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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女王帶路Ａ～韓食全攻略五日遊 
ＳＴＦ旅展專案 

餐食特色: IG超高點擊率 

美食全攻略 吃遍大街小巷,嚐遍各式風味,給您滿滿的幸福感 

遊韓必吃 1 大口吃肉~韓式烤肉+石鍋拌飯+季節小菜 

遊韓必吃 2 百年蔘雞湯+長壽麵線+百歲酒 

遊韓必吃 3 中華料理韓式料理(傳統炸醬麵+糖醋肉)4人 1桌加一個炒碼湯(海鮮) 

遊韓必吃 4 米其林指南推薦~滿足五香豬腳 

遊韓必吃 5 韓式拉麵起司辣炒年糕+蒸蛋+季節小菜+燒酒 

遊韓必吃 7 農夫部隊火鍋 

宵夜必吃>> 國民宵夜韓式炸雞+cass啤酒/歐巴下班最愛喝 

→獨家明星推薦  生醬螃蟹豪華饗宴(醬油+辣醬)(紫菜+蒸蛋+魚卵+醬蝦+季節手藝小菜) 

景點特色 ※打卡人氣景點※ 
韓劇迷必遊 →兩水頭(她很美麗)拍攝地 

 →晨靜樹木園(原來是美男)拍攝地 

必拍 →北村韓屋村+三清洞→青瓦臺→目尾島海鷗船 

必看 →三星交通博物館→消防員秀 

必遊 →E/L愛寶樂園(一票到底) 

必逛 →東大門+DDT廣場 

cosplay趣 →泡菜 DIY+韓服體驗+海苔博物館 

  

精選住宿: 特一級奧林匹克大飯店 2晚/首爾商務飯店 2晚 

 費用含:5天用車、4晚飯店(含早餐)、3中餐、4晚餐、1宵夜（炸雞+Cass）、所有景點門票。 

韓國觀光公社推薦: 人蔘專賣店→星肝寶→海馬健康機能食品→彩妝保養品免稅店→百貨土產 

 

第 1天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國際機場→東大門+DDP廣場→飯店休息 
 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或機上） 

 農夫部隊火鍋(可加起司) 

 首爾奧林匹克公園飯店 (Seoul Olympic Parktel) 

航班號碼 起飛 到達 週飛行日 航班號碼 起飛 到達 週飛行日

CI 160 07:40 11:10 DAILY CI 161 12:35 14:10 DAILY

CI 162 16:10 19:45 X4、7 CI 163 20:45 22:25 X4、7

中華航空(CI)

TPE 桃園 ／ ICN 仁川 ICN 仁川 ／ TPE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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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贈 國民宵夜韓式炸雞+cass 啤酒 

今日集合於機場航空公司櫃臺前集合，由專業的領隊幫您辦妥登機的各項手續，搭乘豪華班機飛往韓

國，抵達後由本公司駐韓代表熱情的歡迎您踏入這期待已久的國度～韓國。 

●【東大門購物批發市場】逛街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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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東大門許多商家可是現金交易，不收

信用卡的哦！記得準備現金購物。 

●【東大門設計廣場外觀】期許能促進韓國設計領域發展的

東大門設計廣場(DDP)，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首爾中區東大門

運動場原址正式開館。DDP 也是「Dream、Design、Play」的縮

寫，表示東大門設計廣場為以追求創新想法、多元人才與更美

好的生活為目標的複合設計中心。 

●【東大門設計場~DDP 玫瑰庭園 LED 展(如遇雨天則暫停)】 

LED 玫瑰庭園展為知名錶商 OMEGA 為宣傳新系列產品而準備的特展，在東大門設計廣場的中庭「種」下 2

萬多朵的玫瑰，營造出一片壯觀的玫瑰花海。 為數眾多的玫瑰花，於夜間一齊點亮的美景，在當時連國際巨

星妮可‧基嫚都為它心醉。 

今晚贈送每房貴賓韓國國民宵夜炸雞一份+獨家贈送您韓國歐巴下班最愛的啤酒 Cass 每人一瓶 

註:不喜啤酒者可更換可樂 

 

