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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機人員說明 �����KKTRAVEL.COM.TW����� 

下文不適用個人機票及航空公司自組產品如長榮假期、

華航精緻遊等產品 

＊閣下使用團體(計劃旅遊)機票時，必須在台灣機場出發

時跟送機人員領取登機證 

＊鑑於航空公司對團體機票設有統一辦理登機手續之規

定，閣下參加的自由行並不設領隊人員服務，為符合航

空公司規定，固外聘送機人員代替領隊一職，主要工作

是核對閣下身份跟登機證是否相同。 

Q:如何跟送機人員碰面? 

A:出發當天到達機場後請用電話聯絡 0933-015-101，

(阿豐)送機人員會告知地點。桃園一航廈多在 10B 華航

團體，二航廈多在 7B 長榮團體櫃檯，只供參考以送機人

員最後通知為準。 

Q:碰面後我如何領取「登機證」? 

A:請將護照交予送機人員以換取「登機證」 

  之後，送機人員會告知到何處辦理「行李寄艙」，完成

後請自行過關登機出發。 

*回程請自行辦理登機手續，無需再找送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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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機場平面圖�����������������������������������

 



 

3 

 

���������������������������������證件遺失及急難救助������������������������������������ 

一、 遺失台灣護照   

中華民國外交部駐韓國台北代表部地址：首爾市鐘路區世宗路 211 光化門大樓六樓 (鐘路十字路口)  

總機：(02)399-2769 / 399-2780  傳真：399-2779 

二、 急難救助專線電話  

(822) 3992767~68 行動電話：(82)11-90802761 韓國境內直撥：011-90802761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

般護照、簽證等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三、 旅遊諮詢熱線 1330   

不分地區、時段，只要您在旅途中，遇到景點、住宿、購物等任何方面的問題，都可以撥打旅遊諮詢熱線 1330，

手機請撥(02)1330。1330提供 24 小時的英、日、中文服務，1330除為您解決所有旅程中的疑難雜症外，更與火

警救災救護專線 119連線，提供及時的幫助。 

四、 首爾當地常用電話號碼 

火警 119 緊急醫療 1339 

旅遊諮詢熱線 1330 遊客申訴 02-735-0101 

查號台 114 長途查號台 區域號碼+114 

各國國碼查詢 00794 受話人付款國際電話 00799 

報警 112 提供外語通譯服務，提供包括英、日、中、俄、法、西及德語通譯服務。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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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時間：08 :00~23 :00(一~五) / 9 :00~18 :00(六日) 

國際急救專線 02-790-7561 24 小時服務專線，與韓國內各大醫院連線，提供緊急救護服務。免費撥打。 

五、 韓國觀光公社·首爾旅遊諮詢服務中心 

精通中英日語的工作人員親切提供所有有關韓國旅遊的各種資訊，向遊客介紹最佳旅遊路線、住宿設施以及最豐富的慶

典活動資訊。 這裡還可以索取旅遊手冊、地圖等資料。可代辦訂購國內機票、火車票、旅遊申請等。 

 

諮詢中心 位置 電話號碼 服務時間 語言 

仁川機場諮詢中心 仁川中區雲西洞 2172-1 仁川機場內 032-743-2600 07:00-22:00 中英日 

韓國觀光公社 TIC 首爾中區清溪川路 40 韓國觀光公社地下 1 樓 02-1330 09:00-20:00 中英日 

市政廳旅遊諮詢中心 首爾中區太平路 1街 25號新聞輿論中心 3 樓 02-735-8688 09:00-18:00 中英日 

東大門旅遊諮詢中心 首爾中區乙支路 6街 17-2號 02-2236-9135/6 09:00-22:00 中英日 

明洞旅遊諮詢中心 首爾中區明洞 1街 53-1號 02-774-3238 09:00-21:00 中英日 

梨泰院旅遊諮詢中心 首爾龍山區梨泰院洞梨泰院站地下 1 樓 02-3785-2514 09:00-22:00 中英日 

南大門旅遊諮詢中心 中區南倉洞 49南大門市場內 02-752-1913 09:00-18:00 中英日 

仁寺洞旅遊諮詢中心 鐘路區寬勳洞 155-20 安國站 6號出口 02-734-0222 10:00-22:00 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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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注意事項������������������������������������� 

01. 出門前再次確認是否攜帶好自已的護照？檢查是否有損毀塗污、其效期需半年以上!曾改過名字的旅客必須重辦護照 

02. 您或同行者有被禁止出國要求嗎？已通知親友接或送機時間嗎？同行役男必須自行辦理役男出境許可章，(詳情請電

戶政事務所查詢)，否則無法出國，已繳旅費全泡湯！ 

03. 請攜帶自遊網社專員名片以備緊急聯絡之用，在首爾撥到台北自遊網社辦公室電話號碼+886-2-25593535(注意:區

碼及手機的第一個零不用撥) 

04. 請向您的信用卡公司確認您的刷卡額度並通知您會到韓國刷卡; 國外刷卡確認方式？您的信用卡掛失電話號碼？ 

05. 某些品牌的 3G手機可在韓國漫遊。請跟您的行動電話公司查詢是否提供韓國漫遊服務。亦可到便利店購買國際電話

卡、T-MONEY 卡於公共電話直撥回台。或者可於韓國機場租借電話門號。 

06. 您的行動電話公司是否自動提供漫遊服務？在韓國接收台灣打來的電話，接電話會收取漫遊費，建議使用簡訊回覆，

會比較伐算。 

07. 台幣在韓國兌換不便，請預先在台灣兌換，也可於出發時在台灣桃園機場兌換(需手續費)；亦可於韓國機場銀行兌換

(仁川國際機場 1 樓，東側會面處旁邊、西側會面處旁邊)，匯率會比台灣好一些，不需手續費。韓幣兌換量建議每天

每人約 25,000 韓圜，享受型旅客可加碼至 45,000 韓圜，沒持信用卡者不適用此建議金額。 

08. 自遊網社團體票機酒產品已提供國泰世紀產物 200萬旅行業責任險及 3萬意外醫療保險，可自費跟自遊網社另購符

合個人需要之額外保險。(有需要額外保險時請另洽敝社服務人員) 

09. 請預先通知接機親友您的返台航班時間，自遊網社不會透露顧客私隱予第三者；如閣下需要加強私隱保密請先告知。 

10. 您是否需要安排航機上特別餐食，如嬰兒或兒童餐、素食餐等？特別餐食及嬰兒搖籃必須提早預訂逾時不補，父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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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團體機票時同行嬰兒搖籃要求會有限制及不能保證三人一定可以連座，詳情請電敝社查詢。 

11. 機場為行動不便者提供的專人推輪椅協助過關及上下飛機免費服務，必須提早預訂逾時不補。 

����������������������������������旅遊不便險注意事項����������������������������������� 

一、 「旅遊不便險」通常包括班機延誤險、行李遺失及延誤險，甚至劫機險，只要行李延誤、行李遺失、額外住宿及額

外旅行費用、旅行文件遺失、劫機事故、行程延遲、行程短縮或取消等都可申請理賠。但保險範圍、內容與理賠金

額因各家保險公司而有所差異。 

二、 所需的申請文件一般為：保險理賠申請書、用以證明支付 8 成以上（或全額）團費、公共運輸工具票款的刷卡紀錄；

航空公司出具的班機延誤、登機被拒、轉機失接、行李延誤、行李遺失等證明文件並詳述發生原因；機票（登機證）、

行李票等影本；支付各項物品、住宿、交通等索賠費用之憑證正本(實報實銷)；警方證明文件等相關證明文件，會

依照不同事件而需要不同的證明文件。 

三、 支付旅遊產品前，可向信用卡公司確認您的信用卡是否刷團費有附贈旅遊保險，部份信用卡公司只要持卡人以有效

之信用卡支付 5 成~10 成的團費或旅行大眾運輸票款(依信用卡公司規定而有所不同)。 

四、 一旦不幸遇到班機延誤、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時，通常須在事故發生起 30 天內提出申請，若有特殊原因無法於規

定期間提出，可試著事先向該信用卡所屬保險公司申請延長。 

五、 行程延誤險，指的是該班機延誤、取消或因機位過滿無法登機、前班班機延誤造成轉機失接等延遲 4 小時以上之情

形。班機延誤險就負責持卡人在航空公司安排最快改搭班機出發前所產生之合理必要的食、宿、電話費、往來住宿

地點的交通費及緊急物品等費用。不過，班機延誤 4 小時，是指 4 小時內並無其他可代替的空中交通工具前往目的

地，而且不包括自本國出發且在報到（check in）前已確定延誤或取消者。 

六、 當確定行李延誤發生地點不在原出發地或居住地，並且在搭乘班機抵達目的地 6小時後仍未領得隨行行李，就可認

定為行李延誤，而一般信用卡中的保障，對於行李延誤期間超過 24 小時就被視為行李遺失，賠償上限就多了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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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外，申請行李延誤理賠，對於因領取行李，而自住宿地點往返機場間的交通費，也可以申請理賠。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相關規定以您的信用卡公司及保險公司所公告為主。 

�������������������������������在國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相關������������������������������ 

一、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如到國外、大陸地區旅遊、處理事物，臨時發生不可預期的傷病或生育情形，必須在當地醫

療院所得依「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規定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二、 核退需檢附的項目：(1)收據正本(2)費用明細(3)診斷書(4)當次出入境證明文件影本(5)醫療費用核退申請書(核退申

請書可至健保局官網下載)，核退標準則依全民健保給付規定核實支付，惟訂有上限。 

三、 申請期限：上述緊急傷病或分娩的醫療費用，一定要在急診、門診治療當天或出院當天起算六個月內，經由投保單

位向健保局轄區分區業務組辦理核退手續。 

四、 其他特殊情況：保險對象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情形之外，如果有以下特殊情況，得依「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情況自墊醫

療費用核退作業要點」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相關規定可至健保局官網查詢 http://www.nhi.gov.tw/ 或電洽以下健保業務組。 

 

台北區業務 北區業務組 中區業務組 南區業務組 高屏業務組 東區業務組 

(02)2523-2388 (03)433-9111 (04)2258-3988 (06)224-5678 (07)323-3123 (03)833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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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責任保險相關���������������������������������� 

凡參加自遊網社行程之旅客，皆獲「旅行業責任保險」及「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之投保。其是為了保障消費者在參加旅行社安排的國外旅遊活動期

間之生命財產安全及旅遊消費權益，由政府要求旅行業強制投保的保險。 

以下為各項理賠手續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清單(需正本實體)： 

� 意外死亡或殘廢案件理賠(理賠上限 200 萬)：(1)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正本、除戶戶籍謄本(全戶)(2)受領家屬戶籍謄本、印鑑證明 (3)意外

證明文件(如：交通事故→當地交通警察開立的證明文件) (4)駐外機關證明文件(5)和解書 

� 國外意外受傷醫療理賠(上限 3 萬)：(1)當地醫院診斷證明書 (2)當地醫院醫療單據(收據) (3)意外證明文件(4)行程表 

� 旅行文件重置成本(限當次旅行所需要用的護照、簽證、最高理賠 2 千元實支實付)：(1)當地警察報案證明正本 (2)重新申辦旅行文件影印本 (3)收

據正本(護照及其他旅行文件重置費用) 

� 善後處理費用(團員家屬：金額上限 10 萬；被保險人：每一事故 10 萬)：(1)當地合格醫院診斷書(書面證明需留院治療達七日或以上) (2)被保險人

家屬前往處理之費用單據正本(食宿、交通、簽證、傷者運送) 

� 出發行程延遲賠償(由台灣出發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的天候因素等，延遲 12 小時或以上，每滿 12 小時理賠 5 百元實支實付，最多 3 日 3 千元)：

(1)航空公司、船公司搭乘、延後、停班證明。(2)收據正本 (3)行程表 

� 額外住宿與旅行費用(須符合下列四項因素：因護照或旅行文件遺失、檢疫規定、天災或不可抗力的天候因素、重大交通意外。每人每天最高 2 千

元，最多 10 天共 2 萬元實支實付。)：(1)警方報案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檢疫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3)航空公司、船公司搭乘、延後、停班

證明 (4)食宿、交通費收據正本(不包含其他旅行同業所開出之單據) (5)行程表 

� 行李遺失賠償(班機抵達起算 48 小時以後未拿到行李即以遺失論，最高 7 千元實支實付。)：(1)航空公司開立的遺失(未領到行李)證明單正本 (2) 收

據正本(限日常生活用品的單據) (4)行程表 

� 如有延遲抵達台灣或旅客在入境時因檢疫被要求隔離，請立即聯絡敝社專員或所屬之保險公司做延長加保動作。 

※所有理賠皆由保險公司審核，自遊網社恕無法回覆任何賠償金額及理賠細目等相關問題。如有任何問題自遊社僅能  

  代旅客向保險業務員詢問(02)2521-0818。旅客亦可直接向保險公司之服務人員洽詢。 

※如需自遊網社代購旅遊平安險的旅客請洽服務專員。 

各相關證明文件皆需附上正本實體，如繳交蓋有「與正本相符」章之文件視同副本，保險公司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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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物品注意事項���������������������������������� 

01. 常用藥品、日用物品及照片（備用）請自行帶齊；走路機會很多，應穿輕便合腳的鞋子，避免穿新鞋。 

02. 行李應簡單輕便。託運行李，單件重量不得超過 20 公斤；手提行李超過 7 公斤，即列為託運行李。 

03. 為了飛航安全，託運行李及隨身行李請勿放置打火機，若攜帶打火機，行李檢查時可能被要求丟棄。 

04. 韓國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相當明顯。了解韓國各季節的著裝，可讓您的韓國之旅更加順心如意。 

� 春天：韓國的春天(3-5月)氣候舒爽怡人，但需注意日夜的溫差變化。白天您可能只需要一件薄長袖，但清晨

或晚上，您一定要再加件薄外套。3月仍保有一點冬天的寒意，因此，白天最好也要加件外套或薄毛衣。4-5

月您可能要攜帶防曬乳，帽子和太陽眼鏡。  

� 夏天：6月份，已經可以穿著薄長褲及短袖上衣了。7-8月份，平均氣溫在 35-40度，提醒遊客防曬工作絕

對不能少。 

� 秋天：秋天的氣候變化最大，早晚溫差大，每日氣候也很多變。一般來說，9月份可以延續夏天的短袖、短褲

穿著，但比較怕冷的遊客，可能得準備薄長袖。10月份長袖、長褲是必備之物，又因早晚較涼，氣候變化大，

薄的風衣外套更不可少。進入 11月份，就需要穿毛衣及厚外套了。韓國秋天的陽光有時很強，因此愛美的遊

客，防曬工作仍不可掉以輕心。 

� 冬天：要來韓國滑雪旅遊的遊客，羽絨衣、長大衣、厚毛衣、圍巾、手套及毛線帽等，缺一不可。想要有趟愉

快充實的行程，事前的保暖禦寒工作少不得。韓國冬天，東大門等地方，可買到保暖毛耳罩，推薦給常凍到耳

朵痛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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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當天注意事項�������������������������������������� 

