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8/6.11.13.18.20                          團費：每人／NT18,8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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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UMIR 



【行程特色】  

全程飯店內用早餐、全程無自費。 

BBQ 炸雞大學 

愛寶樂園(美國富比士 Forbes 雜誌公布的世界四大主題公園) 

韓國最大規模的水上樂園：CARRIBBEAN BAY 加勒比海灣 

 



 

泰迪熊博物館(贈送泰迪熊玩偶每人乙隻) 

 

特麗愛 3D 美術館(AR Museum)+雪之城冰雕館 ICE MUSEUM: 

 

HERO 彩繪塗鴉秀: 

 



鐵道自行車: 

 

【好禮相送】 

彩妝店贈送見面禮每人乙份。 

樂園贈送飲料每人乙杯。 

贈送韓國轉接頭每人乙個。 

 

【風味餐食】  

新村食堂：熱炭醬燒烤肉+7 分鐘泡菜鍋。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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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172  高雄  仁川(首爾)  15:50  19:45 

第五天 BR171  仁川(首爾)  高雄  20:45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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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並由導遊帶領您一起來韓國吃、喝、玩、

樂體驗這趟韓國之旅。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餐食 

住宿：水原 (BEL-AMIE,COMO,IY,KOREA,REVE,HOMAESIL) 或  仁川 (9 月 ,LUV,V3,DESIGNERS,PREMIERS, 永宗 ) 或  華城

(STAZ,GREENPIA) 或 東灘 DAYS 或 同級旅館 

第 2天  水原華城(含門票) 愛寶樂園(含門票自由券+四季花園+MONKEY VALLEY 夢幻猴林探險+熊貓世界

+遊行) 加勒比水上樂園 

【水原華城(含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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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父親莊獻世子表示孝心以及顯示經濟實力而建造

的新城市。城牆全長 5,700m，安裝了各種在其他城內看不到的軍事設施。城牆上面有多個射擊口，可以

既掩護自身，又能監視和攻擊敵人。東西南北四個方面都有城門，北門稱長安門，南門稱八達門，東門

稱蒼龍門，西門稱華西門。水原城內還有小溪流經，小溪與城牆相遇處則設置水門，共有 7 個拱形水門

可供小溪流過，其上修建了名叫華虹門的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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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比水上樂園】：加勒比水世界是一個展現 17 世紀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灣的風貌，和西班牙異國風情

的加勒比海灣水上世界，是世界最大、最高水準的室內外複合性水上樂園，不論天氣如何一年四季為您

開放，井將室內外水上娛樂設施有機形成一體，像波浪池、流水河及管道滑行等。室內中心設有室內波

浪池、圓狀滑橋、健康浴、桑拿浴、人工日光浴、流水池。置身於其中絕對會讓您有非常不同的感受。 

註 1：請自備泳衣、泳帽。 

註 2：若遇設施不定期保養維修期，則以其它水世界替代，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樂園內發韓幣 6000 元自理  (晚餐) 樂園內發韓幣 6000 元自理 

住宿：水原(BEL-AMIE,COMO,IY,KOREA,REVE,HOMAESIL) 或 仁川(9 月,LUV,V3,DESIGNERS,PREMIERS,永宗) 或 華城

(STAZ,GREENPIA) 或 東灘 DAYS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BBQ炸雞大學(DIY炸雞教學體驗+飲料)義王環湖鐵道自行車(四人一部) 兩水頭+櫸
樹(韓劇她很漂亮拍攝場景) 

【BBQ炸雞大學(DIY炸雞教學體驗+飲料) 】：風靡一時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讓炸雞和啤酒紅遍全亞

洲。來到韓國的 BBQ 炸雞大學可讓您親手體驗如何製作出外焦內嫩又多汁的炸雞，一起戴上袖套繫上圍

裙再搭配專業的橙色小帽，親手控油下鍋並瀝乾，好好的享受一盤香氣四溢的炸雞吧！ 註：遇 BBQ 炸雞

大學休館或無法預約，此行程則以：蕎麥麵博物館 DIY+贈送消夜炸雞+可樂替代，敬請見諒。  

【義王環湖鐵道自行車(四人一部) 】：全長 4.3 公里，全韓國第一座環湖鐵道自行車，除了踩踩鐵道自

行車外，還可以搭配周邊的生態公園、生態科學館、鐵道博物館等景點一起玩。 

註：若遇公休或預約額滿，將改以其他鐵道自行車或小法國村替代，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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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雞大學：炸雞+飲料  (晚餐) 正宗韓式烤肉+季節小菜 

