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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HT TALE
(요트탈래)

>> 遊艇STAY & 遊艇TOUR

營業時間

遊艇STAY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搜尋
“YACHT TALE”。
聯絡方式

入住 下午5點～6點 / 退房: 翌日中午12點
遊艇TOUR

每天下午5點～6點夜景之旅

(水營灣 ▶ 廣安里 ▶ 廣安大橋 ▶ The Bay101·
冬柏島▶ 海洋城(Marine City))

網站
遊艇STAY: www.yachtstay.co.kr(英語)
遊艇TOUR: www.yachttale.com(英語)

地址

信箱: yachttale@naver.com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해운대 해변로 84, 수영만
요트경기장 본관 102호)

電話: +82-1599-1789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遊艇根據出發日期、人數不同而有所差異,
請務必透過電子郵件提前預訂。優惠券在現
場出示即可。

在釜山海雲臺享受浪漫遊艇之旅!

想象一下在平靜的大海上乘著遊艇欣賞夜空

的星星, 簡直太浪漫了。讓電影裡出現的夢
幻般的浪漫場景成為現實。釜山海雲臺的新
型旅遊文化 “ 遊艇STAY ” 帶您一次性體驗釜

山海雲臺和廣安里周圍的遊艇風光、美味燒

烤, 在舒適的遊艇裡度過美好的夜晚。在遊
艇上欣賞海雲臺的夜景和清晨的海上日出,
是多麽美好啊! 和酒店、旅館、民宿、露營

釜山廣域市海雲臺區海雲臺海邊路84, 水營灣遊
艇競技場本館102號辦公室

前來辦公室, 工作人員將陪同前往至遊艇處。

來訪路線

地鐵: 2號線 “冬柏站” 下車, 從3號出口步行前往

公車: 在釜山站公車站乘坐1003路或139路, 在 “慶南馬裏納公寓” 站下車
城市觀光巴士: 在7號站 “海洋城” 下車
價格及折扣

• 遊艇STAY: 9折(以下價目表打九折)
Type

非旺季(11月～4月)

平日

Standard A 140,000

準旺季(5～6月, 9～10月)

星期五

星期六

平日

星期五

星期六

平日

200,000

270,000

170,000

230,000

300,000

200,000

星期五

星期六

270,000

330,000

Standard B 170,000

230,000

300,000

200,000

260,000

330,000

260,000

330,000

390,000

Family

170,000

230,000

300,000

200,000

260,000

330,000

260,000

330,000

390,000

Grand

200,000

260,000

330,000

200,000

290,000

360,000

290,000

350,000

410,000

Deluxe A

140,000

200,000

270,000

170,000

230,000

300,000

230,000

300,000

360,000

Deluxe B

210,000

260,000

320,000

230,000

290,000

360,000

290,000

350,000

410,000

2017. 1. 13.標準

等相比, 是全然不同、前所未有的浪漫旅行。在遊艇STAY和家人、朋
友、同事、戀人共同創造永生難忘的美好回憶吧。

單位：萬韓元

旺季(7～8月)

※ 以上價格為2人標準價格, 每增加1人加收1萬韓元。

※ 價格分為平日(星期日～星期四)、星期五&法定公休日前一天、星期六。
• 遊艇TOUR

1人 50,000韓元 ⇨ 30,000韓元(6折)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06

Camping
Bridge
(캠핑브릿지)

>> 豪華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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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入住: 15點 / 退房: 12點(全年無休)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達飛奧的 “旅遊地圖”、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CLUB NOBLEPIC”。
聯絡方式

地址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莫高智路154(大成里)

(경기도 가평군 청평면 모꼬지로 154 (대성리))

網站: www.mustoutdoor.com(英語)
信箱: mustoutdoor@gmail.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www.mustoutdoor.com網站點擊
“Contact Us”, 申請預訂CLUB NOBLEPIC即
可。預訂時請填寫預訂人姓名、信箱、預
訂日期和人數。如需使用優惠券, 請在預訂
時透過電子郵件或電話詢問, 在現場出示即
可。

