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饗趣韓國米其林五日～奢華版  

《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 

 

 【米其林級飲食體驗】★ 品嚐評鑑米其林級韓國飲食~ 

★樂天酒店 Pierre Gagnaire Seoul 現代法式料理餐廳 ★ 價值韓幣 85000 元 

※官網： http://www.pierregagnaire.co.kr/  

是榮獲米其林 2 星、揚名全世界的 Pierre Gagnaire 主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餐廳。這也是繼巴黎、東京、

香港之後的第 4 間分店。Pierre Gagnaire 是全球百大名廚中的第一名廚，擅長各種創新料理方式且擁有

獨特的藝術美感，能為顧客帶來法國菜(FRENCH CUISINE)視覺與味覺的最高享受。 

 

 

 

http://www.pierregagnaire.co.kr/


★「土俗村」~蔘雞湯 ★價值韓幣 16000 元 

※官網：http://tosokchon.com  

是首爾無人不曉的蔘雞湯專門店。特別因為韓國第 16 屆總統盧武炫過去常常來訪的關係，變得更加聲

名大噪。 

 
 

★「韓國之家」~拌飯 ★ 價值韓幣 韓幣 20000 元 

※官網：https://www.koreahouse.or.kr/ko/main 

位在首爾中心地帶的「韓國之家」，不僅是一間提供宮廷料理的餐廳，更是提供傳統藝術表演、傳統文

化體驗、傳統婚禮等的複合式空間，國內外的訪客絡繹不絕。韓國之家有著流傳自朝鮮王朝的宮廷料理，

並頒獲過無數獎項，將宮廷料理最上等的美味傳遞給每一位顧客。 

 

http://tosokchon.com/
https://www.koreahouse.or.kr/ko/main


 
★★★ 美食饗宴~安排韓國特色美食 ★★★ 

    

★「自然別曲」★ 韓國最夯的韓食吃到飽餐廳，由韓國衣戀 E-LAND 集團所投資的餐飲品牌，天然食材，
健康養身，一開幕就受到民眾喜愛。 

 



★「八色烤肉」★ 韓國烤肉第一品牌，以八種口味的烤五花在世界各地大受喜愛，用健康道地的食材、

專業用心的服務，讓顧客能嚐到藏在味蕾中的八種滿足。 

 

 

● 米其林旅遊指南推薦 3 星級景點 ● 01.昌德宮、02.三清洞、03.北村韓屋村 

※官網：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SI/SI_CH_2_14.jsp?cid=1327569 

 

★昌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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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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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SI/SI_CH_2_14.jsp?cid=1327569


★三清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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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韓屋村★ 

擁有朝鮮時代瓦屋的北村從以前起就是眾所皆知的兩班貴族居住地區，直至今日仍然完整保存了上流階

層的建築形式。如今這些建築活用於傳統文化體驗館或韓屋餐廳等，能夠間接感受朝鮮時代的氛圍。 

 

 



★★★ 安排特色景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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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航空 BR 160 桃園 仁川 15:15 18:45 

２ 長榮航空 BR 159 仁川 桃園 19:45 21:25 

★行李:30KG / 隨身行李:10KG 
 

 
 

第一天 

桃園 仁川 東大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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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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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個個綜合購物大 3 萬多個專門商店、5 萬

多家製造公司，是首爾的購物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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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米其林推薦★土俗村~人蔘雞 

：NOVOTEL 國賓飯店或同級  ◎網址: https://goo.gl/NvUndS 

 

第二天 

韓國民俗村 Star Field 河南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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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Field 河南購物中心】 

Star Field 河南是韓國最近最熱門的場所，於今年 9 月 9 號開幕。StarField 河南在開幕當時十分

具有話題性。因為其規模達到足球場的 70 倍之大，而在開幕一個月之內，累積訪客數便到達了

300 萬人次，十分引人矚目。Star Field 河南是一個建築內聚集了多個購物中心的「綜合性購物

中心」，而具體正確名稱則為「復合購物主題樂園」。就像遊樂園內有很多遊樂設施，遊客們可

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搭乘一樣，購物主題樂園也有很多選擇。同一座建築內有各種各樣的特

色空間，遊客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和愛好進行購物。 

：飯店內用 ：韓式傳統烤肉風味餐 ：龍蝦一隻雞風味餐 

： NOVOTEL 國賓飯店或同級  ◎網址: https://goo.gl/NvUndS 

 

第三天 
首爾地標~南山 N 首爾塔(含上塔電梯券)+南山公園+愛情鎖牆 雪花秀

SPA HERO 塗鴉秀  



【南山 N 首爾塔(含上塔電梯券)+南山公園+愛情鎖牆】 

南山公園位於首爾市中心，樹林繁茂，是個非常適合散步的好地方。公園內有著名的“八角亭”

以及朝鮮時代的“烽火臺”，還有可俯瞰首爾市區的“N 首爾塔”，風景非常優美。從 1980 年

開始對大眾開放的首爾塔，不僅是首爾市的象徵，更是眺望首爾市區景觀的最佳去處。在首爾

塔全新裝潢後，更是擺脫了老舊的外觀，以嶄新的面貌示人並改名為 N 首爾塔有新(NEW)的意

思。除了表演、展覽和影像設施，並有高級餐廳、咖啡廳入駐，形成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旅遊空

