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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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神奇之路–龙
头岩（早/午/晚餐） 
酒店：Jeju Benika Hotel 或同级 

 

 神奇之路:称为“神奇之路”的这条
公路是在韩国济州岛的一段100米左
右长的斜坡路，当汽车关掉引擎只
拉开手刹，也会在这条路上随着斜
坡往上滑行。这主要是因为道路两
旁被树木与丘陵包围，猛一看会产
生是向上的错觉，以吸引游客来此
地亲自体验。 

 龙头岩:位于济州市北部海边的龙头
岩，是200万年前熔岩喷发后冷却而
形成的岩石，看上去像是在龙宫生
活的龙欲飞上天时突然化作石头一
般。正式由于岩石一端颇似龙头，
故得名龙头岩。 

 
 
 
 
 
 
 
 
 
 
 
 

Day 3 ~ 城山日出峰–城邑民俗村–涉
地可支–玻璃城堡–雪绿茶博物馆
（早/午/晚餐） 
酒店：Jeju Benika Hotel 或同级 
 

 城山日出峰:城山日出峰海拔182米, 
系10万年前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
位于济州岛东端，是一块高耸的巨
岩，其顶部有巨大的火山口。火山
口直径600米，深90米，面积达8玩
多坪。99块尖石围绕在火山口周
围，如同一顶巨大的皇冠。 

 

 城邑民俗村:城邑民俗村中建有济州
最大规模的草房，在此可观看到济
州居民实际生活居住的草房以及济
州岛内的传统厕所(名为"通西")。
村落中的石墙、古树，古城墙，处
处古香古色，将这座拥有五百多年
历史的都城魅力彰显得淋漓尽致。  

 涉地可支:涉地可支(Sopjikoji)位于济
州岛东部海岸的一端。“涉地”是
这一地区古代时的名称，“可支”
是济州岛方言，意思是向外突出的
地形。涉地可支所在的海岸悬崖上
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这里一棵树也
看不到，海岸上耸立着一块叫仙石
的岩石。 

 
 
 
 
 
 
 
 
 
 
 
 玻璃城堡:济州玻璃城是一座由玻璃
制成的展馆、花园、迷宫以及造型
物所组成的梦幻琉璃主题公园。6个
主题馆里展示着250多件玻璃作品，
这里建有世界首家玻璃迷宫、世界
最大的玻璃球、玻璃钻、玻璃墙、
镜子湖以及出自意大利、捷克、日
本等世界名师之手的玻璃工艺品。 

 
 
 
 
 
 
 
 
 
 
 
 雪绿茶博物馆:位于济州岛西广茶园

附近的 O’Sulloc 博物馆以绿茶为主题
而建设，是了解学习韩国传统茶文化
的地方。不仅其茶杯组成的建筑特点
早已闻名遐迩，东西方传统和现代文
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和谐的交融，而自
然优美的环境，使这里又不失为一个
绝佳的休憩之地。 

 
 
 
 
 
 
 
 
 
 
 
 
 
Day 4~ 首尔-小法国村-南怡岛
（早/午/晚餐） 
酒店: YangPyeong Bloom Vista或同级 
 

 小法国村:小法国的设计概念是以
「花、星星、小王子」为主题，也
是小王子故事的主题乐园。另外在
这里也可以看见许多法国象征－
「鸡」的雕刻和艺廊，也可以听见
从200年历史之久的音乐盒中放出的
优美旋律的音乐盒店，以及花草芳
香店、纪念品店等，更可体验独特
的法国文化。年历史之久的音乐盒
中放出的优美旋律的音乐盒店，以
及花草芳香店、纪念品店等，更可
体验独特的法国文化。 

 南怡岛:南怡岛是在1944年兴建清平
水库时被北汉江淹没形成的内陆岛
屿，位于京畿道与江原道的交界
处。2001年12月，KBS电视剧《冬季
恋歌》在此取景后，更使其名声大
震。来自日本、中国、东南亚、台
湾等地区的游客数量猛增，这让南
怡岛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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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 雪岳山国立公园 - 大浦渔港 
（早/午/晚餐） 
酒店:Sorak Hanhwa Resort 或同级 

 

 雪岳山国立公园:雪岳山也称雪山、
雪峰山，每年早早就下雪，又存留
很长时间，连岩石都是雪白色，故
称为雪岳。雪岳山位于韩国江原
道，雪岳山一带于1965年11月被指
定为天然纪念物保护区（第 171
号）。 1970年又被指定为韩国的第
五个国立公园，此后于1973年12月
被指定为公园保护区，1982年8月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生物
圈保护区”。(包含缆车到权金城, 
神兴寺) 

 

 

 

 

 

 

 
 
 大浦渔港:大浦港位于雪岳山的山
脚，原是渔船由南方进入束草市的
必经之地。随着雪岳山成为观光圣
地，大浦港也因为是高级海鲜的集
散地而闻名。大浦因为观光价值而
受到游客喜爱。身处大浦港附近不
只有雪岳山、尺山温泉、东海、青
草湖与永郎的天然美景。 

 
Day 6 ~ 爱宝乐园 - 东大门购物城（早/
午/晚餐） 
酒店:Benikia Dongdaemun Hotel或同级 
 

 爱宝乐园:爱宝乐园位于京畿道龙仁
市，是结合休闲，娱乐，教育和文化
于一身的渡假胜地。爱宝乐园主要是
由环球市集，美洲探险，魔术天地，
欧洲探险及野生动物园共5种主题园区
所组成，每个园区都会随着季节的不
同展开各式欢乐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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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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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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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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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