住宿：華城 PRUMIR 或 水原 VALUE/LAND MARK 或 仁川 STELLAR MARINA/WESTERN INTERNATIONAL/高麗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人蔘專賣店精緻美膚彩妝坊健肝寶專賣店HERO 彩繪塗鴉秀特麗
愛 3D 美術館+雪之城冰雕館明洞商圈(購物樂) 

【人蔘專賣店】：高麗人蔘無疑是人蔘的代名詞。中國梁朝時期著名的醫書上也有：人蔘之極品，產于

韓國的記載，使元氣旺盛的神秘名藥的高麗人蔘，其保健醫療效能居世界之冠。 

【精緻美膚彩妝坊】：店內陳列著琳瑯滿目最新款、最 HITO 的彩粧保養品及韓國知名韓系彩妝品牌齊聚

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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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肝寶專賣店】：韓國保肝靈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 研究，用高、低分

子分離方法，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用的高分子多糖體，命名為 HD-1。HD-1 能將人體內有害

物質或低分子物質吸收並將之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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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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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滿場或休館時則以亂打秀替代，敬請見諒。 

【特麗愛美術館】：於首爾開始的特麗愛美術館是以 3D 錯視覺美術展示館方式，讓觀覽者化身為主人公

的新概念文化娛樂空間。特麗愛所使用的錯視覺是傳統美術技法(Trompe-l’oeil)，英文簡稱為 Trick of the 

eye，意思是在平面作品基礎上再以創作，最後以立體形式展示出來。特麗愛美術館是與一般嚴肅的美

術館不一樣，參觀過程是需要透過觀覽客的積極參與來完成，觀覽客不僅可以直接觸摸展品及拍照，還

可以大膽地走進展品中，成為故事的主人公。 

【體驗世界首個增強實境《AR Museum》】：湧出沸騰岩漿的大地在搖動、火山爆發而導致烏雲密佈的天

空！於蔚藍大海中優美地擺動著的美人魚尾巴，在那後面便是傳說中的巨龍在噴火！這比實際情況更寫

實的風景，在特麗愛美術館裡應用了增強實景(AR)的作品中反映出來。特麗愛美術館是世界首個於展品

中應用了增強實境(AR)技術的美術作品展示館，為觀覽者提供了更震撼體驗。 

【雪之城冰雕館 ICE MUSEUM】：雪之城冰雕館是位於特麗愛美術館中的冰雕藝術體驗館，遊客在此處可

欣賞到冰屋、冰城堡、冰滑梯等各種刀工精致的冰雕藝術品。 

【明洞商圈(購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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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商圈停

留約 1~1.5 小時。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總匯  (晚餐) 【新村食堂】熱炭醬烤肉+泡菜鍋拌飯 

住宿：華城 PRUMIR 或 水原 VALUE/LAND MARK 或 仁川 STELLAR MARINA/WESTERN INTERNATIONAL/高麗 

第 5 天   泰迪熊博物館(贈送泰迪熊玩偶) 清溪川東大門綜合商場(購物樂) 
土產店仁川高雄小港機場 

【泰迪熊博物館】：2016 年新開幕的 Teseum 首爾館，世界上第一個由泰迪熊組成的野生動物和海洋動

物，花鳥，並全部由製作動物標本展出的新概念主題公園是。無論是大人或小朋友，都很難抗拒這一個

充滿童趣與歡樂的世界。這裡除了許多可愛的泰迪熊之外，還增加了許多可愛的動物，例如：大象、老



虎、熊貓、長頸鹿等等，這些可愛的絨毛娃娃共組一個無牢籠的可愛動物園，無論是凶猛的老虎、鱷魚，

或是可愛的小綿羊、小白兔，遊客都可以近距離的觸摸和拍照。除了展示區之外，另有販賣部專售各種

泰迪熊的玩偶和紀念品，令人愛不釋手。註：贈送泰迪熊玩偶一隻，以當地實物為主。 

【清溪川】：為首爾新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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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大門綜合市場】：韓國最大的露天市場，市場一角還有一座帳棚攤子的巨大蓬搭賣場，裡面有各種

小吃攤、服飾等，讓您盡享逛街、購物的樂趣。註：東大門停留 1.5~2 個小時。 

【土產商店】：自由選購韓國當地名產：泡菜、海苔、人蔘糖、柚子茶、巧克力等分贈給親朋好友！ 

專車前往仁川機場，辨理搭機手續，返回溫暖的家。 
註 1：行程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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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蔘燉雞風味餐+人蔘酒+麵線  (晚餐) 機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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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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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2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