間，如今的首爾塔是到首爾的遊客必遊的一處景點。還有相愛的情侶來到這兒不能錯過的“愛

情鎖牆”，可自行購買一個愛情鎖在上面寫下兩人的名字及誓言鎖在欄杆上，並且許下願望後

將鎖匙丟向遠方象徵心愛的兩人感情堅貞，永不分離。 

【雪花秀 Spa】 

是使用傳統韓方療法的專門美容店，由韓國極具代表性的化妝品企業「愛茉莉太平洋」的韓方

化妝品品牌「雪花秀」直營。專業美容師利用含有天然韓方材料的雪花秀化妝品，為您做全身

或集中部位護膚管理。有 30 分鐘簡單療程到 140 分鐘不等的療程，種類繁多。 

雪花秀 SPA 讓您全心感受真正的全方位美顏體驗，體會蘊藏於其中的哲學與價值。珍貴的傳統

韓方藥草用以舒緩疲憊的肌膚，同時由專業芳療師幫您恢復身體的和諧與平衡。透過鎮靜心神

的韓方統芳療技術，讓沉睡於體內深處的美麗煥然甦醒。雪花秀芳療的獨特療程，結合雪花秀

頂級護膚產品以及技巧純熟的芳療師，讓您的外在與內心均能恢復平衡和諧之美 

一開始服務人員會請我們勾選一份皮膚狀況諮詢表，基本上就是一些肌膚狀況、生活作息、過

敏等狀況，會隨著問卷調整使用的保養品，通過身體裹敷等精緻技術，淨化身體肌膚不平衡，

滋養皮膚質感，營養豐富，光滑美麗。好處：保持皮膚的光滑質感和放鬆身體肌膚 - 護理區域：

足浴和磨砂，身體護理 - 主要產品和工具使用：Sulwhasoo 溫泉特別油，身體包裹，白色陶器

塗藥器 

【HERO 塗鴉秀】 

是世界上第一個大膽的把美術般上舞台，向世界開啟美術表演大門的一場藝術表演。用夢幻般

的現場繪圖，以及刺激想像力而演出的 10 多個作品，將以全新又多元的感性，取悅現場的每一

位觀眾朋友。美術與舞台的夢幻相遇，面對新世界的無限挑戰！繪圖的過程就是一場秀？！打

破美術的高牆，在‘為什麼只能欣賞掛在展覽會場上的圖畫’的迷思，以及認為「兒時快樂地

繪圖的體驗，才是美術的本質！」的想法之下，開始創立的繪圖秀，並不是來嚴肅地探討一幅

已完成圖案的生命，而是直接讓觀眾欣賞繪圖的過程、並且分享其中樂趣的一場表演。像魔術

般的美術！以讓人難以相信的快速繪畫、圖案的瞬間變換，每一個場面都以顛覆想像的魔術般

的美術，來向觀眾傳遞歡笑及感動。 

：飯店內用 
：★米其林推薦★ 

韓國之家~韓式拌飯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餐  

： NOVOTEL 國賓飯店或同級  ◎網址: https://goo.gl/NvUndS 

 

第四天 

昌德宮 北村韓屋村+三清洞下午茶 首爾明洞+樂天超市  

【德壽宮石牆路】 

在首爾的宮殿中，唯有德壽宮與西式建築並肩而立，構成有趣的景致。特別是每年到了秋天，

蘊染成一片金黃的銀杏樹，更是讓石牆路多了份浪漫的氛圍。 

【王宮(守門將換崗儀式) 】 

自 1996 年起，經歷史學家考證後，將朝鮮時期王宮守門將換崗儀式再度重現於大眾眼前。德壽

宮大漢門前的王宮守門將換崗儀式，可媲美英國王室的衞兵交接儀式。 這不但真實地呈現出韓

國傳統宮中文化，也提供大眾一個體驗王室文化的最佳機會。負責定時開閉宮門、並執行守衛、

巡邏等工作的王宮守門將，身穿朝鮮時期官服，進行一天三次的換崗儀式 

【三清洞下午茶】 

在韓屋古色古香的傳統與現代美相互融合的三清洞街道，幸福悠閒的渡過下午茶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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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還有阿瓦塔（Avata）和美利來等大型購物中心，

附近還有樂天百貨店。明洞就像是圍棋盤一樣，兩旁有許多巷子可逛，有許多具特色的服飾藝

品店。(週邊有樂天百貨公司、樂天國際名品、YOUNG PLAZA、AVATA SHOPPING MALL、UTO ZONE 

SHOPPING MALL 等五家知名百貨公司)。走在繁華的明洞街頭，隨處可見各種人潮聚集的小吃

攤～炒年糕.魚餅.雞蛋糕.拐杖冰泣淋.香腸串.手工炸醬面.焦糖餅.黃油烤魷魚.糖餡餅.旋風土豆.檸

檬汽水.Isaac 美味三明治….等等各式各樣的小吃等著您來品嚐。 

【樂天超市】 

一次購買到食品、文化用品、生活用品、居家裝潢用品等多種商品。 

：飯店內用 
：★米其林三星★ 

樂天酒店「Pierre Gagnaire」餐廳 
：自由逛街 發韓幣 10000  

： NOVOTEL 國賓飯店或同級  ◎網址: https://goo.gl/NvUndS 

 

第五天 

沒有 MORNING CALL 享受飯店早餐 松島未來城市~仁川松島三碗文化

劇場 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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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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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仁川機場搭乘泰航飛往桃園.結束 5 天韓國之旅。 

：飯店內用 
：★食尚玩家推薦★ 

八色烤肉風味餐+火鍋 
：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