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7/21、8/4.11.25                          團費：每人／NT24,500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飯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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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城 PURMIR 

2016 年全新開幕的 PURMIR HOTEL 位於京畿道華城市，包含 4 間套房在內共 239 間客房，全部客房皆供免費的有線及無

線網路。 



首爾市特二級五花國都飯店 Best Western Premier kukdo hotel 

 

首爾市特二級五星 福朋喜來登酒店 

【行程特色】 行程不進人參店、健肝寶，僅參觀彩妝店、土產店，品質更有信心。 樂天世界遊樂園(含門票及自由券) 



樂天世界水族館：2016 年新開幕的樂天世界水族館位於首爾蠶室，為韓國第二大的水族館，總面積為 11240 平方米、水槽

重達 5200 噸，養有 650 種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 

 

鐵道自行車：鐵路腳踏車的意思，以舊時的鐵路改建成單車軌而成的一個活動。 

兩水頭+櫸樹：韓劇《她很漂亮》拍攝場景：為北漢江與南漢江的交界點，而稱之為兩水頭。因獨特的景色，常是電視劇、

電影的取景點。江邊也有一排咖啡廳，可以坐下來邊喝杯咖啡邊享受眼前的美景。兩水頭的另一大焦點"櫸樹"有著四百年

的樹齡，春夏時茂密的傘型樹冠，成為了兩水頭村的最佳亭子木。 

 

普羅旺斯秘密花園：韓劇《紳士的品格》、《流星花園》拍攝地。 



 

南山公園+N 首爾塔(含高速電梯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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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怡島遊船：韓劇《冬季戀歌》拍攝場景。  

 

葡萄園酒莊體驗：葡萄果醬 DIY+個人專屬紀念葡萄酒 DIY+葡萄酒酒庫隧道，個人紀念酒 300ml。 

 

亂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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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則是亞洲第一家。 

 

【逛街購物樂】 明洞商圈：韓國流行時尚代名詞，也是首爾代表性的購物街。  

現代名牌 OUTLET 折扣購物中心金浦店：約有 230 多間品牌專賣店供顧客在此滿足購物欲。 

 

【貼心好禮】 彩妝店贈送每人見面禮一份。  

【風味餐食】 

土俗村人蔘雞：首爾市內歷史最悠久的蔘?湯餐廳之一。一到夏天，就能看到店門口綿延不絕的隊伍，?的就是這裡的蔘?

湯。土俗村的蔘?湯高湯是由 30 餘種韓藥材和五穀雜糧去熬製而成的，相當香濃可口，並加入紅棗、糯米、4 年蔘、銀杏、

大蒜及獨特秘方等材料煮成的蔘雞湯，又同時品嘗到如此的一級美味。 



 

皇后名家蔘雞湯：高溫大鍋中放入 19 種以上的藥材和榖類，經過 28 個小時的熬煮後調製出來的滋補養生料理。因此皇后

蔘雞湯的湯汁擁有幾乎找不到藥材顆粒、質地細膩、透出濃烈色澤之特徵。濃郁鮮美的湯頭搭配上嫩白且入口即化的蔘雞

肉，不僅是養生食品，更有超越一般補藥的營養與美味。 

 

新村食堂：熱炭醬燒烤肉+7 分鐘泡菜鍋。 

 

金婆婆料理教室【韓國料理 DIY】部隊鍋+海鮮煎餅+季節小菜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164  高雄  仁川(首爾)  06:40  10:25  

第五天 CI165  仁川(首爾)  高雄  11:25  13:25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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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仁川機場葡萄酒莊體驗(葡萄果醬DIY+個人專屬紀念葡萄酒DIY+葡

萄酒酒庫隧道) 普羅旺斯村(韓劇紳士的品格、流星花園拍攝場景) 現代名牌

OUTLET 金浦店(購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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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導遊帶領前往愉快的旅程。 

