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遊韓國 5 日(含稅)  

出發日期.售價: 

02/01   27,500 元        02/06   32,500 元        02/08   25,500 元 

【行程特色】 

全程飯店內用早餐、無自費。 

歡樂繽紛滑雪之旅(含雪橇、雪杖、雪鞋、防風衣) 

 
 

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兩項快速通關券) 

 



 

韓國民俗村(含門票+戶外表演+趣味雪盆) 

 
 

安山五彩星光庭園 

 
 

體驗採草莓 



 
 

泰迪熊博物館(送泰迪熊玩偶每人乙隻) 

 
 

南山公園＋N 首爾塔：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 



 
 

北村韓屋村 

 
 



三清洞藝術街：韓劇《孤獨又燦爛的神～鬼怪》拍攝地 

 
 

明洞商圈：韓國流行時尚代名詞，也是首爾代表性的購物街。 

 
 



【風味餐食】 

天地海：龍蝦一隻雞(四人一份、兩人一隻)+鮮蔬及飲料自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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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01 

〔星期五〕  
ZE782  台北(桃園)  清州  01:40  05:10  

2019/02/05 

〔星期二〕  
ZE781  清州  台北(桃園)  23:50  01:40+1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清州～汗蒸幕體驗～歡樂繽紛滑雪之旅(含雪橇、雪杖、雪鞋、防風衣) 
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清州國際機場。 

 

汗蒸幕體驗：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蒸氣浴，是利用紅外線反射原理加溫使人流汗，是一種強調高熱的物理治療法，人體會大量

排汗，這時體內代謝的雜質也會隨之排出，有效促進血液循環、新陳代謝、養顏美容，尤其對除去皮膚中的角質及脂肪及皮膚美

容都有很大的功效。  

【美容秘訣】  

? 在汗蒸幕房內，最好隨時用冷的濕毛巾鎮定並保持肌膚水份。 

? 口渴的時候喝水比喝飲料好。 

? 排汗的時候若塗抹肌膚美容鹽等產品，能幫助肌膚更有效排出廢物且更細緻光滑。 

? 汗蒸幕結束後敷上面膜，能讓張開的毛孔更快吸收有效成份，同時也具有安定肌膚的效果。  



【注意事項】 

 

汗蒸幕和熱療室均有將體內的廢物通過汗液排出體外，並促進新陳代謝等功效。但高、低血壓患者、心臟病患者以及飲酒人士須

謹慎，因長期暴露於高溫下容易使血壓上升、體力下降，導致疲勞加劇。  

歡樂繽紛滑雪之旅:前往滑雪場，設有從初級到高級專用的滑雪道，還為有兒童同行的家庭設置了總長 150 公尺左右的雪橇場，並

為了滑雪板遊客設置了擁有各種結構的障礙滑雪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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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滑累還可在此堆雪人或打雪仗也是一種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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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機上不提供餐食 (午餐) 海陸雙拼魷魚豬肉壽喜鍋+季節小菜 (晚餐) 發代金 8000 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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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體驗採草莓～韓國民俗村(含門票+戶外表演+趣味雪盆)～安山五彩星光庭園 
 

體驗採草莓：趁著現在是草莓的產季，實際感受一下草莓園的香氣。在溫室裡體驗採收韓國冬季最著名的水果~草莓。韓國的草莓

又大又紅，每個人都採得非常開心，大多農場都是有機種植的草莓，並不使用農藥，園內會提供每位貴賓一個小杯子，貴賓可以

在裡面裝滿自己親手採摘的草莓帶走（草莓產量多時約可採 7-8 顆~若草莓季結尾聲採果量約 5 顆），現採的草莓和外面超市賣的

不同，特別甘甜，另外園區內還貼心準備了可讓遊客拍照留念的區域，讓您留下甜美的回憶喲！ 

註：因氣候變化無常，如採果行程無法依上述所列進行，將請貴賓們品嚐當季水果以替代 

 

韓國民俗村：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民俗村的構造選擇呈現朝鮮後期當時的生活景象，尤其是展現出當代士農工商階層

文化、巫俗信仰、歲時風俗等各式面貌。另外依地區特色完整再現當代傳統農宅、民宅、官宅、官衙、書院、韓藥材店、書塾、

樓亭、鐵匠鋪、市集街道，以及擁有 99 個隔間的兩班住宅等建築物，以藉此來更加瞭解朝鮮時代人民的生活。公演活動包括農

樂、馬術武藝、傳統婚禮儀式在內等演出，其他特別主題活動也會依季節來舉行，特別是每年 5 月會進行朝鮮文化體驗活動

「Welcome to 朝鮮」，讓人猶如坐上時光機回到過去的朝鮮時代。 

註 1：當天公演活動內容須以現場公告為主，敬請見諒！ 

註 2：民俗村趣味雪盆為民俗村內活動若遇天候不佳及現場狀況不予開放，不另退費，敬請知悉見諒！  

安山五彩星光村：總共佔地三千多坪，園區內可以劃分為兩個主題。入園後，首先映入眼簾的區域主要是以展示梵谷的畫作為

主，除了梵谷的畫作，星光村的另一個主題就是《四季公園》，利用不同顏色的燈光來呈現出四個季節所相對應的氛圍， 分別

是：粉色春季、綠色夏季、橘色秋季、白色冬季， 黑夜中五彩絢爛的 10 萬多顆燈光讓大人小孩都忍不住沉醉其中。 

 

