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0/28、29                                         團費：每人/NT18,400 起 

出發日: 11/6                                                 團費：每人/NT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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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紅杏黃的秋天：韓國秋季一般為 9 月底至 11 月中旬左右，氣候涼爽又帶點涼意，天藍少雲，風和日麗。秋季的韓國山上

與街頭處處可見的銀杏樹、楓樹等樹葉漸漸染成黃紅的顏色，形成美麗的景色。韓半島 3 千里江山也開始的秋裝。整個半

島從北部的長白山到南端的濟州島漢拏山，山脈連綿。一到秋天，滿山遍野鮮豔多姿的楓葉將大地裝點得尤其動人。 

註：特此提醒各位貴賓，因全球氣侯異變、自然生態難以準確評估，較歉難保證楓紅程度，為免向隅，請貴賓於報名前自

行斟酌衡量，謝謝您。★本行程參考 2017 年韓國觀光公社公告楓紅預測時期開立。 

 

【飯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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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市 JK BLOSSOM HOTEL(2018.05 月開幕 申請國際四星級) 



 

【行程特色】  

 

全州韓屋村(韓國必遊景點之一)                                殿洞聖堂(獲選為韓國最美麗的聖堂之一) 

  

特別企劃：穿越時空回到百濟時期~穿著韓服穿梭傳統韓屋村街道。 

 



內藏山國立公園：賞楓期間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韓國八大美景之首。10 月下旬整座內藏山全染上秋天的紅葉，延續雪

嶽山美麗楓紅的內藏山，吸引了許多前來賞楓的遊客。內藏山美麗的楓紅，讓人不禁要說沒到過內藏山賞楓的人，根本不

算真正賞過楓！ 

 

昌德宮(賞楓)：韓劇《屋塔房王世子》拍攝地：首爾的五大古宮之一，被評為最具有韓國特色的宮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7 年將昌德宮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單中，並說明東亞宮闕建築與庭園設計極為出色的原貌，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形式

極為卓越為入選的理由。 

 

N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                     新世界免稅店(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全智賢的旋轉鞦韆) 

  

【時尚購物】  

東大門批發市場：綜合批發市場及名品折扣街讓您輕鬆享受購物的樂趣。 

明洞鬧區：流行購物天堂，這裡不僅有高樓層的購物中心，還有許多典雅的商店。 



 

【貼心好禮】  

好禮一：彩妝店贈送見面禮每人乙份。 

好禮二：參團贈送韓國轉接插頭每人乙個。 

 

【風味餐食】 

《米其林指南》百年土種蔘雞湯  

新村食堂：熱醬碳烤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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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164   高雄  仁川(首爾)  07:00  10:45  

第五天 CI165  仁川(首爾)  高雄  11:45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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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松月洞童話村～唐人街雜醬麵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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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月洞彩繪童話村】位於仁川中國城旁，在看到可愛的彩虹愛心拱門時，代表仁川童話村就抵達了，

隨即開啟大家的童話世界之旅，整個街道充滿了童話的純真氣息，這裏的房子不像是其他的壁畫村，

只是在房子上塗鴉，而是做立體的設計，有許許多多大家熟悉的童話主題，有白雪公主、灰姑娘、小

紅帽與大野狼、長髮公主、拇指姑娘、綠野仙蹤、小木偶奇遇記等。 

【唐人街雜醬麵博物館】1883 年仁川港正式開放後，隔年便建立了清租界，並享有治外法權。過去在

中國城裡，有許多銷售中國物品的商店，但現在只剩中國料理店。目前居住在中國城內的中國人，大

部分都是當年移民到韓國的中國人的後裔。也許這些華僑所堅守的傳統文化有些失真，但美味的中國

料理，卻依然沒變。 

參團贈送 

1.提供免費使用 4G 流量 WIFI 機每房乙台。 

2.韓國專用轉接頭每人乙個。 

(早餐) X (午餐) 石鍋拌飯+涮涮鍋(晚餐) 馬鈴薯燉豬骨湯 

住宿：水原(IY、KOREA、HOMAESIL、DONO、REVE、BUTLER) 或 仁川(CHOYANG、GUWOL、STAY、DESIGNERS、

海星、LART) 或 華城 STAZ 或 金浦 LART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米其林指南推薦韓國優質滿分觀光景點》馬耳山道立公園馬耳山塔寺

