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京忠仁五日遊 
 

 

飛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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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 16:15 

2 泰國航空 TG635 仁川 桃園 17:3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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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上用餐 ：豆火鐵板荳芽燒肉  

： INCHOEN CHOYANG 或/ INCHOEN L'ART CITY 或 ANYANG IRUDA 或 ANYANG CS PREMIER 或 

INCHOEN THE DESIGNERS  或 SUWON PACIFIC 或同級 

 

第二天 

洗美苑  兩水里 南怡島 

水與花共存的洗美苑 * 

洗美苑為位於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龍潭里的自然淨化公園，洗美苑的名稱出自於觀水洗

心、觀花美心的古語。為了展現觀看漢江水以洗滌身心的象徵意義，園內步道皆以洗衣

板的形象呈現；為了讓遊客能在欣賞水蓮與蓮花等花卉的同時豐富心靈，亦展示了詩畫

作品。另外，洗美苑為利用具代表性的水生植物所打造的自然淨化公園，在建造時期獲

得京畿道的 100 億資金支援，佔地 18 萬平方公尺，設有 6 座池塘，裡頭生長著蓮花、水

蓮、菖浦等植物。漢江水在流經六個池塘並經過重金屬與浮游物質去除作業後，流入八

堂水壩。*  

喜美苑的參觀項目 *公園大致可分為洗美苑與石菖苑，洗美苑中設有種植著一百多種水

蓮的世界水蓮園、實驗水生植物的環境淨化能力，並進行現場教育的環境教育區，以及

引進水蓮與蓮花的新品種，進行實驗的實驗栽培園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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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作為電影拍攝背景的優美景點－兩水頭與櫸樹  

兩水里是流淌自金剛山的北漢江與發源自江原道金臺峰山麓儉龍沼的南漢江的交會

處，因而稱為兩水里，在這個地區裡，以碼頭為中心的地點因曾作為電視劇與電影的拍



 

攝地而廣為人知，同時也是婚紗照的人氣拍攝地點。過去這個碼頭作為水路樞紐，連接

了位於南漢江最上游的水路所在的江原道旌善郡、忠清北道丹陽郡，以及水路的終點，

即首爾纛島與麻浦碼頭，因而繁華一時。日後隨著八堂水庫建設工程動工並舖設了陸路

後，機能逐漸衰退。1973 年八堂水庫竣工後，這一帶被指定為綠色地帶，禁止捕魚與造

船等作業，正式終止了碼頭的功能。這裡雖是私有地，但清晨瀰漫的水霧、老電影中所

出現的碼頭、垂入江中的數株楊柳等等，營造出江邊村莊所特有的優美景致。也因此，

經常作為婚紗、電影、廣告與電視劇的拍攝場景，更是攝影同好會最喜愛的攝影場所。 

兩水頭的另一個景點──櫸樹  

有著四百年樹齡的三顆櫸樹彷彿一棵同根而生的樹木般，形成了茂密的傘形樹冠，也成

為兩水頭村的亭子木。 仔細觀察位居中央的最粗壯樹木，不難發現從樹根部分所分裂

開的模樣，代表著這原來是兩棵樹木合而為一後所形成的大樹。第二粗的樹木因距地面

1.2 公尺處所裂開的兩根莖幹相乎纏繞而形成了長方形的空間，比鄰最粗樹木的樹枝生

長遲緩，使樹形顯得不平均。距離河岸最近的最小樹木僅有鄰近河岸處的樹枝茂密生

長，近最粗樹木部分幾乎未長樹枝。【南怡島】 

南怡島位於首爾至順川 63 公里處，長長的道路兩側種植著美麗的街樹。小島距順川不過 30 分

鐘,離首爾也才 1 個小時,是戀人或全家大小常觀光的景點.南怡島上的電線全都埋在地下，島上看

不見任何電線杆，自然的景觀完整而真實地展現在遊客面前。14 萬坪的南怡島綜合修養地四周

種植著蒼鬱的栗樹等，島中央還有一片寬 8 萬坪的草地。 島上設有研修教育場、野營露營場、

游泳池以及摩托艇和衝浪等水上遊樂設施。此外，遊樂場裏還有旋轉木馬、射擊場、滾輪式溜

冰場等遊樂設施。西歐風格的別墅和印度風格的小住宅以及停車場等設施也一應俱全。 

 

