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6、7、13、14                            團費：每人／16,500 起 

        1/9、10、17                               團費：每人／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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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川山川鱒魚冰雪節  活動日期：2019/01/05～2019/01/27 

每年江原道華川舉辦的最大冬季慶典，被美國 CNN 網路版旅遊評選為冬季七大奇蹟之一，與加拿大極光、關於冰雪世界的

俄羅斯聖彼得堡、瑞典馴鹿大遷徙等並列。 

江原道華川郡舉辦的《華川山鱒魚冰雕節》，是由現在和曾經在華川居住過的居民們一起管理的；雖然是在寒冷的冬季舉行，

但是當地的人們卻將火一般的熱情展現給所有的參觀者；請您務必體會冰釣山鱒魚的樂趣；此外，雪中滑雪橇體驗、冰上

滑雪橇、有舵雪橇以及冰火車等與冰雪有關的活動項目應有盡有。 

還有《赤手捕魚》體驗活動也是很有趣的，是指從位於冰上廣場的裝滿山鱒魚的大型水池裡徒手捕捉山鱒魚的活動項目。

為了更好的享受冰彫節給您帶來的樂趣，創作雪橇比賽也是不可錯過的。這項活動給您提供了一個構思設計並親手製作世

上獨一無二的雪橇。華川是江原道自然環境最怡人的地區之一，在華川舉辦的《山鱒魚冰雕節》也是冬季藝術節中最有趣，

最浪漫的藝術節。讓我們一起去雪的世界享受冬季冰彫節的華麗與浪漫吧！ 

註：本行程出團時間係參考華川山川魚慶典官方網站，可能因氣候或其他因素而有所調整，請見諒。 

【行程特色】 

 
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2 項快速通關):                 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 



   
HERO 塗鴉秀：                                        德壽宮(含門票+石牆路) 

   
【購物樂】 

東大門綜合市場、明洞商圈 

 
【好禮相送】 

★彩妝店贈送見面禮每人乙份。   ★贈送韓國轉接頭每人乙個。 

 
【風味餐食】 



【新村食堂】醬炭烤肉+7 分鐘泡菜鍋                 【源源香】【挪夫家】韓式豬腳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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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松島G-TOWER(展望台+空中花園+宣傳館+室外參觀) 

石鍋拌飯體驗館 

※參團贈送：韓國專用轉接頭每人乙個。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後，由專業導遊帶領展開五天愉快的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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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 G-TOWER】韓劇《太陽的後裔》外景地：通常說到中央公園都會讓人聯想到知名的紐約中央

公園，但仁川松島也有一座媲美紐約中央公園的中央公園。松島中央公園是位在高樓大廈的叢林中的

綠色空間，在這裡能夠欣賞到松島最美的景觀，因此《太陽的後裔》裡也出現了多次在此取景的畫面。

安排登上位於的33樓宣傳館和29樓的天空庭園，讓您將中央公園至國際商業地區的全景盡收眼底。《太

陽的後裔》中的南北韓會談的場景就是在 G Tower 進行拍攝。註:若遇休館則以仁川自由公園替代。  

【石鍋拌飯體驗館(拌飯 DIY 體驗+韓式養生茶) 】每當外國友人訪問韓國時，韓國政府都會為友人提

供健康的石鍋拌飯作為一餐，石鍋拌飯又稱為《韓國拌飯》，它體現出了韓國的傳統飲食習慣以及韓國

飲食文化的沉澱與發展。本體驗館是以新的方式來讓遊客體驗石鍋拌飯的魅力，並可以同時體驗製作

石鍋拌飯的過程及享用其美味的新概念體驗館，更為遊客展示新概念的綠色健康飲食方式。 

註：若遇休館或無法預約時，則以石鍋拌飯+涮涮鍋替代，敬請見諒。 



   

(早餐) X (午餐) 馬鈴薯燉豬骨湯風味餐 (晚餐) 【花飯一味】韓式拌飯 DIY 體驗+韓式養生茶 

住宿：水原(COMO,KOREA,REVE,HOMAESIL) 或 仁川(9 月,LUV,V3,PREMIERS) 或 華城(STAZ,GREENPIA) 或 東灘

