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冬令青年休閒活動「韓國滑雪文化采風親子體驗營」 

實施辦法 

 

一、目的：探索韓國文化與生活方式，參觀經濟建設繁榮發展，並能親身體驗

冬季滑雪樂趣，進而能開闊視野、培養國際觀。 

二、主辦單位：救國團總團部 

三、承辦單位：中國青年服務社、中國青年旅行社 

四、協辦單位：彰化縣團委會 

五、活動日期：108年 1月 23 日（星期三）至 27 日（星期日），計 5 天 4 夜。 

六、活動地點：韓國。 

七、參加對象：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生及親子家庭。 

八、組團人數：23人(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九、活動內容：詳如行程表（如附件二） 

  （一）滑雪體驗：江村 elycian滑雪場滑雪體驗（含雪具：雪橇+雪鞋+雪杖） 

                  ，由中文教練帶領教學。 

  （二）文化探索：德壽宮、海苔博物館、韓服體驗、北村韓屋村。 

  （三）流行韓風：東大門商場、明洞商圈、春川明洞、韓流時尚彩妝。 

  （四）景點觀光：清溪川、南怡島遊船、抱川 Art Valley藝術村、南山公園

N首爾塔、CHEF廚師拌飯秀、樂天世界親子歡樂。 

十、活動費用：團費 26,000元＋司導小費 1,000元，合計 27,000元（不含：

機場接送、護照新辦、行李床頭小費、行李超重費、個人選擇

性消費）。 

十一、報名專線：彰化縣團委會活動組 趙小喻組長 04-7231157分機 21。 

十二、附註： 

（一）參加人員報到通知單於活動前 10天寄發。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補充修正之。 

 

 

 

 

 

 

 

 

 



【附件二】 

108 年冬令青年休閒活動「韓國滑雪文化采風親子體驗營」 

行程表 
 

※活動日期：108年 1月 23 日（星期三）至 1月 27日（星期日），計五天。 

※組團人數：團員 23人＋領隊 1人＝24人。 

※活動團費：NT.27,000/人。 (單人房差 NT.7,000/人) 

            ◎費用不含護照、機場往返接送、旅館床頭與行李小費。 

※參考航班：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1/23（星期三） KE692  台灣桃園  仁川機場 12:25  15:50  

2019/1/27（星期日） KE693 仁川機場 台灣桃園 16:20  18:15  

 

※行程概要： 

第 1天  桃園/仁川→夜賞清溪川→東大門商場【東大門 DDP廣場】                    

搭乘豪華客機抵達仁川永宗國際機場。 

【清溪川】沿岸建有象徵蝴蝶振翅翱翔的飛翔橋、傳統與未來合一的廣橋等 20多座美麗具特

色的橋樑，在清溪川週邊不僅餐飲店多元，也是提供您歇息的好去處。 

【東大門商場】共集中了八個市場，一般將批發零售手工藝品、餐具的興仁市場、廚房及登

山用具的東大門市場、縫紉製品的廣場市場、服裝類等合稱之為東大門綜合市場。 

【東大門設計廣場 DDP】是由藝術廳、博物館、設計工坊、設計市集和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

五個空間構成，是首爾的新地標也是觀光客必去的景點之一。 

註：東大門許多商家可是現金交易，不收信用卡的哦！記得準備現金購物。                                                        

餐食：(早餐) X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馬鈴薯燉豬骨湯        

住宿：【京畿道或仁川商務】VELLA-SUITE或SEE&MOONTOURST HTL或GOLDCOAST或同級 

 

第 2 天  南怡島遊船→春川明洞→江村 elycian 滑雪場半日滑雪體驗 (含雪

具：雪橇+雪鞋+雪杖)                                                   

