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春川中央傳統市場創意遊五日 

 

 

 

 



 

 

 



 

 

 



 

 

 



 

 

  

  

第一天 

桃園 仁川 

【仁川永宗機場】 

2001 年 3 月完工的仁川國際機場，至 2004 年為止，共有 55 家航空公司來往其間，飛行的城

市有 127 個。並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和國際航空協會(ACI)共同選為 50 個國際機場中的

第二位。 



：X ： X ：馬鈴薯燉大骨+韓式煎餅(4人 1份) 

：首爾特二級 GOLDEN SEOUL HOTEL        http://www.goldenseoul.com/  

 

第二天 

南怡島(含遊船) 春川中央市場 小法國村 

【南怡島】 

冬季戀歌的拍攝場 這裡有寬闊的草地和楸樹林道、劇中美麗的景點您都將一一欣賞到，或許對

劇迷來說一定會覺得非常感動有如置身戲中，穿過楸樹林道，也會看到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的"

冬季戀歌"的杉木林道，早晨或者黃昏時，從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春川}和{首爾}之間可

當日往返，是受人喜愛的湖畔城市。乘坐往返昭陽湖與清平寺的遊船，旅客可悠閒地欣賞韓國

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 

集中了服裝、皮包、鞋類、首飾等商店及速食店、劇院、夜店的明洞街區，位於春川的中心地

帶。雖然春川並沒有明洞這個地方，但取首爾明洞繁華熱鬧街區之意，春川市朝陽洞街區就被

稱爲明洞。該購物街背後是春川有名的小吃街 — 辣炒雞巷弄，附近還有中央市場和春川地下

商街。建於 1962 年的中央市場是春川最大的市場，主要販售韓服和中年服裝。而春川地下商街

則聚集了 300 多家銷售服裝、皮包、鞋類、首飾的商店和餐廳，感覺比春川明洞街區更富有活

力。春川明洞街區中央的街樹被修剪成聖誕樹型，曾被用作 KBS 電視劇冬季戀歌的背景。 

【小法國村】 

小法國村以法國聖埃克蘇佩里的童話《小王子》為主題的小法國村，佔地 11 萬 7357 平方公尺，

是一個可體驗到獨特法國文化的主題村莊。山丘上白色的異國風建築聚集在一起，由 16 棟法式

建築組成，像極了阿爾卑斯山麓的田園村莊。小法國村的設計概念為：花和星星、小王子。村

內隨處可見法國著名作家聖埃克蘇佩里的作品童話《小王子》中的人物及動物造型，小王子銅

像也矗立在村內。另外村內還有象徵法國的雞、雕刻和圖畫的藝廊、可聽到有 200 年之久的音

樂盒中優美的旋律的音樂盒店、花草芳香店及各式的紀念品店等。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第 15

集中，都教授利用超能力與千頌伊的深情一吻，不僅讓收視率飆高，背後的浪漫場景也在網上

掀起熱烈討論。這裡就是曾拍攝過《秘密花園》、《貝多芬病毒》、《Running Man》的知名景點。 

：飯店內用 ：春川辣炒雞排+炒年糕 
：《時尚玩家推薦》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炒飯   

：首爾特二級 GOLDEN SEOUL HOTEL        http://www.goldenseoul.com/ 

 

第三天 

★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南山公園【八角亭+N 首爾塔外觀(不

上塔)+朝鮮時代烽火臺+愛情鎖牆】 韓國文化體驗【DIY 泡菜體驗+傳統

韓服體驗】（含傳統宮廷御用糕餅+人蔘麥芽糖+現打人蔘鮮奶汁） 東大

門文化館及創意產業園區+東大門市場) 彩繪塗鴉秀(含門票) 

【南山公園】 

公園自古以來就是歷史意義深遠的地方。現在上到山頂還可以看到烽火臺，這是因爲南山歷史

上是首都防衛的中心。南山頂上的八角亭是俯瞰首爾的好地方，可將首爾盡收眼簾。 

【Ｎ首爾塔(不上塔)】 

韓劇花樣男子拍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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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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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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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鎖牆】 

首爾塔上的鐵絲網，本來是為了保護到南山遊玩的市民安全而設置，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鐵絲網上開始出現一、兩個鎖頭，鎖頭上寫著人名、愛情告白、…等等，並且畫上一顆愛心，而

