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愛瘋韓國 6 日(松山金浦、含稅) 

出發日期.售價: 

01/31   25,000 元        02/07   26,000 元        02/28   22,500 元 

【行程特色】 

飯店介紹 

貼心安排住宿兩晚首爾飯店 

註 1：飯店住宿順序行程僅為先行提供參考，正確順序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3：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2 項快速通關) 

 



 

歡樂繽紛滑雪之旅(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防風衣) 

 
 

景福宮(含門票)：韓劇《明成皇后》拍攝場景。 

 



 

小法國村 

 
 

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 

 



 

南怡島遊船：重遊《冬季戀歌》拍攝場景。 

 
 

HERO 彩繪塗鴉秀: 

 



 

明洞商圈、東大門綜合市場 

 
 

【風味餐食】  

人氣名店《土俗村人蔘雞》 

在用餐時間前往的話往往要排隊等上 10 多分鐘，然而餐廳內部相當寬廣，因此不用擔心會過於久候。此餐廳的特徵為蔘雞湯的高

湯是由 30 餘種韓藥材和五穀雜糧去熬製而成的，相當香濃可口，並加入紅棗、糯米、4 年蔘、銀杏、大蒜及獨特秘方等材料煮成

的蔘雞湯，又同時品嘗到如此的一級美味。 

 
 

【新村食堂】醬炭烤肉+7 分鐘泡菜鍋 



 
 

明洞商圈美食大探索: 

 



【航空說明】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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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1/31 

〔星期四〕  
ZE888  松山  金浦  13:50  17:25  

2019/02/05 

〔星期二〕  
ZE887  金浦  松山  11:10  12:50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松山／金浦～清溪川～東大門綜合市場(購物樂) 
 集合於台北松山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金浦國際機場後，由專業導遊接機展開愉快的旅程。 

 

清溪川：首爾新指標，走過歷史﹑文化的清溪川，共有 22 座橋，每座橋都有各自的特色和典故，每天都

吸引大批人潮前來參觀。 

 

東大門綜合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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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門停留約 1～1.5 個小時。 

餐 食： (早餐) X (午餐) 機上無餐食 (晚餐) 馬鈴薯燉豬骨湯 



住 宿： 水原(IY,DONO,VELLA SUITE)飯店 或 仁川(SOPRA 或 LART 或 SEASTAR 或 BLUE YELLOW 

MARINE)飯店 或 華城（STAZ ）或 金浦（LART） 

 

第 2 天 歡樂繽紛滑雪之旅(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防風衣)～晨靜樹木園(冬季限定)五色星光庭

園展 
歡樂繽紛滑雪之旅：前往滑雪場，在導遊的指導下由開始學穿鞋到到練習走路煞車跌倒、滑行，讓您嘗

試一下前所未有的滑雪之樂，如果滑累了還可在此堆雪人或打雪仗也是一種不同的樂趣。 

註 1：享受滑雪樂趣的同時，請務必聽從指導員的指導，並注意安全。 

註 2：本行程包含防風衣，旅客也可自行攜帶雪褲或視個人情況於雪場租借 

註 3：因滑雪活動本身具備一定風險，在參與旅遊行程內之滑雪活動時，建議您衡量自身身體狀況及滑

雪技能、並依照滑雪場工作人員之指導、及滑雪場之安全規定，進行滑雪活動，以維護您與他人安全。

如於活動操作上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之處，請隨時求助於教練或滑雪場工作人員。 

 

美國 CNN Go 推薦韓國 50 個必訪之魅力景點之一：晨靜樹木園《冬季限定》五色星光庭園展 

▲春季－春花慶典 

▲夏季－玫瑰、繡球花、木槿花慶典 

▲秋季－菊花、楓葉慶典 

▲冬季－五色星光庭園展(Lighting Festival) 

坐落於京畿道加平郡的晨靜樹木園，為擁有 33 萬㎡被美麗花朵覆蓋的大規模庭園。遊客在群花盛開的庭園和蔚然蔥鬱的松樹林

間舒服安適地享受大自然山林浴，還可以欣賞到包括水仙花、鬱金香、木槿花、菊花等各式各樣美麗的野生花草。 

 

晨靜樹木園於 1996 年 5 月正式開放，由三育大學園藝系韓尚慶教授所創立，以悠久歷史自豪的樹木園由 20 餘個栽種著各式美麗

草坪和花圃的庭園所構成，特點在於以多樣化植物素材來結合曲線和非對稱，成為極具風格特色的藝術庭院。尤其是以韓國的錦

繡河山為主題的下景庭園(Sunken Garden)，將朝鮮半島的模樣實際以花朵植物打造出並完美呈現，成為園區內最受遊客們喜愛的

人氣景點。 

 

