足】《五香豬腳+餃子年糕湯》餃子年糕湯》

連鎖名店【自然別曲】連鎖名店【自然別曲】《《新韓式自助餐新韓式自助餐》》

地方美食【鳳雛地方美食【鳳雛/安東】安東】《《韓式韓式粉絲燉雞粉絲燉雞+季節小菜》季節小菜》



《住宿安排》《住宿安排》

二晚仁川或京畿道特二級二晚仁川或京畿道特二級(或高級商務或高級商務)飯店飯店／／仁川STELLAR MARINA 或仁川RAMADA 或松島RLEE SUITE 或仁川
DAYS HOTEL & SUITES 或仁川WESTERN GRACE 或水原VALUE 或水原HOLIDAY INN EXPRESS或華城 PURMIR
或龍仁M STAY 或安山SQUARE或同級。

二晚首爾市區特二級二晚首爾市區特二級(或高級商務或高級商務)飯店飯店／東大門SKY PARK 或黎泰院HAMILTON 或仁寺洞IBIS 或NIAGARA 或
SOMERSET PALACE 或MAYPLACE 或BERNOUI 或同級。

搭機參考航班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日期 參考航班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抵達時間

1 去程航班 BR170 桃園機場 07:30 仁川 11:00

2 回程航班 B7169 仁川 12:00 桃園機場 13:35

行程內容行程內容

第1天 台灣《桃園機場》／韓國《仁川機場》→韓劇【雲畫的月光】拍攝地～晨靜樹木園《季節
賞花》→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小法國村→親子遊首選～韓式汗蒸幕
標示符號說明：★門票景點◎入內參觀●下車參觀◆開車經過

標示符號說明：★門票景點◎入內參觀●下車參觀◆開車經過

★《晨靜樹木園》坐落於京畿道加平郡的晨靜樹木園，於1996年5月正式開放，由三育大學園藝系
韓尚慶教授所創立，以悠久歷史自豪的樹木園由20餘個栽種著各式美麗草坪和花圃的庭園所構成，
特點在於以多樣化植物素材來結合曲線和非對稱，成為極具風格特色的藝術庭院。尤其是以韓國的
錦繡河山為主題的下景庭園(Sunken Garden)，將朝鮮半島的模樣實際以花朵植物打造出並完美呈
現，成為園區內最受遊客們喜愛的人氣景點。另外擁有包含300餘株白頭山植物在內共5,000餘種
的花科品目，每個月定期舉辦展覽會和慶典，不只是吸引家庭、情侶遊客前來參觀，就連攝影家、
旅遊作家也都在這裡留下許多特別又美好珍貴的回憶。
四季慶典：春－春花慶典；夏－玫瑰、繡球花、木槿花慶典；秋－菊花、楓葉慶典；冬－五色星光
庭園展(Lighting Festival)。

★《小法國村》位於京畿道加平郡，占地約11萬7357平方公尺，設計概念以小王子的故事為主題，
還有許多法國象徵的雕刻及藝廊，周圍山麓環繞景致秀麗，如歐洲阿爾卑斯山的恬靜美景，遊客能
夠在此充分體驗法國的育樂文化，此地亦是韓國當紅偶像劇「來自星星的你」男主角施展超能力點
亮燈光並與女主角深情擁吻的場景。



★《韓式汗蒸幕》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蒸氣浴，概念起源於六百年前燒陶磁的窯屋。是利用紅外
線反射原理加溫使人流汗，是一種強調高熱的物理治療法。為避免高溫直接接觸肌膚，您必須換上
這裡為您準備的 T 恤和短褲。進行高溫蒸氣浴時，人體會大量排汗，這時體內代謝的雜質也會隨之
排出，有效促進血液循環、新陳代謝，讓身心倍感輕鬆愉快，也讓皮膚毛細孔得到充分舒張及養
護，變得更加細嫩。

餐點 早 機上享用

中 【挪夫】韓式部隊火鍋+拉麵

晚 鐵板雞排炒年糕+金玉炒飯

夜宿 特二級或高級商務酒店 仁川STELLAR MARINA 或WESTERN GRACE 或RAMADA 或 松島RLEE SUITE 或 水
原VALUE 或HOLIDAY INN EXPRESS 或華城PURMIR 或安山SQUARE 或龍仁M STAY 或同級