在空氣清新、景色優美的加平享受豪華露營
距離首爾40分鐘車程的京
畿道加平有非常特別的度假
村。那就是集高級帳篷屋、
遊泳池、咖啡廳、餐廳、按

摩浴缸等多種便利設施於一體的韓國第一個歐式豪華露營度假村CLUB
NOBLEPIC。CLUB NOBLEPIC地處平和美麗的自然環境之中, 在此可

以盡情享受夜間燒烤、自助式早餐等高級休閒度假生活。尤其是CLUB
NOBLEPIC為每一位顧客量身打造的貼心細緻的服務保證給您百倍感
動。

來訪路線

乘坐ITX京春線在大成裏下車。可提前申請MUST

OUTDOOR的免費接送服務或乘坐計程車。接送

服務必須提前1周在MUST OUTDOOR官網預約。
若乘坐計程車, 大約需要7分鐘, 費用在1萬韓元以
內。

價格及折扣

• 至尊豪華雙人房(豪華露營屋)
85折～9折

非旺季(1月〜3月, 11月〜12月): USD $470 ⇨ USD $390

準旺季(4月〜6月, 9月〜10月): USD $540 ⇨ USD $450
旺季(7〜8月): USD $600 ⇨ USD $520

～8月15日)不得使用優惠券。
※ 旺季高峰期(7月15日

※ 優惠券折扣價格僅適用於平日。


※ 公休日無論平日或周末,

價格可能有變化或無法預訂。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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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Studio
(킹스튜디오)

>> K-POP錄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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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上午10點～晚上10點(全年無休)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兒 ” 搜 尋
“Music King”。
聯絡方式

網站: www.kingstudio.asia(英語)
電話: +82-2-6338-2428
信箱: global@kingstudio.co.kr

可以預約需要的時間。

地址

大韓民國首爾特別市江南區新沙洞626-71, B1

(대한민국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신사동 626-71, B1)
來訪路線

從地鐵3號線狎鷗亭站3號出口步行前往。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掃描下方QR CODE，
查看詳細內容和日
程。

請在預約時出示優惠券。可以透過電子郵
件(global@kingstudio.co.kr)、LINE(帳號:
@kingstudio)、KakaoTalk(帳號: King
Studio)進行預約。直接前來工作室出示優
惠券也可同樣享受8.5折優惠。

價格及折扣

總金額8.5折
NO

Rate

Comment

1

GOLD
共60分鐘: 免費提供MR(伴奏)/60分鐘錄音/混音/
母帶處理/提供1首音源

66,300韓元
(原價: 78,000韓元)

需要翻譯時
108,800韓元
(原價: 128,000韓元)

2

PLATINUM
共60分鐘: 免費提供MR(伴奏)/60分鐘錄音/校正音準/
校正節奏/混音/母帶處理/提供1首音源

108,800韓元
(原價: 128,000韓元)

需要翻譯時
151,310韓元
(原價: 178,000韓元)

3

DIAMOND
共90分鐘: 免費提供MR(伴奏)/30分鐘聲樂課/60分鐘
錄音/聲樂指導/校正音準/校正節奏/混音/母帶處理/
提供2首音源(祝福歌曲提供對口型用MR)

168,300韓元
(原價: 198,000韓元)

需要翻譯時
210,800韓元
(原價: 248,000韓元)

4

LUXURY
共90分鐘: 免費提供MR(伴奏)/30分鐘聲樂課/60分
鐘錄音/聲樂指導/校正音準/校正節奏/混音/母帶處理/
提供音源(韓國USB)

253,300韓元
(原價: 298,000韓元)

含翻譯

5

PREMIUM
共90分鐘: 免費提供MR(伴奏)/30分鐘聲樂課/60分
鐘錄音/聲樂指導/校正音準/校正節奏/混音/母帶處理/
提供音源(韓國USB)/製作個人唱片(國際快遞配送)/
拍攝MV

508,300韓元
(原價: 598,000韓元)

含翻譯

6

NOBLESS
共90分鐘: 免費提供MR(伴奏)/30分鐘聲樂課/60分
鐘錄音/聲樂指導/校正音準/校正節奏/混音/母帶處理/
提供音源(韓國USB)/製作個人唱片(國際快遞配送)/
拍攝MV/韓國化妝師化妝

848,300韩元
(原價: 998,000韩元)

含翻譯

來專業錄音室親自錄製我喜歡的K-POP歌曲!

如果能像真正的歌手一樣在錄音室

錄製打動我心的K-POP歌曲? 哇, 那

該有多好啊! 像夢一樣的事情在現實
中實現了。專業錄音工作室 “ King
Studio ” 就提供如此特別的K-POP

服務哦。King Studio是徐仁國、VIXX等著名K-POP歌手親自錄過音的

工作室, 不僅可以參觀錄音室, 還可以像專業歌手一樣體驗整個錄音過
程。另外, 還可以將我唱的歌曲製作成唱片。太想嘗試了, 但還是第一

次, 是不是很緊張呢? 不用擔心。這裡不僅有專業的聲樂老師, 還有錄音
師和混音師會幫助您哦。不要害怕, 來King Studio挑戰K-POP歌手吧！

Package

※ 翻譯服務語言: 英語, 日語, 中文均可(基本語言為韓語。)

