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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 6晚 韩国首尔-东海-龙仁+1天首尔自由行 (LKR8SS) 
 

第一天   吉隆坡 – 仁川国际机场 

集合于吉隆坡国际机场，搭乘客机前往仁川国际机场 

第二天  仁川 – 雪岳山（机上用餐/午餐/晚餐） 

抵达后，我们将前往南怡岛+水杉大道，位于韩国京畿道和江原道分界线，以狭长的

横向水流而著称拥有得天独厚的美丽景观。因热门韩剧《冬季恋歌》而名声大噪的

南怡岛。随后我们将前往春川天空步道，设置在距离水面 12米高空处的圆形平台，

它的最大特征是地板与栏杆均是透明的。走在其上，放入漫步于天空中一般，给人

以随时可能会掉落水中的错。晚餐於雪岳山当地餐厅，入住雪岳山度假村休息。 

酒店 (雪岳山): Hanwha Resort Local 4* 或同级 

第三天  雪岳山–东海–平昌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前往雪岳山著名的新兴寺+青铜大佛，通往新兴寺的路上有巨大的青铜坐佛

像，佛像位于宽阔的花岗岩高台之上，高达 14.6 米，是韩国最北端的一座佛像，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以此寄托他们渴望和平的心愿。座台上有祈祷统一的 16

座精雕细琢的罗汉像。午餐后，前往东海 Nongol 墙巷，墙上的一幅幅壁画，画风淳

朴，是壁上 ngbishang2010 年的时候一帮美术系毕业的义工们根据当地老人的故事

绘制草图，最后再由土生土长的老一辈们亲自上色的。这里还是前段时间很受欢迎

的韩剧《灿烂的遗产》和《继承者们》的拍摄地。 接着我们将带您到墨湖灯塔位于

韩国东海岸港口城市——东海市的中心部，名字因其地名“墨湖津”而来，是 1963

年为了保护海上航路的安全所建的。灯塔的“海洋文化空间”中的一部分对外开放

，你可以在灯塔上俯瞰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和壮丽的日出。接着我们将前往全新的

IG 打卡地点鬼怪谷天空园区（含大滑梯+天空步道+鬼怪艺术房间），鬼怪谷天空园

区拥有展望台(SKY WALK 天空步道)，精彩项目天空自行车,巨人滑道等旅游设

施。高达 59m 的 SKY WALK，部分地板由强化玻璃而制，可一眼望穿脚下的海景，

让人倍感惊险和刺激。‘Dozzaebi’是江原道和庆尚道一带的方言，意为‘鬼怪’。

天空园区所在地有鬼怪谷的传说，因此得名。 从鬼怪谷天空园区顺着山丘走向海

边，可以看到突出的建筑鬼怪谷 Haerang 展望台 ，俯视下去仿佛鬼怪棒槌的模

样。此外，这里部分地面是玻璃设计，可直接俯瞰到美丽的大海。晚餐於平昌当地

餐厅，入住平昌度假村休息。 

*冬天特别安排滑雪 (2022/12/01–2023/02/28) （不含雪衣雪具），将取代海边壁

画村，墨湖灯塔，鬼怪天空园区 

酒店 (平昌): Yong Pyong Resor Local 4*或同级 

第四天  平昌 – 龙仁– 首尔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前往韩国唯一的牧羊场大关岭牧羊场，位于韩国江原道平昌郡，占地面积

两百平方千米，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绿色草原，被韩国人称为“幻想中的牧场”。这

里春季野花盛开，夏天天气凉爽，秋季红枫遍野，冬天白雪皑皑，四季美景各有特

色。随后我们将告别龙仁前往繁华的首尔晚， 我们将前往超大型游乐园爱宝乐园+

野生动物园，爱宝乐园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型人气游乐园之一。园区内设有各种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到动物园及野生

动物园、丰富多彩的表演以及餐馆、纪念品商店等等。餐於首尔当地餐厅，入住首尔酒店休息 
酒店 (首尔): Golden Seoul Hotel Local 4*或同级 

第五天  首尔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随后我们将前往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 年）韩国首尔（汉城）的宫殿，也是朝鲜王朝的正宫，朝鲜

王朝迁移时建造的新王朝的宫殿，具有 500 年历史。随我们一同前往具有热闹气氛的南山公园+爱情锁墙，南山公园是首尔

地标 N 首尔塔的所在地，这里有四季分明的美丽景色。在爱情墙上锁上属于自己的幸福宣言，见证一下千万爱情锁的魅

力。途中我们将前往化妆品总汇，人参专卖店。随后我们将到达明洞购物商圈，明洞作为首尔主要旅游景点之一，自然吸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造访这里的精品名牌店家和其他商家。这个街区对游客和当地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购

物商圈。入住首尔酒店休息。 

酒店 (首尔): Amanti Hotel Local 4*或同级 

 

第六天   首尔 (早餐/-/) 

今天在首尔里，整整的一天都属于你。您可享受自由购物的乐趣或乘搭电车到处去游玩。 

酒店 (首尔): Amanti Hotel Local 4*或同级 

 

 

行程特色 
 

独特体验    

• 畅玩爱宝大型人气乐园 

• 全新的 IG 打卡地点鬼怪谷天空园区 

• 可以和羊群戏耍的牧场 

• 1 天首尔自由行 

• 韩服体验 

地道特色料理 

• 春川铁板鸡 

• 韩式烤肉 

• 韩国人参鸡汤 

• Maru Shabu 自助餐 

• 韩式炸酱面+糖醋肉 

江原道 

• 南怡岛+水杉大道 

• 春川天空步道 

• 雪岳山国立公园 

• 新兴寺+青铜大佛 

• 东海 Nongol 墙巷 

• 墨湖灯塔 

• 鬼怪谷天空园区 

• 大关岭牧羊场 

首尔 

• 爱宝乐园 

• 景福宫 

• 南山公园+爱情锁墙 

• 明洞购物商圈 

• 北村韩村屋 

• 首尔广藏市场 

仁川 

• 松月童话村 

• 仁川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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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首尔-仁川  (早餐/午餐/-) 

早上，我们将前往北村韩村屋，北村从以前起就是众所皆知的两班贵族居住地区，这里的住宅皆为朝鲜时代的瓦屋，直至

今日仍然完整保存了过去上流阶层的建筑形式。过后我们将前往韩服体验+紫菜包饭 DIY，护肝宝。午餐后， 到达首尔广

藏市场首尔最古老的传统市场之一，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可以品尝一些最好的韩国街头食品。我们将带您到一个充满壁

画和色彩缤纷故事的村庄-松月童话村， 这里您可以欣赏别具特色的建筑，带您回到童年时代和美好时光。这里我们将告

别首尔前往仁川唐人街是韩国国内最大的华侨居留地，亦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唐人街之一，依然保留着中国的特色菜肴和鲜

明的民族风俗。晚餐於仁川当地餐厅，入住仁川酒店休息。 

晚餐於首尔当地餐厅，入住首尔酒店休息。 

酒店 (仁川): Days Hotel Incheon Local 4*或同级 

第八天 仁川 – 吉隆玻 (早餐/机上用餐) 

若时间允许，你可自由活动至集合时间，然后送往机场搭乘客机回返吉隆坡。 

 

备注: 行程若更改，需受公司的条款与细则所约束。顾客尤其需注意以下事项：在公司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行程可能更改。指定城市的住宿需视客房供应情

况而定。行程顺序可能更改。不同团体可能合并成一团。若有更改不被接受，需遵守条款与细则中的退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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