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ER COOL】 

京畿道：南怡島．法國村．光明洞窟．愛寶樂園．救火秀五日(泰航) 

 

 

 

 

 

 

 

 

 

 
 

 
 

 

 

 

 



  

  

 



  

  

 



  

  

 
 



 
 

  
 

 
 



 

 
 

 
 

飛行日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     泰國航空 TG634 桃園 仁川 12:50 16:15 

2 泰國航空 TG635 仁川 桃園 17:30 19:00 

 

  

第一天 
桃園機場－仁川機場－韓國綠色環保奇蹟～清溪川廣場－東大門市場 

購物樂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仁川永宗國際機場，抵達後由導遊帶領下展開精心所安排之行

程 

【清溪川】《見證韓國治水奇蹟》 

於 1970 年代初因清溪川高架道路建設，而失去溪流的外貌。2005 年經復原後，立即成為首爾市內最知名的

觀光景點。清溪川沿岸建有象徵蝴蝶振翅翱翔的飛翔橋、傳統與未來合一的廣橋等 20 多座美麗、具特色的

橋樑。 

【東大門市場】《韓國最大露天市場》 

是韓國最大的批發零售購物區，從絲綢、衣服、鞋子、運動用品、配管工具、電器產品、辦公室用具、玩具

等，想像到的應有盡有，想買的東西，都可以在東大門找到。 

前往飯店 CHECK IN 休息。  

＊早餐:X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人蔘雞+人蔘酒+長壽麵線 

＊飯店:陽智滑雪渡假村【2 人 1 戶】或 OAK VALLEY 奧麗山莊滑雪渡假村【2 人 1 戶】或同級飯店 

第二天 光明洞窟─青春博物館 

【光明洞窟】 

韓國最棒的洞窟主題樂園光明洞窟，是結合過去採集金、銀、銅礦的黃金礦山與文化藝術打造而成的空間。



這裡處處充滿可看性，有可品嚐紅酒的紅酒洞窟，還有洞窟水世界、黃金瀑布、黃金路、黃金宮殿、恐怖體

驗館、洞窟地下世界與地下湖、韓國最大的龍形裝置藝術、LED光之空間等 20多個設施，週末更有光之饗

宴──黑光秀的精彩表演。在洞窟內漫步，能將繁忙的日常生活抛到腦後，使身心靈獲得療癒，煥然一新。 

【青春博物館】 

分為八大特色區，第一區《記憶中的雜貨店》跳馬背、丟紙牌、踢毽子和跳房子，可以融入經巧思安排的造

景合照。第二區《我們洞內的大街小巷》遊戲機還能玩，超酷！第三區《記憶的沐浴場》韓國和日本一樣擁

有澡堂文化，很久以前的韓國受到生活條件的制約，一般人的家裏根本沒有洗澡的地方，大家需要到附近的

公共澡堂洗澡，隨?時代變遷現在的澡堂不再只是洗澡的地方，而是一個多元性的休憩場所，也就是大家熟

悉的汗蒸幕。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韓式石鍋拌飯+涮涮鍋 ＊晚餐:韓式烤肉餐+季節小菜 

＊飯店: 水原太平洋或 WEST VILLE 或水原 RITZ 或安善 CS 同級飯店 

第三天 

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含遊船】─法國村－★綜藝“RUNNING MAN”

「遊樂園特輯」拍攝地★【繽紛愛寶樂園（賽福瑞動物野生世界、四季花園、

MONKEY VALLEY 夢幻猴林探險+LostVally 迷失峽谷+Sky cruise 纜車）】(含

門票自由券)+加勒比海水世界 

【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含遊船)】 

冬季戀歌的拍攝場南怡島，這裡有寬闊的草地和楸樹林道，劇中美麗的景點您都將一一欣賞到，或許對劇迷

來說一定會覺得非常感動有如置身戲中。在碼頭坐船 5分鐘，穿過楸樹林道，也會看到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

的「冬季戀歌」的杉木林道。早晨或者黃昏時，從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是受人喜愛的湖畔城市。乘坐

往返昭陽湖與清平寺的遊船，旅客可悠閒地欣賞韓國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 

【法國村】 

法國村以法國聖埃克蘇佩里的童話《小王子》為主題的小法國村，佔地 11 萬 7357 平方公尺，是一個可體驗

到獨特法國文化的主題村莊。山丘上白色的異國風建築聚集在一起，由 16 棟法式建築組成，像極了阿爾卑

斯山麓的田園村莊。小法國村的設計概念為：花和星星、小王子。村內隨處可見法國著名作家聖埃克蘇佩里

的作品童話《小王子》中的人物及動物造型，小王子銅像也矗立在村內。另外村內還有象徵法國的雞、雕刻

和圖畫的藝廊、可聽到有 200 年之久的音樂盒中優美的旋律的音樂盒店、花草芳香店及各式的紀念品店等。

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第 15 集中，都教授利用超能力與千頌伊的深情一吻，不僅讓收視率飆高，背後的浪