DAYS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華川鱒魚節慶典(含釣鱒魚、烤鱒魚、滑雪橇、仙燈街、全球最大室內冰雕廣場) 清溪川東
大門綜合市場(購物樂) 

【華川山川鱒魚冰雪節】★活動日期：2019/01/05 ~ 2019/01/27。 

有兩萬七千人口的華川郡位於江原道西北邊，離仁川機場車程約兩小時，離襄陽機場距離一個半小時

車程。壯麗的高山環繞，完全無汙染的清淨一級水質水量豐富為自豪，且毫無人為開發的森林岩石及

河川完好保存，享盡古代的自然景觀。在四季美景不同的韓國，華川比其他地區更能強烈感受炎熱夏

日與寒冷冬季的變化，在夏天有水之國度華川扁舟節及華川番茄節；冬天則有遊客喜愛的華川山川魚

慶典。讓您親身體會冰釣山鱒魚的樂趣。華川是江原道自然環境最怡人的地區，在華川舉辦的《山鱒

魚冰雪節》也是冬季藝術節中最有趣、浪漫的藝術節。讓我們一起去雪的世界享受冬季冰彫節的華麗

與浪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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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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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門停留約 1～1.5 個小時。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韓式壽喜燒吃到飽+季節小菜 (晚餐) 滋養人蔘燉雞+麵線+人蔘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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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 南山公園+N 首爾塔+情人鎖牆(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 《世界最大室內遊樂園》
樂天世界(含門票+自由券+2 項快速通關) LINE FRIENDS STORE 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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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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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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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世界讓人回味無窮。  

【石村湖】春天有 1 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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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FRIENDS STORE 旗艦店】可愛度爆表的 LINE 商品一應具全，從建築外觀到內裝萌到爆炸，

巨大的 LINE 明星們在店裡迎接遊客的到來，是謀殺底片的夢幻世界。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樂園內發韓幣 5000 元自理 (晚餐) 【新村食堂】醬炭烤肉+7 分鐘泡菜鍋 

住宿：水原(COMO,KOREA,REVE,HOMAESIL) 或 仁川(9 月,LUV,V3,PREMIERS) 或 華城(STAZ,GREENPIA) 或 東灘

DAYS 

第4天 德壽宮(含門票+石牆路) 人蔘專賣店～健肝寶～精緻美膚彩妝坊HERO 塗鴉
秀海苔博物館明洞鬧區(購物樂) 

【德壽宮(含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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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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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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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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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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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滿場或休館時則以《CHEF 拌飯秀》替代，敬請見諒。 

【海苔博物館(韓國文化介紹+參觀海苔工廠+韓服體驗+紫菜捲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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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眼睛有益的維他命 A 和補充腦力的維他命 B 等各種豐富營養價值，也提供植物所沒有

的碘。蛋白質豐富且含有八種胺基酸，其中牛磺酸對高血壓及動脈硬化預防有相當的效果。此外，還有

豐富的鉀、鈣、燐、鐵等多種礦物質。因含有大量的食用纖維，因而成為人氣減肥食品之一。  

【明洞鬧區】和逛街畫上等號的明洞，充斥著美利來、樂天百貨公司、AVATAR、HIHARRIET 等高樓層

的購物中心，還有許多知名度不高卻典雅的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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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型有名的賣場就在主要大馬路邊，

但是只要再走進去一些，就會發現也有不少打折拍賣的店家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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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洞鬧區停留約 1～1.5 個小時。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源源香】 或 【挪夫家】韓式豬腳定食  (晚餐)商圈內韓幣 5000 元自理 

住宿：水原(COMO,KOREA,REVE,HOMAESIL) 或 仁川(9 月,LUV,V3,PREMIERS) 或 華城(STAZ,GREENPIA) 或 東灘

DAYS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仁川高雄 

專車抵達仁川國際機場，辨理搭機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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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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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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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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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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