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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典 韓 國 主 題 樂 園 五 日  

昌德宮、N 首爾塔、愛來魔相 4D 藝術館、北村韓屋、SPAREX 汗蒸幕、亂打秀 

 
★景點介紹★         天天有機位，如每週 三 四 五 六 出發 + 500 
01. [新村女人街] 符合年輕朋友商店裝潢及各種商品等，在新村女人街頭才能感受得到的特色。 
02. [東大門市場] 這裡可以說是韓國的流行指標，包含了各種男女老少服飾、飾品…星羅棋布，由於

網羅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全部貨品，因此深受各地遊客喜愛。 
03. [明洞逛街] 明洞位於首爾市中區，是首爾具代表性的著名觀光景點之一，可自由逛街採買。 
04. [北村韓屋群] 北村，在過去因是許多王室高官或王族們居住的高級住宅區而聞名。直至今日仍然

完整保存了上流階層的建築形式。更可觀覽 600 年歷史都市的迷人風景。能夠間接感受朝鮮時代
的氛圍。 

05. [N 首爾塔含電梯票+單程纜車+愛情鎖牆]位於市中心的首爾塔是首爾的象徵，在此可體驗韓劇高空
纜車俯瞰首爾市全景的最高點。另外此地也是韓國情人來的最佳聖地。 

06. [愛來魔相 4D 藝術館] 於 2014 年 3 月 6 日開館的仁寺洞總館占地面積 3300 平方公尺，是目前韓國
最大的 4D 體驗美術館。展示內容包括 3D 藝術、媒體藝術及實物藝術作品，為您帶來無與倫比的
4D 新體驗。 

07. [韓服體驗+泡菜館] 特別準備大人及小孩韓國傳統"韓服體驗"讓各位貴賓挑選穿戴並拍照留念，再
安排學習體驗"大長今泡菜"由專人指導下採用正宗韓國配料自己享受製作的樂趣。 

08. [SPAREX 汗蒸幕] 汗蒸幕源自幾百年前，使用黃土泥、不同的石頭加溫，再利用紅外線反射，過
去用在驅寒活血治病乃是王宮貴族的專利，使人可以輕鬆逼汗排毒。 

09. [昌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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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昌德宮及水原華城一併列入世界遺產的名單之中。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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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驪州 OUTLET] 在一年之中都有 25%-65%的折扣，就是這間 OUTLET 的魅力所在之處。除了世界
名牌之外，並有韓國國內自創品牌及一些 DIY 的創意店，成為韓國旅遊購物的最佳新選擇 。 

11. [愛寶樂園含自由券] 歐式建築為主的愛寶樂園，由五個主題所構成，是世界第七大的遊樂場；隨
著季節不同的變化而換上不同的妝扮，展開不同的慶典及特別活動。 

12. [水原華城] 1997 年 12 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13. [亂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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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台北－仁川－新村女人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抵達仁川國際機場，由駐韓代表迎接後專車前往享

用當地特色[達卡比鐵板雞自助餐]之後再前往[新村女人街]梨花女子大學前門的街頭商店，是許多年輕朋

友購物非去不可的地方。主要以美容沙龍、時尚休閒服飾小店、咖啡廳和小吃街等為主。符合年輕朋友

商店裝潢及各種商品等，在新村女人街頭才能感受得到的特色。 

早： X                        午： 空中套餐                   晚：達卡比鐵板雞自助餐 

 

★第二天  昌德宮－南山公園(單程纜車) +烽火臺－N 首爾塔含電梯票+愛情鎖牆 

           －愛來魔相 4D 藝術館－北村韓屋群－東大門市場－SPAREX 汗蒸幕 
[昌德宮] 昌德宮(史蹟第 122 號)為 1405 年景福宮完工之後另外建造的別宮，位於正宮景福宮的東側，

因此也被稱為「東闕」。在錦川橋(1411 年)及敦化門(1412 年)相繼落成後，從朝鮮第九代成宗開始的歷

代君王都在這裡生活和辦公，也成為擔任正宮用途的宮闕。壬辰倭亂時，昌德宮遭遇祝融之災，而後

於 1611 年光海君時期重新整修。此地集人工及自然美景於一身，因此吸引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