第2天 安養藝術公園→韓國唯一環湖～義王鐵道自行車(四人一台)→韓劇【金秘書為何那樣】拍
攝地～愛寶樂園《四季花園》(含門票+自由券) +賽福瑞動物野生世界+夢幻猴林探險

●《安養藝術公園》安養藝術公園位於安養站東北邊2公里遠的地方，冠岳山和三聖山幽幽溪谷所流
出清澈乾淨的水，被用來注入泳池，此泳池也就成為了藝術公園的中心。藝術公園裡設有兒童遊樂
場、組合屋等完善的娛樂及休閒設施。沿著溪谷行走依然可見清澈溪水流過，與山間蒼鬱樹林相互
襯托景色宜人，被視為首都圈中一個提供休憩旅遊的好去處。 

★《義王鐵道自行車 (四人一台)》2016年4月開幕，是目前韓國唯一環湖鐵道自行車，全程4.3公
里。悠閒的踩著踏板，湖面上徐徐微風迎面吹來，感覺煩惱都被風吹散，好不愜意。
註：如因預約額滿或因天候因素無法前往時，改以韓國民俗村替代。

★《韓劇拍攝地～愛寶樂園(含自由卷)四季繽紛花卉+賽福瑞野生動物園+MONKEY VALLEY夢幻
猴林探險》佔地面積達450萬餘坪的愛寶樂園，是結合休閒、娛樂、教育和文化於一身的渡假勝
地，隨著季節的不同展開各式歡樂慶典活動。2005年愛寶樂園更榮獲世界主題遊樂原協會(IAAPA)
所頒發之最佳花車遊行部門大獎，讓樂園中的花車遊行演出實力而受到世界級的客觀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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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愛寶樂園的遊行表演及鐳射煙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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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韓式烤肉吃到飽

晚 樂園內發放餐費₩5000元

夜宿 特二級或高級商務酒店 仁川STELLAR MARINA 或WESTERN GRACE 或RAMADA 或 松島RLEE SUITE 或 水
原VALUE 或HOLIDAY INN EXPRESS 或華城PURMIR 或安山SQUARE 或龍仁M STAY 或同級

第3天 韓綜迷聖地～RUNNING MAN體驗館或韓服遊1.5HR(含精緻韓服+頭飾)→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昌德宮(含門票)→世宗大王紀念館→綠色環保奇蹟～清溪川→東大門服裝
城+DDP東大門設計廣場→特別推薦～亂打秀

http://www.railroadmuseum.co.kr


★《RUNNING MAN體驗館》2017年開幕的【RUNNING MAN 體驗館】是為粉絲而設的體驗空
間。該館共包含6個體驗區域分別是「起跑地點-收集R幣」、「138集-來尋找Running Ball！」、
「168集-Running Man廣場的城市追擊戰」、「221集-Running Man夢遊仙境」、「221集-ON
AIR Running Man之迷宮戰」，這六個Running Man區域包含有趣刺激的體驗內容。在售票處買
票後，入場時同時可獲一張’Running名牌’，當以該名牌觸碰在入口位置的螢幕時，便隨即獲賦
予’Running Mate’的身份。當完成一共6個區域的任務後，並以該名牌觸碰任務區域的螢幕時，便
能獲得一塊’R籌碼’；而利用該籌碼，現為’實習Running Man’身份的便能升級至正式的身份。
註：因應韓國夏季高溫嚴熱，原韓服遊體驗改為RUNNING MAN體驗館，敬請見諒。

★《昌德宮》昌德宮(史蹟第122號)為1405年景福宮完工之後另外建造的別宮，位於正宮景福宮的
東側，因此也被稱為「東闕」。從朝鮮第九代成宗開始的歷代君王都在這裡生活和辦公，也成為擔
任正宮用途的宮闕。此地集人工及自然美景於一身，因此吸引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往參觀，
宮內還有仁政殿、大造殿、宣政殿、樂善齋等文化財，非常引人注目。
註：每週一休館，如遇休館則改為景福宮。