1. 不要睡過頭，請多用幾個鬧鐘作保險吧！錯過預訂航班時間未必能改搭當天其它班機，選用優惠團體機票及特價機

票者後果更嚴重，您必須自費好幾仟塊甚至上萬元另購單程機票方可繼續行程，否則無法出國，旅費全泡湯！ 

2. 國際慣例規定搭機旅客必須在班機起飛時間前最少 2小時到達機場報到，特別是使用團體機票旅客更需注意準時，

遇航空公司超賣(OVER BOOKING)時遲到旅客會被拒登機。 

3. 搭乘清晨六時多或更早出發的加班機旅客可於班機起飛時間前約 1.5小時到達機場報到。 

4. 飛狗巴士台北(行天宮)至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首班車開早上 4:30 車程約 40分鐘全年無休，巴士公司查詢電話： 

甲、 飛狗巴士 0800-051-519 國光客運 03-383-4004 長榮巴士 03-357-0498  

乙、 大有巴士 0800-088-626 統聯客運 0800-241-560 桃園客運 03-375-3711 

5.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內有銀行提供人民幣及各國外幣兌換服務，全年無休每天早上 05:30開始營業，手續費NT$100。 

6. 桃園機場內有餐廳、提款機、郵局、書店、新東陽及便利店等設施。  

��������������������������������辦理登機手續注意事項����������������������������������� 

1. 旅客應於航班起飛前 2-3小時，向所搭乘之航空公司報到櫃檯辦理完成報到手續；最遲也應於起飛前 40分鐘完成。 

2. 持個人機票旅客可直接至航空公司櫃檯辦理登機手續，如有座位需求請事先向地勤人員提出。 

3. 持團體機票旅客需撥打送機人員電話，向送機人員出示護照領取登機証，再自行辦理行李託運。團體機位多統一預先

編妥機上座位，去程時乘客不能自由選位，回程時部份航空公司可讓乘客自選座位，但先決條件是機上仍有空位子可

供更換。預先編妥機上座位安排是以乘客姓氏英文字首排序，您跟同伴可能會分座，遇此情況請盡早登機自行調位子，

但不要佔別人窗口位，為免尷尬請找空服員協助，詳情請向自遊網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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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勿謊稱、開玩笑、口頭等，以任何形式向地勤人員說出疑似炸彈、刀械或其他有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違反者，地

地勤人員可以依違反飛安報警處理。 

5. 辦理登機手續時只要出示您的護照及台胞証便可，除非敝社有特別說明之外，絕大部份情況下機票已電子化即是無機

票，只要証件上英文名跟航班上電腦名單一樣便可領取登機証，只要持登機証即可上機。機票款需報帳者保留登機證

及請主動跟地勤人員即時索取機票票根(部份航空公司已不提供此服務)。團體機票之票根請送機人員協助領取。 

6. 若有行李欲託運，請在行李上綁上行李條。（行李的收據要保存好如果遺失了才能向航空公司索賠） 確定行李已通過

X光機之檢查後，方可離開櫃檯。隨身行李超過 7 公斤 KG部份必須寄艙不能手提上機，全部行李重量上限每人 20

公斤，乘客有超重行李時需繳付超重費予航空公司；在兩人以上情況下每件寄艙行李重量上限為 32 公斤，過重之單

一行李必須分拆成兩件。 

7. 手提上機行李每人只限一件尺寸上限為 56X36X23 公分，乘客亦不可攜帶任何可用作武器的物品(例如剪刀、各類利

刀、尖銳物品、高爾夫球桿及棒球棒等攻擊性物件，以及其他利器等)登機攝影（相）機腳架（管徑一公分以上、可伸

縮且其收合後高度超過二十五公分以上者）。如有此等物品，乘客必須預先將之放進寄艙行李內寄艙。 其他經人為操

作可能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皆不可攜帶。手提及寄艙行李不可置放易燃/壓縮氣體類物品如打火機(請用火柴代替)

及噴髮膠。※經海關判定，其他經人為操作可能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亦有權力沒收。 

8. 2007年 03月 01日起全球機場實施隨身攜帶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進行管制，請提前 2小時報到。膠狀產品除大

家熟知的髮膠、凝膠等，包含一般小朋友愛吃的「布丁」、「果涷」等等都是膠狀產品。通關時被查驗出來，需要丟棄

或直接在現場食用。 

9. 備用鋰電池需隨身帶上機(每人限 2 個)，並放入塑膠保護袋中隔絕。功率超過 100瓦特小時之鋰電池則需得經航空公

司同意才得攜帶上機。 

10. 為免登機隨身行李失竊，建議您將行李置放在您座位的斜前方或您視線所及之置物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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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切勿代人攜帶任何不明包裹或行李出入國境，以免遭人利用運毒惹禍上身，後果嚴重！ 

12. 航空公司有權在航班起飛前一小時停止辦理登機手續，儘管飛機還未起飛遲到乘客會被拒登機，航班超賣或旺季時

此情況較常見；當您已遲到又碰上登機櫃檯前大排長龍時，勿守規矩地排在龍尾，應即時向任何地勤人員尋求協助，

時間緊迫時您可獲即時服務。 

13. 登機旅客必須親臨登機櫃檯辦理手續，地勤人員對別人代持證件辦登機手續會予以拒絕。 

14. 現在機場稅已內含在機票內，無需另付，在您辦妥登機手續後即可到離境大廳辦理證照檢查蓋印，入出境管理官員

會查驗您的台灣護照，只要出示台灣護照及登機證即可，記得先將護照外封套脫下方便過機檢查，您無需填寫出境

表格。 

15. 不幸遲到又碰上離境大廳內證照檢查輪候人龍時，切勿守規矩地排在龍尾，應該即時向排在龍首的旅客有禮貌的提

出插隊要求，多試幾次總有人會讓位給您；雖然離境大廳有航警在入口守衛但他們不會幫您插隊的，為免遭其白眼

遇緊急時要靠自己向龍頭旅客拜託讓位，延誤登機後果嚴重您可能需自費重新購票。 

16. 經過証照檢查後下一關是人體金屬檢查門及隨身物品 X光安全檢查，口袋內打火機(限一個，請勿攜帶貴重打火機)、

香菸、銅板、電話、相機等金屬物品要掏出跟行李過 X光機，旅客要步行通過金屬檢查門受檢，此時被搜出的指甲

剪等物品會被沒收。 

17. 過關後請儘快到正確登機室等候上飛機，國際慣例有規定旅客應在班機起飛前 30~40分到達候機室(登機閘口)，儘

管飛機還未起飛，遲到旅客仍會被拒絕登機，您原來的機票可能作廢需要自費另購機票。 

18. 對入出境申報手續及所攜物品行李如有疑問可至海關服務櫃檯查詢。一航廈 03-3982308、二航廈 03-3983222。 

19. 攜帶超量黃金、外幣、人民幣及新台幣之出境旅客，應至出境海關服務檯辦理登記，我國海關對出境財物的限制有： 

� 外幣：超過等值美金$10000元現金者，應報明海關登記，未經申報，依法沒收。 

� 人民幣：出境之限額各為 RMB$20000元，超額攜帶者依規定均應向海關申報，如申報不實，超過部分由海關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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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幣：NT$60000元為限。如所帶之金額超過上述限額時，應在出入境前先向中央銀行申請核准，持憑查驗放行。 

� 旅客攜帶黃金出入境不予限制，但不論數量多寡，均必須向海關申報，如所攜黃金總值超過美金 20,000元者，應

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出入許可證，並辦理報關驗放手續。 

�����������������������������������航機上注意事項�������������������������������������� 

01. 台北至首爾航程約 2小時 40分鐘。去程如果是台灣時間 09：00起飛，抵達首爾應為韓國時間 12：40；回程如果

是韓國時間 09：00 點起飛，抵達台灣應為台灣時間 10：40。自遊網社提供之電子機票上所顯示的航班抵達、起飛

時間皆為起飛或抵達之當地時間。航程雖短，但機上仍會供應飲餐，因應不同航空公司及航班時間會提供早午晚或點

心型態食物，您可自帶食物飲料在機上享用。 

02. 起飛前機艙內會很悶熱，起飛後艙內冷氣才會全面開啟，此時，怕冷的乘客會感到不適，您可跟空服員要毛毯保暖，

除了毛毯外機上還會有耳塞及女性衛生用品免費提供。 

03. 在機上要找空服員不用大喊，您的座位上有召喚按鈕，按下後您頭上小燈會亮起，空服員見燈亮後會很快過來。 

04. 台灣人入境韓國需填寫入境表格(只填入境出境不用)，可向空服員索取入境卡及海關申報表填寫，或於入境處領取。 

05. 航機上令人討厭的行為，呼喝空服員、父母放任嬰兒哭鬧、高聲談話說笑、堵在走道上整理行李擋住別人通過、脫鞋

揉腳趾頭、突然將椅背用力往後仰、敲打前座椅背、航機滑行時打開手機講電話/起身整理行李或上廁所、將手肘完

全佔用跟鄰座共用的椅把、不會開啟自己的閱讀燈而佔用鄰座的燈光；搭機時請保持安靜安定狀態，您的舉手投足均

會影響四周乘客，機上座椅是左右座相連一起。 

06. 起飛後待安全帶燈號熄滅您可自由換位子坐，但必須是同艙等內沒人的空位子及遵從空服員指示就座。 

07. 您必須在起飛及降落前後停用所有電子用品、將椅背垂豎直、收起小桌板、腳踏及打開窗戶遮陽板，打開遮陽板可讓

眼睛適應外間光線，遇緊急意外時視覺上可即時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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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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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韓國��������������������������������������� 

一、首爾仁川機場 

1. 請注意韓國地鐵站、火車站、機場內原則上禁止拍照或攝影；軍事建築及軍警人員也是被禁止拍攝的。 

2. 仁川機場佔地廣闊，大韓及韓亞航空停機閘口離出口近；但若是其他航空公司飛機，通常在遠端停機閘口下機，旅

客需搭乘免費捷運列車前往入境大廳，不用擔心迷路跟著其他乘客走準沒錯。 

二、入境步驟 

1. 持臺灣護照者可免簽證在韓國停留 30 天。 

2. 在機內事先填寫空服員發放的申報表，以便在辦理入境手續時更加方便快捷。 

3. 下機後，沿途都有指標指示您前往辦理入境手續及提領行李之方向。 

4. 一般來說，如果是搭大韓航空或韓亞航空的班機，絕大部分是從上圖中的 A、B 出口走出到大廳。 

甲、 如果是搭乘外國的航空公司（包括華航、長榮、國泰、泰航......）則大部分是從 E、F 出口出來。 

乙、 入境時需繳交的資料： 

� 入國申請書：外國人皆需填寫，表格內的各欄位皆需以英文填寫，未成年孩童也需個別填寫 

� 物品申報單：家族可集體申報，若持有高價物品者請務必填寫。 

物品申報單於通過海關後，出海關門之前繳交。 

� 檢疫報告：來自霍亂、黃熱病、鼠疫等感染區域的乘客及空服人員 

5. 韓國於 2012年 1月 1日起，對凡年滿 17歲（含）以上之外國旅客，在所有入境之機場及港口全面實施生物特徵

採擷作業。該項作業流程如下： 

（1） 旅客需先將入境卡及護照交由海關人員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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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關人員比對持照人身分無誤後，旅客即於查驗台上之採擷機器留存雙手食指及臉部照片資料。 

（3） 確認留存資料無誤後，於護照上蓋印入境章戳，旅客方可通行入境。 

6. 06.依指示牌確認行李轉盤輸送帶編號，領取行李。寄艙行李有損壞時可要求航空公司修理或賠償。提取行李後前

往通關檢驗，報關是以書面申報爲原則，但遊客所携帶的隨身行李，口頭申報即可。通過韓國仁川國際機場的遊客，

可自由選擇一般遊客稅或免課稅的海關櫃檯。若遊客所帶的物品價值不超 600美元，所持外幣不超 10，000美元

者，皆可由免課稅的簡便櫃檯辦理手續。詳情請參考韓國海關網站 HTTP://CHINESE.CUSTOMS.GO.KR/ 。 

A.下列物品免稅： 

� 隨身携帶的自用衣服、首飾、化妝品及日用品 

� 香烟 200支 

� 酒類 1瓶（1,000毫升） 

� 香水 2盎司 

� 相當於 400美元以下的禮品 

B.需申報物品如下： 

� 攜帶植物入境時，需要出示出口國發行的植物檢疫證，並且到植物檢疫所接受檢疫。 

� 水果，蔬菜，核桃，花卉和帶有泥土的植物禁止進口，如果攜帶植物類不申報者，將給予罰款 

� 如帶有 10000美元以上的現金，須向海關人員申報。 

7. 出關後抵達入境大廳，可依指標選擇前往市區交通方式如、機場捷運、機場快線、機場巴士、利木津巴士…等。 

8. 可先在機場購買 T-MONEY 卡，方便到市區後乘坐各種交通工具詳細資訊請參考首爾交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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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到市區��������������������������������������� 

一、 機場地鐵 

 

機場地鐵 

 仁川機場→首爾 首爾→仁川機場 所需時間 ※注意事項 

 

直達車 

(中間不停) 

05:30 

! 

21:30 

營業時間內每小時

的整點及 30分發車 

06:00 

! 

22:00 

營業時間內每小時的

整點及 30分發車 
43分鐘 

大人: 13800 韓圜 

小孩: (4~12歲)打 5折 

 

 

通勤 

區間車 

05:20 

! 

23:45 

首班車為 05:20 

每 5-11分鐘一班 

05:30 

! 

