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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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 634 桃園 仁川 1250 1615 

２ TG 635 仁川 桃園 173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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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套餐 
：《時尚玩家推薦》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炒飯 

：首爾特二級 GOLDEN SEOUL HOTEL   

http://www.goldenseoul.com/ 

 

第二天 

韓國民俗村 MUSEUM  SAN 美術館 

【韓國民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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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演活動包括農樂、馬術武藝、傳統婚禮儀式在內等演出，其他特別主題活動也會依季節來舉

行，特別是每年 5 月會進行朝鮮文化體驗活動「Welcome to 朝鮮」，讓人猶如坐上時光機回到

過去的朝鮮時代。其他設施包括雪橇場、韓國唯一再現火山爆發情狀的大規模家庭公園等休閒



育樂設施，而在民俗村的市集上，還可以品嚐到蒸餅、麻糬、烤乾明太魚、綠豆煎餅、蔥餅等

韓國傳統年糕和各式下酒菜美食等，以及最受遊客們歡迎，採用古法釀製的冬冬酒(傳統小米酒) 

<民俗村主要參觀景點>* 官衙* 中部地區兩班家* 濟州民家* 鬱陵島民家 

<公演活動>) 農樂(公演場)／10:30、14:00    馬術武藝(公演場)／11:30、15:00   傳統婚禮

儀式(22 號兩班家，12~2 月暫停)／12:00、16:00  國樂 B-Boy: 13:00、15:30 

* 戶外表演可能因天氣或內部因素變更或取消 

【MUSEUM SAN】 

這裡也被喻為韓國最大的庭園美術館，裡面有 3 個截然不同的主題庭園。分別是迎賓 Flower 

Garden（花之庭園）擺設了 Mark di Suvero 的大型裝置藝術《For Gerard Manley Hopkins》，再

通過 Alexander Liberman 在 Water Garden（水之庭園）打造的 Archiway 拱門後進入美術館，逛

完美術館後要去 James Turrell 館會經過後院 Stone Garden（石之庭園）。 

- 建築 -- 

美術館內處處都是安藤忠雄的經典設計元素，室內光滑的清水模結合戶外粗糙的坡州石牆形成

了強烈的對比；每個轉角處與空間都非常完美，不管是Ｖ字角走廊或是樓梯間的走道，還有引

入自然光的中庭空間。 

由於這是 Hansol 集團（韓國紙品化工公司）所建設的博物館，所以這裡最主要收藏的作品都是

Hansol 集團（韓國紙品化工公司）的創始人和顧問＿Lee In Hee 的收藏品。 

紙藝廊 

這裡主要是介紹紙的演變發展過程 

第 1 展覽室 : 紙的歷史與傳播過程文物展  

第 2 展覽室 : 先祖的紙工藝品文物展  

第 3 展覽室 : 國寶與寶物等典籍類文物展  

第 4 展覽室 : 活用紙與文字的裝置藝術展  

詹姆斯‧特瑞爾館 

由藝術家 James Turrell 以光和空間做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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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rrell 是一位善於利用光暗以及色調來讓人們在裡面感受不同的感覺。 

這個館是禁止拍照和攝影的，只能用眼睛跟心去體會跟記住。 

：飯店內用 ：w15000 ：靜江園拌飯  

：江原道橡樹谷度假村 或 Lakai Sandpine resort 或江原道龍平度假村同等級 

 

第三天 

洪川銀杏林 龍門寺千年銀杏 楊平鐵路自行車 

【洪川銀杏林】 

金黃銀杏葉的秋日美景 *每年 10 月都會開放給大眾免費參觀的洪川銀杏林，其實是由

私人經營了 30 年的森林。1985 年農場的主人為了因慢性消化不良疾病所苦的太太，從

市區搬到這裡居住。他們是聽聞在五臺山下游，富含礦物質的礦泉水－三峰泉水具有奇

效，懷著祈禱妻子能痊癒的希望，在廣闊的土地上開始種下一棵棵的銀杏樹。創始於 1985

年，25 年來從未開放過的森林，2010 年開始因為口耳相傳而聞名，之後才為了觀光客特

別在每年的 10 月開放。 

【龍門寺】 

中央線龍門站東北方約 9 公里左右的龍門山山腰上，座落著新羅神德王 2 年(913)大鏡大

師建造的龍門寺。世宗大王時，再次修建及增設 2 個佛像和 8 個菩薩像。 6.25 事變讓此

地遭到許多破壞，現今修補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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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平鐵路自行車】 

