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公司 飛行時間 起訖城市 航班號碼 

去程 長榮航空 15:15~18:45 桃園/仁川(TPE-ICN) BR160 

回程 長榮航空 19:45~21:40 仁川/桃園(ICN-TPE) BR159 

 

第一天 台北✈仁川機場→清溪川→東大門購物廣場 

 懷抱著對北方國度－韓國的憧憬，搭機抵達韓國最新【仁川永宗國際機場】。 

【清溪川】首爾繼漢江奇蹟後，又締造了清溪川奇蹟。自 2003年起首爾市政府動工，將原本為

了交通方便而覆蓋在清溪川上的高架橋移除疏浚水道。現在清溪川清澈見底，沿著首爾市中心

街道潺流，而本來在清溪川周邊的商圈也因此而活絡起來，提供您旅程中歇息的好去處。 

【東大門綜合商場】此地聚集有百貨、食品、書籍、家電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為一整體性

的批發市場，商品眾多豐富且價格優惠。在廣場的大帳棚內的「帳棚攤子」，有許多韓國的風味

小吃，令人垂涎三尺，您可在此享用美食及享受購物樂趣。 

註：東大門許多商家可是現金交易，不收信用卡的哦！記得準備現金購物 

 

早

餐 
X 

午

餐 機上套餐  
晚

餐 
體驗解酒名湯~韓式豬骨

湯 7000 

 

外道四花~ LART或 MSTAY或 SG觀光 或 GOLDCOASTIN或 VELLA SUITE或 ILMARE或

同級 

第二天 雪國浪漫~ONE MOUNT雪世界(含門票.Snow Hill雪橇、橇橇厝、冰上甜甜圈+大

型冰滑梯)→OUTLET時尚暢貨中心→《藍色大海的傳說》美人魚全智賢離家出走

窩的~紅蔘 SPA木炭窯汗蒸幕 

【ONEMOUNT冰雪樂園 SNOWPARK】Onemount冰雪樂園是韓國國內最早的冬季室內主題公園，多種

冰雪體驗在這裡都可以一次享受。室內仿造北歐聖誕村風格，打造出雪盆場、溜冰場、7種主題

洞窟、浪漫的冰之路、會降雪的雪之丘等，如童話般的 Onemount冰雪樂園絕對是闔家大小、情

侶戀人、三五好友不能錯過的冬季魅力觀光建築。 

【OUTLET時尚暢貨中心】在這裡你可以用比定價便宜許多的價格購買許多流行精品，也是時尚

達人們不能錯過的行程。在折扣購物中心不僅有世界級的名牌商品，還有韓國人氣品牌商品以

及許多琳瑯滿目的精緻小物等各種豐富選擇吸引旅客前往，相信在此能讓你度過一段愉快的購

物時光。 

http://www.hotellart.com/
http://www.mstay-gggh.com/
http://sghotel.kr/main/main.php
http://www.goldcoastincheon.com/
http://www.vellasuitehotel.co.kr/html/main.asp
http://www.hotelilmare.co.kr/


【紅蔘三溫暖汗蒸幕】首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第 11集中，人魚沈清 (全智賢 飾) 離開出

走去汗蒸幕是位於坡州的紅蔘 SPA 木炭窯汗蒸幕裡拍攝的。紅參 SPA汗蒸幕:與一般 SPA不同，

以紅參、韓方成份再加上陰陽五行原理，各項健康管理設施與項目有系統、綜合性的營運方式，

讓身體與心理可以享受真正健康與休息的體驗型 SPA。於 2014年開幕，內部新穎、規劃完善，

主打具有許多不同療效的木炭窯洞和浴池。而「汗蒸(찜질)」指的是將身體置於熱水或熱沙中，

透過流汗來治病的方法，汗蒸幕是將韓國大眾浴池與可以汗蒸的熱療室相結合的設施。進入被

加熱至 40~80℃，以黃土、木炭、鹽等打造而成的熱療室內讓身體流汗，能緩解積累的疲勞，使

皮膚變得光滑。這是在韓國非常值得體驗的一項活動喔 

 

早

餐 
飯店內享用  

午

餐 
經典美食~韓式豬肉壽喜燒

7000 

晚

餐 
經典美食~石鍋拌飯+涮涮

鍋 7000 

 

外道四花~ LART或 MSTAY或 SG觀光 或 GOLDCOASTIN或 VELLA SUITE或 ILMARE或

同級 

第三天 人間仙境~兩水頭公園→大自然戶外專業滑雪趣【含雪具(雪杖+雪橇+雪鞋)或雪 

盆 2選一】 

【兩水頭公園】熱門韓劇《她很漂亮》拍攝地點，清晨瀰漫的水霧、老電影中所出現的碼頭、

垂入江中的楊柳等，楊平兩水頭營造出江邊村莊特有的景致，優美的自然環境使這裡成為婚紗、

電影、廣告與電視劇的拍攝場景，更是許多攝影愛好者的寶。 

【滑雪趣~體驗丟雪球、堆雪人、打雪杖之樂趣【含雪具~雪橇+雪鞋+雪杖或雪盆 2選 1】 

滑雪場內進行滑雪活動；由導遊指導滑雪基本動作，爾後在初學者專用滑雪道磨練滑雪技術，

並享受滑雪之樂趣或利用滑雪盆由滑雪道頂端滑下，衝刺的快感，刺激無比，完全享受滑雪的

豐富樂趣。 

《滑雪時您將可依個人需要租用雪衣、雪褲、雪鏡…等、費用約韓幣 10,000/1項，手套購買約 15,000》 

 