23:38 

首班車為 05:30，每

15分鐘一班，尖峰時

刻每 5-8分鐘一班 

53分鐘 

大人: 3700 韓圜 

小孩: (4~12歲)打 5折 

青少年:打 8折(限使用

其規定之交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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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場巴士 

01. 仁川機場與首爾市區有許多機場巴士路線，可依據您所住的酒店選擇某路線購買車票。車程約 1-2小時，依據您所

入住酒店的位置及路況而異。機場巴士雖有塞車的疑慮，但是路線多元，幾乎一趟就能抵達目的地，省下換車的不便，

目前仍是最多人利用的交通方式。 

02. 仁川機場巴士往首爾，有兩大常搭乘的巴士公司，以編號為路線區別的的一般機場巴士；另一種是 KAL經營的高級

豪華機場巴士，座椅較一般寬敞，以行駛方向為路線區分，主要行駛五星級國際大酒店為主。兩個系統路線少數有鄰

近或重疊，但幾處市中心地點，有多台車同時行經之可能，這時可以自由選擇要搭乘高級或者一般巴士。 

03. 仁川機場有 14個出口門，門上都有清楚的編號，找到所屬編號出去，左右兩邊，面對馬路，左手邊是 A，右手邊是

B，出了大門，還會有標示。入境大廳內的售票處在 2、3/ 4、5/ 8、9/ 12、13號門之間，機場外售票亭在 7、8號

門外有一處大的，其餘在各出口附近可看到小售票亭。 

04. 票價： 

A. 高級豪華巴士：仁川機場至金浦機場 6500 韓圜；首爾各地皆為 14000 韓圜 

B. 一般巴士：仁川機場至金浦機場 5000 韓圜；首爾各地 8000~11000 韓圜。 

05. 若使用現金購買，搭配折價券單程一人優惠 1000 韓圜。上車時先將 1000 韓圜折價券交給司機再繳交車資即可。 

06. 若去程時沒有買來回票，回程亦可與巴士司機購買，折價券使用方法與去程時相同！巴士上現金購票可找零，但僅提

供 500 韓圜以下硬幣，故建議不要使用 5萬大額之鈔票。除付現外亦可使用 T-MONEY。 

07. 購票及搭車流程： 

A.【去程】 

� 至售票處購票，購票時請告知售票人員預訂搭乘的路線，或者告知您預定下車的站名，一般情況下建議出示

要下車的站名，站名可參見下表。(如使用折價券請直接到您要搭乘的巴士站牌，上車時跟巴士司機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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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人員會以英文告知您的巴士號碼及搭乘的車站號碼。 

� 到巴士車站，會有服務人員詢問您預訂下車的站名(若他聽不懂您的發音，請用指的給他看)。 

� 服務人員會貼站名標示在您的行李箱上，將您的行李送上巴士，並給您一張存根。務必保存好，下車時，司

機會下車開行李箱幫忙拿行李，一定要交回行李收執條，才能領行李。 

� 車上沒有指示牌指示到站名，只能注意中文、韓文、日文、英文廣播，或者自行注意下車站。 

� 若擔心不知在哪一站下車，建議列印或清楚抄下要下車的站名在紙片上。給司機的可以盡量用便利貼（這樣

司機可以貼在方向盤上提醒您下車），另外準備一張給一般附近乘客看，請他們提醒。 

B. 【回程】 

� 在您酒店最近的巴士站等待巴士，一小時約 2~3班車。 

� 司機會下車將您的行李送上巴士。 

� 請提供給司機您的回程票，或者當場現金購買，可找零。亦可使用 T-MONEY。 

� 看到機場或是大家都下車時一起下車就可以了哦! 

●各站站名 【可在該站下車的酒店名稱】＊折返站 

6001 

東大門 

동대문 패션타운 

車型高級巴士 

收費 14000 韓圜 

上車 6A.12B 

●往市區首班 05：40/往市區末班 22：25/往機場首班 05：25/往機場末班 19：5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 →金浦機場김포공항→LGU+

엘지유플러스→龍山站신용산역 

→三角地站삼각지→淑明女子大學站숙대입구역→首爾火車站서울역 

→南大門市場남대문시장: 【新東邦(新東方)뉴오리엔탈】【REX君主酒店렉스호텔】 

→明洞宜必思이비스명동：【宜必思酒店이비스호텔】 

→乙支路一街을지로 1가：【皇家酒店로얄호텔】【大都會서울메트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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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6001號

機場巴士需繞經金

浦機場，行車時間

比 6015號多約半

小時車費較貴 

→乙支路四街을지로 4가：【國都酒店베스트웨스턴 국도】【PJ豐田酒店호텔피제】 

【BIZ碧姿酒店비즈】→亞凱薩아카시아호텔:【亞凱薩酒店아카시아호텔】【華美達酒店아카

시아호텔】【西方高爺會館웨스턴코업레지먼스】【現代住宅호텔현대】【新天地뉴천지】 

→東門塔이스트게이트타워호텔:【東門塔酒店이스트게이트타워호텔】【乙支高爺會館을지로

코업레시먼스】→＊東橫 INN토요코인:【東橫 INN酒店토요코인호텔】【迎賓酒店영빈호텔】 

→忠武路站충무로역：【亞斯託里亞酒店어스토리어호텔】【韓套房한 스위트 호텔】 

→世宗酒店站세종호텔：【世宗酒店세종호텔】【太子酒店프린스호텔】【太平洋酒店퍼시픽

호텔】【SAVOY莎威酒店사보이호텔】【SKYPARK 스카이파크호텔】【細波民宿명동게스트

하우스】【新東邦(新東方)뉴오리엔탈】 

6002 

清涼里 

청량리 

車型一般巴士 

收費 10000 韓圜 

上車 5B.12A 

 

●往市區首班 05：30/往市區末班 23：30/往機場首班 04：30/往機場末班 21：0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合井站합정역→西橋酒店서교호텔【西橋酒店서교호텔】 

→新村站신촌역：【新村卡薩維拉酒店까사빌에신촌】【美好時光굿 타임 호텔】 

→梨花女子大學이대입구역→阿峴站아현전철역 

→忠正路站충정로역：【STAY 7 MAPO】→光化門광화문→鐘路一街충로 1 가(鐘閣站충각역) 

→鐘路二街충로 2 가：【YMCA酒店호텔 YMCA】 

→鐘路三街충로 3 가：【DOULOS道樂斯酒店둘로스호텔】【CENTRAL 中央酒店중앙호텔】 

【林家임게스트하우스】→鐘路四街충로 4가 

→東大門綜合市場동대문종합시장：【亞凱薩酒店아카시아호텔】【華美達酒店아카시아호텔

】【西方高爺會館웨스턴코업레지먼스】【現代住宅호텔현대】【新天地뉴천지】【東門塔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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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이스트게이트타워호텔】【乙支高爺會館을지로코업레시먼스】 

→興仁之門흥인지문：【東大門酒店동대문호텔】→東廟站동묘역→新設洞站신설동역→龍頭

洞十字路口용두동사거리→祭基洞站제기동역→清涼里站청령리역 

→首爾市立大學서울시립대→典農十字路口전농사거리→新踏신답역→東大門區廳동대무구청 

6005 

首爾市廳 

서울시천 

車型一般巴士 

收費 10000 韓圜 

上車 5B.12A 

●往市區首班 06：15/往市區末班 22：35/往機場首班 05：00/往機場末班 20：3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世界盃公園월드컵 7 단지→水色車站수색기차역→數位媒體城디

지털미디어시티→加佐站모래내시장가촤역→延禧路口연희삼거리→西大門區廳서대문구청 

→HILTON希爾頓酒店그랜드힐튼호텔→弘濟站흥제역→母岳齋무악재→獨立門站독립문 

→永川市場영천시장→西大門서대문역→光化門관화문 

→市廳시청【總統酒店프레지던트 호텔】【新國際酒店뉴국제호텔】【新首爾酒店뉴서울 

호텔】→FRASERPLACE HOTEL 프레이저플레이스호텔: 

【 FRASERPLACE HOTEL 프레이저플레이스호텔】 

6006 

上一洞 

상일동 

車型一般巴士 

收費 10000 韓圜 

上車 5A.11B 

●往市區首班 05：30/往市區末班 23：00/往機場首班 04：00/往機場末班 21：0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三成站삼성역(C.O.E.X코엑스):【三成卡薩維拉삼성역까사빌】【

宜必思酒店이비스호텔】→綜合運動場站종합운둥장→新川站신천역→蠶室잠실；樂天世界롯

데월드→JANGMI大廈장미아파트→PARKRIO 大廈파크리오아파트→奧林匹克公園酒店올림

픽파크텔→江東區廳站강동구청역→千戶站천호역→吉洞路十字路口길동사건리 

→吉洞 XI大廈길동자이아파트→上一洞상일동 

6008 

永登浦 

●往市區首班 05：35/往市區末班 23：00/往機場首班 04：50/往機場末班 21：0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金浦機場김포공항→松亭송정역→鉢山站발산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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영등포역 

車型一般巴士 

收費 9000 韓圜 

上車 6A.12B 

→內鉢山觀光商品내발산 관광삼품가→KBS 88 體育館 88 체육관 

→ 郷愁酒店노스탈자호텔 

→ 登村國中(綠世界酒店)등촌중학교(호텔그린월드)  

→江西保健所(登村站)강서보건소(등촌삼거리역)  

→河濱公園(鹽倉站)리버파크호텔(염창역) → 堂山站당산역→永登浦電話局영등포전화국→ 

永登浦市場站영등포시장역→永登浦新世界百貨영등포신세계백화점 

→永登浦站영등포역:【永登浦 R汽車旅館 R모텔】】→永登浦市場영등포시장 

6010 

清潭洞 

 청당동 

車型高級巴士 

收費 15000 韓圜 

上車 5A.11B 

●往市區首班 05：40/往市區末班 22：40/往機場首班 04：20/往機場末班 21：0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美星大廈미성아파트→狎鷗亭站(現代大樓)압구정역(현대아파트)

→GALLERIA百貨商場갤러리아백화점→鶴洞路口학동사거리→江南區廳站강남구청역→江南

區廳강남구청→清潭站첨당역 

→RIVIERA里維耶拉酒店리베라호텔【蒂芬尼酒店티파니호텔】 

→PRIMA酒店프리마호텔 

6011 

城北/月溪 

성북/월계 

車型一般巴士 

收費 10000 韓圜 

上車 5B.12A 

●往市區首班 05：40/往市區末班 22：40/往機場首班 04：20/往機場末班 20：5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麻浦區廳站(世界杯體育場入口)마포구청역(월드겁경기자입구) 

→(原)城山會館성산회관→延世大學연세대학교 

→梨花大學後門이화여대후문→景福宮站경북궁전철역 

→安國站안국동：【儒生酒店썬비호텔】【林家임게스트하우스】 

→昌德宮창덕궁：【林家임게스트하우스】→昌慶宮창경궁:【秘苑酒店비원호텔】 

→惠化站(成均館大學)혜화역(선균관입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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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城大學한성대입구→誠信女子大學성신여대입구 

→阿里郎嶺미아리고개→길음뉴타운吉嶺新城→月谷新城월곡 뉴타운 

→昌文女高창문여고→北首爾夢森林북서울 꿈의숲→樂天城堡 LUNA 大廈롯데캐슬루나아파트 

→仁德大學入口인먹대입구) →月溪洞治療大廈월계동대우아파트 

6015 

明洞 

명동 

車型一般巴士 

收費 10000 韓圜 

上車 5B.12A 

 

●往市區首班 05：35/往市區末班 22：50/往機場首班 04：50/往機場末班 20：3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麻浦首爾花園酒店베스트워스턴가든호텔 

→孔德站(樂天城市酒店)공덕역(롯데시티호텔) →阿峴洞社區服務中心아현동주민센타 

→麻浦警察局마포경찰서:【Stay7MAPO】→忠正路站총정로역→首爾站서울역 

→南大門市場남대문시장【REX君主酒店렉스호텔】【新東邦(新東方)뉴오리엔탈】 

→明洞宜必思이비스명동:【宜必思酒店이비스호텔】 

→乙支路一街(入口)站을지로 1 가：【皇家酒店러얄호텔】【大都會서울메트로】 

【碧姿酒店비지호렐】 

→乙支四街을지루 4가 : 【國都酒店베스웨스턴국도】【PJ豐田酒店호텔피제】 

→忠武路站충무로역：【亞斯託里亞酒店】【韓套房한 스위트 호텔】 

→＊明洞站명동역：【世宗酒店세종호텔】【太子酒店프린스호텔】 

【太平洋酒店포시픽호텔】【SAVOY莎威酒店사보이호텔】【SKYPARK 스카이파크호텔】 

【細波民宿명동게스트하우스】【新東邦(新東方)뉴오리엔탈】 

6701 

首爾市廳 

서울시청 

●往市區首班 04：45/往市區末班 22：36/往機場首班 05：00/往機場末班 19：15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韓國酒店커리아나 :【韓國酒店코리아나】→廣場酒店플라자호텔

→樂天酒店롯데호텔:【樂天酒店롯데호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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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高級巴士 

收費 15000 韓圜 

上車 4B.11A 

→威斯汀朝鮮酒店 : 【朝鮮酒店조선호텔】 

→韓國酒店커리아나 :【韓國酒店코리아나】 

→西小門 KAL 大廈서소문 KAL : 【西小門 KAL 大廈서소문 KAL】 

→麻浦首爾花園마포서울가든:【首爾花園酒店마포서울가든】 

6702 

南山 

남산 

車型高級巴士 

收費 15000 韓圜 

上車 4B.11A 

●往市區首班 04：41/往市區末班 22:29/往機場首班 05：00/往機場末班 19:05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麻浦站마포역:【西佳花園酒店베스트워스턴가든호텔】→樂天城

市롯데스티:【麻浦樂天城市酒店롯데스티호텔마포】→華美達(南大門)라마다:【南大門華美達

酒店라마다&스위트(남대문)】→首爾站서울역→千禧希爾頓밀레니엄힐튼:【希爾頓酒店힐튼

호텔】→君悅酒店그랜드하얏트:【君悅酒店하얏트호텔】→索菲特酒店그랜드맴배서더서울:【

索菲特酒店소피텔호텔】→新羅酒店신라:【신라허텔】→藥水站약수역 

6703 

江南/驛三 

강남/역삼 

車型高級巴士 

收費 15000 韓圜 

上車 4B.11A 

●往市區首班 04：49/往市區末班 22：27/往機場首班 05：00/往機場末班 18：30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皇宮酒店팔레스:【皇宮酒店팔레스호텔】 

→麗池卡登리츠칼트:【麗池卡登酒店리츠칼트】 

→諾富特노보델:【諾富特酒店노보델호텔】 

【王朝酒店다이내스트호텔】→ 萬麗酒店르네삼스:【萬麗酒店르네삼스 호텔】                

→江南酒店강남호텔:【江南酒店베스트웨스턴강남호텔】 

6704 

江南 COEX 

강남/COEX 

●往市區首班 04：58/往市區末班 22：31/往機場首班 05：00/往機場末班 18：05 

仁川國際機場인천곡제공항 

→皇宮酒店밈피얼팰리스:【皇宮酒店밈피얼팰리스:】 

→江南華美達강남라마다:【華美達酒店라마다호텔 강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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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型高級巴士 

收費 15000 韓圜 

上車 4B.11A 

→COEX洲際코엑스인터칸티넨탈:【COEX洲際酒店코엑스인터칸티넨탈】 

→豪華洲際그랜드인터칸티넨탈:【豪華洲際酒店그랜드인터칸티넨탈 호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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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川機場-首爾站交通方式評比 

●以仁川機場→明洞為例，以下三種交通方式優缺點列出請您參考。 

 

交通方式 花費 時間 優點 缺點 

機場地鐵 

*普通車 

使用 T-MONEY CARD: 

每人 3700 韓圜 

一般車票:每人 3800 韓圜 

55分鐘 費用較低廉 若需轉其他地鐵站，需多次換乘，

加上行李的重量。且部份地鐵站沒

有設手扶梯，會比較辛苦。 

機場地鐵 

*直達車 

每人 13800 韓圜 43分鐘 較快速、省時 費用較一般地鐵昂貴，去其他地方

也需要轉車。 

機場巴士 10000 韓圜(一般) 

15000 韓圜(高級) 

75分鐘 

 

