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HH 韓國有夠讚～兩晚住五星、龍蝦一隻雞、愛寶遊樂園、LUGE 斜坡滑車五日(含稅、購物乙站) 

行程特色 

 

【住宿特色】 

本行程安排住宿兩晚五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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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4：眾多鬧區飯店因房間空間有限，恕無提供三人房型，亦無法提供加床服務，敬請見諒。 

國際五星 The MVL Goyang Hotel 

THE MVL GOYANG 為京畿道北部地方唯一的特一級酒店，將與韓流世界一同成為首都圈的旅遊中心地。在創造和消費多種文化

產品內容的空間裡營造歡樂，為國內外遊客提供特別的體驗。這裡不僅是休閒旅遊的場所，而且是提供生活風格的高品位酒店，

努力為每位顧客創造最美麗的人生。 

 
【行程特色】 

 

愛寶樂園(含門票及自由券)：美國富比士 Forbes 雜誌公布的世界四大主題公園。 

 
江華 LUGE 渠道滑車(含 2 次券)+景觀纜車+展望台 



 
新世界免稅店：韓劇《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 

 

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含電梯券)+情人鎖牆 

首爾市的象徵，戶外展望陽台的情人鎖牆，許多情侶回來這裡鎖上象徵《堅貞不變的愛情》的愛心鎖頭。 

 
景福宮+古裝 Cosplay 變裝遊古宮(含韓服體驗+頭飾，約兩小時) 

 
KAKAO FRIENDS 弘大旗艦店 



 
明洞商圈 

 
【貼心好禮】 

★彩妝店見面禮每人乙份。 

★愛寶樂園贈送清涼飲料每人乙杯。 

 
【風味餐食】 

龍蝦一隻雞 

 
燕京：中華料理八菜一湯+韓式炸醬麵 



 
1988 烤肉不敗：韓式燒烤吃到飽 

 
或 善良的小豬：韓式燒烤吃到飽 

 

明洞美食小吃 

 
神仙雪濃湯????? ：連鎖店已有 25 年以上的歷史，雪濃湯是指使用膠質豐富的牛膝骨、牛頭、牛骨、牛腿等食材經過長時間熬煮

而成的營養高湯。可依個人口味加入蔥花或粗鹽，也可嘗試韓式吃法加入泡菜蘿蔔調味！ 

參考價位：雪濃湯???(牛骨湯)? 6000 (以上為 1 人份價位僅供參考，依店家 MENU 價格為主) 

忠武紫菜包飯???? ：就是 10 捲紫菜飯捲醃+漬蘿蔔+醃漬魷魚，因物美價廉而常為旅客們所喜愛，營業時間從早上 8 點到半夜 12

點。 

參考價位：紫菜包飯?? ?6000 (以上為 1 人份價位僅供參考，依店家 MENU 價格為主) 

飯捲天國???? ：韓國到處可見的連鎖平價餐廳，24 小時都能享受熱騰騰料理，舉凡紫菜飯捲、豆腐鍋、石鍋拌飯、辣炒年糕等，

種類豐富且價格親民，值得一試！ 

參考價位：嫩豆腐鍋????? ?4000 石鍋拌飯????? ?5000 (以上為 1 人份價位僅供參考，依店家 MENU 價格為主) 

柳家辣炒雞排??? ：韓國著名的連鎖店，像鐵板燒般將地瓜、馬鈴薯、年糕、雞肉、高麗菜為基本加上特製韓式辣醬下去拌炒，可

依個人口味再加點起士、拉麵、白飯、火腿..等等配料。 



參考價位：辣炒雞排??? ??? ?8500 (以上為 1 人份價位僅供參考，依店家 MENU 價格為主) 

 

溫馨提醒與建議 

 

1.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 『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

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

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3.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或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

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請貴賓於報名時，

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建議您可選擇自由行系列。 

5. 飯店房型為兩人一室，若無同行者一同報名參加，本公司得協助安排與當團其它同性別團員或領隊進行分房（但無法保證）。

若個人需指定單人入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業務人員，並按房型補足單人房價差，實際價差費用，悉以當團說明公布為準。  