●《世宗大王紀念館》位於首爾特別市東大門區的世宗大王紀念館，是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為長久
保存並緬懷世宗的聖德與偉業而於1970年11月落成的紀念館，1973年10月正式開館。紀念館為地
下1層樓、地上2層樓的現代建築，擁有展覽室、講堂、研究室、資料準備室等設施。展覽室分為韓
文室、科學室、國樂室、生平室、戶外展示，其中韓文室展出世宗大王當時頒布的圖書等；科學室
展出朝鮮時代的科學相關文物與資料(金屬活字版、測雨器、天文圖等)；國樂室則展出各種國樂樂
器；生平室展出世宗大王御真與畫家金學洙花費數年光陰繪成的「世宗大王生平圖」，能一覽世宗
的功績。戶外展示則展有世宗大王神道碑(首爾特別市有形文化財第42-1號)與舊英陵石物(首爾特別
市有形文化財42號)、水標(寶物838號)等。
註：每週一、元旦、春節及中秋連假休館。

●《環保奇蹟～清溪川》沿岸建有象徵蝴蝶振翅翱翔的飛翔橋、傳統與未來合一的廣橋等20多座美
麗、具特色的橋樑。其中以大理石建成的《律動壁泉》及利用韓國8大行政區代表石材建成的《八石
潭》沿著首爾中心街道潺流，在清溪川週邊不僅餐飲店多元，也是提供您歇息的好去處。

●《東大門服裝城》想要追求流行時尚，一定要到東大門市場，這裡集合了美利來、DOOTA、
Hello APM、LOTTE FITIN等以零售為主的大型購物中心，從服飾到鞋子、包包、飾品等商品，應
有盡有，價廉物美。並有多種本地名牌商品及化妝品，不論何時造訪都能滿足您的購物需求。《東
大門設計廣場(不含展覽門票)》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設計創造產業發源地」概念的複合式文化空
間, 集國際會議、宴會、新品發表會、時裝秀、演出等文化活動和商務及購物休閒空間於一體。更是
24小時不打烊，扮演隨時迎接遊客的休閒場所。由國際知名設計師歷經四年施工完成，地下三層地
上四層的大型建築，結合藝術廳、博物館、商務中心、公園等多功能複合設施，也是首爾市政府市
政計劃的重點項目之一。
註：東大門許多商家可是現金交易，不收信用卡的哦！記得準備現金購物。

★《特別推薦／亂打秀》“亂打”是以韓國傳統的事物遊戲（韓國傳統打擊樂）節奏為題材製作成戲
劇的作品，是韓國首出沒有任何台詞，僅以節奏和拍子組成的戲劇。把韓國事物遊戲的節奏與西方
的表演方式結合在一起的這部作品是以大型廚房為背景，以各種廚房用具，即是鍋子、平底鍋、碟
子等之類的器具來進行演奏。為了完美的表達事物遊戲節奏所擁有的爆發力，這出戲將重點放在表
達力量及速度上，因而整體上除了節奏和拍子非常輕快之外，劇情結構也很充實，無論男女老少都
會喜愛。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人蔘雞+長壽麵+人蔘酒

晚 【滿足】五香豬腳+餃子年糕湯

夜宿 首爾市區特二級或高級商務酒店 東大門SKY PARK 或梨泰院HAMILTON 或NIAGARA 或SOMERSET PALACE
或仁寺洞IBIS 或MAYPLACE 或BERNOUI 或同級



第4天 海苔博物館(紫菜飯捲+海帶湯+傳統韓菓)→人氣彩妝旗艦店→南山公園+N首爾塔(不含
觀景台電梯券)+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情人鎖牆→南山谷韓屋村→明洞時尚購物

◎《海苔博物館》海苔是韓國重要的水產食品，也是韓國人喜愛的食品。海苔是長在石頭裡的海
菜，乾燥後製作紫菜海苔，蛋白質豐富。在海苔博物館裡，介紹海苔的製造過程及營養價值，並可
以吃到剛剛製作好的海苔成品。並可品嚐海帶湯+韓式紫菜飯捲+傳統韓菓。