第２天 小法國村→南怡島→兩水頭→晨靜樹木園→飯店 
 飯店內用 

 韓式烤肉+石鍋拌飯+季節小菜 

 米其林推薦美食:滿足五香豬腳風味 

 首爾奧林匹克公園飯店 (Seoul Olympic Parktel) 

小法國村 (쁘띠프랑스 Petite France)  

位在首爾近郊京畿道，是韓劇迷們必訪的旅遊景點之一，來

自星星的你、祕密花園、RunningMan 都曾經在此拍攝取景，

美麗的小法國村讓人彷彿置身在童話故事裡，虎麗喜歡從高

處往下望，整面山海景觀超美的，很適合約會拍網美照。這

裡也是韓國國內唯一正式與法國聖修伯里財團簽署國際合

約的法國主題公園，小王子插畫都是正版的唷！ 

南怡島: 
四季宜人，曾是熱門韓劇《冬季戀歌》的外景拍攝地，島上

筆直的杉木林及銀杏樹更是代表物。 

南怡島的中央是 8 萬多坪的草地，四周被樹圍繞就像屏風

一樣將整座島包覆。除了種植大面積的花草樹木外，更有完

善的遊樂設施、旅館、動物園、植物園及遊覽船等，是一個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前來的渡假休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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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靜樹木園 

位於京畿道加平郡，是一座 33 萬平方公尺的大庭園。春夏

時節可以盡情欣賞百花盛開的美景，園內包含水仙花、鬱

金香、木槿花、菊花等各式各樣美麗的野生花草。 

每年冬季則是會固定舉辦五色燈光庭園展，晚間點燈後，

300 多顆 LED 燈泡將同時點亮整個園區。 

 

位於京畿道楊平郡的兩水頭， 

是首爾近郊旅行中非常熱門的地點，許多韓劇、綜藝節目，以及

韓國人拍婚紗，都會在此取景。而《她很漂亮》在此取景後，更

讓兩水頭一夕爆紅。 

 

 

第３天 泡菜 DIY+韓服體驗+海苔博物館→北村韓屋村+三清洞→三星交通
博物館→E/L愛寶樂園→飯店 

 飯店內用 

 百年蔘雞湯+長壽麵線+百歲酒 

 韓式拉麵起司辣炒年糕+蒸蛋+季節小菜+燒酒 

 首爾市區商務飯店 

 

【泡菜 DIY】由韓國專業道地的老師傅，講解山東大白菜的醃漬，及泡菜醃料的製作過程，接著在

師父的帶領下再由貴賓們戴上乾淨的手套一層一層的刷在大白菜葉中，在融洽的氣氛中完成泡菜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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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韓服體驗】親自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條兼具曲線與直線之美，尤其是女式韓服的短上衣和長裙

上薄下厚，端莊閑雅，透露著東方思想和超世脫俗之美的完美結合，您可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

恆回憶。 

【海苔博物館】海苔是韓國重要的水產食品，也是韓國人喜歡的一種食品。海苔是長在石頭裡的海菜，

把它乾燥用來製作紫菜海苔，蛋白質很豐富。在海苔博物館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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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是指景福宮和昌德宮之間的齋洞、嘉會洞、三清洞、苑西洞等地區範疇，以前曾是朝鮮時期王

公貴族或高官們居住的地方，因位於鐘閣的北部，被稱為“北村”。齋洞、嘉會洞附近的北村韓屋村

和三清洞都分布有韓屋建築，但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古色古香、稍顯靜谧的北村韓屋村和古今

結合、熱鬧時尚的三清洞，你更喜歡哪種風格呢？

 

