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韓國首爾 6天4晚遊  

    

產品資訊 

團號 ICNICN6   

出發城市 首爾 Seoul   

目的地城市 首爾 Seoul 途經地點 首爾 Seoul 

行程天數 6 天 4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3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1424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399 = 1399 

【5天】燃油附加費:1 x 25 = 25 

兩人入住：$10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24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099 = 2198 

【5天】燃油附加費:2 x 25 = 50 

    

出發班期 

 01/18/2023-12/31/2023：週三  

兩人成團，保證出發。  

    

產品特色 

【一價全含】不進購物店，100%純玩高品質團。景點門票、一日三餐（接送機日除外）、小費一價全含。 

  

  

【市區酒店】全程入住首爾市區四星酒店，省去收拾行李更換酒店的煩惱。 

  

  

【精選美食】種類豐富的韓國美食：韓式招牌部隊火鍋，暖暖的一小鍋韓式豆腐鍋，特色春川辣炒雞+金玉炒飯

，營養健康的百年土種人蔘雞湯，新村食堂地道的韓式醬烤肉片+七分鐘泡菜鍋。 



  

  

【體驗韓國文化】身穿韓服在素有韓國故宮之稱的景福宮內拍照留念，古老的宮殿搭配古裝Cosplay變裝，玩出

新花樣~漫步在北村韓屋村，市區裡匯集數百棟韓屋的壯觀景色，讓人嘆為觀止。在韓劇和韓國綜藝節目，常會

看到劇中人物、嘉賓們在類似泳池的地方頭戴羊角毛巾、吃雞蛋、休息的情景，這就是韓國汗蒸幕。 

  

  

【經典景點安排】探索神秘的38 度線非武裝地帶，搭乘最新DMZ 

纜車穿梭於擁有慘痛歷史經歷與偉大自然生命力的非武裝地帶；走進四季景色各異的南怡島，打卡經典韓劇《

冬季戀歌》的著名拍攝地之一的水杉林道；觀看HERO塗鴉秀，欣賞融入了塗鴉、默劇、舞臺、舞蹈等多種藝術

形式於一體的無聲音樂喜劇表演。 

  

  

【三大商圈】韓國首爾最知名且熱門的觀光購物商圈—

明洞商圈，充滿個性、創意且與眾不同的弘大商圈，擁有各類精美小吃且獨具韓國特色的廣藏市場。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仁川國際機場 (ICN)； 

免費接機時間為11:00、15:00和19:00，此時間為導遊接到客人離開的時間。如過錯此時間，請自行與導遊匯合

。 

    

離團地點 

仁川國際機場 (ICN)； 

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仁川國際機場 (ICN)。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7: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7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可自行打車前往。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韓國首爾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前往居住地所在的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韓國首爾。 

三餐自理 

 



    

    

Day 2 抵達首爾 

全天   

今天我們將抵達韓國的首都首爾，講中文的工作人員將在機場舉牌接機，接到您後將安排您前往酒店入住休息

，為接下來的美妙旅程養精蓄銳。 

免費接機機場：仁川國際機場 (ICN) 

免費接機時間：11:00、15:00、19: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時

間，逾時不候。 

三餐自理 

 

    

晚上   

酒店：空中花園東大門京斯敦酒店 Hotel Skypark Kingstown Dongdaemun 或 國都酒店 Hotel Kukdo 或 同級 

    

    

Day 3 首爾 - 汽車 - 坡州市 - 汽車 - 首爾 

全天   

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前往神秘38度線非武裝地帶，探尋朝鮮戰爭的前世今生。乘坐纜車，您可以欣賞美麗

的風景。拜訪臨津閣，參觀戰爭中使用過的各類軍事裝備。打卡當年朝韓返還戰俘的自由橋，橋的一端鐵柵欄

上掛滿了絲帶，人們在上面寫著希望半島早日統一的美好心願。隨後跟隨我們來到Heyri 藝術村。Heyri 

藝術村是由來自民間的370多位藝術家以及當地村民聯合打造的，兼具餐飲、娛樂、觀光等多重功能的複合型文

化旅遊村——

生活和藝術，自然和文化在這個美麗的小鎮融匯。最後來體驗韓國有六百年歷史的特色桑拿汗蒸幕，熱氣騰騰

的蒸汽室具有驅風驅寒暖體活血，溫膚靚顏的功效，幫助您趕走旅途中的疲憊。 

  

