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地方精選遊-忠南大田玩五日
~ (無購物)~
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１

泰國航空

TG634

桃園

仁川

12:50

16:15

２

泰國航空

TG635

仁川

桃園

17:30

19:00

桃園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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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韓定食

：INCHOEN CHOYANG 或/ INCHOEN L'ART CITY 或 ANYANG IRUDA 或 ANYANG CS PREMIER
或 THE DESIGNERS 或 SUWON PACIFIC 或同級

海美邑城

第二天

保寧泥漿博物館

開花藝術公園

大田銀杏洞青年流行街

此為朝鮮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邑城。邑城就是將「邑」為單位的城鎮，以城牆將外圍環繞
起來的平地城。除了海美邑城外，高敞邑城、樂安邑城也都頗具盛名。海美邑城是在朝
鮮成宗 22 年(西元 1491 年)完成的石城。外圍約 1.8 公里，高 5 公里，總面積約 6 萬多坪，
是一座規模相當大的城鎮，在東、南、西方各有一座城門。最近正在進行復原的工程，
希望能回復這座古城以前的樣貌，這裡也預定成為史蹟公園。朝鮮末期，也因許多天主
教徒在此殉教，而使此地備受矚目。
天主教受到迫害當時，海美邑城也設有官衙，忠清道各地無數的天主教徒都因受到嚴刑
烤打而喪命。特別是在 1866 年有超過 1 千名的教徒，在此被處決。目前城內還保有大院
君執政當時，專門監禁天主教徒的監獄，以及懸吊、拷問罪犯的巨大老槐樹。
城門外道路邊老槐樹一帶是天主教徒的朝觀聖地，因為當時教徒們不但被綑綁在樹上接
受拷問，不屈服的教徒甚至被移至大石上鞭打致死。聽說城外周圍曾種植有大量的枸橘
樹，以防禦敵兵入侵，但現在幾乎看不到枸橘樹的蹤跡。
韓國國內唯一的泥漿博物館—保寧泥漿博物館，在此可體驗泥漿浴場、泥漿按摩室、泥
漿化妝品、泥漿慶典等設施與活動。博物館位在大川海水浴場正對面，適合在享受海水
浴後前往，進行各種健康與美容體驗。
位在忠清南道保寧郡的開花藝術公園，涵蓋附帶設施範圍共具 5 萬 5 千餘坪的規模，是
個主題藝術公園。公園內有碑林公園、肉筆詩公園、音樂堂、美術館、香草園區等等。
在藝術公園內的大型溫室香草園區裡，除了有闊葉、水生植物以外，還有各種淡水魚、
兩棲動物、昆蟲等，對孩子來說是在好不過的教學場所。而肉筆詩公園則有韓國當代詩
人們的作品，不論是愛情、天倫相關的詩和歌曲都有，另外碑林、詩碑、石雕區共有 1,000

餘作品展示中，將韓國的文藝作品分享給所有訪客。
圍個整個藝術公園所建造的自然散步道路長約 2.5km，路的兩邊排列著韓文詩碑，相當
具有特色。加上公園裡的各種體驗活動，開花藝術公園絕對是週末全家一起歡度美好時
光的好選擇。
：飯店內用

：韓式傳統烤肉

：韓國壽喜燒~魷魚拌豬肉

： 儒城溫泉或同級

百濟文化園區
五層石塔

第三天

扶餘官北里遺跡與扶蘇山城 [UNESCO 世界遺產]