韓國最早的汽車專門博物館─三星交通博物館 

位於京畿道龍仁市愛寶樂園附近，佔地 2 萬餘坪，擁有地上 2 層、

總面積 3 千坪的規模，營運著三星火災交通國度，內有展示館與

兒童交通安全體驗學習場。博物館館藏有世界各國的名車與汽車

的機械裝置，國內、外稀有獨特的汽車 50 餘台與機車 15 台，並

展有自行車、馬車等各種交通工具的實品、模型、相關零件、裝

飾品、汽車用品、紀念品、藝術品等 7 百餘件。另外，館內還有

讓旅客能夠一眼瀏覽汽車與船隻發達史的年代表，以及讓訪客能

夠親身體驗的各種運轉展示物，展示場大致分為大廳展示場、主要展示場、戶外展示場等。兒童交通

國度營運兒童交通安全免費學習場，給予孩童預防交通事故的實質幫助，並提供兒童自行車駕照考試

等各種節目活動。 

於 1976 年創立的愛寶樂園是世界第七大主題公園。集娛樂、水上設施、高爾夫球場及度假村於

一身的愛寶樂園，由全球集市、美洲探險、動物王國、歐洲探險、魔術天地 5 個主題區組成。除了

多達 40 種以上的遊樂設施，還有依季節不同所舉辦的各種遊行活動，以及世界唯一的綜合自然野生



 
 

謝謝您讓我帶您遠遊四方 宏觀全球  為您完成每一趟快樂的夢想假期～ 5 

交觀甲 7258 北品字 1827 旅遊熱線:886+2+25412689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23號4樓之(http://www.acfgit.com) 

動物園及國際四季花園！另外，愛寶樂園限定的水陸兩用導覽車更是園內一大特色，來到這裡，除了

玩得開心，還能近距離和貓熊、黑熊、長頸鹿等動物互動，帶給你新奇難忘的樂園體驗！ 

 
 

第４天 青瓦臺→人蔘專賣店→星肝寶→彩妝保養品大採購→海馬機能健康

食品→弘大女人街→消防員秀→飯店 
 飯店內用 

 中華料理韓式料理(傳統炸醬麵+糖醋肉)4 人 1 桌加一個炒碼湯(海鮮) 

 獨家明星推薦生醬螃蟹豪華饗宴(醬油+辣醬)(紫菜+蒸蛋+魚卵+醬蝦+季節手藝小菜) 

 商務飯店 

青瓦臺:韓國政治中心青瓦臺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的青瓦，一到

青瓦臺，主樓的青瓦就映入眼簾。青瓦臺主樓背靠北嶽山，青

瓦與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非常漂亮。就像青瓦臺代表韓國

一樣，青瓦和屋頂的曲線則代表著韓國的美。青瓦臺由中央的

本館、迎賓館、春秋館、綠地園、無窮花花園、七宮等組成。

値得注意的是這些建築的外觀各有其獨特之處，爲了能突出韓

國特色，所有建築都是按照韓國傳統建築模式建造。 

◎【人蔘專賣店】  (入內參觀) 

被譽為東方靈草靈物的〝高麗人蔘〞，其養身治病的功效在韓國和中國民間廣為流傳，因韓國具有人

蔘生長最佳地理氣候條件，因此賦予地位之高的高麗人蔘之名。您可選購聞名世界的太極蔘、人蔘精、

人蔘粉及人蔘正果，對調身養氣有極大的功效。 

◎【保肝專賣店】  (入內參觀) 

枳椇子果實~對酒精中毒、脂肪肝、肝炎、利尿解渴、解毒等有非常顯著效果。枳椇子果實內的高分

子多醣體（ＨＤ－１）是唯一無副作用的保肝、護肝的健康產品。現代醫學研究証明，枳椇子果實含

硝酸鉀，過氧化物，其化學成份能迅速降低乙醇在血液中的濃度，促進乙醇的分解，清除酒後體內產

生的過量自由基，阻止過氧化脂質的形成，從而減少乙醇對肝組織的損傷，避免酒精中毒導致各種新

陳代謝異常，還可清除肝臟過多的脂肪囤積。其成效在２００１－０３年，分別經韓國三大電視台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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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ＫＢＳ、ＳＢＳ公開報導。 