外道四花~ LART或 MSTAY或 SG觀光 或 GOLDCOASTIN或 VELLA SUITE或 ILMARE或

同級 

 

早

餐 
飯店內享用  

午

餐 
方便遊玩發放韓幣

6000 元    

晚

餐 
農家式人參燉雞 +人參酒 +

長壽麵線 7000 

第四天  鬼怪拍攝地~德壽宮石牆路→韓國人蔘專賣店→韓國保肝靈→韓國旅遊新景點~

首爾路 7017空中花園步道→韓國人氣彩妝保養品名店→韓國文化體驗(3D藝術館+泡菜

DIY+韓服寫真+韓式小點→幻多奇秀→明洞流行購物天堂 

【德壽宮石牆路】很多網友公認市區裡最漂亮的就是有「韓國最美街道」美譽的德壽宮石牆路

了，尤其秋天來，沿路都是紅葉和銀杏，真的是美翻天，再加上超人氣韓劇 《孤獨又燦爛的神–

鬼怪》的加持，更是成了來韓國首爾必訪的景點。德壽宮石牆路是韓國首次引進綠色複合街道

空間的概念，將既有的道路，以行人為中心重新翻修而成。德壽宮石牆路翻修過後，成為了充

滿綠意的示範道路，使得人行步道和車道得以共存，總長為 900公尺。提供給市民休息的空間，

首爾市政府還種植了槐數與其他兩種樹種，共 130棵植栽，也設置了 20張座椅。道路週邊還有

極具歷史性的德壽宮，創造了具有歷史相關性的街道景觀，也改善了街道環境。極具浪漫的德

壽宮石牆路，相當適合情侶前來散步。 

【人蔘專賣店】人蔘是因為外表似人而得名，香氣濃厚並有淡淡的苦味。可分為未經處理的水

蔘、乾燥過的白蔘以及蒸煮過再曬乾的紅蔘。人蔘自古就是補身聖品，依其品種、採收時期、

製造方法，營養成分也有所不同。人蔘主要成立的皂素與人蔘皂苷被認為有增強免疫力、抑制

癌細胞、恢復元氣等功效。許多人也會購買人蔘製成的萃取液、糖果、果凍等加工品。 

http://www.hotellart.com/
http://www.mstay-gggh.com/
http://sghotel.kr/main/main.php
http://www.goldcoastincheon.com/
http://www.vellasuitehotel.co.kr/html/main.asp
http://www.hotelilmare.co.kr/
http://www.hotellart.com/
http://www.mstay-gggh.com/
http://sghotel.kr/main/main.php
http://www.goldcoastincheon.com/
http://www.vellasuitehotel.co.kr/html/main.asp
http://www.hotelilmare.co.kr/


【保肝寧專賣店】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細研究，用高、低分子分離方法，選取了

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用的高分子多糖體，命名為 HD-1。HD-1能將人體內有害物質或低分子

物質吸收並將之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 

【首爾路 7017空中花園步道】由 1970年竣工的首爾站高架道路改造而成的人行步道，整條步

道也化為美麗的空中花園，讓人可以在綠意環繞下恣意漫步首爾空中，俯瞰城市的各個角落。

首爾路 7017人行步道主要可分為萬里洞廣場、玫瑰廣場、退溪路廣場、木蓮廣場、漢陽都城路

等五大主題空間。整條步道不僅以 2萬 4千多棵花卉與樹木植栽點綴，設於步道各處高約 4公

尺的柱子，也在夕陽西下後變為景觀照明，隱隱綽綽的燈光映照周邊的樹木與步道，帶來迥異

於白天的另一種風情。首爾路 7017最特別的，在於能以不同的視角欣賞首爾。在高達 17公尺

的橋上，可以毫無遮擋地將南山首爾塔等景觀一覽無遺。 

【時尚彩妝店】風迷全韓的知名彩妝品相信是愛美的女人們必須購買的最夯戰利品，旗鑑店彩

粧品更是收韓國最新的資訊彩粧店，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彩粧品.清透自然的 C.C.CREAM更

是熱門商品，讓辛苦上班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一樣可以打造出時尚流行彩粧，讓您永遠

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營(泡菜 DIY+韓服體驗+點心試吃)】參觀製作泡菜的過程，泡菜是韓國最具

代表性的一種食品，包括大白菜泡菜共有百餘種泡菜，材料主要是蘿蔔、黃瓜等各種蔬菜，並

安排 DIY泡菜製作，另外特別提供品嚐傳統美味糕餅，人氣最佳的人蔘牛奶汁 1杯，讓您感受

不一樣的韓國旅遊【傳統服飾體驗】～全團貴賓均將成為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換上古代傳統

