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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遊韓國 SKI瘋五日 
NET：19900【適用出發日如下】 

11/04.11.18.25 12/02.09.16 1/06 2/03.10.17 3/03.10.17 

23900>12/23。43900>01/20,25,27。4390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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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航 TR896 TPE/ICN 18：10 21：35 

酷航 TR897 ICN/TPE 22：35 00：25 

美食全攻略:  

必吃 1 韓式烤肉+季節小菜 

必吃 2 石鍋拌飯+季節小菜 

必吃 3 善良的豬自助燒烤吃到飽 

必吃 4   紅班長豚骨馬鈴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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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必逛 →明洞商圈/東大門+DDP 廣場/廣藏市場(楓葉+銀杏(季節性賞楓)) 

愛情必去 →南山公園&首爾塔楓葉(季節性賞楓) 

景觀必看    →天空 SKYWALK&樂天世界塔 

文青必訪    →慶熙大學歐風建築之美 

傳統體驗    →韓服秀,點心吃,泡菜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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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天 桃園國際機場/仁川國際機場→入住飯店(視情況送清溪川) 

 敬請自理 

 X 

 X 

 Stellar Marina 仁川商務飯店 or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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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天 米其林指南推薦～北村韓屋村+三清洞→歐風建築~慶熙大學→《藍色大

海的傳說》拍攝地~南山公園+首爾塔(不上塔)→滑雪場 (雪衣雪褲+雪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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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需自費) 

 敬請自理 

 魷魚壽喜燒 

 石鍋拌飯+涮涮鍋 

 Stellar Marina 仁川商務飯店 or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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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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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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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風建築~慶熙大學】是創辦於 1949 年的綜合性大學，占地 510 公煩的首爾主校區坐落在首爾的

東北部，距離首爾市中心 25 公里，所以是比較屬於郊區的景點。校園春天可以賞櫻、秋天可以看到

火紅楓葉圍繞，不同時間去都有不一樣的美麗。慶熙大學的中央圖書館，超像中古世紀的某個城堡，

現場看更有那種感覺。 

【南山塔(不上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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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場『滑雪活動』（★含滑雪用具～雪橇、雪杖、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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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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天 韓式傳統體驗營(泡菜 DIY+韓服體驗)→昌德宮→七樂賭場→樂天世界 

 飯店內用 

 韓式銅板烤肉 

 樂園內自理 

 Stellar Marina 仁川商務飯店 or 同級 

【韓國文化體驗營】 

在此可品嘗傳統紫菜包飯與海帶湯。此外本公司特別準備大人及小孩韓國傳統韓服體驗讓各位貴賓穿戴並

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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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樂娛樂場】 

位於首爾江南中心的七樂娛樂場(江南 COEX 店)，是個具有東方氛圍及最尖端設備的韓國賭場。總面積達

6093.57 ㎡，擁有 82 個賭桌與 121 個最新型吃角子老虎機，以及二十一點、百家樂、擲骰比大小、加勒

比海盜撲克等各項博奕遊戲設備，可以在此小賭感受其中樂趣，並享受最優質舒適的服務。七樂娛樂場江

南 COEX 店鄰近貿易中心 COEX 與五星級飯店，周邊還有免稅店、大型電影院、百貨公司等多種娛樂休

閒設施，能滿足遊客在觀光或購物的多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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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世界 

韓劇『天國的階梯』拍攝地，也是韓國最大的室內遊樂場，

從夢幻世界到文化旅遊的遊樂大寶島 LOTTE WORLD 是

首爾市中心一座集遊樂，並具有文化內涵的超大型城市休

閒遊樂園，裏面有世界最大的室內主題公園“探險世界

(LOTTE WORLD ADVENTURE)”，位於湖中央的“魔幻

島(MAGIC ISLAND)”，分為室內娛樂和室外娛樂，室內

娛樂有各國風格的街道及各種娛樂設施，還有紀念品店，

在這裏還可以欣賞美妙的演出和鐳射表演，品嚐各國料理。室外娛樂可享受到室內娛樂所不能享受到

的高空探險，魔幻島探險，還可以在湖邊散步。樂天世界之所以能吸引更多的遊客是因為這裏有不同

於其他旅遊場所的特殊娛樂設施。 

 

第４天 德壽宮石墻路→高麗人蔘專賣店→韓國護肝寶→人氣彩妝保養品名店

(贈送精美小禮品) →明洞流行購物天堂 
 飯店內用 

 善良的豬(自助燒烤吃到飽)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Stellar Marina 仁川商務飯店 or 同級 

