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飛嶽韓國～雪嶽山纜車、南怡島、泰迪熊博物館、孔陵一隻雞、八色烤肉 5 日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KORCI980415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超值贈送» 3 月起塗鴉秀贈送每人一個水瓶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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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含遊船)+小火車
◆雪嶽山國家公園(含權金城纜車)－雪嶽山可是韓國必遊的知名地點之一。
◆束草泰迪熊博物館－在這裡可以看到各種泰迪熊的面貌，大飽眼福之餘，還可以在紀念品店購買各種可愛的泰迪熊商
品，將之帶回家珍藏。
◆韓劇【看見味道的少女】拍攝地~松月洞童話村
位於仁川中國城旁的松月洞童話村，這裡的房子不像其他的一些壁畫村是在房子上塗鴉，童話村這裡的房子很多都是有做
立體設計，而且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是個非常適合大人小孩來走走拍照的好地方喔！
◆(熱播韓劇她真漂亮拍攝場景，入選美國 CNNGo 推薦~韓國 50 個必訪之魅力景點之一)－晨靜樹木園
◆昭陽江 Sky Walk－是設立在衣巖湖上的湖水觀景臺，由透明玻璃所搭建，步道長 156 公尺，走在上方就像在湖水上漫步
一樣，既浪漫又神奇。
◆韓國文化體驗【DIY 泡菜體驗+韓服體驗】～參觀泡菜製作過程，親身體驗 DIY 泡菜製作。
◆【南山公園+N 首爾塔外觀＋朝鮮時代烽火臺+愛情鎖牆】（不含快速電梯券）
前往南山公園及首爾塔。南山公園及首爾塔是首爾市的象徵，更是眺望首爾市區景觀的最佳去處。
◆東大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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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明洞】
和逛街畫上等號的明洞，充斥著美利來、樂天百貨公司、AVATAR、HIHARRIET 等高樓層的購物中心，還有許多知名度不
高卻典雅的商店。明洞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或是中高價的商品，在明洞都
可以找得到！明洞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休閒自在，而且各種款式和尺寸的商品應有盡有，使它成為
逛街的首選，必去的景點，並讓購物客都能留下美好的記憶。
◆彩繪塗鴉‧ HERO SHOW
塗鴉秀是一場顛覆大家想像的美術表演塗鴉，將作畫過程原封不動地搬上舞臺，直接呈現在觀眾面前。

【美食風味】※餐食的圖片乃示意圖，詳細食材內容，以現場為主，敬請見諒。
◆部落客推薦韓國必吃美食~孔陵一隻雞+年糕+杏鮑菇+手工麵＋海苔雞蛋粥
◆首爾必吃美食～【食尚玩家撲龍共天團強力推薦】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金炒飯~(生、香草、咖哩、紅酒、味噌、人
蔘、辣椒醬、松葉)
◆美食新吃法~韓國自助式起司年糕鍋吃到飽+飲料無限暢飲

感謝韓國觀光公社提供圖文
韓國氣侯查詢: 韓國氣象廳
★韓國新入境規定 請上網站查詢
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MA/MA_CH_9_4.jsp?cid=1516870 (轉載自韓國觀光公社)

南怡島
韓劇《冬季戀歌》拍攝地點
一年四季風景不同，各種韓劇、電影皆來此取景。由於韓劇的熱潮，讓南怡島成為外國遊客必遊的行程，可在自然裡寧靜
地休閒散步。水杉林步道─冬季戀歌中散步場景的背景就是這裡，沿著連綿的水杉林步道，充滿詩意的成片樹林讓人流連忘
返，累了還可在樹下的長椅乘涼休息。

雪嶽山國家公園
四季如詩如畫
位於韓國最北部緯度最高的國家公園，擁有豐富多樣的動植物生態，目前已發現有 500 多種野生動物及 1000 多種珍稀植
物，並且於 1982 年被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遴選為韓國唯一的生物圈保護區。四季各有不同風貌，春天鮮花滿
山，夏天溪水清澈，秋天楓葉如火，冬天白雪皚皚。

