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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色之島－濟州                                                            http://cyber.jeju.go.kr/  (中文版) 
濟州島具有異國風情和美麗的自然景觀，成為韓國人夢和幻想的島嶼，它也是韓國極具代表性的旅遊勝地。濟州島擁有的健
康旅行、休閒運動、體驗旅行、高爾夫旅行、攝影旅行、登山旅行、一年四季華麗的景色及豐富多彩的慶典活動，正等待著
您來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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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唯一 飯店再升等★ 【市區特一五花級酒店】與珍藏級渡假村 享受最舒適的度假環境！     

 麗晶藍色海洋飯店 Regent Marine The Blue【面海房】 

2016 年開幕，位於濟州海邊，能夠享受絕美濟州海

景。客房提供舒適的住宿環境，明亮空間與各種服

務，讓您能夠在飯店愉快的享受渡假之旅。距離鬧

區也只需約十分鐘距離，是逛街享受美食的首選飯

店。早上享用飯店早餐，搭配美麗的海景，絕對是

渡假最完美的享受。另外，飯店提供多樣化的早餐

選擇，絕對能夠滿足房客挑剔的味蕾。飯店更設有

游泳池、健身中心、商務中心、便利店等服務。  

※ 若入住濟州藍色海洋飯店房型升等為面海房 

(特別注意：若指定三人房則無升等面海房型) 

    雲雀酒店 Hotel Whistle Lark 【面海房】   

享有美麗海景，並設有室外游泳池、餐廳和會議

室。提供免費 WiFi 及私人停車場。客房均鋪有

地毯，並配有迷你吧、冰箱、平面電視和電熱水

壺。個人衛浴內配有吹風機、免費盥洗用品、拖

鞋和免治馬桶。從飯店前往濟州機場不到 15 分

鐘車程。 是高山、居民友善、觀光的絕佳選擇。 

*若入雲雀酒店房型升等為面海房  

(特別注意：若指定三人房則無升等面海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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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升等!濟州必吃美食，新鮮美味海鮮料理【TANG196 豪華海鮮嫩雞鮑魚鍋(價值$88000 韓幣)】  
綜合濟州當地最新鮮的海鮮料理滿足味蕾與視覺。前往濟州島旅遊的

同時，享用韓國最新最道地的特有美食，出國渡假超值享受！ 

 

 

 

 

 

 

 
 

 

★ 正宗韓國濟州婆婆的店 ★ 達多里安東嫩雞+韓式炒冬粉+海鮮大醬湯+韓式拌飯+季節小菜   
說起婆婆的手藝最不能忘懷的韓式美味：以濃郁惹味的秘製醬汁，再

混合馬鈴薯、洋蔥、嫩蔥絲…等材料烹煮的達多里安東燉嫩雞，另外

韓國家常湯品不可或缺的海鮮大醬湯，大碗拌飯可說是穩坐韓國組合

餐食「難忘寶座」的第一候補呢！ 

 
 
 

 

 
 

 

圖片僅供參考，海鮮食材以餐廳提供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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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台灣虎航 

每週二、三發 ( 四天三夜 ) IT-654 
桃園 06:40/濟州 09:35 

IT-655 
濟州 10:30/桃園 11:35 台灣虎航 

每週五、六出發 ( 五天四夜 ) 

(航班時間僅供參考，正確時間請以出發說明會資料為主；因應航班時間不同，行程順序將調整，內容不變) 

＊ 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退不可更改回程或延回，無退票價值。 
＊虎航行李規定： 
╠拖運行李：20 公斤(不限件數) 

╠手提行李：每位旅客僅可攜帶兩件總重量不超過 10 公斤 (手提行李與限一件登機行李箱，合計兩件)，體積小於

54cm x 38cm x 23cm 的手提行李進入飛機機艙，隨身物品與手提行李均需由機場工作人員測量大小、數量、重量

等進行確認，並標示手提行李識別黃色標籤。 

╠加購行李：可以 5公斤 200 10 公斤 500 15 公斤 800 20 公斤 1150~開票前加購。 

 
 

 