行程安排： 

首爾 → 坡州市 → 神秘38度線非武裝地帶（120分鐘）→ Heyri 藝術村（60分鐘）→ 韓式汗蒸幕（150分鐘）→ 

首爾 

 

    

全天   

神秘38度線非武裝地帶 Demilitarized Zone 

神秘38度線非武裝地帶，是指朝鮮和韓國緩衝區的地帶，又常被稱為朝鮮半島非軍事區。非軍事區基本與北緯3

8度線平行，把朝鮮半島分為朝鮮和韓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多軍人駐守的國界。位于非武裝地帶的臨津閣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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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於閣內的“和平石”是從世界各國的戰場上收集來的，記錄著與戰爭有關的內容。此外，這裏還有一座用鐵

帽和各種武器融化後鑄成的“和平鐘”，遊客可以親自敲鐘，祈願和平。自由之橋是1953年韓國戰爭停戰協議簽

署後鋪設的橋樑，長83米，是雙方當時交換戰俘的地方。12000多名戰俘從這座橋回到韓國，當他們通過這此橋

時喊著“自由萬歲”，“自由之橋”也由此得名。 

 

Heyri 藝術村 Heyri Art Village 

Heyri 

藝術村是一座韓國作家、電影人士、建築師、音樂家等多領域藝術家們聚居的文化村。這個共同體內除了一般

的居家住所外，更有文藝工作者的工作間、美術館、博物館等，形成一個創作、展示、交流的複合型空間。至

今，Heyri 

藝術村內共有博物館、展覽館、音樂廳、書店等共40多座藝術功能建築。此外，藝術村內還有10多家咖啡廳和

餐廳。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韓式豆腐鍋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新村食堂》韓式醬烤肉片+七分鐘泡菜鍋 

    

晚上   

酒店：空中花園東大門京斯敦酒店 Hotel Skypark Kingstown Dongdaemun 或 國都酒店 Hotel Kukdo 或 同級 

    

    

Day 4 首爾 - 汽車 - 春川市 - 汽車 - 首爾 

全天   

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因熱門韓劇《冬季戀歌》而名聲大噪的南怡島。南怡島一年四季景色宜人，

秋季地上鋪滿了金色的銀杏葉和紅色的楓葉，冬天更是一片白雪皚皚，島上凡是能聽到音樂的地方都在放《冬

季戀歌》裏面的歌曲。隨後來到南怡島的“必拍之地”水杉大道，大道旁還有裴勇俊和崔智友的塑像，您可以在

偶像塑像旁邊合影留念。之後打卡北村韓屋村，北村韓屋村裏有許多韓國傳統房屋，是目前首爾體驗韓屋文化

最贊的地方，至今為止還生活著居民。隨後我們將觀看首爾大名鼎鼎的“英雄”塗鴉秀。帥氣的演員，精湛的繪



畫手法，搞笑的劇情，浪漫的愛情故事，這一切盡在塗鴉秀！就算你不懂一句韓語，照樣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最後我們將前往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商業街區明洞，購物之餘，還可以品嘗到多種美食料理，快來打卡吧！ 

  

行程安排： 

首爾 → 南怡島+水杉大道（150分鐘，包含入場門票及往返乘船費用）→ 首爾 → 北村韓屋村（60分鐘）→ HERO 

塗鴉秀（含入場券，80分鐘）→ 明洞商圈（90分鐘） 

 

    

全天   

南怡島 Nami Island 

崔智友、裴勇俊主演的《冬日戀歌》感動了無數人，也捧紅了南怡島這個地方。南怡島位於北漢江畔，在韓國

京畿道和江原道分界線上，這裏以狹長的橫向水流而著稱，景色四季各異，黃葉飄飄的秋天和白雪紛飛的冬季

更是美不勝收。島上還有鴕鳥，鹿群和各種水鳥，還會舉行各種藝術和攝影巡展，在片裏無數次出現過的水杉

林更是成為了熱門拍照地。 

 

水杉大道 Dawn Redwood Road 

水杉大道位於韓國春川的南怡島內，因多部韓國電視劇的拍攝而成為熱門景點，是南怡島的“必拍之地”。林道

內的水杉起初是從首爾農業大學移植過來的樹苗，但現在身臨其境人們感受到了這些筆直高大的水杉帶來的震

撼。春夏可以看綠意盎然的水杉大道，秋天欣賞似火的楓葉，冬日可以感受白雪皚皚的浪漫。 

 