HERO 塗鴉秀
世界上第一個大膽的把美術搬上舞台，開起美術表演大門的一場藝術。
用夢幻般的現場繪圖，以及刺激想像力而演出的 10 多個作品，將以全新又多元的感性，取月現場的每一位觀眾朋友。有"
華麗的舞蹈與幽默 ACTION PAINTING"、”瞬間完成大型化的 SPEEF 繪畫”、”水面上的畫 MARBLING”、’從前後左右同時
繪畫 REVERSE DRAWING’，像魔術般的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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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陵一隻雞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仁川永宗島國際機場－松月洞童話藝術村－韓劇【雲畫的月光】拍攝地~晨靜樹木園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航空公司櫃臺前集合，由專業的領隊幫您辦妥登機的各項手續，搭乘豪華班機飛往韓國國際
機場【仁川】，抵達後由本公司駐韓代表熱情的歡迎您踏入這期待已久的國度～韓國。
【松月洞童話藝術村】~松月洞童話街位於仁川中國城旁的松月洞童話村，這裡的房子不像其他的一些壁畫村是在房子上塗
鴉，童話村這裡的房子很多都是有做立體設計，而且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是個非常適合大人小孩來走走拍
照的好地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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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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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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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X 午餐：涮涮鍋+石鍋拌飯晚餐：什錦香菇肉片火鍋+季節小菜
【住】渡假村:洪川大明渡假村 或 奧麗山莊渡假村 或 GS 江村渡假村 或 Welli Hilli Park(舊 現代星宇渡假村) 或 楊平
BLOOMVISTA 或 湖畔渡假村 或 驪州 SUN VALLEY HOTEL 或 同級 (2 人 1 戶)

第 2 天 【冬季戀歌、瑪麗外宿中】拍攝地~南怡島遊船+小火車－春川昭陽江 SKY WALK－束草泰迪
熊博物館
搭乘渡輪前往《韓劇 冬季戀歌 拍攝地》【南怡島】，是位於北漢江上游，是面積 14 萬坪小島；這裡寬闊的草地和楸樹林
道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在碼頭坐船 5 分鐘，穿過楸樹林道，再經有些冷清的遊樂公園，就來到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的“愛
情小路”的杉木林道，是這對戀人騎自行車的地方，在並列的楸樹林道中，他們一起玩“踩影子”的遊戲。早晨或者黃昏時，
從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陣陣微風吹彿臉頰，讓人心情也浪漫了起來。
島上小火車：在南怡島上特別安排享受小火車旅行的樂趣！貴賓搭乘的聯合國基金會火車，雖然外表看起來小而樸素，但
是卻是给乘客們傳達夢想和希望的火車。坐在小火車上，伴着“噹噹噹“的鐘鳴聲，感受著清風，看著美景，非常輕鬆愜意。
韓國最長的透明觀景設施「昭陽江 Sky Walk」自 2016 年 07 月 08 日起正式開放。位於春川衣巖湖，橋面從岸邊延伸至湖
中的斑鱖魚雕像前，整體皆是以透明玻璃打造的觀景設施，可以讓人感受走在水面上的刺激感。而為了保護玻璃表面不被
刮傷，需先穿上鞋套才能入場參觀。另外，在衣巖湖中央的圓形廣場還能欣賞到周邊景色。
PS.如遇下雨天候狀況不佳時，為了安全透明玻璃橋面將不開放，敬請見諒！
【束草泰熊博物館】這是取自於第 26 任美國總統 Theodore 的暱稱，沿用至今，"泰迪"已成了世界玩偶熊的通稱了。在泰
迪熊博物館內，不僅展示著各國不同造型的玩偶熊外，還介紹各國泰迪熊的歷史。展示館內有為了慶祝泰迪熊誕生 102 年
而做的泰迪熊天堂，整個館內以熊為主題，輕易得拉近家族、戀人、朋友間的距離。
【食】早餐：內用早餐午餐：鐵板炒雞排+季節小菜晚餐：豬肉魷魚壽喜鍋+季節小菜
【住】渡假村: 雪嶽大明渡假村 (2 人 1 戶)/雪嶽柏爵別墅(2 人 1 戶)/雪嶽現代秀渡假村(2 人 1 戶)/太陽之城渡假村 SUN
VALLEY RESORT(2 人 1 戶)/雪嶽 I PARK/雪嶽陽智渡假村/雪嶽韓國渡假村 或 同級