6.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

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

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

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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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依臺灣法令規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攜帶電子煙(器具)及電子補充液入境，建議旅客請勿攜帶，避免受有罰責。 

9.韓國飯店原先是依照服務品質、飯店的設施和規模，由韓國飯店業協會、韓國觀光協會中央會等二個單位協助評估,區分為特一

級、特二級、一 級、二級、三級等五個等級: 

■ 特一級為金黃色無窮花五朵。 

■ 特二級為綠色無窮花五朵。 

■ 一級為四朵、二級為三朵、三級為兩朵。 

政府為了改善飯店評鑑使其更具一貫性、公正 性、及信賴度，這項任務 2015 年將由韓國觀光公社接手管理,並將原有的等級區分

及無窮花標示改為國際通用的星級制度（五星、四星、三星、二星、一星等），用五星體系的等級標準和新增暗訪等的評分方

式，以顧客的角度對飯店進行更全面性的評估，期望改善飯店的整體環境及提升服務品質，提高滿意隨著韓國觀光振興法的修

訂，自 2014 年 9 月 12 日起飯店等級每三年必須進行一次義務性的評鑑，雖自 2015 年 1 月 1 日開始新的評價標準措施，但仍有一

年過渡期，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飯店業者仍可選擇使用新制度（星級）或舊制度（無窮花）申請評鑑，預計三年後，將全

面更換成國際星級制度和標示，讓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們更容易辦識及選擇。 特一級五花同級飯店參考： 

【首爾】 

WESTIN 朝鮮、樂天世界、SHEARTON SEOUL D CUBE CITY、(五星)Grand Ambassador Seoul Associated with Pullman 首爾大使鉑爾曼

(前索菲特國賓)、(五星)龍山 NOVOTEL、汝矣島 GLAD、萬豪 JW、江南宮殿喜來登、COEX 洲際、Mayfield、Grand Hilton、華克山

莊、THE K、Grand Hyatt、THE PLAZA Seoul、世宗、BEST WESTERN SEOUL GARDEN、江南國賓諾富特、東大門諾富特。 

【郊區】 

仁川 NEST、水原華美達 RAMADA PLAZA SUWON、一山 MVL、仁川 GRAND HYATT、仁川喜來登。 特二級五花同級飯店參考： 

【首爾】 

(四星)南大門萬怡 Courtyard by Marriott Seoul Namdaemun、福朋喜來登、時代廣場萬怡 Courtyard by Marriott Seoul Times Square、江南

ALOFT、Riviera、江南首爾華美達 Ramada Hotel Seoul、城北 Holiday Inn、麻浦樂天城市、STANFORD、MERCURE SEOUL、

SHILLA STAY 西大門、SHILLA STAY 麻浦、SHILLA STAY 光化門、GOLDEN SEOUL、弘大 AMANTI、BERNOUI 柏納伊、禿山國

賓諾富特、明洞樂天城市、BEST WESTERN GURO、Imperial Palace、(四星)龍山 IBIS STYLES、麻浦 GLAD、汝矣島 GLAD、明洞

T-MARK、T-MARK GRAND、高麗、Sotetsu Hotels。 

【郊區】 

華城 PRUMIR、安山 SQUARE、安養 AVALON HOTEL、仁川 HARBOR PARK、仁川 ROYAL、BEST WESTERN 仁川機場、松島華

美達、陽平 BLOOMVISTA、水原 CASTLE、水原 IBIS、(四星)水原國賓諾富特 NOVOTEL、(4 星)太陽谷 SUN VALLEY HOTEL、群

山 APPLE TREE 、群山 ARIUL、群山 AVON(原群山 SAVILS)。 商務旅館參考： 

【首爾】 

明洞 HOLIDAY INN EXPRESS、明洞 LOISIR、東大門 SKY PARK、仁寺洞 CENTER MARK、東大門 SKY PARK KINGSTOWN、弘

