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亮點，獨家策劃！ 

✻ 獨家策劃，巧妙安排韓國日本二國旅遊新體驗； 

✻ 韓國最強景點首爾、濟州、釜山齊齊玩； 

✻ 日本大阪、奈良、京都、妻籠宿、松本、東京，古今穿梭周圍遊； 

✻ 含全程觀光景點入場券 

✻ 含全程 35 個特色早午晚餐 

✻ 特別贈送韓國無限數據上網電話卡一張， 價值$60 加元； 

✻ 金寶旅遊特別再贈送: 

 

 

起  

起  

贈送:韓國內使用 

價值加元$60 可上網電話卡 

 

第一天 溫哥華  首爾仁川國際機場 
乘搭豪華客機溫哥華飛往韓國首都首爾。 

旅遊禮券$100, 鳴謝各位團友，可以繼續參加 

其他不同路線的日本或韓國旅行團 

第二天 抵達首爾  (晚餐) 

 
 
 
 
 
 
 
 
 
 
 
 
 
 
 
 
 
 
 
 
 
 
 
 
 
 
 
 
 

抵達韓國首爾仁川國際機場，當地導游接機，晚餐之後專車送回酒店休息。 Incheon Ramada Hotel or Similar 

第三天 首爾 （早/午/晚餐） 早餐後，前往世界排名第四的韓國大型人氣主題樂園愛寶樂園                              

（含門票全卷），內有動物奇幻世界 (可近距離觀看獅子、老虎、豹子、金 絲猴等)，野生植物園，                              

大型機動遊樂區，數碼世界等多個主體景區，花車巡遊及劇場表演等，精彩絕倫！之後導遊陪同前                                 

往首爾著名購物區明洞及東大門。晚上欣賞表演秀。 

           Seoul Standford Hotel or Similar 

第四天 首爾 （早/午/晚餐） 早餐後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地昌德宮。宮內                             

有仁政殿、大造殿、宣政殿、樂善齋等文化財，是韓國非常知名的宮中庭院。外觀青瓦台，遊覽清溪川，                         

一條貫穿首爾南北秀麗清新的人工運河，也是很多韓劇的取景地。往 DMZ,，之後參觀護肝寶和韓國特 

色化妝品商店。參觀三星集團的新羅酒店和免稅店，高麗人參公賣局，足夠時間供您購買土產品和紀                                       
念品店等手信。 