路線多元，幾乎一趟就能抵

達目的地，省了換車的不便 

上、下班顛峰時，恐受塞車之苦，

時間較不準確。 

計程車 約 75,000 韓圜 

過路費 7,100 韓圜 

60分鐘

左右 

若是凌晨或半夜抵達，雖有

夜間巴士可以搭乘，但路線

較為不便。若有一行四人可

以考慮搭乘計程車。 

費用高昂 

上、下班顛峰時，恐受塞車之苦，

時間較不一定。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實際請以現場公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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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酒店注意事項������������������������������������ 

01. 韓國各家酒店職員部分會說流利的英、日文，少部份會說中文，建議具備基礎英文可進行簡單溝通。 

02. 出示您的護照給酒店前檯 RECEPTION/ FRONT DESK接待員為您辦理入住手續 CHECK IN，通常櫃檯人員需要您出

示住宿券，他們會輸入護照上英文名到電腦內找紀錄，他們的電腦內訂房資料全是英文，順帶一提，若您的親友會打

電話到房間跟您聯絡，請先告知他們您的姓名英文拼音方便查找。萬一酒店找不到您的訂房紀錄，請出示您的住宿券，

券上有自遊網社代辦處的聯絡電話號碼，請前檯職員撥電查證便可解决。 

03. 自遊網社已為您支付韓國的酒店房租費，目前少數酒店會跟您要信用卡進行押金做假扣押動作，此手續只是確定您有

付款能力，沒帶信用卡的旅客可用韓圜支付押金，金額 30000~50000 韓圜不等，視乎您住宿天數、房間量及酒店

等級，酒店會給您收據，請妥善保管，完成退房後前台出納會即時退款給您。萬一您在酒店簽帳消費後不退房結帳就

跑掉，或從客房中「帶」走不應拿的東西，店家會在您的信用卡內扣款。但返國後如酒店對您有不合理的信用卡扣款，

請儘快通知自遊網社。無法跟酒店臨時取消已訂好的房間及要求退費，若因特殊原因酒店願意退費(如該店停電)請務

必跟酒店索取附有蓋章及簽名的退費証明文件，該退費會經由敝社退給您。 

04. 大多數店家及酒店接受信用卡付費，但晶片金融卡及平面字體信用卡除外。另外，請於出國前向您的信用卡公司確認

您的信用卡或 VISA金融卡可以於韓國消費。 

05. 酒店一般有規定旅客於下午二至三時半之間方可入住房間，若當場有清潔好的房間，店家多會讓早到的顧客先進房間

休息；不幸遇上房間供不應求時，您可先辦好入住登記再免費寄存行李給行李員，晚一點回來再進房間。大部分的酒

店會將您的行李標記好並收存妥當，但仍有部分的酒店則對此服務較為馬虎。 

06. 各酒店房間有分不同等級，從最便宜的基本房型標準房至房價較高的豪華房或行政房等；還有房間位處樓層高低面向

也有不同房價，除報價表有註明或您在訂購時有特別要求外，自遊網社為您安排的房間均以標準房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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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雙人房間內的床型多分為兩張獨立單人床 TWIN BED及一張雙人床DOUBLE BED兩種，絕大多數酒店的一大床房

數量相對比兩小床房少，若然您要住一大床客房時，請事先告知自遊網社替您在訂房單上註明一大床需求，好讓酒店

在分配房間時注意您的需求，但是您的入住房號安排最後決定權在酒店方面，自遊網社沒法給您保證酒店能安排一大

床客房，或者，您要指定非吸煙房、高樓層、近電梯位置、相連房等要求，在非旺季時通常可如願以償，旺季時遇有

服務不週敬希原諒(當天沒法更換時可要求隔日再換房)。 

08. 自遊網社的訂房服務並不能提供指定入住幾樓或幾號的房間安排，酒店只會告知我們有沒有房間，他們通常會在您入

住當天早上才編排房號，越早辦入住手續的客人相對晚到者有較多選擇或更換房間機會。 

09. 如果您的住宿酒店有提供免費升等、延後退房時間、免費加床、增送餐飲等促銷優惠時，請務必在辦理入住手續時跟

前台再次確認，回國後再追討會很困難。 

10. 進入房間後請查看逃生出口指示圖及檢查各項設施是否正常，如供排水系統、電視機畫質、冷氣溫度等，再來電冰箱

內飲料及毛巾數量是否正確(有缺請管家部 HOUSEKEEPING補齊)，還有注意會否有不明的噪音或異味，如有不滿您

有權跟前台要求更換房間，不要等回國後再投訴，為時而晚；請注意，不要以五星高級酒店標準對兩三星的評價酒店

作比較，畢竟一分錢一分貨，二三星酒店房間有異味、隔音差、服務人員不足是常有的現象，請不要苛求。 

11. 韓國酒店鮮少有提供保險箱設備在房內，建議您盡量避免將貴重物品留在房間內外出。 

12. 韓國酒店力倡環保，大部分酒店不提供牙膏牙刷沐浴乳等備品，建議您最好自帶日常慣用品，毛巾可以免帶。有些酒

店在房內雖然有放置牙膏牙刷刮鬍刀，但是，這可能需要付費的，使用前請先確認。 

13. 當地電壓是 220伏特(V)圓腳下凹插孔電源插坐，少數酒店浴室內設有電鬍刀專用 110 及 220伏特(V)雙電壓低耗電

電源插座，電壓請看清楚才使用，您可利用此座插入行動電話或數位攝相機的電池充電器，無需附加任何變壓器或轉

換插座<請注意安全>不要將充電器放在洗手盆傍或毛巾上進行充電，充電完成後請即時拔除電源，沐浴或梳洗後室

內潮濕不可使用充電器，雙手有沾水時絕不可插入或移除電源插頭請小心，不可讓小孩單獨使用電器以策安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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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吹風機、捲髮器或手提電腦等高耗電電器，此舉可引致跳電。 

14. 現在的手機或電池充電器大多兼容雙電壓(旅充-旅行用充電器)，插入 110或 220伏特(V) 電源插座均可使用，要辨

別您的充電器是否兼容雙電壓，請查看充電器上規格標示 

(A)110VOLT (B) 110伏特 (C) 0~110V (D) 110V ONLY 有左列字樣代表只可使用 110伏特單一電壓 

(A)0~240V (B) 110~220V (C) 100~240V 有左列字樣代表只可使用 110 及 220伏特雙電壓兼容 

如有疑問請向電器生產商或販售店家查詢或參看該電器說明書，使用錯誤電壓會銷毀電器。 

15. 進入房間時您必須將房匙卡插入門邊插座方可啟動電源總開關，外出時抽出房匙卡會導致房內電源「可能」會切斷，

此時，正在充電中的電器可能會停止運作，但註明不斷電或有特別標誌的電源除外。 

16. 有些比較老舊或等級較低的酒店，外出關上房門後不會自動鎖上，需自行用房匙反鎖。請注意！ 

17. 酒店每天提供清潔房間服務，從早上八時便開始進入各客房，為避免被清潔人員嘈醒晚睡晚起的您，請記得在就寢前

將「請勿打擾」DND的燈號亮起或吊牌掛在房門外面，這樣您大可睡到自然醒，但記得在外出時改掛「清潔房間」

吊牌掛在房門外面，否則，待您晚上返回房間時，混亂的房間會完封不動，沒有吸塵倒垃圾，浴巾床單未換洗。 

18. 酒店清潔人員不會隨便丟掉您房內任何物品包括您認為是垃圾的東西，除非您很確實地將垃圾投入垃圾桶內；無任何

規定房客要支付每天床頭小費給清潔人員，小費本來就是有彈性可給可不給，記住您是顧客您是老闆！不要為小費所

困擾開心去旅遊吧！坊間所說不給床頭小費就不清潔是假的，不清潔之原因可能是您掛了「請勿打擾」吊牌。 

 

�����������������������������������返台前注意事項�������������������������������������� 

01. 返程前一天，請再次確認隔天您需要抵達機場的時間，以及欲搭乘何種交通工具。如搭乘計程車或機場巴士，請務必

提前出發避免塞車。若遇到大雨、下雪的天氣，或上下班大尖峰時間，需再多增加路上的緩衝時間，請提早出發。 

※以下為非尖峰時之行駛時間，不含等車、轉車、步行、塞車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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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站→仁川機場車程參考 

(1)機場巴士:車程約 90分鐘  

(2)地鐵一般列車:53分鐘 ; 直達車 43分鐘  

02. 您必須在班機起飛時間前兩小時到達機場 CHECK IN，起飛前一小時會關櫃，若沒有準時抵達您的機位可能會被取消。 

03. 請務必注意！泡菜因有醬汁在內，無法手提上機，需置於託運行李內。 

04. 請再次確認您所攜帶的行李符合韓國相關出境規定及台灣入境規定。 

A. 韓國出境需申報物品 

� 若攜帶等值一萬美元以上之貨幣或物品時，須申報，否則會被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課二倍

以上十倍以下罰款。 

� 韓國的古董為重要文物必須獲得文化財鑒定官室的批准才可出境。若欲知詳情，可撥電話至仁川海關查

詢：+82-32-452-3114 

B. 台灣禁止入境物品 

� 新鮮水果。罐裝水果及脫水水果不在此限。  

� 各種生鮮、冷藏、冷庫鹹漬或煮熟之水產品物，如查獲後一律銷燬。 

� 未經核可之動植物產品（含活動物、肉品包括便當、罐頭、肉乾、活植物） 

C. 台灣入境限額規定 

� 酒一公升、菸 200支、雪茄 25支。 

� 美金 10000元以上或其他等值外幣請確實申報，入境攜帶新台幣以 60000元為限。 

� 不超過美金一萬元之黃金。 

※ 如有超帶菸酒未向海關申報者，經查獲者除依法沒入外，另將函送司法機關，處以拘役或併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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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當天注意事項◆◆◆◆◆◆◆◆◆◆◆◆◆◆◆◆◆◆◆◆◆◆◆◆◆◆◆◆◆◆◆◆◆◆◆ 

01. 多數酒店之退房時間設定在中午 12 時(部分酒店退房時間是上午 11 時)，超過退房時間而您的行李仍存放在房間內

時，或者沒有親自將房匙交回酒店前台辦退房結算動作 CHECK OUT，您必須當場支付超時住房費用給酒店，若然在

原訂退房日下午六時您仍未退房須另支付一天房租予酒店，新增房租以無折扣之定價計算。 

02. 退房前您的行李物品必須完全清出房間，您可免費寄存行李在行李部然後睌一點回去領出，您可致電酒店的行李 BELL

或禮賓部 CONCIERGE派人到您的房間內搬取寄存行李，與此同時，就在您的房門口外便可辦妥寄存行李手續，您

無須從房內拖運沈重行李至大堂內退房及寄存行李，應好好享受酒店預設的服務，可無須付小費予行李員。 

03. 到達機場後請利用免費的行李推車搬運您的行李進入出發大廳，到達機場後請先查看 3層出發層的航班信息顯示屏，

確認搭乘航班的航空公司和報到櫃檯，然後到相應的報到櫃檯辦理登機手續，若您的寄艙行李超過每人 20 公斤免費

重量，您需當場支付超重行李運費。 

04. 提醒您，不要替人攜帶不明貨物以免惹禍上身！ 

05. 不可攜帶打火機上機，機場內吸菸室有提供打火機。請勿攜帶貴重打火機，在檢查隨身行李時會被沒收！ 

由台灣桃園機場開往台北市之機場客運末班車至午夜一時。 

06. 敝社不會透露顧客私隱予第三者，請主動通知貴親友到達台灣桃園機場接機之正確日期時間，如有不便敬希見諒。 

07. 您對行程中有任何意見、不滿等反映，或行程中有失物需協尋時，歡迎隨時來信或致電給自遊網社說明。 

08. 需要跟公司申請差旅費或旅遊補助者，回台後請儘快向自遊網社索取「代收轉付收據」作請款之用。 

09. 寄艙行李有損壞時可要求航空公司修理或賠償，請到行李帶旁櫃檯即時申報，逾時無法處理。 

10. 出境韓國攜帶物品相關規定請見<返台前注意事項> 

11. 入境台灣攜帶物品相關規定請見<返台前注意事項> 

12. 台灣防檢局對入境物品不符規定者會沒收物品及罰鍰 NT$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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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台灣◆◆◆◆◆◆◆◆◆◆◆◆◆◆◆◆◆◆◆◆◆◆◆◆◆◆◆◆◆◆◆◆◆◆◆◆◆◆ 

01. 証照查驗：旅客下機後辦理入境証照查驗，請出示下列証件：護照、旅客入境表、海關申報表 

服務電話：第一航廈 03-3982877，03-3982243 ，第二航廈 03-3983281轉 1825~6 

02. 領取行李：旅客辦妥入境証照查驗後，應至行李檢查大廳，等候領取行李。 

服務電話：第一航廈 03-3982326 ，第二航廈 03-3983369 

03. 入境台灣攜帶物品相關規定請見<返台前注意事項> 

04. 凡攜帶有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者，應至檢疫櫃檯辦理檢疫手續。如欲攜入各項農產品，請電話洽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服務電話：第一航廈：03-3982268、03-3982264，第二航廈：03-3983372 

05. 凡有關人員、航機及水產品檢疫請電話洽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分局服務電話： 

第一航廈：03-3982584、03-3982583，第二航廈：03-3983395 

06. 泡麵內含調味包有肉類萃取物、肉粉等，全都不能帶回來，只要被海關查到，就會被丟到垃圾桶。 

※韓國旅遊後，入境台灣所攜帶之動植物及其產品相關，常見問題集: 

泡菜 : 泡菜屬加工或調製完全之植物產品無須申報植物檢疫，但建議旅客購買真空包裝之產品，避免被視為未加工完全。 

人參 : 旅客日用藥品准予攜帶入境，每人限攜帶人參 0.6 公斤(需為加工乾燥後才可攜入) 

人參雞 : 高溫高壓下殺菌處理(要 121度以上的高溫烹煮，時間 65分鐘以上)、需為鋁泊包包裝方式、有適當湯汁、完

全密封、能長期保存、不能添加防腐劑(若以上條件其中一項不符合，就不行帶回台灣) 

※如無法確定是否應申報檢疫，請主動洽防檢局詢問相關檢疫條件，服務電話：02-2343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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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颱風侵襲台灣/大雪侵襲韓國注意事項◆◆◆◆◆◆◆◆◆◆◆◆◆◆◆◆◆◆◆◆◆◆◆◆◆◆ 

01. 旅客已訂好機票及酒店並完成開票及保證入住以後，不能以天氣不佳(如颱風、大雪、雨季)為由要求自遊網社退回部

份旅費，除非符合下列條件： 

� 韓國或台灣當地機場已宣佈關閉及停止所有航班起降(此情況極少出現) 

� 航空公司已提早告知您搭乘的航班全天取消(若只是延後並未取消出發時，您仍要到機場等候不可退款) 

� 旅客跟當地機場地勤經理爭取到航班取消及可退票正本証明文件                                               

02. 不管外面天氣有多惡劣，只要韓國或台灣當地機場還容許飛機升降，已購票旅客仍須準時到達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機

