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濟州 5 日 

(牛島潛水艇、HERO 塗鴉秀、名品黑豚美食) 
 

 

【行程特色】 

牛島潛水艇 

韓國國內唯一擁有 500 米的最長海底移動距離和 30 米水深的海底旅行的潛水艇，帶給您不同的海底世界。 

 

 



濟州厚切黑毛豬烤肉餐+野生活鮑魚+鮮蝦+燉蛋+泡菜湯+白飯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濟州～道頭峰(彩虹海岸道路散策)～梨湖紅白馬燈塔～HERO 塗鴉秀～觀德亭(牧官衙)～

東門傳統市場/夜市(美食大探索)～贈人氣宵夜:炸雞+飲料～濟州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渡假聖地～濟州島。  

道頭峰：位處彩虹海岸道路散策開始之處，是個俯瞰 JEJU 機場全貌及濟州島絕佳好地點。被選定為隱藏在濟州的 31 處秘景之一

的高 65m 的小火山，山不高，爬到山頂就視野開闊。原本的作用是與沙羅烽燧台、水山烽燧台互相通信，而現在這裡成為了濟州

道民和遊客們的休憩之處。 

 

梨湖海邊紅白小燈塔：濟州島 IG 打卡熱點，韓綜《我們結婚了－國際版》拍攝地 

梨湖海水浴場是最靠近濟州市區的海水浴場，設備完善且沙灘坡度不高相對安全，每到夏天就有許多避暑的遊客前往，海邊還有

一片松樹林適合野營。兩座特色燈塔，一紅一白的小馬樣子，非常吸睛。 

HERO 塗鴉秀：以英雄為主題，運用即席作畫的方式，將麥克傑克森、李小龍、超人等活在我們記憶中的世紀英雄於舞臺上以繪

畫呈現。而在此過程中，也帶給觀眾驚嘆與樂趣，喚醒對傳說英雄們的深刻感動與回憶。特別的是有將舞臺自由自在變幻模樣的

3D 多媒體藝術，以及一再變化、新穎出彩的 10 多種美術技法，再加上詼諧的武打動作場景，原汁原味地將世界最棒的繪畫秀展

現在觀眾眼前。 

 

整個表演以光影刮畫揭開序幕，接下來一幕幕結合行動繪畫、沙畫、馬賽克拼畫、浮水染等美術技法創作作品，並運用 3D 多媒體

藝術營造如夢似幻的效果將各幕串連起來，不僅創下韓國首度將 3D 多媒體搬上舞臺的紀錄，也使全長 85 分鐘的表演精彩萬分，

無時無刻不緊緊抓住觀眾的目光。  

濟州牧官衙：史蹟第 380 號之濟州牧官衙為朝鮮時代濟州道的政治、行政中心。官衙內包含主要設施東軒、內衙建築物等。【觀

德亭】也指定為寶物第 322 號，是重要的遺蹟。濟州現存的建築中，就屬觀德亭歷史久遠。以單層八作屋頂的建築、長長地屋簷

為觀德亭的特徵。為 1448 年(世宗 30 年)為了訓練士兵而建的。官衙設施在 1434 年因受祝融之災，建築物燒毀之後馬上進行復原

工程。但日據時代(1910 年 8 月~1945 年 8 月 15 日)受到嚴重的破壞，除了觀德亭之外，無任何痕跡留下。濟州牧官衙以原貌復

建，是 1991 年到 1998 年經過 4 階段的挖掘考察，確認古建築基地和建築構造，從出土遺物和當代文獻及專家的考證，於 2002 年

12 月復原成功。 

東門傳統市場(食尚玩家推薦)：白天是門庭若市的濟州最大型市場，不僅濟州島民的日常市集、也是旅客熱愛景點在 2018 年 3



月，更開設夜市專區，30 幾個攤位販賣特色小吃，讓在濟州旅行的夜晚又多了一項娛樂選擇。 

註 1：東門傳統市場/夜市約停留 1.5~2 小時。 

註 2：贈人氣宵夜餐：校村炸雞+飲料(每房乙份)。  

 

餐 食：(早餐) 機上輕食(含飲料)     (午餐) 鮑魚海鮮火鍋+烤魚+煎餅+炒年糕     (晚餐) 發 8000 韓幣 

住 宿：濟州特二級五星 SKY PARK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星 THE ONE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JK RAMADA

飯店(2016 新開幕)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NANTA 飯店(2017 新開幕)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濟州～噢！雪綠茶博物館～琉璃之城(琉璃藝術博物館＋琉璃迷宮)～藥泉寺～山茶花之丘～泰迪