第一天 

台北 濟州 漢拏山國家公園【觀音寺】 韓國文化體驗館【手做泡菜+
韓服體驗】 龍頭岩+龍淵吊橋 ICE 冰雕博物館+3D 奧妙藝術館  
塗鴉秀 

今日於台北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後，由專業人員為您辦妥登機手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東方
夏威夷濟州島。 
【觀音寺】 
此寺宏偉外觀華麗，入口處有 108 尊雕刻佛像。寺院內可以參觀大雄殿、冥府殿、不二門
等分院。這裡有 1999 年被指定為濟州島有形文化財第 16 號的大雄殿木造觀音菩薩坐像與
濟州紀念物第 51 號王櫻花樹自生地、43 遺跡地等，深受歡迎。 
韓國體驗營【學習製作泡菜+韓服攝影】 
可了解馳名世界的發酵食品泡菜製作過程，安排體驗製作泡菜和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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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兼具曲線與直線之美，您可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恆回憶。 
【龍頭岩】 
神話傳說中的一條巨龍，傳說中一條巨蛇盼望成龍，竟偷走了漢拏山神的珍珠，遭山神發
現而變為石頭。 
【龍淵吊橋】 
天然的兩側岩石及清流的河水造就美麗的風景，吊橋入口處還有可供情侶示愛的愛情仙人
掌喔。 
【ICE 冰雕博物館】 
世界第一個四季常設的室內冰雕展示館。全年保持零下 5℃，任何時候都可以感受寒冷刺
骨的冬天。 
【3D 奧妙藝術館】 
巧妙的利用視覺感觀上的遠近感、燈光折射的明暗度以及 3D 立體圖案，讓人產生錯覺。 
【塗鴉秀】 
非語言公演塗鴉秀 HERO 是一場顛覆大家想像的美術表演，將作畫過程原封不動地搬上舞
臺。不僅是韓國最初的的美術公演，也是世界首例。把美術與戲劇、音樂劇結合，約 80
分鐘的表演裡，表演內容從小至圖畫紙，大至整個舞台，以各式各樣的素材技巧帶給觀眾
們驚喜與感動。 

：機上輕食 ：四季香童子人蔘雞 ：章魚海鮮火鍋+季節小菜 

：【特一五花級✤✤✤✤✤】 

Regent Marine The Blue 麗晶藍色海洋飯店 (16 年 2月開幕 http://hotelrmblue.com/hotel)  

＊在享升等面海房、 (特別注意：若指定三人房則無升等面海房型) ＊ 或 

Hotel Whistle Lark雲雀酒店【面海房】(http://whistle-lark.hotelsinjeju.com/en/) 或同等級 

 

第二天 

泰迪熊野生動物王國【贈泰迪熊娃娃吊飾一隻】 HAPPY TOWN 摩托車

秀 噢雪綠茶博物館 山房山【賞油菜花田】 天帝淵瀑布 噴射快艇

【柱狀節理帶巡禮】 濟州漢拏夜市 

【泰迪熊野生動物王國】 
由泰迪熊和各式各樣的動物玩偶組成的可愛「動物園」，無論是大人或小朋友，都很難抗
拒這一個充滿童趣與歡樂的世界，遊客都可以近距離的觸摸和拍照。 
【HAPPY TOWN 摩托車秀表演】 
此項特技表演廣受外國遊客好評，在坊間行程中均屬「自費」行程，本行程雖為優惠行程，
但行程的精彩度絕對不減！一個小時的表演，您將看到超越人體極限的體操表演，僅靠一
根繩子的空中飛人；在一個鋼製的巨型圓球體內，看摩托車飛快的在球體中上下左右轉，
完全無畏地心引力精彩刺激讓人看的血脈噴張。 
【噢雪綠茶博物館】 
韓國名茶牌子雪綠茶的製造企業(株)太平洋開設的綠茶博物館。博物館佔地 1650 平方米，
館內包括學習茶的歷史、生產過程等。 
【山房山】 
是個視野良好的鐘狀型火山。相當具有特色的景觀是瀛洲十景之一，可觀賞山頂被雲層環
繞等優美景觀，山麓間可觀賞到截然不同的氣候特徵。 
【天帝淵瀑布】 
天帝淵溪谷上有一座華麗的仙臨橋，在橋上可觀賞濟州島最大的瀑布，是少見的三段式瀑
布。第一段和第二段瀑布可在近處觀看。第三段瀑布位於溪谷下游，必須步行下達深谷底
處方可一窺其貌。 
【噴射快艇】 
穿上救生衣後準備享受緊張刺激的海上之旅，當快艇高速平穩的在海面上行使，駕駛會讓
您提聚您的注意力，快艇呼左呼右的行駛後再來一個 360 度的高速旋轉讓您驚呼連連。 
(此快艇一般您得到紐西蘭乘坐.現在您在濟州島就可以享受的到了)。 
【濟州漢拏夜市】 
濟州近來知名的夜間人氣景點，熱鬧程度不輸給首爾的夜市。整個區域都裝飾有可愛的照相
區，還有販售濟州當地特色商品的自由藝術市場。而各式餐車前總是人潮不斷，因為有著許多

http://hotelrmblue.com/hotel
http://whistle-lark.hotelsinjeju.com/en/)%2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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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美食，如巨型火雞腿、黑豬肉排或新鮮鳳梨汁，可以滿足所有人的口腹之慾！ 

：飯店內用早餐 ：豪華總匯自助餐 ：韓式五花肉+醬燒豬排吃到飽 

：【特一五花級✤✤✤✤✤】 

Regent Marine The Blue 麗晶藍色海洋飯店 (16 年 2月開幕 http://hotelrmblue.com/hotel)  