※ 優惠券有效期限為2017年03月01日~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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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legil
(물레길)

>> 木制獨木舟小路

011

營業時間

上午9點 ～下午6點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達飛奧的 “旅遊地圖”、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Mullegil”。

聯絡方式

網站: mullegil.org / mullegil.modoo.at(英語)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chuncheonmullegil
電話: +82-33-242-8463 / +82-70-4150-9463
信箱: junkof99@naver.com
mulle-gil@naver.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 訪問官網mullegil.org, 在英文頁面的
Reservation中填寫日期、時間、人數後，預約
即可。

• 預約時, 請告知是否使用優惠券。若使用優惠券,
在現場購票時出示優惠券即可。

• 使用優惠券可享受總金額的8折優惠。在現場刷
卡支付即可。

每小時出發一次, 出發10分鐘前實施安全教育。

獨木舟之旅開放季節期間無休息日

(冬季12月～2月不開放)
提供英語導覽服務。

地址

江原道春川市體育城路113-1

(강원도 춘천시 스포츠타운길 113-1)

來訪路線

公車: 在江原道春川長途巴士客運站下車,

乘坐計
程車前往松巖體育城內春川Mullegil即可。

地鐵 & ITX火車: 在南春川站下車,

乘坐計程車前

往松巖體育城內春川Mullegil即可。

乘坐計程車大約需要10分鐘, 費用在6美元以內。
價格及折扣

總金額8折

• 小型獨木舟(2人): USD $30 ⇨ $24

• 2人以上乘坐相同獨木舟時

每加乘1名成人(13歲以上)加收費用: USD $10 ⇨ $8

乘坐獨木舟, 開啟碧綠如畫的湖濱之旅。

泛舟於碧波蕩漾的湖面, 全身心地享受江湖美景, 被稱為水上自行車的

獨木舟帶您感受這一切! “ Mullegil泛舟小路 ” 位於距離首爾一小時車

程的春川, 在此能讓您盡情呼吸大自然的氣息, 盡情享受優美的湖邊風

景。“Mullegil泛舟小路” 是著名的攝影景點和電視節目拍攝地, 也是知

名人士相繼前往的春川最佳的旅遊景點。和心愛的家人、朋友、戀人
一起乘坐獨木舟, 開啟幸福的湖濱之旅

吧。如果再搭配上春川其他的著名旅遊景
點— —南怡島、江村鐵路自行車、晨靜園

藝樹木園, 相信能讓您的旅行更加充實又
愉快！

每加乘1名兒童(2歲～12歲)加收費用: USD $5 ⇨ $4

※ 小型獨木舟最多可加乘2名兒童。但總重量不得超過210kg。
※ 優惠券永久有效。
附加服務

• 免費使用咖啡廳和休息空間。每人免費提供飲料1杯。

• 木船展覽會&紀念品製作[迷你船槳]費用折扣(1人 USD $10 ⇨ $8)。

• 免費租賃自行車至天空步道展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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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酵齋 (연효재)
>> 韓國發酵文化體驗

營業時間

平日: 上午10點～晚上11點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達飛奧的 “旅遊地圖” 、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然酵齋”。
聯絡方式

網站: www.ynjschool.com(韓語)
電話: +82-51-636-9355
信箱: ynjschool8@naver.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 請至少提前一周透過電子郵件(ynjschool8@naver.com)預約。
• 請在櫃檯購買時出示優惠券。

電子郵件預約註意事項
請填寫希望參加體驗的時間、項目、人數及是否需要翻譯, 如參加食物體驗, 請
填寫忌諱的食物。

韓國酒和韓國酒桌 - 品嘗, 製作, 享受。

然酵齋位於500年酒曲之鄉——釜山, 在此可以品嘗及親手製作東萊蔥煎

餅和馬格利酒、魚丸湯和燒酒、新鮮的海鮮和冬冬酒。然酵齋是韓國
唯一以韓國酒和韓國酒桌為特色的複合型發酵文化體驗空間, 這裡不僅
有各種韓國傳統酒, 還舉辦韓國料理課程、馬格利酒派對、遊艇傳統酒

派對、手工馬格利酒體驗、馬格利酒化妝品製作體驗等與發酵酒文化
相關的豐富多彩的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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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上午10點～下午6點

星期日休息: (體驗人數達20人以上可以調整)

(必須提前預約, 不接受當天預約)

