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2017 年 12/16、2018 年 1/6.13.20、3/3.10.17           團費：每人／19,000 起 

       2017 年 12/23(聖誕節)                                           每人／20,000 起 

       2017 年 12/30(元旦跨年)、2018 年 1/27、2/3.24(寒假.228 連休)        每人／22,000 起 

        2018 年 2/17(大年初二)                                                    每人／39,0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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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虎航  高雄  襄陽 06:50 10:30 

第五天 台灣虎航 襄陽 高雄  11:3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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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小港機場襄陽國際機場《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來自星
星的你》～小法國村明洞超人氣商業圈～明洞聖堂+美食大探索 

【南怡島】 冬季戀歌的拍攝場南怡島，位於北漢江上游，是面積 14 萬坪小島。這裡寬闊的草地和楸樹

林道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如果冬季下雪，這裡也會積下雪白浪漫；在碼頭坐船 5 分鐘，穿過楸樹林道，

再經過別緻的咖啡屋與遊樂公園，就來到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的“冬季戀歌”的杉木林道，是這對戀人

騎自行車的地方，在並列的楸樹林道中，他們一起玩”踩影子”的遊戲。早晨或者黃昏時，從枝葉中滲

進霞光非常美麗，劇中這對情人在草地堆雪人並開始第一次 kiss 的地方。 

【小法國村】 可眺望清平湖水的矮山丘，清淡色調小而美建築物聚集的小法國，令人聯想起阿爾卑斯

山脈平和寧靜的庭院村落。村落各個角落有法國知名童話‘小王子’的雕像模型迎接著各位旅客來臨，

各個不同主題的展示館以充滿魅力的展示物品吸引旅客們的目光。欣賞完愉快的默劇表演與法國傳統手

人偶劇、超過 100 年歷史的音樂盒演奏後，讓人覺得好像化身為浪漫的童話主角般。提供景色秀麗的咖

啡廳與展望臺、各種休憩空間的小法國，是非常適合情侶與朋友、全家一遊的主題公園。 

【明洞】逛街畫上等號的明洞，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或

是中高價的商品，在明洞都可以找得到。明洞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休閒自在，而

且各種款式和尺寸的商品應有盡有，使它成為逛街的首選，必去的景點，並讓購物客都能留下美好的記

憶。 

【聖堂】天主教首爾總教區主教座明洞聖堂位於首爾市中心區明洞，是韓國天主教會誕生地，也是韓國

天主敎的中心和明洞的象徵。它外觀雄偉，內部裝飾莊嚴肅穆，因此吸引了許多非宗敎界人士來此遊覽。

明洞聖堂於 1892 年動工，1898 年 5 月竣工，以雄偉的西洋古典美和莊嚴的內部裝飾馳名海外。這是

韓國第一座歌德尖頂式建築，高 45 米，與周圍建築相比，與眾不同的顔色尤爲突出。一般敎堂多為石

砌，而明洞聖堂是韓國首座以紅磚砌成的主教座堂，其樣式和顔色都與一般建築不同，被列為史蹟第 258

號。 

 

 (早餐) 機上輕食套餐 (午餐) 春川辣炒雞排   (晚餐) 部隊火鍋+薄切豬肉+生菜 

住宿：首爾市區 國際五星希爾頓 GRAND HILTON SEOUL HOTEL／同等級 

 

第 2 天  飯店人氣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南山公園~N 首爾塔公園(不含

高速電梯)愛情鎖牆光華門廣場人工整治奇蹟~清溪川韓國文化體驗~韓服穿
著體驗+韓式飯團+捲壽司+海苔湯國際時尚彩妝HERO 彩繪塗鴉秀 

【N 首爾塔】 1980 年 10 月 15 日開始對一般遊客開放的首爾塔觀景台是欣賞首爾夜景的著名旅遊景

點，被稱為首爾的象徵。N 首爾塔的 N 既是南山(Namsan)的第一個字母，也有全新(new)的涵義。工



程共耗資 150 億韓元，新增設了適用於不同季節和不同活動要求的照明設備。除此以外，N 首爾塔還有

其它多種設施，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複合性文化空間。 

【愛情鎖牆】首爾塔旁的鐵絲網上有好幾萬個愛情鎖，形成愛情鎖牆成為韓國代表性的愛情景點。 

【清溪川】首爾響叮噹的名字，在都市之中繫一條生命的活水，一條強烈的生命力量，是首爾注重文化

產業的象徵，也是首爾邁向一種新穎的面貌，更是一種施政魄力的展現，早上可在溪邊中休閒玩樂，晚

上彷彿置身於炫麗耀目的 名勝，更有人文藝術的街頭展與定期的表演活動，更焦距外國人的目光慕名

而來，享受人文與自然結合的風光。 

【韓服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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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時尚彩妝】相信愛美的女性朋友們ㄧ定可以在這裡挑選到最新款、最 HITO 的彩妝品及保養品，