Seoul Standford Hotel or Similar 

第五天 首爾  济州 （早/午/晚餐） 

早餐後飛往素有蜜月島之稱的濟州島。抵達後往龍頭巖，是 200 萬前年熔巖噴發後冷卻而形成的巖石，高 10 米，長 30 米，看上去象是 在

龍宮生活的龍欲飛上天時突然化作石頭一般。遊覽濟州 3D 視覺藝術博物館，畫家們巧妙運用視覺錯視，帶你身臨其境。遊覽世界最大 的突

出於海岸的火山口城山日出峰。涉地可支為濟州方言，讓你感受如詩如畫般的山丘和蔚藍大海交織成的優美風光。體驗大長今海苔、 泡菜 DIY, 傳

統服飾體驗，換上古代傳統的韓服，於戶外美麗的景色中愉快的捕捉美麗的倩影。參觀海女博物館，再現海女的房子，簡樸 的穿著、簡潔

的飲食、半農半漁的農業形態等海女的生活。濟州海女工作的場景,了解海女作業的過程。遊天地淵瀑布，從稀有植物茂密 生長的奇岩峭

壁中流出的白色水柱，讓你心曠神怡。 
Jeju Bareve Hotel Or Similar 

第六天 济州  釜山 （早/午/晚餐） 早餐後乘國內航班往釜山，參觀釜山甘川洞文化村甘川文化村

是保留釜山近代歷史的人民至今完好的一個 部分和歷史的地方。沿途經過的長度與露台的住房形態，組和

所有整齊列隊山麓胡同迷宮（美路迷路）， 

是甘川獨特的節目，成為美麗村莊的甘川文化。 

Busan Best Western UL Or Similar 

第七天 釜山 （早/午/晚餐） 早餐後遊覽龍頭山公園內有釜山塔，這是釜山的地標。札嘎其市場韓國

最大海鮮批發市場，盡情自費享受 各種豐富的新鮮海產外，還有許多精彩活動。廣安大橋是韓國第一座具

有藝術性造型美，頂尖造明設施的 

橋樑，依照星期、季節變換，多元燦爛的燈光呈現出繽紛的色彩照明，爲釜山呈現出另一番嶄新的面貌。 

Busan Best Western UL Or Similar 

第八天 釜山  大阪關西 - 奈良 - 神鹿公園 - 大阪 - 心齋橋商店街・道頓掘美食街（早/午/晚餐） 送機場，飛往日本大阪。

抵達關西空港，安排簡易早餐後開始日本的行程。 前往奈良遊覽馳名的神鹿公園，遊人可買粟米餵飼神鹿， 充 裕時間逛心齋橋，它是

大阪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購物區，這裡有大型百貨公司、百年老舖、各種平民小店櫛比鱗次。還有許多餐飲店，除 

了日本料理外，可品嚐世界各國不同風味料理。 

The Bridge Hotel Shinsaibashi Or Similar

韓國首爾, 濟州. 釜山 + 日本關西, 關東 14 天精彩遊 韓國首爾, 濟州, 釜山 + 日本關西, 關東 14 天精彩遊 
2023 年出發日期: 01 月 29 日; 02 月 18 日; 03 月 12 日;  

   04 月 08 日 及 05 月 13 日 



 

第九天： 大阪 - 京都 - 金閣寺 - 祇園花見小路 - 八坂神社 - 名古屋 （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往京都參觀金閣寺。寺内

核心建筑舍利殿的外墙全是以金箔装饰，所以被昵称为“金阁寺”。金阁寺除了是知名的观光旅游景 点之外，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

并于 1994 年以“古京都的历史遗迹”的一部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 建筑。祇園花見小路是是京都市最有

名的街道之一，帶您重回日本往日風情，到處可見傳統木屋商家和古色古香的茶屋。在此可以觀賞藝 妓表演茶道，更深入了解日本的文

化遺產。歷史建築也是花見小路的一大特色，尤其是隨處可見的町家或以木頭建造的商家，皆以狹小門 面為特色。八坂神社是一座繁華，

色彩繽紛，令人愉悅的市中心神社，是京都許多節日傳統的核心。您會聽到黃銅鈴鐺頻繁響起（喚醒神 靈），以及人們完成祈禱請願時

發出的巨大拍手。傍晚抵達名古屋。 

名古屋 KEIHAN Hotel Or Similar 
 
第十天： 名古屋 - 名古屋城・天守閣 - 妻籠宿（400 年前日本城市重現）- 松本 - 大王 WASABI 農園 （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遊覽名古屋城-天守閣，作為日本國內屈指可數的傳統城堡，被指定為國家特別史蹟，具有與國寶同等的價值。天守閣內所設 

的博物館，展示有隔扇門繪、兵器盔甲等文物。妻籠宿至今仍是日本最原始的村莊之一，完整保留了舊日本的面貌。您可以享受靜謐的氛 

圍。漫步在掛著明亮燈籠的古建築群之中，您會感覺自己彷彿穿越到了古代。再往大王 WASABI 農園參觀 

IROHA GRAND 松本駅前 Hotel Or Similar 

 
第十一天：松本 - 國寶・松本城 - 諏訪湖展望台 - 伊豆箱根富士山国立公園 - 富士五湖・山中湖 - 忍野八海(日本小九寨 

溝) - 河口湖畔 （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松本城是日本國內現存最古老的建築，共五层的天守阁于 16 世纪末建成，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天守阁。諏訪湖是當 

