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等 2 晚特二 5 花-韓國首爾樂翻天 Sky Walk 天空步道五日
行程無壓力 不進人蔘保肝、不上攝影師、DIY 泡菜製作＋韓服體驗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住宿：首爾特二級五花 2 晚(國際四星飯店，如遇滿房,將改替代)
首爾特二級 5 花飯店(國際四星飯店): 龍山 IBIS STYLES HOTEL /弘大 AMANTI /明洞
LOISIR/GLAD MAPO/HOLIDAY INN EXPRESS 乙支路 /SOTETSU HOTEL/NIAGARA/ BERNOUI
/城北假日/禿山國賓 / GOLDEN SEOUL / 弘大 MARIGOLD / 明洞 LOTTE CITY / 明洞 T
MARK GRAND 或 SOMERSET PALACE SEOUL / 江南 GLAD LIVE /東大門 SKYPARK
/STANFORD 或同級。



與眾不同>>特別安排:不走人蔘店及保肝店及不上攝相師。



2016 年 7 月最新開放, 韓國最長的透明觀景設施「昭陽江 Sky Walk」感受走在水面上的刺激感。
PS.SKY WALK 天空步道:若遇下雨後地面濕滑容易跌倒，因安全考量無法行走只能拍照，造成不
便煩請見諒！



迷人的藍白色交織希臘地中海風格鐘塔~聖托里尼 SANTORINI 咖啡館(含每人 1 杯咖啡或飲料)



著名《三清洞》 《新沙洞林蔭大道》。



經常作為電影拍攝背景的優美景點【兩水里】有著四百年樹齡的三顆櫸樹彷彿一棵同根而生的樹
木般，形成了茂密的傘形樹冠，也成為兩水頭村的亭子木。



【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是韓國最大的室內遊樂場，從夢幻世界到文化旅遊的遊樂大寶島
LOTTE WORLD 是首爾市中心一座集遊樂，並具有文化內涵的超大型城市休閒遊樂園。



【韓國鐵路自行車】受到樂活風潮與電視節目的推廣，鐵路自行車不僅受到韓國民眾的喜愛，也
是許多海外觀光客到韓國玩的必排行程。



【特別贈送】CHEF 廚師秀(贈送精美小禮物)。



韓國傳統文化體驗 【DIY 泡菜製作＋韓服體驗】。



米其林指南推薦韓國必去之地【北村韓屋村】首爾 600 年歷史流傳下來的韓國傳統美感，體認
到巷道內的淳樸情感。



南山 N 首爾塔公園(不含快速電梯券）。



【明洞逛街】是首爾最具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之一，也是流行時尚購物的重鎮。



"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紳士品格】拍攝地～普羅旺斯村" 一座美麗又寧靜的小山上，滋潤生活
的設計空間生活館、甜美芬芳的香草館、視覺空間的流行館、歐風麵包店及咖啡店等主題型的休
閒村。在各自獨立的經營型態下相互融和著。



韓國特色美食：火烤兩吃~活鮑魚海鮮拼盤+五花牛/豬+鮮蔬及飲料自助吧(USD 23)、挪夫~韓式
起司年糕部隊鍋、人蔘燉全雞、韓國傳統石鍋拌飯套餐、韓國烤肉、辣炒鐵板雞排等。



【南山首爾塔】位於首爾市中心的南山雖然僅高 265 公尺，但由於地處首爾中心位置，在山頂
可清楚俯瞰周圍的美麗景致，是市民喜歡的休閒場所，而位於山頂的首爾塔更是首爾的象徵。



【兩水頭公園】位於韓國京畿道楊平郡，歷來是很多電影、電視劇、廣告等的外景拍攝地，也是
婚紗照拍攝聖地。景色優美環境宜人，吸引不少遊客前來放鬆心情，著名的美景—櫸樹,也是攝
影愛好者所喜愛的取材場所。