場內可能班次大亂，起飛或降落時間嚴重誤點，航空公司也沒法提供準確起飛時間，搭機旅客只能在候機室或登機櫃

檯大堂內耐心等候，留心廣播或顯示屏上航班最新狀況，只要惡劣天氣有稍為趨緩航機會隨時起飛。雖然您白白地等

候五六個小時才可出發並且損失旅遊時間，因為惡劣天氣是不可抗力因素，所以您沒法提出賠償要求。 

03. 桃園台灣桃園機場出境航班動態 24 小時查詢電話 03-3982143 航空站 24 小時聯絡電話 03-3982050 

04. 高雄小港機場國際線服務台 07-8057631 / 0800-090108  服務時間 06：00~22：00  

05. 在航空公司宣佈當天航班取消不飛後，您必須向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索取「航班取消証明」文件，請您將文件送回自遊

網社代您申請機票及酒店退費，但此退費中會有各承辦機構收取之手續費產生，您不可百分百退費，申請退費需時約

3-5 個月時間不等。並未在現場親自領取「航班取消証明」文件之旅客將不獲退費 

06. 您的機票及酒店已確定，我們沒法在颱風「可能」侵台灣或韓國大雪、暴雨的情況下為您改期，如果您堅持要取消行

程或改期，會產生很高的取消費用，週末或假期旺季時段出發購買團體機票者可能會零退款。 

07. 出發前遇颱風時自遊網社會跟您保持緊密聯絡，您可以留意電視新聞之颱風快報，電視畫面會以跑馬燈報導各受影響

航班之最新情況，如航班幾點後正常起降、延後至幾點起飛、確定全天航班取消或機場全面關閉停止航班起降。 

08. 各種天候狀況侵襲韓國導致韓國機場被逼關閉時，非當地居民者可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免費酒店住宿、接送交通及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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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多數航空公司會主動免費提供旅客妥善照顧，有些會等待旅客出現抗議情緒後才勉為其難的作食宿安排。需以

航空公司現場提供服務為準。 

09. 若遇到天候狀況不佳(颱風、大雨、大雪)，您滯留在韓國時，可致電自遊網社為您詢問是否可以合約價代訂酒店，住

宿費用可請台灣親友代為繳交或以傳真刷卡單等方式付清。 

下列是各往返台灣韓國航空公司在韓國當地之服務電話號碼 

航空公司 網址 仁川機場聯繫電話 辦理櫃檯 

CI中華航空 gb.china-airlines.com 82-32-743-1513~4  E 

BR 長榮航空 www.evaair.com 82-32-744-3512  H 

CX國泰航空 www.cathaypacific.com 82-32-744-6777  H 

KE 大韓航空 www.koreanair.com 82-32-742-7654  A.B.C.D 

OZ韓亞航空 cn.flyasiana.com/global/cn/ch/index 82-32-744-2132~3 K.L.M 

TG泰國航空 www.thaiairways.com.tw/about_thai/hotnews.aspx 82-32-744-3571  J 

AE 華信航空 gb.china-airlines.com 82-32-743-1513~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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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旅遊資訊概述◆◆◆◆◆◆◆◆◆◆◆◆◆◆◆◆◆◆◆◆◆◆◆◆◆◆◆◆◆◆◆◆◆◆◆ 

01. 【氣候】韓國的氣候有四季分明的特點，韓國北部屬溫帶大陸型氣候，寒暑溫差較大。韓國南部則呈現溫和的海洋型

氣候。觀賞四季變幻的景觀將是旅遊最大樂趣之一。春季從 3月持續到 5月，氣候溫暖，鮮花遍地；夏季從 6月持

續到 9月，炎熱潮濕，很多韓國人選擇度假；秋季從 9月持續到 11月，天氣溫和，是旅行的好季節。冬季從 12月

持續到 3月中旬十分寒冷。韓國東北部的暴風雪爲滑雪提供最佳條件。 

02. 【時差】比台灣快 1小時，例如台灣是早上 10 點，首爾為早上 11 點。 

03. 【面積】韓國(正確國名為「大韓民國」)總面積為 100,033平方公里(2010年統計)，約等於 3 個台灣。 

04. 【人口】總人口數約 49,779,000名(2010年統計)，首爾人口佔 1/5，非常擁擠。 

05. 【電壓】韓國電壓為 220V(伏特)，插頭形狀為圓型兩孔，和法國、德國、澳州及土耳其相同。若您沒有準備變壓器

或轉換插頭， 可向酒店櫃檯租借，自遊網社會致贈每房一個轉換插頭以供使用。 

06. 【貨幣】通用貨幣為韓圜，可在韓國兌換，台幣無法在韓國使用。 

07. 【語言】通用韓語，少數人可通中、英、日語。 

08. 【通訊】可使用長途電話卡、或在機場租借手機。亦可直接使用台灣 3G手機

漫遊(收費很高)。詳細撥打方式請見韓國通訊篇。. 

09. 【上網】部分酒店提供免費網路，但有些需要另外收費，需使用自行攜帶的電

腦；酒店商務中心也有網路可使用，但收費較高。 

10. 【交通】地鐵四通八達十分便利，人數較多時，亦可多加利用計程車。 

11. 【行李】隨身行李宜輕便，大部份日常用品均容易在當地買到。酒店多不提供牙刷牙膏刮鬍刀，建議旅客自行攜帶，

如女性衛生用品、藥品及化妝品宜自帶慣用品牌。 

12. 【錢幣】新舊鈔皆流通使用，有紙幣 50000W、10000W、5000W、1000W，硬幣 500W、100W、50W、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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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物品 費用 物品 費用 

礦泉水 500ML 約 600W 書籍(本) 約 8000~12000W 

STARBUCKS COFFEE 約 3300W 香菸(包) 約 2500W 

可樂(罐) 約 700 W 報紙(份) 約 500~700W 

麥當勞套餐 約 4600W OK繃(20 個) 約 1000W 

貝果麵包(個) 約 900W 電影票(張) 約 7000~8000W 

泡麵(包) 約 600~900W 計程車基本費 約 3000W 

拌飯(份) 約 5000~8000W 地鐵 1 區間 約 1000W 

13.【旅遊諮詢熱線】 

在韓國國內任何地區，只要撥 1330，就可以市內電話費得到中文、英文和日文 24 小時最新旅遊諮詢服務。用手機時

先撥地區號碼，再撥 1330即可。 

1330 WEB CALL 服務: 無論您於於世界任何地方，均可免費與韓國的服務員直接商談旅遊資訊的服務。 只要登入

TOUR2KOREA.COM網站，再進入服務熱線 1330 的版面，於指定圖像上輕輕一擊，便可與韓國的服務員直接聯繫，

諮詢有關韓國旅遊方面的資訊，這就是 1330WEB CALL 服務。 1330 旅遊詢問電話 WEB CALL提供英語、日語以及

漢語服務、24 小時免費且全年無休。  

注意事項：  

- 使用旅遊詢問電話 1330 WEB CALL 服務，需要安裝雙向聲霸卡的電腦、頭戴式 受話器、IE5.0 以上的網路環境。  

- 1330WEB CALL 服務的音質受使用者的網路及電腦環境影響較大、可能與一般電話的話音質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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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市內交通◆◆◆◆◆◆◆◆◆◆◆◆◆◆◆◆◆◆◆◆◆◆◆◆◆◆◆◆◆◆◆◆◆◆◆◆◆ 

一、地鐵 

01. 首爾地鐵總共有 9條線，以不同顏色代表做區別，許多旅遊名勝也設於車站附近，故地鐵是旅客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02. 站距類似台北捷運，間隔 3~5分鐘發車，每站之間步行約 10~15分鐘。 

03. 營運時間：05：30至午夜 12：00，但注意某些線或方向僅到晚上 10：30。若超過營運時間，僅能以步行或者計程

車為次選擇。 

04. 地鐵站名韓、英、中文皆有，車內有廣播大部分以韓語發音。或者對照每個站的專屬號碼，也可很輕鬆的到達目的地。 

05. 若前往之目的地，途中需要轉乘時，請先確認轉乘站後，跟著轉乘處的指示標誌前進，搭乘列車。轉乘時無須通過驗

票閘門，也不用另購買乘車卡。某些站內有許多商店在旁，讓您換線時不無聊。 

06. 入閘口時，以首爾市區 900 韓圜為基準先扣款(T-MONEY)，其他地點則依遠近定車資，在出閘口再扣除剩下車資。 

07. 地鐵站及地鐵上可以飲食，但禁止拍照。經常可見流動式的攤販，您不妨抱著輕鬆的心情看待，把他們當作韓國另類

的地鐵文化。 

08. 韓國人十分重視倫理觀念，在地鐵上請讓座給老弱婦孺並且不要翹腳，人多時背包應放行李架上，保持應有的禮貌，

免得遭受白眼。 

09. 雖然首爾地鐵四通八達，但建議同一條線的旅遊景點盡量排在同一天，雖然地圖上同樣一站換線看起來很輕鬆，但實

際上，可能要走上 5~10分鐘才會換到另一條線，若碰到通勤時間花費時間會更長。 

10. 首爾地鐵不如台北捷運出口通常都有手扶梯，大多都是樓梯，建議您到首爾旅遊時選擇舒適耐走的鞋子！ 

11. 有少數一些地鐵站的上下行月台，甚且是在刷票入口處就已經分兩側了。所以要是刷了票進去，結果發現自己進錯月

台怎麼辦？解答是從入口的底下鑽狗洞出來再從另一側入口鑽進去，因為連韓國人有時候也會走錯，這個鑽狗洞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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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逃票，所以沒關係。 

12. 售票處：地鐵售票處的上方有地鐵路線圖，除少量的漢字外，大多用韓文和英文標出，而且圖上還有 1,000/1,100

等數字，這表 示抵達該站時所需的金額。買票的方法很簡單，在售票處跟工作人員說明自己要去的站名即可。地鐵

費用參考下表，不可以使用外幣，要事先準備好韓幣。 

基本費用(10 公里以下) 19歲以上 13~18歲 7~12歲 

交通卡 900 韓圜 720 韓圜 450 韓圜 

現金 1,000 韓圜 1,000 韓圜 450 韓圜 

� 未滿 6歲孩童免費 

� 超過基本距離 10 公里，40 公里以內搭乘時，每 5 公里加收 100 韓圜 

� 搭乘總距超過 40 公里的話，每 10 公里加收 100 韓圜 

13. 單次用乘車卡：(若在韓搭乘地鐵較少的旅客，可以直接購買單次用乘車卡)。 

14. 單次用乘車卡購買方式：購票方式與台灣捷運單程票購買方式相同，點選中文後，即可操作。 

和台灣的捷運不一樣的地方是，除地鐵票價外，每張另徵收保證金 500 韓圜。(保證金在下車後在保證金退款機取回) 

保證金退款方式: 

(1)列車到達目的地後，確認出口，將單次用乘車卡輕觸感應區通過後，前往保證金退款機。 

(2)將單次用乘車卡放入標示處。稍待數秒鐘，便可領回保證金 500 韓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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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首爾交通卡:目前常見的交通卡分以下三種，遊客可依自己的需要選擇。 

種類 T-MONEY CITYPASS CITYPASS PLUS 

有效期限 無 使用日當天晚上 12 點前 無 

可否加值 可 不可 可 

景點折扣 無 有 有 

使用 

1.使用 T-MONEY 卡搭乘首爾、

京畿道地區的公車及地鐵，較單

次車票便宜 100 韓圜，同時有

換乘優惠。 

2.搭地鐵進入閘門先扣 900 韓

圜，若是車程票價超過 900

元，出閘口時會再扣除額外費

用。 

3.搭巴士上車刷卡後會先扣基本

費(依巴士類型有所不同)，下車

時，請再刷一次後下車。若是車

程超過基本費用，出閘口時會再

扣除額外的車程費用，若未超過

則不會再扣款。 

1.SEOUL CITYPASS是專爲遊客

設計的交通卡。憑卡一天內能不

限距離自由搭乘首爾地鐵及巴士

20次。當天還可免費無數次搭乘

首爾觀光巴士古宮及市區路線。 

2.搭乘公車或首爾觀光巴士時從

前門上車。將卡與車內終端機感

應，卡內部將自動紀錄乘坐時

間。下車時再將卡與安裝在後門

的終端機感應。轉車時如果未與

下車終端機感應，將會扣減一次

使用次數。 

3.搭乘地鐵時將卡感應通過地鐵

驗票閘門，下車時同樣將卡與終

1.SEOUL CITYPASS PLUS卡

是將 SEOUL CITYPASS卡

中，交通卡功能部分做進一步

強化後的交通卡，讓遊客可以

一卡走遍首爾。 

2.SEOUL CITYPASS PLUS 除

包括基本的交通卡功能外，在

首爾主要景點可享折扣，同時

也可獲得餐廳折價優惠等。首

爾及首都圈公車和地鐵(與

T-MONEY相同)，首爾觀光巴

士(5%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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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利用公共電話打國際電話回

台灣。適用 T-MONEY的電話。 

端機感應後通過閘門。 

費用 

一般卡片型 2500 韓圜 

手機吊飾型 5000 韓圜 

1日券 15000 韓圜限 20次搭乘 

2日券 25000 韓圜限 40次搭乘 

3日券 35000 韓圜限 60次搭乘 

3000 韓圜 

 

銷售處 

首爾內 FAMILY MART/ 

GS25/7-ELEVEN/ 

BUY THE WAY 便利店及各地鐵

站(仁川區除外)*地鐵站內只提供

一般卡片型。 

東大門、梨泰院、金浦機場、三一

橋、南大門、弘大旅遊諮詢中心等

處 

首爾市內貼有 T MONEY標誌

的 GS 25、全家、MINI-STOP

等便利商店及首爾宣傳館、東大

門、梨泰院、南大門、弘大旅遊

諮詢中心等處。 

加值 

至銷售處(地鐵窗口或便利店)加

值，一次最多可加值 90,000 韓

圜。在標示有 T-MONEY的便利

店或公車亭都可加值。 

X 

首爾市內貼有 T MONEY標誌

的 GS 25、 全家、MINI-STOP、 

等便利商店及地鐵站餘額及卡

片處理: 同儲值處。 

退費 

T-MONEY 裡的餘額是可以退回

現金，退費時會酌收 500 韓圜的

手續費。但購卡時繳付的金額不能

退卡片可留做紀念，或下次使用。 

X 

購買 SEOUL CITYPASS PLUS

且使用後不得退卡，卡片餘額退

款時徵收 500 韓圜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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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程車 

