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莎朗嘿呦 KOREA】季節冰釣華川鱒魚韓國 5日晚去晚回 

~長腳蟹套餐.鮑魚一隻雞.三大活動溜冰滑雪冰釣.東大門.樂天世界 

 

 
《01》吃遍豪華雙海鮮餐~長腳蟹大餐 + 鮑魚海鮮一隻雞 

 

《02》升等 2晚五花特二飯店 

 

《03》玩透韓國三大冰上活動(冬季限定) 

△▲冰釣~華川山鱒魚慶典△▲ 

 



▲△溜冰樂(含裝備) ▲△ 

 

△▲滑雪體驗(含雪橇雪杖雪鞋，或雪盆二擇一) △▲ 

 

《04》樂天世界遊樂園(含門票)+樂天 123層摩天塔(外觀) 

 

 

《05》東大門服裝城 

 

《06》北村+三清洞浪漫街

 



 

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出發 大韓航空 KE 694 桃園 仁川 19:25 22:55 

回程 大韓航空 KE 693 仁川 桃園 16:20 18:15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國際機場 

★【仁川國際機場】是韓國境內最主要的國際機場，身兼客運及貨運的航空樞紐。仁川機場得獎無數，2012 至

2016 年連續五年均獲全球最佳機場前 3 名的肯定(其中 2012 年第一名)，在 SKY TRAX 以及其他顧問公司所作

的全球機場評比當中，不論是最佳機場、最佳服務、最佳設施、最科技化、最有趣機場、最美麗機場等，均榜

上有名。旅客初踏入韓國時除了打卡上傳，別忘了觀察仁川機場的人性化設計與設施。 

 X  X  機上精緻套餐 

【仁川或京畿道觀光飯店】GOLDEN/GRAND PALACE/BLISS/SEA MOON/HVICE/VELLA SUITE/STAZ/LART 

CITY/ABSET PREMIUM/ BENIKEA SUWON/LUV/NEW M/PREMIERS/Grand Suites/J HOTEL/GUWOL 或同級 
 

第二天 
季節限定~冰釣+烤魚(華川山鱒魚慶典或清平雪花鱒魚節。註 1) 來自星星的~

小法國村 冬季戀歌~南怡島(渡輪上島) 

★【季節限定~冰釣+烤魚】冰釣為地處高緯度國家獨有的冬季活動，還記得在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當中的場

