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精华
首尔
·景福宫·青瓦台·乐天世界塔
·乐天世界 (含全日Passport套票)
·格雷万·乱打秀·东大门市场
·新村潮流街·韩国化妆品店
·高丽人参展览厅与专卖店
·韩国土产专卖店·免税店
·护肝宝专卖店

龙仁
·爱宝乐园 (含全日Passport套票)

京畿道
·小法兰西

江原道
·南怡岛·风村牧场
·含基本滑雪设备和服装
·蓝峡谷水上乐园

雪狱山国家公园
·权金城
·塔乘往返缆车 (如天气允许)

膳食
6早餐，6午餐，6晚餐

酒店住宿
6晚酒店住宿

8天

园
乐
欢
天
韩国冬

(KSS8)

第1天
新加坡 ✈ 仁川 (首尔)
集合于新加坡樟宜机场，乘搭客机飞往韩国
－首尔。

第2天
仁川 (首尔) - 南怡岛
- 雪岳山邻近度假村
- 机上用餐, 午餐: 铁板鸡,
晚餐: 海鲜火锅 抵达后，由当地导游迎接前往沉浸在小法兰
西美丽的文化之乡。一定要探索那里美丽的
法国风格的建筑，并参观献给(小王子的作者
)圣艾修伯里纪念馆! 接着前往《冬季恋歌》
拍摄景点 - 南怡岛。四周围绕着栗子树、村
庄洋房、美丽的湖泊和具有娱乐设施的大草
坪上漫步。

第3天
雪岳山邻近度假村
- 江原道邻近区
- 早餐, 午餐: 鱿鱼及五花烤肉,
晚餐: 香菇火锅 早餐后，前往雪狱山国家公园，您将乘搭缆
车 (如天气允许) 到山上的权金城，一路景色
美不胜收。随后前往风村牧场，在那里你可
以体验喂羊，并学习如何制作奶酪。您还可
以享受一些小吃和品尝红酒！

第4天
江原道邻近区
- 早餐, 午餐: KRW10,000 餐券,
晚餐: 猪肉烧烤 令人振奋的滑雪经验，正等待着您。千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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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错过了这个机会。配套将含基本滑雪设备
和服装 (滑雪配套包括滑雪衣服与用具，却
不包含手套与护目镜) 同时经验丰富的导师
将引导您如何掌握各种滑雪的技巧，这个令
人振奋的冬季运动。或者您也可以，充分利
用各项设施。路途将到蓝峡谷温泉乐园, 您
可体验泡温泉之乐。也可体验到健康浴、桑
拿浴、世界上最长的流水池等。
(请自备泳装, 泳帽)

第5天
江原道邻近区 - 龙仁 - 水原
- 早餐, 午餐: KRW10,000 餐券,
晚餐: 8色五花肉烧烤 早餐后, 前往爱宝乐园 (含全日Passport游戏
套票), 开始您多姿多彩的游戏。爱宝乐园里
栽满了一百八十钟珍贵花卉。这里还有一个
野生动物园，饲养了两千只生活在自然环境
中的动物。公园内也有云霄飞车等许多娱乐
设施, 毕能让您尽情畅游其中。随着，前往
东大门市场，一个伟大的购物天堂，传统的
露天市场和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以便宜的价
格购买时尚的服装和配件。

第6天

第7天

水原 - 首尔

首尔

- 早餐, 午餐: 人参鸡汤 + 鲍鱼,
晚餐: KRW10,000 餐券 -

- 早餐, 午餐: 猪肉排骨,
晚餐: 马铃薯炖猪骨汤风味 -

早餐后，前往首尔市参观建于1394年的景福
宫。专车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接着，
驱车前往著名的高丽人参展览厅。高丽人参
是韩国的国宝级产品。韩国人认为高丽人参
是长生不老草，你可以亲睹各种高丽人参及
人参制品。高丽人参分成3种如: 为首的天参
，地参和人参。它在中医药上占有很重要的
位置，界著名的《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说
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大补元气，久服轻身延
寿。韩国人也深信有此说法。您可在这儿买
到高丽人参，高丽人参精，高丽人参丸等。
随着来到著名的韩国化妆品展示厅，您将学
习如何护理皮肤，也能购买到南韩出产的化
妆品。继续在免税店购物，最后我们到韩国
远近闻名的室内娱乐中心－乐天世界(含全日
Passport游戏套票)。在这里团员可享受新奇
的视听感觉，如地下探险船，西班牙海盗船
，气球飞行等。还有许多紧张刺激的游乐设
备与多姿多彩的表演节目，肯定让您玩得不
亦乐乎。