◎《人氣彩粧旗鑑店》風迷全韓的知名彩妝品相信是愛美的女人們必須購買的最夯戰利品，旗鑑店
彩粧品更是收韓國最新的資訊彩粧店，在這挑選最新款最hito彩粧品.清透自然的LG .B.B.CREAM
更是熱門商品，讓辛苦上班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一樣可以打造出時尚流行彩粧，讓您永遠跟
上時代潮流尖端。
註：停留時間約1小時。

●《南山公園》位於首爾市中心的南山公園，樹木繁茂以及柏油路覆蓋的山路是適合散步的好地
方，公園內有八角亭和朝鮮時代的烽火臺，以及可俯瞰首爾市區，風景非常優美。《N首爾塔(不含
電梯費)》位於首爾南山的最高點，塔高236.7公尺，矗立在海拔243公尺山上，加上塔身更高達至
480公尺，2005年首爾塔耗資15億韓圓進行7個月的改裝工程，於2005年12月9日重新開幕。以
身為東洋最高的塔為傲。這裡有個著名的景點，在首爾塔上的鐵絲網上有好幾萬個愛情鎖，形
成《愛情鎖牆》成為韓國代表性的愛情景點。

●《南山谷韓屋村》南山谷韓屋村是將原本散落在首爾市區裡的五棟韓國傳統韓屋遷移至此而組成
的。從朝鮮時代(1392~1910)的兩班士大夫宅邸到一般平民的生活瓦屋的住家規模及家具擺飾如實
呈現。朝鮮時代南山谷地區因為有溪谷與名為「泉雨閣」的閣樓（可以觀賞四周景色，沒有門與牆
壁像亭子的房子），所以夏天避暑的最佳場所。建造南山谷韓屋村時，也修復了泉雨閣，並在腹地
內蓋了可以與溪谷同樂的亭子，可欣賞周邊景致，這裡也是散步的好地方。網
址：https://www.hanokmaeul.or.kr/

●《時尚購物天堂~明洞》位於首爾中心，周圍擁有樂天、新世界等百貨公司及各種大型購物中心，
主要街道內聚集了各式品牌名店、流行服飾及韓系彩妝店等，巷弄內還有各類特色小店、攤販跟道
地小吃等，應有盡有，吸引眾多購物觀光人潮。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自然別曲】新韓式自助餐

晚 【安東/鳳雛】韓式粉絲燉雞風味餐

夜宿 首爾市區特二級或高級商務酒店 東大門SKY PARK 或梨泰院HAMILTON 或NIAGARA 或SOMERSET PALACE
或仁寺洞IBIS 或MAYPLACE 或BERNOUI 或同級

第5天 韓國土產店→世界十大建築～仁川大橋(途經)→韓國《仁川機場》／台灣《桃園機場》

◎《韓國土產店》做最後採購，有美味泡菜、海苔、韓國茶、人蔘糖、泡麵…等等。註：停留時間
約1小時。

◆《世界十大建築仁川大橋(途經)》仁川大橋全長21.38km，是韓國最大、最長的橋樑，也是世界
第7長的橋樑。雙向六線道的仁川大橋，橋柱高達230.5m，相當於首爾63大廈的高度，其規模由
此可見一斑。 仁川大橋連接躋身國際商務都市的松島與仁川國際機場，前往朝世界物流複合園區發
展的永宗島僅需20分鐘左右，到仁川國際機場的交通時間也大為縮短。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機上享用

晚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9%E6%97%A5
https://www.hanokmaeul.or.kr/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本行程班機依航空公司旺季連休作業規定本行程班機依航空公司旺季連休作業規定2019/04/02~05及及2019/06/05~07 期間，一經開票後無論任何理由，期間，一經開票後無論任何理由，

均無法辦理退票，無退票價值，敬請了解！均無法辦理退票，無退票價值，敬請了解！

韓國酒店所謂星級是以韓國評定之無窮花等級,與世界通用的星級不同。通常韓國4星等於國際評定3星級酒店，韓國特
二5星等於國際評定4星級酒店，韓國特一5星等於國際評定5星級酒店。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16名名(含含)成人以上，最多為成人以上，最多為40人人(含含)以下，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以下，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座位區域是依照航空公司內部作業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如靠窗、靠走道或是同行