《石鍋拌飯體驗館》石鍋拌飯體驗館為遊客展示新概念的綠色健康飲食方式。遊客在體驗製作石
鍋拌飯時，提供韓式圍裙，讓遊客能夠更加享受體驗的樂趣。
※石鍋為教學體驗用，享用餐點時非石鍋。



《全世界最好吃的-CHEF 廚師秀》以韓國代表食物「拌飯」為主題而誕生的表演！將食物及娛
樂融合為一體的首個企劃性公演。用盡全身的力量來感受真摯的五官滿足！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第 1 天

台

第 5 天

首 爾

北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首 爾

中華航空

CI162

21:05

02:25

台

中華航空

CI163

23:45

02:50

北

Day01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永宗島國際機場【本行程使用航班參考時間，
正確班機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今日抵達仁川國際機場後，迎接貴賓前往飯店休息。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套餐

Day02

住宿
仁川(AIR RELAX、GOOGLE、THE BLISS、PREMIERS、WESTERN
INTERNATIONAL、ROYAL EMPORIUM 、STELLAR MARINA、松
島 RLEE) 或 L'ART 或 龍仁 COOP 或 龍仁 M STAY 或 水原
SILKROAD 或 URBAN 或 富川 POLARIS 或 永宗島
HOWARD JOHNSONINCHEON 或 THE MAY 或 同級

聖托里尼 SANTORINI 咖啡館(含每人 1 杯咖啡或飲料)-迷人的藍白色
交織希臘地中海風格鐘塔-春川昭陽江 SKY WALK(或 松島中央公
園)-鐵道自行車(4 人 1 台)-韓劇【她很漂亮】拍攝地～楊平兩水頭

聖托里尼 SANTORINI 咖啡館
在湖水、山脈眾多的春川，海拔 441.3m 的九峰山雖不算高山，但被列入春川夜景勝地，即使不登上
最頂端，在山腰仍可將春川市區景色盡收眼底。九峰山觀景臺咖啡街並沒有一個代表性的觀景臺，而
是在坐落於附近的咖啡廳觀賞美景。若您是第一次來訪『九峰山觀景臺咖啡街』的旅客，首推「聖托
里尼 SANTORINI 咖啡館」，以白色粉刷而成，與夏季相當般配的巨型建築物令人印象深刻，但聖托
里尼最大的魅力是一望無際的草地，特別是草地增設令人聯想到希臘聖托里尼島，藍白色交織的鐘塔
與觀景臺，更散發其魅力。而且任何時刻的景色都非常迷人，在這裡總會聽到此起彼落的相機快門聲
音，即使來訪多次，每當站在這美景前，還是會想拿出相機捕捉眼前美景。
韓國最長的透明觀景設施「昭陽江 Sky Walk」自 2016 年 07 月 08 日起正式開放。位於春川衣巖湖，
橋面從岸邊延伸至湖中的斑鱖魚雕像前，整體皆是以透明玻璃打造的觀景設施，可以讓人感受走在水
面上的刺激感。而為了保護玻璃表面不被刮傷，需先穿上鞋套才能入場參觀。另外，在衣巖湖中央的
圓形廣場還能欣賞到周邊景色。
PS.如遇下雨天候狀況不佳時，為了安全透明玻璃橋面將不開放，敬請見諒！

韓國鐵路自行車
受到樂活風潮與電視節目的推廣，鐵路自行車不僅受到韓國民眾的喜愛，也是許多海外觀光客到韓國
玩的必排行程。將原有的鐵路改為流行的運動休閒設施，不但活化了地區觀光，也保留了本來可能被
拆除的鐵軌，一舉數得的功效，讓韓國各地刮起了鐵路自行車旋風，目前全韓已經有 10 多處鐵路自
行車，並仍在不斷增加中，每個地方都各有特色。