【南怡島】因朝鮮時代南怡將軍墓在此島內而為名，乘坐遊船旅客可悠閒地欣賞韓國少有的

人工湖泊美景，再前往《冬季戀歌的拍攝地》，劇中二旁杉木林立的愛情小路，是這對戀人

騎自行車的地方，在並列楸樹林道中，可效法劇中人一起玩〞踩影子〞的遊戲，從枝葉中滲

進霞光非常美麗。                                                       

【春川明洞】從 2002 年開始實施的活性化事業，既擁有現代化的樣貌，也有多樣化商品如

韓服、包包、鞋子、衣類、家電、貴金屬、小吃等等。韓劇 "冬季戀歌"的人氣聲名大噪，許

多日本、東南亞觀光客都會到訪，使得市場更加有名氣，而市場為了消費者也會舉辦各種有

趣的活動。 

【江村 Elycian滑雪場】Elysian 江村滑雪場有初、中、高級的各種滑雪道，能讓所有滑雪

客愉快且舒適地享受滑雪的樂趣，溪谷型構造的江村滑雪場，較其他滑雪場更為安全，為了

http://vellasuitehotel.co.kr/html/accommodation/accom_01.asp
http://www.hotelseamoon.com/index.asp
http://www.goldcoastincheon.com/goldcoast/room_SD.php#1


能使遊客欣賞到開闊的景觀，採稜線型設計，能在刺激的滑行中同時欣賞到大自然之美，在

中文教練帶領下能盡情享受滑雪的樂趣。 

註： 

1.滑雪場行程請自行攜帶保暖衣物及手套（防水）或穿著保暖之襪子及布鞋，以防感冒。 

2.享受滑雪樂趣的同時，請務必聽從指導員的指導，並注意安全。 

3.提供（雪具：雪橇+雪鞋+雪杖）。 

4.其他裝備自費租用：雪衣(連身褲+外套)US20/人，護目鏡 US10/人。 

5.滑雪手套敬請自備或現場購買，費用依款式不同價格不一。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春川大綱盤鐵板雞+金玉炒飯+飲料       

(晚餐) 方便滑雪活動~發韓幣 10000/人      

住宿：江村 elycian滑雪場渡假村(2人一戶) 或同級 

 

第 3天  江村 Elycian滑雪場半日滑雪體驗 (含雪具:雪橇+雪鞋+雪杖)→抱川 

Art Valley藝術村(含往返單軌車+天柱湖)→明洞商圈                                            

【江村 Elycian滑雪場】在導遊帶領下再次擁抱白雪世界，讓自己對滑雪活動能更熟練；如

果你已經成為高手更可以享受第此行二次的滑雪活動，讓您這次的韓國滑雪之旅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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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Valley的訪客突破 100 萬人，為了慶祝這個突破特別設計許多計劃展示、週末表演、

計劃表演等等。 

【明洞商圈】服裝商店密集的繁華明洞購物商圈，此處集合世界第一流名牌商品，滿足您購

買名牌商品的慾望。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石鍋拌飯+涮涮鍋      (晚餐) 韓式烤肉吃到飽    

住宿：【京畿道或仁川商務】VELLA-SUITE或SEE&MOONTOURST HTL或GOLDCOAST或同級 

 

第 4天  德壽宮→海苔博物館(參觀海苔工廠+海苔湯+韓國飯糰+韓式壽司+韓服

體驗+3D攝影棚)→韓流時尚彩妝→北村韓屋村→南山公園(愛情鎖牆+N首爾塔

外觀)→CHEF廚師拌飯秀                                                                              

【德壽宮】朝鮮王朝第九代國王成宗興建的王家私邸，後改用作正宮，也是朝鮮王朝末日本

帝國侵略的歷史舞臺，以保存有韓國最早的西洋建築石造殿以及水鐘自擊漏而聞名，古色古

香的雕樑飛檐與四周現代化的建築相映成趣，德壽宮外擁有諸王宮中最美麗的石牆步道，是

韓國人賞楓、賞花、賞銀杏的首選景點。 

【海苔博物館(參觀海苔工廠+海苔湯+韓國飯糰+韓式壽司+韓服體驗+3D攝影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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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流時尚彩妝】相信愛美的女性朋友們ㄧ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 HITO彩妝品，讓辛苦的上