漫場景也在網上掀起熱烈討論。這裡就是曾拍攝過《秘密花園》、《貝多芬病毒》、《Running Man》的知名景

點。 

【愛寶樂園】 

位於京畿道龍仁市，占地面積 450 多萬坪，是一個結合休閒、娛樂、教育與文化的渡假勝地。 

→五種主題公園：環球市集、美洲探險、魔術天地、歐洲探險、動物造型園。 

不同季節展開各種慶典及活動。 

→全球最高坡度，韓國首建的木製雲霄飛車"T EXPRESS"。許多喜好刺激的年輕人們爭瘋前往 。77 度陡坡

上滑下的刺激體驗與長達 3 分的快感是其最大特色。 

乘坐狩獵車來到→【賽福瑞動物野生世界】時，來場別開生面的野生動物探險。這兒有全球獨一無二老虎和

獅子和諧共處的畫面，而且還生下了兩隻小獅虎。和樂融融的模樣 和平日威猛的形象可是大異其趣。而歐

洲灰熊也擺脫昔日凶狠的模樣，竟可愛的和路過的車子揮手道別，不時會做些站立轉圈的特殊表演。此樂園

不僅考慮年輕人喜歡追求刺激、驚險的遊樂項目，也兼顧到兒童與年長者只想「看」不敢「玩」的特性，為

家庭式的遊樂園，可說是四季歡樂的國度。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海陸雙拼~魷魚+豬肉雙色烤盤 ＊晚餐:樂園內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飯店: 水原太平洋或 WEST VILLE 或水原 RITZ 或安善 CS 同級飯店 

第四天 

青瓦台+青瓦台舍廊房─人蔘專賣店─護肝寶─韓國傳統文化體驗【含韓服

體驗+泡菜 DIY 制作】─時尚韓流彩妝店【贈送精美體驗包】─弘大女人街

─首爾時尚潮流指標~明洞商圈─救火秀 

【青瓦台】 

韓國政治中心靑瓦臺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的靑瓦，一到靑瓦臺首先看到的是主樓的靑瓦。靑瓦臺主樓背靠北

嶽山，靑瓦與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非常漂亮。就象靑瓦台代表韓國一樣，靑瓦和曲線型設計的房頂則代

表著靑瓦台。堪稱韓國總統博物館的【青瓦臺舍廊房】位於韓國總統居住的青瓦臺內側，打造成民眾隨時可



體驗總統辦公的空間。位於 1 樓的‘大韓民國館’與‘Hi Seoul’內可一次瀏覽代表韓國的文化遺產與首爾

內主要景點。 

【人蔘專賣店】 

高麗人蔘無疑是人蔘的代名詞。中國梁朝時期著名的醫書上也有《人蔘之極品產於韓國》的記載，使元氣旺

盛的神秘名藥《高麗人蔘》其保健醫療效能，居世界之冠。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 

由韓國專業道地的老師傅，講解山東大白菜的醃漬，及泡菜醃料的製作過程，接著在師父的帶領下再由貴賓

們戴上乾淨的手套一層一層的刷在大白菜葉中，在融洽的氣氛中完成泡菜的製作。 

【韓服寫真體驗】 

親自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條兼具曲線與直線之美，尤其是女式韓服的短上衣和長裙上薄下厚，端莊閑雅，

透露著東方思想和超世脫俗之美的完美結合，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恆回憶。 

【護肝寶】 

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心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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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妝店】 

風靡全韓的知名化妝品相信是愛美的女人們必須購買的最夯商品，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清透自然

的 B.B.CREAM 更是熱門商品。 

【弘大女人街】 

化身成為年輕與浪漫、藝術與地下文化、洋溢個性自由的代言人－弘大前一帶 

弘大週邊有許多各具特色風采的咖啡廳、精品小商店、服飾店林立，Live 咖啡廳、夜店、藝術市場及多國風

味佳餚料理餐廳。此外，亦有各項多樣化豐富的文化活動、街頭表演和慶典等，弘大街頭濃厚的文化藝術氣

息也是一直以來吸引年輕人相約前往的最大魅力。 

【明洞商圈】 

明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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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MAN SHOW 救火英雄秀】 

把印象中英雄形象忘記，來一場爆笑又讓人熱血沸騰的救火英雄秀吧!!於 2015 年 7 月全新推出，即將成為

韓國最 H.O.T 的劇碼。敘述一群英勇的消防隊 員，在一場火災發生時，在接到隊長的指示後抵達現場，搶

救火災現在的喜劇～其中片段具有緊張刺激的臨場感外，還帶有隊員合作的真摯情感。這群救火英雄可以 順

利的完成任務嗎？或者有更意想不到狀況發生呢？在 80 分鐘的表演中，精彩得讓您目不轉睛～深怕錯過一

點點的精彩情節。這場搶救大戲～後誰才是英雄？讓我 們一起拭目以待！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紅班長~馬鈴薯燉豬骨湯+季節小菜 ＊晚餐:【食尚玩家推薦】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金炒飯 