定林寺址

位於忠清南道扶餘郡的百濟文化園區是韓國最大規模的歷史主題公園，建構目的是為展
示曾經絢爛一時的百濟歷史文化，同時也向世界宣揚百濟文化的優秀性。
百濟文化園區內包括重現百濟王宮的泗沘宮、代表寺廟的陵寺、生活文化村、慰禮城、
古墳公園、百濟歷史文化館、主題折扣購物中心及百濟之林等。此外由文化財廳設立的
韓國傳統文化學校及樂天扶餘渡假村皆位於園區內，可在體驗歷史文化之餘，一邊享受
運動、休憩、購物與體驗等活動。
特別是 2006 年開幕的「百濟歷史文化館」為全韓國唯一的百濟史專門博物館，內有包
括可了解百濟歷史與文化的常設展示室、企劃展示室、金銅大香爐劇場、i-百濟體驗場
等多種展覽空間及教育設施。此外這裡更是舉辦 1400 年前大百濟的復活「百濟文化節」
的主要活動會場，每年都會吸引大批的遊客前來參觀。。
進入扶餘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街區北邊海拔僅 106m，由茂密的森林所組成的扶蘇山。
踏入扶蘇山的每一步皆與百濟的歷史、王室故事相交織。如百濟滅亡前，三千位宮女於
落花岩上投河自盡，為了追憶這些宮女於 1929 年設立了百花亭。此外還有泗疵樓、半
月樓、宮女祠、皋蘭寺、扶蘇山城(史蹟第 5 號)、欣賞日出的迎日樓、供奉百濟忠臣的
三忠祠、曾為穀倉的軍倉址等。
白馬江南邊，包圍扶蘇山的山城，為泗沘時代的都城，因為在扶蘇山上因此取名為扶蘇
山城。雖然此處被推定為百濟的第 26 代王－聖王，於西元 538 年遷都時所建。但其實早
在西元 500 年，百濟的第 24 代王－東城王時，就已經有了山城的雛形。而現在的模樣則
推測是於 605 年，第 30 代王－武王時期保留至今。透過扶蘇山城我們可以了解到百濟城
郭的發展史，實屬相當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料。此外，還有壺狀的噴水池「漢江清淨祈願
祭壇」
、能俯瞰兩水頭的觀瀾臺、法國畫家莫內的氣息猶存的「莫內庭園」
、充滿古典氛
圍的傳統庭園設施「流觴曲水」、復原水標的噴水池、可觀測風向的氣象觀測站「風旗
臺」等。
以石菖浦溫室為主的石菖苑內設有水車型涼亭「四輪亭」與朝鮮正祖時期，曾設於昌德
宮內的溫室等，可觀察到先祖們將生活與自然環境結合的智慧。
國寶第 9 號的著名定林寺址五層石塔 *
建造於扶餘定林寺址的石塔，在窄且矮的第一階基壇上豎立了 5 層的塔身。與新羅聯合
消滅百濟的中國唐朝將帥蘇定方，在此塔留下有著「征伐百濟紀念塔」意思的字句，因
而一度被誤稱作「平濟塔」，備受侮辱。
基壇每一面中間與稜邊上放置著柱石，塔身部各層主石每個稜邊上都豎立著柱子，上下
較窄、中間凸出的技法，是利用了木造建築內的肚凸法；薄而寬的屋頂石為屋簷四角微
微上彎的淡雅姿態。窄而淺的 1 層基壇與表現出肚凸法的柱子，以及薄而寬的屋頂石等
型態，在在忠實顯現出木造建築的型態，又並非一昧的模仿，而是表現出精練創意的造
型，整體型態非常莊重美麗。與益山彌勒寺址石塔(國寶第 11 號)同為百濟時代流傳下來
的唯二石塔，不僅是甚為貴重的歷史資料，透過精緻的造型美，更是散發出高格調氣度
的美麗作品。此石塔與益山彌勒寺址石塔同為百濟時代建造的貴重石塔，可以稱得上是
韓國石塔始祖。

