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紛飛韓國～兩晚特一級、
馬耳山道立公園、全群櫻花道、韓服韓屋拌飯秀五日(含稅)
【行程特色】

捎來春息的花卉慶典～
想漫步在燦爛花雨中嗎？若此，我們將誠摯的邀請您來訪四月的韓國。
每當韓國一到了四月，全國的都市都被櫻花綻放成白茫茫的一片、
整個山頭都被粉黃的迎春花佔領，所有的村野也都被絢麗的山茱萸覆蓋地美不勝收。
在此為您挑選出了韓國春天最華美的名勝景點，此時您唯一必需的，
就僅是挪出和春天花朵們一同共度時所需的春光。

《賞櫻全視界》春季限定，櫻之饗宴
櫻花最多且美麗聞名的宮闕～昌慶宮賞櫻 (預計 4 月上旬開始)
米其林推薦滿分觀光景點～鎮安馬耳山道立公園賞櫻(預計 3 月底開始)
河川兩旁的櫻花綻放形成浪漫的櫻花隧道～安養川櫻花散步道(預計 4 月上旬開始)
兩旁錯落有致櫻花樹隧道，韓國最長的櫻花路～全群櫻花路 (預計 4 月初開始)
環山櫻花道路，登高一覽春季美景～南山櫻花路+N 首爾塔(不含電梯券) (預計 4 月上旬開始)
註：本行程參考韓國觀光公社 2017 年櫻花開花預測參考，賞櫻期間預計為 4 月初到 4 月中下旬，
賞櫻行程會因自然天候狀況而有變化，如因而無法觀賞到櫻花，敬請見諒。

【行程特色】
鎮安馬耳山道立公園(賞櫻)

馬耳山塔寺(賞櫻)

特別企劃：穿著韓服穿梭傳統韓屋村街道

安養川櫻花散步道(賞櫻)

昌慶宮(賞櫻)：櫻花最多最美的古宮闕。

南山公園櫻花路(賞櫻)+N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
首爾市的象徵，戶外展望陽台的情人鎖牆(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
許多情侶回來這裡鎖上象徵《堅貞不變的愛情》的愛心鎖頭。

魅力音樂《CHEF 拌飯秀》

東大門綜合市場：綜合批發市場讓您享受輕鬆購物的樂趣。
明洞鬧區：韓國流行時尚的中心，精品小店、百貨公司、免稅店林立。
【風味餐食】

新村食堂：熱炭醬燒烤肉+7 分鐘泡菜鍋
網路人氣連鎖烤肉店，激推大口吃肉好去處 ，全韓國 200 多家店面。

米其林指南【百年】蔘雞湯

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2019/04/06
〔星期六〕
2019/04/10
〔星期三〕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160

台北(桃園)

仁川(首爾)

07:50

11:15

CI149

仁川(首爾)

台北(桃園)

16:25

18:1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仁川～新村食堂～安養川櫻花散步道(賞櫻)～南山公園櫻花路(賞櫻)～N 首爾塔(賞
櫻；不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東大門綜合市場(購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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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導遊帶領展開愉
快的旅程。
新村食堂熱炭醬烤肉+7 分鐘泡菜鍋：由韓國餐飲天王-白鍾元主廚，開的人氣連鎖
烤肉店，全韓國共有 200 多家分店，是韓國人也大讚的烤肉餐廳。
安養川櫻花散步道：適合漫步和運動的春花道，平時便深受遊客喜愛的休閒運動勝
地，每到春天河川兩旁的櫻花綻放形成浪漫的櫻花隧道，是韓國本地人攜家帶眷熱門的賞櫻景點之一。
南山公園櫻花路(賞櫻)：從南山市立圖書館至八角亭、從八角亭至獎忠洞國立劇場聯接起來的南山循環
道路，伴隨著壯觀的銀春花、杜鵑花和櫻花。雖然南山海拔高達 262 公尺，卻可輕鬆的散步上山。然而
登上南山的道路很多元，其中最為便利的就是從南山圖書館開始的登山道路。
N 首爾塔(賞櫻；不含高速電梯券)：首爾塔為韓國最早以塔座形式為主題的觀光景點。以身為東洋最高
的塔為傲，春暖花開之際，可一覽南山壯觀的迎春花、杜鵑花和櫻花。1969 年 12 月起開始動工，於 1975
年 7 月竣工完成，至 1980 年 10 月 15 日起正式開始對外開放的首爾塔觀景台，就此成為首爾著名觀光勝
地。走過 30 年歲月依舊深受遊客的喜愛，於 2005 年 12 月 9 日重新翻修整頓後蛻變成為華麗耀眼的 N
首爾塔，以嶄新的名稱重現於遊客面前。
情人鎖牆：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位於首爾塔別館寬敞的戶外展望陽台，可一眼眺望首爾的風
景。因為知名電視節目播出藝人在這的鐵絲網鎖上鎖頭，因此這裡變得更加的受歡迎。現在有許多情侶
回來這裡鎖上象徵《堅貞不變的愛情》的愛心鎖頭。目前已有掛有數萬個鎖頭的這裡，深受情侶的喜愛。
東大門綜合市場(購物樂)：韓國最大的露天市場，市場一角還有一座帳棚攤子的巨大蓬搭賣場，裡面有
各種小吃攤、服飾等，讓您盡享逛街、購物的樂趣。
註：東大門停留 1~1.5 個小時。
餐 食： (早餐)機上餐食(午餐)【新村食堂】熱炭醬燒烤肉+7 分鐘泡菜鍋(晚餐)馬鈴薯燉大骨風味餐
住 宿：

