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1 ~ 亚庇     首尔 
 于亚庇国际机场集合. 乘坐客机飞
往首尔。 

 

Day 2 ~ 首尔–北村韩屋村–济州岛 
–济州冰雕馆+济州3D美术馆（早/
午/晚餐） 
酒店：Jeju Benika Hotel 或同级 

 

 北村韩屋村：北村韩屋村位于景福
宫、昌德宫和宗庙之间，是一处在
首尔有着600年悠久历史的韩国传统
居住区。自古以来，由苑西洞、齐
洞、桂洞、嘉会洞及仁寺洞等构成
的北村因其地理位置位于清溪川和
钟路的北侧，故而被称为“北
村”。它曾经是王室高官或贵族们
居住的高级住宅区，因而非常有
名。 

 济州冰雕馆: 冰雕博物馆是世界第
一个四季365常设的室内冰雕展示馆
一年四季天，不论季节、气温，可
以在首尔的市中心看到各式主题的
室内冰雕展示。全年保持零下5℃ ，
任何时后都可以感受寒冷刺骨的冬
天。 

 济州3D美术馆:3D立体美术馆是一座
常设美术馆，馆内展示的2维图画，
用肉眼看时会有3维的立体效果，十
分神奇。展示馆由历史馆、名画
馆、时尚馆等组成。站在人物画
前，画中的人物就会像在和你互动
一样，一起在镜头前摆着姿势、做
着各种表情。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
年人都可以尽情地享受其中的奥妙
与神奇。 

 
 
 
 
 
 
 
 
 
 
 
 

 
Day 3 ~ 金宁迷路园–万丈窟–济州迷
你乐园–济州星光世界公园（早/午/
晚餐） 
酒店：Jeju Benika Hotel 或同级 

 金宁迷路园：金宁迷宫公园位于韩
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旧左邑万
丈窟街，正好坐落在著名景点万丈
窟和金宁寺窟之间，游客可将它们
串联起来游览。该公园最早是由一
位美国教授所建，1987年向民众开
放，现已成为济州游客访问量最多
的公园之一 。 

 万丈窟：万丈窟作为世界最长的熔
岩洞窟，总长7.416m，洞中部分区
域为双层构造。尤其是洞窟的主要
通路宽18米，高23名，可谓是世界
之最。该洞窟形成于250万年前，是
在济州道火山爆发时从汉拿山火山
口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向海边而形成
的，地下犹如宫殿般庞大的洞窟内
部雄壮威严，特别是洞中的龟石形
如济州，深受游客的喜欢。 

 济州迷你乐园：拥有美丽自然的旅
游胜地“济州岛”，为了提高旅游
文化商品质量，增加其种类，丰富
旅游文化的主题，满足游客们的需
求，历经5年的时间，建成了世界第
7大迷你主题乐园。是韩国首个微型
主题公园，使济州岛上又增加了一
处旅游名胜。 

 
 
 
 
 
 
 
 
 
 
 济州星光主题公园：济州星光主题
公园是在33,637m²地基基础上的地下
1层，地上3层，延面积为4329m²规模
的天文主题公园。建筑3层的主观测
室和辅助观测室里有 1台直径为
600mm的反射式望远镜和5台600mm反
射式望远镜，80mm和157mm的折射式
望远镜各一台，200mm反射折射式望
远镜1台，游客可以在这里观测天
体。  

 
 
 
 
 
 
 
 
 
 
 
Day 4 ~ 首尔–晨静树木园–铁
道脚踏车（早/午/晚餐） 
酒店: Yeoju Sun Valley Resort 或同级 
 

 晨静树木园:位于京畿道加平的晨静
树木园是一座被鲜花覆盖着的, 面
积达33万㎡的大型庭园。这里常年
鲜花盛开，松树林立，在恬静地享
受山林浴的同时，还能欣赏到水仙
花、郁金香、木槿花、菊花等各种
各样的野生花卉。  
 春天：迎春园林展 夏天  
 夏天：玫瑰、山茱萸、无穷花庆 
 秋天：菊花、丹枫庆典  
 冬天：五光十色园林展 
 （Lighting Festival） 
 
 
 
 
 
 
 
 
 
 

 铁路脚踏车: 铁路脚踏车利用京春
线所遗留的铁路营运，成为具有优
美景观的特色旅游体验活动。旅客
可以骑乘江村铁路自行车，沿着北
汉江感受驰骋的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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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采水果体验–DIY泡菜+韩服体
验–光明洞窟–东大门购物城（早/
午/晚餐） 
酒店:Benikia Dongdaemun Hotel或同级 

 

 水果园: 韩国采水果是一个全新的
体验。在韩国各种不同的季节就会
有各种不同的水果可以摘采。这也
是一项受游客们欢迎的活动。  

   (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水果)  
 
 
 
 
 
 
 
 
 
 
 
 DIY 泡菜 + 韩服体验:通过DIY泡菜
可以让你学到更多关于韩国的历史
和文化。大家可以动手自己学做泡
菜，可以品尝自己做的泡菜。另
外，还有韩服体验，大家可以试穿
韩国最传统的服装拍照。在韩国现
在也很少人穿韩服，除非有特别的
节日或国庆日。 