全州韓屋村～古裝 COSPLAY 穿韓服漫遊韓屋村(含頭飾，約 2 小時)～太祖路散策
聖洞殿堂 

《米其林指南推薦韓國優質滿分觀光景點》【馬耳山道立公園】馬耳山為小白山脈與蘆嶺山脈的分界線，

如同馬耳寬廣延展的兩座山峰也是蟾津江與錦江的分水嶺。聳立於東邊的雄馬耳峰海拔 667m，西邊

的雌馬耳峰高海拔 673m。馬耳山整體由石頭組成，灌木、針葉樹與闊葉樹等生長茂密，山內有華巖

窟、塔群與金堂寺等。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兩座山峰間南邊的溪谷處，有著石頭堆砌而成的數十座塔

寺。  

【馬耳山塔寺】位於全羅北道鎮安郡馬靈面東村里的馬耳山，南側四面有座塔寺。與馬耳山南部停車

場距離 1.9 公里處，以李甲龍處士堆疊的 80 餘座石塔為名。石塔的型態大致以一字型和圓錐形為主，

大小變化多端。位於大雄殿後方的天地塔最為高大，大約有一般成人身高的 3 倍之大。至於如何堆出

這樣高的石塔，至今為止還未有明確的答案，相當耐人尋味。據說這石塔為李甲龍處士在 1800 年代後

期，以獨自一人的力量堆疊而成的，並在白天時收集石頭，於夜晚時造塔。這些石塔歷經 100 多年刮

風下雨的摧殘，聽說至今為止卻未曾倒下，是其神奇之處。  

【全州韓屋村】全州是集美味與風味傳統氣息且最具韓國風的都市。為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

化遺產的無形遺產名單中─清唱板索里的故鄉，是韓屋、韓食、韓紙等韓國傳統文化豐富的都市代表。

另外全州亦以拌飯、韓定食等已深深擄獲全球人味蕾的韓食著名。韓屋即位於這樣的全州中心地帶，

獲選為 2011 年必去的韓國旅遊景點之一。 

全州韓屋村位於全州市豐南洞與校洞一帶，共有 800 多間櫛比鱗次的韓國傳統建築韓屋聚集於此。在

瞬息萬變的現代都市中始終保存著古老面貌的全州韓屋村，因可體驗韓國過去的傳統而聞名。韓屋村

的韻味尤其體現在韓屋美麗的屋頂曲線上，屋脊一角稍微朝天空翹起既是韓屋的特徵，正是經典所在。 

【古裝 COSPLAY～穿韓服漫遊韓屋村(含頭飾，約 2小時) 】全州是個可體驗生動歷史與傳統文化最具韓

國風的 Slow city ，特別安排貴賓換上傳統韓服，深入了解韓國文化，穿著韓服走訪這一座傳統文化氛

圍濃厚的城市。  

【殿洞聖堂】獲選為韓國最美麗的聖堂之一，展現羅馬建築雄偉之感的殿洞聖堂為全羅道地區西式近

代建築物當中歷史最悠久的。聖堂所在之地原為全羅監營(朝鮮時代監察司處理事務的官廳)，這裡也是

韓國天主教首位殉教者犧牲之地。韓國電影「約定」男女主角在空教堂悲傷地舉辦結婚典禮的場景亦

是在此地取景拍攝，聖堂內圓型天花板與彩繪玻璃十分美麗，而花崗岩柱基上紅色磚瓦打造而成的建



築外觀與中央鐘塔給予人莊嚴、雄偉之感。此外，聖堂上白色耶穌像更增添聖堂神聖、莊嚴之感，這

裡並設有刻著'韓國最早殉教址'的紀念碑。註：教堂內部不對外開放，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豬肉魷魚湯烤肉+季節小菜 (晚餐) 全州韓式拌飯定食 

住宿：全州 LEWIN 或 全州RONI 或 全州RAMADA 或 群山BEST WESTERN 或 群山RAMADA 或 群山SAVILLS 或 

邊山大明渡假村(2 人一室)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內藏山國立公園內藏寺奧林匹克公園(賞楓) 清溪川東大門綜合市場
(購物樂) 