首爾 仁寺洞 IBIS 飯店或首爾 ROYAL SQUARE 飯店或首爾 東大門 BENIKEA 飯店或首爾 汝
夷島 BENIKEA 飯店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全群櫻花道(賞櫻)～全州韓屋村～韓服遊韓屋(約 2 小時)～太祖路散策～聖洞殿堂～南部傳統
市場(美食大探索)
全群櫻花道(賞櫻)：韓國著名的賞櫻名所，這條從全州到群山的道界路上，每年 4
月中櫻花盛開時節，兩旁錯落有致的櫻花樹形成一條銀白色隧道，當春風輕拂，花
瓣飄落有如白雪紛飛，景致美不勝收。

全州：珍藏著千年歷史夢想的都市─全州是美味與風味傳統棲息，最具韓國風的都
市之一。為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無形遺產名單中─清唱板索里的故鄉，是韓屋、韓食、
韓紙等韓國傳統文化豐富的都市代表。另外全州亦以拌飯、韓定食等已深深擄獲全球人味蕾的韓食著
名。韓屋即位於這樣的全州中心地帶，獲選為 2011 年必去的韓國旅遊景點之一。
全州韓屋村：位於全州市豐南洞與校洞一帶，共有 800 多間櫛比鱗次的韓國傳統建築韓屋聚集於此。在
瞬息萬變的現代都市中始終保存著古老面貌的全州韓屋村，因可體驗韓國過去的傳統而聞名。韓屋村的
韻味尤其體現在韓屋美麗的屋頂曲線上，屋脊一角稍微朝天空翹起既是韓屋的特徵，亦是韻味所在。
韓服遊韓屋：全州是個可體驗生動歷史與傳統文化最具韓國風的 Slow city ，特別安排貴賓換上傳統韓
服，深入了解韓國文化，穿著韓服走訪這一座傳統文化氛圍濃厚的城市。
全州南部市場：最早可追溯至朝鮮時代初期，當時的南門外市場被視為今日南部市場的前身。1905 年開

設為定期國營市場，隨後開始使用南部市場這個名稱。進入 21 世紀的南部市場有 800 多間店舖，主要販
售綢緞、家具、乾魚貨、蔬菜、水果、藥材等商品。
現在透過以年輕人恢復市場生機的企劃，為南部市場注入了新活力。在遍布空店舖的市場 6 棟 2 樓，開
設有著酷似首爾三清洞與弘大街道氛圍的青年文創商店青年館，以及販售全州韓屋村各色小吃與藝術品
的青年夜市，呈現出南部市場獨一無二的集市風景。
註：商品券由韓國觀光公社贊助提供。
餐 食：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韓國食堂】全州傳統韓定食(晚餐)傳統市場內，發韓幣 6,000 代金敬請
自理

住 宿：

全州 LEWIN 飯店或全州 RONI 飯店 或 RAMADA 飯店(全州/群山)或群山 SAVILLS 飯店 或 群
山 BEST WESTERN 飯店或邊山大明渡假村(2 人一室)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馬耳山道立公園(賞櫻)〜馬耳山塔寺(賞櫻)～CHEF 拌飯秀

馬耳山道立公園(賞櫻)：馬耳山是因為其兩座山峰狀似馬兒而得名，在馬耳山的入
口有長達 3 公里的四線道的櫻花隧道，每年四月舉辦的「馬耳山櫻花節」每年都能
吸引 15 萬餘人次以上的旅客前往， 開花期約在 4 月 6 日，14 日左右為高潮期。
馬耳山塔寺(賞櫻)：據說這石塔為李甲龍處士在 1800 年代後期，以獨自一人的力量
堆疊而成的，並在白天時收集石頭，於夜晚時造塔。這些石塔歷經 100 多年刮風下雨的摧殘，聽說至今
為止卻未曾倒下，是其神奇之處。塔寺在春天開花的時候相當出名，從南部停車場入口至塔寺前約 1.9
公里長的路上，處處長滿櫻花，在這時也會舉行馬耳山櫻花慶典，迎接這美麗的風景。
魅力音樂劇 CHEF 拌飯秀：韓國的代表食物拌飯是將多樣化的食材放進飯中均勻攪拌，口味協調又極具
特色，其中的各種滋味讓人吃過後就難以忘懷。以「拌飯」來作為全球化時代融合及象徵世界協調的代
表性食物是毫不遜色的，並透過音樂劇《CHEF》來讓觀眾徹底的了解其中深義。拌飯製作過程中發出
的聲音－從清洗食材到切菜、炒菜再吃進嘴裡等，透過節奏口技(Beatbox)和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的方式
來呈現。
註：若遇滿場時，則以塗鴉秀替代。
餐 食：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櫻花館】香菇火鍋+季節小菜(晚餐)燒烤無限【荒謬的生肉】厚切五花
肉+大醬湯+生菜吧+米飯

