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MINI TOUR 迷你團& NO SHOPPING 無購物】
韓國首爾~輕旅行‧市區飯店 五日(四人成行)
愛寶樂園‧晨靜樹木園‧鷺梁津水產市場‧土俗村人蔘雞‧韓服體驗‧北村韓屋村

NT:35,000 元/人 (含稅)
◎單人需補單人房差 NT:8000 元/人
◎【溫馨提醒】以上報價如卡台灣及韓國連續假日或寒暑假，則需另報價。
~行程特色~
◎特色 1：保證不進人蔘、保肝店、土產店，不上攝影師。(只進 韓國彩妝店)
◎特色 2：本行程安排【當地華語司機兼翻譯】，以小團體方式服務。不再另派領隊隨團。
◎特色 3：台北直飛首爾班機(均無法指定航班)，機場安排送機人員，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服務。
※此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改名或換人，如更改更動、取消航空公司皆會有罰金，如有票差稅金差另
外補。
◎特色 4：【特別安排】首爾市區特二五花飯店 BERNOUI HOTE 或 弘大 MARIGOLD HOTE 或
GOLDEN SEOUL 或 SHILLASTAY HOTEL 或同級
◎特色 5：安排當地特色餐食，體驗韓國當地美食文化。
◎特色 6：團費包含導遊兼司機服務費。

~特色美食~
1.鷺梁津帝王蟹海鮮豪華大餐(生魚片,鮑魚,大蝦,扇貝..等四人一套)。
2.韓國必吃美食~土俗村人蔘雞(16000 韓元)。
3.廣藏市場品嘗道地美食,發放 10000 韓元。
4.韓國正統道地美食~韓定食。

鷺梁津帝王蟹海鮮豪華大餐(生魚片,鮑魚,大蝦,扇貝..等四人一套)。

韓國正統道地美食~韓定食

參考航班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
天數
第1天
第5天
或
天數
第1天
第5天
或
天數
第1天
第5天
或
天數
第1天
第5天

出發時間
07:15
19:45

抵達時間
10:40
21:40

起飛-抵達城市
桃園 TPE / 仁川 ICN
仁川 ICN / 桃園 TPE

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
長榮航空

航班編號
BR 170
BR 159

出發時間
07:50
21:05

抵達時間
11:15
22:55

起飛-抵達城市
桃園 TPE / 仁川 ICN
仁川 ICN / 桃園 TPE

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航班編號
CI 160
CI 163

出發時間
09:20
13:45

抵達時間
12:45
15:30

起飛-抵達城市
松山 TSA / 金浦 GMP
金浦 GMP/ 松山 TSA

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航班編號
CI 260
CI 261

出發時間
14:30
13:50

抵達時間
18:00
15:35

起飛-抵達城市
松山 TSA / 金浦 GMP
金浦 GMP / 松山 TSA

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
長榮航空

航班編號
BR 156
BR 15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松山)/仁川(金浦)→ 首爾路 7017 空中花園步道(櫻花季改去汝夷島賞
櫻)→廣藏市場(品嘗美食)→東大門購物批發市場→清溪川
【首爾路 7017 空中花園步道】於 2017 年 5 月 20 日開幕，才開放一個月，就宣布遊客已破 203.3 萬
人次，開幕當天更有 15 萬人次擠上這個充滿綠意的步道。話說這個在 1970 年代建造的高架橋，原
本老舊的外觀經過翻修，不僅在上面種植 2 萬 4000 多株花草、254 種樹木，也有咖啡廳和表演場地，
瞬間蛻變為市民的休憩場所，更成功保存了市民對老橋的記憶。「首爾路」包含「首爾的人行道」和
「走向首爾的路」的雙重意義，「7017」則代表首爾站高架誕生的 1970 年和成為步行道的 2017 年。
「首爾路 7017」總長度 1.7 公里，總共 17 條道路貫穿首爾市，各自通往最熱鬧的都會地標如南大門
市場、明洞、首爾站西部以及漢陽都城等地。首爾路 7017 人行步道主要可分為萬里洞廣場、玫瑰廣
場、退溪路廣場、木蓮廣場、漢陽都城路等五大主題空間，整條步道化為美麗的空中花園，讓您可以
在綠意環繞下恣意漫步首爾空中，俯瞰城市的各個角落。
【廣藏市場】舊稱東大門市場，是韓國首爾市鍾路區的一個傳統市場。該市場是韓國歷史最悠久，規
模最大的傳統市場之一，占地 4.2 萬平方米。
【東大門購物批發市場】逛街購物～此地聚集有百貨、食品、書籍、家電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為
一整體性的批發市場，商品眾多豐富且價格優惠。在廣場的大帳棚內的「帳棚攤子」，有許多韓國的
風味小吃，令人垂涎三尺，您可在此享用美食及享受購物樂趣。
註:東大門許多商家可是現金交易，不收信用卡的哦！記得準備現金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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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機上餐食 中餐：廣藏市場品嘗道地美食,發放 10000 韓元 晚餐：韓式烤肉自助吃到飽
住宿：首爾市區特二五花 BERNOUI HOTE 或 弘大 MARIGOLD HOTE 或 GOLDEN SEOUL 或
SHILLASTAY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A 和 B 自選行程(二選一)
A.小法國村—南怡島—晨靜樹木園—鷺梁津水產市場
B.抱川 Art Valley—香草島樂園—晨靜樹木園—鷺梁津水産市場
【A 行程】
【小法國村】由全智賢及金秀賢演出，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您還記得嗎?第 15 集的拍攝場
景，帥氣的男主人都敏俊教授猶如變了魔法，讓整個小法國村變亮了、變美了，又如變魔法似的把女
主人千頌伊從遠處吸到他的身邊來個美麗的告白拍攝場景地就是小法國村。
自 2008 年 7 月開放，以法國聖埃克蘇佩里的童話《小王子》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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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怡島】南怡島以自然景觀聞名，從春天的櫻花、夏天的杉木林、秋天的銀杏楓紅，到冬天的雪景，
四季皆呈現不同的樣貌。因著名韓劇《冬季戀歌》曾在此取景，讓南怡島成為許多初訪韓國的旅客必
去的景點之一。