大 HOLIDAY INN EXPRESS、東大門 BAITON、汝矣島 DESIGNERS、汝矣島 BENIKEA、ROYAL SQUARE、COOPCITY GURO、鐘

路 ATRIUM、仁寺洞 IBIS、東大門 TRAVELODGE(原東大門 IBIS)、SUMMIT、VENUE G、IBC、BIZ、INTER CITY SEOUL、

GOLDEN CITY、JK blossom、江南 LAVITA、永登浦 FAIRFIELDBYMARRIOT、國都、江南 OLYMPIC PARKTEL 等。 



【郊區】 

水原(IY、KOREA、HOMAESIL、DONO、BUTLER、BELL、RIVER、VELLA SUITE)仁川(LART、GRAND PALACE、HOTEL SOPRA 

INCHEON CHEONGNA、GUWOL、STAY、DESIGNERS、PREMIERS、V3、LUV、AIRTEL、CHARIS、GOOGLE、SG、海星、

BLISS、BLUE YELLOW MARINA)、龍仁 CENTRAL COOP、東灘(STAZ、DAYS)、金浦 LART 等。 

【郊區升等商旅】 

仁川(STELLA MARINA、HARBOR PARK、ABEST、高麗、ROYAL EMPORIUM) 

水原(IBIS、VALUE、LANDMARK、HOLIDAY INN EXPRESS)、華城 PURMIR、龍仁(M STAY、GOLDEN TULIP)、安山 SQUARE、

安養 AVALON 等。 

郊區商旅距離首爾約 45 分鐘～1 小時車程。  

10.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

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韓國觀光公社台北支社網站  

 

航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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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10/16 

〔星期三〕  
CI164  中華航空  高雄  仁川(首爾)  06:50  10:30  

2019/10/20 

〔星期日〕  
CI165  中華航空  仁川(首爾)  高雄  11:30  13:30  

 

 

行程安排 

 

第 1 天 高雄／仁川～松月洞童話村～仁川自由公園～南山公園+N 首爾塔+情人鎖牆 

 

參團贈送 

1.提供免費使用 WIFI 機每房乙台。 

2.韓國專用轉接插頭每人乙個。 

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仁川永宗國際機場。 

松月洞童話街：位於仁川中國城旁的松月洞童話村，這裡的房子不像其他的一些壁畫村是在房子上塗

鴉，童話村這裡的房子很多都是有做立體設計，而且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是個非常適合大人小孩來走走拍照的好

地方。 

仁川自由公園：韓劇《孤獨又燦爛的神-鬼怪》拍攝地：自由公園是仁川港開港 5 年後所建設的韓國第一個西式公園。地勢稍

高，面積廣闊，加上有蒼鬱的樹林，相當適合散步。 

公園頂端設有韓美建交百年紀念塔，是於建交百年－1982 年所建。旁邊設有韓戰之際從仁川順利登陸的麥克阿瑟將軍銅像。在公

園的頂端可以一眼望見仁川的海岸，其他附屬設施還有小規模的動物園與八角亭、休息處等。每年 4 月之際，往自由公園攀登的

路上總會開遍滿滿的櫻花，因此都會在此舉辦櫻花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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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 機上精緻餐盒 (午餐) 馬鈴薯燉豬骨風味餐+季節小菜 (晚餐) 龍蝦一隻雞(4 人一份.2 人一隻

龍蝦) 

住 宿： 
水原 Iy 或 水原 Korea 或 水原 Homaesil 或 水原 Dono 或 水原 Reve 或 仁川 Choyang 或 仁川 Guwol 

或 仁川 Stay 或 仁川 Designers 或 仁川海星 或 華城 Staz 或 金浦 Lart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光明洞窟(紅酒體驗)～愛寶樂園(門票自由券+四季花園+MONKEY VALLEY 夢幻猴林探險+遊行) 



 

光明洞窟、紅酒體驗：韓國最棒的洞窟主題樂園光明洞窟，是結合過去採集金、銀、銅礦的黃金礦山

與文化藝術打造而成的空間。這裡處處充滿可看性，有可品嚐紅酒的紅酒洞窟，還有洞窟水世界、黃

金瀑布、黃金路、黃金宮殿、恐怖體驗館、洞窟地下世界與地下湖、韓國最大的龍形裝置藝術、LED

光之空間等 20 多個設施，週末更有光之饗宴──黑光秀的精彩表演。在洞窟內漫步，能將繁忙的日常

生活?到腦後，使身心靈獲得療癒，煥然一新。 

愛寶樂園：美國富比士 Forbes 雜誌公布的世界四大主題公園。可分為五個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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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有全球獨一無二老虎和獅子和諧共處的畫面，而且還生下了兩隻小獅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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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世界：韓國國內唯一的熊貓展示館，在體驗區域，與最尖端 IT 技術結合，提供超越單純的熊貓觀賞，配備 9 公尺長的 360