＊在享升等面海房、 (特別注意：若指定三人房則無升等面海房型) ＊ 或 

Hotel Whistle Lark雲雀酒店【面海房】(http://whistle-lark.hotelsinjeju.com/en/) 或同等級 

 

第三天 

韓國國寶～人蔘專賣中心 益肝寶專賣中心 彩妝店 Ecoland 歐洲
森林英式小火車 城邑民俗村【品嚐蜂蜜茶或五味子茶】 城山日出峰
【世界文化遺產】 濟州短腿馬體驗公園【騎馬+餵食體驗】 加時里鹿
山路(賞櫻＊+油菜花路) E-MART 超市或樂天超市 

◎人蔘專賣中心：韓國國寶(高麗人蔘)之所以優於其他蔘類，不僅僅是因為其品種不同

於美國的西洋蔘和中國的田七蔘，更主要的是因為高麗人蔘生長的地理條件優良。主要

栽培耕種地區在北緯 36-38 度，生長期較其它國家(3-4 年)長，為 6 年。使高麗人蔘得到

充份發育。因此高麗人蔘的內部組織結實與細密，可長期保持原有的香味。 

◎益肝寶專賣中心：韓國護肝寶是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具有清肝明目．通經解毒之功

效，而且韓國護肝藥對Ｂ型肝炎,的療效為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比同科之植物及其他西方

藥物為佳。 

◎彩妝店：韓國最有名的化妝品店，萃取天然原料製成，送禮自用兩相宜，讓您從頭到

腳水噹噹。 

【Ecoland 歐洲森林英式小火車】 

於 2010 年 11 月啟用，也是濟州島熱門的行程，全區瀰漫濃濃的歐洲童話風情共有五台

英式小火車漫遊整個園區，是闔家出遊踏青或情侶散心最佳去處。 

【城邑民俗村】 

在這裡現有 400 餘棟房屋，被指定為韓國民俗資料保護區，以茅草覆蓋的屋頂，石頭疊

砌的院牆，以及用“丁囊”取代門戶的民宅，質樸可愛，至今仍有人在這裡居住生活。 

【城山日出峰】 

為漢拏山 360 個止火焰山之一，是世界最大的突出於海岸的火山口，攀登 30 分鐘左右到

達山頂；由此也可觀看日落，加上可以瞭望一片廣闊的牧場，美不勝收，令人嘆為觀止。 

【濟州短腿馬體驗公園】 

培育朝鮮時代進獻給國王的頂級馬匹，仍堅守著 600 年前的畜牧傳統。為騎馬場、咖啡

廳、野營場於一身的綜合文化空間，特別安排餵食及騎馬體驗，性情溫馴的迷你馬大

大降低危險度，連新手也可在教練的指導下，安全自在的騎在馬背上，沿途欣賞

濟州美景。 

【加時里鹿山路】 

號稱濟州春天最美麗道路，春天時大片油菜花綿延，後方還有大王櫻花樹作為美麗背

景，長約 10km 的公路又黃、又粉爭奇鬥豔，使整條道路像幅畫般美麗。 

【E-MART 超市或樂天超市】 

這裡可以一次購買到韓國最著名的泡菜、海苔、糖果、泡麵等著名零時與各式紀念小物。 

：飯店內用早餐 

：正宗韓國濟州婆婆的店  

達多里安東嫩雞+韓式炒冬粉+ 

海鮮大醬湯+韓式拌飯+小菜 

：【美食大推薦】TANG196 

豪華海鮮嫩雞鮑魚鍋 

(四人一鍋韓幣 88000元) 

：【特一五花級✤✤✤✤✤】 

Regent Marine The Blue 麗晶藍色海洋飯店 (16 年 2月開幕 http://hotelrmblue.com/hotel)  

＊在享升等面海房、 (特別注意：若指定三人房則無升等面海房型) ＊ 或 

Hotel Whistle Lark雲雀酒店【面海房】(http://whistle-lark.hotelsinjeju.com/en/) 或同等級 

http://hotelrmblue.com/hotel
http://whistle-lark.hotelsinjeju.com/en/)%20或
http://hotelrmblue.com/hotel
http://whistle-lark.hotelsinjeju.com/en/)%2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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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濟州 桃園 

早餐後，由本公司代表辦理一切出境手續搭乘豪華班機返回台北，結束這五天美好的旅
遊。 

：飯店內用早餐 ：X ：X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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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退費處理，敬請見諒。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 報價不含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天台幣$200 元。若 10 人成團不派領隊一樣支付小費台幣 200 元。 
＊ 託運行李公斤數 20 公斤，手提行李 10 公斤。 
＊ 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退不可更改回程或延回，無退票價值。 
＊ 小孩佔床與大人同價；小孩不佔床 四天減 500元、五天減 1000 元。 
＊ 單人房差：四天加價 6000元、五天加價 8000元 
＊ 本行程中若有一天脫隊需加價：USD$150 
＊ 本行程報價僅供持台灣護照旅客，若持外國護照、韓國華僑者需加價：USD$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