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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愛遊韓國~小法國村．南怡島．仁寺洞．汗蒸幕輕鬆購物趣五日 

(贈 jump 秀) 

＊使用航班之參考資料 (午去午回)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韓亞航空 2014/10/01 

〔星期四〕 
OZ 712   台北(桃園) 首爾(仁川) 12:55 16:40 

韓亞航空 2014/10/05 

〔星期日〕 
 OZ 711   首爾(仁川) 台北(桃園) 10:10 11:40 

 

 

＊團費明細說明  

本團請預付訂金：5,000/人 

NT$ 13,500 (現金價)，12 歲以下不佔床位-1,000，佔床或加床同大人價。 

NT$ 13,770 (刷卡價)，12 歲以下不佔床位-1,000，佔床或加床同大人價 

包含項目 

 韓亞航空來回經濟艙機票。 

 五天四夜兩人一室飯店住宿。 

 200 萬旅遊平安險以及 3 萬醫療險。 

 訂金每人每位需付$5,000。 

不包含項目 

 證 件：新辦護照$1,500(現金匯款價)。外縣市需加 30 郵資 

 包含的行程內容，于國外自動放棄恕不退費。 

 行李超重費(每人限 20 公斤)。 

 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200*5 天。 

 不含兩地機場稅、燃料稅 $3,000。 

 私 人：床頭、行李小費、個人額外支出費用。 

韓國是個習慣付小費的國家之一，而付小費是一種禮儀！ 

因此以下提供一些需付小費的地方，讓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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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保有此行程及餐食前後次序調動之權力，但內容及品質絕不減少！ 

 

http://www.eztravel.com.tw/ezec/pkgfrn/grp_begdate.jsp?LINE_CD=201&prod_no=FRN000001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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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行程特色】 

1.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瑪麗外宿中、冬季戀歌等韓劇拍攝地～南怡島水杉林道: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的“愛情小路”的杉木林

道，在春、 夏、秋、冬中都有的景色，春天的櫻花碇放的美景、夏天的陽光映照著樹影的美感、秋楓紅葉步滿整個杉木林道的美

麗、冬季片地雪白景色更為浪漫…讓您在四季之中留下最不同的回憶。  

2. ONEMOUNT 冰雪樂園（含雪盆+防風衣+冰上腳踏車+旋轉木馬）：於 2013 年 5 月 11 日開幕，總面積達 16 萬 1600 平方米，是首

座由冰和雪覆蓋而成的主題樂園，可供遊客在雪和冰面上盡情享受多種多樣的遊樂設施。以北歐的聖誕村為主題，分別由「冰湖」、

「冰路」及「冰山」三個區域組成，獨具特色。                          

3. N 首爾塔：遠眺欣賞首爾市的美麗全景。 

5. 韓國的驕傲新指標【清溪川】：充滿著美式風情，是一處綜合文化商業區，直徑 50 米的大摩天輪是當地醒目的標示，其美國風

情的大型購物娛樂區，是去沖繩的掃貨之選。 

6.東大門綜合市場（至少停留 2 小時）首爾明洞（至少停留 2 小時） 

7.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景福宮」《來自星星的你》★。千頌伊第一集拍攝外景的場景。因為自拍上傳，把棉花種子記成

摩卡種子，鬧了天大的笑話。始建於 1395 年李朝時代的皇宮「景福宮」，共佔地 12 萬 6 千坪，內有舉行君王即位大典及文武百

官朝禮儀式的"勤政殿"，雄偉而富麗的殿閣，烘托出極盡榮華富貴的氣派，祥瑞之喜鵲飛翔於宮內，那份寧謐令人心曠神怡，有如

置身於世外桃源。 

8.汗蒸幕：是最具有韓國特色的傳統蒸氣浴，以高溫促使人體大量流汗，體內代謝的雜質也會隨之排出，達到促進血液循環、加快

新陳代謝、解除壓力、消除疲勞等功效。 

■購物站:人蔘、護肝寶、彩妝店、土產店 

■韓國的飯店在設施及服務各方面均達到國際水平,其種類繁多,價格隨所處地區、級別而各有不同。所有觀光飯店均按設施、規模、

服務質量分為五個等級,其中【特一級為金黃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白金五星級)】【特二級為綠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五星級)】，一