地址

釜山廣域市南區田浦大路110號2樓、3樓

(부산광역시 남구 전포대로 110번지 2층, 3층)
來訪路線

釜山地鐵2號線國際金融中心-釜山銀行站4號出
口後方。

價格及折扣

• 手工馬格利酒體驗項目

50,000韓元 ⇨ 25,000韓元(5折)

• 韓國酒品嘗體驗

50,000韓元 ⇨ 30,000韓元(6折)

• 馬格利酒面膜

40,000韓元 ⇨ 20,000韓元(5折)

• 韓式下酒菜課程

50,000韓元 ⇨ 30,000韓元(6折)
提供英語、日語服務。

如需中文翻譯, 必須至少提前一周預約。
優惠券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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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Z-And
(지엔)
>> 專業攝影師拍攝套裝行程

015

營業時間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兒 ” 搜 尋
“Z-And”。
聯絡方式

網站: www.z-and.com(英語)
電話: +82-2-542-2122
信箱: z-and@naver.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透過電子郵件提前申請, 拍攝當天向櫃檯出
示優惠券即可。

※ 其他詳細事項將在預約時另行告知。
※ 為了調整攝影工作室、禮服、髮型/化妝
的日程安排, 必須提前2周預約。旺季預
約顧客較多, 建議盡早預約。

上午9點～晚上7點(每周星期一休息)
地址

首爾市江南區論峴洞272-33

(서울시 강남구 논현동 272-33)
來訪路線

從地鐵盆唐線和9號線宣靖陵站1號出口步行5分
鐘。若不清楚路線, 可以事先與工作人員約定
時間在宣靖陵站見面。
提供語言

韓語, 中文, 英語
價格及折扣

明星體驗藝術照攝影(1人價格)

折扣價(5折)

原價

折扣價(5折)

440,000韓元

220,000韓元

240,000韓元

119,000韓元

包含服務: 簡單的髮型、化妝，租借1套禮服或西裝，
內景拍攝
拍攝後沖洗5R (5*7)照片5張
所需時間: 1小時30分鐘～2小時

咔嚓! 變身為光彩照人的韓流明星吧!
舞臺上光彩照人的明星。您想體驗時尚

潮流的韓流明星造型嗎? (株)Z-And提供
明星體驗套裝行程, 為您打造縱橫在世界

舞臺上的韓流明星的髮型、妝容並提供
攝影。(株)Z-And將通過營運韓國知名攝

影工作室、婚紗禮服店、化妝店20多年
積累的豐富經驗為您提供優質的服務, 為

您留下人生中最美麗、最帥氣的瞬間。
此外, 店內還提供家庭攝影、情侶攝影、
友情攝影、婚紗攝影等多種商品。

友情攝影，情侶攝影(1人價格)

原價

原價

家庭攝影(3人價格)

660,000韓元

所需時間: 1小時～1小時30分鐘

婚紗攝影(2人價格)

折扣價(5折)

原價

330,000韓元

2,200,000韓元

包含服務: 拍攝後贈送11R(11*14)相框1個

所需時間: 約30分鐘～1小時

包含服務: 拍攝後沖洗5R (5*7)照片5張

包含服務: 新郎新娘髮型、化妝
白色婚紗2套
彩色禮服1套
新郎西裝1套
拍攝後1本20P相冊
提供原片和數據
新郎、新娘助手1名

所需時間: 4小時30分鐘～6小時


拍攝後的照片在顧客回國前提供,
相冊於日後用快遞

發送。


店內還備有外景拍攝、明星化妝等多種附加商品，

請透過電子郵件咨詢。

優惠券永久有效。

折扣價(5折)

1,100,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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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韓服男

上午9點30分～晚上8點30分(年中午休)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韓服男”。

(한복남)

>> 韓服體驗

聯絡方式

網站: www.hanboknam.com(韓語)
電話: +82-10-6485-8507
信箱: hanboknams@naver.com

地址

首爾特別市鐘路區北村路5號街17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북촌로5가길 17)
來訪路線

地鐵: 從安國站1號出口出來後右轉，直走至豐文
高中。在豐文高中右轉, 直走至Kiehl's化妝

品店後左轉。左側即是<韓服男>韓服體驗
館。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請在付款時向櫃檯工作人員出示優惠券。
優惠券折扣不得與其他活動重復使用。
注意事项

1. 無需押金, 每1組需抵押一張身份證(居民身份證、駕
駛執照、護照等)。

2. 超出租賃時間時, 每超出10分鐘加收費用。
3. 損壞、遺失韓服和配飾時, 收取違約金。

4. 另外提供約30分鐘選擇韓服、髮型造型的時間。

像古裝劇主人公一樣穿著漂亮的韓服遊玩吧!
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優雅端莊、線條優美的
韓服。這就是位於能將景福宮和北村韓屋村