熊野生動物王國～濟州 
 

噢！雪綠茶博物館：佔地 1650 平方米，包含了茶的文化等方面。濟州島早晚溫差大，年平均氣溫和降雨量和土壤極適合茶葉的栽

種。館內包括學習茶的歷史、生產過程的展示、陳列各種綠茶生產品的雪綠精品世界等。  

琉璃之城(琉璃藝術博物館＋琉璃迷宮)：展示著由琉璃做成的花園、迷宮等造型物，是間呈現非常浪漫幻想氣氛的琉璃造型主題

館。6 間主題館陳列著 250 餘件的琉璃作品，除了有世界首創的琉璃迷宮、世界最大的琉璃球、鑽石戒指，還有琉璃石牆、鏡子

湖，以及義大利、捷克、日本等世界知名作家的琉璃作品。  

藥泉寺(濟州最大的寺廟)：雄偉壯麗。在 3 萬 7 千坪的地面上，座落著 2652 平方米規模的的大光明殿和 3 層的瑤宮。另有窟佛

堂、三星閣塔。佛堂正面，國內最大的高 5 米的主佛庇慶剎那佛安置在 4 米高的座臺上，左右兩壁雙向雕刻著巨大的藤花，形成

了 108 萬小圓佛組成的壯觀。 

 

山茶花之丘 Camellia Hill：面積達 172,000 平方公尺的 Camellia Hill 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山茶花、花期最早的山茶花，以及散發香味的

山茶花，共計有 500 多種、6000 多株的山茶花樹聚集在此。Camellia Hill 除了山茶花外，還種植了椰子樹等各種造型樹，為一造景

樹木園。另外，Camellia Hill 更具備了野生花園、寬廣的草地廣場、生態蓮花池的多樣化植物園區，以及草屋、木屋、鐵皮屋、飯

店式公寓等各種住宿設施, 還有展示以山茶花製作的工藝品的藝廊、多功能會議室。 

註： 山茶花種類繁多花季皆不同，若花況未能如您所期待還請見諒。  

泰迪熊野生動物王國：由泰迪熊和各式各樣的動物玩偶組成的可愛動物園，無論是大人或小朋友，都很難抗拒這一個充滿童趣與

歡樂的世界。這裡除了許多可愛的泰迪熊之外，還增加了許多可愛的動物，例如：大象、老虎、熊貓、長頸鹿等，這些可愛的絨

毛娃娃共組一個無牢籠的可愛動物園，無論是凶猛的老虎、鱷魚，或是可愛的小綿羊、小白兔，遊客都可以近距離的觸摸和拍

照。 

註：贈送每人泰迪熊玩偶吊飾一隻，以當地實物為主。  



 

餐 食：(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百匯自助吃到飽     (晚餐) 童子人蔘雞+長壽麵線+百歲酒 

住 宿：濟州特二級五星 SKY PARK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星 THE ONE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JK RAMADA

飯店(2016 新開幕)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NANTA 飯店(2017 新開幕)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濟州～奇幻山坡(神奇之路)～人蔘專賣店～護肝寶專賣店～BRICK CAMPUS 積木世界～精美彩

妝店～海水溫泉汗蒸幕體驗～濟州 
 

奇幻山坡(神奇之路)：這條路是一段斜坡路，但是放在路面上的空罐都會沿著上波方向迅速滑動，拉開手閘的汽車也會自動沿上坡

行進，其實這是一種錯覺現象，斜坡因為周圍的邱林和樹木等環境，在視覺上給人一種上坡的感覺，這段長 100 米的道路牽動了

遊人的好奇心，在這裡常可看到旅客下車放空罐試驗的場面。 

 

人蔘專賣中心：只有韓國才有的韓國國寶《高麗人蔘》之所以優其他蔘類，不僅僅是因為其品種不同於美國的西洋蔘和中國的田

七蔘，更主要的是因為《高麗人蔘》生長的地理條件優良。《高麗人蔘》主要栽培耕種地區在北緯 36-38 度，生長期較其它國家

(3-4 年)長，為 6 年。使高麗人蔘得到充份發育。因此《高麗人蔘》的內部組織結實與細密，可長期保持《高麗人蔘》原有的香

味。  

韓國護肝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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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CK CAMPUS 積木世界：韓國超人氣韓綜《RUNNING MAN》拍攝地 

濟州 BRICK CAMPUS 積木世界 共計 200 萬塊積木，40 名藝術家及 250 多件作品築起神奇的積木藝術世界 

積木世界所使用積木總數達 200 萬塊，且有 40 名國內外頂級藝術家以及 250 多個大大小小的藝術品。 

包括大型立體拼圖，國內外著名建築，生活風格，電影/動畫片中的人物與機器人，可實際驅動的汽車，模擬油畫的馬賽克，人物

肖像畫等，積木創造的神奇、壯觀的世界一一展現在您的眼前。 

註：贈送每人贈彩虹方塊吐司點心+飲料一杯。 

 

韓國彩粧名品店：相信愛美的女人們一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而除了購買外，部份店家特別提供免費彩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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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贈送每人精美小禮物一份。  

海水溫泉汗蒸幕體驗(含毛巾+衣服)：濟州島特有的海水三溫暖+汗蒸幕，引進海水經過高溫殺菌再經由不同的溫度加溫讓您身浸

其中，身體吸收海洋的豐富礦質，讓您全身充滿“海洋能量”，元氣百分百，更有去毒美顏等獨特元素，及淨化水質的功效，對



人體具有極大幫助，使您消除疲勞，精神為之一振。 

餐 食：(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大麥黃花魚+韓式漢方石鍋茶泡飯+季節小菜     (晚餐) 韓國傳統紅燒青花魚