第 3 天 雪嶽山國家公園－權金城(含纜車券)－新興寺(雪嶽大佛)－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南
山公園+N 首爾塔外觀+愛情鎖牆(不含快速電梯券)－東大門綜合市場
【雪嶽山國家公園】可見到巨大的奇岩怪石﹑險峻的山以及一望無際的東海及冬天山頭的皚皚白雪，真是美不勝收。沿途
欣賞雪嶽山之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
搭乘空中纜車全長 1.2 公里，登上位於海拔 800 公尺高處的瞻望台－【權金城】，山腳至山頂，奇山峻嶺，欽奇磊落，巨
石相疊，由山頂居高臨下，眺望魄力十足的陵線，連綿起伏的山脈，山腳下的千佛洞溪谷以及遠處束草市的市街和東海的
海岸線，都盡收眼底，令人讚不絕口。
【新興寺】建於西元 652 年由慈藏律師創建的雪嶽山第一古剎，朝鮮王朝時被焚毀，現存的佛寺是 1847 年重建的，留有朝
鮮王朝時代的梵鐘，和被認為是出自世祖之手的經板。
【南山公園+愛情鎖牆+N 首爾塔外觀+八角亭+朝鮮時代烽火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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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大門綜合市場】這是全韓國最大規模之百貨批發、零售市場，市場內有 20 多個綜合購物大樓和 3 萬多個專賣店、5 萬
多家製造公司，尤其這裏多家商店每天營業 22 小時，因此夜間購物者皆集中在此血拼而聞名海外，華麗的燈火和擁擠人群
的東大門市場，其夜間情景甚至比白天更絢麗。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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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內用早餐午餐：韓式部隊火鍋+季節小菜晚餐：【食尚玩家撲龍共天團推薦】八色烤肉+海鮮鍋+起司炒飯
【住】郊區特 2 級：STELLAR MARINA 或 華城 PRUMIR 或 松島 R LEE 或 GRAND PALACE HOTEL 或 仁川 RAMADA
或 仁川 HARBOR PARK 或 龍仁 MSTAY 或 SHILLA STAY 東灘 或 松島 CENTRAL PARK 或 安山 SQURE 或 水原 IBIS
或 東灘 RAMADA 或 仁川 THE CENTRAL PLAZA 或 仁川 ROYAL 或仁川 ROYAL EMPORIUM 或 同級

第 4 天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DIY 泡菜製作＋韓服體驗】－人蔘專賣店－保肝專賣店－韓流時尚彩妝店
－德壽宮+石牆藝術街－明洞商圈購物樂－【特別贈送~HERO 塗鴉秀門票+贈送每人一個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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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蔘專賣店】由專人解說韓國二千多年人蔘栽種歷史及製造之過程，人參為韓國之著名特產，人蔘按照製法可分為人蔘
粉、人蔘乾條、人蔘膠囊等..各式產品，遊客來此並可盡情選購各式人蔘產品，由於產於本地所選購之人蔘產品絕對物超所
值。
【韓國保肝專賣店】能將人體內有害物質和低分子物質吸收並將之排出體外，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純天然無添
加任何中西藥成份，由韓國珍貴枳椇子果實和高麗人蔘製成。
【韓流時尚彩妝店】相信愛美的女性朋友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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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可以打造出時尚彩妝，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德壽宮】朝鮮王朝第九代國王成宗興建的王家私邸，後改用作正宮，是王朝末日帝強占的歷史舞臺。以保存有韓國最早
的西洋建築石造殿以及水鐘自擊漏而聞名。古色古香的雕樑飛檐與四周現代化的建築相映成趣。
【德壽宮石牆路】德壽宮石牆路是韓國首次引進綠色複合街道空間的概念，將既有的道路，以行人為中心重新翻修而成。
德壽宮石牆路翻修過後，成為了充滿綠意的示範道路，使得人行步道和車道得以共存，總長為 900 公尺。為了要保護環保
的紅土磚以及確保行人的步行權，車道採用了石灰石進行施工。另外，為了提供給市民休息的空間，首爾市政府還種植了
槐數與其他兩種樹種，共 130 棵植栽，也設置了 20 張座椅。道路週邊還有極具歷史性的德壽宮，創造了具有歷史相關性的
街道景觀，也改善了街道環境，極具浪漫的德壽宮石牆路，相當適合情侶前來散步。
【明洞購物趣】～和逛街畫上等號的明洞，充斥著美利來、樂天百貨公司、AVATAR、HIHARRIET 等高樓層的購物中心，
還有許多知名度不高卻典雅的商店。明洞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或是中高價
的商品，在明洞都可以找得到。雖然大型有名的賣場就在主要大馬路邊，但是只要再走進去一些，就會發現也有不少打折
拍賣的店家喔！明洞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休閒自在，而且各種款式和尺寸的商品應有盡有，使它成
為逛街的首選，必去的景點，並讓購物客都能留下美好的記憶。
【特別贈送~HERO 塗鴉秀門票(3 月起改贈送每人一個水瓶)】彩繪塗鴉秀是一場顛覆大家想像的美術表演塗鴉，將立體影
像，在觀眾面前展開夢幻的現場繪畫技術與最先進的媒體藝術相結合的新概念表演藝術，將作畫過程原封不動地搬上舞
臺，直接呈現在您的面前。整個繪畫過程經過輕鬆活潑的喜、默劇和精彩的舞蹈表現，更詮釋出一種另類舞臺語言。是韓
國最具代表性的演出。
【食】早餐：內用早餐午餐：部落客推薦韓國必吃美食~孔陵一隻雞+年糕+杏鮑菇+手工麵＋海苔雞蛋粥晚餐：韓國自助式
起司年糕鍋吃到飽+飲料無限暢飲
【住】郊區特 2 級：STELLAR MARINA 或 華城 PRUMIR 或 松島 R LEE 或 GRAND PALACE HOTEL 或 仁川 RAMADA
或 仁川 HARBOR PARK 或 龍仁 MSTAY 或 SHILLA STAY 東灘 或 松島 CENTRAL PARK 或 安山 SQURE 或 水原 IBIS
或 東灘 RAMADA 或 仁川 THE CENTRAL PLAZA 或 仁川 ROYAL 或仁川 ROYAL EMPORIUM 或 同級