景嗎，搭著帳棚在結冰的河上鑿一個小洞，拿著細長的一縷釣線，對望天寒地凍期待著那一尾魚兒上鈎，如果

還有戀人依偎在側就更加浪漫啦！韓國從每年一月開始，陸陸續續有許多冰釣節慶舉行，每個慶典的活動略有

差異，除冰釣外有些亦附有雪橇等(實際設施須視該慶典而定)，而如果有釣到魚就可以在現場烤啦。冰釣活動由

於須全程在冰面上進行，且無換穿裝備，是以個人禦寒衣物須帶足，尤其厚鞋與厚襪 2 雙與圍巾暖暖包等均須

準備妥當，才能盡情玩樂唷。註 1.實際活動內容須視節慶當天安排。如華川冰釣結束或人潮過多時則改去清平或其他熱

門冰釣地點。如冰釣季未開始或已結束則改為採草莓體驗。 

★【來自星星的你~小法國村】為韓國京畿道最著名的景點之一，位處湖光山色間的小法國村，在虎鳴山與清平

湖間重現法國南部的庭園風景。小法國村的設計是以「花、星星、小王子」為主題，整個園區依山傍水可由山

縫間遠眺美麗湖景，村內法式建築呈現歐洲風情，並備有藝術展館與現場表演的露天場地。知名韓劇<來自星星

的你>曾於此處拍攝極為浪漫的超能力訂情一幕，園區內也為粉絲們特地保留男女主角當時的拍攝站位處，供劇

迷化身為都教授(金秀賢)與千頌伊(全智賢)拍照留念。 

★【冬季戀歌~南怡島(渡輪上島)】因韓劇始祖「冬季戀歌」爆紅的南怡島，離首爾市區約 2-3 小時的車程，抵

達目的地後搭大型遊覽船上島，雖經過 10 多年新一輩的旅客可能已不認識當年紅透半邊天的民亨(裴勇俊)與友

珍(崔智友)，但經過多年的維護與更新，美景風光更勝以往。春櫻、夏涼、秋楓、冬雪，高聳的杉林步道，便利

的休憩店家，古樸的韓式木屋，一年四季均適合前往遊玩。 

 飯店內用早餐  韓式魷魚豬肉壽喜燒  春川辣炒雞佐紅醬炒飯 

【仁川或京畿道觀光飯店】GOLDEN/GRAND PALACE/BLISS/SEA MOON/HVICE/VELLA SUITE/STAZ/LART 

CITY/ABSET PREMIUM/ BENIKEA SUWON/LUV/NEW M/PREMIERS/DIAMOND/J HOTEL/GUWOL 或同級 



 

第三天 

滑雪體驗(含雪橇雪杖雪鞋，或雪盆二擇一。註 2) 韓國文化體驗(參觀海苔工

廠+DIY 泡菜或海苔捲+點心嘗鮮+韓服換穿拍照) 東大門服裝城+清溪川+東

大門設計廣場 

★【滑雪體驗(含雪鞋.雪橇.雪杖】滑雪是韓國最受喜愛的運動之一，每到冬季就是韓國滑雪的高峰期，尤其以

韓國北部京畿道與江原道的雪場為大宗。滑雪道通常又依難度分為各種等級，須搭乘纜車上去後選擇適合自己

程度的雪道，雪場纜車並非觀光用，初學者請勿買車票搭乘。在台灣由於氣候溫暖並無雪場可供練習，遊客到

達雪場後，教練會親自教導由穿雪鞋等裝備開始，到低處較為平緩的坡度練習走路、煞車、跌倒、滑行等，單

純體驗初級滑雪，以及堆雪人或和三五好友打雪仗等樂趣。 

註 2.建議自費雪衣.雪褲或雪鏡。 

★【韓國文化體驗(參觀海苔工廠+DIY 泡菜或紫菜捲+韓服換穿拍照+韓式小點嘗鮮)】大人小孩都愛的海苔到底

是怎麼做出來的呢？來海苔博物館為您解答。此處可看到海苔的簡易生產過程，以及 DIY好吃的泡菜或韓式紫

菜飯捲。韓國的海苔文化與台灣和日本大不同，日本以花壽司和飯糰為大宗，台灣是當作零嘴食用，而韓國紫

菜講就爽脆和鹹度，用來包細細長長的飯捲，另外搭配泡菜與辣魷魚來吃。「韓服體驗」特別準備傳統韓服供貴

賓們換穿，可自由穿搭各種韓劇中常出現的配件，男女古裝均有，搭配布幕背景拍照留念。 

★【東大門服裝城】匯集 30 棟商場、數千名的設計師，超過 3 萬多間的商家，以及近 24 小時輪轉的營業時間，

從源頭的設計打版，到中程製作量產，至下游批發零售就地一氣呵成，東大門服裝城的印象靠著多元流行、群

聚效率與不眠不休紅遍全亞洲，幾乎讓觀光客忘了原本的東大門其實是指位於旁邊的首爾古城門-【興仁之門】。

除了號稱亞洲規模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外，在零售上則規畫採取類似百貨商場形式，如 DOOTA斗塔百貨、