地最大的湖泊，湖畔擁有豐富的大自然景觀，公園展望台是觀賞湖光山色最佳地點。伊豆箱根富士山国立公園是是日本遊客量最大 

的公園。在這座包羅萬象的公園，您既可以觀賞富士山，也可以探索崎嶇的海岬、原始森林、湖泊、火山島嶼和海蝕洞。忍野八海 

是位於山梨縣山中湖和河口湖之間忍野村的湧泉群。因為錯落有致地散佈著八個清泉，水源來自富士山山頂上的積雪融化，融化之 

後滲透到地下，經過層層過慮後，泉水可以直接飲用，甘甜可口。晚上入住富士山下的溫泉酒店。 

河口湖 ROUTE-INN 温泉 Or Similar 
 

第十二天；富士山 - 箱根平和公園・富士山展望台、舍利白塔 - 御殿場 Permium OUTLETS - 東京都 （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箱根平和公園是遠觀富士山的最佳地點，天氣晴朗時，富士山的壯麗景色更可一覽無遺。園內最為著名的一座來自印度 

的捨利白塔，白色的塔身，下面放有金色的佛像，筆直地屹立在平和公園的大廣場上，從佛性的慈悲表達了反戰訊息。御殿場 Premium 

OUTLETS，拥有世界各国和日本的品牌店约 290 家。从购物中心可以远眺世界文化遗产富士山，使御殿场精品奥特莱斯成为日本首 

屈一指的购物度假胜地。 

ONE@TOKYO Hotel Or Similar 

 



第十三天：東京都内観光 - 淺草雷門觀音寺・仲見世懷舊商店街 - 634 米高東京天空樹(遠眺) - 新宿自由購物 （早/午/晚餐） 

酒店早餐後往淺草寺。建於七世紀之古剎，是東京都內最古老的寺廟. 在淺草寺正門有一個  

4 公尺高，670 公斤重的巨型紙燈籠，叫雷門(Kaminarimon)，雷門通往寺廟區之行人徒步街， 

即是大名鼎鼎之仲見世商業街，兩側商店販賣各類傳統土產、點心、玩具、手工藝品等，令 

觀光 客愛不釋手。前往擁有 634 公尺高的晴空塔（TOKYO SKYTREE TOWN），號稱是 

世界第一高的自立式電波塔，也是世界第 2 高建築物。從外型到內部，都經過精心設計。 

登上 340 公尺高的晴空塔天望甲板後（TEMBO DECK），就能透過大型玻璃 360 度地 

一覽關東絕 景，天氣好的時候，在塔上還可看見富士山喔！充裕時間讓您新宿自由購物。 

ONE@TOKYO Hotel Or Similar 
 
 
第十四天：東京 - 銀座自由購物  溫暖的家 （早餐） 
酒店早餐後往銀座自由購物，接著送您往成田空港，乘機飛回您溫暖的家，行程圓滿結束。 

 

 
✻✻  單人房附加費$1698; 團費不含機票價：$3998； 

✻✻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全程合計$185（於出發前茶會一起繳付）; 機票有效期 60 天。 

✻✻ 溫哥華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498 起； 

✻✻ 訂位以 G 艙為準，改用其他艙位，附加費請查詢，以航空公司最終指定為準; 
✻✻ 加拿大其他出發，價格請查詢； 

✻✻  團費包含：三段國際機票：溫哥華-首爾；釜山-大阪；東京-溫哥華；   

           韓國國內二段機票：首爾-濟州；濟州-釜山； 

✻✻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1000 (不可退還，可用信用咭/支票/現金支付) 及護照副本，餘款請以現金或支票繳清。 

✻✻ 報名詳情，請遵守行程細則 10 人以上成團，20 人以上，華人領隊隨團出發。 

✻✻ 行程如因航空公司班機安排，交通受阻，天氣惡劣及其他不可預知特殊情況，金寶旅遊保有更改行程權利。 

✻✻ 所有已交費用，不可退还，為保障團友利益，報名時提議同時購買取消保險及有關旅遊保險。 有關旅遊細則，請向本公司索閱詳情。 

 

 

金寶旅遊免費電話: 1-888-688-2912 www.campbelltravel.bc.ca 
TOUR CODE：KORE/JP14D REVISED DATE: 24 Oct., 2022 BC Reg.3603 

http://www.campbelltravel.bc.ca/pdf/TermsConditionsChinese.pdf
http://www.campbelltravel.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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