經常作為電影拍攝背景的優美景點~兩水里是流淌自金剛山的北漢江與發源自江原道金臺峰山麓儉
龍沼的南漢江的交會處，因而稱為兩水里，在這個地區裡，以碼頭為中心的地點因曾作為電視劇與電
影的拍攝地而廣為人知，同時也是婚紗照的人氣拍攝地點。過去這個碼頭作為水路樞紐，連接了位於
南漢江最上游的水路所在的江原道旌善郡、忠清北道丹陽郡，以及水路的終點，即首爾纛島與麻浦碼
頭，因而繁華一時。

兩水頭的另一個景點~櫸樹
有著四百年樹齡的三顆櫸樹彷彿一棵同根而生的樹木般，形成了茂密的傘形樹冠，也成為兩水頭村的
亭子木。仔細觀察位居中央的最粗壯樹木，不難發現從樹根部分所分裂開的模樣，代表著這原來是兩
棵樹木合而為一後所形成的大樹。第二粗的樹木因距地面 1.2 公尺處所裂開的兩根莖幹相乎纏繞而形
成了長方形的空間，比鄰最粗樹木的樹枝生長遲緩，使樹形顯得不平均。距離河岸最近的最小樹木僅
有鄰近河岸處的樹枝茂密生長，近最粗樹木部分幾乎未長樹枝。
※

12 月~02 月期間,SKY WALK 天空步道, 因冬天下雪後地面濕滑容易跌倒, 特將行程更改為"松島
水上計程車. "

造成不便煩請見諒

松島中央公園（特別搭乘水上 TAXI）
中央公園是利用海水製作水道的國內第 1 個海水公園，水道旁有綠地與蘆葦田打造而成寬闊的散步道
路，並有水上計程車往返於公園內，此外公園附近有展現未來感的各種建築物，成為受矚目技術與環
境融合的未來都市。
※

松島水上計程車， 1/29 日~2/28 日 休息一個月，特將行程更改為"《回答吧 7080》回憶的青春
博物館 "

造成不便煩請見諒

韓國「復古潮」的旅遊趨勢，位於京畿道的《回答吧 7080》回憶的【青春博物館】，便是以 70～80
年代的韓國庶民文化為主題所設置的觀光型博物館。許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擔心「我又不熟韓國的 70、
80 年代，怎麼會有共鳴？」其實實際走一遭就可以發現，館內除了利用人偶、彩繪、海報等元素，
重現 70 年代的街道、學校、汗蒸幕等場所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互動元素以及道具可以拍照、
玩耍，所以一點都不無聊，而且其實台灣與韓國過去的日常生活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與熟悉感。博物館
分為八大特色區，第一區《記憶中的雜貨店》跳馬背、丟紙牌、踢毽子和跳房子，可以融入經巧思安
排的造景合照。第二區《我們洞內的大街小巷》遊戲機還能玩，超酷！第三區《記憶的沐浴場》韓國
和日本一樣擁有澡堂文化，很久以前的韓國受到生活條件的制約，一般人的家裏根本沒有洗澡的地方，
大家需要到附近的公共澡堂洗澡，隨着時代變遷現在的澡堂不再只是洗澡的地方，而是一個多元性的
休憩場所，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汗蒸幕。

第四區《我們的寒窗時光》黑板、粉筆、桌椅還有黃銅色的便當盒！第五區《青春戲院》男女生第一
次約會看電影，是從古至今都不變的套路。第六區《青春的舞步》、第七區《故鄉的車站》細節呈現
火車站旁商店街，搭配 3D 立體情景隨手一拍都是好照片。第八區《記憶的茶館》在沒有手機的年代，
茶館掛著等待見面又再度錯過的留言訊息。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住宿

鐵板炒雞排+ 仁川(AIR RELAX、GOOGLE、THE BLISS、PREMIERS、WESTERN
季節小菜

INTERNATIONAL、ROYAL EMPORIUM 、STELLAR MARINA、
松島 RLEE) 或 L'ART 或 龍仁 COOP 或 龍仁 M STAY 或

晚餐

韓式烤豬肉+
季節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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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 SILKROAD 或 URBAN 或 富川 POLARIS 或 永宗島
HOWARD JOHNSONINCHEON 或 THE MAY 或 同級