度環形螢幕，由 36 台 65 吋顯示器組成。並配備 20 台虛擬現實體驗設備，提供遊客身歷其境地觀賞大熊貓在四川棲息地的活

動。  

遊行：在歐洲廣場中，造型可愛的木偶引導著由 50 萬棵五彩燈泡串成的花車，遊行隊伍長達一公里壯觀雄偉，愈晚愈閃亮，可

媲美日本迪斯耐夜間遊行。 

註：愛寶樂園的遊行表演，須依園區開放日期為主，且視天候狀況，入園時間會有所調整，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1988 烤肉不敗】韓式燒烤吃到飽 或 【善良的小豬】韓式燒烤吃到飽  

(晚餐)樂園內發韓幣 5000 元自理 

住 宿： 
水原 Iy 或 水原 Korea 或 水原 Homaesil 或 水原 Dono 或 水原 Reve 或 仁川 Choyang 或 仁川 Guwol 

或 仁川 Stay 或 仁川 Designers 或 仁川海星 或 華城 Staz 或 金浦 Lart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江華島～故事小路～韓屋聖堂～江華 LUGE 渠道滑車～京仁 ARA 天空步道～KAKAO FRIENDS

弘大旗艦店 

 

仁川江華島：被喻為《韓國最神聖島嶼》，不單擁有豐富的高麗文化色彩，還擁有秀麗壯觀的自然風

光，島上的各歷史遺跡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江華故事小路：根據 2018 年的旅遊城市而開發的新興觀光胡同。區域內有韓屋聖堂、龍興宮、高麗宮