海馬健康機能食品 

◎精緻彩妝體驗城   (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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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停留時間：大約 40 分鐘~1 小時。※ 

弘大女人街就是位於弘益大學周邊的街道巷弄，由於很

多店家販售女孩子的衣服配件，因而有女人街之稱。 弘大女

人街有名的甜品是鬆餅、半熟蛋雞蛋糕…等，這裡是服飾最

便宜的商圈，比東大門、明洞還適合血拼。 

 

首爾除了亂打秀、塗鴉秀、拌飯秀及猛男秀，此時此刻帥氣登場的最

新公演－ FIREMAN 救火英雄(消防員秀)，描述一群立志成為消

防員的訓練生的成長過程，以置生死於度外的消防員為主題，75 分

鐘緊張刺激不間斷的絕妙好劇不容錯過。 

 

 

 

第５天 飯店→雜貨土產(免費裝箱)→月尾島海鷗船→仁川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飯店內用 

 敬請自理（或機上） 

 敬請自理 

 甜蜜的家 

◎【土產店】您可選購一些海苔、泡麵、泡菜、糖果等，送禮自用兩相宜。 

隨即前往機場，搭機返台結束愉快的韓國之旅。 

月尾島海鷗船:仁川是韓國第二大港口都市，月尾島曾是距

離仁川前海 1 公里左右的島嶼，後在築路過程中逐漸與陸地

連接了起來。 月尾島的名字來源於半月型的島嶼形狀。在月

尾島可聽到低聲長鳴的汽笛聲，感受浪漫氣氛的海岸人行步

道，再搭乘『海鷗船』，您可體驗看看親手餵食海鷗的樂趣

並欣賞機場沿岸狀麗的風光，涼爽的海風，清澈的西海海水，

還有盤旋於上空的海鷗，一切都讓人沈醉。 

◎團費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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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的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儘量忠於原行程，但有時會因飯店確認及班機時間之故，行程順序會

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景點或住宿地區順序調整。若遇特殊情況，如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

店調整、班機時間調整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情非得已，懇請諒解，並請於

報名時特別留意！ 

★行程費用不包含以下項目: 

1.個人新辦護照費用。 

2.旅遊平安保險及旅遊不便險。 

3.出入境國要求之 PCR 檢測費用。 

4.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自購商品、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5.一經確認後如個人因素取消或被拒絕入境韓國，將無法申請退費。 

6. 單人房差 4 晚，請洽業務確認加價費用。 

7. 無自然單人房，若為一大人或一大人加一嬰兒參加，請洽業務確認加價費用。 

◆韓國入境措施:(滾動式調整) 

隨時更新(請隨時注意相關訊息更新或洽專案業務確認以利安排 02-25412689) 

1. 現行持臺灣護照無法免簽入境韓國。如欲入境韓國者，須至韓國駐台辦事處申辦簽證。 

韓國法務部預計自 6 月 1 日(三)起，實施「放寬短期簽證核發限制」，開放入境目的為觀光、探訪親友的短期簽

證申請條件如下： 

（1）簽證申請表、白底證件照 1 張(6 個月內拍攝的 2 吋照片) 

（2）護照(效期滿 6 個月以上)正本及基本資料頁影本 

（3）身分證(居留證)正本及影本 

（4）旅遊行程計畫 (請詳細寫出旅遊日期、訪問地點及活動內容, 沒有指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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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來回機票訂位證明 

※若為外籍護照需繳交以下資料 

2. (台灣人不用提交) 在台兩年以上的居留證明 - 永久/長期居留證 或 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由移民署一個月內核發) 