計程車種類 基本費用 備註 

一般計程車 

택시 

TAXI 

2 公里內基本費用 3000

韓圜每 164公尺，或 39

秒加收 200 韓圜。 

 24:00-04:00 需加收 20%夜間加程費用。建議晚上 11 點前返回

酒店，因地鐵和計程車在此時候之後的班次減少許多，有些地方不

好等計程車。 

模範計程車 

모범택시 

DELUXE TAXI 

3 公里内基本費用為

4500 韓圜，每 164公尺

或 39秒加收 200 韓圜 

模範計程車(黑色)通常為 2000C.C.的車輛，具 10年以上駕駛經

驗，未發生過事故的車輛，因此費用也較一般計程車來的高。 

大型計程車 

점보/대혐택시 

JUMBO TAXI 

3 公里内基本費用為

4500 韓圜，每 164公尺

或 39秒加收 200 韓圜 

大型計程車(8 人座)在路上比較少看到，通常採預約制較多。 

※CALL VAN(非法計程車)與正規的大型計程車外形極為相似。建

議各位遊客先分辨計程車是否正規車輛後才上車，採議價方式。 

外國人觀光計程車 

인터내셔널택시 

INTERNATIONAL 

TAXI 

-距離費用制 

-定額費用制 

-時間費用制 

由通曉外文的司機駕駛(日、英)，採事先預約制(1644-2255，24

小時) 距離費用制:加收現行計程車費用的 20%;定額費用制:將首

爾分為三區收取定額費用。時間費用制:依照時間來收費。 

01. 由於精通外語的司機甚少，因此上車前不妨出示韓文地圖，或攜帶酒店名片(有韓文的)指給司機看。 

02. 提供免費翻譯的 TAXI會於車身標示「FREE INTERPRETATION」，用手機撥打電話後，便可與翻譯人員對話。 

03. 大部分的計程車有 T-MONEY的機器服務，除了現金以外，也可使用國外發行的信用卡(VISA、MASTER、JCB)

結帳，仁川機場和金浦機場內設有國際計程車服務處和專屬候車區，讓入境的外國旅客能夠更方便的使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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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巴士 

01. 漢江環繞的韓國首都首爾是一座傳統與現代相融的城市，幾千年歷史積累下的文化乃至遺留的古跡，在這裏都得到了

完好的保存。首爾環城遊巴士將首爾市內不容錯過的景點串爲行駛路線，帶領遊客體驗首爾之美！ 

02.  費用 ：  

� 一日券(19歲以上 10000 韓圜/3~18歲、持國際學生證的大學生 8,000 韓圜) 

� 一次券(19歲以上 5000 韓圜/3~18歲、持國際學生證的大學生 3,000 韓圜) 

03. 語言：英文、中文、日文 

04 .  諮詢：  

� 首爾觀光巴士+82-2-777-6090(韓) 

� 旅遊諮詢熱線 : +82-2-1330(韓,英,中,日) 

05. 網址 ：HTTP ://CN .SEOULC ITYBUS .COM/ (韓,英,中,日) 

06. 路線：每週一公休 (若逢國定假日正常行駛) 

市內環行路線 

光化門出發→德壽宮→南大門市場→首爾火車站→USO→龍山站→國立中央博物館→戰爭紀念館→美軍龍山基地→梨泰

院→皇冠酒店→明洞→南山韓屋村→索菲特爾國賓酒店(SOFITEL AMBASSADOR HOTEL)→國立劇場→南山首爾塔→

君悅酒店→TOWER HOTEL→新羅酒店→東大門市場→大學路→昌慶宮→昌德宮→仁寺洞→青瓦台→國立民俗博物館→

光化門 

●運行時間：09：00~21：00 (末班車 19：00從光化門出發)●發車間隔：30分鐘●所需時間：約 2小時 

故宮環線路 

光化門出發→德壽宮→清溪廣場→韓國觀光公社→三一橋→曹溪寺→仁寺洞→昌德宮→大學路→昌慶宮→昌德宮→仁寺



 

 

洞→青瓦台→國立民俗博物館→景福宮→光化門 

●運行時間：09：00~17：00(末班車 16：00從光化門出發)●發車間隔：30分鐘●所需時間

夜間觀光路線 

光化門出發→德壽宮→楊花大橋→江邊北路→聖水大橋→漢南大橋→N首爾塔→崇禮門→清溪廣場

●運行時間：19：50/20：00 出發●發車間隔：1 天 2 回●所需時間：約 2小時 

◆◆◆◆◆◆◆◆◆◆◆◆◆◆◆◆◆◆◆◆◆◆◆◆◆◆◆◆◆◆◆◆◆◆◆◆◆◆◆首爾通訊◆◆◆◆◆◆◆◆◆◆◆◆◆◆◆◆◆◆◆◆◆◆

一、機場租用手機 

01. 台灣手機 3G 某些品牌可在韓國國際漫遊，但若您的手機無法漫遊，又想要台灣家人朋友找到您

02. 韓國有三大行動電話服務公司：KTF、SK TELECOM、LG TELECOM。每家出租費用和服務項目

03. 租用櫃台於仁川機場出入境樓層皆有設置，您可於入境時 GATE 6-7租用，需到原本租機處歸還

04. 租用方式：持護照及信用卡(手機押金)申請(必須同一人)。回國時，退還所租用的手機及配備

用卡支付這段期間的通話費及使用費即可。 

05. 參考費用：一天租用費 3,000圜/天(10 天以上有優惠)。通話費率依各家規定(大約 90 韓圜

二、公用電話 

01. 隨著手機普遍，公用電話已逐年減少，現在最常看到公用電話的地方，莫過於地鐵站內及公車站附近

02. 電話卡可在路邊的公車亭或便利店購買，電話卡一經售出後，不可退換，電話卡有效期限為

03. 通話費：市內每 3分 70 韓圜；市外 08:00~21:00每 43秒 70 韓圜、其他每 61秒 70

04. 使用方法 : 

插卡式：拿起話筒後，插入電話卡；聽到「嘟」聲後開始撥號；通話後，掛上話筒取回電話卡

投幣式：拿起話筒後，投入最少 70 韓圜的硬幣；聽到「嘟」聲後開始撥號；通話後，

44 

所需時間：約 1小時 

清溪廣場 

◆◆◆◆◆◆◆◆◆◆◆◆◆◆◆◆◆◆◆◆◆◆◆◆◆◆◆◆◆◆◆◆ 

又想要台灣家人朋友找到您，租手機是另一選擇。 

每家出租費用和服務項目略有不同。 

需到原本租機處歸還。24 小時服務。 

退還所租用的手機及配備，可以選擇用現金或信

韓圜/10秒)。 

莫過於地鐵站內及公車站附近。 

電話卡有效期限為 3年。 

70 韓圜;手機每 38秒 70 韓圜 

掛上話筒取回電話卡 

，餘額不足 100 韓圜則不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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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電話 

※ 出國若不想花漫遊電話語音費用，請詢問您的電信公司如何關閉語音信箱，回國後再打開語音信箱。因為即使您是回

國後聽語音信箱，也是以漫遊費率計算！ 

※ 國際冠碼是要撥打國際電話時，在鍵入受話地區的國碼前，所須鍵入發話地區的輸出碼，以轉接至國際電話線路用的

數字。簡單來說即是看您喜歡那間電信業者，就使用它提供的國際冠碼。 

◎一般國際電話：001，002，008 等(可任選看您喜歡哪一間電信業者的資費) 

◎用手機打國際電話：00345，00365，00388，00700，00727，00766，00770 等。 

◎預付卡：此類卡在 24 小時便利店或街上的報攤上均可買到。 

●從台灣打電話到韓國 

用台灣

市話、手

機撥打 

撥打方式 國際冠碼+ 韓國國碼+ 區域號碼+ 電話號碼 

打韓國市內電話 002/009 等 82 去 0 要撥的電話號碼 

打韓國當地手機 002/009 等 82 - 手機號碼去 0 

打到台灣帶去的漫遊手機 - - - 直接撥手機號碼 

例如 : 撥首爾（區號 02）電話 123-4567，即爲→國際冠碼+82-2-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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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打電話回台灣 

韓國市

話、手 

機撥打 

撥打方式 國際冠碼+ 台灣國碼+ 區域號碼+ 電話號碼 

打台灣市內電話 001、002 等 886 去 0 電話號碼 

打台灣手機 001、002 等 886 - 手機號碼(去 0) 

台灣帶

去的漫

遊手機

撥打 

打台灣市內電話 001、002 等 886 去 0 電話號碼 

打台灣手機 001、002 等 886 - 手機號碼(去 0) 

例如 : 撥台灣（區號 02）電話 1234-5678，即爲→國際冠碼(001、002 等)+886-2-1234-5678。 

 

●在韓國當地打電話 

韓國市

話、手 

機撥打 

撥打方式 國際冠碼+ 國碼+ 區域號碼+ 電話號碼 

打韓國市內電話 - - 02(首爾) 電話號碼 

打韓國手機 - - - 直撥手機號碼 

打到台灣帶去的漫遊手機 001、002 等 886(台灣) - 手機號碼(去 0) 

台灣帶

去的漫

遊手機

撥打 

打韓國市內電話 - - 02(首爾) 電話號碼 

打韓國手機 - - - 直撥手機號碼 

打到台灣帶去的漫遊手機 - 886(台灣) - 手機號碼(去 0) 

例如 : 撥台灣手機 電話 0911-222-333，即爲→國際冠碼(001、002 等)+886-911-2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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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美食攻略◆◆◆◆◆◆◆◆◆◆◆◆◆◆◆◆◆◆◆◆◆◆◆◆◆◆◆◆◆◆◆◆◆◆◆◆◆◆ 

一、在韓國用餐 

01. 旅遊書上常常介紹令人垂涎欲滴的韓國美食，或是出名美食店家，但事實上即使找到那家店，卻還是可能發生菜單上

都是韓文，陷入不知如何點餐的窘境。 

02. 首爾飲食店多數只提供韓文菜單，連鎖經營的餐廳、或者位於觀光區內(如明洞、梨泰院、江南)的餐廳才有英文菜單。

但很多韓國餐廳菜單設有圖片或可以參考。您也可以觀察一下其他客人大部分都點什麼，指給點菜人員。 

03. 在韓國除了 95%本國人外，其他國家的人以大陸人最多，超過半數的餐飲店內，通常會有 1位會說中文的中國勞工(朝

鮮族人)，您可以請他來為您解說。但基本上只要您店門口用中文討論，部份店家會主動請會中文的服務人員來為您

說明。 

04. 市區大部分看到的商店都是韓國本身的自連鎖店，如您有指定想要享用某家連鎖店，不一定要到那區域才享用的到，

通常每個人潮區域都會有 1-2家。 

05. 中午餐價位大約 7000圜/份以上。若是燒烤店，通常價位較高，有些店規定要點 2 份以上的燒烤才可開爐。 

06. 韓國鮮少可以看見如台灣般的早餐店、麵包咖啡店，常見的連鎖早餐店 ISAAC價位在 1000~2500 韓圜左右。 

韓式連鎖如壽司天國價位在 2500~5000 韓圜左右或者您可以至便利商店先採購好早餐。 

07. 如果不喜歡辣味，可以先告知點餐人員，通常可以將餐點中的辣度調味降低。或者選擇豆腐鍋，韓國人講求養生，豆

腐鍋的作法不同台灣，純度高，也是另一種非泡菜鍋的選擇。 

08. 走在路上您可以觀察一下，韓國人很喜歡外帶甜甜圈，不論是美國品牌的 DOUKIN’ DONUTS、DOUGHNUT 

PLANT、KRISPY KREME或者日本品牌的 MISTER DONUT都深受韓國人喜愛，雖然台灣也有，但樣式稍有些不同。 

09. 您也可以選擇自己下廚，只要選擇商務式酒店，例如西方高爺、現代、新村或三成的凱薩維拉、杜邁首爾會館，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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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附設廚房。到首爾站或蠶室站樂天超市、新村站格蘭德超市、龍山站的 HOME PLUS超市、一

般蔬果超市或者傳統市場購買，也是另一個經濟實惠的選擇喔！ 

10. 逛百貨公司順便用餐，又不想再走出去曬太陽流汗，別擔心，百貨公司裡通常也有地下美食街或者 

餐廳層，價格與外面商店差不多，可以節省您的腳力。 

11. 不一定要以旅遊書上的商店為指標，只要走在路上看到某家店人潮滿滿，通常這家店的價位和品質都

不錯。或者是去餐廳外掛有這朵無窮花標誌的餐廳，是有政府評比保證，僅供參考。 

 

二、韓國小吃 

韓國是美味天堂，從韓餐、中餐到西餐，從麥當勞到儂特利等速食連鎖店，以及 OUTBACK，T.G.I. FRIDAYS等，應有

盡有。但可以最低廉的價格輕鬆享用的美味還要數街頭飲食。路邊小吃攤賣的食品，既可以站在車旁邊吃，也可以要求

打包帶回家吃。因為價格合理，種類齊全且量多，所以深受青年人喜歡，在梨花大學、新村、弘大等大學密集地區或狎

鷗亭、鐘路、明洞、江南站等購物街上常常可以見到。每個季節還有不同的時令美味，比如夏季的挫冰、冬季甜不辣湯

和炒辣年糕、韓式灌腸，鯛魚燒…等。 

路邊小吃如:黑輪、辣炒年糕等鹹食通常是食用完畢才收費，外帶跟甜點類如雞蛋糕、鬆餅等還是會先收費的喔~ 

以下價錢僅供參考，請以店家實際售價為主。 

種類 說明 

壽司 

김밥 

在飯裏先加上香油、鹽、芝麻等後攪拌，再把切成條狀的煎蛋、菠菜、甜蘿蔔、火腿等放在

海苔裏，一起捲。小吃攤裏賣的壽司通常要小很多，也叫迷你壽司。1000~2000 韓圜/條 

各式煎餅 부침개 先和麵粉，然後加泡菜或者海鮮，再經過油煎。根據材料不同，分為泡菜煎餅、海鮮煎餅等。 

辣炒年糕 主原料是切成一口大小的條形年糕和甜不辣，然後用辣椒醬炒。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街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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떡볶이 品，通常和壽司一起吃。2500~4000 韓圜/份 

豬血腸 

순대 

韓式豬血腸是以豬血和粉絲填入豬大腸後熟食用，吃法有兩種，一種是切片沾上鹽巴食用，

另一種是以辣醬及佐料拌炒。是韓國常見的小吃之一。1500~2500 韓圜/1 人份 

甜不辣 

어묵/오뎅 

小吃攤裏賣的都是成串的甜不辣。通常放在水裡煮著吃，加了一點蘿蔔、蔥、海帶的清湯更

是好喝。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更受歡迎。700~1500 韓圜/條 

油炸類 

튀김 

街頭賣的油炸食品當然沒有高檔日式餐廳裏的那麼脆，但也是頗受大家歡迎的一種街頭食

品。可以油炸的材料主要有，魷魚、餃子、地瓜等。 

鯛魚燒/雞蛋糕 

봉어빵/계란빵 

在魚形模子裏放上紅豆餡的麵粉團，再烤。在冬季比較受歡迎。如果使用花瓣模樣的模子，

做出來的就是菊花餅，通常比魚形麵包要小，但味道相同。雞蛋麵包的區別是餡不是紅豆，

而是雞蛋。1000~2000 韓圜/1 份 

黃糖餅 호떡 和好麵粉後，加白砂糖，再捏成平而圓的樣子。餅裏可以放紅砂糖、切碎的蔬菜等多種材料。 

烤魷魚 

쥐포/마른오징어 

方法是將曬乾的魷魚放在熱石頭或火上烤。也是首爾路邊常見的小吃之一。喜歡有嚼勁的人

不能錯過。1000~3000 韓圜/1 個 

鬆餅와플 是韓國典型的小吃之一。一般沾著蜂蜜或者蘋果醬、鮮奶油吃。路邊攤、咖啡廳皆有販售。 

雞肉串닭꼬치 切成一口大小的雞肉串成一串，再佐以辣醬燒烤。約 2500~3500 韓圜不等 

三、韓國 10 大代表飲食 

追求健康在近年間已成為全球趨勢，人們為求長壽而熱衷於健康食品的同時，韓國的最佳代表健康食品-泡菜，也成了全

世界關注的焦點。在此向各位推薦韓國 10 大代表飲食及精選餐廳。選拔的基準以韓國文化觀光部和農林部針對外國人所

進行的調查及海外韓式餐廳內最熱門的料理為主，挑選出了泡菜、拌飯、宮廷料理(高級韓定食)、烤肋排、烤肉、五花肉、

參雞湯、冷麵、海鮮料理、辣炒年糕等十大代表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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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說明 食用 

