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冬季五大主題 5日~不進人蔘保肝.全程五花飯店 

雪景纜車.冰釣.滑雪體驗.米其林人蔘雞.海鮮聚寶盆.宮廷料理 

 

 
《一》不進人蔘.保肝、不上攝影 

 

《二》全程五花飯店，2 晚再升等首爾特一級飯店 

 



《三》餐食升等~韓定食宮廷料理、米其林指南人蔘雞、海鮮聚寶盆 

 

《四》冬季獨有浪漫~觀光雪景纜車 

 

《五》冬季限定~冰上釣魚 (冰釣季未開始或結束時改採草莓體驗) 

 

《六》冬季限定~滑雪體驗(含雪杖.雪橇.雪鞋) 

 

《七》浪漫 N 首爾塔(含門票)+愛情鎖牆 

 



《八》樂天世界遊樂園或樂天 123 層摩天塔(門票 2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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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航空 TG 634 桃園 仁川 12:55 16:15 

回程 泰國航空 TG 635 仁川 桃園 17:30 19:10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國際機場 松島世界之碗 TRI BOWL+半月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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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世界之碗 TRI BOWL+半月橋】意指世界的 triple 與碗的 bowl，而變化的合成語 Tri-bowl(世界盤子)

是紀念 2009 年舉辦仁川世界都市節的獨特造型物，除了象徵天空(機場)與海洋(港灣)，以及土地(廣域交通網)

的完美融合外，同時包含有仁川自由經濟區─代表松島、菁蘿與永宗的涵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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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坐落於池塘上方，遊客在遊覽最新智慧市鎮

松島時可一併欣賞到此宏偉造景。 

 X  機上精緻套餐  ★升等餐★海鮮聚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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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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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冬季獨有浪漫~觀光雪景纜車(洪川或鳳凰城或龍平或其他滑雪場) 滑雪體

驗(含雪橇.雪杖.雪鞋，註 1) 韓國文化體驗(參觀海苔工廠+DIY 泡菜或紫菜

捲+韓式小點嘗鮮+韓服換穿拍照) 

★【冬季獨有浪漫~觀光雪景纜車】還記得韓劇孤單又燦爛的神當中，女主角在雪地裡搭著纜車招喚男主角卻遲

遲不來，到站登頂時看到鬼怪孔劉，早已經在銀白雪地當中等待的浪漫場景嗎？以往滑雪場的纜車都是給專業

滑雪者使用，有別於其他的團體行程，本行程特地安排旅客搭乘為觀光客設計的觀景纜車，讓大家就算不會滑

雪，也能居高臨下，細細欣賞滿山遍野的浪漫雪景。 

★【滑雪體驗(含雪鞋.雪杖.雪橇】滑雪是韓國冬季最受歡迎的活動，雪季約為每年的 12 月到翌年的 3 月初，除

了韓國本地人外，每年均吸引大批旅客前來遊玩。雪道須依難度不同分為初學者、中級、高級等，在未經過正

規受訓前，並不建議旅客搭乘纜車上雪道滑雪。團體行程中將會由專人教學，從穿戴裝備開始，讓旅客於雪場

中練習處所學習及體驗滑雪樂。如果滑累了，和親朋好友在旁邊無人處堆堆雪人、拍攝雪景或大打雪仗也是另

一種樂趣唷！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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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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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用早餐 
         ☆特色餐☆ 

     春川年糕炒雞佐紅醬炒飯 

        ☆特色餐☆ 

新村食堂烤肉+7 分鐘泡菜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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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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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冬季限定~冰釣華川或清平(冰釣季節未開始或已結束，則改為採草莓體驗)

樂天世界遊樂園或樂天 123 層摩天塔(門票 2 選 1)  

★【冬季限定~冰釣+吃烤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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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醒：冰釣實際活動內容須視節慶當天安排，華川或清平冰釣結束或人潮過多時則改去其他熱門冰釣地點。 

★【樂天世界遊樂園或樂天 123 層摩天塔(門票 2 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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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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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燉馬鈴薯豚骨鍋+季節小菜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首爾五花特一】龍山 NOVOTEL AMBASSADOR 或東大門 GRAND AMBASSADOR 或江南 SHERATON 或江

