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程不上攝影。  

 

 



 

 

 



 

 

 

 

第 1 天 濟洲航空 7C4502 高雄 仁川 16:10 20:20 

第 5 天 濟洲航空 7C4501 仁川 高雄 13:25 15:10 

冬季航班 10/28 之後 

 

第 1 天 濟洲航空 7C4502 高雄 仁川 17:45 21:15 

第 5 天 濟洲航空 7C4501 仁川 高雄 14:35 16:45 

 

(以上航班接駁等時刻，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濟州航空托運行李公斤數為每位一件 15 公斤，手提行李每位一件 10 公斤，機上不供餐＊＊ 

提前購買行李可享額外優惠。網上預購額外寄艙行李服務須於首航段出發日最少 24 小時前完成預購。 



 http://www.jejuair.net/jejuair/tw/main.do 

 

 

高雄/仁川  

 

 

 
X 

 
X 

 
X 

 
仁川華美達或同級 

 
 

 
仁川大公園(賞楓隧道) ➠神秘南北韓 38 度線〜臨津閣+自由橋 ➠普羅

旺斯村 ➠南怡島遊船 

【仁川大公園】仁川大公園為仁川廣域市東部公園事務所管轄的 11 個都市自然公園 (仁川大公

園、中央、富平、桂陽、白馬、藥師、虎鳳、連喜、不老 1、不老 2、黔丹 )之一，位於南洞區

長壽洞，傍著官帽山與上芽山。仁川大公園為仁川唯一的大面積綠地公園 (89 萬坪 )，依年度組

成事業界 (1982~2006 年 )興建中，為厭倦都市生活的現代人提供一個舒適的休憩處。  

【臨津閣】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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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津閣分為地下 1 層和地上 3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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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戰爭中使用過的坦克、飛機等 12 種軍事裝備。與臨津閣相對的望拜壇是離鄉

背井的人們每年春節和中秋節時，面朝故鄉祭拜的地方。望拜壇後是自由橋，1953 年南北雙

方簽署停戰協定後，北韓就是在這裏遣返了南韓俘虜。望拜壇前的京義線鐵路在 6.25 戰爭中

遭到破壞，為恢復南北經濟聯繫，2000 年開始對此鐵路進行修復，修復工作至今仍在進行中。

臨津閣是南北雙方交流進行最頻繁、最活躍的地方，參觀手續也不像板門店那樣繁雜，是京畿

道內最受外國遊客喜愛的旅遊景點之一。  

【自由橋】位於大韓民國京畿道坡州市，臨南北韓交界的三八線，是唯一能通過臨津江到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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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旺斯村】座落在無數棟色彩繽紛可愛的法式平房，木框門窗、香草植物、園藝設計和梵

谷的複製畫…等，試圖用法式鄉村風的元素營造出法普羅旺斯的氛圍，雖然少了原汁原味的自

然風光，也不能說完全貼近普羅旺斯的原貌，但卻像是身處於印象派畫家用鮮豔色筆所點綴出

來的童話王國。  

【南怡島 (含遊船 )】位於北漢江上游，是面積 14 萬坪小島。這裡寬闊的草地和楸樹林道相得

益彰、相映成趣。如果冬季下雪，這裡也會積下雪白浪漫；在碼頭坐船 5 分鐘，穿過楸樹林道，

再經過別緻的咖啡屋與遊樂公園，就來到劇中廣受戀人們歡迎的“冬季戀歌”的杉木林道，是

這對戀人騎自行車的地方，在並列的楸樹林道中，他們一起玩”踩影子”的遊戲。早晨或者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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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時，從枝葉中滲進霞光非常美麗，劇中這對情人在草地堆雪人並開始第一次 KISS 的地方。 春、

夏、秋、冬中都有的景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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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享用 

 

㊕韓國傳統特色巨
無霸石鍋拌飯+大
醬湯+枳椇茶+人蔘
正果+季節小菜 

 
春川辣炒雞排 +金
玉炒飯  

 
仁川華美達或同級 

 

 
南山公園(賞楓)+首爾塔（不上塔）愛情鎖牆 ➠梨花女子大學(賞楓) ➠

樂天世界 ➠塗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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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花女子大學】名門學府之稱的私立梨花女子大學及延世大學，是歡聲笑語不斷，充滿朝氣

活力的大學街，這裡有時髦的梨大女學生愛光顧的便裝店、鞋店以及可愛的小飾物店，到處是

淑女們喜愛的商品。附近有情調迷人的咖啡廳、麵包點心店、西餐廳等可供人休息消除購物疲

勞。與鄰座大學生以英文交談也許會結下一段不解姻緣。  

【樂天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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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迪士尼世界讓人回味無窮。  

【塗鴉秀】以美術為題材的首爾 HERO塗鴉秀，在短時間內以高超的繪畫技巧結合新媒體藝術，

將中西方的英雄呈現在你眼前。表演過程輕鬆活潑、趣味盎然，一起進入畫家的畫室，顛覆你

對藝術創作的想像。  

 

 
飯店內享用 

 
方便遊玩  
敬請自理   

人蔘燉雞風味餐+人蔘
酒+長壽麵 



 
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景福宮(賞楓) ➠韓國文化趣味館(海苔試吃、泡菜 DIY、傳統韓服體驗) 

➠人蔘專賣店 ➠北村韓屋村(賞楓)+三清洞 ➠保肝寶 ➠彩妝資詢 

➠明洞商圈 

【景福宮】始建於 1395 年李朝時代的皇宮「景福宮」，共佔地 12 萬 6 千坪，內有舉行君王即

位大典及文武百官朝禮儀式的"勤政殿"，雄偉而富麗的殿閣，烘托出極盡榮華富貴的氣派，祥

瑞之喜鵲飛翔於宮內，那份寧謐令人心曠神怡，有如置身於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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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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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韓屋村】 「來自星星的你」★2 集。北村韓屋村是都敏俊和老朋友打完麻將之後走的道

路。可感受到融合現代與傳統的美，體驗不同魅力的傳統文化，深受外國觀光客們喜愛。北村

韓屋村為擁有 600 年歷史的傳統居住地區，完整保持著朝鮮時代上流社會曾居住的瓦房與舊巷

道，依據米其林旅遊指南描述，令人聯想到從中世紀開始王公貴族們住宅聚集的巴黎左岸的貴

族資本主義傳統。  

【三清洞】曾被美國旅遊雜誌《Travel+Leisure》報導介紹的三清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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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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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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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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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的小豬韓式
燒烤吃到飽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仁川/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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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