分店

• 樂天世界購物中心分店: 位於蠶室站第二樂天世界購物中心5樓樂天世界購物中
心與AVENUEL的連接通道。

地址: 首爾市松坡區奧林匹克路300樂天世界購物中心5樓

• 昌德宮&昌慶宮分店: 從地鐵安國站2號出口出來後, 向後方的昌德宮方向繼續
直走, 在昌德宮敦化門所在的三岔路口右轉後, 直走可看到1樓有7-11便利店的
HOSTEL KOREA青年旅社建築, 地下1樓即是體驗館。
地址: 首爾市鐘路區敦化門路85地下1樓

• 全州韓屋村分店

地址: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銀杏路54-1

價格及折扣

•韓服租賃

原價

折扣價(7折)

盡收眼底之處的韓服文化空間<韓服男>。<韓

韓服租賃
1.5小时

20,000

10,000

14,000

7,000

可以享受身穿五顏六色的韓服參觀景福宮和

4.0小时

30,000

15,000

21,000

10,500

40,000

20,000

28,000

14,000

50,000

30,000

35,000

21,000

服男>的意思是 “幫你穿韓服的男子”。在這裡

2.5小时
全天

主題

傳統

主題

北村韓屋村的特別體驗。此處還設有便宜的

(租賃韓服時)免費提供: 內搭裙 + 置物櫃 + 髮帶 + 髮型造型

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遊客的喜愛。和家人、

•傳統茶: 2,000～3,000韓元

自助攝影工作室和韓服咖啡廳, 尤其深受對韓
朋友、戀人一起穿著美麗的韓服, 體驗韓國傳

統遊戲和韓國傳統茶。您可以感受到不一樣
的韓國。

•自助攝影工作室: 入場費 5,000韓元 / 韓服租賃顧客 3,000韓元
•韓服寫真攝影: 10,000～50,000韓元
•韓服寫真相框: 3,000～20,000韓元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請務必向櫃檯出示本優惠券。)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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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料理研究所
(오미요리연구소)

>> 市場之旅+韓食料理體驗

019

營業時間

上午課程: 10點～13點(星期日～四)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五味料理研究所”。
聯絡方式

網站: www.5-tastes.com(英語)
電話: +82-10-9909-0908
信箱: ome@5-tastes.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五味研究所官方網站www.5-tastes.com提前預約。請填寫預約日期、時間、人
數, 並告知是否使用優惠券。如使用優惠券, 付款時出示優惠券即可。

在傳統市場體驗從買菜到做飯、吃飯的所有過程!
品嘗至今為止從未嘗過的陌生而新鮮的料理
是旅行中不可缺少的趣味。特別是親自在市

下午課程: 14點～17點(星期五、六)
全年無休

※ 課程沒有開課最低人數, 確定預約時即開課。
參加課程必須提前預約。

地址

首爾市東大門區藥令中央路37-6

(서울시 동대문구 약령중앙로 37-6)
來訪路線

集合地點: 地鐵1號線祭基洞站2號出口
(1號線東大門站)

※ 預約後提供詳細說明。
價格及折扣

•成人1人 50,000韓元 ⇨ 45,000韓元(9折)

•兒童(4歲～14歲)

1人 30,000韓元 ⇨ 27,000韓元(9折)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付款時出示優惠券即可。)

場選購新鮮材料, 和大家一起做飯吃的話, 更

有一番趣味。因此, <五味料理研究所>準備

了傳統韓國飲食文化體驗項目, 這是包括購
買食材、在傳統韓屋做飯、吃飯的一日韓國
料理課程。和專業韓語講師一起前往韓國最

大的食材市場——藥令市場和京東市場, 親自
購買材料, 然後和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們一
起制作韓國料理。橫跨酸、甜、苦、辣、鹹 - 5

種味道, 難以忘懷的美味世界將在您的面前展
開！

掃描下方QR CODE，

了解五味料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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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時間

Discover Jeju
(디스커버제주)

>> 和濟州漁民一起勘探野生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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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點～下午5點(體驗時間: 最長1小時)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兒 ” 搜 尋
“Discover-Jeju”。

聯絡方式

網站: www.discover-jeju.com(韓語)
電話: +82-50-5558-3838 / +82-10-9697-0801
信箱: admin@discover-jeju.com

野生海豚勘探可能根據出港前的漲潮和海上情況
有很大變動, 請務必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提前預
約。
地址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浦市大靜邑東日里浦口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대정읍 동일리포구)
來訪路線

在濟州國際機場乘坐755路巴士, 在仁城裏下車後
換乘702路, 在東日一裏下車後步行370公尺即可
達到東日裏港。
服務語言

用英語進行。

在清澈湛藍的濟州大海裏與野生海豚們約會吧!

