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雪 SKI 瘋五日 
               如遇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航空公司 / 航班 航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江原航空 4V202 TPE/YNY 14：10 17：45 

江原航空 4V201 YNY/TPE 11：25 13：10 

餐食特色:  

冬季必吃 1 石鍋拌飯+香菇火鍋 

冬季必吃 2 韓式烤肉 

冬季必吃 3 春川烤雞排 

冬季必吃 4 紅班長馬鈴薯豚骨湯 

冬季必吃 5 百年蔘雞湯+長壽麵線+百歲酒 

冬季必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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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點特色:  

入住滑雪度假村 江村 Ski→LG 滑雪場(含:雪橇/雪杖/雪鞋)～ (可自備:雪衣+雪鏡+手套+安全帽)  

獨家贈送>>手扶梯步道卷(免扛雪具無限次數滑到爽) 

加碼贈送>>夜間 Ski 渡假村滑雪場纜車(看夜間雪景)～藍色生死戀拍攝地 

必玩→鳳凰城渡假村水世界 SPA 

必遊→東大門+DDT 廣場→南怡島→法國村 

必逛→弘大女人街 

必看→弘大特麗愛 3D 美術館 

cosplay 趣→泡菜 DIY+韓服體驗+海苔博物館 

飯店特色: 鳯凰城滑雪度假村 1 晚(2 人一室/4 人一戶)/首爾商務飯店 3 晚 

第 1天 桃園國際機場→襄陽國際機場→東大門+DDP廣場→飯店 

 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水原商務飯店 Korea 或 水原 Golden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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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村 Ski→LG滑雪場(含雪具:雪橇/雪杖/雪鞋,需當日歸還)～ 

(需自費:雪衣+雪鏡+手套+安全帽)～獨家送手扶梯步道卷(免扛雪具無

限次數滑到爽)→鳳凰城渡假村水世界 SPA→加碼送夜間 Ski渡

假村滑雪場纜車(看夜間雪景)～藍色生死戀拍攝地 

 飯店內用 

 韓式石鍋拌飯+香菇火鍋 

 韓式烤肉風味 

 鳳凰城渡假村*2人 1室/4人 1 戶或同級 

註:旺季期間滑雪場房況吃緊,實際住宿以說明會資料為準,敬請配合及見諒! 

滑雪場『滑雪活動』（★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 



 

 

  

滑雪場內進行滑雪活動；由導遊指導滑雪基本動作，爾後在初學者專

用滑雪道磨練滑雪技術，並享受滑雪之樂趣或利用滑雪盆由滑雪道頂
端滑下，衝刺的快感，刺激無比，完全享受滑雪的豐富樂趣。 

《滑雪時您將可依個人需要租用雪衣、雪褲、雪鏡…等、費用約韓幣

10,000/1 項，手套購買約 15,000》《滑雪場行程請貴賓攜帶禦寒衣物
並穿著球鞋》 

龍平滑雪渡假村

(용평리조트스키장) 