【B 行程】
【抱川 Art Valley】熱門韓劇《藍色海洋的傳說》拍攝地的 Art Valley，將原先廢棄的採石場融入文化
藝術元素後改造成熱門的旅遊勝地。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無非是稜角分明的山壁、碧綠的湖水，
及雕像公園的令人豁然開朗的廣闊風景，而其中漂亮的天鑄湖美景更將讓您難以忘懷！
【香草島樂園】位在京畿道抱川市的香草島樂園是知名韓劇、韓綜「製作人」與「Running Man」的
拍攝地，以香草的原產地－地中海的「生活裡的香草」為主題，是韓國最大規模室內香草植物園，在
這除了可以看到多達數百種的香草植物外，更有戶外庭園、香草博物館與生活香草展示館供旅客參
觀。
【晨靜樹木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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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鷺梁津水產市場】鷺梁津水産批發市場起源於 1927 年，原址位在現西大門到首爾站一帶的義州路，
以至今已走過 90 餘年的歷史，為韓國內路地方最大的水產專門批發市場。2002 年透過水產協會與漁
民的努力將鷺梁津水産市場打造的更現代化，成為韓國物流與文化共存的代表性水產市場。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韓國正統道地美食~春 晚餐：特別安排~鷺梁津帝王蟹海鮮豪華大餐(生
川炒雞排
魚片,鮑魚,大蝦,扇貝..等四人一套)

住宿： 首爾市區特二五花 BERNOUI HOTE 或 弘大 MARIGOLD HOTE 或 GOLDEN SEOUL 或
SHILLASTAY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水原華城(或 驪州 OUTLET)二擇一)–愛寶樂園(一票到底) (或樂天世界樂園
(一票到底)二擇一)
【水原華城】水原華城是朝鮮(1392-1910 年)後期建於京畿道水原市內的邑城，水原城的軸城於朝鮮
第 22 代王正祖 18 年即 1794 年開工，1796 年完工，水原華城於 1963 年 1 月被指定爲第 3 號史蹟，
1997 年 12 月與昌德宮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産。
或【驪州 OUTLET】驪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由美國暢貨中心市場的龍頭「西蒙地產集團」與新世界集
團共同打造，為韓國第一家名牌暢貨中心。充滿異國情調的建築物分為 A、B 兩棟，可在購物的同時
欣賞戶外景觀。
【愛寶樂園(一票到底)】佔地面積達 450 萬餘坪的愛寶樂園位於京畿道龍仁市，是結合休閒、娛樂、
教育和文化於一身的度假勝地。
分為五個區域、包含集結各種速度感﹑挑戰極限遊樂設施的《美洲探險》；帶您進入童話王國，適合
家族遊玩的《魔幻世界》
；購買世界禮品的《地球購物中心》
；可欣賞四季花園花卉之美的《歐洲探險》。
飼養 3000 頭動物的《賽福瑞動物野生世界》
，當您乘坐狩獵車時，來場別開生面的野生動物探險吧！
鬱金香/玫瑰/夏日水花/萬聖節/浪漫燈飾等，每年都會有各式各樣的主題讓訪客盡情拍照，再搭配舞彩
繽紛的表演節目，不論是男女老少都能盡興遊完。另外，有著全球最高坡度，也是韓國首創的木製雲
霄飛車「T EXPRESS」，是許多喜好刺激的年輕人爭瘋前往搭乘的設施。

