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不上攝影。  

 

 

 

 



 

出發日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班時間 

去程      

週一.二.三 

五.六 
德威航空 TW672 高雄 仁川 16:50 / 20:45 

週四 德威航空 TW672 高雄 仁川 17:50 / 21:35 

週日 德威航空 TW672 高雄 仁川 17:50 / 22:10 

回程      

每天 德威航空 TW671 仁川 高雄 13:40 /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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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  

 

 
X 

 
X 

 
X 

 
仁川 GOLDCOAST HOTEL 或 仁川 RAMADA 或 仁川 BEST WESTERN 或同級 

 
 

 
RUNNING MAN 拍攝景點~松島中央公園+特別安排體驗搭乘水上

TAXI ➠《韓綜 RUNNING MAN》「遊樂園特輯」拍攝地~愛寶樂園+

熊貓主題館（賽福瑞動物野生世界、四季花園、MONKEY VALLEY 夢幻

猴林探險+LostVally 迷失峽谷+Sky cruise 纜車）➠世界夢幻夜景~富

川小人國 Aiins World 

【松島中央公園（搭乘水上 TAXI）】中央公園是利用海水製作水道的國內第 1 個海水公園，水

道旁有綠地與蘆葦田打造而成寬闊的散步道路，並有水上計程車往返於公園內，此外公園附近

有展現未來感的各種建築物，成為受矚目技術與環境融合的未來都市。  

【愛寶樂園】是一個包括動物場、植物園等的大型主題公園。是一個結合了休閒、娛樂、教育

與文化的國際性渡假聖地；在美洲探險地區中有龍捲風、彩虹之旅、天旋地轉、禿鷹要塞、幻

想特級、驚魂鯊魚等遊樂設；在歐洲探險區中有玫瑰花園、野外舞台、宇宙探險、遊樂場等遊

樂設施與表演節目；在魔幻世界地區中有挑戰急湍、瘋狂彈簧、松鼠遊戲、空中狂舞、海盜船、

汽車王國、宇宙戰鬥機等遊樂設；在伊克托利亞探險地區中有熊貓、四不像、北極熊、企鵝等

珍奇動物及猩猩、紅鶴、海狗、孔雀等的精采表演節目。  

【富川小人國 Aiins World】位於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上洞影像文化園區內的 Aiins World 是

一座戶外型博物館，將世界各國著名建築物縮小的露天主題公園。從歐洲大陸到俄羅斯、非洲、

亞洲、南美、美國，在一日之內便可以實現遊客環球世界旅行的夢想！Aiins World 不只是靜

態的展現建築物本身，還搭配生動的音效對過去的歷史進行再現。例如站在吉力馬扎羅山的萬

年雪山前，火山就像隨時要爆發一樣，不時地發出隆隆作響的聲音和白色煙霧。電影《金剛》

中出現的紐約帝國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前的溜冰場及百老匯大街上的人行道樹也真實地再現紐

約的面貌。夜間燈光照亮整個＂世界＂，又是另一番不同於白晝的浪漫氣氛  

 



 
飯店內享用 

 
春 川辣 炒 雞 排 +
金玉炒飯   

南千一璀璨星光韓
式燒烤飲料無限供
應  

 
仁川 GOLDCOAST HOTEL 或 仁川 RAMADA 或 仁川 BEST WESTERN 或同級 

 

 
青瓦台舍廊館 ➠韓文化趣味館(泡菜海苔介紹，泡菜 DIY 製作、韓服體

驗趣味寫真、海苔試吃) ➠清溪川 ➠韓國批發零售市場~東大門 ➠特

別加贈~亂打秀 

【青瓦臺舍廊館】一到青瓦臺首先會看到的是主樓的青瓦。青瓦臺主樓背靠北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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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和曲線型設計的房頂則代表

著青瓦臺。  

【韓文化趣味館】海苔是韓國重要的水產食品，也是韓國人喜歡的一個食品。海苔是在石頭裡

長的海菜，把它乾燥來製作紫菜海苔，蛋白質很豐富，紫菜 5 張等於 1 個雞蛋，在海苔博物館

裡，一半是工廠，一半是紫菜博物館，所以您可親眼看到紫菜製作過程。換上古代傳統的禮服，

您可成為最佳男女主角，於古色古香的傳統韓屋式場景內，捕捉美麗的倩影。經由老師教您親

身製作韓國傳統美食泡菜，一步一步跟著做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泡菜，充分的顯現出韓國傳

