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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不一樣.獨家行程 
穿韓服遊北村、樂高樂園、山湖水纜車+觀景天空走廊、汗蒸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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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吃 1 荒謬の五花肉+大醬湯吃到飽 

必吃 2 百年蔘雞湯+百歲酒 

必吃 3 平昌大關嶺必吃特色美食，黃太魚風味定食(又稱明太魚) 

必吃 4 陳玉華一隻雞風味 

必吃 5 米其林指南推薦~滿足五香豬腳 

必吃 6 春川烤雞排+起司+黃金炒飯+季節小菜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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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送>國民宵夜韓式炸雞+cass 啤酒/歐巴下班最愛喝 

【景點特色】 

打卡必遊 →首爾北村韓屋村(楓葉/銀杏～(季節性賞楓)) 

文青必走 →首爾三清洞(楓葉+銀杏～(季節性賞楓)) 

女人必逛 →弘大商圈(楓葉+銀杏(季節性賞楓)) 

愛情必去 →南山公園&首爾塔楓葉(含纜車) (季節性賞楓) 

購物必逛 →東大門+DDP 廣場→京義林蔭道書街+自由市場+壁畫街(畢卡索街) 

体驗必玩 →韓服體驗 Cosplay 趣 

纜車必搭 →【春川三岳山湖水纜車】(季節性賞楓) +天空走廊&發旺山高空纜車+SKYWALK+軌道車体驗 

可愛必拍 →【大關嶺天空牧場(含餵羊咩咩+乘坐拖拉機)】 

樂高迷訪 →全球第 11 座樂高樂園,也是首座島上構建的樂高樂園及全亞洲最大的樂高樂園。 

韓劇必追 →南怡島/南山首爾塔(季節性賞楓) 

文化巡禮 →韓式汗蒸幕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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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特色:詳如飯店介紹說明  

★韓國秋季賞楓、銀杏最前線: 預測 9/20~11/10(左右)賞楓（因季節氣候變化而有差異）★ 

 
必吃 1 ：荒謬の五花肉+大醬湯吃到飽 

 

 

必吃 2：百年蔘雞湯+百歲酒 

  

必吃３：陳玉華一隻雞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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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吃 4 ：米其林指南推薦~滿足五香豬腳 

  

必吃 5 ：春川烤雞排+起司+黃金炒飯+季節小菜吃到飽 

  
必送>>國民宵夜韓式炸雞+cass 啤酒/歐巴下班最愛喝(示意圖)依店包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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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 桃園機場→仁川機場→米其林推薦三星景點．貴族氣息【北村韓屋村(穿韓

服遊北村.一起穿越趣)】→曾被著名美國旅遊雜誌報導．古今融合【 三清

洞藝文巷弄 】→南山三景【 首爾塔+南山八角亭+愛情鎖牆打卡趣】(含

電梯券)→贈送橋村炸雞宵夜餐 vs卡司啤酒 

 敬請自理 

 百年蔘雞湯風味+百歲酒 

 荒謬の五花肉+大醬湯吃到飽 

 四星:明洞商務酒店(Ibis hotel 或奧林匹克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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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韓屋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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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韓屋村】北村韓屋村是一座韓國村莊，地處首爾鐘路區，鄰近景福宮、昌德宮和宗廟。該

村以韓屋和傳統韓國建築風格的小屋聞明。2009 年，北村韓屋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亞太區

文物古蹟保護獎傑出項目獎以表揚其復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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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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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洞】09/28-10/25(可欣賞楓葉+銀杏) 

是一條充滿藝術氣息的街道，到處可見藝術家和畫廊

的身影，以及傳統韓屋改建成的畫廊、裝潢時髦咖啡

廳和充滿鄉土風味的傳統料理餐廳等，在三清洞街道

上形成一幅和諧美麗的畫面。沿著景福宮外石牆至三

清洞漫步，道路兩邊的銀杏樹在秋天一轉而為金黃，

更增天秋天的浪漫氣氛。三清洞兩側，風格各異的咖

啡店櫛比鱗次，當地設計師自創品牌個性精品小店，

不但產品精美，從舊時代韓屋改裝的帶有現代風格店

面，讓這條道路有著復古東方風格，又帶有些許歐洲風味，也是觀光客拍照的好地點！ 

【南山塔(含上塔電梯券)】註：09/28-10/25(可欣賞楓葉美景及銀杏) 