：飯店內用 ：韓式石鍋拌飯+涮涮鍋 ：人蔘雞風味餐+人蔘酒+麵線 

  OAK VALLY 或水安堡大明渡假村或同級 

 

第三天 

義林池 韓方世博會公園 (韓方足療免費體驗) 韓方茶療體驗 上黨山城

古印刷博物館 

義林池 

義林池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水利設施之一，擁有悠久歷史的名勝古跡，建造完成的年代

雖已不可考，但至少是從三韓時代即已經存在的古蹟。義林池像小時候郊遊去過的遊樂

場壹樣，成為堤川市民們和遊客們必去的地方。義林池的堤防邊上，是由松樹及柳樹所

形成的樹林，主要的樹種為已經有數百年歷史的老松樹，其餘還有柳樹、杉松樹、銀杏、

山櫻花等數種，形成了一片美麗的風景。 

韓方世博公園  

韓方世博公園是對韓方文化的理解和體驗傳統韓藥重要價值的地方。是集教育、文化、休閒于

一体的綜合性多功能空间，旨在增進大眾對韓方文化的認知，弘揚傳統醫藥學的文化價值。主

要營運設施有韓方生命科學館，國際發酵博物館，藥草草本展示場等地，是一處了解和體驗韓

方世界的好去處。 

韓方茶療法 

堤川流通著韓國 80%的黃氏和當歸，是草藥的故鄉，這次來到堤川當然不能錯過韓方茶療啦！

堤川韓方茶療法體驗場使用 100 余種多樣的可食用的韓藥 材進行提純的方法，是為老年人，學

生，職場人，兒童 等實現對癥下藥的休養咖啡館。。 

【上黨山城】 

這個名稱是三國時代從百濟上黨縣流傳下來，是個超過 4 公里的巨大環抱式石築山城。雖為統

一新羅時代初期新羅的西原小京在清州設立的，但在三國史記裡面則記載為金庾信的第三個兒

子元貞公築成。1716 年肅宗 42 年以石城改建，壬辰倭亂時，宣祖 29 年大大的修築而成。長



 

4.2 公里, 高 3~4 公尺，城牆的高度不依的以石材垂直的築成，城牆主要是以內托工法的技術將

沙土填充進牆中來建造的。東、西、南三個門幾乎依照原始樣貌保存下來，且三個門都築有門

樓。山城正門控南門為半圓形拱門，做為便門的東門和西門則為方形門，並分別設有東將台及

西將台。上黨山城 1970 年被列為古蹟地 212 號，山城內也建有韓屋村。 

【古印刷博物館】 

印刷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金屬活字本“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又名直指)，清州興德寺

址於 1992 年 3 月 17 日開館的古印刷專門博物館，世界首創並發展金屬活字印刷，使祖先的豐

功偉業得以永久流傳於後世，目前成為認識韓國印刷文化發達史的科學教育場地。另外，迎接

資訊與文化產業的 21 世紀，古印刷博物館透過‘直指’的資料庫(data base)人類的公認價值創出、

舉辦持續性的國際紀錄遺產研討會、透過與世界級印刷博物館(德國、中國等)姊妹結盟的研究、

合作事業等，致力於讓韓國祖先們所完成的印刷文化能夠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並且發揮其

中心作用。 

 

：飯店內用 ：傳統烤肉風味餐+美味小菜 ：香菇肉片火鍋+美味小菜 

：清州 RAMADA 或大田 LOTTE CITY或儒城水安堡大明渡假村或同級(二人一室)或同級 

 