野生海豚是濟州島海岸居民的老朋
友。濟州島居民在海裡遊泳或在船

上作業時, 海豚朋友就會湧起白色的
浪花遊過來。Discover-jeju帶領遊

客前往有80%以上的機率看到海豚
朋友的海域。您想在水族館或動物

園以外的地方─廣闊的大海裡看看自由玩耍的海豚朋友嗎? 那麽就和最
了解濟州大海的當地漁民一起乘坐漁船, 出發去看海豚朋友們吧！

價格及折扣

38,000韓元 (7.9折) ⇨ 30,000韓元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請致電Discover-jeju客服中心+82-50-5558-3838或+82-10-9697-0801, 說 “Discoverjeju海豚勘探”。或透過電子郵件(admin@discover-jeju.com)提前預約。
提前預約時, 請告知姓名、日期、時間、人數及是否使用優
惠券。

勘探日期可能根據天氣和海上條件而有所變動。
人數不夠時, 可能會更改時間和日期。

請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商議勘探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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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ADADA(株)
와바다다 ㈜

>> ZIP-LINE高空滑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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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① Eye Glider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WABADADA”。

上午9點30分～晚上7點30分(星期一休業)

② Nurinaby

上午9點～下午5點(星期三休業)

每個項目的體驗時間約為10分鐘。
請根據本人的身體狀況進行體驗。

體驗的最低限制年齡為可穿戴體驗裝備的4

聯絡方式

網站: www.wabadada.com(英語, 簡體中文)

電話: ① Eye Glider: + 82-10-3388-3041 / ② Nurinaby : + 82-70-8885-9002
信箱: ① Eye Glider: badarang@wabadada.com
② Nurinaby: seagirls@wabadada.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① Eye Glider
請前往Eye Glider售票處出示優惠券。若人數超過20人，請提前預約。
② Nurinaby
請前往售票處出示優惠券。若人數超過10人，請提前預約。

※ 其他因旅遊日程安排而需提前預約的顧客請發送電子郵件給負責人。

刺激滿分! 安全地享受高空滑索休閒運動吧。
您想安全地享受刺激驚險的高空滑索休
閒運動嗎? 那麽就來體驗WABADADA(株)
的Eye Glider & Nurinaby吧。Eye Glider
是世界第一個新概念4D VR高空下滑休

閒設施, 是能在城市中心盡情享受自然和

與眾不同的休閒運動的都市型運動體驗
設施。Nurinaby的意思是像蝴蝶一樣在
高空自由飛翔, 是韓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

個移動型高空滑索休閑體驗設施。該設

施位於距離首爾一小時車程的春川。零受傷危險! 100%保障刺激趣味
和安全! 讓我們一起前往名品休閒運動世界, 盡情釋放壓力吧! Let’
s GO!

歲以上兒童。
地址

① Eye Glider(아이글라이더)

首爾特別市鐘路區社稷路130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사직로 130)

② Nurinaby(누리나비)

大韓民國江原道春川市新東面金裕貞路1383

(대한민국 강원도 춘천시 신동면 김유정로 1383)
來訪路線

① Eye Glider

首爾地鐵3號線景福宮站地下1樓2/3號出口方
向SMARTRO內

② Nurinaby

在京春線金裕貞站下車後, 從1號出口向右步行30
公尺

價格及折扣

① Eye Glider

1人 3,000韓元 ⇨ 2,000韓元(6.6折)

② Nurinaby

1人 12,000韓元 ⇨ 8,000韓元(6.6折)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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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E人力車
(아띠인력거)

>> 單車小巷之旅

營運時間

12月～2月(11點～17點)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ARTEE人力車”。
聯絡方式

網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英語)
電話: +82-70-8955-1693 / +82-1666-1693
信箱: hello@rideartee.com

3月～11月(09點～19點)
CALL (10點～19點)
地址

首爾市鐘路區北村路5街4號地下1樓ARTEE
RIDERS CLUB(花洞138-7號地下1層)
旅游景点/项目地点來訪路線

從安國站1號出口向右直走50公尺 ▶ 右轉後直
走500公尺 ▶ 三清洞糖餅胡同盡頭

(서울시 종로구 북촌로 5 길 43 지하 1 층 아띠라이더
스클럽(화동 138-7 지하 1 층))

旅遊景點/項目/服務介紹

鬼怪/西北村遊(60分鐘)