＊飯店:水原太平洋或 WEST VILLE 或水原 RITZ 或安善 CS 同級飯店 

第五天 土產店─仁川機場─桃園機場 

【韓國土產店】 

韓國土產店選購伴手禮，這裡販售韓國土特產，種類玲瑯滿目，有泡菜、海苔、韓式餅乾、糖果，韓服公仔

等，應有盡有，您可再此一次買足回台後致贈親友的禮品。 

隨即前往機場，搭機返台結束愉快的韓國之旅。 

＊早餐:飯店內(外)用＊午餐:機上餐食 

＊飯店: 溫暖的家 

 

◆◇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1、 目前使用的一級酒店.商務旅館：梧木橋 COOP、KOBOS、COOP CITY (孔德站) DOLDEN FOREST RESIDENCE 、GOLDEN 
FOREST RIVER 、.RICHEN COUNTY 、. BLESSING INSEOUL、TONG SEOUL MYEONGDONG、STAY SIMPLE RESIDENCE、
PRIME IN SEOUL、NEW HILLTOP、KYUNGNAM、River&Jewelry.迎賓樓、始興、新王子、水原(太平洋 KOERA)、新羅城、
嘉里斯、SMART、PRADA、SOGNO、GM VILLE、THEME PARK、AMOUR、CENTRAL、ILMARE、BELLAGIO、JOA、羅成、
平澤航、紙之鄉、溫莎城堡、REGENCY、仁川 THE BLISS、BEACH、POLARIS、HK RESIDENCE、GOOGLE、NAVER、THE 
MVL HOTEL KINTEX、 THE RESIDENCE  YEONGJONG 、INCHEON AIRTEL、SEA STA、R SJ DESIGN、CACAO 、
PREMIERS 、水原 BON 、 PACIFIC、SUWON JM、ANYANG CS PRENIER、(BENIKEA WIN 、SMART 、SAMWON PLAZA、  
LAVIDOR 、CHARIS、SHINE 、SUWON DIAMOND.....等等同級 

2、 不包含導遊、領隊小費（每人每日約 NT$200 *5 天＝NT$1000）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3、 韓國是一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前往韓國旅遊，請

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 / 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4、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

點，敬請見諒。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5、 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6、 若接學生團需要另外加收每位 NTD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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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團體皆有隨團的照相小弟(小妹)，以販售照片及服務為主，半工半讀，韓國公社公定價格為一張 5,000 韓幣，可視本

身需求自由選購 
8、本報價僅適用持台灣護照旅客，若為韓國華僑或持外國護照或脫隊者，每人需加收 NTD3500 
9、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
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移民署相關規定】 
10、 近期韓國外站航空公司抓團體行李超重非常嚴格，會要求每位貴賓個別辦理 CHECK IN 掛行李，每位貴賓行李不可超
過 20 公斤，若超重者，會要求現場補足超重費用（超重費需由各位貴賓自行支付）特此提醒貴賓。 
11、韓國因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大型車停車超過 3 分鐘即須熄火關閉引擎，否則將會記點罰款，所以一般是等客
人上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請見諒。 
12、韓國 2012 年最新入境規定：韓國法務部公告：自 2012 年 01 月 01 日起年滿 17 歲以上的外國旅客入境韓國時，需留下
《雙手食指指紋及臉部照片資料》。請參考韓國觀光公社。 
13、貼心小提醒：本行程基於貴賓《人身安全》，全面禁止行程中脫隊，若有貴賓要行程中脫隊，建議改走【自由行產品】。 
14、本公司保留最後出發人數之決定權 
15、本行程最低出團為 10 人以上(含)，最多為 43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務。 
16、韓國海關退稅說明 ： 
●可手提上飛機：退稅的物品，非化妝品類的可手提上飛機，例如 衣服、鞋子、包包類，將物品手提進關(尚未過 X 光機安
檢前，有退稅櫃台，將物品及退稅單給海關檢查蓋章即可，然後到 28 號登機口退稅櫃台取錢)。  
●不可手提上飛機： 如果物品化妝品類或不可手提的，請將退稅的東西整理成一個行李箱，團體掛行李時，告知導遊、領
隊，此行李箱為退稅的，掛完行李條，連同行李箱到退稅櫃台蓋章，行李要從旁邊 OVER SIZE 行李的櫃台掛，進關之後再到
28 登機口取錢。註：退稅櫃台有 2 種，outlet 在國際退稅櫃台、東大門之類的就在 in korea 櫃台。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20menu22.asp?idno=0306
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MA/MA_CH_9_4.jsp?cid=151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