韓劇【天國的階梯】拍攝地～樂天世界(含門票及自由券)-復仇者
聯盟 2 奧創紀元拍攝地：三島-新沙洞林蔭道+主題 LINE FRIENDS
CAFÉ & Store 新沙洞旗艦店

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
韓劇『天國的階梯』拍攝地，也是韓國最大的室內遊樂場，從夢幻世界到文化旅遊的遊樂大寶島 LOTTE
WORLD 是首爾市中心一座集遊樂，並具有文化內涵的超大型城市休閒遊樂園，裏面有世界最大的室內
主題公園“探險世界 LOTTE WORLD ADVENTURE”，位於湖中央的“魔幻島(MAGIC ISLAND)”，分
為室內娛樂和室外娛樂，室內娛樂有各國風格的街道及各種娛樂設施，還有紀念品店，在這裏還可以
欣賞美妙的演出和鐳射表演，品嚐各國料理。室外娛樂可享受到室內娛樂所不能享受到的高空探險，
魔幻島探險，還可以在湖邊散步。樂天世界之所以能吸引更多的遊客是因為這裏有不同於其他旅遊場
所的特殊娛樂設施。

復仇者聯盟 2 拍攝地
人工浮島～三島：由三個島嶼和數個多媒體藝廊組成，韓文名稱帶有閃爍、島嶼的意思。位於盤浦漢
江公園內，人工浮島三個島嶼和數位多媒體藝廊的特點分別稱其為佳島、彩島、帥島、藝島。同時還
公布了象徵建築外觀的標誌。這些標誌包括和島嶼形狀相似的曲線以及附著在建築外壁上的 LED 字
體，每晚都華麗綻放。

新沙洞林蔭道
以沿著 700 多公尺道路種植的“林蔭道”聞名。每到夏季，茂盛的樹葉提供涼爽的樹蔭空間；秋天
來臨時，紛紛凋落的枯黃落葉，更形成另一幅略帶蕭瑟的美麗秋景。比起大型購物中心，這裡小而精
巧的獨特商店與咖啡廳鱗次節比地沿街設立，即使是散步閒逛也都相當有趣。白天在新沙洞林蔭道購
物、散步，累了就前往歐洲風格的露天咖啡廳休息，品嚐可口的小點心與香醇的咖啡，享受屬於個人
的悠閒時光。

LINE FRIENDS Café & Store 新沙洞旗艦店
店門口有一隻巨型的熊大迎接大家的光臨。除了販售 LINE 相關商品外，增設以 LINE 為主題的 Café 。
店內有三層樓，一樓主要販售 LINE 人物商品，公仔、卡片、筆記本、杯子、便利貼、筆、各式各樣
印有饅頭人、兔兔、熊大、詹姆士、莎莉等等人氣商品。二樓主要販售衣服。地下一樓設有 LINE 主
題 Café 店，把熊大、饅頭人、莎莉做成馬卡龍，還有 LINE 人物的餅乾，可愛的魅力讓人無法招架。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遊樂園內
敬請自理

晚餐

挪夫~韓式起
司年糕部隊鍋

Day04

住宿
★特別安排住宿：首爾特二級五花 2 晚 ( 國際四星飯店) ：
如遇滿房,將改替代：首爾特二級 5 花飯店( 國際四星飯店): 龍
山 IBIS STYLES HOTEL /弘大 AMANTI /明洞 LOISIR/GLAD
MAPO/HOLIDAY INN EXPRESS 乙支路 /SOTETSU
HOTEL/NIAGARA/ BERNOUI /城北假日/禿山國賓 /
GOLDEN SEOUL / 弘大 MARIGOLD / 明洞 LOTTE CITY / 明
洞 T MARK GRAND 或 SOMERSET PALACE SEOUL / 江南
GLAD LIVE /東大門 SKYPARK /STANFORD 或同級