另外擁有包含 300 餘株白頭山植物在內共 5,000 餘種的花科品目，每個月定期舉辦展覽會和慶典，不只是吸引家庭、情侶遊客前

來參觀，就連攝影家、旅遊作家也都在這裡留下許多特別又美好珍貴的回憶。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雪場內發韓幣 6000 元自理 (晚餐) 石鍋拌飯+涮涮鍋 

住 宿： 水原(IY,DONO,VELLA SUITE)飯店 或 仁川(SOPRA 或 LART 或 SEASTAR 或 BLUE YELLOW 

MARINE)飯店 或 華城（STAZ ）或 金浦（LART） 

 

第 3 天 小法國村(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場景)～加平南怡島遊船(韓劇冬季戀歌拍攝場景)～春川明洞湖畔

城市 
 

小法國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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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法國的住宅展示錧，就像觀賞朝鮮時期的韓屋一樣，可以飽覽舊法國的住宅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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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平南怡島遊船：因朝鮮時代南怡將軍墓在此島內而為名，乘坐遊船旅客可悠閒地欣賞韓國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再前往《冬季

戀歌的拍攝地》，劇中二旁杉木林立的愛情小路，是這對戀人騎自行車的地方，在並列楸樹林道中，可效法劇中人一起玩踩影子

的遊戲，從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您也可在此島上租用腳踏車環島，讓您能勾起對劇中難忘的美麗回憶。 

 

春川明洞湖畔城市：為江原道的道政廳所在地，春川明洞是市中心，春川最繁華熱鬧的地方，也是劇中兩人約會後逛街的地方。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春川辣炒雞排+金玉炒飯+飲料  

(晚餐)韓式傳統烤肉 

住 宿： 水原(IY,DONO,VELLA SUITE)飯店 或 仁川(SOPRA 或 LART 或 SEASTAR 或 BLUE YELLOW 

MARINE)飯店 或 華城（STAZ ）或 金浦（LART） 

 

第 4 天 泰迪熊博物館(送泰迪熊玩偶每人乙隻)～人蔘專賣店～健肝寶～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2 項快

速通關) 
泰迪熊博物館：2016 年開幕，世界上第一個由泰迪熊組成的野生動物和海洋動物，花鳥，並全部由製作動物標本展出的新概念主



題公園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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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泰迪熊玩偶一隻，以當地實物為主。 

 

人蔘專賣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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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肝寶專賣店：韓國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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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天世界：從夢幻世界到文化旅遊的遊樂大寶島，樂天世界是一座集遊樂﹑並具有文化內涵的超大型城市休閒遊樂園。裹面有世

界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驚險樂天世界》、漂浮湖水中《魔術島》；此外還有民俗館、劇場電影院、室內游泳池、滑冰場、保齡

球場、會員制體育俱樂部、百貨公司、購物商店、超市等。擁有三十餘種尖端遊樂設備供旅客盡情玩樂及魔術劇場大型舞臺表演

等，還有揉合自然及尖端科技表演等，五光十色的迪士尼世界讓人回味無窮。  

石村湖：春天有 1 千多株櫻花樹圍繞在湖的周圍，彷佛櫻花編織而成的隧道。湖畔有 2.5 公里的 PU 跑道和 420 公尺的石春按摩

路，有助紓緩疲勞並促進血液循環。站在充滿韓國風情的涼亭上，可將松林和石村湖的美景盡收眼底，湖上悠悠地飄著黃布帆船

和木筏，四周洋溢著古代氣息。 

註：石村湖、日內瓦遊湖為樂天世界遊樂園設施之一，旅客請自行安排時間前往。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新村食堂】醬炭烤肉+7 分鐘泡菜鍋 (晚餐) 遊樂園內發代金 6000 自理 

住 宿： 首爾市區 JK BLOSSOM 飯店(2018.3 新開幕) 或 首爾市區 江南 LAVITA 或 GOLDEN CITY 或 首爾

市區 CS AVENUE 或 ROYAL SQUARE 或 THE RECENZ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景福宮(含門票)～精緻美膚彩妝坊～土產雜貨店～南山公園+N 首爾塔+情人鎖牆～HERO 彩繪塗鴉

秀～明洞商圈／新世界免稅店(購物樂) 
 

景福宮(含門票)：建於 1394 年的李朝時代的皇宮，共佔地 12 萬 6 千坪，內舉行君王即位大典及文武百官

朝禮儀式的勤政殿，用作迎賓館的慶會樓等建築，雄偉而富麗的殿閣，烘托出極盡榮華富貴的氣派。 

註：如遇休館日且行程無法調動時，則以其他宮代替，敬請見諒。 

 