韓國首爾特別市龍山區的南山，高 236.7 米，建於 1975 年，是集旅遊觀光和電視發射為一體的

地標建築，鄰近南山纜車站。 2005 年首爾塔耗資 15 億韓圓進行 7 個月的改裝工程，於 2005

年 12 月 9 日重新開幕，並易名為 N 首爾塔。塔上燈光將按季節與主題而變動。塔上設有旋轉餐

廳、咖啡室及展望台，可以鳥瞰整個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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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怡島→ <亞洲最大樂高樂園> LEGOLAND Korea→【2021新開幕

的三岳山湖水纜車+觀景天空走廊 】→阿爾卑斯渡假村 

 飯店內用 

 樂園內自理 

 春川烤雞排+起司+黃金炒飯+季節小菜吃到飽 

 阿爾卑斯渡假村或同級(2 人 1 戶) 

位於韓國江原道的春川市，擁有山光水色怡人的景緻，從首爾出發只要一個小時就能抵達，自然

成為首爾近郊熱門的旅遊勝地之一。許多人都曾造訪拍攝韓劇而爆紅的南怡島，這兩年春川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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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亞洲最大樂高樂園、全韓國最長的湖水纜車等新景點，不只吸引了不少韓國本地人，更讓國外

觀光客多了再訪春川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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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全新開幕~亞洲最大【樂高樂園 LEGOLAND】 

全世界第十座樂高樂園，2022 年 5 月於韓國江原道春川市正式開幕，是全亞洲最大且唯一建在

島上的樂高樂園。園區內一共規畫７大主題區，包含樂高城堡、樂高幻影忍者世界、海盜海岸、

迷你樂園、樂高城市、積木之國、積木街，占地約 28 萬平方公尺（約 84700 坪），讓你逛到腿

軟～更規畫 40 多項遊樂設施，經典必玩的雲霄飛車、自由落體、海盜船通通有，讓大人小孩都

能玩到不亦樂乎！ 

  

  

【春川三嶽山湖水纜車+天空走廊】 

春川三嶽山湖水纜車是目前韓國最長的纜車，全長 3.61 公里，單程需要 18 分鐘。纜車的特色是

它由玻璃製成，纜車的寬度、長度和高度約爲 2 米，形狀像一個圓形的骰子，側面是玻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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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到四面八方的風景，搭乘時可以眺望美麗的衣巖湖，湖水與蔚藍的三嶽山相映成趣，形成絕

妙的景色。 

 

第３天 渡假村→搭乘往返長達 7.4km 的觀光纜車<全韓國最長的纜車>~龍平發旺

山纜車+SKYWALK往返+軌道車体驗(40KM時速 3分鐘急轉彎+俯衝体

驗)→大關嶺羊牧場(親自餵羊咩咩+打卡網美照)→體驗韓國傳統【正宗韓式

汗蒸幕】(含毛巾及衣服)→廣藏市場→首爾東大門商場→<獨家安排>生醬螃

蟹豪華饗宴 

 飯店內用 

 黃太魚定食風味  

 <獨家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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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明洞商務酒店(Ibis hotel 或奧林匹克或同級) 