第四天 

昌慶宮 人蔘專賣店 韓國保肝靈 精緻美膚彩妝坊   FIRE MAN 

SHOW 救火英雄秀 首爾明洞 

【昌慶宮】 

昌慶宮在首爾市區內主要宮闕中，以春花最多、最美麗聞名。昌慶宮內的櫻花樹、梅花樹、櫻

桃樹、山茱萸樹、杏樹、躑躅等各種樹木每年 4 月萬花齊放，形成壯麗景觀。 

若於花季前往，可在玉川橋(1400 年代建造的石橋，韓國寶物第 386 號)周邊看到白色花雨紛紛

的絢麗景象。 

以櫻花最多且美麗聞名。其實流傳昌慶宮的櫻花並不是用來欣賞，而是種植作為新建宮闕的木

材之用，現在則是於 4~5 月時帶給遊客來昌慶宮欣賞美麗櫻花的樂趣。以通明殿北邊的山坡為

中心，到花階、春塘池附近不只有櫻花，還有梅花、杜鵑、迎春花等多樣的春花可欣賞。 

註：遇每周一休館日，則改參觀其他宮代替。 

◎【人蔘專賣店】被譽為東方靈草靈物的”高麗人蔘”，其養身治病的功效在韓國和中國民間廣為

流傳，因韓國具有人蔘生長最佳地理氣候條件，因此賦予地位之高的~高麗人蔘之名。您可選購

聞名世界天一級的太極蔘、人蔘精、人蔘粉及人蔘正果，對調身養氣有極大的功效。 

◎【高麗護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研究，用高、低分子分

離方法，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用的高分子多糖體，命名為 HD-1。HD-1 能將人體內

有害物質或低分子物質吸收並將之排出體外，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 

◎【時尚彩妝店】風靡全韓的知名化妝品相信是愛美的女人們必須購買的最夯商品，在這挑選

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讓辛苦上班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一樣可以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FIRE MAN SHOW 救火英雄秀】 

把印象中英雄形象忘記，來一場爆笑又讓人熱血沸騰的救火英雄秀吧!!於 2015 年 7 月全新推

出，即將成為韓國最 H.O.T 的劇碼。敘述一群英勇的消防隊 員，在一場火災發生時，在接到隊

長的指示後抵達現場，搶救火災現在的喜劇～其中片段具有緊張刺激的臨場感外，還帶有隊員

合作的真摯情感。這群救火英雄可以 順利的完成任務嗎？或者有更意想不到狀況發生呢？在

80 分鐘的表演中，精彩得讓您目不轉睛～深怕錯過一點點的精彩情節。這場搶救大戲～後誰才

是英雄？讓我 們一起拭目以待！ 

【首爾明洞】位於首爾中區，是韓國代表性的購物街，不僅可以購買服裝、鞋類、雜貨和化妝

品，還有各種飲食店，同時銀行和證券公司雲集於此。和中低價位的南大門、東大門相比，明

洞的商品以中高價位爲主。明洞大街兩旁都是高級名牌的店家，明洞大街兩側的小巷裡都是中



 

價位品牌的商店和保稅商店。 

：飯店內用 ：孔陵一隻雞 
： 《時尚玩家推薦》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炒飯 

： INCHOEN CHOYANG 或/ INCHOEN L'ART CITY 或 ANYANG IRUDA 或 ANYANG CS PREMIER 或 

INCHOEN THE DESIGNERS  或 SUWON PACIFIC 或同級 

 

第五天 

南山公園+首爾塔(不含電梯券)+愛情鎖牆 土產店 仁川 桃園 

【南山公園+Ｎ首爾塔】 

圖書館到八角亭、從八角亭到獎忠國立劇場的路上迎春花、金達萊、櫻花盛開，非常美麗，還

可以觀賞植物園和噴泉。於南山公園內，不僅可以看到櫻花，連翹、杜鵑花也當仁不讓，相繼

開花，構成一條花步道。自國立劇場至南山塔的南方循環道路(長 3.1 公里)和自南山纜車搭乘處

起的北循環道路(長 3.2 公里)都屬櫻花道。北循環道路屆時將進行車輛管制，步行時間約 1 小時

30 分，適合喜愛健行、慢跑的遊客。 

位於南山上是首爾市的象徵，1980 年起對大眾開放，每天都有多遊客前往。2005 年 12 月 9 日

重新裝潢並更名為 N 首爾塔後，更是擺脫了老舊的外觀，以嶄新的面貌示人。除了表演、展覽

和影像設施，並有高級餐廳、咖啡廳入住，形成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旅遊空間。情人鎖牆位於別

館上方，是擁有一大塊木頭甲板，並可以欣賞美麗景致的地方，這裡充滿異國風情，所以特別

受情侶的喜愛，尤其是鐵護欄上掛了許多鐵鎖，是愛情的象徵，因此成為新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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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看一遍，親自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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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門寒士火烤兩吃 ：X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