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解封玩韓國首爾五日遊 

售價：$38800 起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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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航空 BR 160 桃園 仁川 1515 1845 

2 長榮航空 BR 159 仁川 桃園 1945 2125 

 

 

第一天 

桃園 仁川  

【仁川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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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川辣雞排 

：首爾 SEOUL GARDEN OR  KUKDO OR 漢江 RAMADA 或明洞 IBIS STYLE 或同級 

 

第二天 

 樂高樂園 LEGOLAND{含門票} 三岳山纜車 

【樂高樂園 LEGOLAND】 

2022/5 月全新開幕，是全亞洲最大且唯一建在島上的樂高樂園！園區內一共規畫７大主題區，

包含樂高城堡、樂高幻影忍者世界、海盜海岸、迷你樂園、樂高城市、積木之國、積木街，占

地約 28 萬平方公尺（約 84700 坪），規畫 40 多項遊樂設施，經典必玩的雲霄飛車、自由落體、

海盜船通通有，讓大人小孩都能玩到不亦樂乎！園區裡更是打造「樂高積木度假飯店」，繽紛童

趣的城堡建築外觀，園區更設有美食、紀念品商店也是來遊樂園必逛之地。 

【三岳山纜車】 

韓國最長 3.61 公里纜車，春川三岳山湖纜車是韓國最長的纜車，全長 3.61 公里，從三川洞穿過

義岩湖連接三岳山。在山、湖、城市和文化共存的春川新地標——春川三岳山湖纜車上創造新

的體驗和回憶。義岩湖站（下站）設有餐廳、便利店、咖啡廳、紀念品商店，可以一邊眺望義

岩湖和三馬克山，一邊放鬆身心，留下美好的回憶。 

：飯店內用早餐 ：發韓幣 6000 ：韓式傳統烤肉 

：洪川大明渡假村或同級 

 

第三天 

抱川藝術谷{含單軌列車} 抱川馬格里博物館 

【抱川藝術谷】+【單軌列車】 

抱川 Art Valley 所在地原為廢棄的花崗岩採石場，1990 年代中後期停止生產，為避免廢置對於

環境造成的破壞，2009 年這裡成為韓國首座環境再利用的複合性文化藝術空間。2014 年參訪

抱川 Art Valley 的訪客突破 100 萬人，為了慶祝這個突破抱川 Art Valley 特別設計了許多計劃展

示、週末表演、計劃表演等等。另外，可以想像及體驗浩瀚無垠的宇宙的抱川 Art Valley 天文科

學館，也在 2014 年 8 月 1 日開幕了，內包含有遊戲體驗和宇宙科學展示、最尖端的 4D 影像館、

觀察星座的天體觀測館。 

【抱川馬格里博物館】 

於京畿普羅旺斯抱川的啤酒廠和韓國傳統酒精博物館。它是由一家 Baesangmyeon 米酒釀酒廠創



立的，旨在介紹韓國傳統的酒文化。Sansawon 的意思是“山楂的花園”。博物館內陳列著釀酒

工具和一些相關文件。參觀者還可以了解韓國人是如何製作自釀白酒的，並品嚐這裡釀酒廠生

產的一些酒類。展廳外陳釀酒的大罐子不容錯過！ 

：飯店內用早餐 ：安東燉雞 ：韓式部隊鍋 

：首爾 SEOUL GARDEN OR  KUKDO OR 漢江 RAMADA 或明洞 IBIS STYLE 同級 

 

第四天 

景福宮 青瓦臺 北村韓屋村+三清洞 東大門 

【景福宮】 

建於 1395 年是五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計最美麗的宮闕。景福宮中最具朝鮮時期代表性

的建物就屬慶會樓與香遠亭的蓮花池，至今仍保有當時的面貌，勤政殿前的石階與石雕等，也

都是當時雕刻藝術的代表。目前興禮門外西側建有國立古宮博物館，景福宮內香遠亭東側則有

國立民俗博物館。 

【青瓦臺】 

青瓦台是體現韓國人的精神與氣概的地方。從高麗時代開始就用作皇宮，也曾用作科舉考場，

1948 年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後用作總統宅府，開始稱之為「景武台」，1960 年改稱為「青瓦台」。

現在的青瓦台本館和官邸是盧泰愚總統在任時新建的‧青瓦台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的青瓦，古

意盎然。主樓背靠北岳山，與青瓦及房頂的陵線，相映成趣，渾然天成，莊嚴無比。 

【北村韓屋村】 

在此可感受到融合現代與傳統的美，體驗不同魅力的傳統文化，深受外國觀光客們喜愛。北村

韓屋村為擁有 600 年歷史的傳統居住地區，完整保持著朝鮮時代上流社會曾居住的瓦房與舊巷

道，依據米其林旅遊指南描述，令人聯想到從中世紀開始王公貴族們住宅聚集的巴黎左岸的貴

族資本主義傳統。  

【三清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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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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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個綜合購物大樓和 3 萬多個專門商店、5

萬多家製造公司，是首爾的購物王國。現代購物大樓是以鬥山大廈、MIGLIORE、FREYA 大厦

爲中心的零售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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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麗的燈火和擁擠人群的東大門市場夜景比白天更絢麗。