(台灣人不用提交) 證明在台居留事由的文件, 如 : ※ 以下資料均需一個月內開立的正本 - 依親: 臺灣戶籍謄本正

本(不接受戶口名簿), 配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工作: 在職證明 - 學生: 在學證明 - 外勞/移工 : 雇用合約書影本 

申請個人旅遊 (C-3-9)簽證詳細說明請點 

2、所有旅客(含韓籍公民及外籍人士)入境時，須提交 48 小時以內檢測的 PCR 陰性報告或 24 小時以內檢測的醫

院抗原快篩(RAT)陰性報告。(2022 年 5 月 23 日起實施)，凡未能提交上揭陰性證明之外籍人士，將遭禁止入境。 

※ 持有出席喪禮用之隔離豁免書的人士，入境韓國時不需要提交 PCR 陰性報告書。 

3、對入境人士防疫管理措施： 

（1）2022/6/8(三)起，所有入境韓國者均不用隔離。 

（2）現行入境當日須在仁川機場 COVID 19 檢查中心或政府指定醫療檢疫所進行 PCR 檢測，免隔離者建議在

飯店待命，獲得 PCR 陰性報告即可解除隔離。2022 年 6 月 1 日更改為入境後 3 日內進行 PCR 採檢 (建議於第

6-7 日進行家用抗原快篩(RAT)檢測)。 

韓國入境須知請點 

4、自 2022 年 4 月 1 日(五)起，針對由仁川、金海、大邱國際機場入境韓國的所有旅客，實施「入境檢疫資訊預

填系統(Q-code)」。(網址:https://cov19ent. kdca.go.kr)登錄個人檢疫等相關資訊。完成線上登錄後系統將顯示

QR Code，旅客僅須以手機出示該 QR Code 截圖畫面，或持憑紙本列印之 QR Code，即可完成入境檢疫程序。

Q CODE 申請中文影片說明請點 

★【特別說明 

有關飛機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2 個工作日前向您的業務員

提出需求，航班起飛 2 個工作日以內(包含機場 CHECK-IN 手續時)，因航空公司作業因素，恕無法接

受變更，敬請了解。 

★【特別說明】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敬請了解。 

★【特別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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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在韓國，茹素者為少數，故素食菜色並不常見。建議茹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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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0387/view.do?seq=41&page=1
https://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4335/view.do?seq=8&page=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Rxkfd7OZR2oWEXjpy9Fk8gTHmJoQ6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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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備註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1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隨

行服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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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

準。 

3．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4．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而做前後順序調整，景點及餐數絕不減少。 

5． 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及司機之服務費。 

6． 本行程為顧及旅客之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於團體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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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另行選購本公司其他自由行套裝商品。 

7． 本行程恕不接受韓籍旅客及其家屬參團。若持非中華民國護照再次入境中華民國，請備妥"中華

民國簽證"或"外籍人士在台居留證+重入境許可證"，回程於韓國機場航空公司櫃台 CHECK IN 時及 

回到台灣移民署證照查驗時，皆會要求查驗。請務必備妥，以避免發生因簽證問題而滯留韓國或必須

返回原國籍國家。 

8． 若為學生整團包團，不適用於本行程報價，須另行報價。 

9．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方便提早為您處理。 

10．在韓國，茹素者為少數，故素食菜色並不常見。建議茹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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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韓國，團體房房型沒有三人房（即 3 張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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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一大床加行軍床 或 二小床加行軍床。雙人房加床是用雙人房的空間再去加一張

床，故房間可活動的空間會變的很小，請詳加考慮。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

確認要三個人睡一間，還是要分出一位與同性團員或領隊睡，方便提早為您處理。 

12．住房安排為二人一室，如需求單人住宿一間房，請洽詢業務確認單房差價格。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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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在韓國，冬季冰天雪地，請著防滑鞋，如球鞋或橡膠鞋，以防滑倒。 

15．在韓國，為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及大型車停車超過 3 分鐘即須熄火及關閉引擎，否則將

會被記點罰款。故司機會等客人上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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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徵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