址.等，在走路的同時，可以同時體驗江華古代歷史和現代觀光城市的空間。 

韓屋聖堂：百年前建造的韓屋聖堂，是一個英國教會的據點，至今仍再使用。雖然外觀是傳統韓屋，

但?部是西方基督教的禮拜空間，也是韓國大教堂中最古老的教堂，被指定為國家歷史遺跡第 424 號。通過此教堂，可以對韓國

的基度教歷史和韓國的宗教文化，有較深刻的了解。 

江華 LUGE 渠道滑車(兩次券+景觀纜車+展望台)：源自紐西蘭，繼新加坡、加拿大後，也正式進駐韓國囉。2018 年 6 月開幕的江

華 LUGE 渠道滑車，擁有 2 條共 1.8 公里的 360 度旋轉滑道，是首爾近郊最刺激、最好玩也最長的渠道滑車滑道。 

景觀纜車：由瑞士 BMF 公司操刀設計的景觀纜車，全長 700 公尺，乘坐纜車時可以眺望遠處海景山色。 

展望台：有著獨特 UFO 造型的展望台，不亂在哪個角度，都有著美麗獨特的景色。展望台 3 樓特別建造為旋轉餐廳，每個小時

會旋轉一圈，您可以點杯咖啡及輕食在此休息欣賞美麗的風景。 

註 1：身高 95~120 公分以下或未滿 10 歲的小孩，不能獨自搭乘渠道滑車，需與大人同行。 

註 2：年齡超過 65 歲以上或身高 95 公分以下或未滿 48 個月的小孩，不能搭乘渠道滑車。 

註 3：無法搭乘渠道滑車的旅客，請於出發前主動向業務告知，我們將安排您搭乘"來回"景觀纜車。 

註 4：本活動有一定的危險程度，請務必遵守安全守則及配帶護具設施，並與旁車保持安全距離。 

註 5：遇天氣惡劣，且行程無法調整，將以《ONE MOUNT 娛樂城》冰雪主題公園+水上樂園替代。 

京仁 ARA 天空步道：仿美國大峽谷天空步道建造而成，全長約 45 公尺，其中有一半的地板是由玻璃鋪蓋可俯瞰沿岸生態景觀。

是欣賞京仁運河的最佳觀景台。 

註：遇天候不佳或維修不開放，敬請見諒。 

KAKAO FRIENDS 弘大旗艦店：裡頭滿滿的 KAKAO 的角色公仔，可愛度爆表，整個一共三層樓高，1 和 2 樓是主題公仔商品販

售區，3 樓則 RYAN CAFE，目前台灣尚未有店面，是來弘大值得一逛採購韓國旅遊小禮物的好地方！另外來旗艦店的好處就是

商品種類相當齊全，產品多樣化從辦公室文具、睡衣到廚房用具通通都有，韓國限定。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韓式部隊鍋+季節小菜 (晚餐) 石鍋拌飯+涮涮鍋 

住 宿： 《國際五星》The MVL Goyang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韓服漫遊景福宮(華麗韓服體驗+頭飾，約兩小時)～精緻美膚彩妝坊～韓流文化體驗～HERO 塗鴉

秀～明洞商圈(新世界免稅店) 



 

韓服初體驗：韓服是自古傳承而來的韓國傳統服飾，至今仍是傳統節日或結婚典禮等重要日子的一種

主要服裝。韓服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它同時融合了直線與曲線，穿上之後給人一種柔和且優雅的感覺。

特別安排貴賓換上新(西)式華麗韓服，比起傳統韓服看起來更加華麗精緻，也能更深入了解韓國文化。

穿著韓服散步在街道上彷彿時光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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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香遠亭東側則有國立民俗博物館。 

註：遇景福宮休館日或停止開放且順序無法調動時，則以《德壽宮》替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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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流文化體驗(DIY 紫菜捲體驗、3D 傳統藝術攝影棚+韓服體驗) 

★海苔薄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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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苔博物館，一半是工廠，一半是博物館，所以您可親自了解海苔製作過程，並可以親自 DIY

製作紫菜捲。 

★韓服寫真體驗：安排親自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條兼具曲線與直線之美，尤其是女式韓服的短上衣和長裙上薄下厚，端莊閑

雅，透露著東方思想和超世脫俗之美的完美結合，您可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恆回憶。 

HERO 彩繪塗鴉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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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秀將以全新又多元的感性，取悅現場的每一位觀眾朋友。 

註：遇滿場或休館時則以拌飯秀替代，敬請見諒。  

明洞商圈： 

服裝商店密集的繁華明洞購物商圈，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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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停留時間約 1.5~2 小時。 

新世界免稅店：韓劇《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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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中華料理八菜一湯+韓式炸醬麵 (晚餐) 商圈內發韓幣 5000 元自

理 

住 宿： 《國際五星》The MVL Goyang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仁川／高雄 

 

專車前往機場，揮別五天的韓國之旅，互道珍重後，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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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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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精緻餐盒 

住 宿： 甜蜜的家 
 

 

簽證說明 

 

持臺灣護照免簽(旅遊)赴韓國者，無護照效期須滿六個月以上之規定，請持有效護照及來回機票即可入境韓國。 

參考網站：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

告知您的服務人員。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若您是現役軍人身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字第 號核准】。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如果您是役男或現役軍警人員等,其相關出入境規定請上以下官網或致電查閱: 

役男定義：年齡屆 19 歲之年 1.1 起至 36 歲之年 12.31 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具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曾設有戶籍男子。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官網：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電話：(02)2388-9393 

內政部役政署：https://www.nca.gov.tw/ 

內政部役政署徵集組：(049)239-4440 

 

行程規定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名成人以上(含)，最多為 43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特別說明：本行程也有可能派全程國內領隊兼任導遊帶團。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或全程領隊兼任導遊)、司機小費。 

服務小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00x 天數或等值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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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飯店的３人房型式眾多，如三張床、大床加床、一大一小床、追加行軍床等皆屬３人房<1>３人房因團體使用房間數較