統文化的精髓。  

【清溪川】為首爾響叮噹的名字，在都市之中繫一條生命活水，繫一條強烈的生命力量，更是

首爾注重文化產業的象徵，也是使首爾邁向一種新穎的面貌，更是一種施政魄力的展現，早上

可在溪邊中休閒玩樂，晚上彷彿置身於炫麗耀目的名勝，更有人文藝術的街頭展與定期的表演

活動，更焦距外國人的目光慕名而來，享受人文與自然結合的風光。清溪川也被用做為韓劇取

景的景點例如 :”布拉格戀人”及 2009 年熱門韓劇「 IRIS」等多部經典韓劇拍攝地。  

【東大門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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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打秀】是將韓國的傳統打擊樂與西洋表演劇相結合，以體態漢鼓點表達寓意，開創了韓國

Non-Verbal Performance(啞劇 )的先打，亂打從整體上是以四物表演韻律為基礎，以原始的爆

炸力和速度感為重點，構成的打擊樂作品，鮮明的主題和劇情受到男女老少們的喜愛，精湛的

舞藝，高超的廚藝如何融會貫通成為一種表演藝術，四男一女的廚師組成的團體就是 NANTA，

以廚房為場景，用鍋、碗、瓢、盆、碟子、菜刀為樂器，加上一流的燈光音響，配合著緊湊的

劇情，沒有對白只有節奏及打擊聲這就是亂打秀。  

 

 
飯店內享用 

 
人蔘燉雞風味餐+
人蔘酒+長壽麵  

石鍋拌飯+季節小菜 



 
仁川 GOLDCOAST HOTEL 或 仁川 RAMADA 或 仁川 BEST WESTERN 或同級 

 

 
人蔘店 ➠保肝寶 ➠彩妝諮詢 ➠南山八角亭+南山公園+首爾塔【不上

塔】 ➠明洞商圈 

【人蔘專賣店】在此會由專人解說韓國二千多年人蔘栽種歷史及一一跟您介紹韓國人蔘的各種

產品以及他對我們人體的功效，藉此您也將能夠了解人蔘所對人體真正的好處。  

【彩妝保養品店】相信愛美的女人們一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讓辛苦上班族

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一樣可以打造出時尚流行彩粧，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韓國保肝寧】韓國保肝寧，護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  研

究，用高、低分子分離方法，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用的高分子多糖體，命名為 HD-1。

HD-1 能將人體內有害物質或低分子物質吸收並將之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提高肝臟再生

及肝機能的效果。  

【南山八角亭】1959 年為紀念李承晚總統而建的雲南亭，於 1960 年 4.19 革命時被廢除，至

1968 年 11 月 11 日才被重建。位於南山山頂的八角亭，可一眼眺望首爾市全貌，每年歲末年

終更在此舉辦迎日慶典。  

【南山公園】位處首爾市中心，擁有極佳的視野，登高遠眺的旅客，可沿臺階拾級而上，將首

爾美景盡收眼底。此外，園內還有五座屹立不搖的古朝鮮烽火台，象徵南山天然屏障的歷史地

位。著名韓劇熱點南山公園首爾塔、華麗的水舞池，成為國內外觀光客必去的約會聖地，500

公尺高的首爾塔視野寬廣遼闊，連遠處的仁川大海都在眼界之下；南山公園櫻花則吸引國內外

觀光客，前來南山公園品味細賞，成為韓國旅遊的最佳景點。   

【首爾塔 (不上塔 )】首爾塔為韓國最早的高塔型觀光景點，高 236.7ｍ的首爾塔位於海拔 243m

的南山上，加總高度為 480m，以身為東亞最高的塔而自豪。1969 年 12 月動土、1975 年 7

月竣工，1980 年 10 月 15 日起正式對外開放首爾塔觀景臺，從此成為首爾的著名觀光景點。 

【明洞】和逛街畫上等號的明洞，充斥著美利來、樂天百貨公司、AVATAR、HIHARRIET 等高

樓層的購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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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享用 

 
馬鈴薯燉豬骨湯+
季節小菜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仁川 GOLDCOAST HOTEL 或 仁川 RAMADA 或 仁川 BEST WESTERN 或同級 

 
 

 松月洞童話村 ➠仁川/高雄 



【松月洞童話村】和韓國其他的老舊社區一樣，展開改善再造計畫，但不同的是，沿襲松月洞

的西洋歐風背景，將這裡打造成結合世界名作童話故事的夢幻主題區域，用各種花卉組合而成

的豐富小徑，在老舊的牆面上著色，富含童心的可愛圖畫和造景，讓松月洞變身成可以作夢、

有希望的童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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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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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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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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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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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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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
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