【葡萄酒莊體驗】：葡萄果醬 DIY+個人專屬紀念葡萄酒 DIY+葡萄酒酒庫隧道 

充滿著歐洲風情的葡萄園酒莊，由酒莊人員陪同及導遊帶領下，參觀酒莊及品嘗葡萄酒，並可體驗自

製葡萄果醬。另外，安排釀造葡萄酒體驗，更貼心拍下專於的個人照片，製作成葡萄酒酒標，打造轉

屬於您獨一無二的個人葡萄酒。 

【普羅旺斯秘密花園】：自 1996 年以品格高雅的法國餐廳為起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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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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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空間流行館、歐風麵包店及咖啡店等主題型的休閒村。普羅旺斯村在獨立的建築裡，將擁有各自概

念經營的商店連結在一起，設計並製作專屬普羅旺斯村內餐廳與咖啡店所使用餐具的陶瓷工房；主導

普羅旺斯村的設計，以手繪陶瓷器為中心，販賣和流通裝飾商品的生活館；製作顧客們飯前喜愛吃的

麵包，口味正統的歐風麵包店。以各自獨立的個體發揮出色的創意力，各家商店帶著最大的競爭力認

真的經營。另外，生活館內有陶瓷器店、花店及芳草店等；流行館有則是流行服飾店、鞋店及裝飾精

品店等，每棟建築按照領域區別經營，在各自獨立的經營型態下相互融和。 

【現代名牌 OUTLET金浦店】：為現代百貨公司設立的第一間名牌折扣購物中心，鄰近金浦機場與首爾

市區，購物環境舒適，約有 230 多間品牌專賣店供顧客在此滿足購物欲，也是《我可能不會愛妳》韓

版拍攝地。 

(早餐) 機上餐食 (午餐) 馬鈴薯燉豬骨風味餐  (晚餐) 【新村食堂】熱炭醬燒烤肉+7 分鐘泡菜鍋 

住宿：華城 PURMIR(2016 新開幕) 或 水原 VALUE 或 仁川 GRAND PALACE 或 STELLA MARINA 或 安養 CS PREMIER 或 安

山 INTER BURGO 或 同級旅館 

第 2天  鐵道自行車(四人一部) 南怡島遊船(韓劇冬季戀歌拍攝場景) 兩水頭+櫸樹(韓劇她很

漂亮拍攝場景) 

【鐵道自行車體驗】(四人一部)：鐵道自行車是韓國的流行玩意，不少地方都有得玩，去年 8 月落成

的 Rail Park，於 5 月時被《Running Man》一眾成員試玩，立即成為人氣熱點。無論一家大小或拍拖男

女都可玩。沿途經過大片稻田、山林和河流，徬彿置身於流動的風景畫中。  

註：因鐵道自行車區域無法指定，若遇假日無法預定或天候因素無法成行時，則改以《春川動畫博物

館＆機器人體驗館》替代，敬請見諒。  



【加平南怡島遊船】：韓劇《冬季戀歌》拍攝場景：因朝鮮時代南怡將軍墓在此島內而為名，乘坐遊

船旅客可悠閒地欣賞韓國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再前往《冬季戀歌的拍攝地》，劇中二旁杉木林立的

愛情小路，是這對戀人騎自行車的地方，在並列楸樹林道中，可效法劇中人一起玩踩影子的遊戲，從

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11 

【兩水頭】：韓劇《她很漂亮》拍攝場景：美到像仙境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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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隨著八堂水庫建設工程動工並舖設了陸路後，機能逐漸

衰退。1973 年八堂水庫竣工後，這一帶被指定為綠色地帶，禁止捕魚與造船等作業，正式終止了碼頭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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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春川辣炒雞排+金玉炒飯+飲料  (晚餐) 哈韓烤肉吃到飽+生菜 

住宿：華城 PURMIR(2016 新開幕) 或 水原 VALUE 或 仁川 GRAND PALACE 或 STELLA MARINA 或 安養 CS PREMIER 或 安

山 INTER BURGO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南山公園+N 首爾塔(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樂天世界水族館(2016 年新開幕) 
樂天世界(門票+自由券+園內附設：石村湖+日內瓦遊船) 