【內藏山國家公園(賞楓) 】位於全羅北道與全羅南道的交界處，14座美麗的山峰是韓國八大美景之一，

尤其是秋天時從登山路口約 500 公尺的山路上，絢麗的楓葉有如紅瑪瑙綴於枝頭，使來內藏山旅遊的

遊客贊不絕口，而建成於公元 636 年的內藏寺目前僅存 3 棟建築物。 

內藏山的名字包含有山內所藏無窮無盡之意。每逢秋天，滿山散發鮮紅光的楓葉染上天際，讓前來內

藏山的遊客在心中留下深刻的記憶，因此又稱作《湖南的金剛》。像著了火的楓葉隧道與道德瀑布、金

仙瀑布形成的醉人風景，稱之為丹楓祕境也不為過。自小白山脈分裂出來的盧嶺山脈到湖南平野中間

後又再次形成韓國最棒的秋季山。於 1971 年 11 月 17 日與白羊寺地區一起被指定為國立公園。 

【內藏寺】在美麗的內藏山國立公園內的內藏寺相傳是百濟武王 37 年(636 年)靈隱祖師所建，曾是盛

極一時的 50 大大伽藍之一，但丁酉再亂及 6.25 時全都遭到破壞，現在的建築大部分是那之後重建的。

與金山寺並稱全羅北道的代表寺院。內藏山山峰群像屏風般圍繞四周，內藏寺就位於其間，週邊景色

優美，特別是秋天時的楓葉讓寺廟周圍美麗得無法用言語形容。週邊還有白羊寺、方丈山、長城湖、

潭陽湖等，主要保存的文化財有內藏寺李朝銅鐘。 

【奧林匹克公園(賞楓) 】奧林匹克公園是為了 1988 年在首爾舉辦的奧運而建成的建築，園內百濟時

代的遺址與現代最新型的體育場並存，還擁有森林和綠地的休閒空間。以百濟初期的遺跡夢村土城和

夢村垓子(人工湖水)為中心組成的 43 萬坪土地，內有世界雕刻作品、紀念造型物、88 遊戲庭院、散步

道路、奧林匹克文化中心等。還有在戶外展示了名作家為了紀念 88 首爾奧林匹克大會而創作的雕刻作

品，也成為重要的文化藝術空間。奧林匹克公園內的夢村土城是百濟在 3-4 世紀時建造的巨城，推測

為河南慰禮城，指定為史跡第 297 號。秋天到來之後，楓葉的紅把雕塑襯托得更加有韻味，無論來遊

玩還是散步都能感覺到濃濃的秋意。 

【清溪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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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時間約 1~1.5 小時。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香菇肉片火鍋+季節小菜 (晚餐) 《米其林指南》百年土種蔘雞湯 

住宿：首爾市 JK BLOSSOM HOTEL(2018.05 月新開幕)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世界文化遺產》昌德宮(賞楓) 人蔘專賣店精緻美膚彩妝坊健肝寶專



賣店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 韓
流文化體驗(DIY 紫菜捲體驗、3D 傳統藝術攝影棚) 明洞商圈+新世界免稅店 

《世界文化遺產》【昌德宮(賞楓) 】壬辰倭亂時，昌德宮遭遇祝融之災，後於 1611 年光海君時期重新

整修宮闕，昌德宮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自然環境的背景下，所建造的建築和造景也相當具有藝術

價值，為韓國傳統建築及造景的精隨所在。尊重萬物生息，並與人類共存的文化特性，完美的襯托出為

世界文化遺產的昌德宮，成為世界各國遊客所注目的文化遺產之一。尤其每逢秋季楓葉轉紅、落葉紛飛

時的美麗景色更是令人嘆為觀止。1997 年 12 月在義大利拿波里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世

界遺產委員會議上，將昌德宮列入世界遺產的名單之中；另 2010 年 11 月於首爾舉行之 G20 高峰會議

期間，各國領袖夫人當時也受邀參觀昌德宮這個最具代表韓國之美的著名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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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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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 & SKIN(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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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健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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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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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重新裝潢並更名為《N 首爾塔》後，更是擺脫了老舊的

外觀，以嶄新的面貌示人。除了表演、展覽和影像設施，並有高級餐廳、咖啡廳入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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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流文化體驗(DIY 紫菜捲體驗、3D 傳統藝術攝影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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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商圈】服裝商店密集的繁華商圈，集合世界第一流名牌商品，滿足您購買名牌商品的慾望。 

註：明洞商圈約停留 1~1.5 小時。 

【新世界免稅店】(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全智賢的旋轉鞦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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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自然別曲】韓式自助總匯 (晚餐) 【新村食堂】熱醬碳烤肉+７分鐘泡菜鍋 

住宿：首爾市 JK BLOSSOM HOTEL(2018.05 月新開幕)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仁川高雄 
專車前往仁川機場，辨理搭機手續，返回溫暖的家。 

註 1：預定楓葉期間，如遇天候因素影響，其楓紅程度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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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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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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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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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小叮嚀： 素食文化:韓國是一個沒有素食的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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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政府近

年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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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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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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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8.0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