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 戲雪【室內滑雪場】 泰迪熊
亂打秀 愛寶樂園 親子 5 日遊
出發日：99.8.17.
暑假特惠團費：18500+1000 小費
★五月起，愛寶樂園《玫瑰 狂歡節》，維納斯花園，迷宮花園，維多利亞花園，愛
神花園組成一個浪漫的秘密花園！愛寶樂園最大規模的慶典活動，可以瞭解歐洲各
國的文化和看點的歐洲一日遊。參加歐洲狂歡節、奧林柏斯夢幻之旅、魔幻巡遊等
娛樂項目。
★愛寶樂園 Summer Splash《狂 FUN 潑水》
http://www.everland.com
（１）期間：2010 年 6 月~8 月。狂 FUN 潑水是以《戲水》為基本主題所組成的慶
典活動。
《狂 FUN 潑水》分為白天和夜之盛宴—燈光狂 FUN 潑水。
（２）
【水戰遊戲樂樂樂 Splash Fun Fun Fun】遊客先後順序領取現場發的水槍，
也可以另外購買水槍打水仗。
（３）【潑水巡遊 Splash Parade】潑水巡遊是祈禱水的行星-地球永存的內容，
生動地刻畫了地球及外星人搶水的關係。
（４）【夢幻嘉年華 Grand Stage Show】興趣和感動，最精采的公演將吸引你的
到來。
（５）【夢幻魔術 Magic Parade】愉快的桑巴節奏令人不由自主的跳起舞來。
（６）【猩猴嘉年華 Friendly Monkey Valley】占領未來的宇宙開發中心的猴子為
主題的夢幻猴子谷，金猴子吸引你的到來。
（７）【奧林帕斯夢幻之旅 Olympus Fantasy】以雄偉壯觀的希臘神殿為背景，裝
飾無比華麗的水大炮、射燈和焰火。
★PLAYDOCI 室內滑雪場(含雪盆及水世界)
（１）位於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上洞的 Tiger World，是繼日本和大陸後，亞洲第
三座市內人工滑雪場。
（２）特別贈送滑雪用汽墊式雪盆，讓您即使不會滑雪，亦能享受滑雪極速衝刺的
快感。，另外滑板或雪橇可自費參加。
（３）除了室內滑雪場外，另外還有溫泉和高爾夫球場可自費參加。
（４）在大型的室內滑雪場內，不受寒風侵襲，可以盡情享受滑雪樂趣。
行程簡介
01 台北/仁川－清溪川市廳廣場－東大門市場
‧早餐：X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滋補人蔘雞風味餐
‧住宿：水原 KOREA 或 水原 PACIFIC 或 AMOUR 或同級
懷抱對北方國度的憧憬，抵達仁川國際機場。迎接您的是我們笑容可掬親切的導遊先生。隨後
前往【清溪川】由首爾市長李明博，因要整治川流過江北地區的清溪川而做的規劃，且因此整
治工程而入選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夜晚的清溪川在照明的陪襯下，顯出另一番特色。【東大門