【德壽宮石墻路】1999 年，首爾市將貞洞路指定為「最想散

步的街道」。2006 年，又在建設交通部評審的「韓國最美的 100

條小路」中獲得金奬，再度證明了它在韓國人心中的地位。稀

疏的遊客讓我們可以自由自在的與宮殿拍照，金黃的銀杏、火

紅的楓葉，與樹林交相輝映。如詩如畫的美景，就這麼真實的

呈現在眼前，任何文字都無法深刻描述看到時的感動，德壽宮

石牆路確實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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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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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明洞商圈】時尚名店街、整個韓國流行指標的代表地區，舉凡國內外知名品牌服飾、運動用品、流

行文具雜貨等當年度最新流行時尚商品均可在這裡購買到。明洞的魅力，絕對令您難以招架，是個購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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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穿梭在巷內街角，韓國國民美食的香氣陣陣撲鼻，無論是老牌知名餐廳或是美味小餐館，都在誘惑著

您速速入內大快朵頤一番。 

 

第5天 青瓦台+舍廊房→炸醬麵博物館→金浦 OUTLET→Sky Walk空中步道

→東大門綜合商場+美食探索廣藏市場→松月童話村→土產店→仁川國

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飯店內用 

 紅班長豚骨馬鈴薯鍋 

 敬請自理 

 Stellar Marina 仁川商務飯店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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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醬麵博物館】2012 年 4 月 28 日開幕，將南韓炸醬麵始祖的前中華餐廳「共和春」，打造成南韓第一

座「炸醬麵博物館」，介紹炸醬麵誕生的時代背景，博物館內用模型重現仁川舊貌。仁川港開放時期，在

韓華僑為工人們開發了味美價廉的炸醬麵食。此外還介紹炸醬麵的起源、材料、營養等，並展示不同時代

的變化與文化、大眾藝術、以及生活中的不同面貌。 

【金浦 OUTLET】為現代百貨公司設立的第一間名牌折扣購物中心，鄰近金浦機場與首爾市區，購物環境

舒適，約有 230 多間品牌專賣店供顧客在此滿足購物欲。 

【SKYWALK 天空步道】筆直延伸至江上的昭陽江 Sky 

Walk，全長 174m、其中地板設置透明強化玻璃的區間長

達 156m，橋樑盡頭設有圓形廣場與如張開雙翼般的觀景

臺，可停留片刻欣賞風景，又或是躺在圓形廣場的透明地

板上，拍照留念。圓形廣場對面有座被稱為「鱖魚像」的

雕像，會定時上演噴泉秀。昭陽江 Sky Walk 入口處設有

可愛的拍照區與露臺，一旁則有可謂是春川地標的昭陽 2

橋與昭陽江少女像，日落後流光溢彩的 Sky Walk 夜景亦

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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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川松月洞童話村】韓國仁川新興景點松月洞童話村，2014 年初開放參觀，這裡原本只是一個平

凡又落寞的社區為了讓中華街的熱鬧延續到這個小社區，而進行大改造變身為可以處處遇的到立體童

話人物的村落 ，讓大人勾起兒時的回憶,小孩開心融入童話小王國裡得開心童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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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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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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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包含： 
1.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兩地機場稅+20 公斤託運行李+手提 10 公斤，不含來回機上餐。 

2.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 

3.行程所列之旅遊交通費用。 

4.行程表列之各景點門票或 DIY 費用 

4.新台幣 200 萬責任險暨新台幣 20 萬意外醫療險(不含法定傳染疾病就醫等相關費用)。 

團費不含： 
1. 每日服務費 台幣 300 元/人*5=1500 元。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特別小叮嚀】 
• 韓國無自然單間，超值首爾 5 天五夜單房差 8900 元。 

• 未滿 12 歲小孩不佔床可扣 500 元。嬰兒團費 6000 元。 

• 持外國護照加價 4000(只要出境不是持台灣護照都需加價) 

• 當地特色土特產店：人蔘、保肝、彩妝、土產；全程無購物每人團費另加 10000 元。 

• 團費報價以雙人房(2 人一室)為主，歡迎您結伴參加。單人者報名，會酌收全程單人房差額，原則

上會協助安排同性別團員共用一室或與領隊同房，若能安排兩人一室則免收單人房差額。 

• 飯店房間以雙人房 2 張單人床為基準房型，如遇特殊房型需求(大床房型、三人房)，請事先提出

需求，但無保證一定有此房型。(若旅客需提前確認房型或需指定房型，部份飯店亦提供額外加價的

房型) 註: 三人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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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需求 3 小

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