讓辛苦的上班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ㄧ樣可以打造出時尚美妝，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HERO 彩繪塗鴉秀】一場顛覆大家想像的美術表演塗鴉，將作畫過程原封不動地搬上舞臺，直接呈現

在觀眾面前。不僅是韓國最初的的美術公演，也是世界首例。把美術與戲劇、音樂劇結合，約 80 分鐘

的表演裡，演員會將作畫的過程完整呈現給觀眾。表演內容從小至圖畫紙，大至整個舞台，總共會有 10

多樣美術作品誕生。不論是在眼前瞬間就完成的畫作，或是用香蕉皮畫畫等特殊效果，以各式各樣的素

材技巧帶給觀眾們驚喜與感動。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高峰藥泉桑黃蔘雞湯  (晚餐) 韓式特色餐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金炒飯 

住宿：首爾市區 國際五星希爾頓 GRAND HILTON SEOUL HOTEL／同等級 

 

第3天 飯店國寶高麗人蔘護肝寶7017首爾路東大門新世界DUTYFREE 
國際免稅~贈:G.DRAGON 全智賢文件夾米其林指南推薦~《來自星星的你》拍攝
地~北村韓屋村青瓦臺舍廊房冰雪奇緣 ONE MOUNT 室內冰雪樂園
SNOW PARK~含門票、SNOW HILL 雪橇、橇橇厝、冰上甜甜圈+冰上滑
梯 

【國寶高麗人蔘】專人解說韓國二千多年人蔘栽種歷史及一一跟您介紹韓國人蔘的各種產品以及他對我

們人體的功效，藉此您也將能夠了解人蔘所對人體真正的好處。 

【護肝寶】韓國珍貴稀少名產枳椇子果實和高麗人蔘主根部分之精華濃縮萃，經過長達二十年的的研究

與研發，純天然無添加任何中西藥材製造而成。枳椇子果實生長在韓國海拔 50-800 公尺之無污染的山

林，被名醫李時珍稱為「金果樹」。 

【7017 首爾路】1970 年建造、2017 年重生的這層意義，才有了 7017 這個名字，而其中 17 也包含著

17 條步道之意。跟著首爾徒步旅遊一起漫步在這條重新誕生的綠色步行道，一邊聽著隱藏在首爾的故

事！「首爾站 7017 計劃」！以「沒有歷史記憶的美不是真正的美」作為出發點，透過都市再生將首爾

的記憶與歷史保存下來。不僅是將高架道路改成綠地，更是藉由這條行人道匯聚人氣，為發展停滯的商

圈與落後的產業地區注入新活力。 

【東大門商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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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韓屋村】保存韓國傳統房屋，這裡有許多朝鮮時代的兩班士大夫居住過的傳統宅邸，因此北村不

是只為了提供觀賞的民俗村，而是以人們實際生活過的村子，11 個洞 900 餘棟韓屋為主體的觀光景點。

韓屋畫廊、傳統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裡也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青瓦臺】韓國政治中心青瓦臺(類似總統府)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的青瓦。堪稱韓國總統博物館的【青