精緻美膚彩妝坊：韓國觀光公社認證的優秀商店，並曾多次獲得韓國當地美容節目，甚至海外電視台推

薦並介紹的專業彩妝店，店內陳列著韓國當地最新款、最 HIT 的各種潮流彩妝保養品牌系列。更推薦韓

國當地品牌～YIHANCARINO、RE:TIMES 提供的一系列產品，滿足不同肌膚人士需求，並解決各種護膚問題，包括卸妝、保濕、

抗老化和防曬。並以專業知識 深入了解、組合、成分的功效，以及這些成分對肌膚最適當的處理方法。同時，亦深知肌膚結構及

特性。讓您走在時代潮流的尖端。 

 

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位於南山上的首爾塔是首爾市的象徵，1980 年起對大眾開放，每天都有多遊客前往；2005

年 12 月 9 日重新裝潢並更名後，更是擺脫了老舊的外觀，以嶄新的面貌示人；除表演、展覽和影像設施，並有餐廳、咖啡廳，

形成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旅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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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 彩繪塗鴉秀：韓國首位突破百萬海外觀眾的神奇表演，也是韓國必到景點之一。 

結合美術、戲劇與音樂劇，不需要聽得懂韓文，約 80 分鐘的表演裡，演員會將作畫的過程完整呈現給觀眾，不僅是韓國最早的

美術公演，也首開世界先例。不只作畫過程富有創意，表演並配合節奏性音樂和肢體律動，從聽覺和視覺上帶動觀眾情緒。以全

新又多元的感性，取悅現場的每一位觀眾朋友。 

塗鴉秀不僅曾經在韓國 MBC、KBS、日本 FuJI TV 等節目出演，更是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曾受邀前往日本、中國、新加坡...等

世界多國演出。 

註：若遇滿場或休館時則以《拌飯秀》替代，敬請見諒。 

 

明洞商圈(購物樂)：處集合世界第一流名牌商品，滿足您購買名牌商品的慾望。 

註：明洞商圈約停留 1.5~2 小時。 

 

新世界免稅店:(韓劇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全智賢的旋轉鞦韆) 

店內販售世界各國精品，10 樓的 ICONIC ZONE 展示有比利時出生的藝術家 卡斯特.奧萊的作品《Mirror Carouse》也就是藍色大海



傳說拍攝地～全智賢乘坐的旋轉鞦韆。11 樓有可讓人們邂逅都市中的庭園-天空花園，有多種的植物，也可在長椅上休息片刻。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土俗村】 或 【皇后】滋養人蔘燉雞  

(晚餐)逛街方便發代金 6000 自理 

住 宿： 首爾市區 JK BLOSSOM 飯店(2018.3 新開幕) 或 首爾市區 江南 LAVITA 或 GOLDEN CITY 或 首爾

市區 CS AVENUE 或 ROYAL SQUARE 或 THE RECENZ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金浦／松山 
 

前往金浦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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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晚餐) X 

住 宿： 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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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韓國房型很少有 3 人房，如要加床，有可能是給一大一小的床型，也有可能是行軍床，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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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飯店及渡假村因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毛巾(或大毛巾)、牙刷、牙膏、拖鞋、香皂、洗髮精、及個人習慣性藥品。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

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

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韓國出境時，持外國護照的貴賓（如：美國護照），航空公司會要求客人提出入境該國之回程機票(就是從台灣回美國的機票)，不

然就需於航空公司櫃台簽一些保證資料，有時怕會擔誤搭機時間，請參團的貴賓若有持外國護照的，需攜帶該護照之回程機票或

者貴賓有台灣護照也同時帶出國即可。  

若貴賓您是持【外國護照】進入韓國【首爾/清州/釜山/濟州】，外站有規定回程時機場櫃台會要求看台灣至該國的回程機票證明

或外國人在台灣的居留證；請各位貴賓務必於出國前事前準備好，以防回程辦 CHECK 時所需。  

冬季韓國冰天雪地，小心路滑；請穿著防滑鞋，如球鞋或橡膠鞋；皮鞋及高跟鞋不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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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中如客人自願不參加之景點，視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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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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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因為政府近些年在推行《因應環保節能減碳》，政府規定氣溫需超過 25 度以上時，飯店才可開冷氣，特此通知，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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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韓國觀光公社。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小費說明】 

參加本行程應付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200 元 x 天數或等值外幣。 若為國內領隊兼導遊，則需付服務小

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x 天數或等值外幣(含司機小費)。 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除飛機上外，差不多都

有付小費的習慣。 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領隊、導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韓國也不例

外。 飯店內行李托運、整理房間等小費約 1000 韓幣。 房間吧台上零食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