百貨市場】，是位於首爾鍾路和清溪川路的區域，韓國最大的露天市場。這裡的物品可比市價
便宜好幾成，貨色多到讓你眼花撩亂，您會恨不得多幾雙眼睛喔！告訴您..韓國各地的批發商都
會聚集到這裡來，是個開到天亮才打烊的不夜城喔！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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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臨津閣－自由之橋－韓劇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遊船【含船票】－春川明洞
‧早餐：內用早餐 ‧午餐：春川鐵板雞肉+炒年糕 ‧晚餐：香辣魷魚豬肉+季節小菜
‧住宿：洪川大明渡假村 或同級(四人一戶，2 人一室)
早餐後，前往 38 度軍事分界－【臨津閣】陳列著北韓方面的資料和畫報，以及韓國戰爭時曾
投入使用的坦克和飛機等文物，站在屋頂可以看到自由橋和臨津江以及北韓的領土。保存於臨
津閣的“和平石＂是從世界各地的戰場上收集來的，記錄著與戰爭有關的內容。告誡人們不要
忘記默默犧牲的無名戰士和戰爭。之後前往【南怡島】冬季戀歌重要拍攝場景，是戀人或家人
常觀光的景點。穿過秋林道就可以看到為“戀歌”的小咖啡屋。接著最期待的場景稱為”愛情
小路”的【水杉林道】，在此可勾起您劇中的一 景一物，如兩人初雪當天嬉鬧地打雪仗的地
方，第一次牽手的樹林道、被有珍踩過的樹幹、堆雪人和初吻的小桌子、騎腳踏車的湖邊樹林
道。您亦可租用自行車體驗劇中男女主角相戀的情景。在韓國江原道上風景四季如畫！記得韓
劇初雪當，高中時期俊祥與有珍甜蜜約會的街景。【春川明洞】顧名思義就如同首爾明洞般，
是春川最繁華熱鬧的地方，在道路兩旁是一間間比鄰的各式商店，中間一整排的路燈還點綴有
當時劇中出現的聖誕樹，不僅能夠像劇中主角一般悠閒地享受逛街聊天的樂趣，更可瀏覽與首
爾同步的最新流行資訊。
03 PLAYDOCI 室內滑雪場(原 TIGER WORLD)【含雪盆、水世界樂園】－【紅豆女之戀拍攝地愛寶樂園(含門票自由券)】及四季花園、MONKEY VALLEY 夢幻猴林探險
‧早餐：渡假村內用早餐 ‧午餐：韓式烤肉+季節小菜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水原 KOREA 或 水原 PACIFIC 或 AMOUR 或同級
享用早餐後，隨後前往：【PLAYDOCI 室內滑雪場】韓國第一座大型室內滑雪場，位於京畿道
富川市遠美區上洞的 Tiger World，是繼日本和大陸後，亞洲第三座市內人工滑雪場。這座人
工室內滑雪場以長 270 ｍ，寬 40ｍ的直線主坡為主，一旁有長 70ｍ，寬 30ｍ的坡道，提供滑
雪、滑板或雪橇選擇。Tiger World 為製造出優良的雪質，特別設置最先進的人工製雪設備，
及高級的空氣調節機，隨時隨地提供遊客品質優良的雪質和清新的空氣。
【WATER PARK & SPA】設施有∼波浪游泳池、流動水池、兒童遊戲池、標準游泳池、各
種滑水道游泳池、紫外線體驗是體驗室….等。SPA 的設施有∼水療按摩池、情侶泡腳池、三溫
暖、檜木池、瀑布池、3 種特別療效池。隨後前往世界第七大遊樂場∼【愛寶樂園歡樂世界】
也是《紅豆女之戀》拍攝地，是一個結合了休閒、娛樂、教育與文化的國際性渡假聖地，具有
二十四年歷史的歡樂世界；還精心設計四季不同的主題公園：春天有櫻花、鬱金香、夏天是玫
瑰的季節，以當季獨有的色彩迎接來自各地的遊客。愛寶樂園給你一票玩到底的歡樂世界，給
你最不同的刺激與愉快回憶繽紛夢想王國愛寶樂園（門票＋自由券＋淘氣猴子秀＋歡樂遊行＋
四季繽紛花卉＋奧林柏斯夢幻之旅＋月光冒險）夜間表演視天侯狀況舉行。【淘氣猴子秀】將
類人猿及黑猩猩全部集中一起，讓他們有更好的生活環境，若在自由活動時間，若您幸運的話，
可以觀賞黑猩猩畫圖,紅毛猩猩爬鋼絲等等...【奧林柏斯夢幻之旅】用燈光編織的夢幻般的世界!
月光夢幻!!由共計 50 萬個各式電燈編織而成的光的世界!!在愛寶樂園的四季花園中用燈光編織