楊平鐵路自行車總長 3.2km，以時速 15km 享受清澈的水、清新空氣、與山河相稱的龍門到元

德的鐵道自行車路線。經由最棒的鐵路自行車路線，春天時能感受到讓生命萌芽的和煦陽光與

帶著柔和淡綠色的大自然，夏天聽著涼爽的水流聲，秋天則能欣賞韓國名山龍門山形形色色的

楓葉，冬天則可以體驗耀眼的白色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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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川辣炒雞排+炒年糕 ：發韓幣 15000 自理 

：特一級龍山 NOVOTEL 國賓 HOTE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9472-novotel-ambassador-seoul-yongsan/index.shtml 

 

第四天 

昌德宮與後苑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北村韓屋村 三清洞街 樂

天世界塔 SEOUL SKY 星空圖書館 

【昌德宮】 

昌德宮(史蹟第 122 號)為 1405 年景福宮完工之後另外建造的別宮，位於正宮景福宮的東側，因

此也被稱為「東闕」。在錦川橋(1411 年)及敦化門(1412 年)相繼落成後，從朝鮮第九代成宗開

始的歷代君王都在這裡生活和辦公，也成為擔任正宮用途的宮闕。壬辰倭亂時，昌德宮遭遇祝

融之災，而後於 1611 年光海君時期重新整修。此地集人工及自然美景於一身，因此吸引眾多來

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往參觀，宮內還有仁政殿、大造殿、宣政殿、樂善齋等文化財，非常引人

注目。1997 年 12 月在義大利拿波里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議上，

將昌德宮及水原華城一併列入世界遺產的名單之中。另外 2010 年 11 月於首爾舉行之「G20 高

峰會議」期間，各國領袖夫人當時也受邀參觀昌德宮這個最具代表韓國之美的著名旅遊景點。 

昌德宮後苑是在太宗時代建立而成，為君王及王公貴族的休憩之處。後苑又被稱為北苑或禁苑，

直到高宗以後才被改稱為秘苑。低矮丘陵和山谷盡量保持原來的自然面貌，僅有在需要補修的

地方才以人工修復，是韓國非常知名的宮中庭院。到處可見芙蓉亭和芙蓉池、宙合樓和魚水門、

暎花堂、不老門、愛蓮亭、演慶堂等亭池造景，尤其每逢秋季楓葉轉紅、落葉紛飛時，絕美的

景色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北村韓屋村】 

保存韓國傳統房屋，這裡有許多朝鮮時代(1392~1910)的兩班士大夫居住過的傳統宅邸，因此

北村不是只為提供觀賞的民俗村，而是以人們實際生活過的村子，11 個洞 900 餘棟韓屋為主體

的觀光景點。韓屋畫廊、傳統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裡也

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三清洞藝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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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天世界塔 SEOUL SKY】 

位於世界第 5 高、韓國第 1 高大樓的樂天世界塔內 117~123 樓的 SEOUL SKY，能在 500 公尺

的高空享受夢幻的首爾市景及 360 度的開闊視野，為首爾新興的熱門景點。觀景臺設有展示區、

透明地板觀景臺、露天觀景臺、甜點咖啡廳、Lounge 等。其中展示區位於地下 1、2 樓，在觀

景臺的大廳運用多媒體藝術介紹韓國誕生與成長的歷史、對傳統的自豪感等，提供了豐富的展

覽。而在此也販售 SEOUL SKY 自行開發的吉祥物相關商品，及樂天世界塔相關紀念品，能為

SEOUL SKY 之旅留下美好的回憶。而在觀景臺有高 2 層樓的玻璃牆，能將首爾市景一覽無遺。

而位於地上 478 公尺高空的「SKY DECK」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透明地板觀景臺，甚至被列入金氏