的結婚禮服，於古色古香之傳統韓屋式的場景內，愉快的捕捉美麗的倩影。 

【Fanta-Stick幻多奇秀】是將打擊樂、管絃樂、B-Boy、舞蹈、四物農樂等韓國代表的元素賦

以現代感覺，重新詮釋的公演。Fanta呈現出弦樂家族的神秘、夢幻氣氛，Stick則象徵打擊樂

家族充滿動感的活力。Fanta-Stick除了代表兩大家族外，同時蘊含公演的所有元素。弄壞上天

賜予的‘鼓’而變成鬼四處徘徊的國樂鬼家族唯一的心願~就是‘創作 100分的音樂!’為了創

作 100分的音樂而必須請求打擊樂家族的幫忙，但是… 兩個家族竟是世仇。為了奪得藏有打擊

樂家族演奏秘訣的‘秘笈’展開了一場 live music對決。美麗的愛情故事也在那之間萌芽，人

類家族與鬼神家族展開韓國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喜劇方式呈現的 Fanta-Stick。 

註：如遇幻多奇秀休館時，則改以塗鴉秀替代。 

【明洞商圈】位於首爾中區，是韓國代表性的購物街，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

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或是中高價的商品，在明洞都可以找得到。明洞最大的優點就是

能夠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 休閒自在，而且各種款式和尺寸的商品應有盡有，使它成為逛街的

首選，必去的景點，並讓購物客都能留下美好的記憶。 

 

 

早

餐 
飯店內享用  

午

餐 
主廚部隊鍋+PIZZA+炸豬

排 10000 

晚

餐 善良的豬烤肉吃到飽 12000 

 

 

保證入住首爾特一級～ 首爾喜來登 D-CUBECITY 

 

第五天 韓國最新地標~首爾 SEOUL SKY樂天世界塔(外觀)→七樂娛樂場→歡樂無限!韓國

最大室內遊樂園~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劵) →土產店→仁川✈台北 

【首爾 SEOUL SKY樂天世界塔(外觀)】位於韓國首爾的摩天大樓，位在樂天世界附近，鄰近地

鐵站為蠶室站，有首爾地鐵 2號線與首爾地鐵 8號線經過。該樓為一 123層樓、556公尺的大廈。

該塔設計為次世代樂天世界及樂天集團總部大樓，該大樓已超越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

ttp://www.sheratonseouldcubecity.co.kr/


樓，成為已開發國家中最高的摩天大樓，以及超越柳京飯店成為朝鮮半島上最高的摩天大樓，

大廈已於 2016年 12月落成。 

【七樂娛樂場】來韓國玩賭場？是的您沒看錯，強調多元旅遊風貌的韓國，刺激的博奕活動當

然也包含在內；據說近兩年大型韓國賭場的名氣，已直逼亞洲博奕聖地-澳門，成為許多韓國旅

遊客追求韓國夜生活的最佳選擇！其實韓國賭場數量並不多，但因經營有方、加上行銷包裝，

許多韓國賭場旅遊都會指定到賭場讓遊客實地體驗一下。 

【樂天世界】 樂天集團為了韓國國民的娛樂休閒以及吸引外國觀光客而成立了這樣一座主題樂

園。樂天世界以冒險與神秘為主題，分成室內主題公園的樂天探險世界、湖水公園的魔幻島，

再加上購物商城、民俗博物館、溜冰場、飯店、百貨公司等，組成了結合觀光、休閒、購物與

文化的大型複合式生活空間。樂天探險世界以最尖端的乘坐設施為主，配上奇幻的遊行以及各

種影像設施、雷射秀、公演、各國美食等，一年四季不論何時都能來樂園遊玩。樂天探險世界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每年將近 600多萬人次的遊客中，外國遊客佔了 10%。民俗博物

館分成歷史展示館、模型村、遊戲廣場、店舖街，讓遊客能簡單有趣的了解韓國五千年歷史與

民俗文化。花園舞臺是樂天世界公演的中心舞臺，在這裡進行各種時節的歌舞劇、公開錄影等。

樂天世界湖畔舞臺是位於魔幻島上的戶外舞臺，以石村湖水為背景，隨時都有各種公演活動。

而由韓流明星們所組成的樂天世界明星大街，則為體驗形的娛樂設施。 

【土產店】您可在此一次採購所有的韓國相關商品，有美味泡菜、海苔、韓國茶、人蔘糖、泡

麵…等等。  續專車前往機場，揮別五天的韓國之旅，互道珍重厚，返回溫暖的家。 

 

早

餐 

五星飯店內享

用  

午

餐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晚

餐 X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人以上(含)，最多為 41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  隨行服務。 

2.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3.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4. 韓國房型很少有 3人房，如要加床，有可能是給一大一小的床型，也有可能是行軍床，請見諒喔！ 

5. 若接學生團需要另外加收每位 NT$4500元。 

6. 團體若為拜會團、參展團、22歲(含)以下, 60歲(含)以上超過報名人數的一半,不適用於本行程之報價，

需另行報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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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

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9. 觀光團不接受單幫客，持外國護照，韓國華僑者，否則皆應另加收費用每位 NT$4000元. 

10.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

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 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

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