多，一般飯店於團體入住前１～２個工作天才能確認是否有足夠的３人房可供使用，敬請見諒。 

<2>.若旅客需提前確認３人房或需指定３人房房型，部份飯店亦提供額外加價的三人房型，旅客可以加價方式保證入住指定房型

(請於訂單成立後立即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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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一級五星飯店的其他行程！例如：好漾韓國五日、極麗

韓國五日，特此說明，敬請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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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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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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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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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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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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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韓國觀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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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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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海關退稅說明 ：可手提上飛

機：退稅的物品，非化妝品類的可手提上飛機，例如 衣服、鞋子、包包類，將物品手提進關(尚未過 X 光機安檢前，有退稅櫃

台，將物品及退稅單給海關檢查蓋章即可，然後到 28 號登機口退稅櫃台取錢)。 不可手提上飛機：如果物品化妝品類或不可手提

的，請將退稅的東西整理成一個行李箱，團體掛行李時，告知導遊、領隊，此行李箱為退稅的，掛完行李條，連同行李箱到退稅

櫃台蓋章，行李要從旁邊 OVER SIZE 行李的櫃台掛，進關之後再到 28 登機口取錢。 

註：退稅櫃台有 2 種，outlet 在國際退稅櫃台、東大門之類的就在 in korea 櫃台。  

貼心小叮嚀： 素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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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韓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 / 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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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因為政府近些年在推行《因應環保節能減碳》，政府規定氣溫未高於 26 度不能開冷氣空調，未低於 18 度不能開暖氣

空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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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時請穿著防水的

褲子及防水外套或防水手套，以防您在滑倒衣服溼了受寒，於滑場時會準備防風衣給各位貴賓，以防您的外套用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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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俗民情： 

韓國半島從遼闊的亞洲大陸東北部向南伸展，南北全長 1000 公里。有風景優美的山脈和江河，因此韓國人往往稱之為「錦繡江

山」。位於溫帶氣候，四季分明，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自然美景。主食和台灣人一樣，以米飯為主，常見的菜餚以肉、魚、豆