MIGLIORE 美利來商場、GOODMORNING CITY早安城購物中心等，在這裡不用像批貨客一樣大量購買，國外

來訪的一般觀光客也能毫無壓力的輕鬆逛街，享受東大門服裝城的魅力。 

★【清溪川】前韓國總統李明博，在他擔任首爾市長時的最著名政績，就是整治清溪川，這工程也是亞洲許多

國家包括台灣在內，不斷拿來引述借鏡的一項極為成功都市計劃。原本的清溪川為首爾排放汙水的一條水道，

耗資 9 千億韓元，僅花費短短兩年時間的快速復原工程，美化河景，種植各種路樹，有效調節市區溫度，並興

建多條特色橋梁，從汙水道一變而成首爾市內著名景點之一。 

★【東大門設計廣場】讓韓國人戲稱「彷彿巨型飛碟停降首爾」的東大門 DDP，是拆除市區運動場後原址建造

的超前衛設計廣場，地上 4 層地下 3 層，耗資近 5000 億韓元，集藝術廳、博物館、設計工坊、設計市集與歷史

文化公園，建構成一個室內外的複合式文化空間。外觀酷似銀色飛碟的造型，不單是白天從遠處欣賞就深深地

為之震撼，夜空下 LED 燈光亮起後的濃厚科技感，重新賦予東大門一種穿梭古今的衝突魅力。如果您很久之前

就來韓國玩過，並猶豫是否要再來，那東大門設計廣場 DDP 必定是讓您舊地重遊的好理由之一。 

 飯店內用早餐 
        ☆特色餐☆ 

韓式傳統烤肉+水果真露(每桌 1瓶)  

        ★升等餐★ 

   鮑魚海鮮一隻雞+韓式刀削麵 

【五花特二飯店】仁川 RAMADA/ROYAL EMPORIUM/GOLDCOAST /STELLAR MARINA/WESTERN GRACE/

京畿道 CENTRAL PLAZA/PRUMIR/VALUE/CENTRAL COOP/SQUARE/BLOOMVISTA 或同級 

 

第四天 
冬季溜冰樂(含裝備) 高麗人蔘專賣店 韓國保肝寶 樂天世界遊樂

園(含門票)+樂天 123 層摩天塔(外觀) 

★【溜冰樂(含裝備)】猶記得以前在冰宮溜冰的回憶嗎？想去真正的冰上大顯身手一場嗎？特別安排市區內的溜

冰場，體驗冬季活動的精髓，在首爾來場花式表演吧。如果是初次嘗試，請記得保持好您的平衡感，摔在冰上可



是比摔在雪地上痛很多的，稍微玩玩就好，並多拍些帥氣的滑冰照吧！ 

PS.本行程採團體入場方式，如不體驗無法退費，還請見諒。 

★【高麗人蔘專賣店】據韓國觀光公社史料記載，韓國重視服用人蔘，始於中國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當中的一

項，另外也是朝鮮時代君王中最長壽的英祖之健康秘訣。人蔘在世界各地都有，但韓國擁有最適於培育人蔘的氣

候與土壤，使高麗人蔘的品質與功效與其他產地有巨大的差異，營養成份特別豐富，養生效果十分卓越。 

★【韓國保肝寶】看韓劇的應該不陌生這類場景，韓國人愛喝燒酒，尤其喜歡續攤喝，一巡吃飯小酌，二巡興致

大開續喝，三巡卡拉 OK 邊唱邊喝，四巡再來醒酒湯，酒量深不見底。韓國與台灣在國際上均以「高工時」聞名，

打拼的工作文化根深蒂固，加上喜歡喝酒紓壓，因此對肝的保健非常重視，對護肝保養的研究也成效卓著。 

★【樂天世界】位於首爾市中心江南區，為韓國最大的室內外複合式遊樂園，還曾創下單一建築最大室內遊樂園

的金氏世界紀錄，可讓遊客不畏風雨的玩樂。園區以冒險與神秘為主題，分為室內的樂天探險世界，與戶外湖水

公園的魔幻島。室內的遊樂設施種類繁多，屬性溫和，適合大人小孩同樂；戶外的遊樂設施雖然較為刺激，但招

牌的夢幻城堡造景仍是值得一逛。 

★【樂天摩天樓世界塔(外觀)】耗時十多年的規劃與興建，斥資 4 兆韓元，終於在 2017 年 4 月正式開幕。高 555

公尺共 123 層的樓樂天世界塔，為世界第 6 高樓(台北 101 為第 9)，頂層區域稱為 SEOUL SKY，並保有三項金氏

世界紀錄，分別為「世界最高的透明地板」、「世界最長輸送距離的電梯」與「世界最快雙層電梯」。由於樓層過高

難以全部入鏡，喬好角度取拍照全景建議於週邊觀賞。 

 飯店內用早餐  冬令進補~人蔘雞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五花特二飯店】仁川 RAMADA/ROYAL EMPORIUM/GOLDCOAST /STELLAR MARINA/WESTERN GRACE/京畿

道 CENTRAL PLAZA/PRUMIR/VALUE/CENTRAL COOP/SQUARE/BLOOMVISTA 或同級 

 