而有所調整。 

 

 

 

 

 

活動附註 
※韓國觀光應注意事項及必備物品※ 

【攜帶外幣】 

*每人美金現金不得超過 10,000 元。旅行支票或匯票金額不限。 

*新台幣現金不得超過 60,000 元。各式鎳幣不超過 25 個。 

*韓國對金飾、金錶、項鍊....等金質物品，管制非常嚴格，如非必要、儘量少帶，避免通關手續繁雜，

而影響旅遊行程。 

*貨幣兌換比率：1 美元＝1200 韓幣。1 台幣＝ 35 韓幣。 

(以上為參考匯率，實際匯率請參照當日銀行公佈為準) 

*可兌換韓幣之銀行：台灣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行李】 

*航空公司規定每人免費托運行李重不得超過 20 公斤。超過須付超重費。 

*釜山航空於 2018/5/21(含)托運行李改為每人 15 公斤/單件《2 歲以下不適用》(超重費用每件

KRW60000/TWD1650、超重 1KG~8KG KRW50000/TWD1400、 

超重 9KG~17KG KRW60000/TWD1650，超重費用如有變動以航空公司公告為準) 

【攜帶用品】 

*毛巾、牙刷、牙膏、沐浴乳、洗髮精、香皂、拖鞋及個人習慣性藥品請自行攜帶。 

【季節與衣物】 

*春季（ 3 月至 5 月）：氣候溫暖，但風吹得有點大。平均溫度約攝氏 4 度可穿輕便一點的夾克或毛

衣。 

*夏季（ 6 月至 8 月）：氣候甚熱，乾燥平均溫度約攝氏 26 度。可穿短袖襯衫，寬鬆及輕便的褲子

與裙子。 

*秋季（ 9 月至 11 月）：氣候涼爽。平均約攝氏 11 度。可穿夾克等較簡便的衣裳。 

*冬季（12 月至 2 月）：氣候寒冷，但有\"三寒四暖\"的現像，平均溫度約攝氏 0 度。應穿著厚夾克、

毛衣、大衣、圍巾、手套、衛生衣褲。 

【乘坐車輛】 

*請注意車子公司名稱、顏色、車號，以免找不到車子。 

*請保持車內整潔。會暈車者請坐前列。車上禁止吸煙。 

*約定上車時間，請務必準時集合上車，以免延誤旅遊行程。 

【飯店內】 

*到達飯店內請於大廳等分配房號、鑰匙，並請保持安靜。 

*外出時鑰匙務必交待清楚，或置於大廳櫃檯，以便同房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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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飯店內或房間外之走廊大聲喧嘩，或衣冠不整到處走動。 

*退房時請將私人電話費、飲料費、有線電視費至櫃檯結清。 

【購物須知及免稅煙酒】 

*若看到喜歡或合適物品，價格公道請速決定，以免影響旅遊時間。 

*機上或當地免稅店皆可購買免稅煙酒，每人煙、酒各一條(瓶)。 

【特產】 

*人蔘、人蔘精、皮衣、毛衣、紫水晶及蘋果、水梨等寒帶水果。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

障您的權益。 

1.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2.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3.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測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

響, 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4.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5.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 

6. 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7. 海邊戲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8. 泡溫泉大浴室時不著衣物或泳衣,請先在池外清洗乾淨後再入池內,請注意泡溫泉每次最好以１５

分鐘為佳,並攜伴同行. 