參觀完整個園區走回出口處時，別忘了左手邊還有一棟閃亮亮的藍色小屋～鏡子迷宮是以《愛麗絲夢遊仙境》為雛型所設計，所

以裡面可以看到兔子、撲克人等擺設，一個非常適合在夏天遊韓可以造訪的夜間景點。 

註：鏡子迷宮需另外自費參觀，請自行斟酌。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民俗村內用傳統料理 (晚餐) 馬鈴薯豬骨湯+季節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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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樂天世界(門票+自由券+兩項快速通關)～COEX 星空圖書館～清溪川～東大門綜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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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驚險神祕為主題的《驚險樂天世界》和《魔術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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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世界讓人回味無窮。 

 

石村湖：春天有千多株櫻花樹圍繞在湖的周圍，彷佛櫻花編織而成的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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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EX 星空圖書館(韓國 IG 爆紅打卡點)：作為第 1 間開於商場裏頭的圖書館，設計簡潔時尚、環境優美，建築風格猶如 1 個現代

化的商場，質感以木材為主，採光很棒，也有很多閱讀的座位，相當舒適。總面積達 2,800 平方公尺，高 2 層樓的 STARFIELD 

LIBRARY 以高達 13 公尺的 3 座大型書架為主軸，共收藏多達 5 萬餘本的書籍與雜誌，全部都是免費借閱，也是所有人都可使用



的開放式圖書空間。  

另外 STARFIELD LIBRARY 每月按日子定下不同主題進行各種文化活動像是以詩、旅遊、書籍、藝術等主題的探討活動，也會有

名人特邀講座、音樂演奏，甚至是親子、兒童娛樂等為訪客提供文字圖片以外，更多元、更生動的知識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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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早餐 (午餐) 發韓幣 8000 元自理 (晚餐) 發韓幣 8000 元自理 

住 宿： 弘大 HOLIDAY INN(2018.09 新開幕) 或 仁寺洞 IBIS AMBASSADOR INSADONG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泰迪熊博物館～人蔘專賣店～健肝寶專賣店～南山公園～N 首爾塔～魅力音樂劇《CHEF 拌飯秀》 
 

泰迪熊博物館：2016 年新開幕的 Teseum 首爾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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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展示區之外，另有販賣部專售各種

泰迪熊的玩偶和紀念品，令人愛不釋手。 

註：贈送每人泰迪熊玩偶一隻不挑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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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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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位於南山上是首爾市的象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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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更名為 N 首爾塔後，更是擺脫了老舊的外觀，以嶄新的面貌示人。除了表演、展覽和影像設施，並有高級餐廳、咖啡廳入住，

形成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旅遊空間。情人鎖牆位於別館上方，是擁有一大塊木頭甲板，並可以欣賞美麗景致的地方，這裡充滿異國

風情，所以特別受情侶的喜愛，尤其是鐵護欄上掛了許多鐵鎖，是愛情的象徵，因此成為新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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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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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海：龍蝦一隻雞(4 人一份 2 人一隻龍蝦)+鮮蔬飲料自助吧 (晚餐) 人蔘

雞風味餐+長壽麵線+人蔘酒 

住 宿： 弘大 HOLIDAY INN(2018.09 新開幕) 或 仁寺洞 IBIS AMBASSADOR INSADONG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北村韓屋村+三清洞藝術街～精緻美膚彩妝坊～海苔博物館～格雷萬蠟像館～明洞商圈～清州／桃

園 
 

北村韓屋村：保存韓國傳統房屋，這裡有許多朝鮮時代的兩班士大夫居住過的傳統宅邸，因此北村不是只為了提供觀賞的民俗

村，而是以人們實際生活過的村子，11 個洞 900 餘棟韓屋為主體的觀光景點。韓屋畫廊、傳統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

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裡也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註：如遇北村韓屋村關閉則改南山谷韓屋村代替，敬請見諒 

 

三清洞藝術街：韓屋畫廊、傳統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裡也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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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萬蠟像館：法國的格雷萬蠟像館創立於 1882 年，是巴黎訪客數第 7 大的觀光名勝，自 2013 年開始拓展海外分館，首爾則是

亞洲第一家。首爾分館選在原美國文化院，現首爾市乙支路廳舍，建築物本身就是極富價值的文化財，全館佔地 4 層樓，為亞洲

數一數二大規模的蠟像館。預計打造 PSY 等韓流明星的蠟像，並加入數位互動式參訪科技，開幕前就已吸引不少關注。 

註:若遇休館則以愛來魔相 3D+勇智迷宮替代 

 

海苔博物館(韓國文化介紹+參觀海苔工廠+韓服體驗+紫菜捲 DI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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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商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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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大型有名的賣場就在主要大馬路邊，但是只要再走進去一些，就會發現也有不少打折拍賣的店家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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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明洞商圈約停留 1~1.5 小時。 

 

前往清州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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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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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村食堂：熱炭醬燒烤肉+7 分鐘泡菜鍋 (晚餐) 韓式部隊鍋+季節小菜(機

上不提供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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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若為國內領隊兼任導遊，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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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地區的公用電話分藍色、銀色、卡式三種，藍色和銀灰色為投幣式，可打市內、長途電話，基本費用為三分鐘 70 韓元。 

》電話卡有 5 仟及一萬…等，可打國際、國內電話。台灣手機因頻率不同，無法在韓國使用，可在韓國機場租用韓國手機。 

》在台灣打電話到韓國：台灣國碼(002)+韓國國碼(82 )＋韓國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韓國國碼(001)+台灣國碼(886)＋台灣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攜帶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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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自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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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時（比台灣快一小時）。 氣溫：韓國四季分明，有多種氣

候類型。夏季炎熱潮濕，冬季漫長，乾燥而寒冷。春秋兩季相當短，但天氣舒適宜人，多晴朗日子。參考網站：中央氣象局、雅

虎氣象網站。 貨幣匯率： 

》韓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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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參考數字)參考網站：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網站、台灣

銀行網站。 語言宗教：韓語、佛教、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