北村韓屋村 Bukchon Hanok Village 

北村位於位於清溪川和鐘路的北方，因此被稱為“北村”。北村有著600年曆史，是韓國傳統居住區。北村較有名

的就是北村八景，構造形態保存至今。如今的北村在已有的傳統韓屋空間裏注入了現代化的建築，除了傳統韓

屋、韓食餐廳、韓服店和傳統手工作坊等固定形式內容外，在傳統韓屋內還出現了現在風格的咖啡館、西餐廳

、服裝店和畫廊等。北村韓屋村還是《冬季戀歌》、《紳士的品格》和《她很漂亮》等多部韓劇拍攝地，是韓

劇迷不可不來的打卡地。 

 

塗鴉秀 The Painters 

《塗鴉秀》是一場將立體影像與現場繪畫結合起來的舞臺劇，演出的主題是“英雄”，通過10多種美術技術，讓

邁克•傑克遜、李小龍等人們心中的英雄形象在舞臺上“重生”。穿插使用的現代媒體特效讓人目不暇接，驚喜和

歡樂的同時，是與英雄同在的無限感動。這部劇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臺詞的“無言劇”，演員們詼諧幽默的動作、

表情，加上美術塗鴉，讓觀眾完全樂在其中，對不熟悉韓語的外國觀眾來說，也沒有任何理解障礙。無論男女

老少，來自哪個國家，都能在這裏找到歡樂與共鳴。 

 

明洞 Myeongdong 

明洞是韓國代表性的集吃喝娛樂於一體的商業街區，有新世界百貨等多家韓國知名的大型百貨公司，還有各種



風味的餐館及遊樂場所，同時銀行和證券公司也雲集於此，可以說明洞是遊客必到的首要景點。一般來說，明

洞較熱鬧的大街是指從地鐵4號線明洞站到乙支路之間約1公里長的街道。街道兩邊有各種各樣的販賣小商品、

美食的小攤販及品牌專賣店，在此可買到引導潮流的各種服裝、飾物及化妝品等。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春川辣炒雞+金玉炒飯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韓式部隊鍋 

    

晚上   

酒店：空中花園東大門京斯敦酒店 Hotel Skypark Kingstown Dongdaemun 或 國都酒店 Hotel Kukdo 或 同級 

    

    

Day 5 首爾深度游 

全天   

今天我們將首先乘車前往素有韓國故宮之稱的景福宮。景福宮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是眾多熱門韓劇的取景地

。您可穿上韓服，來景福宮拍一套美美的照片，留下讓人心動的回憶！接著前往遊覽清溪川，曾經的臭水溝搖

身一變，成為了現在清澈見底的小河，更是繁華喧鬧中一抹寧靜的底色。隨後來到有著“首爾城市心臟”之稱的

光化門廣場參觀遊覽。之後打卡首爾規模最大的市場廣藏市場。市場內販賣的物品種類豐富，食物經濟實惠，

氣氛親民，特別接地氣。坐在熱鬧的桌邊，吃著韓國傳統特色小吃，再喝上一杯燒酒，不知不覺間就融入了當

地的氛圍！最後打卡年輕人鐘愛的弘大商圈，感受濃郁的青春活力。 

  

行程安排： 

景福宮+古裝遊古宮（120分鐘，含韓服體驗+頭飾) → 清溪川+光化門廣場（60分鐘）→ 

廣藏市場美食小吃體驗（90分鐘）→ 弘大商圈（90分鐘） 

 

    

全天   

景福宮 Gyeongbokgung Palace 

素有韓國故宮之稱的景福宮坐落於繁華的首爾市中心的一角，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是朝鮮建國初期建造的第



一座宮殿，規模為五大宮之首。景福宮得名於《詩經》“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因位於首爾北部，也叫“北闕”。

經過血與火的洗禮，景福宮猶如韓國近代史的一部史冊，在風雨飄搖中仍英姿颯爽。現景福宮內保存有朝鮮時

代的代表建築――慶會樓以及香遠亭荷塘，勤政殿的月臺和塑像均是朝鮮時代雕刻藝術的結晶。景福宮一年四

季美景各異。春天有可愛的櫻花點綴，夏季有綠樹涼風，秋季銀杏遍地，冬季白雪皚皚。無論什麼季節來這裏

，都能感受大自然與古宮相輔相成的別樣魅力，一飽眼福。您可穿韓服，變身韓劇女主穿梭在景福宮，對美少

女們來說，這個福利簡直是再合適不過了。景福宮附近有很多韓服體驗店，可以自行選擇。 

 