 光明洞窟：韩国最优秀的洞窟主题
公园光明洞窟是在曾经用于采取
金、银、铜等矿产的矿山中融入文
化与艺术的元素后所构建的一座充
满神秘感的空间。洞窟内设有可品
尝红酒的红酒洞窟、洞窟Aqua 
World、黄金瀑布、黄金路、黄金宫
殿、恐怖体验馆、洞窟地下世界、
地下湖、韩国最大的巨龙雕塑、LED
光空间等20多个观览设施，周末这
里还将举行BLACK LIGHT彩灯公演。 

 

 东大门购物城：东大门综合市场自
1970年12月开业以来，在40多年的
时间里一直以合理的价格出售高质
量的商品，作为一处专业销售全球
服装面料的市场，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东大门综合市场为在将来的世
界设计领域占据核心地位而不断扩
充着自身的实力。 

 

Day 6 ~ 乐天世界游乐园–乐天世界购物
中心（早/午/晚餐） 
酒店:Benikia Dongdaemun Hotel或同级 
 

 乐天世界游乐园：乐天世界是乐天
集团为使市民有效利用休闲时间、
吸引外国游客而成立运营的主题公
园，是以冒险与神秘为主题的室内
主题公园，主要由冒险王国、湖畔
公园魔幻岛、购物中心、民俗博物
馆、滑冰场、酒店、百货店等组
成，是集旅游、休闲、购物、文化
于一体的多元化复合休闲场所。 

 乐天世界购物中心：购物中心位在
乐天世界的园区之内，园区内除了
有世界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乐天世
界ADVENTURE之外，还有能让人更了
解韩国民俗文化的民俗博物馆、全
年无休的溜冰场与室内游泳池、保
龄球场、健身房等设施。百货公司
与大卖场也都园区之内，是同时享
受文化与购物休闲生活的最佳地
点。  

 
Day 7 ~ 首尔市区游 - 南山塔–免税购  
物中心–明洞购物街（早/午/晚餐） 
酒店:Benikia Dongdaemun Hotel或同级 

 

 景福宫:景福宫是太祖李成桂于1395
年建造的新朝鲜王朝的法宫(即正
宫)。无论就规模还是建筑风格都堪
称朝鲜五宫之首。景福宫在壬辰倭
乱时期，大部分建筑被烧毁，高宗
时期，兴宣大院君主持恢复并兴建
了7700多座建筑。现在，景福宫内
保存有朝鲜时代代表性的建筑——
庆会楼、香远亭的圆形莲池、勤政
殿的月台、雕像等，从中可以感受
到朝鲜时代人们高超的雕刻技艺。 

 国立民俗博物馆:位于景福宫内的国
立民俗博物馆是展示韩国传统生活
方式的地方，馆内展有近4,000件民
族资料，它是韩国唯一一座全面展
示民俗生活历史的国立综合博物
馆。博物馆内设有3个常设展厅和2
个企划展厅，此外，资料室、纪念
品商店等配套设施也非常完善。游
客可在此参加馆中举行的多种文化
教育课程及活动。 

 青瓦台:青瓦台是韩国总统官邸，位于
首尔市钟路区世宗路一号。青瓦台原
是高丽王朝的离宫，1426年朝鲜王朝建
都汉城（首尔）后，把它做为景福宫
后园，修建了隆武堂、庆农斋和练武
场等一些建筑物，并开了一块国王的
亲耕地。现在的青瓦台是卢泰愚总统
在任时新建的。青瓦台主楼为韩国总
统官邸。有总统办公室、接见厅、会
议室、居室，配楼有秘书室、警护室
和迎宾楼等。 

 南山塔:位于韩国首尔景色优美的南
山山顶，是首尔和韩国象征性的地
标。南山塔附近有南山公园和南山
谷韩屋村等其它旅游景点。那里铺
着巨大木地板充满着异国情调。恋
人们在栏杆上挂满的同心锁，也成
了南山塔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明洞购物街:明洞位于首尔中区，是
韩国代表性的购物街，不仅可以购
买服装，鞋类，杂货和化妆品，还
有各种饮食店，同时银行和证券公
司云集于此。明洞大街两旁都是高
级名牌的店家，明洞大街两侧的小
巷里都是中价位品牌的商店和保税
商店。 

 
Day 8 ~ 首尔    亚庇（早餐） 

 早餐后，前往土产店。之后，送往仁
川国际机场乘坐客机返回亚庇。 

  

大地旅游有限公司 Good Earth Travel & Tour Sdn Bhd KPK/LN 4687 
Lot 41, 1st Floor, Block E, Plaza 333, Kobusak Commercial Centre, Jalan Pintas,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Tel : +6 088-739 888/885/882                        Fax : +6 088-733 300 

*若中英文行程版本出现不符之处，将以英文版本为依据。 

购物站: 人参, 护肝宝, 化妆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