住 宿： 首爾 特一級東大門國賓飯店或首爾 龍山 NOVOTEL 飯店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昌慶宮(賞櫻)～人蔘專賣店～健肝寶～金婆婆料理教室 DIY(韓式部隊鍋+海鮮煎餅)～慶熙大
學(賞櫻)～精緻美膚彩妝坊～名品蔘雞湯～明洞鬧區(購物樂)

昌慶宮(賞櫻)：以櫻花最多且美麗聞名。其實流傳昌慶宮的櫻花並不是用來欣賞，
而是種植作為新建宮闕的木材之用，現在則是於 4~5 月時帶給遊客來昌慶宮欣賞美
麗櫻花的樂趣。以通明殿北邊的山坡為中心，到花階、春塘池附近不只有櫻花，還
有梅花、杜鵑、迎春花等多樣的春花可欣賞。
註：若遇昌慶宮每週一休館日，則改參觀其他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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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于韓國
的記載，使元氣旺盛的神秘名藥的高麗人蔘，其保健醫療效能居世界之冠。

健肝寶：韓國保肝靈，護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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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婆婆料理教室 DIY：想要學會韓國代表美味鍋物料理技術嗎? 在金婆婆料理教室裡可以自己 DIY 學到
最道地最傳統的韓式料理。有泡菜鍋或部隊鍋(二選一)也有韓式海鮮煎餅喔！在金婆婆的指導下你學會
了嗎？當在現場品嚐自己親手烹調的美味佳作時..會讓你在這趟旅程留下永難忘懷的回憶
慶熙大學(賞櫻)：校園對外開放，是相當具有可看性的景點，常是國中小學生郊遊前往的地點。特別是
校園內附設慶熙幼稚園、國小、女子國高中、男子高中，因此校園裡充滿著不同年齡層的學生。慶熙大
學的和平殿堂廣為眾人所知，為國內舉辦各種大大小小活動的租借場所。
慶熙首爾校區位於回基洞內，為文學院、政經學院、經營學院等的人文系列學科和醫學院、藥學院、韓
醫等醫藥系列，總共 26 個系所為主(不包含藝術設計學部)。國際校區位於水原，主要由工學院和藝術、
體育系列學院為主。具有長久歷史的韓醫學系和飯店經營學系相當出名。鄰近有韓國外國語大學和高麗
大學。
精緻美膚彩妝坊：店內陳列著琳瑯滿目最新款、最 HITO 的彩粧保養品，有韓國新竄紅女團 f( x)隊長
Victoria 代言 IPKN、韓國正妹天團 T-ARA 代言 TONYMOLY、及韓國性感天后李孝利代言 CLIO 等知名
品牌，另有韓國知名韓系品牌：VOV、ISAKNOX、COOGI、ENPRANI、THE FACE SHOP、BEAUTY CREDIT
等齊聚在此，更推薦主打品牌 CARINO(地漿水)供您選擇，價格約為台灣的八折到六折之間，讓您永遠
走在時代潮流的尖端。
餐 食：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金婆婆》DIY 韓式部隊鍋+海鮮煎餅+季節小菜(晚餐)米其林指南《百
年》蔘雞湯 或 《皇后名家》蔘雞湯

住 宿： 首爾 特一級東大門國賓飯店或首爾 龍山 NOVOTEL 飯店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土產店～仁川／桃園
土產雜貨店：在此您可選購各式韓國道地土產，著名泡菜及海苔、韓劇飾品等當地
名產饋贈親友。
隨後，前往仁川機場，辨理搭機手續，返回溫暖的家。
註 1：行程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餐 食：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機上餐食(晚餐)X
住 宿： 溫暖的家

【備註】
1.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2.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則以說明會為主。
3.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調整觀光行程先後之權利。

【團體售價】
團體說明

《無》

售價

23,900

小孩佔床

同大人價

訂金

每席 5,000 元

簽 證 費

免簽證

小孩加床

同大人價

高北接駁

不包含

稅險代辦
服務費及小費

售價不內含

小孩不佔床

價差 -1,000

單人房差

7,150

民國 64 年成立，經驗豐富，全球各地行程，均可安排操作，請放心參加本公司團隊旅遊，包君滿意！
★業務主辦：張錦爐 0928-213-929
★業務主辦：李姜江 0989-959-802
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03-4253196 傳真：03-4252211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４７５號２樓

匯款帳號：
0 3 9 - 0 9 - 0 0 0 - 6 95
銀行代號：01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中壢分行
戶名：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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