到現在已經有好幾萬個愛情鎖，還成為韓國代表性的愛情景點。 

【DIY 泡菜體驗】 

泡菜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一種食品，共有百餘種泡菜種類，種類繁多，材料主要是蘿蔔、黃瓜

等各種蔬菜。在此帶您參觀泡菜製作的過程，安排親身體驗 DIY 泡菜製作，並請您品嚐傳統糕

餅及 1 杯人蔘鮮奶茶，讓您感受不一樣的韓國。 

【傳統韓服體驗】 

換上古代傳統的禮服，您可成為最佳男女主角，於古色古香的傳統韓屋式場景內，捕捉美麗的

倩影。 

【東大門 DDP 設計廣場】 

期許能促進韓國設計領域發展的，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首爾中區東大門運動場原址正式開館。

DDP 也是「Dream、Design、Play」的縮寫，表示東大門設計廣場為以追求創新想法、多元人才

與更美好的生活為目標的複合設計中心。東大門設計廣場所在的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為結合

過去傳統建築與遺跡、遺物。 

【東大門綜合市場】 

是代表韓國的最大規模批發零售市場。市場內有 20 多個個綜合購物大 3 萬多個專門商店、5 萬

多家製造公司，是首爾的購物王國。尤其是這裏兼有批發和零售，因此深夜購物者衆多而聞名。

全國各地的批發商、職員、外國遊客等形成人山人海。 

【HERO 塗鴉秀】 

大膽的把美術般上舞台，用夢幻般的現場繪圖，刺激想像力而演出的作品。顛覆以往的靜態作

畫，將作畫過程班上舞台，以默劇的幽默形式，透過生動表情與肢體表演，結合音樂與律動，

愉悅現場的每一位觀眾朋友。美術、舞台、默劇的夢幻相遇，看人家畫畫的過程就是一場秀？

來韓國看一遍，親自體會！ 

：飯店內用 ：【善良的豬】韓式烤肉自助餐 ：土俗村人蔘雞 

：特一級龍山 NOVOTEL 國賓 HOTE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9472-novotel-ambassador-seoul-yongsan/index.shtml 

 

第四天 

精緻美膚彩妝坊 景福宮 通仁市場 北村韓屋村 三清洞漫遊

(年輕人創意店街區，畫廊/餐廳密集) *當代藝廊酷卡 Kukje Gallery (三清洞

的傳統家屋區，改造成畫廊。美國 SO-IL 建築事務所 2012)  明洞商

圈逛街 

【精緻美膚彩妝坊】 

您得到最新最流行的化妝知識與化妝術。您可看到自己已成爲韓劇中的女主角。之外在此您也

可買到韓國三大明星玄彬 BEAUTY CREDIT Q10、宋慧喬 ETUDE、全智賢 LANEIGE 代言之知名

品牌。並有韓國最大化妝品太平洋、LG、KOREANA 齊聚在此，價格約為台灣的八折到六折之間。 

【景福宮】 

韓劇《明成皇后》外景拍攝地：建於 1394 年的李朝時代的皇宮，共佔地 12 萬 6 千坪，內舉行

君王即位大典及文武百官朝禮儀式的勤政殿，用作迎賓館的慶會樓等建築，雄偉而富麗的殿閣，

烘托出極盡榮華富貴的氣派。 

註：遇每周二休館，則改以《昌德宮》代替。 

【通仁市場】 

內設有販售生鮮食品、生活必需品、小菜等的 80 多家店鋪，原形為 1941 年在孝子洞附近開設

的公設市場。2012 年由商人們自行成立了社區企業「便當館」，造成廣大迴響，為充滿美食與新

鮮事物、傳統與藝術共存的巷弄型傳統市場。 



市場內設有各種文化體驗教室（木工、畫布照明、髮飾、石膏芳香劑、電影、餐巾紙藝術、海

苔飯捲），為民眾提供文化交流的空間。另外，自行製造、販售市場吉祥物銅錢娃娃「小銅錢」，

為活絡市場傾注各方面的努力。 

【北村韓屋村】 

保存韓國傳統房屋，這裡有許多朝鮮時代(1392~1910)的兩班士大夫居住過的傳統宅邸，因此

北村不是只為了提供觀賞的民俗村，而是以人們實際生活過的村子，11 個洞 900 餘棟韓屋為主

體的觀光景點。韓屋畫廊、傳統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裡

也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三清洞藝術街】 

街道上韓屋古色古香的傳統美與畫廊、咖啡廳等現代美相互融合，形成三清洞特有的異色風情。

安靜的步道與畫廊、博物館、古董品商店等躲在巷弄內，使得這裡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充滿

