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天 釜山航空 BX-782 高雄小港 仁川機場 14:15 17:50 

第 5 天 釜山航空 BX-781 仁川機場 高雄小港 11:25 13:15 

(以上航班接駁等時刻，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高雄小港機場 仁川機場 ➠俯瞰首爾夜景~南山公園+N 首

爾塔(不上塔)+情人鎖牆 ➠KAKAO FRIENDS 主題樂園 

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 

【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上塔)】位於南山上的首爾塔是首爾市的象徵，1980 年起對大

眾開放，每天都有多遊客前往；2005 年 12 月 9 日重新裝潢並更名後，更是擺脫了老舊

的外觀，以嶄新的面貌示人；除表演、展覽和影像設施，並有餐廳、咖啡廳，形成一個

複合型的文化旅遊空間。 

【情人鎖牆：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位於首爾塔別館寬敞的戶外展望陽台，可

一眼眺望首爾的風景。因為知名電視節目播出藝人在這的鐵絲網鎖上鎖頭，因此這裡變

得更加的受歡迎。現在有許多情侶回來這裡鎖上象徵《堅貞不變的愛情》的愛心鎖頭。

目前已有掛有數萬個鎖頭的這裡，深受情侶的喜愛。 

【KAKAO FRIENDS 主題樂園】KAKAO FRIENDS 是從手機的通訊軟體的貼圖出發，開

發出多彩多姿的生活商品，主要以 Ryan、Muzi、Apeach、Frodo、Neo、Tube、Jay-G、

Con 等角色為主題，打造出眾多商品為消費者帶來新鮮感。除了商品以外，也幫各個角

色進行人物與故事設定，呈現他們不同的個性，滿滿的可愛的 RYAN 等著大家一起來拍

照。在此，您也可自費參加 KAKAO FRIENDS 主題園區以 RYAN 為主角的 VR 體驗，透

過高科技的 VR 技術體驗雲霄飛等身入其境的活動，帶給您滿滿的豐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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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式燒烤吃到飽 



 
仁寺洞 IbisAmbassadorHotel 或東大門 Travelodge 或同級 

 

 

神秘 38 度線非武裝地帶(臨津閣+自由之橋+展望台+和平鐘+

和平公園) ➠嗨里藝術村 ➠坡州 OUTLET ➠體驗道地美食~

新基傳統市場 

【臨津閣】祈願韓半島統一而於 1972 年修建的保安旅遊景點，位於軍事分界線南端 7

公里處，距首爾市中心約 54 公里遠。臨津閣分爲地下 1 層和地上 3 層樓，由北韓紀念館、

統一公園和各種紀念碑組成。臨津閣外還陳列有韓戰中使用過的坦克、飛機等 12 種軍事

裝備。 

【自由之橋】位於大韓民國京畿道坡州市，臨南北韓交界的三八線，是唯一橫跨臨津江

連接南北韓的溝通橋樑，1953 年兩韓就在此地交換戰俘，戰俘走過後大喊「自由萬歲」，

自由之橋就因此而得名。 

【和平公園】可容納 2 萬多名觀光客的大型草地和舉行戶外公演地。 

★生命燭光：為了幫助地球上的兒童們重拾回笑容且健康長大進行的捐款活動，全數金額

透過 UNICEF(國際聯合兒童基金)救助世界上需要幫助的兒童。 

★統一祈願積石堆：期盼南北分裂的朝鮮半島能統一及幫助北韓的兒童所舉辦的活動，眾

人把希望以石頭化為訊息疊起成石堆。 

★CAFE 你好：以多種民族、多樣文化要素所組成的全球化空間，讓觀光客休憩的地方。 

★音樂的山坡：可容納 2 萬名觀光客的大型草地和戶外公演場。 

【HEYRI 嗨里藝術村】未設圍牆的嗨里藝術村因形上學性、親自然性的獨特建築物而讓

人過目難忘，裡頭聚集了對文化藝術有志一同的現職藝術家的工作室兼展示空間、銷售

商店。在用充分符合村莊特性的風格迎接外來者的嗨里藝術村裡，茶、音樂與作品融為

一體，街道上的一個木箱、洗手間裡的一面白牆甚至也成為藝術的一部分。 

【坡州 OUTLET】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為新世界集團繼驪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後開幕

的韓國第二間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是擁有 160 多個海內外知名品牌的大型折扣購物中

心，備受遊客喜愛。 

【新基市場】來到仁川就能穿越回古代？沒錯！來一趟新基市場，您的穿越夢將能實現！

昔日曾是在地人不可或缺的小市場，至今已成為座落著 150 多間各式商家的觀光市集，

各式的小食肆、蔬果店、磨坊等應有盡有，濃濃的在地熱情非常受到遊客喜愛。最特別

的是市場採用仿造韓國古代的買賣方式，遊客若想在這兒買東西，必須拿著刻有「新起

通寶」的古銅錢進行交易，趁著假期來此體驗一回變成古代人的奇妙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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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網紅熱門打卡景點~星空圖書館 ➠樂天水族館 ➠樂天

