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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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三五日 德威航空 TW670 台中 仁川 10:05 / 13:35 

週二四六 德威航空 TW670 台中 仁川 16:35 / 19:55 

回程      

週一三五日 德威航空 TW669 仁川 台中 07:20 / 09:05 

週二四六 德威航空 TW669 仁川 台中 14:05 / 15:45 

 (以上航班接駁等時刻，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台中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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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四六出發則沒有行程及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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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石鍋拌飯+季節小菜 

 
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 仁川華美達或同級 

 

 『獨家』名人韓菓品嘗以及韓菓 DIY ➠2016 年最夯韓劇【藍色大海的

傳說、月之戀人~步步驚心：麗】拍攝地~抱川藝術谷 Art Valley(含單軌

列車) ➠灰姑娘姐姐拍攝地~山井湖水公園 

【名人韓菓品嘗以及韓菓 DIY】韓國有傳統的祭祖風習，只要是最好的食品，都是祭桌上必不

可少的美食，使用的水果也是最高檔的，肉類也是最優質的，祭桌上使用的韓果也是韓國著名

的權貴之家『宗家』製作的，那是蘊含孝心的藥果。  

韓果具有的「甘甜」味道，與市場銷售中的甜食雖然很相似，但是利用麵粉和砂糖製作的甜食

與利用米粉、蜂蜜、糖漿製作的韓果實則有很大區別。西式餅乾的主原料是麵粉，韓果則屬於

農產品，大米、粳米、小麥、芝麻、紫蘇、核桃、松子、花、莖、根、黃米、小米、向日葵籽、

桔梗、紅參等豐富的農產物都是韓果的製作原料。  

「現在高級藥果使用的是油菜籽油或者刺槐油、大米牙油（米漿油），因此沒有反式脂肪酸。

使用的油也可以說是藥果的發展史，在古時候使用的是豆油，沒有食用油時，也有鍋裡乾煎的

情況。」  

【抱川藝術谷 Art Valley】抱川 Art Valley 所在地原為廢棄的花崗岩採石場，1990 年代中後期

停止生產，為避免廢置對於環境造成的破壞，2009 年這裡成為韓國首座環境再利用的複合性

文化藝術空間。2014 年參訪抱川 Art Valley 的訪客突破 100 萬人，為了慶祝這個突破抱川 Art 

Valley 特別設計了許多計劃展示、週末表演、計劃表演等等。另外，可以想像及體驗浩瀚無垠

的宇宙的抱川 Art Valley 天文科學館，也在 2014 年 8 月 1 日開幕了，內包含有遊戲體驗和宇

宙科學展示、最尖端的 4D 影像館、觀察星座的天體觀測館。  

【山井湖水公園】山井湖是抱川的代表觀光地，被如屏風一般雄壯的鳴聲山及兩旁的望峰山、

望武峰環抱著。山井湖的水由於像山中泉水般清澈，故被稱為山井湖。雖然是 1925 年為了農

業用水所建造的蓄水池，但由於景色相當優美秀麗，因此成為許多首都圈遊客慕名而來的觀光

景點。湖邊的散步道是情侶約會的好去處，亦是附近住宿遊客休閒散步的好地點。  

 

 
飯店內享用 

 

㊕『獨家』抱川特
色 涼拌麵+季節小
菜+韓式白切肉 

 
滋補人蔘雞+季節小菜 



 
首爾龍山 IBIS 或 Golden Seoul Hotel 或 Stanford Hotel Seoul 或同級 

 

 米其林指南推薦~景福宮 ➠韓國文青熱門打卡點~益善洞韓屋村 ➠韓

國室內大型主題樂園~樂天世界 ➠特別贈送~塗鴉秀 

【景福宮】景福宮 (史蹟第 117 號 )是 5 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計最美的宮闕。景福宮中

最具朝鮮時期代表性建築物的慶會樓與香遠亭的蓮花池，至今仍保有當時的樣貌，勤政殿前的

石階與石雕等，都是當時雕刻藝術的代表。  

【益善洞韓屋村】如果要選出最近首爾最受矚目的旅遊景點，當然少不了益善洞！益善洞跟鐘

閣、明洞、東大門、光化門等景點一樣，都是位於首爾鍾路且歷史悠久的中心地帶，但相對來

說，卻不太為人所知。但是近來因為有許多年輕藝術家和青年創業家落腳在此，並打造出十分

具有個性的咖啡廳、餐廳以及手工藝品店等，讓益善洞成為能夠一次感受首爾多樣魅力的綜合

文化空間，深受許多人的喜愛。而走在益善洞像迷宮的小巷內，會讓人有一種在進行尋寶之旅

的感覺，現在就一起來一探究竟吧！益善洞韓屋村形成於 1920 年代左右，具有結合傳統與現

代的獨特建築風格。現在仍有居民依舊在此居住，充滿了生活的痕跡。  狹窄且蜿蜒的益善洞

小巷雖然看起來都差不多，但是各個商店和咖啡廳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特色裝潢，因此整個益

善洞就像是拍照區，巷弄間都充滿著可以讓人拍出美照的特色場所。另外，因為韓屋巷沒有設

置指示路牌，所以建議可以記下咖啡廳的招牌或是獨特的壁畫，避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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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首個結合繪畫與舞台的絕妙表演，結合電子音樂、燈光效果、豐富的素材、

以及快速繪畫技巧，90 分鐘的過程，像似魔術，其實是運用美術所創造的藝術，不論老少都

能欣賞到繪畫的樂趣與感動。  

 

 
飯店內享用 

 

㊕豪華海鮮總匯自

助餐  
㊕八色烤肉 

 
首爾龍山 IBIS 或 Golden Seoul Hotel 或 Stanford Hotel Seoul 或同級 

 

 人蔘店 ➠保肝寶 ➠韓文化體驗館(海苔試吃、泡菜 DIY、傳統韓服體驗) 



➠彩妝店 ➠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新世界免稅店 ➠逛街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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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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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免稅店】店內販售世界各國精品，10 樓的 ICONIC ZONE 展示有比利時出生的藝術

家卡斯特 .奧萊的作品《Mirror Carouse》也就是藍色大海傳說拍攝地～全智賢乘坐的旋轉鞦韆。

11 樓有可讓人們邂逅都市中的庭園-天空花園，有多種的植物，也可在長椅上休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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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仁川 Best Western Incheon Royal Hotel 或 仁川華美達或同級 

 

 
仁川機場  台中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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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

中機場，結束豐富快樂的韓國行程。  

 

 
雞肉漢堡 
週二四六為飯  

X 
 

X 

 



店內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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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