第 5 天 韓國土產店－仁川永宗島國際機場／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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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由導遊帶領後前往機場辦理回台手續，結
束這 5 天愉快的韓國之旅。
【食】早餐：內用早餐午餐：機上簡餐晚餐：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行程注意事項：**本公司保留最後出發人數之決定權**
■簽証說明●護照正本(效期出發日起六個月以上)，觀光免簽證停留 90 天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行程中及參觀景點，隨當地參觀時間將有所調整；
本公司保留調整行程先後順序的權利。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行程內包含的行程餐食若客人不參加者，視
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費。
■團體於行程中需團進團出，機票不可延回.
■本行程最低出團為 10 人以上(含)，最多為 43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
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
諒。
■本報價僅適用持台灣護照旅客，若為韓國華僑或持外國護照或行程中脫隊及學生身份，每人需加收 NT$3,500 元，並請自
行確認是否需要簽證才能進入韓國。
■韓國【飯店及渡假村因響應環保】，請各位貴賓自行攜帶牙刷、牙膏、拖鞋、香皂、洗髮精、毛巾(或大毛巾有些飯店有
提供，有些不提供，或是一房只提供 1 條大毛巾)。
■韓國渡假村因應韓國人風情習俗比較不同，所以多數房間內沒有準備【吹風機】，若貴賓有需要使用，請自行至櫃台借
用，或是請領隊、導遊人員協助跟櫃台借用。
■韓國政府近些年來在推行《因應環保節能減碳》，規定氣溫需超過 26 度以上時，飯店才可開冷氣，請貴賓們知悉，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領隊.司機、導遊，每人每日服務費 NTD$ 200。
■韓國團體會有隨團服務的照相小弟（小妹），以販售照片及服務為主，半工半讀，韓國公社公定價格為一張 5,000 韓幣，
可視本身需求自由選購。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以上及行動不便者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方
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韓國房型很少有 3 人房,如要加床,有可能是給一大一小的床型,也有可能是行軍床,請見諒喔!※團體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
會以(雙人房+加床一間房)作業處理~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因個人生活習慣不同，若遇單人報名，請補單房差。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床,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韓國用餐均為 4 人一桌,如有人數 4 人以上或不足 4 人之親友,將會與其他客人併桌,請見諒!
■動物(包含肉、皮、毛)及畜產物、植物、水果蔬菜類、農林產物均不得攜入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韓國是ㄧ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
前往韓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 / 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韓國的飯店在設施及服務各方面均達到國際水平,其種類繁多,價格隨所處地區、級別而各有不同。所有觀光飯店均按設