往參觀，宮內還有仁政殿、大造殿、宣政殿、樂善齋等文化財，非常引人注目。 

[南山公園單程纜車]往 N 首爾塔的路上搭乘纜車上山觀賞市區全景。令人讚嘆的景色就從南山纜車開

始。+[烽火臺]南山公園自古以來就是歷史義深遠的地方。在此看到的烽火臺是因南山歷史上是首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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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中心。朝鮮時代訂都漢陽，就是現在的首爾，城郭以南山、北嶽山、仁王山、洛山共四大山為主，

當時在南山建了五個峰火臺，用於防籲敵人入侵，就在烽火台上點起狼煙傳遞信息，所以南山頂上的

４烽火臺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N 首爾塔含電梯票]將安排旅客搭乘景觀電梯直達頂層，天氣晴朗時，可以眺望到仁川海。首爾塔的 N 

既是南山公園，南山海拔 265 米，。也是俯瞰首爾市全景的最高點。 

[最夯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愛情鎖牆]首爾塔上的鐵絲網，本來是為了保護到南山遊玩的市民安全而

設置，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鐵絲網上開始出現一、兩個鎖頭，鎖頭上寫著人名、愛情告白…等

等，並且畫上一顆愛心，而到現在已經有好幾萬個愛情鎖，還成為韓國代表性的愛情景點。 

[愛來魔相 4D 藝術館]是韓國首家 3D 藝術展館集團，在韓國擁有濟州中文館（原名活生生博物館）、

城邑館（Trickart）、N 首爾塔館及仁寺洞館等 8 家分館，並於中國、越南、泰國及土耳其等地共設有 6

家海外分館。於 2014 年 3 月 6 日開館的仁寺洞總館占地面積 3300 平方公尺，是目前韓國最大的 4D 體

驗美術館。場館由地下一樓(世界奇幻穿梭盒)、 地下二樓、黑色任務(Mission in black)及甜豆所咖啡廳

組成。 展示內容包括 3D 藝術、媒體藝術及實物藝術作品，為您帶來無與倫比的 4D 新體驗。 

[北村韓屋群]北村，在過去因是許多王室高官或王族們居住的高級住宅區而聞名。直至今日仍然完整保

存了上流階層的建築形式。北村韓屋村位於景福宮間的傳統韓屋聚落，依然能看到像樹枝般分岔的小

巷弄，更可觀覽 600 年歷史都市的迷人風景。如今這些建築活用於傳統文化體驗館或韓屋餐廳等，能

夠間接感受朝鮮時代的氛圍。 

[東大門市場]這裡可以說是韓國的流行指標，包含了各種男女老少服飾、飾品…星羅棋布，由於網羅了

日常生活所需的全部貨品，因此深受各地遊客喜愛，即使終日在此遊逛也不會覺得厭煩，預祝各位可

以在此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哦。****(團體時間停留約 1 小時) 

[SPAREX 汗蒸幕]來韓國當然不可錯過當地人傳統的休閒項目，自從韓劇熱播於全亞洲後發揚光

大，廣為各國大眾接受，並流行於全家大小及年輕人之間唷。汗蒸幕源自幾百年前，使用黃土

泥、不同的石頭加溫，再利用紅外線反射，過去用在驅寒活血治病乃是王宮貴族的專利，使人

可以輕鬆逼汗排毒。 

 早：飯店內用     午：石鍋拌飯+涮涮鍋+季節小菜    晚：人蔘雞風味餐+人蔘酒+百歲麵線 

 

★第三天  水原華城－韓服體驗+泡菜館－驪州 OUTLET－愛寶樂園歡樂世界  

【四季花園】 
[水原華城]1997 年 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水原華城城牆全長 5.52 公里，裝了各

種在其他城內看不到的軍事設施。城牆上方建造了女牆，上面有多個射擊口，可以既掩護自身，又能監

視和攻擊敵人。城內小溪與城牆相遇處設置了水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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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麗的樓門、拱形的華虹門、優雅的訪花隨柳亭等設施顯示朝鮮時代的建築水平，登上