世界 
 

【COEX 星空圖書館】作為第 1 間開於商場裏頭的圖書館，設計簡潔時尚、環境優美，

建築風格猶如 1 個現代化的商場，質感以木材為主，採光很棒，也有很多閱讀的座位，

相當舒適。總面積達 2,800 平方公尺，高 2 層樓的 STARFIELD LIBRARY 以高達 13 公尺

的 3 座大型書架為主軸，共收藏多達 5 萬餘本的書籍與雜誌，全部都是免費借閱，也是

所有人都可使用的開放式圖書空間。 

另外，每月按日子定下不同主題進行各種文化活動像是以詩、旅遊、書籍、藝術等主題

的探討活動，也會有名人特邀講座、音樂演奏，甚至是親子、兒童娛樂等為訪客提供文

字圖片以外，更多元、更生動的知識交流平台。 

【樂天世界水族館】位於首爾蠶室的樂天世界水族館，2016 年隆重開幕，為韓國第二大

的水族館，總面積為 11240 平方米、水槽重達 5200 噸，養有 650 種不同種類的海洋生

物。全館分為：韓國之河、亞馬遜河等 13 個主題，並設有長達 85 米的海底隧道，站在

隧道內猶如置身海底世界。除了欣賞海洋生物的優美泳姿，還可看到白鯨、海獅、企鵝

和潛水員的表演，感受人類和自然共存的和諧。 

【樂天世界】從夢幻世界到文化旅遊的遊樂大寶島，樂天世界是一座集遊樂﹑並具有文

化內涵的超大型城市休閒遊樂園。裹面有世界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驚險樂天世界》、漂

浮湖水中《魔術島》；此外還有民俗館、劇場電影院、室內游泳池、滑冰場、保齡球場、

會員制體育俱樂部、百貨公司、購物商店、超市等。擁有三十餘種尖端遊樂設備供旅客

盡情玩樂及魔術劇場大型舞臺表演等，還有揉合自然及尖端科技表演等五光十色的世界

讓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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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福宮 ➠韓國文青打卡新熱點~益善洞韓屋村 ➠彩妝店 ➠韓

文化趣味館(海苔試吃、泡菜 DIY、傳統韓服體驗) ➠首爾時尚潮流指

標~明洞商圈 

【景福宮】建於 1395 年是五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計最美麗的宮闕。景福宮中最

具朝鮮時期代表性的建物就屬慶會樓與香遠亭的蓮花池，至今仍保有當時的面貌，勤政

殿前的石階與石雕等，也都是當時雕刻藝術的代表。目前興禮門外西側建有國立古宮博

物館，內香遠亭東側則有國立民俗博物館。 

註：遇景福宮休館日或停止開放且順序無法調動時，則以《德壽宮》替代之。 

 

【益善洞韓屋村】形成於 1920 年代左右，是最近相當有人氣的景點，其雖位於首爾的繁

華地帶，但很多人卻不知道它的存在，很容易與其擦肩而過。這裡興建的時期比北村韓

屋村還要早，是最早建設的一批城市型韓屋聚居地，也是首爾年代最久的韓屋村。與規

模較大、韓屋較集中的北村韓屋村相比，益善洞的韓屋村更具有一些樸實無華的寧靜魅

力。 

【彩妝店】店內陳列著琳瑯滿目最新款、最 HITO 的彩粧保養品，有韓國新竄紅女團 f( x)

隊長 Victoria 代言 IPKN、韓國正妹天團 T-ARA 代言 TONYMOLY、及韓國性感天后李孝

利代言 CLIO 等知名品牌，另有韓國知名韓系品牌：VOV、ISAKNOX、COOGI、ENPRANI、

THE FACE SHOP、BEAUTY CREDIT 等齊聚在此，更推薦主打品牌 CARINO(地漿水)供您

選擇，價格約為台灣的八折到六折之間，讓您永遠走在時代潮流的尖端。 

【韓文化體驗館】海苔是在石頭裏長的海菜把它乾燥來製作紫菜海苔的蛋白質很豐富紫

菜 5 張等於 1 個雞蛋在海苔博物館一半是工廠一半是紫菜博物館所以您可以自己親眼看

到紫菜製作過程。韓服寫真體驗，安排親自穿著傳統韓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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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商圈】明洞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

或是中高價的商品，在明洞都可以找得到。雖然大型有名的賣場就在主要大馬路邊，但

是只要再走進去一些，就會發現也有不少打折拍賣的店家喔！明洞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

享受在戶外逛街購物的休閒自在，而且各種款式和尺寸的商品應有盡有，使它成為逛街

的首選，必去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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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機場 高雄小港機場 

接著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仁川國際機場，由導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

機返回高雄小港機場，結束豐富快樂的韓國行程。 

 
飯店享用 

 
X 

 
X 

 
HOME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簽證資訊：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南韓 (停留 90 天內 )免簽證，護照須有六個月以上效期★  

0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 (含 )，最多為 43 人以下 (含 )，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

領隊隨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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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04.  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以同級飯店取代。  



05.  本行程若客人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費。  

06.  韓國房型大部分無三人房，若有 3 人同行請與其他團員同房，或需求親子房型 (1 大床

1 小床 )，或指定單人房並補單人房差。  

07.  本報價僅適於持台灣護照且非為韓國華僑或韓國出生之旅客，否則每人皆須另加收費

用；若為韓國華僑、出生地為韓國、持外國護照或脫隊者，亦須每人另加收費用。  

08.  團體旅遊，為維護其他旅客行程權益，本商品謝絕跑單幫或洽商等非以旅遊為目的之

旅客，行程中請勿脫隊，如要脫隊，請在當地補收費用。  

09.  自備：韓國多數飯店及渡假村因響應環保，不提供牙膏、牙刷及洗髮精等盥洗用品，

敬請自行準備。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韓國是ㄧ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

以香菇火鍋為主。  

★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韓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