而佔地 1 萬 5 千平方公尺，201 種，共 2,000 隻動物所居住的野生動物園「Zootopia」，野生動物園
專車可以載著遊客們近距離欣賞全球獨一無二老虎和獅子和諧共處的畫面，和樂融融的模樣和平日威
猛的形象可是大異其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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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樂天世界樂園(一票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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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為方便遊玩,發放 10000 韓元
晚餐：韓國正統道地美食~韓定食
住宿：首爾市區特二五花 BERNOUI HOTE 或 弘大 MARIGOLD HOTE 或 GOLDEN SEOUL 或
SHILLASTAY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景福宮-韓國人氣彩妝保養品名店-三清洞(韓服體驗 2H)--北村韓屋村~南山
公園+N 首爾塔(不含上塔電梯卷)—明洞
【景福宮】建於 1395 年是五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計最美麗的宮闕。景福宮中最具朝鮮時期
代表性的建物就屬慶會樓與香遠亭的蓮花池，至今仍保有當時的面貌，勤政殿前的石階與石雕等，也
都是當時雕刻藝術的代表。目前興禮門外西側建有國立古宮博物館，景福宮內香遠亭東側則有國立民
俗博物館。
【韓國人氣彩妝保養品名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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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洞(韓服體驗 2H)】街道上韓屋古色古香的傳統美與畫廊、咖啡廳等現代美相互融合，形成三
清洞特有的異色風情。安靜的步道與畫廊、博物館、古董品商店等躲在巷弄內，使得這裡充滿濃濃的
文化氣息。充滿各式各樣景點與美食的三清洞路與能享受都市悠閒的青瓦臺前馬路，充滿讓人忍不住
停下腳步的街道魅力。
【北村韓屋村】保存韓國傳統房屋，這裡有許多朝鮮時代(1392~1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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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含上塔電梯卷)】南山海拔 265 公尺，位於首爾市中心，樹林繁茂，是個非
常適合散步的好地方。是首爾的象徵。雖然山不高，但因位在市中心，在山頂可俯瞰周圍的美麗景致，
是市民喜歡的休息場所。公園內有著名的八角亭以及朝鮮時代的烽火臺，還有可俯瞰首爾市區的首爾
塔，風景非常優美。從 1980 年開始對大眾開放的首爾塔，不僅是首爾市的象徵，更是眺望首爾市區
景觀的最佳去處。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特別安排~韓國必吃美食~
土俗村人蔘雞(16000 韓元)

晚餐：韓國正統道地美食~韓國自助
式起司年糕鍋吃到飽

住宿：首爾市區特二五花 BERNOUI HOTE 或 弘大 MARIGOLD HOTE 或 GOLDEN SEOUL 或
SHILLASTAY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樂天超市(或韓國大型 E-MART)→仁川(金浦)機場/桃園(松山)機場
【樂天超市】樂天超市是韓國三大連鎖超市之一，全韓國共有 8 間分店，屬樂天集團旗下的品牌。
或【韓國大型 E-MART】E-MART 超市是韓國新世界集團旗下的大型綜合超市，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百
貨超市”的經營業態。
早餐：飯店內用

中餐：機上餐食

晚餐：X

住宿：X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溫馨備註】
◎為確保團體旅遊品質，本行程最低成行人數為四人。
◎當團人數為 4~7 位時，安排搭程 9 人座車，當團人數為 8~12 位時，則改安排 15 人座麵包車。(堅
持團體品質，保證不與他團合車)
◎報價為二人一室 (每房最低需 2 位佔床)，單人需補單人房差。
◎小孩佔床同大人價，小孩不佔床扣 1000 元(『僅適用 2~5 歲小孩』)

【行程規定】
◎正確航班 以出發日期實際訂出訂到為主，若卡旺季、連休、寒暑假期間，需另報價。
◎行程可客製化安排，報價另報。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旅遊手冊之行程表或說明會資
料為準。
◎如因當地天候狀況等特殊情形，行程將會當地做調整處理。
◎若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因 MINI TOUR 在旅客報名訂位後方能開始訂房作業，行程內所設定的飯店均為標準房型，若因同
級飯店均客滿情況時，本公司會優先需求同級飯店的其它房型，再行通知確認之飯店房型及房差費用，
一經旅客確認同意時，則直接下訂金給飯店，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中英文姓名，以便利所有的作業流
程。若逢飯店住宿期間逢旺季、展覽期或會議期將視為保證付費住房，訂房確認後如取消或變更將無
法退回保證住房之費用。
◎如需訂一大床或二床，請務必提前告知。若遇單人報名時，每位需補單人房差，或以加床方式第三
人同價，實際房型/床型情況，以飯店回覆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