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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的城市~首爾。充滿著愉快因數~傳統和現代文化和諧共存的城市旅遊的起點。 
首爾是一座充滿著慶典的城市，隨時都會舉辦跨越人種、語言和年齡的充滿樂越的各種慶祝活動，創造了只屬於自已的
新文化，並享受購物、娛樂，還有寬闊的環保公園、古蹟，將首爾營造成傳統與現代合諧共存的新興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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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桃園 仁川 清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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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溪川】 

為首爾響叮噹的名字，在都市之中繫一條生命活水，繫一條強烈的生命力量，更是首爾注重文

化產業的象徵，也是使首爾邁向一種新穎的面貌，更是一種施政魄力的展現，焦距外國人的目

光慕名而來，享受人文與自然結合的風光。 

：X ：X 
：《時尚玩家推薦》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炒飯 

：首爾 5 星龍山 NOVOTEL 或 GRAND HILTON 或同級 

 

第二天 

水原華城 華城列車 華城行宮 八達門市場 韓國民俗村  

原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水原華城」】 

已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水原華城是兼具功能性與美感的偉大建

築，走在綿延不絕的城牆上，將能感受從中散發出的神祕氛圍，震撼於其壯觀規模。再

加上旁邊就是傳統市場、小吃街、工房街等的鬧區，給人精采豐富之感。 

朝鮮第 22 代君王正祖在將因黨派鬥爭而於 27 歲遭到犧牲的父親思悼世子的墳墓遷移至



當時最佳的風水寶地水原時，建造了水原華城。總長 5.7 公里，數量超過 40 個的建築物

耗費了約 2 年半的時間，能在短短時間完工的理由則在於積極使用了西方的科學技術，

也使得水原華城成為網羅東西洋築城技術之大成的佼佼者。 

【搭乘華城列車】 

華城列車為能輕鬆遊覽水原華城的精采方式，從供奉華城之神的祠堂城神祠出發，可依

序參觀華西門、長安公園、長安門、華虹門、練武臺等，絕半的水原華城地區。華城列

車的車頭以象徵君王的龍口咬如意珠的模樣裝飾而成，整體採君王所使用的紅色，充滿

獨特風采。 

【華城行宮】 

韓劇《大長今》外景第「華城行宮」所謂的「行宮」係指君王在出宮時所暫時居住的別

宮，位於華城的行宮之規模遠比其他行宮還要宏偉優美，根據史料記載，正祖在退位之

後，便與母親惠慶宮一同在鄰近父親陵墓的華城行宮度過餘生。因此行宮如同是王朝的

正宮景福宮的縮小版，在建造當時嚴格遵守著王宮的築造規法，以王室為背景所製作的

韓劇《大長今》在華城行宮進行拍攝的理由正在於此。 

【八達門市場】 

君王所建造的傳統市場，以八達門為中心，聚集著擁有傳統與歷史的市場，包括八達門

市場、榮洞市場與池洞市場，其中的八達門市場為 220 年前，因君王命令而首度成立的

市場，可說是正祖為讓「水原」除了在文化方面之外，更成為一座經濟穩定的城市，在

其遠大夢想中的一部分計畫。直到目前為止，這些市場都仍保有巨大規模，不僅是水原

市民，更吸引了周邊地區居民到訪。雖為傳統市場，但卻具備著現代室內設施，不論天

氣好壞，一年到頭都能在舒適的空間中選購便宜、豐盛且值得信賴的當地商品。而傳統

市場的最大魅力莫過於各種美食！將參觀市場作為旅遊的最後一站，市場特有的生動風

貌將讓水原之旅更加多采多姿。 

【韓國民俗村】 

民俗村內保存民族文化資源，並且作為延續後代更加了解固有文化的教育學習場所，以

及專為海內外遊客介紹韓國傳統文化而建立的。民俗村的構造選擇呈現朝鮮後期當時的

生活景象，尤其是展現出當代士農工商階層文化、巫俗信仰、歲時風俗等各式面貌。另

外依地區特色完整再現當代傳統農宅、民宅、官宅、官衙、書院、韓藥材店、書塾、樓

亭、鐵匠鋪、市集街道，以及擁有 99 個隔間的兩班住宅等建築物，以藉此來更加瞭解

朝鮮時代人民的生活。 

：飯店內用 ：韓式傳統烤肉 ：利川皇家米飯屋 

：OAK VALLEY 或楊平韓華或龍仁韓華或同級 

 