紀錄。此外，若天候不佳，可在天空戲院裡以大螢幕看到好天氣時陽光明媚的首爾風景。登上

120 樓，還能在露天觀景臺親身感受 486 公尺高空吹來的風。119 樓是販售 SEOUL SKY 獨家餐

點的甜點咖啡廳 SKY FRIENDS CAFÉ，而最高樓層 123 樓則是能享受紅酒的高級 Lounge，在這

個首爾最高的 Lounge 裡，可以在舒適的環境裡盡情俯瞰首爾的景致。此外，前往 SEOUL SKY

的「天空電梯」，也是不容錯過的一處。天空電梯並非一般的電梯，而是分速高達 600 公尺的雙

層電梯，特別的是這裡首創在天花板與壁面 3 處設置螢幕，放映韓國誕生與發展的影片，讓遊

客在登上觀景臺的 1 分鐘內，產生彷彿置身時光機穿越時空的錯覺。 

【星空圖書館】 

位於韓國首爾三成洞 Coex Mall 商場心臟地帶的「星空圖書館」（Starfield Library）於（2017）

年 5 月 31 日盛大開幕，全館占地高達 2800 平方公尺（約 847 坪），超過 5 萬冊以上藏書均可

在館內自由取閱。剛開幕時，「星空圖書館」以高達 13 尺約三層樓高的巨大書架、寬敞明亮的

閱讀桌椅，充滿設計感的空間氛圍，受到許多媒體、文青與韓流達人的青睞與推薦。走進圖書

館一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列閱讀長桌，長度幾乎與圖書館入口處牆面一樣長，長桌上設有

米白色檯燈，桌上地下都設有插座，方便訪客隨時充電。兩側也有單人閱讀書桌與小圓桌閱讀

區，不管一個人來圖書館，或者一家人來圖書館，甚至是同學朋友相約到這裡討論事情，都有

適合的座位區可供選擇。抬頭一看，三座從地下一樓延伸到屋頂的巨型書架環繞整座圖書館，

光是一眼望去滿滿的藏書，就會讓人忍不住想到書架上找本書好好坐下來開始閱讀，一樓的書

架中也安排了幾處空位，讓不愛正襟危坐的讀者可以斜躺隨興閱讀。 

搭乘手扶梯往下抵達圖書館中央，眼前出現六座木造平台，上面擺放的全是最新期的雜誌，還

有高達 400 多種國外雜誌，一側則裝置 12 部 iPad，讓訪客可以閱讀電子書。雜誌平台周邊是

各分類書區，除了一般書店與圖書館常設專區之外，還包括一樓的人文、文化書區、地下一樓

的旅行、興趣書區、名家書桌等。 

：飯店內用 ： 自然別曲自助餐 

：獨家首爾推薦~【諾可可 L.C.O】 

韓式章魚海鮮雞鍋(鮑魚+一隻雞+章魚(各式

海鮮貝類+韓式煎餅+韓式刀削麵+餃子) 

：特一級龍山 NOVOTEL 國賓 HOTEL 

       http://www.novotel.com/gb/hotel-9472-novotel-ambassador-seoul-yongsan/index.shtml 

 

第五天 

★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松島 Tribowl(外觀) ★韓劇”

W 兩個世界”拍攝地～松島中央公園+G -TOWER 松月洞童話村 土

產店 仁川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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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中央公園】 

※《w 兩個世界》《超人回來了-大韓民國萬歲》《Running Man》《沒關係，是愛情阿》拍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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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中央公園~G-Tower】  

韓國松島新都市是清楚呈現出仁川未來的國際都市，目前已成為仁川區最受矚目的技術與環境

融合的未來都市。松島本身經過縝密都市計畫而興建，G-TOWER 整棟樓高 33 樓，是松島的地

標建築物，也是仁川自由經濟區(ifez)發展總部，在此不僅可一眼眺望松島國際都市與其後方連

接的仁川大橋等，外觀更是許多韓劇的拍攝地。 

【松月洞童話村】 

位於仁川中國城旁，在看到可愛的彩虹愛心拱門時，代表仁川童話村就抵達了，隨即開啟大家

的童話世界之旅，整個街道充滿了童話的純真氣息，這裏的房子不像是其他的壁畫村，只是在

房子上塗鴉，而是做立體的設計，有許許多多大家熟悉的童話主題，有白雪公主、灰姑娘、小

紅帽與大野狼、長髮公主、拇指姑娘、綠野仙蹤、小木偶奇遇記…等，非常適合全家大小遊玩

拍照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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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早餐 ：韓式炸醬麵+【糖醋肉(4 人 1 份)】   ：X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