腐、蔬菜等燉煮的火鍋，韓國特有的營養豐富的泡菜及以韓國式的調味佐料拌製的各種小菜，此外又加有多種不同風味的調味

品，一般來說為辛辣口味。雖然同為亞洲國家，但是風俗習慣與禮節依然有所不同。 韓國崇尚儒教，有尊重長者的風俗。如在車

上向長者讓座、扶長者登樓、排隊時向來讓長者居首以示敬老。餐桌禮節與台灣不同的是，以湯匙就食，夾菜時才用筷子。捧碗

而食則被視作不禮貌的舉動。 韓國住宅設計最具代表性的特徵是「溫突」式的火炕。原本是利用廚房或屋外設置的灶爐燒柴產生

的熱氣通過房屋面下的管道而烘暖整個房間，冬暖夏涼，有益於健康，因此現代化城市的的高級公寓或建築中，依然使用現代化

暖器設備傳熱的「溫突」式火坑。尤以渡假村為居多，類似和室木地板為韓國住宿特色。 首爾市區短程計程車資較國內略為低

廉，僅有少數司機略懂外語，部分亦配有免費之翻譯服務，乘客倘有韓語溝通之困難，宜於上車時先確實告知目的地，或試以中

文書寫，以免產生誤會。 濟州人的一生在平原開始，在平原結束.這不是言過其實的，在多爾哈魯邦的目睹下，生活在用石頭建築

的房子裡，他們向用石頭做的堂神像陳述悲痛的感情。在濟州島有 1 萬 8 千個神，參拜他們的神堂多達 3 百多個，有從天上下來

的神，有從大海出來的神。濟州島滿地都是神石的神話，了解濟州的神話和巫俗，就等於了解了濟州島。 泡溫泉大浴室時不著衣



物或泳衣,請先在池外清洗乾淨後再入池內,請注意泡溫泉每次最好 以 15 分鐘為佳，並攜伴同行。 韓國以人蔘雞、烤肉、火鍋著

名，口味著重鹹、辣為特色。 韓國氣侯較乾冷，請多補充水份。在韓國，水是不能生飲，請自備水瓶或隨時備有 曠泉水，以補充

身體水份。  

飯店相關提醒事項： 

韓國渡假村因應韓國人風情習俗比較不同，所以房間內未有準備" 吹風機 "，若有貴賓有需要使用，敬請自行至櫃台借用，或請領

隊人員或導遊人員協助跟櫃台借用。  

到達飯店內請於大廳等分配房號、鑰匙，並請保持安靜。 外出時鑰匙務必交待清楚，或置於大廳櫃檯，以便同房者使用。 請勿在

飯店內或房間外之走廊大聲喧嘩，或衣冠不整到處走動。 退房時請將私人電話費、飲料費、有線電視費至櫃檯結清。  

緊急事故的處理原則： 

遺失事故的處理： 

馬上到就近的警察機關報案，取得報案證明。 聯絡我國駐外單位，需告知遺失者的護照資料（姓名、出生日期、號碼，最重要的

為回台加簽號碼）。 請旅客去照相（或領隊出發前備妥團員照片）。 等候外交部回電，並至指定地點領取護照。(一般作業時間

需時三天，但也有例外提前發給。) 如時間急迫或即將回國，則持報案證明及領隊原先備妥的護照資料，請求移民局及海關放行

（各國情況不同，不一定都行得通）。國內部分則請其家人持遺失者的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至機場轉交給他本人。  

遺失證件（簽證）： 

馬上報案，取得報案證明。 領隊以各種方式查出簽證批淮的號碼，批淮的地點及日期。（某些國家的簽證領隊可影印一份備

用）。 視情況而定，是否能在所在國申請，或前往下一國再申請，或者其遺失簽證之國是由陸路 進去或搭機進入？如經由陸路進

入則較易闖關，但領隊需負擔萬一被查出來的法律責任。 尋求各種辦法，帶領客人團進出，如請代理的旅行社作保，尋求落地簽

證的可行性，出示 各種證明文件，顯示遺失簽證者是這一團的成員。  

遺失機票： 

至當地所屬的航空公司報遺失，由其發 TELEX 至原開票之航空公司確認無誤。 填妥「LOST TICKET REFUND APPLICATION AND 

IDEMNITY AGREEMENT」表格，並先再買一張航空公司之機票於表格中註明，以便日後申請退款之憑證。 如為整團機票遺失，

則先獲得原開票之航空公司同意，重新再開發出一套機票，領隊不需付款。 回國後提示上述之表格及再買之機票票根與護照等資

料向原開票航空公司申請退款。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請於班機起飛

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領隊將於機場團體集合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後將護照

發還給團員。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

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

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

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部分飯店房內有提供電熱水壺供入住旅客煮水用，此熱水壺僅供煮水使用，不可放入任何物品

(EX：咖啡粉、茶葉、火鍋料、泡麵不等)，並請注意切勿將熱水壺置於電磁爐上加熱，如有使用方式上之問題請務必詢問帶團領

隊或飯店人員，否則造成危安問題或毀損飯店設備時，可能須負相關責任。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

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

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

負擔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搭乘纜車時請依

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

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切記在公共場合財不露白，購物時也勿當眾取出

整疊鈔票。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

慣性藥物。 錢幣：台灣出境 

(A)台幣:現金不超過 100,000 元。 

(B)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

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國人旅遊購物免稅額規定： 每人可攜回新台幣 2 萬元免稅額購物商品。海關查出逾額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每人可再攜回五部 3C

產品為上限，海關查出未申報超出量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 哪些東西不能帶？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產

品： 活動物：犬、貓、兔、禽鳥、鼠等。 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烤鴨等）、

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晶粉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



品。 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及植物產品。 自 97 年 10 月 1 日

起，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查獲者，除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罰鍰外，如

有違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 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

查。 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為維護飛航安全,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凡我國搭乘國際線班機(含國際包機)之出境、轉機及過境旅客所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

類物品實施管制。 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其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並要放入不超過 1 公升且可重覆密封之

透明塑膠袋內。袋子需能完全密封。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品、糖尿病

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 出境或過境(轉機)

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

袋內。 為使安檢線之 X 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 光檢查。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 4 至 6 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

接受評估。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

後 21 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傳染病預防措施： 

(1)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有呼吸道症?應配戴口罩。 

(3)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

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  

～～～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旅途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