施、規模、服務質量分為五個等級，其中【特一級為金黃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白金五星級)】【特二級為綠色無窮花五朵
(相當於五星級)】，一級為四朵、二級為三朵、三級為兩朵。
■行程中所指不走人蔘、保肝等店家，意指不走人蔘或保肝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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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的國際退
貨手續費用，且可能造成匯差損失。
註 1.遇滿房時／會以同等級飯店替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資料為準，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四花同級飯店 參考：
仁川(金浦 5.0、THE BLISS、ZEUMES、THE DESIGNERS、R LEE、SJ、SG、GOOGLE、SEA STAR、NAVER、
RIO、FRANSE、SECRET、THE RESIDENCE、Bel-Ami Hotel 、仁川 Best Western Premiere、AIRTEL、AMARE、
Charis、仁川 CAPITAL、ZEUMES、SEA WORLD HOTEL、北極星飯店 POLARIS HOTEL)、安山 HIVICE、
水原(A SEVEEN、鑽石、QUEEN、水原中央 CENTRAL、KOREA、SILKROAD、雅典娜 ATHENAE、COMO、
BELAMIE、WIZ、YAJA、BON、RIVER、JEWWLRY、IBIS、LANDMARK、LANVIEDOR、AMOUR、
SYMPHONYMGM HOTEL、太平洋酒店、水原 DORMY INN HOTEL、JB HOTEL、JJ、ILMARE、HERB、SWISS
GRAND、SAINT、REGENCY、水原 RITZ)、
首爾(高野梧木橋 COOP、MATE HOTEL、黃金森林、RICHEN COUNTRY、PRIME HOTEL、S HOTEL、F HOTEL、R
HOTEL、L HOTEL、首爾 NOBLESSE HOTEL、首爾 NAVI STAR HOTEL、首爾 DREAM HOTEL)、安山 LUXURY、坡
州 PICASO、松島 FRIENDS、平澤 ROYAL、平澤港、平澤 PRINCE、平澤京畿、富平 NYX、始興 TOP、加平雪嶽、龍
仁 CHERBOUR HOTEL、三原廣場 SAMWON PLAZA、安城 LAKEHILLS、利川海之星飯店、始興、家寶 KABO
HOTEL、議政府 HEAD ONE HOTEL、楊州 EVERGREEN、富川(KOBOS、ABATA、富川新太子 NEW PRINCE
HOTEL、富川 THEMEPARK、富川 LEEDSVILL)、軍浦 PRINCE、溫莎城堡、新羅城、、等
★五花同級飯店 參考：
五星級最佳西方尼亞加拉 BEST WESTERN NIAGARA HOTEL、LA MIR、首都、Temf 首爾教育文化會館、史丹佛
STANFORD、西橋 SEOKYO、列克星敦 LEXINGTON、諾博特爾國賓禿山、水原 CASTLE、華美達、里維耶拉、城北假
日、首爾花園、埃露艾 ELLUE、三井、宮殿、首爾五星 BEST WESTERN SEOUL GARDEN HOTEL、第一、索菲特爾國
賓、國賓江南、永登浦 BEST WESTERN GURO、利川米蘭達、原州 INTER BURGO、五星 KOREANA HOTEL、五星級
米蘭達 MIRANDA HOTEL、松島 RAMADA HOTEL、仁川 ROYAL、仁川 Best Western、仁川五星 GOLDEN SKY 、仁川
五星 HARBOR PARK HOTE、仁川松島 SONGDO BRIDGE HOTEL、松島 PARK、ADONIS、首爾特二東大門
RAMADA、水原 CASTLE、富川高麗 、PROVISTA、RIVERSIDE 等..
★特一級同級飯店 參考：
驪州 SUN VALLEY、水原 NOVITEL、一山 MVL、仁川 NEST HOTEL 或同級
★首爾市特一級同級飯店參考
首爾市汝矣島 GLAD 或樂天世界樂園飯店或 D 立方喜來登或首爾新生或麻浦花園酒店或 IMPERIOL PALACE HOTEL 或同
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