第五天 
兩班貴族故居北村韓屋村+三清洞浪漫街 韓流彩妝保養品 韓國土產店

仁川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北村韓屋村】位於景福宮、昌德宮與宗廟間，過去 600 年來一直為皇親國戚的居住地，雖已看不到往昔貴

族風光，但上級韓屋的建築仍被完整保留於巷弄之間。北村傳統韓屋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目前仍然有人居住，

並非僅是觀光保存，旅客遊憩於巷弄之間時，切勿闖入，盡量放低音量，靜心去欣賞這保存不易的歷史建築。 

★【三清洞浪漫街】根據韓國觀光公社史料，為首爾寺內風水最佳的寶地之一，自古山清、水清、心也清、故

名三清洞。由於其位於景福宮旁，因此聚集許多傳統文化藝術的博物館與藝廊。另外在韓國政府的都市規劃下，

整理結合了古典與現代感的街區，讓文創、服飾、特色咖啡廳進駐，和繁華明洞比起來，多了幾分輕鬆與悠閑

的氣息。 

★【韓流彩妝保養品】韓國氣候乾冷，日夜溫差大，四季變化更大，因此女性對保養膚質的需求比台灣更高，

近年來面膜類產品、CC 霜 BB霜、瘦臉產品皆引領流行與全亞洲的跟風。彩妝上受韓星影響，粉彩與搶眼的深

色口紅等特色也深獲大眾喜愛。旅客於此開架式的店內，可自由選購並詢問專業人員，且享有退稅服務。 

★【韓國土產店】遊韓國這幾天有吃到還不錯的零嘴想多買帶回台灣繼續品嚐，來這就對了。不論是市面上或

網路上流行的點心、零食，泡麵，韓國特色小物，大部分都可以在這找的到。 

★【仁川國際機場】由本公司代為辦理搭機及出境手續，返回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愉快的行程。 

 飯店內用早餐 
 ★升等餐★長腳蟹套餐(每人1隻)+

炸蟹腿+蟹膏炒飯+湯品+小菜 
 機上精緻套餐 

 甜蜜的家 



◆◇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1. 本行程須達最低出團人數 10 人以上方成團，且將派遣領隊帶隊服務。 

2. 本行程為每位旅客投保 500 萬/20 萬旅責險。 

3. 景點及餐食之順序會因當地實際情況(如塞車、休息日、航班時間等)，為使行程順暢而前後調動。 

4. 持一般中華民國護照入境韓國，不需簽證。惟護照有效期距出團日須至少 6 個月以上。 

5. 持他國護照或韓國華僑入境韓國，務必於報名時即告知服務人員，依韓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且團

費將一併調整。 

6. 如為學生團體，團費將有所調整。 

7. 不包含領隊與導遊之小費(每日/200 元台幣)。小費一直是領隊導遊收入之根本，請貴賓們多予服務佳

之領隊導遊鼓勵，感謝貴賓支持。 

8. 素食或不吃特定肉類之旅客務必於報名時預先告知服務人員。韓國為鮮少素食之國家，通常以火鍋

或飯食類為主，旅客可自行攜帶罐頭與泡麵前往。 

9. 基於團體活動及旅客安全之原則，行程中不得脫隊。若有貴賓需求脫隊，建議改走「自由行」。 

10. 如報名 1 人，無法與團員中其他旅客併成雙人房時，須另補單間房間差額 6500 元台幣。 

11. 韓國房型之 3 人房佔床需求，多為一大一小或添加行軍床之房型，敬請旅客依國情體諒。 

12. 行李重量目前之規定，不得 2 人或整團合併計算，建議旅客一組多人時務必妥善分配，切勿集中於

單件行李而造成須負擔超重費用。 

13. 韓國機場入境規定：外國旅客入境韓國時，於韓國機場海關須按雙手食指電子指紋及臉部照片。 

14. 機場出入境規定：隨身行李不得有刀類及液體類(須放置於託運大行李箱)、託運行李中不得有充電

池、行動電源及打火機(須隨身攜帶)。 

15. 行程上使用之景點、餐食與飯店照片，僅供介紹與參考 2 用途，正確以實物為準。 

16. 正確版本之景點、航班及住宿，請以行前資料為準。 

17. 本旅行社保有對同級飯店住宿選擇之最終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