您知道電視劇《鬼怪》的主要拍攝地就在北村嗎? 現在馬上
預約鬼怪遊吧! 可以體驗鬼怪和鬼怪新娘的生活!
北村VIP遊(1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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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及折扣

价格

9折

1. 鬼怪/西北村遊(60分鐘)

韓語遊 ￦30,000(⇨ ￦27,000) / 英語遊 ￦40,000(⇨ ￦36,000)

位於景福宮和昌德宮之間的韓屋村, 是一條可以感受

2. 北村VIP遊(120分鐘)

和傳統韓屋居住區共存的首爾代表性名勝地，並沿著

3. 貞洞&明洞VIP遊(120分鐘)

北村之美的路線。在這裡您可以同時遊覽現代式建築
昌德宮的石牆感受那裡的一片靜謐。
貞洞明洞VIP遊(120分鐘)

從首爾最大的購物中心—明洞出發, 前往首爾最大的
傳統市場—南大門市場。

韓語遊 ￦50,000(⇨ ￦45,000) / 英語遊 ￦75,000(⇨ ￦67,500)
韓語遊 ￦75,000(⇨ ￦67,500) / 英語遊 ￦75,000(⇨ ￦67,500)

※ 人力車1輛限乘坐2名成人, 未滿7歲兒童1名可免費同行。

•人力車額定人數爲成人2名和幼稚園生1名。
3人家庭(成人2名, 7歲以下兒童1名)

•7歲以下兒童免費。

沿著德壽宮的石牆路遊覽貞洞, 您會發現這裡有首爾

•請在退房頁面上寫明訊息。

的氣息。也千萬不要錯過妝點旅行尾聲的清溪川哦!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數一數二的美景。請感受朝鮮後期大韓帝國歷史現場

坐上人力車, 探訪首爾隱藏的樂趣！

放下忙碌日常生活的重擔, 感受一份悠閒自在, 這才是旅行帶來的治

癒效果。“ADDI” 是一個純韓語詞, 意思是 “多年好友”。與和善熱情的

ADDI車夫一道擺脫汽車嘈雜的道路, 享受您的胡同之旅吧。

1. 訪問官方網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
2. 必須至少提前3天預約。

3. 支付時輸入優惠券代碼。

4. 選擇旅遊類型, 預約後支付。

(請填寫旅遊路線、人數等要求事項)

5. 享受韓國之旅

Coupon Code: 2017AR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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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joy Korea
(맛조이코리아)
>> 鄉村民宿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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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聯絡方式

網站: www.matjoykorea.com(英語)
www.matjoy.kr(韓語)
信箱: matjoytour@naver.com

服務時間

1)訪問Matjoy Korea英文網站(www.matjoy.com)或在Google Play搜尋 “Matjoy”
APP後使用。APP僅支持安卓版本。
2)按地區選擇Korea B&B後, 輸入優惠券代碼<2017matjoykorea>, 詳細填寫B&B
名稱、入住日期、人數、是否需要早餐等後, 發送電子郵件至matjoytour@
naver.com。
3)Matjoy Korea將為您詳細回覆相關民宿的費用及是否可預訂。

※外國遊客確定入住時, 請務必發送確認郵件至matjoytour@naver.com。韓國的
鄉村網路服務未能像城市般快速, 導致回覆速度較慢，請予以諒解。

上午9點～下午6點(網站服務24小時營運)
來訪路線

各 “地區B&B” 的資訊有所差異。如預訂商品, 我

們將透過電子郵件告知前往預訂地點的方法和附
加資訊。

查詢路線TIP

請詢問Matjoy Korea禮賓部。
提供語言

英語(網站), 韓語(韓國人專用網站)

※ 鄉村民宿的居民可能不擅長說外語, 但服務親
切, 讓您在住宿期間不會有很大問題。

不妨離開韓國的大城市, 前往寧靜的鄉村享受一場治癒之旅吧!

價格及折扣

除了華麗的城市夜景, 您還想感受幽靜的鄉

惠。

人員親自造訪體驗過的高品質鄉村民宿。

不同地區的B&B價格有所差異, 最低可享受8折優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8年3月31日。

村風景嗎? Matjoy Korea為您介紹由工作
在由熱情的鄉村居民經營的韓式房屋裏享
受大自然帶來的清凈和閒適吧。在微風徐
徐、繁星滿天的鄉村度過的時光將會成為

您終身難忘的回憶。民宿還向透過Matjoy

Korea預訂的所有顧客提供韓式早餐。如
果您想感受樸實簡潔的韓國鄉村的魅力,

現在就在Matjoy Korea搜尋鄉村民宿B&B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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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art
(꼬레아트)