並且隨著爲外國人提供方便的設施不斷增加，來這裏的外國人也與日俱增。以日本遊客爲中

心，中國、臺灣等東南亞地區的外國遊客居多，其原因不僅在於價格便宜，而且因爲這裏的時

裝比較前衛。很多人稱讚這裏的服裝質量也很好。因此，最近俄羅斯、蒙古、非洲地區的服裝、

飾物批發商也來到這裏，形成了一個多國購物的空間。 

：飯店內用早餐 ：土俗村人蔘雞 ：年糕起司鍋 

：首爾 SEOUL GARDEN OR  KUKDO OR 漢江 RAMADA 或明洞 IBIS STYLE 或同級 

 

第五天 

百樂達斯飯店參觀《我的出走日記拍攝地》 開港場街 仁

川 桃園 

【百樂達斯飯店】 

位於川機場旁約 10 分鐘車程，近期超夯韓劇《我的出走日記》拍攝場景之一就在仁川的「百樂



達斯城」，「PARADISE CITY」是頂級度假村，擁有賭場、免稅店、露天泳池、保齡球館、汗蒸

幕、藝術展館、四間頂級餐廳及購物廣場，並有 3 間娛樂設施：CHROMA 夜店、CIMER 汐美

SPA、WONDER BOX 室內樂園...等高端設施。 

【開港場街】 

仁川於 1883 年開放港口，而開港場街即為可一窺此地開港以來百年歲月積累的歷史與文化之

處。這裡原封不動地保存了舊日本領事館(今 仁川中區廳)、日本第 1 銀行仁川分行、日本第 18

銀行仁川分行、日本第 58 銀行仁川分行等近代建築，同時還可看到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仁川藝

術攝影平臺、濟物浦俱樂部等留有歷史痕跡之建築，並聽取相關導覽。附近有仁川文化觀光解

說員常駐，若事先預約，即可在解說員的帶領下進行徒步旅遊，深入了解這裡的歷史，大受家

庭與團體旅客的歡迎。 

：飯店內用早餐 ：大豆燉排骨 ：X 

：溫暖的家 

 

 
  【遵守韓國及台灣政府之防疫方針】 
    訪韓觀光防疫遵守事項請參考：  

    Visit Korea 韓國旅遊安全指南→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TRI/TV_CHT_2_COVID.jsp#tab4) 

 

1.旅遊行程相關防疫規範，皆依出發當日至回程當日旅遊地區當地與本國政府之最新入出境防疫規範為主。 

2.韓國觀光旅遊規範如下： 

●持有台灣、澳門、日本護照者，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至 10 月 31 日止，可於出發 72 小時前申請 K-ETA 免簽入境韓國。之後

入境韓國需自行申請觀光簽證 C-3-9 簽證或 K-ETA(依韓國政府規定為主)。 

●本行程報價不包含申請觀光簽證、K-ETA。 

●C-3-9 觀光簽證-免費，核發需 20 個工作天，需親自到駐台北韓國代表部申請。 

●K-ETA-韓圜 10,000 (約台幣 250)，核發至少需 72 小時，透過網站或 APP 申請。 

●政策隨疫情調整最新消息請鎖定，韓國觀光公社-台北支社或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疫情期間請配合下列事項辦理】 

„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應避免參加旅遊。 
„有發燒者(耳溫≧38℃；額溫≧37.5℃)者，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 24 小時後，才可參加旅遊，如旅遊開始當
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另如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之對象，亦應避免參加」。 
 【上述解約退費原則】 
„出發前，旅客如列入「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對象，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旅行社如有
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出發當日，旅客如有發燒者(耳溫≧38℃；額溫≧37.5℃)者、曾發燒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未達 24 小時或列
入「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對象，旅行社如有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
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旅遊途中： 
o 旅客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症狀，應協助旅客就醫，旅行社如有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
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o 旅客列入「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對象，旅行社應為旅客安排返回原出發地或經雙方協議之適當地點，旅行社如
有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有關疫情相關訊息，請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查詢。 

 

●不包含導遊、領隊小費（每人每日約 NT$300 *5 天＝NT$1500）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不含韓國簽證費用、K-ETA 電子旅行許可證 

●不含旅遊平安保險及旅遊不便險等其他私人保險項目 

●不含台灣及韓國兩地因防疫政策而產生之相關費用（PCR 檢測及證明等費用、台灣疫苗施打證明費用、防疫保險等等） 

●敬告素食客人，韓國除了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為主。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

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 

●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TRI/TV_CHT_2_COVID.jsp#tab4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

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移民署相關規定】 

●韓國外站航空公司抓團體行李超重非常嚴格，會要求每位貴賓個別辦理 CHECK IN 掛行李，每位貴賓行李不可超過 20 公

斤，若超重者，會要求現場補足超重費用（超重費需由各位貴賓自行支付）特此提醒貴賓。 

●韓國因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大型車停車超過 3 分鐘即須熄火關閉引擎，否則將會記點罰款，所以一般是等客人上

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請見諒。 

●韓國 2012 年最新入境規定：韓國法務部公告：自 2012 年 01 月 01 日起年滿 17 歲以上的外國旅客入境韓國時，需留下《雙

手食指指紋及臉部照片資料》。請參考韓國觀光公社。 
●貼心小提醒：本行程基於貴賓《人身安全》，全面禁止行程中脫隊，若有貴賓要行程中脫隊，建議改走【自由行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