清溪川 Cheonggyecheon Stream 

清溪川是一條貫穿首爾南北的人工運河，近年被修建成一條秀麗小河，與光化門、市廳、鐘路、東大門等景點

形成了頗有人氣的觀光區，成為首爾市民和遊客休憩的場所。同時，這裏也成為了很多韓劇的取景地。清溪川

上橋是一大特色。清溪川四周還設立了很多文化空間，雕塑、繪畫、植物景觀都是拍照留念的不錯選擇。此外

，夜晚的清溪川彌漫著浪漫的氣氛，是夏天傍晚乘涼的好地方，也是戀人們約會的不二選擇。魅力十足的景色

也吸引了許多攝影愛好者。你可以在這裏欣賞到自然與燈光的協調、交相輝映。 

 

光化門廣場 Gwanghwamun Square 

光化門位於首爾市中心，從光化門到市廳的世宗路，被稱為是首爾心臟的地方。人聲鼎沸的大道，經過數百年

，又重新成為市民們的廣場。廣場各處不僅以多種形式展示了韓國的歷史，還修建了各種各樣象徵首爾的設施

。前來觀光的市民及遊客們徜徉其中。廣場矗立著1968年建成的李舜臣將軍像及新造的世宗大王銅像。為紀念

當年李舜臣以12艘水師船在海中對抗日本23戰全捷的功德，光華門廣場設有100個噴水池，氣勢宏偉壯觀。 

 

廣藏市場 Gwangjang Market 

在韓國能感受民族特色的就是廣藏市場了。來來往往的人流、吆喝著的韓語、琳琅滿目的商品，這才是韓國市

場持有的風情。市場內販賣的物品種類豐富，從韓服、布料、綢緞等，到蔬果、肉類、海鮮，應有盡有。廣藏

市場從北2門開始有一條長長的“美食街道”，在這裏您可以吃到各種各樣的美味小吃，綠豆煎餅，辣炒年糕，魚

餅，紫菜包飯等等。很多綜藝節目都會來這裏取景，例如《RUNNING 

MAN》等。如今，廣藏市場儼然已成為首爾旅遊的必到之地，不可錯過。 

 

弘大商圈 Hongik University Street 

弘大，不僅指韓國著名的藝術院校弘益大學，還代表了以弘益大學為中心形成的獨特的大學街文化。弘大白天

到處可見體現感性、自由、前衛文化傾向的咖啡屋、時尚店鋪、藝術塗鴉、街頭表演、跳蚤市場，學校正門前

的公園和停車場巷子裏經常會舉辦大大小小音樂演出活動或慶典活動；到了夜晚，弘大則被激情和躁動所包圍

，街頭樂隊、B-

BOY們的露天表演，年輕的荷爾蒙在CLUB裏盡情地釋放；又或是跟著韓劇的“腳步”尋找弘大的韓劇拍攝地……弘

大似乎每一處都充滿了青春活力，因此這裏也是首爾年輕人最愛的集聚地之一。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百年土種》人蔘雞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明倫進士豬排 

    

晚上   

酒店：空中花園東大門京斯敦酒店 Hotel Skypark Kingstown Dongdaemun 或 國都酒店 Hotel Kukdo 或 同級 

    

    

Day 6 首爾 - 飛機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韓國旅程，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仁川國際機場 (ICN)。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07: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07:00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導遊可協助客人打車。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首爾4晚市區四星級酒店。 

  

  

2. 專業中文導遊及服務費。 

  

  

3. 行程中所含項目用車。 

  

  



4. 一日三餐（接送機日除外）。 

  

  

5. 行程中所含項目：DMZ 

纜車、韓式汗蒸幕、南怡島入場及往返船票、HERO塗鴉秀入場券、景福宮韓服體驗+頭飾。 

 

 

費用不含 

1. 全程機票、簽證費及辦理費用。 

  

  

2. 境外個人消費（包含但不限於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3.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酒店住宿安排兩人一室，房型不可指定。另外每個酒店都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

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型和所處位置。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9.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0.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5.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產生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

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6.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7.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8.團隊行程中如有自由活動安排，如客人有自己的安排行程，請一定注意財務與人身安全。千萬不可與當地非

正規旅行社私自接洽活動項目，若由此產生人身傷害、法律責任或財產損失等等，均由客人自行承擔相應責任

。9.境外行程中客人自行購買的物品，屬遊客個人消費行為。如因此產生的商品糾紛或損失，請貴賓自行承擔

責任，旅行社不承擔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