西將臺可俯瞰市區全景，今人緬思王朝時代的風雅。 

[韓服體驗+泡菜館]在此可品嚐由人蔘製作的"人蔘牛奶汁"(一人一杯)讓您充分達到養顏美容及保健身體

之效果。另外特別準備大人及小孩韓國傳統"韓服體驗"讓各位貴賓挑選穿戴並拍照留念，再安排學習體

驗"大長今泡菜"由專人指導下採用正宗韓國配料自己享受製作的樂趣。 

[驪州 OUTLET] 驪州 PREMUIM OUTLET 於 2007 年開幕，總共有八萬坪的賣場空間，販賣國內外 120 個

國際品牌，Anna Sui、Dolce & Gabbana、Emporio Armani、Gucci…等，其動線及空間都有極良好的設計，

有別於一般。 

[愛寶樂園 (含門票及自由券)]紅豆女之戀"拍攝地，具有二十四年歷史的歡樂世界，還精心設計四季不同

的主題公園：春天有櫻花、鬱金香、夏天是玫瑰的季節…等，以當季獨有的色彩迎接來自各地的遊客，

另有在美洲探險地區中有龍捲風、彩虹之旅、天旋地轉、禿鷹要塞等遊樂設施；在歐洲探險區中有野外

舞台、宇宙探險、遊樂場…等遊樂設施與表演節目；在魔幻世界地區中有挑戰急湍、空中狂舞、海盜船、

宇宙戰鬥機等遊樂設施；在伊克托利亞探險地區中有熊貓、北極熊、企鵝等珍奇動物及猩猩、海狗、孔

雀等的精采表演節目，而地球購物中心能讓您親身體驗到在世界各地購物的快樂，令您彷如置身於奇幻

的世界，帶給您終生難忘的回憶。 

早：飯店內用           午：韓式烤肉吃到飽              晚：發韓幣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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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青瓦臺－人蔘專賣店－韓國保肝靈－時尚彩妝專門店－海苔博物館－

明洞逛街－亂打秀(價值 $45 美元) 

[青瓦臺]專車經過，為青色建築物，是韓國目前總統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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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保肝靈]護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心研究，用高、低分子分離方

法，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用高分子多醣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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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時尚彩妝專門店]進入韓國知名化妝品店，參觀各式各樣的化妝品，並可參觀專人立即彩妝，化妝品皆

由天然原料萃取製成，送禮自用兩相宜，讓您從頭到腳水噹噹。 

[海苔博物館]海苔博物館，會簡單的介紹海苔歷史及製作過程，韓國苔有各式各樣口味有較獨特的人蔘

口味或泡菜口味…等，都是最佳伴手禮哦。 

[明洞逛街]明洞位於首爾市中區，是首爾具代表性的著名觀光景點之一。許多年輕人都喜歡相約在此出

遊。不僅可以購買服裝、鞋類、飾品，還有非常多有名的餐廳及銀行和證券公司雲集於此。明洞的商品

以中高檔價位為主。明洞大街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及綜合大型購物中心。(停留時間約 1.5–2 小時 ) 

[亂打秀]不需要聽的懂韓文，是以宴會場的廚房為主要場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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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豚骨煲+馬鈴薯鍋餐＋燒酒一瓶/桌      晚餐：兩頓韓式麵麵 DIY 自助餐 

 

 

★第五天  仁川機場 － 台北  

早餐後，將帶著滿滿的旅遊回憶直接前往機場，辦理退稅及搭機手續，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飛機上套餐                      晚餐:自理 

 

 

全程飯店住宿: 仁川 GRAND PALACE 或 RLEE SUITE 或 WESTERN INTERNATION 或 GOOGLE              

或 AIRRELAX 或 SEA STAR 或 BENIKEA SEOUL 或同級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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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韓亞航空 台北-仁川 OZ 712 (12:55 /16:30 )+回 仁川-台北 OZ711 (10:00 / 11:30) 

 

去:韓亞航空 台北-仁川 OZ 714(16:30 / 20:00) +回 仁川-台北 OZ713 (14:00 / 15:30)  

 

※航班如為 oz714+oz713 行程順序會調動但內容不變 

第一天晚餐改為當紅宵夜(炸雞餐一房一份) 將取消石鍋拌飯+涮涮鍋+季節小菜 

 

韓亞航空公司是一間以韓國首爾為基地的韓國第二大航空公司，與大韓航空同為南韓的兩間主流航空

公司，也是六家在 Skytrax 評估中獲得五星等級的航空公司之一，同時也是星空聯盟的成員之一。 
※免費託運行李為每人一件 23KG+手提行李(限一件)10KG，若超重/件者會要求現場補足超重/件費用
（超重/件費需由各位貴賓自行支付）特此提醒貴賓。  
※航班如為 oz714+oz713 行程順序會調動,但內容不變一份),將取消第二天午餐:海陸魷魚豬肉壽喜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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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備註及注意事項: 

01. 簽証說明︰護照正本(效期出發日起六個月以上)，觀光免簽證停留 15 天。 

02.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3 人以下(含)，台灣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03. 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之服務費每位貴賓每人新台幣 200 元 X 天數。本行程也有可能派全程國內領隊兼