DIY 泡菜製作+韓服初體驗-韓流時尚彩妝店-米其林指南推薦韓國
必去之地【北村韓屋村】-三清洞文化街-【特別贈送】CHEF 廚師
秀(贈送:精美小禮物)

DIY 泡菜製作＋韓服體驗
經由老師教您親身製作韓國傳統美食泡菜，一步一步跟著做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泡菜，爾後可隨意
穿著喜歡的傳統韓服在古色古香優美的場景照相留念，在充滿韓國傳統文化的氣氛下，喝上一杯人蔘
鮮奶茶，充分的顯現出韓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韓流時尚彩妝店
相信愛美的女性朋友們一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讓辛苦的上班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
生活中，一樣可以打造出時尚彩妝，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北村韓屋村
位於景福宮、昌德宮和宗廟之間區域，是隨同首爾 600 年歷史一同流傳下來的韓國傳統居住型態建
物。緊鄰兩大宮闕之間的傳統韓屋聚落，完善保留各式樣貌的小巷道，更可巨細靡遺的觀覽 600 年
歷史都市的迷人風貌。至今還可隨處看到殘留下來的幾戶韓屋仍舊保留著昔日的那份名聲威望。許多
戶韓屋的屋簷堆疊、和鄰家共用一道牆的景致，也可以讓遊客感到那份被遺忘已久的溫暖情分。漫步
在北村也可見家家屋簷連延不斷的傳統美感，更能體認到巷道內的淳樸情感。

三清洞文化街
曾被美國旅遊雜誌《Travel+Leisure》介紹的三清洞，是一條充滿藝術氣息的街道，到處都可以看到
藝術家和畫廊的身影。傳統韓屋改建成的畫廊、裝潢時髦的咖啡廳、充滿鄉土味的傳統料理等，都在
這裡形成一幅諧和的畫面。順著景福宮外的美術館街，或沿著安國洞的藝術仙才中心前進，都能到達
三清洞。沿著景福宮外的美術館街漫步，還能到景福宮對面的國際美術館、現代畫廊等參觀。而街上
的 Cook'n Heim 和 Gallery Cafe，讓人在藝術朝聖之旅的同時，也能品嘗道地的美食和咖啡的香
味。除此之外，帽子精品店 Luielle、韓國傳統餐具專賣店寶仁行等，都是消磨時光的好去處。在三
清洞的巷弄裡，到處充滿了飾品博物館、貓頭鷹博物館、西藏文物博物館、中國茶藝博物館等，小巧
精緻的展示館，值得遊客們一一去挖寶。

CHEF 廚師秀 (贈送:精美小禮物)
廚藝精贊的高手廚師與二廚們展開一連串各國料理的廚藝較量賽；在平分秋色的情況下，最後決定以
今日特餐～拌飯來一決高下。其中以 BEATBOX（演員的口技）來表現做拌飯的聲音，以 B-BOYING、
體操、MARTIAL ARTS 動作來呈現做拌飯的技體演出，並結合了東西方音樂合協的演出。表演內容精
采逗趣，與台下觀眾互動更是歡樂。故事情節有趣、易懂，絕無冷場，帶您一窺韓國飲食文化之奧妙，
更該您渡過歡樂有趣的時光，留下美好的回憶。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火烤兩吃~活鮑魚海
鮮拼盤+五花牛豬+
鮮蔬及飲料自助吧

晚餐

人蔘雞+人蔘酒+長
壽麵

住宿
★特別安排住宿：首爾特二級五花 2 晚 ( 國際四星飯
店)： 如遇滿房,將改替代：首爾特二級 5 花飯店( 國際
四星飯店): 龍山 IBIS STYLES HOTEL /弘大 AMANTI /明
洞 LOISIR/GLAD MAPO/HOLIDAY INN EXPRESS 乙支
路 /SOTETSU HOTEL/NIAGARA/ BERNOUI /城北假日/
禿山國賓 / GOLDEN SEOUL / 弘大 MARIGOLD / 明
洞 LOTTE CITY / 明洞 T MARK GRAND 或 SOMERSET
PALACE SEOUL / 江南 GLAD LIVE /東大門 SKYPARK
/STANFORD 或同級