者全數安排坐在一起等，敬請貴賓見諒!
本行程每日住宿所列可能入住飯店皆以同等級使用，並非代表等級差異或是選用順序，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

依飯店確認回覆的結果，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依最後確認的行

程說明資料為準。

航班時間依出發日會有小差異，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如遇單一人報名本團時，若無法覓得行程合住的同性旅客，敬請補單人房之差價。70歲以上老人及20歲以下未成年
人，為安全考量，請與家人同行。

首爾行程中若要脫隊或持非中華民國護者須加收  ＵＳＤ１５０ＵＳＤ１５０。

外國護照，除簽證需自理外，還要提供返台證明文件或是從台灣回國籍地的機票證明文件。 若持非中華民國護照再次
入境中華民國，請備妥"中華民國簽證"或"外籍人士在台居留證+重入境許可證"，回程於韓國機場航空公司櫃台CHECK
IN時及回到台灣移民署證照查驗時，皆會要求查驗。請務必備妥，以避免發生因簽證問題而滯留韓國或必須返回原國籍
國家。

全團旅客年齡２３２３歲以下過半數時需另行報價。

此為團體包裝行程；若有不參加者視同放棄，恕不退費，不佔床之孩童亦無退任何門票差價或其它費用。表演秀如放棄

觀看者恕不另退費。

至國外旅遊均有付小費的習慣，以表示對服務提供者的致意與感激，這是一種禮貌；由於各地區小費的習慣不一，請遵

照領隊說明：基本服務費導遊、領隊及司機每人每天共約台幣200元整(服務費是各位貴賓給予領隊、導遊、司機等人
員之肯定與鼓勵，感謝您的嘉許)。 
韓國行李都需請各位貴賓自行帶至房間，故不需付行李小費，亦不用付房間床頭小費。韓國大多數的飯店因提倡環保，

均不會提供盥洗用俱；亦請自備牙膏牙刷及習慣的洗髮精和沐浴乳。

到了韓國請各位貴賓入境隨俗，韓國餐食為無煙系列文化，並沒有太多熱炒類的菜餚，大部份都以燉煮的主鍋或烤肉搭

配冷盤小菜為主，敬請見諒。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韓國通常被認為是ㄧ個沒有素食的國家˙如果要求素食，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
鍋為主，敬請了解見諒。

韓國是一個由北向南延伸的半島國家，全國國土的７０％山地和丘陵地帶，東北部的地形最為陡峭崎嶇，故大多國家公

園及許多著名的自然景觀、旅遊景點是需要花車程到達目的地的，誠心邀請各位貴賓實實在在的體驗韓國，感受韓國。

韓國團體會有照相小弟（妹）隨團服務拍照，以販售照片及服務為生，大多都半工半讀，公訂價錢一張５０００韓幣，

貴賓可視本身需求購買，不做強迫推銷。

韓國購物退 ( 換 ) 貨須知：在本公司團體行程所安排之購物站採買商品回台後，如有退 ( 換 ) 貨情形，請於回國後 10
天 內，且商品需保持未開封之完整性，交予本公司！本公司義務性質協助處理，但旅客需自行負擔該商品價格之百分商品價格之百分

之十的之十的 國際退貨手續費用國際退貨手續費用。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它不可

抗拒之現象，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有所更動。為配合觀光點和餐廳營業時間，行程有時會有所變動，但絕對以最順暢之

行程作為安排，所以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從台灣打電話到韓國》

撥號順序：台灣國際碼002 + 韓國國碼82 + 當地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從韓國打電話回台灣》

撥號順序：當地國際碼001 + 台灣國碼886 + 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為共同防疫非洲豬瘟，旅遊回國千萬別帶肉類製品入境，例如：肉乾、肉鬆、香腸、火腿臘肉、生鮮肉、罐頭肉品等；為共同防疫非洲豬瘟，旅遊回國千萬別帶肉類製品入境，例如：肉乾、肉鬆、香腸、火腿臘肉、生鮮肉、罐頭肉品等；

違反將有相關的處罰條例違反將有相關的處罰條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