級為四朵、二級為三朵、三級為兩朵。 

第 01天 
桃園/仁川(松山/金浦)～清溪川～東大門設計廣場 DDP+流行綜合批發市場(東大門、梨大、

弘大 三選一)~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航空公司櫃檯前集合，由專業的領隊幫您辦妥登機各項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 

【清溪川】首爾繼漢江奇蹟後，又締造了清溪川奇蹟。自 2003年起首爾市政府動工，將原本為了交通方便而覆蓋在清溪川上的

高架橋移除，疏浚水道。現在清溪川清澈見底，沿著首爾市中心街道潺流。而在清溪川周邊的商圈也因此而活絡起來，不僅美術

館、博物館林立，兩旁餐飲店更是多元，提供您歇息的好去處。 

【東大門綜合市場】（至少停留 2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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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大門市場停留 2小時。※如遇住宿首爾區，早餐內用則改為外用中韓式總匯自助餐。 

餐食：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人蔘燉雞風味餐+季節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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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住宿： 京畿道安山羅城 RASUNG或漢陽會館或始興或 水原(KOREA.、Silkroad、COMO、YAJA、BON、JEWWLRY、BEL-AMIE、

始興)、仁川(GOOGLE、SG、THE RESIDENCE、SEA STAR)同級旅館 
 

第 02天 飯店～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小法國村 Petite France～南怡島遊船～春川浪漫市場～飯店 

 

【小法國村】小法國村佔地約12萬平方公尺，除了來自星星的你之外也因為韓劇秘密花園、貝多芬病毒為拍攝地而出名，也是

Running Man 第40集的拍攝地~小法國村是由16棟法國式建築組成，小法國的設計概念是以花、星星、小王子為主題，也是小

王子故事的主題樂園。另外在這裡也可以看見許多法國象徵－雞的雕刻和藝廊，也可以聽見從200年歷史之久的音樂盒中放出的

優美旋律的音樂盒店，以及花草芳香店、紀念品店等，更可體驗獨特的法國文化。 

 

【南怡島美境】冬季戀歌的拍攝場南怡島，這裡有寬闊的草地和楸樹林道，劇中美麗的景點您都將一一欣賞到，或許對劇迷來說

一定會覺得非常感動有如置身戲中。在碼頭坐船5分鐘，穿過楸樹林道，也會看到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的「冬季戀歌」的杉木林

道。早晨或者黃昏時，從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是受人喜愛的湖畔城市。乘坐往返昭陽湖與清平寺的遊船，旅客可悠閒地欣

賞韓國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 

※如遇住宿首爾區，早餐內用則改為外用中韓式總匯自助餐。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鐵板燒雞肉+季節小菜  （晚餐）韓式燒烤+季節小菜 

住宿： 京畿道安山羅城 RASUNG或漢陽會館或始興或 水原(KOREA.、Silkroad、COMO、YAJA、BON、JEWWLRY、BEL-AMIE、

始興)、仁川(GOOGLE、SG、THE RESIDENCE、SEA STAR)同級旅館 
 

第 03天 
飯店～ONEMOUNT冰雪樂園(含雪盆+防風衣+冰上腳踏車+旋轉木馬)～仁寺洞～米其林雜誌

推薦~北村韓屋村+三清洞～汗蒸幕～飯店 
 

【ONEMOUNT 冰雪樂園】（含雪盆+防風衣+冰上腳踏車+旋轉木馬）於2013 年5 月11 日開幕，總面積達16 萬1600 平方米， 

是首座由冰和雪覆蓋而成的主題樂園，可供遊客在雪和冰面上盡情享受多種多樣的遊樂設施。以北歐的聖誕村為主題，分別由「冰 

湖」、「冰路」及「冰山」三個區域組成，獨具特色。ONE MOUNT 於2013 年3 月29 日開幕，將露天購物中心與冰雪公園、

水上公園以及運動俱樂部結合起來的主題公園。 

 