南 IMPERIAL PALACE 或 MAYFIELD 或其他同級飯店 

 

第四天 
韓流彩妝保養品 浪漫首爾塔(含電梯卷)+愛情鎖牆 韓流中心~首爾明

洞 魔幻彩繪塗鴉秀 

★【韓流彩妝保養品】韓國氣候乾冷，不但日夜溫差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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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濕類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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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自我特色的妝容等也深獲大眾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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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公園+N 首爾塔(含電梯卷)+愛情鎖牆】台北地標是 101 的話，那首爾市內最著名的地標應該就屬南山

公園上的 N 首爾塔。南山公園位於首爾市中心明洞旁，過去為守護都城的天然屏障，其上設置有烽火臺，而現

今則為首爾市民登山健行的主要休憩場所。「N 首爾塔」正位於南山公園山頂，高 236 公尺，塔內有展望臺可搭

電梯前往，塔身四周則是著名的愛情鎖牆，多部著名韓劇包括來自星星的你等均在此取景，戀人們來到此處可

買一個鎖，將兩人的愛情牢牢的鎖在塔上。 

★【韓流中心~首爾明洞】若說台北的商業與購物中心是忠孝東區，那首爾的中心就是明洞了，據韓國觀光公

社統計資料，明洞區一天流動的人口就可達數百萬人之譜。對韓國人來說，明洞是他們的商業中心，銀行、金

融機構、電影院、大型百貨公司、國際五星飯店均集中在此；而對觀光客來說，明洞就是韓流的代名詞，逛街

勝地與時尚中心，舉凡韓國在地品牌、知名連鎖餐飲、飯店、服飾店、追星周邊商品、賭場、免稅店、換錢所

等，以及中華民國前駐韓大使館也在此處。明洞腹地雖不大，但大街小巷錯綜複雜，商家琳瑯滿目實在太多，

貼心提醒遊客逛街時盡量選擇大條道路，才不會逛的太嗨找不到團體集合點。 

★【魔幻彩繪塗鴉秀】非語言 Non-Verbal的表演藝術，透過肢體、音樂、作畫、投影的呈現使表演無國界之分。

全新類型的複合式表演，把繪畫的過程結合音樂與韻律，輔以活潑的喜劇和觀眾互動，大人小孩皆適合觀看，

主題以橫跨東西方的 HERO 英雄為主，全場演出約 80 分鐘。國際旅展期間多次應韓國觀光公社邀請來台示範

展演，深獲海內外觀眾的好評，目前在首爾例行公演。美術、舞台、默劇的夢幻相遇，看人家畫畫的過程就是

一場秀？來韓國看一遍，親自體會！ 

 飯店內用早餐 
 ★升等餐★Season Table 或自然別

曲或 HANCOOK 韓式自助 BUFFET 

        ★升等餐★ 

米其林 2018指南高麗或百年人蔘雞 

【首爾五花特一】龍山 NOVOTEL AMBASSADOR 或東大門 GRAND AMBASSADOR 或江南 SHERATON 或江南

IMPERIAL PALACE 或 MAYFIELD 或其他同級飯店 

 

第五天 
首爾最大韓屋村~北漢山腳下的恩平韓屋村 韓國土產店 仁川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首爾最大韓屋村~恩平韓屋村】韓劇古裝中的韓屋村，男女主角在古色古香的場景裡浪漫滿屋是否讓人怦然

心動呢？在首爾市區因為地狹人稠，保存的韓屋聚落往往只有一角，車水馬龍很難讓遊客融入環境，但在恩平



這邊可不一樣。為了讓韓國人與外國觀光客在首爾都會區也能體會韓屋之美，特地在能遠眺北漢山的市區地點

重新建造恩平韓屋村，風景特別優美令人心曠神怡，且設施完善，是來韓國首爾最新的網紅打卡景點，絕對不

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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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店家貼心附有裝箱服務，寫

名字後直接拿上車去機場託運，大大省去您整理行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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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定食宮廷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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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車 10 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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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於報名時就告知服務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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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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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