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天 德威航空 TW-672 高雄 仁川 10:05 14:35 

第 6 天 德威航空 TW-671 仁川 高雄 07:00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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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月洞童話村 ➠韓劇《藍色大海的傳說》拍攝地~松島中

央公園+TRI-BOWL 

【松月洞童話村】位於仁川中國城旁的松月洞童話村，這裡的房子不像其他的一些壁畫村是在

房子上塗鴉，童話村這裡的房子很多都是有做立體設計，而且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童話故

事，是個非常適合大人小孩來走走拍照的好地方喔！  

【松島中央公園+TRI-BOW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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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owl 意指世界的 triple

與碗的 bowl 合成語 Tri-bowl 是紀念 2009 年舉辦仁川世界都市節的造型物，除了象徵天空 (機

場 )與海洋 (港灣 )，以及土地 (廣域交通網 )完美融合的仁川外，亦含有仁川經濟自由區域─松島

與菁蘿、永宗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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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鈴薯燉豬骨湯 

 
仁川 GRAND PALACE HOTEL 或仁川 RAMADA INCHON 或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韓劇《瑪麗外宿》《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遊船+水杉林道 ➠《來自

星星的你》拍攝地~南山公園+N 首爾塔(不上塔)+愛情鎖牆➠ 

生態河川~清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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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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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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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溪川】首爾繼漢江奇蹟後，又締造了清溪川奇蹟。自 2003 年起首爾市政府動工，將原本

為了交通方便而覆蓋在清溪川上的高架橋移除，疏浚水道。現在清溪川清澈見底，沿著首爾市

中心街道潺流。而在清溪川周邊的商圈也因此而活絡起來，不僅美術館、博物館林立，兩旁餐

飲店更是多元，提供您歇息的好去處。  

 



 
飯店內享用 

 
春川辣炒雞排  

 
部隊火鍋 

 

仁川 GRAND PALACE HOTEL 或仁川 RAMADA INCHON 或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米其林指南推薦．韓國必去之地~景福宮 ➠北村韓屋村 ➠樂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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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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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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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享用 

 
人蔘雞風味餐+人
蔘酒+麵線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仁川 GRAND PALACE HOTEL 或仁川 RAMADA INCHON 或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人蔘專賣店 ➠保肝寶專賣店 ➠彩妝店 ➠韓文化體驗館(海苔試吃、泡

菜 DIY、傳統韓服體驗) ➠哈利波特 943 KING'S CROSS 魔法世界(每人

贈送一杯飲料) ➠弘大藝術街 ➠特別贈送亂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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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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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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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波特 943 KING'S CROSS 魔法世界】這間哈利波特主題咖啡廳位於弘大鬧區，共有四層

樓，整間咖啡廳從裡到外都是依據電影場景打造，處處都是打卡景點，走進去就彷彿進入魔法

世界一般，難怪咖啡廳一開幕就吸引許多人到此朝聖，成為 IG 上熱門的打卡景點。  

【弘大藝術街】主導韓國大學文化的新村地區，正如其名，是主導最新潮流的前衛文化街。每

天來往人流大部分是大學生和年輕人，因而針對大學生和年輕人的大排檔等各式餐飲廳、風格

獨特的咖啡館、小型劇場、書店等文化空間豐富多彩。手工藝品和各種鞋帽。讓你愛不釋手欲

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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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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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一女的廚師所組成的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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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烤肉+季節小
菜  

傳統居酒屋隱藏版美
食糖炒豬肉+新鮮季節
蔬菜+啪莎海鮮煎餅+ 
焦香 Nurungji 什錦雞

蛋湯+芝麻白飯 

 
仁川 GRAND PALACE HOTEL 或仁川 RAMADA INCHON 或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臨津閣+自由橋+統一展望台 ➠土產店 ➠明洞 

【臨津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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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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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台】與大韓民國國軍管理的都羅展望台相異。展望台位於漢江與臨津江附近，建於海拔

118 公尺的位置，使用望遠鏡可以看見北韓的宣傳村。  

【土產雜貨店】您可選購伴手禮，這裡販售韓國土特產，種類玲瑯滿目，有泡菜、海苔、韓式



餅乾、糖果，韓服公仔等，應有盡有，您可再此一次買足回台後致贈親友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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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涮涮鍋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仁川 GRAND PALACE HOTEL 或仁川 RAMADA INCHON 或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同級 

 

 
 

 仁川✈高雄   

 

 
紫菜飯捲  

X 
 

X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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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