Day05

【來自星星的你、紳士品格】拍攝地～普羅旺斯村-韓國傳統石鍋
拌飯文化體驗館-【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南山公園《八角亭+N
首爾塔外觀+朝鮮時代烽火臺+愛情鎖牆》-明洞商圈購物樂-韓國土
產店-仁川永宗島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普羅旺斯村
最夯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及紳士品格】拍攝地~普羅旺斯村，位於京畿道坡州市一座美麗而又寧靜的
小山上，自 1996 年以品格高雅的法國餐廳開始，陸續開設富有韓國風味的涮涮鍋餐廳、世上最美麗
的花園烤肉餐廳、能滋潤生活的設計空間普羅旺斯生活館、甜美芬芳的香草館、視覺空間的流行館、
歐風麵包店及咖啡店等主題型的休閒村。在每棟獨立的建築裡，將擁有經營理念的商店連結在一起.
在各自獨立的經營型態下相互融和著。

韓國傳統石鍋拌飯體驗館
做為舉世聞名的石鍋拌飯，每當外國友人來韓訪問時，韓國政府都會為友人提供健康的石鍋拌飯作為
一餐。石鍋拌飯又稱為〝韓國拌飯〞。本體驗館是以新的方式來讓遊客體驗石鍋拌飯的魅力，并可以
同時體驗製作石鍋拌飯的過程及其美味的新概念體驗館。1 樓是以開放式透明的廚房方式，讓遊客可
以清楚看到並安心使用健康的食材，綠色無公害的有機蔬菜、辣椒醬、濟州島出產的蜂蜜醃製的人蔘
正果、枳椇子茶、湯等…製作準備過程。2 樓是大型的石鍋拌飯體驗食堂，每個餐桌都配有直徑 60
釐米的大型石鍋、提供韓式傳統圍裙(非贈品)，讓遊客可以近距離欣賞韓國傳統美食石鍋拌飯的製作
過程，或是要親自體驗讓您能夠更加享受其中的樂趣。餐後提供濟州島蜂蜜醃製的人蔘正果、用山泉
水烹製的枳椇子茶做為飯後甜點。

南山公園&愛情鎖牆(不含快速電梯券)
南山雖然僅高 265 公尺，但由於地處首爾中心位置，在山頂可清楚俯瞰周圍的美麗景致，是市民喜
歡的休閒場所，而位於山頂的首爾塔更是首爾的象徵。南山公園 ~愛情鎖－南山 N 首爾塔上的鐵絲
網，本來是為了保護到南山遊玩的市民安全而設置，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鐵絲網上開始出現一、
兩個鎖頭；鎖頭上寫著人名、愛情告白”我愛你”…並且畫上一顆愛心，而到現在已經有好幾萬個愛情
鎖，還成為韓國代表性的愛情景點。

明洞商圈購物樂
位於首爾市中區，是首爾具代表性的著名觀光景點之一，也是流行時尚的重鎮。許多年輕人都喜歡相
約在此出遊。不僅可以購買服裝、鞋類、飾品等，還有非常多有名的餐廳及銀行和證券公司雲集於此。
明洞的商品以中高檔為主。明洞大街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及綜合大型購物中心，附近還有樂天百貨、
新世界百貨、美利來。

韓國土產店
選購韓國著名泡菜及海苔等當地名產饋贈親友。

仁川永宗國際機場
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桃園國際機場，團員們互道珍重再見後，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地
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束這次愉快的韓國五日之旅。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韓國傳統石鍋拌飯套餐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年 03 月 24 日

團體優惠價 $21,500 元

訂金:10,000 元

費用包含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WIFI 機(五人一
台)、500 萬旅責險+20 萬意外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足 70 歲貴賓,只能
投保 200 萬+20 萬)、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限桃園
以北；超過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 $500 元)。

費用不含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