【仁寺洞】仁寺洞是外國人來到首爾印象最深刻的景點。透過仁寺洞的韓國古美術品等各種多樣傳統文化及藝術作品，能直接認

識並體驗到韓國傳統文化。販賣包括古藝術品等的古董品與民俗工藝品店家、傳統韓服與改良韓服、韓紙、韓國傳統茶等各種韓

國傳統生活文化都在仁寺洞大街小巷裡一一呈現，在此購物就如同尋寶一般，別有一番風味。  

 

【北村韓屋村】內有九百九十座韓屋，這些韓屋就是這兒的經典景物，北村裡還隱藏著多項歷史文化遺址，在北村我們可以抓住

連綿不斷留傳下來的古首都的影子，不由之中您來到這會將所有的煩惱拋開腦後，沉溺在隱隱約約襲來的童年記憶裡。 

【汗蒸幕體驗】汗蒸幕為韓式傳統三溫暖，披著隔熱的麻浴巾於密閉式的窯內中高溫蒸烤，藉由高溫將汗水及體內的毒素大量排

出，消除疲勞增加健康。進行浴療(可有效治療肥胖症、神經痛、關節痛、筋骨痛、高血壓…)浸泡後的肌膚粉嫩粉嫩，讓您消除

疲勞，促進血液順暢。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韓國烤肉+季節小菜 （晚餐）韓式部隊火鍋+季節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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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住宿： 京畿道安山羅城 RASUNG或漢陽會館或始興或 水原(KOREA.、Silkroad、COMO、YAJA、BON、JEWWLRY、BEL-AMIE、

始興)、仁川(GOOGLE、SG、THE RESIDENCE、SEA STAR)同級旅館 
 

第 04天 
飯店～青瓦臺～高麗人蔘專賣店～時尚彩妝店～護肝寶～景福宮～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南

山公園+愛情鎖牆+首爾塔(不上塔)～逛街購物【首爾明洞】～特別贈送~jump秀～飯店 
 

【青瓦臺】韓國政治中心靑瓦臺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的靑瓦，一到靑瓦臺首先看到的是主樓的靑瓦。靑瓦臺主樓背靠北嶽山，靑 

瓦與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非常漂亮。就象靑瓦台代表韓國一樣，靑瓦和屋頂的曲線則代表著韓國的美。 

青瓦臺舍廊房－於2010 年1 月嶄新開放，所謂的《舍廊房》是指韓國傳統家屋《韓屋》的結構中，與主人居住的《裏房》分隔 

兩地，接待客人的地方。實際的《青瓦臺舍廊房》位於總統居住的青瓦臺內側，打造成一般民眾隨時皆可來訪，體驗總統辦公的 

空間，也適合推薦給來訪韓國的外國旅客。 

【高麗人蔘專賣店】您不妨選購聞名世界的太極蔘與人蔘精，對調身養氣有極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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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肝寶】枳俱子生長在海拔50-800 公尺，無污染的山林，從古到今為韓國人心目中一種護肝聖品。經羅天秀博士用十年時間 

研究，用高分子及低分子的分離方法，從枳俱子中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非常優秀，分子量為11 萬4500 的多糖體高分 

子，並命名為HD-1。 

  

【南山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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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山頂的首爾塔更是首爾的象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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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塔】為韓國最早以塔座形式為主題的觀光景點。以身為東洋最高的塔為傲，春暖花開之際，可一覽南山壯觀的迎 