9. 搭乘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注意來車方向以免發生危險。 

10. 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11.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2.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3. 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4. 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5. 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16. 韓國以人蔘雞、烤肉、火鍋著名，口味著重鹹、辣為特色。 

17. 韓國氣侯較乾冷，請多補充水份。在韓國，水是不能生飲，請自備水瓶或隨時備有礦泉水，以補

充身體水份。 

18. 春季 03 至 05 月  氣候溫暖但風有點大，平均溫度約攝氏４度，請攜帶夾克或毛衣 

夏季 06 至 08 月  夏季６至８月氣候甚熱又乾燥，可穿短袖襯衫及輕便的褲子與裙子。 

秋季 09 至 11 月  秋季氣候涼爽，平均溫度約攝氏 11 度，可穿著夾克等簡便的衣物。 

冬季 12 至 02 月  冬季１２至２月氣候寒冷，平均溫度約攝氏０度，甚至達到-15 度，並會下雪，

應穿著厚夾克、毛衣、圍巾、手套、衛生衣褲。 

19. 進入飯店房間後請先確認逃生門方向，並檢查各項設施是否齊備。 

20. 房間多為自動鎖，離開房間時請務必攜帶房間鑰匙，以免被鎖在門外。 

21. 離開旅館外出時，請記得索取旅館地址，以防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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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退房時應查看是否有遺漏物品，並記得將房間鎖匙交還櫃檯，若有使用電話、食品、飲料、洗衣

等個人費用，請向櫃檯結清。 

23. 請注意車子之公司名稱、顏色、車號以免找不到車子。 

24. 請保持車內清潔，會暈車者請坐前列，車上禁止吸煙。 

25. 約定上車時間請務必準時集合上車，以免延誤拜會時間。 

26. 航空公司規定每人免費拖運行李總重不得超過 20 公斤，超重請自行負擔超重部份的運費。 

※搭乘濟州航空免費拖運行李總重不得超過 15 公斤。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 4 至 6 週前往「旅

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

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 21 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

區，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 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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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建議》 

*每人每日 200 元台幣（含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 

    例：五天行程=1000 台幣、四天行程=800 台幣、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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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率》 

*韓幣$1200 : 美金$ 1(此為浮動匯率) 

《韓國的貨幣》 

*紙幣分別為 50,000 元、10,000 元、5,000 元、1,000 元。 

*硬幣分別為 500 元、100 元、50 元。＜5 元和 1 元硬幣現已不使用＞。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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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話有藍、銀灰色、卡式電話三種。付費方式有投幣(10/50/100 元)、IC 卡。 

藍色和銀灰色為投幣式，可打市內，長途電話，基本市內費用為三分鍾 50 韓幣。 

(銀色電話可直撥國際電話回台灣，也可使用 IC 卡) 

卡式電話（便利商店、銀行，電信局，郵局等地可購得電話卡）可打國內、國際電話。 

．通過交換撥號，撥打對方付費電話，使用 0799 可打交換電話或對方付費電話。 

．國際電話指南 00794 可得到國際電話使用說明。 

．電話號碼說明（英語、日語）080-211-0114（免費）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韓國》 

撥號順序：台灣國際冠碼 + 韓國國碼 + 當地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撥號順序：002 + 82 + 當地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人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 

撥號順序：當地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區域號碼 + 電話號碼 

撥號順序：001 + 886 + 2 + 27170101 

《人在韓國，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 

撥號順序： 當地國際冠碼 + 台灣國碼 + 行動電話 0 以後的號碼 

撥號順序： 001 + 886 + 932778899 ....(0932....不撥 0) 

*** 台灣手機帶到韓國，只有「３Ｇ門號 + ３Ｇ手機」或「亞太寬頻」才能使用。 *** 

※電話服務※ 

匪警：112 

火災及救急車：119 

緊急處理：129 

緊急營救：(02)711-0129 

詢問電話號碼：114 

詢問長途電話號碼：域電話號碼+114 

國際電話撥打法 

→ 直撥電話：如使用國際長途，先撥 001 或 002，再撥國家號碼，地區號碼，對方電話號碼。 

001-86-10-6555-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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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差》 

 韓國全國同屬一個時區，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9 小時，台灣時刻+1 小時 

 P.S 韓國不實行夏令節約時制。 

《飛行時間》 

 台灣／首爾 預定飛行時間約２小時４０分。 

台灣／濟州 預定飛行時間約１小時３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