任導遊帶團。 

04. 本行程報價皆不包含證照費及規費(兩地機場稅、簽證費用、安檢、保險、燃油費附加費、雜支代辦費……

等)以當時出發日期價格為準。 

05. 本報價僅適用持台灣護照旅客，恕不接受韓國人若為韓國華僑或持外國護照或脫隊或跑單幫客者，每人需加

收新台幣$5500 元。若全團為學生、65 歲以上老人團、則必需要另外加收每位新台幣 5500。 

全團 NO SHOPPING 每人團費需加收新台幣 7000 元 

06. 團體旅遊為維護所有旅客行程權益，團去團回不可延回或脫隊，延回或脫隊視同商務客人非一般團體旅客，

按脫隊規定辦理。 

07.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方便提早為您處理。素食貼心小叮嚀：

韓國是ㄧ個沒有素食的國家，素者為少數，故素食菜色並不常見。建議素食者旅客如前往韓國旅遊˙請先自

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08. 韓國團體會有隨團服務的照相小弟（小妹），以販售照片及服務為主，半工半讀，韓國公社公定價格為一張

5,000 韓幣，可視本身需求自由選購。 

09. 韓國因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 / 大型車停車超過 3 分鐘即須熄火關閉引擎，否則將會記點罰款，所以

一般是等客人上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請見諒！ 

10. 韓國電壓：韓國的電源是 220 伏特，插座為 2 孔圓形(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 

11. 因韓國響應環保飯店大多不提供一次性物品，如牙刷、牙膏、沐浴乳、洗髮精盥洗用具請旅客自行攜帶。 

12. 韓國的飯店在設施及服務等各方面均達到國際水平，其種類繁多，價格隨所處地區與級別而各有不同。所有

觀光飯店均按設施、規模及服務質量分為五個等級，等級如下：【特一級為金黃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白金

五星級）】、【特二級為綠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五星級）】一級為四朵、二級為三朵、三級為兩朵之商務

型飯店。 

13. 在韓國，團體房房型很少有三人房。*如要三個人睡一間，則為雙人房加床，有可能是一大床加一小床，也

有可能是加行軍床(費用一樣)。韓國渡假村若行程中房型設定為 2 人一戶，則 3 人同住亦需同住一戶。住房

安排為二人一室，如需求單人住宿一間房，則須補單人房差 NTD6,000~8000 元(依當團飯店價格為主)小孩售

價：佔床同大人價、12 歲以下不佔床為大人價扣 NTD1000 元。 

14.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

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本行程恕無法接受

年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無同行家人或友人之單獨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15. 若旅客不參加此行程表內某些行程，視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費，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行程、航班及旅

館，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16.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內容、班機時間、降落城市及住宿飯店，請依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17. 為了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

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

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旅途愉快！ 

18. 保險內容: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旅客可自行投保海外旅遊平安險。參團旅客若有特殊疾病

或 70 歲以上者，需出國前提出醫生證明並主動告知旅行社，一般國外旅遊契約表訂保險為 200 萬+20 萬意外

醫療(不含本身已患疾病者)，若有特殊疾病島至延伸團體以外之費用(包括醫療和交通及住宿跟餐食)請旅客

自行負責，旅行社有義務協助但需由旅客自行負擔所有費用。 
 
【韓國風俗民情】 
■韓國"渡假村"因應韓國人風情習俗比較不同,所以房間內未有準備" 吹風機 ",若有貴賓有需要使用,敬請自行至
櫃台借用,導遊人員協助跟櫃台借用。  
■韓國人主食和台灣人一樣，以米飯為主，常見的菜餚以肉、魚、豆腐、蔬菜等燉煮的火鍋，韓國特有的營養豐
富的泡菜及以韓國式的調味佐料拌製的各種小菜，此外又加有多種不同風味的調味品，一般來說為辛辣口味。雖
然同為亞洲國家，但是風俗習慣與禮節依然有所不同。 
■韓國住宅設計最具代表性的特徵是「溫突」式的火炕。原本是利用廚房或屋外設置的灶爐燒柴產生的熱氣通過
房屋面下的管道而烘暖整個房間，冬暖夏涼，有益於健康，因此現代化城市的的高級公寓或建築中，依然使用現
代化暖器設備傳熱的「溫突」式火坑。尤以渡假村為居多，類似和室木地板為韓國住宿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