泡菜 

김치 

一提到韓國馬上就想到泡菜！韓國人飯桌上絕對少不了泡菜。一般泡

菜大多以紅色辣椒醬醃漬而成的辣白菜泡菜為主，但實際上泡菜的種

類多達數十種。相關料理十分廣泛，有泡菜鍋、泡菜煎餅、炒泡菜等。 

泡菜是搭配主食的一道小

菜。一般配著白飯或者混合

其他材料製作成其他料理。 

韓式拌飯 

비빔밥 

拌飯，是韓國相當經典的一道傳統料理。白飯內加入炒肉和各式各樣

的蔬菜及泡菜，再加上辣椒醬或其他醬料拌勻食用。想一嚐美味的韓

式拌飯，除了可以直接前往廣負盛名被稱為韓式拌飯故鄉的全州外，

在首爾也有許多相當道地美味的韓式拌飯餐廳，可讓各位大飽口福。 

在白飯上加入適量辣椒調

味醬，將每粒白飯和醬料仔

細拌勻後，與其他小菜同時

食用將更加美味。 

宮廷料理 

궁충요리 

(高級韓定食) 

宮廷料理是卓越廚師們歷經數十代反覆專研所承傳下來的精華。宮廷

料理是兼具健康、美味、視覺享受的韓國料理與韓國飲食文化的極致

藝術。 

韓定食用餐時有一定順序

及方式。若不清楚用餐方

式，可請服務生說明解釋。 

烤肋排 

갈비 

韓國人喜愛的肉類料理有五花肉、牛肉及肋排，其中肋排被視為是最

高級的飲食。牛或豬肋排大約以 7 公分長度，約 1 公分的厚度為最佳。

在肉的兩面劃出深切的刀痕，加入蔥、蒜、芝麻、糖及胡椒粉等調味

料醃製入味，再用中火烤熟。烤肋排因製作較費時費力，故價格較高。 

烤肋排是現烤現吃最為美

味，肉烤熟後用剪刀將肉剪

成適當大小食用，肋排部份

直接用手拿著食用即可。 

烤肉 

불고기 

韓式烤肉是牛肉或豬肉用醬油、蜂蜜(或糖)、洋蔥、蒜、芝麻、胡椒粉

等醃製燒烤的一道料理。帶有些許甜味的烤肉是連小朋友們也相當喜

愛的韓國著名肉類料理。 

經過醬料醃製的肉相當入

味，可與一起白飯食用或直

接食用。 

五花肉 

삼겹살 

五花肉是指豬腹部部位，肉和脂肪 3層均勻交錯的部分。韓國是全世

界最常吃五花肉的國家，需求量大到國內供不應求，還需進口外國豬

烤熟的五花肉放在各式生

菜上，依個人喜好加上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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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將五花肉放在烤盤上將多於油脂烤出後，用蔬菜包著食用。 其他醬料，包在一起食用。 

參雞湯 

삼계탕 

參雞湯是將童子雞的腹部清空後，放入人參、黃耆、紅棗、糯米等材

料，再用鹽適當的調味，放置高湯內烹煮而成的夏季健康食品。韓國

人們認為在夏天 7、8月間最炎熱的初伏、中伏、末伏時，如果大量流

汗的話就能調整虛弱的體質，故有在夏天吃參雞湯補身的傳統。 

燉透的參雞湯，能輕易地將

雞肉撕開，雞肉可沾鹽食

用。雞肚內的糯米飯可充分

地攪散，用湯匙食用即可。 

冷麵 

냉면 

冷麵主要是在蕎麥粉內加入少許太白粉製成的麵條，再加上薄肉片、

小黃瓜、水梨、切成細絲的蔬菜、水煮蛋和長時間用牛肉熬煮的美味

冷高湯。還有加上辣椒醬或使用各種材料製成的甜辣醬攪拌而成的涼

拌冷麵等。都是深受韓國人歡迎夏季料理。 

冷麵富有嚼勁，所以要用剪

刀先剪斷，再用筷子攪散

開，再搭配其他配料一起食

用即可。 

海鮮料理 韓國人最喜歡的海鮮料理當屬海鮮煎餅。蔬菜、海鮮等材料加入麵粉、

雞蛋、水等所調製的麵糊中，再以平底鍋油煎即可。或是直接享用新

鮮的生魚片，吃剩的生魚片還可以加在辣魚湯或海鮮鍋內一起食用。 

 

年糕 

떡 

年糕是韓國人最常食用的糕點。年糕的主要材料是生米，依種類不同

可加入各種五穀雜糧、松子、栗子、紅棗等各式材料等，口味相當五

花八門。韓國年糕有近達百餘種的口味可任君挑選。 

現在年糕相當普及，在超

市、年糕專賣店等，皆可輕

易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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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血拼攻略◆◆◆◆◆◆◆◆◆◆◆◆◆◆◆◆◆◆◆◆◆◆◆◆◆◆◆◆◆◆◆◆◆◆◆◆◆◆ 

退稅(TAX REFUND)是什麼? 

平時購買的商品當中，都含有一定的稅金。這些稅金是用在造福該國居住者相關社會福祉之用。因此非該國居住者，若

消費購買商品並攜帶出境時，可透過相關手續退稅。 

＊稅金內容 : 附加稅 VAT ; VALUE-ADDED TAX(10%)、 特殊消費稅(貴金屬珠寶等高價位商品)  

＊退稅對象 : 在管轄稅務署指定的購物商店內購買超過 30,000 韓圜以上，並將於 3 個月內離開韓國之外國旅客、韓國

海外僑胞及留學生。 

一、退稅制度 

01. 購買物品前，請先詢問店家是否可以退稅。 

02. 可以申請退稅的店家都會貼 TAX FREE 的標籤於門口或櫃檯(如右圖)，在管轄稅務署指定

的購物商店內當日購買超過 30,000 韓圜以上，在結帳時填寫退稅申請表格。，並將於 3

個月內離開韓國之外國旅客、韓海外僑胞及留學生。 

03. 退稅率大約是購買物品的 7%~9%。 

04. 欲在機場辦理退稅，請提前至機場，以免耽誤登機時間。 

05. 退稅支票(TAX REFUND CHEQUE)必須在購買商品之日起的 3 個月內兌現。 

二、現金或信用卡 

01. 韓國是一個大量使用信用卡的國家，即使是 1000 韓圜也可以刷卡。但還是有少部分的商店並無此服務，例如東大門、

路邊攤、極便宜的服飾店...等，欲使用信用卡請購物前請先詢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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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 STEP BY STEP 

步驟一 在設有"GLOBAL BLUE TAX FREE "或“TAX FREE KOREA”標誌的購物商店內購買商品超過 30,000 韓

圜以上，可向店員索取 TAX REFUND退稅單。 

步驟二 (1)在櫃檯辦理搭乘手續時，告知服務人員有需要申請退稅的物品。 

(2)將地勤給的託運行李票別在欲託運上機的行李上。(行李內有需申請退稅的物品，請勿在櫃檯託運) 

(3)帶著該行李到大件行李託運櫃檯旁的退稅櫃檯(D、J區)。 

(4)將您向商店申請的退稅單交給退稅櫃檯的海關人員蓋章，關員可能要求檢查行李內的退稅商品。 

(5)蓋章後，請將您的行李託運給大件行李託運櫃檯人員即可。(如果退稅商品是要手提上機，就不需在此

託運 

☞ 體積過大需事先郵寄的物品，必須將物品名、金額詳細寫下，並把郵寄收據交給櫃檯人員檢查。 

步驟三 通關後，拿著您已蓋章的退稅單到 28號登機口附近的退稅窗口(CASH REFUND)，出示發票及託運憑證，

辦理現金退稅，可以換韓圜、日幣、美金現金等。 

若機場、港口沒有退稅作業窗口或作業窗口已關閉，可正確填好要求格式後投入指定的 MAIL BOX箱內。

1~2 個月內會將退稅金額匯至信用卡使用的銀行帳號或直接郵寄現金。 

※(參考: 在‘GLOBAL BLUE TAX FREE’標示商店內購買的商品須在 GLOBAL BLUE窗口或櫃檯辦理, 

在‘TAX FREE KOREA’標示商店內購買的商品須在 TAX FREE KOREA窗口或櫃檯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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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物場所 
  

1.市廳周邊(시청) 

座落在首爾市的中心，

附近有首爾市廳、德壽

宮、樂天百貨、近明洞，

故附近有許多高檔酒

店，如樂天、 PLAZA

等等。首爾廣場夏天舉

辦各種露天文化活動，

冬天則變成室外滑冰

場，且價格便宜。再往

前可以到光化門廣場，

有發明韓文的世宗大 

王銅像等，是韓國歷史

和文化體驗的空間，同

樣也是首爾的重要象

徵。 

 

 

首爾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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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洞(명동) 

●地鐵 4 號線明洞站 5

、6、7、8號出口步行

約 5分鐘即可。 

明洞大街是指從明洞站

到乙支路、樂天百貨店

之間約 1 公里長的街道

在明洞，除了購物，還

有許多餐廳和電影院。

在吃的方面，有西餐廳、

快餐店以及韓式、西式、

日式等各種各樣的餐廳，

其中明洞炸豬排、刀削

麵和明洞餃子最為有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到明

洞一定要去的地方——

明洞教堂。這裡是韓國

最早的天主教堂，純粹

的哥德式建築。 

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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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大門市場 

(동대문종합시장) 

●地鐵 1,4 號線東大門  

站下車 8，9號出口 

擁有悠久歷史與傳統的

東大門綜合市場是韓國

最具代表的市場之一。 

現在的東大門主要是由

A、B、C、D 棟與購物

城共 5 個建築所構成。

包含了衣料、飾品、5000

多家專門商店。這裡擁

有全韓國最豐富的貨源，

是韓國國內外的時裝業

者必去的衣類市場，儼

然已是國際聞名的購物

勝地。尤其是這裡兼有

批發和零售，因此深夜

購物者眾多而聞名。 

東 大 門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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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大門市場 

(남대문 시장) 

●地鐵 4 號線會賢站 

南大門市場除了兒童服飾、

女性服飾、男性服飾之外，

還有、廚房用品、禮品、

民俗工藝品、特產品、食

品、進口商品、日用雜貨、

裝飾品等日常生活所需的

所有商品皆有販賣，為韓

國最大的綜合市場 

從晚上11 點開店至清晨4

點聚集了來自全國的批發

商。南大門市場充滿活力

的淩晨是反映韓國人勤勞

的另一面，現在南大門市

場成了來訪韓國的外國觀

光客必去的購物觀光地。 

  

南 大 門 市 場 



 

58 

 

5.仁寺洞(인사동) 

●地鐵 3號線安國站 6號

出口處，步行約 1分鐘 

仁寺洞在朝鮮時代是官府

和貴族兩班私宅密集的地

方。日本佔領韓國的後期，

仁寺洞沒落的貴族兩班把

家中的物品拿出來賣錢，於

是這裡就應運而生了一些

古董店。因此仁寺洞漸漸就

成為了買賣文化商品的文

化街。為能找到身藏小巷深

處的景點，最好在仁寺洞中

央大街的起點、終點和中間

的旅遊諮詢中心索取仁寺

洞地圖。

仁寺洞每週日 10:00至 22: 

00限制車輛進入。  

  

仁 寺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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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弘大周邊(홍대) 

●地鐵 2號線弘益大學站 6

號出口步行約 5分鐘) 

以美術大學之稱著稱的弘

益大學一帶，是年輕人發揮

創意的地方，結合青春與藝

術的空間，又被譽為畢卡索

街，附近有許多外國人聚集

的跟咖啡廳，充滿中世紀城

堡或墨西哥風的建築景觀。

周圍的美術用品店和藝廊

襯託出不一樣的藝術氣息。

到了晚上周圍的酒吧、夜店、

居酒屋招牌亮起，這裡就成

為了學生與上班族最愛的

夜店街。 

 

弘 大 周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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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梨泰院(이태원) 

●地鐵 6號線(綠莎坪站, 梨泰院站, 漢江鎮站之間區域) 

因爲附近駐紮著美軍而使這裏産生了獨特的異國風情，它的歷史要追溯到 40 多年前韓國解放後，一些以美軍爲物件銷售

紀念品的小商店開始出現在這裏。後來逐漸形成了以旅居在韓國的外國人和遊客為主的商業街，還能夠品嘗到土耳其、

印度、巴基斯坦、瑞士、泰國等在其他地方少見的外國風味餐飲，成爲來此觀光的一大樂趣。正在逐漸發展爲世界級觀

光勝地的梨泰院每年舉辦梨泰院國際節，進行露天文化演出，除了購物，遊客還可以在充滿異國風情的環境。 

梨 泰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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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村、梨大周邊(신촌.이대)  

●首爾地鐵 2號線‧從梨花女子大學站 2.3號出口出來 

新村以延世大學爲中心，連接附近的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和弘益大學，形成一條大學街，是年輕人經常聚集的場所。 

新村地鐵站至延世大的延世路、餐廳酒吧、現代百貨和周圍的購物中心、延世大學等幾個地區。梨花女大前街是一條有

名的購物街，街上遍布時尚流行感敏銳的服飾小店以及各種飲食店穿梭在街頭的多是對流行敏銳又時尚年輕的女孩。 

新 村、梨 大 周 邊  購 物 大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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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首爾要買些什麼呢?以下推薦各大部落客、論壇常討論的品牌、伴手禮等(僅供參考) 