瓦臺舍廊房位於韓國總統居住的青瓦臺內側，打造成民眾隨時可體驗總統辦公的空間。 



【ONE MOUNT】一座結合購物和娛樂的複合式商場，除了購物中心，還有 Onemount 冰雪樂園、水

上樂園和運動俱樂部以及各種展會和文化活動等，是一個新概念的多元文化空間。『冰雪樂園』，則是一

座以北歐聖誕村冰雪覆蓋的概念所打造的主題遊樂園。在終年下雪的 Onemount 冰雪樂園租防風衣絕

對是必要的，除了雪上活動，還有旋轉木馬等多種遊樂設施，一年四季都歡迎韓國自由行的旅客到。冰

雪主題公園分成「冰湖」、「冰路」、「冰山」三個區域，冰湖主要作為 Onemoun 室內滑雪場，以大雪紛

飛中的小木屋作為大佈景，巨型的聖誕樹伴隨著音樂閃爍的霓虹燈光、定時飄落的人造雪花，男男女女

在冰上漫舞，在這座樂園裡，每天都是聖誕節。冰湖外圍的冰路是雪橇專用道，Onemount 冰雪樂園有

來自世界各地的動物造型雪橇，每一輛都由六隻西柏利牙雪橇犬擔任駕駛，載著來韓國旅遊的你開啟一

段冰雪奇緣。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ASHLEY 韓式豪華總匯自助餐  (晚餐) 馬鈴薯豬骨鍋 

住宿：首爾市區 國際五星希爾頓 GRAND HILTON SEOUL HOTEL／同等級 

 

第4天 飯店韓幣 5000 及 50000 圜之景點~申師任堂~《烏竹軒》~李洱故居
2018 冬季奧運形象館江陵安木港海邊咖啡街正東津《沙漏》拍攝地
注文津《鬼怪》~招喚鬼怪大叔拍攝場景 

【烏竹軒】韓劇《大長今》女主角－李英愛所主演的《師任堂─光的日記》拍攝地之一。烏竹軒也是朝

鮮知名儒學家李珥以及其母申師任堂(朝鮮知名書畫家、詩人)的故居。烏竹軒、師任堂以及李珥皆可以在

現今的韓國紙鈔上看到他們的身影哦！ 

【2018 冬季奧運形象館】位在江原道江陵市綠色城市體驗中心，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冬季奧運各種賽事選

手的衣著及裝備，館內展示選手及裝備模型，展示空間鋪滿質地如同雪的白沙，讓參觀的民眾可以走近

欣賞了解冬奧；另外還有 4D 體驗設施，每位體驗的民眾就如同選手一樣在真實比賽，非常有意思喔!  

【咖啡街】江陵的安木海邊附近有許多咖啡廳沿著馬路邊分佈，又稱為安木海邊咖啡街，目前已有超過

20 餘間咖啡廳沿著海邊道路林立。除了知名的咖啡連鎖專賣店以外，也有別具特色的咖啡廳，咖啡廳正

對面即是蔚藍的海洋與白淨的沙灘，可以一邊欣賞安木海邊的美麗景色，一邊享受悠閒的咖啡時光，而

江陵以咖啡聞名的地方每年還有江陵咖啡節可以來朝聖各式各樣的咖啡搭配。 

【正東津】正東津為江原道江陵市的一處小海洋，擁有全國距離海岸最近的火車站。亦為著名電視劇《沙

漏》的外景地。正東津由於位於首爾光化門正東邊的位置，因此而得名。在江陵沿著 7 號國道往南走，

與海洋並列的奇岩絕璧彎彎曲曲地連接著，而小巧可愛的白沙灘在其下方茂盛的松林間展開。正東津火

車站因為電視劇《沙漏》取景而聲名遠播，只要到了週末，來訪的旅客絡繹不絕。這裡擁有海洋與松樹、

幽靜的車站與火車等浪漫的景致。但是正東津的第 1 絕景為日出，融合松樹與鐵道的日出景色，為正東

津所獨有的。此外每年 1 月 1 日在沙漏公園有沙漏迴轉活動與迎日出活動。 

【注文津】韓劇《鬼怪》著名拍攝景點之一！是女主角第一次意外召喚出鬼怪大叔的場景，也是鬼怪大

叔送女主角蕎麥花的地方。站在長長的海堤上，聆聽著海浪與海風，感受這滄海一粟的孤獨感，妳是不

是也等待著妳的奇蹟出現呢！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草堂豆腐+烤黃太魚+火鍋 (晚餐) 海鮮鍋 (魷魚+扇貝+紅蟹) 

住宿：海邊 SOL BEACH YANGYANG HOTEL／同等級 

第5天 飯店景緻如畫‧雪岳山國家公園~神興寺~青銅大佛襄陽國際機場高雄
小港國際機場 

[青銅大佛] 前往神興寺的路上有座巨大的青銅坐佛像，佛像位於寬闊的花崗岩高臺之上，高 10 多米。

此為韓國最北的一座坐佛像，名為"統一大佛"，為祈求朝鮮半島的早日統一。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午機上輕食套早餐 (晚餐)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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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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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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