各式各樣景點與美食的三清洞路與能享受都市悠閒的青瓦臺前馬路，各處皆充滿讓人忍不住停

下腳步的街道魅力。 

【明洞商圈】 

明洞商圈、免稅店：服裝商店密集的繁華明洞購物商圈，此處集合世界第一流名牌商品，滿足

您購買名牌商品的慾望。 

：飯店內用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餐 

：獨家首爾推薦~【諾可可 L.C.O】

韓式章魚海鮮雞鍋(鮑魚+一隻雞+章魚

(各式海鮮貝類+韓式煎餅+韓式刀削麵

+餃子) 

：特一級龍山 NOVOTEL 國賓 HOTE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9472-novotel-ambassador-seoul-yongsan/index.shtml 

 

第五天 

★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松島 Tribowl(外觀) ★韓劇”

W 兩個世界”拍攝地～松島中央公園+G -TOWER 新基市場 土產店

仁川 桃園 

【松島三碗文化劇場】 

意指世界的 triple 與碗的 bowl 合成語 Tri-bowl 是紀念 2009 年舉辦仁川世界都市節的造型物，除

了象徵天空(機場)與海洋(港灣)，以及土地(廣域交通網)完美融合的仁川外，亦含有仁川經濟自

由區域─松島與菁蘿、永宗的涵義。規模為地下 1 層至地上 3 層，是由活動廳、多用途廳、數

位圖書館等組成的綜合文化空間。 

【松島中央公園】 

※《w 兩個世界》《超人回來了-大韓民國萬歲》《Running Man》《沒關係，是愛情阿》拍攝地  

松島是清楚呈現仁川未來藍圖的國際都市，海岸旁打造而成的街道間有許多可參觀的景點。松

島旅遊從市中心將大自然原封不動搬移過來的中央公園開始展開，中心公園是利用海水製作水

道的國內第 1 個海水公園，水道旁有綠地與蘆葦田打造而成寬闊的散步道路，並有水上計程車

往返於公園內，此外公園附近有展現未來感的各種建築物，成為受矚目技術與環境融合的未來

都市。 

【松島中央公園~G-Tower】  

韓國松島新都市是清楚呈現出仁川未來的國際都市，目前已成為仁川區最受矚目的技術與環境

融合的未來都市。松島本身經過縝密都市計畫而興建，G-TOWER 整棟樓高 33 樓，是松島的地

標建築物，也是仁川自由經濟區(ifez)發展總部，在此不僅可一眼眺望松島國際都市與其後方連

接的仁川大橋等，外觀更是許多韓劇的拍攝地。 

【新基市場】 

位於韓國仁川廣域市南區朱安洞，從外觀來看，和其他市場並無兩樣，但特別的是，這裡居然

還繼續流通著韓國的「新起通寶」古老銅板錢！一個仿造朝鮮時代用的貨幣，並命名這個代金

幣叫做「新起通寶」。市場免費向每位外國遊客發放 6 枚幣值 500 韓元的新起通寶銅錢，可以在

市場的服務中心換取。只要是外國遊客，都可以免費兌換，用來當成貨幣，在市場用來買各種

各樣的小吃，類似「代金券」，但是形式和氛圍卻十分有趣。這個市場密密麻麻擠滿了 150 多個

磨房、生肉店和蔬果店，來這裡的外國人使用的「錢」也不同於其他市場，來這裡遊玩的外國



遊客都用古老的銅錢當貨幣來使用。這個和首爾通仁市場的銅錢盒飯有點類似，但是新基市場

才是全韓國第一個使用銅錢當貨幣的傳統市場。當然也有人會領到的銅錢全部收藏起來留個紀

念，穿個繩兒什麼的掛到哪裡看著都覺得十分别致。 

【土產店】 

在此，可自由選購各式韓國道地土產、泡菜及海苔、韓劇飾品等當地名產饋贈親友。 

續專車前往仁川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返回溫暖的家。 

※註 1：行程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

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

資料為準。 

：飯店早餐 ：韓式炸醬麵+【糖醋肉+乾烹雞(4 人 1 份)】  ：機上餐食 

：溫暖的家 

◆◇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