美妝 : ETUDE HOUSE、SKIN FOOD 、 TONY MOLY、HANSKIN(BB霜創始品牌)、INNISFREE、THE FACE SHOP、

TOO COOL FOR SCHOOL、LANEIGE、IT’S SKIN、 NATURE REPUBLIC、MISSHA、HOLIKA HOLIKA、

BANILA CO. 、BAVIPHAT連鎖藥妝店: OLIVE YOUNG、屈氏市、ARITAUM、TODA COSA、MINIMALL 

文具 : 10X10、KOSNEY、HOTTRACKS、DCX、1300K、ART BOX、SANGSANGMADANG、ISWAS、MMMG、 

服飾 : WHO．A．U(美國加州品牌，但亞洲區只設在上海、首爾、北京)、SUPERMARKET、BANC、ALAND、BASIC 

HOUSE、EBLIN(韓國內衣品牌)、MARU、SSAMZIE、103、SPAO、BABARA、TEENIE WEENIE、FARMER 

ACCESSORY 

食品 : 泡菜、紫菜、辣醬、口香糖、人參糖、五味子茶、香蕉牛奶、安城湯麵、辛拉麵、韓國乾拌麵、炸醬麵、便當拉

麵、馬鈴薯麵、年糕杯麵、巧克力餅乾、蘆薈汁、各式巧克力棒、薄荷糖。 

※由於零食種類多、品牌也較多，無法一一詳列，敬請見諒。 

百貨、商場:M PLAZA、新世界、樂天百貨、COEX、美利萊、DOOTA、HELLO APM、MAXTYLE、U:US、CERESTAR、

NUZZON、TEAM204、THE GALLERIA、JILL STUART、LINK’O、SSAMZIEGIL(仁寺洞)、YES APM現代百貨 

酒類 :濁酒(又稱馬格利，乳酸酒的一種)、真露(燒酒)、藥酒、山茱萸(山楂酒)、水果酒、樂天雪中梅、韓國啤酒 CASS、 

      HITE、隨身葡萄酒、寶海覆盆子酒(「未成年請勿飲酒」、「飲酒過量有害健康」自遊網社關心您) 

餐廳、食堂、下午茶: 馬鈴薯豬骨湯(明洞)、BIRDS N BUGS(韓國民間最早喝咖啡的地方，梨大旁)、陳玉華一隻雞(東大

門)、馬福林奶奶辣炒年糕(新堂洞)、三清洞紫菜麵(三清洞)、土俗村參雞湯(景福宮)、里門雪濃湯(鐘閣)、李小姐

咖啡室(安國站)、MINTO(大學路)、柳家辣炒雞(明洞、弘大站)、咖啡王子 1號店(弘大)、立食鐵桶韓(新村)、春

川家辣炒雞(新村)、新村麵片湯(新村站)、DD-DA CAFÉ&BAR 爵士貓町(弘大)※更多詳情請洽自遊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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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場 

韓國是個重視文化藝術的國家，其中文化表演中的劇團是台灣許多韓國旅行團指定會加入的行程，大部分是以音樂劇為

主，讓自遊網社來介紹六個主要熱門劇團，位於市區範圍，交通方便，若是喜愛音樂劇的您別錯過喔~ 

01. NANTA亂打 : 曾在世界表演藝術節”愛丁堡國際音樂戲劇節”以韓國傳統打擊樂的表現方式，製成韓國首齣無語

言戲劇。表演時間 1小時 30分鐘。僅供參考，表演時間場次及其他詳情請參考官方網站為主 www.nanta.co.kr。 

02. JUMP跳躍 :全劇以雜技、跆拳道、韓國飛腳術...等功夫，肢體語言與音樂構成的喜劇表演。表演時間 1小時 20分

鐘。僅供參考，表演時間場次及其他詳情請參考官方網站為主 www.hijump.co.kr。 

03. BREAK OUT : 依英文字義，很清楚地表達就是”突破”，描述幾個逃犯突破監獄的嚴密防守逃獄成功，表演時間 1

小時 20分鐘，首爾僅一個表演劇場。僅供參考，表演時間場次及其他詳情請參考官方網站為主 www.breakout.co.kr 

04. 貞洞劇場 : 各種傳統藝術定期表演，有長鼓舞、散調合奏、劍舞、扇子舞等，備有中英文解說字幕，幫助觀眾理解。

表演時間 1小時 30分鐘，僅供參考，表演時間場次及其他詳情請參考官方網站為主 www.chongdong.com。 

05. B-BOY : B-BOY指跳街舞的人。當象徵古典上流文化的芭蕾舞遇到象徵大眾文化弱勢群體的 B-BOY是如何的情景。

曾獲得世界大賽冠軍。表演時間 1小時 30分鐘，表演時間場次及其他詳情請參考官方網站為主www.sjbboys.com。 

06. BI-BAP :，以拌飯為題材的節目，在表演中最關鍵的是以 BEATBOX(口技)和無伴奏合唱來表現、切菜、炒菜、淘米

的聲音，均出自演員的嘴。描寫廚師們逐漸中了烹飪交響曲的毒，隨著節奏擺動做拌飯的喜劇，全劇 80分鐘，一窺

韓國飲食與文化之奧妙，推展韓食為世界五大飲食之一。www.bibap.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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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市內主要景點(詳細開放時間、票價資訊均可上「韓國觀光公社」網站查詢) 

景福宮 

(경복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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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宮內香遠亭東側則有國立

民俗博物館。景福宮光化門和興禮門廣場有守門將換崗儀式，值得一看！ 

●每週二為休息日●票價成人 3000 韓圜青少年 1500 韓圜●地鐵 3號線景福宮站 5號出口步行 5分鐘 

●開放時間 3~10月 09:00~18:00/11月~2月 09:00~17:00 

●3月~6月 10:00 ~ 16:00 / 9月~11月 10:00~15:00 整點時刻守門將換崗 

昌德宮/ 

後苑 

(창덕궁과 

/후원) 

位於正宮景福宮的東側，也稱為‘東闕’。昌德宮在 1997年和水原華城一起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名單內。 

●開放時間及票價 A)自由觀覽(各宮殿,後苑區域除外)：成人 3000 韓圜/青少年 1500 韓圜 

4~10月 09:00~18:30/11~3月 09:00~17:30/12~2月 09:00~17:00 

B)限制觀覽(後苑)：成人 5000 韓圜/青少年 2500 韓圜 

4~10月 09:00~16:30/11~3月 09:00~15:30/12~2月 09:00~15:00 

●地鐵 3號線安國站下車 3號出口，朝秘苑方向步行 2分鐘 

昌慶宮 

(창경궁) 

世宗大王為侍奉太宗，而於 1419年建立壽康宮，即是昌慶宮的前身。 

●每週二為休息日●票價成人 1000 韓圜/青少年 500 韓圜 

●開放時間 3~10月平日 09:00~18:00/週末 09:00~19:00/11~2月 09:00~17:30 

●地鐵 4 號線惠化站 4號出口下車 → 經過首爾大學醫院後，再步行 10分鐘即可。 

德壽宮 

(덕수궁) 

德壽宮位於首爾最繁華的街道上，以古色古香的石牆路而聞名。在首爾的宮殿中唯有德壽宮與西式建築

並肩而立，構成有趣的景致。現在石造館的東館是宮中文物展覽館，西館是國立現代美術館分館。 

●每週一為休息日●成人 1000 韓圜/青少年 500 韓圜●開放時間 09:00~ 20:00/每週六 09:00~16:00

中和殿內部開放參觀●地下鐵 1號線 2號出口、2號線 12號出口→市廳站下車後，步行約 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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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廟 

(종묘) 

宗廟是供奉朝鮮歷代國王牌位、舉行祭祀的地方。保留了莊嚴的祭禮、祭禮樂等古老的傳統習俗，被指

定爲世界文化遺産。可謂是世界上最古老綿綜合性儀祀文化，每年 5月的第一個週日可以看到祭祀典禮。 

●每週二為休息日●成人 1000 韓圜●地鐵 1,3,5號線鐘路 3街下車 

●時間參訪制(每 1 回限 200 人)，每周六開放自由參訪，夏季 9:00~18:00/冬季 9:00~17:30 

靑瓦台 

(청와대) 

韓國政治中心靑瓦臺的特徵就是它的靑瓦，背靠北嶽山，靑瓦與曲線型的房頂相映成趣。 

●青瓦台休息日為每週一及例假日●開放時間: 10:00,11:00,14:00,15:00●免費入場 

●外國人申請辦法：參訪前需 E-MAIL申請，E-MAIL申請時請註名姓名,生年月日,護照號碼,國籍,希望

參訪日期時間，參訪前為確認身分, 請務必攜帶護照備查。參觀前 20分鐘，須在景福宮東側停車場的“青

瓦臺觀光導覽處”集合。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E-MAIL：TOUR@PRESIDENT.GO.KR 

●地鐵 3號線景福宮站 5號出口處 → 再步行約 10分鐘即可。 

大學路 

(대학로) 

大學路是以原首爾大學文理大學院所在處爲中心所形成的一條年輕的馬路，地跨東崇洞和惠化洞。1980

年起多個話劇劇場遷至大學路，開始成爲一條文化街。此處也常被稱爲“話劇的麥加”或“年輕街”。 

●地鐵 4 號線惠化站下車 

南山公園 

(남산공원) 

南山是首爾的象徵。南山公園深具歷史意義。現為大部份市民喜歡的休閒場所及觀光客必到的景點。 

●開放時間：空中纜車、N首爾塔：10:00~23:00/安重根義士記念館 09:00~18:00 

●纜車費用：來回 7500 韓圜、單程 6000 韓圜/兒童來回 5000 韓圜/單程 3500 韓圜  

●地鐵 4 號線明洞站 3號出口往 PACIFIC酒店方向步行 10分鐘 

南山谷韓屋

村 (남산골 

한옥마을) 

韓屋村中，修復了 5間傳統的韓式住宅。在韓屋村中，在朴泳孝家每周六、日，都有舉行韓國傳統式婚

禮。婚禮通常在中午 12 點或 1 點舉行，在韓屋村內，還有一個有趣的景點。就是為了紀念首爾市 600

周年，而建立的時空膠囊。時空膠囊建立於 1994 年，預定在 400年後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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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4~10月 09:00 ~ 21:00/11~3月 09:00 ~ 20:00 

●入場費用：免費●地鐵 3、4 號線忠武路站 3、4 號出口 

羅德奧街  

(로데오거

리) 

狎鷗亭羅德奧街是韓國代表的‘第一號流行街。在狎鷗亭羅德奧街在入口豎立了象徵文化商街的門坊，

每年 10月都會舉行‘狎鷗亭文化節’。慶典期間會有電影節、髮秀、時裝秀、舞蹈節等各種的競賽。 

●地鐵 3號線狎鷗亭站下車, 經過聖水大橋十字路口, 漢陽公寓 36棟對面 

COEX 

MALL 

(코엑스몰

과) 

COEX MALL像是座大型的娛樂中心，令人不禁聯想到國外有名的機場候機大廳。每日平均遊客達 10

萬人。COEX MALL 內可品嘗的食品超過 800種，還有各種購物場所、電影院、夜總會、書店、唱片行、

水族館等，好吃、好看、好玩的應有盡有。COEX MALL 內的名所有 MEGABOX電影院、泡菜博物館、

小吃廣場、BANDI&LUNI'S書店等。 

●地鐵 2號線三成站下車 → 5、6號出口與 COEX MALL入口相連 

樂天世界 

(롯데월드) 

樂天世界是首爾市中心一個集娛樂休閒爲一體的場所，有驚險的遊樂設施、各種表演、民俗博物館，適

合全家大小一同前來。樂天世界分爲室內和室外，室內有各遊樂設施，還有紀念品店、滑冰場等。 

●開放時間：週一~週四 09:30 ~ 22:00/週五~週日 09:30 ~ 23:00 

●票價大人 24000 韓圜/青少年 21000 韓圜/小孩 18000 韓圜 

●乘坐地鐵 2號線或 8號線蠶室站下車，4 號出口 

63 大廈 

(63시티) 

漢江旁最高的 63 大廈是一個綜合性的觀光景點，展望臺可眺望漢江，整棟建築外觀全是玻璃，在陽光

下發出金黃色的光輝，因此又常被稱爲金色塔（GOLD TOWER）。 

●地鐵 1號線大方站 6號出口 → 往汝矣島方向約 40 公尺處，搭乘免費接駁公車 

以上票價、開放時間僅供參考，正確資訊以官網或現場公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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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韓文 羅馬拼音 中譯唸法 

您好! 안녕하세요. An-nyeong  ha-se-yo 安扭哈誰呦 

謝謝~ 감사합니다 Gam-sa-ham-ni-da 康沙哈你達 

對不起 미 안합니다 mi-an-hamni-da 米安哈你達 

不好意思 실 례합니다 sil-re-ham-ni-da 稀累哈你達 

某某站如果到達， 

請告訴我。謝謝。 

要下車的站名+에 도착하면 알려 

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 

站名+ye 

do-cha-ka-myun-al-ryo 

ju-se-yo。Gam-sa-ham-ni-da 

站名+也 豆暫哈苗 

阿柳 豬誰呦 

康沙哈你達 

多少錢? 

請便宜一點~ 

얼마예요 

좀 싸게 해주세요 

Ul-ma-ye-yo 

Jom-ssa-ge hae-ju-se-yo 

偶爾媽也呦 

冏 沙給黑 豬誰呦 

我是從台灣來的 저는 대만 에서 왔습니다. Jeo neun dae-man-e-seo 

Wat-seum-ni-da 

仇能 台滿 耶搜 

瓦斯你達 

我不懂韓語 

請問有人會說 

(中文/英文)嗎? 

한국어를 못해요. 

여기(중국어/영어)하는 

사람이 있나요? 

Han-gu-go-reul mo-tae-yo 

Yu-gi(joong-kuk-u/yuong-u)ha

-ueun sa-ram-I it-na-yo? 

韓固狗ㄖ 磨帖喲 

猶ㄍ一(中固狗/傭歐)

哈能撒朗米 以那喲? 

可以用信用卡嗎? 

 

신용카드 사용이 가능합니까? Sin-yong kadeu sa-yong-I 

ga-neung-ham-ni-kka? 

新用卡特 撒猶一 

卡能 哈你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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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旅遊服務中心

在哪裡? 

관광 안내소는 어디 있지요 gwan-gwang-an-nae-so- 

neun-o-di-yit-ji-yo 

觀光 案內搜能 歐 D 

搜呦 

洗手間在哪裡呢? 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 hwa-jang-si-ri-o-di-ye-yo 化將晰哩歐 D野呦 

拜託了 부탁해요 bu-ta-ke-yo ㄅㄨ他給喲 

請幫我換房間 방을 바꿔 주세요. bang-eul –ba-ggul-ssu-se-yo 旁呢 趴購豬誰呦 

可以幫我拍張照嗎? 사진 좀 찍어 주세요 sa-jin-jom-jji-geo-ju-se-yo 沙近 冏 機構 

豬誰呦 

請給我菜單 메뉴를 보여 주세요. me-nyu-reul-bo-yeo-ju-se-yo Menu呢 剖喲 

豬誰呦 

有中文的菜單嗎? 중국어 메뉴 있어요? Jung-gu-geo me-nyu 

yit-sseo-yo 

中固狗 menu 意瘦

呦 

我要跟他一樣的。 저것과 같은 것으로 주세요. jeo-geot-ggwa-ga-teun-geo-s

eu-ro-ju-se-yo 

醜購寡 喀鐵 口司柔 

豬誰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