的夜間遊行主題花車及個慶典代表的人物裝扮，!遊行的主角除了有來自仙境的艾麗絲,奧茲的魔
術師,人魚公主等夢幻般的童話故事主人公之外,還有神話,光之世界及夢幻愛寶樂園等多種主
題。讓您一同感受歡樂氣氛【月光冒險】夜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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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景福宮－青瓦台－【韓國傳統文化體驗營 DIY 泡菜製作+人蔘牛奶汁+韓服寫真+傳統韓餅】
－高麗人蔘專賣店－時尚彩妝店－亂打秀(含門票)－N 首爾塔－泰迪熊 TEDDY BEAR 博物館
‧早餐：外用早餐 ‧午餐：韓式石鍋拌飯+涮涮鍋 ‧晚餐：韓式肉骨火鍋+季節小菜
‧住宿：水原 KOREA 或 水原 PACIFIC 或 AMOUR 或同級
【景福宮】也是女人天下、大長今、我叫金三順等韓劇拍攝地建於 1394 年，有五百餘年歷史。
可見文武百官朝政之勤政殿，擺設國宴之慶會樓。接著到韓國的總統府【青瓦台】留念拍照。
前往【韓國傳統文化體驗營】，在走道上就聞到陣陣香濃的泡菜味，隨後進入教室內，現場有
提供每人一杯人蔘鮮奶茶及大長今傳統御用糕點享用，隨後由專業老師教您親身製作韓國傳統
美食泡菜--每人分配 400 公克的白菜，老師先說明泡菜的醃醬如何調配,隨後一步一步跟著老
師來做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泡菜。隨後穿上由現場放置的展示衣，幫大家依照身材挑選傳統
的韓服，並在古色古香的場景前照相留念喔!【人蔘專賣店】，韓國最著名的養生極品－太極人
蔘及人蔘精，它的功效可以從韓國人裡發現，他(她)們的皮膚細緻，讓您再怎麼靠近看都看不
到毛孔。接著前往【時尚彩妝店】韓國最流行的化妝品店，萃取天然原料製成，送禮自用兩相
宜，讓您從頭到腳水噹噹。後前往免稅店參觀選購。【NANTA 秀】~亂打是將韓國的傳統打擊
樂與西洋表演劇相結合，構成的打擊樂作品，鮮明的主題和劇情、精湛的舞藝、高超的廚藝如
何融會貫通成為一種表演藝術，四男一女的廚師組成的團體，以廚房為場景，用鍋、碗、瓢、
盆、碟子、菜刀、為樂器，加上一流的燈光音響！配合著緊湊的劇情！沒有對白只有節奏及打
擊聲這就是亂打秀！之後前往韓劇花樣男子拍攝地【Ｎ首爾塔】在寒冷的冬天，自己擅自定下
約會，具俊表等待金讚蒂的地方就是首爾的地標 N 首爾塔。兩人甚至被困在首爾塔的空中纜車
內，一起共渡一夜。位於首爾中心的首爾塔是首爾的象徵，也是俯瞰首爾市全景的最高點。遊
客開放的首爾塔觀景台是欣賞首爾夜景的著名旅遊景點，首爾塔高 236.7 公尺，矗立於海拔 243
公尺的南山上。這 20 多年來，一直受到各方遊客的喜愛。2005 年 12 月 9 日，重新整修後的首
爾塔以 N 首爾塔的名稱重新出現在遊客面前。N 首爾塔的 N 既是南山(Namsan)的第一個字母，
也有全新(new)的含義。工程共耗資 150 億韓元，新增設了適用於不同季節和不同活動要求的照
明設備。每晚 7 點至 12 點，還有 6 支探照燈在天空中拼出鮮花盛開的圖案。首爾塔大廳設有播
放電影預告和音樂錄影帶的多媒體區、兒童體驗學習館及可舉辦展覽和演出的空間。另外還有
紀念品專區，讓 N 首爾塔的美呈現在明信片及更多相關紀念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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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來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最新開幕的【泰迪熊 TEDDY BEAR 博物館】充滿許多小巧可
愛泰迪熊的，12 月 1 日在南山 N 首爾塔開幕了，位於 N 首爾塔的泰迪熊博物館藉著小熊玩偶泰
迪熊呈現首爾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座充滿故事性的博物館。展示館分為”歷史館”和”
特別館”兩處 ，”歷史館”呈現可愛的泰迪熊化身為朝鮮王朝君王(1392~1910)，可愛地呈現
出首爾昔日的面貌。”特別館”另外將首爾主要的觀光景點清溪川、明洞、仁寺洞、東大門等
地縮小呈現，再添加現代時尚穿著的泰迪熊玩偶展示，讓外國遊客能夠一覽首爾全區風光

05 韓屋村─仁寺洞藝術街─護肝寶真珠草─土產店─仁川/台北
‧早餐：外用早餐 ‧午餐：韓式雙色烤肉風味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韓屋村】曾是朝鮮時代風景最優美的地方，從士大夫到一般平民家庭生活式樣以及使用的家
具全部盡在眼前。【仁寺洞藝術街】首爾唯一可看到傳統古建築的地方。這有古董、畫廊、茶
具及傳統茗茶店、陶瓷器、金屬、木工藝、紙工藝品等等。後前往韓國著名的養肝聖品【真珠
草專賣店】，工作勞累及長期應酬的人建議可在此選購一些，別具療效。而後前往機場路上的
【土產店】購買伴手禮。到達機場後由親切的導遊為我們辦理登機手續，搭機返回台北，結束
五天美好的旅遊。

參考航班：
航段 飛航日期
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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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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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天國際旅行社

起飛機場
桃園
首爾

目地機場
首爾
桃園

起飛時間
14:55
19:35

中壢市新興路 86 號 6 樓
電話：03-4587738 4576841
美慧 0937-098-006 幼華 0937-174-404

抵達時間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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