班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ㄧ樣可以打造出時尚彩妝，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北村韓屋村】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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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lysian.co.kr/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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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們喜愛。著名美國旅遊雜誌報導。 

【南山公園+愛情鎖牆+N首爾塔(外觀拍照不上塔)】公園內擁有著名的八角亭、朝鮮時代的

烽火臺，以及可俯瞰首爾市區的首爾塔，雖然山不高，但因位在市中心，於山頂可俯瞰首爾

的美麗景致，而成為市民愛戴的休息場所。在 2005年首爾塔全新裝潢後，擺脫了老舊的外觀，

以嶄新的面貌示人並改名為「N首爾塔」既有南山(Namsan)亦有新(NEW)的意思。除了表演、

展覽和影像設施，並有高級餐廳、咖啡廳入駐，形成一個複合型的文化旅遊空間，如今的首

爾塔更成為首爾必遊的一處景點。另有相愛情侶到此不能錯過的愛情鎖牆，買一個愛情鎖在

上面寫下兩人的名字及誓言鎖在欄杆上，並且許下願望後將鎖匙丟向遠方象徵心愛的兩人感

情堅貞，永不分離。 

【CHEF廚師拌飯秀】以韓式拌飯為題材的 CHEF：首爾拌飯秀，利用 Beatbox 口技與人聲伴奏

完成整部劇的音效表現，搞笑、美聲、舞蹈連發，沒有樂器、沒有對白，卻給你意想不到的

官感滿足。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人蔘燉雞+長壽麵線+品嚐人蔘酒 

      (晚餐) 【TOKKI兩餐】DIY辣炒年糕+起司鍋馬鈴薯燉豬骨湯      

住宿：【京畿道或仁川商務】VELLA-SUITE或SEE&MOONTOURST HTL或GOLDCOAST或同級   

 

第 5天  樂天世界親子歡樂行(含門票+自由券)→土產店→仁川/桃園                                                       

【樂天世界】有韓國室內迪士尼樂園之稱，樂天世界分爲室內和室外，室內有各國風情的街

道及各種遊樂設施，還有紀念品店，以及各國料理餐廳。室外是屬比較刺激的高空探險，魔

幻島探險…等，如西班牙海盜船、雲霄飛車、冒險世界、氣球飛行及溪谷穿梭...等多種遊樂

設施，刺激無比，新奇繽紛，讓您置身奇幻的世界。遊樂設施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70米自由落

體和旋轉探險；獨木船會帶您去體會一下侏儸紀時代的驚險和刺激，高空飛翔和西班海盜船

也是不容錯過的。還有素描劇場及摩術表演等，更可欣賞雷射光及遊行的精彩表演，令您大

開眼界，帶給您難忘的回憶。 

【土產店】方便您選購各式韓國泡菜、海苔、餅乾、糖果或紀念品等。 

爾後直達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帶著難忘的回憶回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樂園內方便遊玩~發韓幣 8000/人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餐食景點順序會視行程或交通狀況前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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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8 年冬令青年休閒活動「韓國滑雪文化采風親子體驗營」 

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西元) 

出生年月日 
身 份 證 統 一 編 號 

中文  □女 

 

          

英文 

（需與護照相同） 

□男 

單位 

 
護     照    狀    況 

□ 
有效（效期截止日為 2019

年 7 月以後） 

職稱 
 

□ 無或無效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公 
 行動： 

TEL： 

宅 
 

TEL： 

食 葷（    ）        素（     ） 

e-mail： 

緊急連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備註： 

一、每人團費 27,000元（含司導小費 1,000元），請逕匯 

     戶名：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彰化縣團務指導委員會 

     帳號：018-09-03803-3 

     銀行代碼：017 

     ※匯款時，請備註匯款人姓名。 

二、請於 107年 12月 7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作業【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三、報名專線：彰化縣團委會活動組 趙小喻組長 04-7231157分機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