：飯店內用

：馬鈴薯燉排骨

：韓式傳統烤肉

：儒城溫泉或同級

錦山人蔘館

第四天

青南臺

文義文化財園區

錦山栽種高麗人蔘已有 1,500 年的歷史，是高麗人蔘的主要產地，佔全國產量的 0%以上，
更是人蔘貿易中心。因此高麗(錦山)人蔘的優良品質是國內外遠近馳名。錦山人蔘館於
1998 年 4 月開館，館內以各種素材級方式介紹人蔘的栽培、工具、模型、功效、飲食、
製品等內容，讓人能夠更輕易了解人蔘的各種知識。展示內容
[風水人館]
人蔘是聽著水聲、風聲、人的腳步聲生長的。在風水人館可以看到人蔘的栽種過程以及
過去 10 餘年錦山人蔘王選拔大會的優秀人蔘王等
[人蔘產業館]
介紹人蔘的栽培、加工、流通等相關資訊，並解說錦山人參的現況和品質、品種
[健康生涯館]
生活中的人蔘體驗，可以看到各種的人蔘料理、韓方藥茶等健康飲食
[人蔘藥草館]
介紹最早成功栽種高麗人蔘的姜處士故事，人蔘的藥效與健康常識。另外還包括人蔘的
流通過程、錦山人蔘品質優秀的原因
[人蔘飲食館]
利用模型來展示與介紹多樣化的人蔘相關飲食
青南臺是參與 1980 年大清水壩竣工式的全斗煥總統採納幕僚之建議，於 1983 年 6 月動
工，僅花費 6 個月的時間，於 12 月完工。歷代總統每逢暑休或過年節慶時，每年至少
來此渡假 4~5 次，多則達 7~8 次，20 多年來歷任總統共來此 88 次，在此休憩達 400 多
天。
青南臺建在忠清北道清州市大清水壩附近，面積約 56 萬坪，是總統專用別墅，有著 「溫
暖的南方青瓦臺」的涵義。第五共和時建造的青南臺，由於大清水壩一帶國民公園毀損
等輿論，1988 年還遭到國會 5 共特別委員會的現地調查。早期總統的別墅從李承晚總統
時期開始，有包含金海等 4 個地方，但金泳三總統時將期全部關閉，只留下青南臺一處。
此處一直都進行著管理維護，確保總統在休養中也能處理國政業務，這裡的飲用水是利
用大清湖的水， 採用最高級的水質淨化系統。青南臺具備國家 1 級警備設施，設有 4
層的警戒鐵柵，戒備森嚴。20 多年在神秘面紗下的青南臺，在盧武鉉總統的命令下，於
2003.4.18 轉移給忠清北道管理，開放給一般民眾。
溼地生態園(990 ㎡)內設有音樂噴水池，湖畔步道(8km)連接 3.3km 的登山道與散步道，
可以欣賞大清湖的美景。
文義文化財園區位於可俯瞰大清湖全景，既美麗又涼爽之處，為家庭遊客所喜愛的旅遊
景點。此地為重現忠清北道清原郡逐漸消失的固有傳統文化，追思與學習祖先們的生活
與精神，所建造的歷史教育場兼文化藝術空間。
約 40,000 餘坪的腹地上有忠清北道有形文化材第 49 號文山館與兩班家屋、文化遺物展
示館、酒館共 10 棟的古建築物參差不齊地散布著，不僅展示祖先們居住過的村落型態，
史前時代的石墓－支石墓、象徵多產與繁殖的祈子石、長丞(韓國的村落或寺廟入口、路
邊所設立的人頭造型的柱子)、研子碓(碾榖物或搗小麥時所用的碓)等，收集了許多可一
窺舊時生活面貌的民俗資料。
若說文化財園區的驕傲，當屬遺物展示館。以瓦片為主題，目前展示著新羅、百濟瓦當
等各時代、各種類共 774 件與清原郡遺物。展示館前院有預計為高麗時代所修築的文山
里石橋。
園區內有藥水池、遊戲區等便利設施，寬廣的停車場內有忠清道內第一個開幕的汽車專

用露天電影院，又稱為文義電影村。此外附近有人工瀑布、壤城山、鵲頭山、大清湖、
鷺山松林、東華寺、芙江藥水等景點。
：飯店內用

：人蔘雞風味餐

：石鍋拌飯+豬肉涮涮鍋

：INCHOEN CHOYANG 或/ INCHOEN L'ART CITY 或 ANYANG IRUDA 或 ANYANG CS PREMIER
或 THE DESIGNERS 或 SUWON PACIFIC 或同級

松島未來城市~仁川松島三碗文化劇場

第五天

新基市場

桃園

【松島未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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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韓國仁川廣域市南區朱安洞【新基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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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用

：韓式炸醬麵+【糖醋肉++乾烹
雞(4 人 1 份)】

：溫暖的家

◆◇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