風味餐 

住 宿：濟州特二級五星 SKY PARK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星 THE ONE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JK RAMADA

飯店(2016 新開幕)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NANTA 飯店(2017 新開幕)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濟州～城山日出峰～涉地可支(涉地岬)～城邑民俗村～牛島潛水艇～韓流文化(海苔博物館+韓服

體驗)～蓮洞時尚步行街(購物樂)～濟州 

 
城山日出峰(UNESCO 世界自然遺產)：為漢拏山 360 個止火焰山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突出於海岸的火山口，攀登 30 分鐘左右到

山頂；由此也可觀看日落，加上可以瞭望一片廣闊的牧場，美不勝收，令人嘆為觀止，遠眺這山峰綺麗景色，其西海岸有海螺、

鮑魚養殖場，運氣好的時候還可觀看到韓國國寶級海女潛水採集海產的情景。  

涉地可支(涉地岬)：韓劇《ALL IN》拍攝場景：位於濟州島東部海岸的一端。涉地是這一地區古代時的名稱；可支是濟州島方

言，意思是向外突出的地形。涉地可支所在的海岸懸崖上是一片寬闊的草地，這裡一棵樹也看不到，海岸上聳立著一塊叫仙石的

岩石。涉地可支一端有燈塔，在通向燈塔的路上有防風用的石牆。石牆內燈塔上有鐵臺階，很輕鬆地就能登上，扶欄而立，涉地

可支海岸的風景便盡收眼底。 

 

城邑民俗村(蜂蜜茶或五味子茶二選一)：城邑民俗村位於濟州島上，因而也完全反映了濟州島獨特的居住文化。你在這裡可以看到

那看似堆得稀稀疏疏的擋風石牆(黑熔岩石)，為了防止風直接進入屋內而建得又直又彎的窄巷，還有濟州島之象徵的石頭爺爺。現

有 400 餘棟房屋，被指定為韓國民俗資料保護區，以茅草覆蓋的屋頂，石頭疊砌的院牆，以及用《丁囊》取代門戶的民宅，質樸

可愛，民俗村是受韓國政府保護的區域，此處仍可看到需多韓國文化遺產，且至今裡頭仍居住濟州島原住民，民俗村的收入來源

大多是靠販售特產品來的，再由村長統一收款平均發放給村中居民。 

註：民俗村內特有土產品總類:馬骨粉、生蜂蜜、五味子茶提供貴賓自行斟酌衡量購買。  

濟州牛島潛水艇(韓國超人氣韓綜《超人回來了》拍攝地)：是韓國唯一能在海底移動 500 米的潛艇，在海下 20~30 米深景觀帶

中，可以欣賞到只有牛島前海領域才能發現的各種海洋魚類。帶您在島中之島的神祕之路探險。 

註 1：牛島潛水艇不會到達牛島，且只在附近的海域行駛且中途不會停止。 

註 2：行程若遇天候、季風、海況無法進行，將改 AQUA PLANET 水族館替代。 



 

海苔博物館(韓國文化介紹+參觀海苔工廠+韓服體驗)：海苔是在石頭裏長的海菜，把它乾燥後而製作的紫菜海苔非常營養，紫菜

5 張就等於 1 個雞蛋的蛋白質。海苔更含有人體所需要的各種營養素。有對眼睛有益的維他命 A 和補充腦力的維他命 B 等各種豐

富營養價值，也提供植物所沒有的碘。蛋白質豐富且含有八種胺基酸，其中牛磺酸對高血壓及動脈硬化預防有相當的效果。此

外，還有豐富的鉀、鈣、燐、鐵等多種礦物質。因含有大量的食用纖維，因而成為人氣減肥食品之一。 

 

『蓮洞時尚步行街』位於新濟州市新城區又名寶健路(蓮洞 7 路) ，全長 450 米，是條時尚購物商街，聚集著各種品牌的小商店及

特色餐廳，還有不少的酒吧及居酒屋喔！由於縱橫向的街道車輛是不能進入的，所以逛起來超舒服的，非常適合觀光客晚上到此

一遊的！ 

註：蓮洞鬧區約停留 1~1.5 小時。 

餐 食：(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韓式豬肉壽喜燒鍋＋漢拏山炒飯     (晚餐) 厚切黑毛豬烤肉餐+活鮑魚+鮮蝦

+燉蛋+泡菜鍋 

住 宿：濟州特二級五星 SKY PARK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星 THE ONE 飯店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JK RAMADA

飯店(2016 新開幕) 或 濟州特二級五花 NANTA 飯店(2017 新開幕)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機場／桃園 
 

土產雜貨店：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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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車前往機場，由專人代表辦理出境手續後，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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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輕食(含飲料) 

住 宿：回甜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