【發旺山】座落於韓國江原道的平昌郡，高海拔 1458 公尺，為韓國第 13 高的山。在滑雪勝地－

龍平度假村中的發旺山纜車，可搭乘長 3.7 公里的 8 人乘纜車可到達發旺山頂—龍峰，觀覽山下

美麗風景。春天賞花、夏天觀賞綠油油的森林、秋天賞楓、冬天賞雪，一年四季到發旺山都有美

景可欣賞，熱門韓劇《冬季戀歌》、《孤獨又燦爛的神。鬼怪》也曾在此取景拍攝。 

平昌龍平度假村軌道車和纜車是整個龍平度假村中最受歡迎的設施。 

軌道車相當熱門，晚到可能要等一陣子。出發前，需按照職員指引坐入軌道車，並在最高時速達

40 公里的軌道穿梭、快速下坡，時長僅有三分鐘，卻相當刺激，急轉彎與俯衝下去的感覺真的讓

人意猶未盡，相當推薦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大關嶺羊群牧場】 

至今已有 40 歷史的大關嶺天空牧場，是面積為汝矣島的 3 倍大，現有養殖約 400 多頭荷蘭乳牛

與 100 多頭韓牛，牧場最大限度地抑制人工開發，為順應自然的體驗牧場，來到此地除了可餵羊

外還可搭乘拖拉機車遊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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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韓式汗蒸幕】 

是最近幾年之間爆紅的大眾健康美容設施，簡單地說就是韓式低溫三溫暖或 SPA。三溫暖的目的

在於利用水蒸氣沐浴；汗蒸幕則是利用設有黃土、麥飯石、礦物寶石、金屬等材料，溫度在

40~80℃的房間來促進人體流汗。據說流汗的同時，不但會排出體內不好的廢物與毒素，還能吸

收黃土、麥飯石等散發出來的有益精氣，因此喜愛皮膚美容的人經常前往。汗蒸幕並不只因為可

以美容而受歡迎，也吸引了很多以家庭為單位的客人前來。 

【廣藏市場】 

靠近首爾東大門，是外國觀光客到韓國旅遊的必去景點之一。廣藏市場要怎麼逛最道地？這次請

來了韓國歐爸親自帶大家走遍廣藏市場，品嚐廣藏市場必吃美食：綠豆煎餅、生牛肉、生章魚、

麻藥飯捲，認識廣藏市場必買的棉被；另外也幫大家整理了廣藏市場的交通與營業時間，跟著歐

爸走，不用帶腦都能逛好逛滿廣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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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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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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天 青瓦臺→人蔘專賣店→星肝寶→彩妝保養品免稅店→弘大女人街商圈自由

逛→京義林蔭道書街+自由市場+壁畫街(畢卡索街) →明洞飯店休息,無限

逛街購物 SHOPPING 

 飯店內用 

 陳玉華一隻雞 

 <米其林推薦>滿足五柏豬腳風味 

 四星：明洞商務酒店(Ibis hotel 或奧林匹克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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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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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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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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１－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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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大商圈】號稱是全首爾最年輕、最自由的地區，

位在首爾西部的麻浦區，因鄰近弘益大學而得名。這

裡充滿藝術創作、獨立音樂、非主流文化，同時洋溢

著青春活力的都市個性。周邊區域更有琳瑯滿目的韓

貨美妝小店和服飾精品，以及別具風尚的咖啡廳、異

國餐廳林立，有機會還能走訪不同話題的街道和跳蚤

市集，感受年輕之街的不同凡響。 

【京義林蔭道書街】這條 250 米長的京義林蔭道書街，使用了許多鐵軌元素將廢棄的京義線鐵路

改建以書為主題的公園，並設計了 14 個車廂概念的列車書店，每個車廂都是不同的主題書庫，

從文化、人文、文學到旅行、兒童叢書等韓文書籍，完全是文青必訪的弘大景點。 

【自由市場】 

位於弘大正門口大馬路對面的弘益公園，是《紳

士的品格》《瑪莉外宿中》彈吉他的塗鴉溜滑

梯、《愛情雨》等韓劇的取景地點，在每週六日

前來弘益公園，公園周圍便是自由市場、希望市

場擺攤地方，可以一路逛逛文青創作家的藝術家

手工藝品、街頭表演、肖像畫以及跳蚤市場等。 

【壁畫街(畢卡索街)】 

在弘益大學後門的臥牛山 22 街一帶，可以見到許許多多藝術的彩繪塗鴉，也就是所謂的「壁畫

街」，又稱之「畢卡索街」，如此多姿多采的創作，想必跟弘大內學習藝術領域相關的學生有關

係，每一幅壁畫都代表著不同的天馬行空，漫步於此感受濃厚的文化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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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天 飯店→雜貨土產(免費裝箱)→月尾島海鷗船→仁川機場→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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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隨即前往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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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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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