龍平雪場是韓國最早也是最大的

雪場，共有 28 條雪道 14 條纜車，

是 2018 年平昌冬季奧運會高山

滑雪賽場，也是在“World Ski 

Awards”中入選世界 20 大最佳

滑雪度假村的世界級滑雪度假勝

地。如果有追韓劇，它可是冬季戀

歌還有《藍色生死戀 2》、《孤單

又燦爛的神－鬼怪》的取景地，鬼怪第 9 集女主角就是在這裡打工再跟鬼怪重逢的

~~~還有纜車可以將美美雪景盡收眼底，滑完雪還能去溫泉水上樂園 Peak Island 玩

水，好玩又可以享受~ 

   Alpensia 渡假村滑雪場 (알펜시아리조트 스키장) 
Alpensia 渡假村滑雪場設有專為滑雪板玩家及家庭滑雪遊客特別準備的 6 條滑雪道，不

但有長 1.4 公里的初級與中級者專用滑雪道，讓不熟練的初級滑雪者也能盡情體驗動感

的滑雪樂趣，還有專為滑雪板愛好者設置的專用滑雪道，讓滑雪板玩家能享受超乎想像

的刺激速度。Alpensia 滑雪場在非滑雪季時，滑雪道下端的緩衝區域則會變身成為 10

萬平方公尺的野生植物花園，一年四季不論何時來到此處，都能享受舒適休閒的愉快假

期。 



 

 

  

    
橡樹谷 Oak Valley 滑雪場(奧麗山莊) 
擁有 960 間客房和高爾夫球場，以及其他各種附屬設施，屬於綜合的休閒渡假中心。奧克

瓦利度假村是距離首爾最近的綜合性

度假村。冬季，其滑雪場規模達 41 萬

坪，擁有高級 2 個、中級 5 個、初級

2 個，共 9 個滑雪道，且初、中、上

級各種水平的滑雪者可同時從頂峰出

發。可容納 9,200 人乘坐的大型的空

中索道也為滑雪者們提供了方便，連

接三泰峰的滑雪道最長達 1,600ｍ。此

外，還有為滑雪迷們特別準備的障礙

區。 

   特別說明: 滑雪旺季渡假村容易滿房,若不克安排將擇同級度假村替代之,敬請理解及配合! 

 

第３天 南怡島→法國村→泡菜 DIY+韓服體驗+海苔博物館 

 飯店內用 

 春川烤雞排風味 

 農夫部隊火鍋(可加起司) 

 商務飯店 

南怡島:  

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水杉林道: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

的“愛情小路”的杉木林道，在春、夏、秋、冬中都有

不同景色，春天的櫻花碇放的美景、夏天的陽光映照著

樹影的美感、秋楓紅葉步滿整個杉木林道的美麗、冬季

片地雪白景色更為浪漫…讓您在四季之中留下最不同的

回憶。 



 

 

  

 

    

小法國村: 
小法國的設計概念是以「花、星星、小王子」為主題，也是小王子故事的主題樂園。另外在這裡

也可以看見許多法國象徵－「雞」的雕刻和藝廊，也可以聽見從 200 年歷史之久的音樂盒中放出

的優美旋律的音樂盒店，以及花草芳香店、紀念品店等，更可體驗獨特的法國文化。另外園區內

有最多可容納 200 多名的 4~10 人客房共 34 間，非常適合作為團體集訓或出遊的場地。 

  泡菜 DIY+韓服體驗+海苔博物館:  

親自體驗製作泡菜的樂趣及著韓服拍照留念。讓您感受不一樣的韓國旅遊,感受自己製造泡菜的樂

趣,並可將部分完成的泡菜打包帶回,自行品嚐或贈送親友,隨後安排，(韓國傳統服體驗),貴賓們今

日將成為最佳的男女主角,換上古代的傳統服,讓您隨意的拍攝留念,留下最美麗的回憶。 

海苔博物館   (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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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海苔成品試吃。 



 

 

  

  

第４天 人蔘專賣店→星肝寶→彩妝保養品免稅店→弘大特麗愛
3D美術館+弘大女人街 

 飯店內用 

 紅班長馬鈴薯豚骨湯 

 百年蔘雞湯+長壽麵線+百歲酒 

 水原商務飯店 Korea 或 水原 Golden 或同級 

◎【人蔘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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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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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Ｃ、ＫＢＳ、ＳＢＳ公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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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特麗愛 3D 美術館: 

特麗愛 3D 美術館位於充滿藝術氣息的弘大，是利用視覺錯置的 3D 互動美術館，在此您可以和

圖像拍攝許多有趣好玩的照片，是一個適合闔家大小一起享樂的園地。展館面積約為 700 餘坪，

由幻覺展示館和聖托裏尼首爾畫廊等部分組成。 

弘大女人街: 



 

 

  

弘大指的是弘益大學，首爾的年輕人，在選定約會場所時，最常選擇的就是弘大、

梨大、江南等地方，在弘益大學附近有許多外國人聚集的咖啡廳和 PUS，以美術大

學聞名的弘益大學大帶，是結合青春與藝術的空間，又被譽為畢卡索街。弘大的巷

弄內到處可見塗鴉藝術牆、咖啡廳和小酒吧、俱樂部等，讓人可以感受到充滿創意

氣氛及自由藝術家們的痕跡。因為弘大一帶都是學生出沒的地方，形成一個學生的

商圈，販售一些女人的服飾、化妝品和飾品，因此又有弘大女人街之稱，消費群以

學生為主，所以很多商品都滿平價的。 

 

第５天 襄陽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飯店內享用或車上輕食 

 X 

 X 

 甜蜜的家 

一早隨即前往機場，搭機返台結束愉快的五天韓國之旅。 

◎團費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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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