【南山公園+N首爾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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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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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天世界水族館】：位於首爾蠶室的樂天世界水族館，開幕只有兩個多月，為韓國第二大的水族館，

總面積為 11240 平方米、水槽重達 5200 噸，養有 650 種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全館分為：韓國之河、

亞馬遜河等 13 個主題，並設有長達 85 米的海底隧道，站在隧道內猶如置身海底世界。除了欣賞海洋

生物的優美泳姿，還可看到白鯨、海獅、企鵝和潛水員的表演，感受人類和自然共存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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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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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迪士尼世界讓人回味無窮。  



【石村湖】：春天有千株櫻花樹圍繞在湖的周圍，彷佛櫻花編織而成的隧道。湖畔有 2.5 公里的 PU 跑

道和 420 公尺的石春按摩路，有助紓緩疲勞並促進血液循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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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皇后名家或土俗村】人蔘燉雞  (晚餐) 樂園內發 8000 韓幣代金，敬請自理 

住宿：首爾市特二級五星 國都飯店 或 首爾市特二級五星 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 首爾市特一級五星 汝矣島 GLAD 或 同級

旅館 

第4天 德壽宮(石牆路)～王宮(守門將換崗儀式)～精緻美膚彩妝坊～金婆婆料理教室
DIY(韓式部隊鍋+海鮮煎餅+季節小菜)～亂打秀(特別贈送)～格雷萬蠟像館～明洞商圈(美

食大探索+購物樂) 

【德壽宮(石牆路) 】：位於首爾最繁華的街道上，以古色古香的石牆路而聞名。在首爾的宮殿中唯有

德壽宮與西式建築並肩而立，構成有趣的景致。經過德壽宮入口處的大漢門就是錦川，河上有一橋錦

川橋，橋寬可容王駕通過。中和殿是法殿，古色古香，充分展現了其古老的歷史。  

【王宮(守門將換崗儀式) 】：重現朝鮮時代擔任開關、警備、巡察王宮宮門職務之守門軍儀式的活動，

首爾市將媲美英國王室的禁衛軍換崗儀式的韓國傳統宮廷文化重現活動經過專家考證，從 1996 年開

始表演。德壽宮守門將換崗儀式是兩名騎馬隊走在前頭，隨後的是守門將的領隊，再按照守門將、守

門軍、承政院注書、掖庭署司鑰、吹打隊的順序總共 78 名的守門軍登場，配合負責吹打演奏的吹打

隊鼓聲，守門軍全部到達後，換崗儀式正式開始。註：因換崗儀式有固定表演時間，若時間不及觀賞或遇每周

一及特定節日休演，則《德壽宮+石牆路+王宮守門將換崗儀式》將改以《景福宮》替代，敬請見諒。 

【精緻美膚彩妝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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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打秀】：不需要聽的懂韓文，是以宴會場的廚房為主要場景，三位廚師在臨危受命下要在 1 小時

裡完成全套料理，中間穿插愚笨外甥的差錯，最終完成使命的喜劇。全劇演員靈活運用廚房用具，以

敲打各式鍋碗瓢盆表演出精彩的擊樂，在沒有語言，全靠打擊樂和演員的肢體語言呈現劇情，成功結

合韓國傳統打擊樂與現代表演藝術。荒謬的劇情使整場演出笑聲不斷，而充滿熱情與活力的節奏聲更

是響徹整個會場，鼓掌聲與叫好聲久久不散。註：遇滿場或休館時，則以拌飯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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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商圈(美食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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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韓國料理 DIY】部隊鍋+海鮮煎餅+季節小菜  (晚餐) 逛街發 8000 韓幣代金，敬請自理 

住宿：首爾市特二級五星 國都飯店 或 首爾市特二級五星 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 首爾市特一級五星 汝矣島 GLAD 或 同級

旅館 

第 5 天   土產店仁川高雄小港機場 

【土產雜貨店】: 在此，您可選購各式韓國道地土產，著名泡菜及海苔、韓劇飾品等饋贈親友。  

續專車前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返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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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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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機上精緻餐盒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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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4.5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