但茶包則為免費。  
 

【旅遊錦囊】 

電話： 

》台灣手機帶到韓國，因頻率不同是不能使用，若為 3G 機型即可使用。 

》公共電話有藍、銀灰色、卡式電話三種。付費方式有投幣(10/50/100 元)、IC 卡。藍色和銀灰色為投幣式，可打市內，長途電

話，基本市內費用為三分鍾 50 韓幣。(銀色電話可直撥國際電話回台灣，也可使用 IC 卡)卡式電話（銀行，電信局，郵局等地可購



得電話卡）可打國內，國際電話。 

》通過交換撥號，撥打對方付費電話，使用 0799 可打交換電話或對方付費電話。 

》國際電話指南 00794 可得到國際電話使用說明。 

》電話號碼說明（英語、日語）080-211-0114（免費）。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韓國：  

撥號順序：台灣國際冠碼＋韓國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撥號順序：002 ＋ 82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人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  

撥號順序：當地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撥號順序：001 + 886 + 2 + 27170101。 

人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撥號順序： 當地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 以後的號碼。 

撥號順序： 001 ＋ 886 ＋ 932778899 ....(0932....不撥 0)。 》每人美金現金不得超過 10,000 元。旅行支票或匯票金額不限。新台幣現

金不得超過 60,000 元。各式鎳幣不超過 25 個。 

》韓國對金飾、金錶、項鍊....等金質物品，管制非常嚴格，如非必要儘量少帶，避免通關手續繁雜，而影響旅遊行程。 攜帶外

幣： 行李：免費托運行李依各航空公司規定，超過須付超重費。 攜帶物品： 

》韓國某些飯店及渡假村因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毛巾、牙刷、牙膏、拖鞋、香皂、洗髮精、及個人習慣性藥品。 

》在冬季旅遊韓國時，敬請自備【保溫瓶】，以便隨時補充溫(熱)水，可加強身體的保暖度。 

》６～８月為韓國的雨季，敬請各位貴賓，記得隨身攜帶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電壓：韓國的電源是 220 伏特，插座為 2 孔圓

形，（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大部分地區使用 220 伏特電壓，還有一部分使用 110 伏特電壓，220 伏特電壓的插座是圓的，110

伏特插座是扁的。 時差： 

》韓國全國同屬一個時區，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9 小時（比台灣快一小時）。 

》韓國不實行夏令節約時制。 飛行時間：台灣至首爾預定飛行時間約 2 小時 40 分。 貨幣匯率： 

》紙幣分別為 50,000 元、10,000 元、5,000 元、1,000 元。 

》硬幣分別為 500 元、100 元、50 元。＜5 元和 1 元硬幣現已不使用＞。 

》匯率：貨幣兌換比率：美金 US$ 1：韓幣$1050。台幣 NT$1：韓幣$32。(此為浮動匯率) 

參考網站：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網站、台灣銀行網站 季節與衣服： 

》春季３月至５月：氣候溫暖，但風吹得有點大。平均溫度約攝氏 4 度可穿輕便一點的夾克或毛衣。 

》夏季６月至８月：氣候甚熱，乾燥平均溫度約攝氏 26 度。可穿短袖襯衫，寬鬆及輕便的褲子與裙子。 

》秋季９月至１１月：氣候涼爽。平均約攝氏 11 度。可穿夾克等較簡便的衣裳。 

》冬季１２月至２月：氣候寒冷，但有"三寒四暖"的現象，平均溫度約攝氏０度。應穿著厚夾克、毛衣、大衣、圍巾、手套、毛

帽、衛生衣褲。 

參考網站：中央氣象局、雅虎氣象網站 乘坐車輛： 

》請注意車子公司名稱、顏色、車號，以免找不到車子。 

》請保持車內整潔。會暈車者請坐前列。車上禁止吸煙。 

》約定上車時間，請務必準時集合上車，以免延誤旅遊行程。 

》韓國計程車(TAXI)大體分一般(灰色)、模範(黑色)和大型 TAXI 三種。模範 TAXI 通常為 2000c.c.的車輛，具 10 年以上駕駛經驗，

未發生過事故的車輛，因此費用也較一般 TAXI 來的高。大型 TAXI 一般在路上比較少看到，通常採預約制較多。車費計算方式：

一般 TAXI 在 2 公里為基本費用為 1,900 韓元，每 168 公尺或 41 秒加收 100 韓元；大型和模範 TAXI 費用一樣，在 3 公里為基本費

用為 4,500 韓元，每 204 米或 50 秒加收 200 韓元。若卡週末(週五、六、日)晚上 9:00 過後，計程車均會加成，且計程車車量較少，

比較不易叫車，請貴賓自行外出時多加注意。 語言宗教：韓語、佛教。 特產：人蔘、人蔘精、皮衣、毛衣、紫水晶及蘋果、水梨

等寒帶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