第三天 

MUSEUM SAN 美術館 龍門寺千年銀杏 

【MUSEUM SAN  http://museumsan.org 】 

建築師安藤忠雄精心設計的 MUSEUM SAN(舊 韓松博物館)，座落於廣闊且豐饒的自然

環境中，由迎賓中心、本館與三個庭園所組成。經過讓人聯想到巨大城郭的迎賓中心後，

便進入石竹花盛開的花之庭園，再慢慢往前穿過白樺樹林，就到了水面閃著粼粼波光，

讓人一時間睜不開眼的水之庭園，而後走過本館，還可欣賞到由韓國美麗名山獲得靈感

的 9 座石山，以巧思打造而成的石之庭園。 

博物館的本館可分為兩個藝廊，分別是可重新發現紙的意義與價值的紙藝廊，以及擁有

版畫工房與展出韓國近現代繪畫與雕塑品的青鳥藝廊。而在石之庭園的盡頭處，還有專

門展出光線藝術大師詹姆斯‧特瑞爾(James Turrell)作品的詹姆斯‧特瑞爾館，是世界首

座能一次欣賞到其藍天空間(Skyspace)、地平線(Horizon)、全域感官(Ganzfeld)與劈裂

(Wedgework)等作品的公開展覽館。 

【龍門寺】 



庭院內還有棵樹齡 1100 年，高 60 公尺，周長 14 公尺，為亞洲之最的銀杏樹，被列為天

然紀念物第 30 號而受到保護。 

依據傳說，此棵銀杏是新羅的麻衣太子喪國時，懷抱著悲痛往金剛山逃亡的途中所種下

的。 到了龍門寺的話，雖然大多數人皆環繞銀杏樹眺望四周美景，然而半徑 3 公里以

內還有龍形浮刻、岩石庭院、正智國師浮屠等相當值得一覽的秀麗景致。從海拔 1,064

公尺龍門寺前往位於山腰的上院庵，來回也只需 1 小時。 

從龍門寺沿著溪谷往上 2 公里的話，可以在山中看到類似龍角的龍形浮刻，從此地再往

上 1 公里的話，便可觀賞到 100 個可以供人坐著休憩，聚集眾多大型岩石的岩石庭院。

此外，龍門寺還設有著廣受孩童們喜愛的遊樂公園，因此吸引許多攜家帶眷前來遊玩的

觀光客們，還有旋轉木馬、碰碰車、家庭雪橇等可供遊玩。 

：飯店內用 ：馬鈴薯燉大骨 ：香菇野菜拌飯 

：首爾 5 星龍山 NOVOTEL 或 GRAND HILTON 或同級 

 

第四天 

晨靜樹木園 香草島樂園  

【晨靜樹木園】 
為擁有 33 萬㎡被美麗花朵覆蓋的大規模庭園。遊客在群花盛開的庭園和蔚然蔥鬱的松

樹林間舒服安適地享受大自然山林浴，還可以欣賞到包括水仙花、鬱金香、木槿花、菊
花等各式各樣美麗的野生花草。晨靜樹木園於 1996 年 5 月正式開放，由三育大學園藝系

韓尚慶教授所創立，以悠久歷史自豪的樹木園由 20 餘個栽種著各式美麗草坪和花圃的
庭園所構成，特點在於以多樣化植物素材來結合曲線和非對稱，成為極具風格特色的藝

術庭院。尤其是以韓國的錦繡河山為主題的下景庭園(Sunken Garden)，將朝鮮半島的模
樣實際以花朵植物打造出並完美呈現，成為園區內最受遊客們喜愛的人氣景點。另外擁

有包含 300 餘株白頭山植物在內共 5,000 餘種的花科品目，每個月定期舉辦展覽會和慶
典，不只是吸引家庭、情侶遊客前來參觀，就連攝影家、旅遊作家也都在這裡留下許多

特別又美好珍貴的回憶。 
旅遊路線售票處 - 故鄉家庭園 - 盆栽庭園 - 伊甸園 - 千年香 - 下景庭園 - 約束庭

園 - 下景觀景臺 - 韓式庭園 - 天空步道 - 天空庭園 - 月光庭園 - 野生花庭園 – 
拍攝外景地 

電影《情書》、《朝鮮名偵探》、《中毒》 
電視劇《笑吧！東海》、《原來是美男》、《這該死的愛》、《雲畫的月光》 

綜藝節目《無限挑戰》外景拍攝場地 
【香草島樂園】 

於 1998 年 10 月在抱川市新北面三政里開始營業，如今已發展為佔地 13 萬坪、採地中海
風，以「生活裡的香草」為主題的觀光農場。園內設有 DIY 體驗場、香草博物館、芳療

中心、香草餐廳、香草烤排骨、香草麵包店，以及販售香草相關商品的香草商店等。香
草島樂園全年無休，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各種地中海香草，並透過五感體驗享受身心靈的

休息。此外，每個月也會舉辦不同活動，週末在威尼斯村的戶外表演場還會進行各種精
彩的免費文化表演。與香草一同度過的療癒時光，抱川香草島樂園  近來的熱門話題已

從「健康」逐漸轉變為「療癒」，對於壓力甚大的現代人來說，最需要的莫過於能放鬆
身心的場所與氣氛，而符合這一需求的媒介之一正是「香草」。現在就到抱川香草島樂

園，用香草芬芳與效能紓緩身心的緊張吧！  在抱川香草島樂園裡，就算只是呼吸也能
讓人心情愉悅，每一次眨眼，都讓人變得更加幸福。猶如想像中的烏托邦，空氣裡瀰漫

著迷人香氣，四周儘是繽紛花朵。 仿造巴特農神殿的建築、法式風格的典雅空間等，
充滿童話般美妙風光的香草島樂園讓人感受截然不同的異國風情。 

：飯店內用 ：抱川新北面南瓜鴨 ：香草豬排飯  

：首爾五星:龍山 NOVOTEL 或 GRAND HILTON 或同級 

 



第五天 

松島未來城市~仁川松島三碗文化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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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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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用 景福宮烤肉定食 ：X 

：溫暖的家 

 

◆◇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