春花、杜鵑花和櫻花。1969 年12 月起起開始動工，於1975 年7 月竣工完成，至1980 年10 月15 日起正式開始對外開放的 

首爾塔觀景台，就此成為首爾著名觀光勝地。走過30 年歲月依舊深受遊客的喜愛，於2005 年12 月9 日重新翻修整頓後蛻變成 

為華麗耀眼的N 首爾塔，以嶄新的名稱重現於遊客面前。 

 

【愛情鎖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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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P秀】＜特別贈送＞JUMP秀是一個結合武術和喜劇故事的動作秀，配合著輕快而有律動的節奏，加上諧趣的故事情節而衍

生出的表演。驚心動魄的武術動作上添加了許多幽默的元素，讓人在欣賞秀的同時也能夠放鬆心情，開懷大笑。欣賞 JUMP 秀時，

感受到的不只是一部舞台劇，而是正在欣賞一部淋漓盡致的高難度武術電影。以世界舞台為目標，JUMP秀劇團的成員從 1999

年開始著手進行了劇本提綱，並且經歷了兩年多刻苦的訓練而誕生了這樣的表演。在 2005年 8月榮獲英國愛丁堡 Fringe藝術

節 Box Office第一名，這也是韓國公演史上首次得到 Box Office第一名的表演團體，受到如此的殊榮，更奠定了 JUMP秀

在表演舞台上的地位。 



 

[ 國內國外觀光旅行．專業商展參團旅行．大陸商務來台代辦．國內外機票訂房．大陸居民依親加簽 ] 

<<另有中國/港澳/日本/韓國/島嶼系列/泰國/馬來西亞等各國行程~家庭/員工旅遊~歡迎來電洽詢>> 

專案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明洞商圈購物樂】明洞位於首爾市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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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住宿首爾區，早餐內用則改為外用中韓式總匯自助餐。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石鍋拌飯＋涮涮鍋+季節小菜 （晚餐）馬鈴薯豬骨湯飯+季節小菜 

住宿： 京畿道安山羅城 RASUNG或漢陽會館或始興或 水原(KOREA.、Silkroad、COMO、YAJA、BON、JEWWLRY、

BEL-AMIE、始興)、仁川(GOOGLE、SG、THE RESIDENCE、SEA STAR)同級旅館 

  

 

第 05天 飯店～雜貨店～仁川/桃園(金浦/松山)～溫暖的家 

 

【韓國雜貨店】選購韓國著名人蔘糖果、柚子茶、泡菜及海苔等當地名產饋贈親友。隨即前往韓國(仁川/金浦/小港)國際機場辦 

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灣(桃園/松山/小港)國際機場，團員門互道珍重再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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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  

餐食：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人以上(含)，最多為 25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2.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報名時先告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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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諒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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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韓國【飯店及渡假村因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牙刷、牙膏、拖鞋、香皂、洗髮精、毛巾(或大毛巾有些飯店有提供有些不提

供或是一房只提供 1條大毛巾)及個人習慣性藥品。  

6. 韓國的商務旅館，因硬體設施較精簡，住房客人一旦同時使用熱水，熱水會較為不熱，需稍等待才會較熱，房間也較小，早

餐也較為精簡些，若貴賓無法接受，煩請選擇住宿較高檔特二級五星飯店或特一級五星飯店另有行程！  

7. 特別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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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 『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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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韓國團體會有隨團服務的照相小弟（小妹），以販售照片及服務為主，半工半讀，韓國公社公定價格為一張 5,000韓幣，可

視本身需求自由選購。(如不習慣拍照的旅客,請先告知攝影小弟!) 

10. 韓國的飯店在設施及服務各方面均達到國際水平,其種類繁多,價格隨所處地區、級別而各有不同。 

所有觀光飯店均按設施、規模、服務質量分為五個等級 

【特一級為金黃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白金五星級)】【特二級為綠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五星級)】 

 一級為四朵、二級為三朵、三級為兩朵。 

11.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 

韓國是ㄧ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為主 

行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