这天将前往乐天世界塔，在118楼，你将体
验到这个478米高神奇的天空甲板，天空甲
板的玻璃变为透明。准备你的相机，捕捉这
个惊人的时刻。在120楼有室外露台，您可
以在露天露台上感受首尔500米高的空气和
欣赏这迷人的风景。接着，前往护肝宝专卖
店，众所周知的保健产品如冬虫夏草和护肝
宝奇迹补品。着参观格雷万亚洲第一个与法
国著名的蜡像馆联合开办。有你最喜欢的好
莱坞明星，韩流明星与历史人物雕塑。之后,
前往韩国歌剧院赏观一部只有橱具, 使出的
声响和动作构成的无对白表演“乱打秀”,
这表演赢得很多人的爱戴。

注: 所有参加韩国配套的旅客们, 旅客们不可在半途离
团。导游将会向每一位自行离团的游客们索取新币
200元或韩币185,000元。

早餐后，前往新村潮流街，这儿也是首尔大
学街; 许多学生和年轻人都到这儿逛街；所
以也叫“首尔潮流街”。这是年轻人聚会的
场所。这儿的商店卖的是时髦的服装、鞋子
及宠物衣物等。这儿也有好多新时代的美发
廊、咖啡屋及餐厅等。顺着前往韩国土产专
卖店，您可在这儿买到国内出产的零食、泡
菜、人参茶、人参糖、泡面、橘子茶、高等
蜂蜜糖、紫菜及韩国纪念品等。您买的产品
将有特别包装让您带回国。告别难忘的韩国
旅程，送往机场乘坐飞机返回温暖家园，并
希望您同中欧航旅共享美丽的回忆。

行程操作:
天

行程

1

早上06时05分 - 齐集
樟宜机场第3乘客大厅
新加坡 ✈ 仁川 (首尔)
SQ 600 0805/1530

2

3

雪岳山邻近度假村
- 江原道邻近区
雪狱山国家公园, 塔乘往返缆车,
权金城, 风村牧场, 体验喂羊,
制作奶酪

基本滑雪设备和服装（滑雪配套包
括滑雪衣服与用具，却不包含手套
与护目镜）, 蓝峡谷温泉乐园

江原道邻近区 - 龙仁
- 首尔
爱宝乐园 (含全日Passport套票),
东大门市场

首尔 - 仁川 ✈ 新加坡

注意：
1. 行程次序或因宗教活动，未曾预见的气候状况而有所更动。
如有任何更动，恕不另行通知。
2. 所有订单都以旅游行程宣传册的附带条件和条款为标准。
3. 如有包含门票，将特别注明。
4. 每团至少16成员才能铁定出发。如团体少于16成员，中欧航旅将保留
决定权来操作或取消此行程，成员必须接受该安排。
5. 旅程都以华语讲解。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首尔
6

7

8

9

景福宫, 青瓦台,高丽人参展览厅与
专卖店,韩国化妆品店, 免税店,
乐天世界 (含全日Passport套票)

首尔
您可在首尔自由活动, 探索这座城
市的美好。

首尔 - 仁川 ✈ 新加坡
SQ 603 2305/0455+1
乐天世界塔, 格雷万,
护肝宝专卖店, 乱打秀,
新村潮流街, 韩国土产专卖店

抵达新加坡

6. 所有的酒店评级均以当地为标准。
如遇当地酒店客满等因素，将以同等级的酒店取代。
7. 重大活动期间，住宿地点可能无法在上述城市内。
8. 中欧航旅建议您购买旅游保险，为您的旅游做个保障。
9. 所有航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0. 如果中文及英文行程不一致，请以英文版本为标准。
11. 房型是根据酒店的分配。中欧航旅不负责所分配到的房型差异。
12. 如果团体超过26名乘客以上，将有1名新加坡领队随同团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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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用餐

江原道邻近区
4

5

- 早餐, 机上用餐 -

仁川 (首尔)
- 雪岳山邻近度假村

膳食

小法兰西, 南怡岛

注: 如果新的景点是开放的，将由冰雕展览馆取代格
雷万。

第8天

(KSSS)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机上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