>> 韓國傳統藝術及K-POP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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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

星期一～星期六: 上午10點～下午6點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達飛奧的 “旅遊地圖”、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Coreart”。
聯絡方式

※ 星期日、公休日閉館。/ ※ 必須預約(2人以上)
地址

首爾市中區東湖路17街173 Coreart中心

(서울시 중구 동호로 17길 173 꼬레아트 센터)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oreart5959(韓語)

提供語言

電話: +82-2-734-5959

價格及折扣

部落格: blog.naver.com/haera5959(韓語)
信箱: heara5959@naver.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必須透過電話提前預約。電話預約時, 請告
知使用折扣券, 並在體驗當天出示折扣券。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支持英語、日語
•60分鐘項目: 1人 30,000韓元 ⇨ 24,000韓元(8折)

•90分鐘項目: 1人 40,000韓元 ⇨ 32,000韓元(8折)
※ 4人以上可再享受9折優惠。(共7折)
※ 更準確的折扣資訊請另行詢問。
1 Coreart四物遊戲體驗

韓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性

把身體融入輕快的韓國節拍!

▶▶ 通過傳統四物樂器學習韓國固有的節拍和歡快的曲調,

開展聯合演出

一起體驗韓國傳統文化藝術和人氣K-POP吧!
沿著擁有600年歷史的首爾城墻走走看

吧。沿著保留著古典風貌的首爾城墻

路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文化藝術遊樂園

Coreart。Coreart是Corea+Art的合成
詞, 在此可以進行韓國文化藝術體驗。
不僅提供四物遊戲、傳統樂器演奏、

打擊樂演奏等傳統文化體驗, 還有人

氣K-POP的模仿舞蹈體驗, 帶您盡情享
受韓國各時代豐富多樣的文化藝術內
容。就算是音癡、節奏癡、舞癡也不

用擔心。在專業講師的指導下, 誰都可以輕
鬆愉快地學習、體驗韓國文化藝術。

1) 說明會

3) 練習基本節拍

2) 四物樂器的理解
4) 聯合演出

2 Coreart K-POP舞蹈

全世界矚目的K-POP

施展隱藏在身體裏的才藝!

▶▶ 與韓流熱潮的中心, K-POP專業講師團隊一起學習K-POP歌曲的主要舞蹈動
作, 開展聯合演出

1) 說明會

3) K-POP舞蹈主要動作體驗

2) 熱身基礎訓練
4) 聯合演出

3 Coreart打擊樂表演

充滿活力的非語言打擊樂表演
擊打內心的熱情!

▶▶ 和頂級非語言音樂劇<FANTA-STICK>演員一起使用各種鼓類打擊樂器重現音

樂劇場面, 體驗鼓棒的控制、合奏等專業打擊樂表演

1) 說明會

3) 體驗打擊樂表演

2) 練習基本姿勢和節奏
4) 聯合演出

既然踏上旅途，

您是否想讓旅程更加開心而舒適呢？
我們爲您的旅行提供精華特色服務。

現在，旅行變得更加舒適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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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

Creatrip
(크리에이트립)

>> 提供只有 “當地人”

知道的一手旅行TIPs

平日 上午9點～下午6點
聯絡方式

網站: www.creatrip.net(繁體中文)
電話: +82-70-4327-1955
信箱: support@creatrip.net
LINE: @creatrip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App Store、Google Play商店搜尋“Creatrip”後下載。下載APP後, 註冊會員即
可免費享受服務。
※ 更詳細的資訊請通過LINE@creatrip咨詢。服務時間內將為您盡快解答。

沒有一款介紹韓國人常去的熱門場所的APP嗎?
如果您正在準備韓國旅遊, 相信有很多

好奇的地方吧。韓國最熱門的場所是哪
裡? 在當地要去哪些商店才能買到便宜

又好的東西? 哪家酒店又乾凈又好? 所有
問題的答案盡在Creatrip APP。支持中文

簡體和中文繁體的Creatrip APP廣泛且詳細地提供與韓國當地人親自前

往並驗證的2,000多處景點和150多種旅遊路線資訊, 每天更新在韓旅遊

期間相當實用的資訊。不僅如此, APP還提供能向韓國人詢問當地資訊
的中文交流服務。例如, 想知道釜山西面站物品置物櫃的大小嗎? 安裝
Creatrip APP, 在 “Forum” 提問吧。您可以在1個工作日內收到韓國人的

回覆。和方便又親切的韓國旅遊伴侶Creatrip一起體驗一場符合自己喜
好的最精彩的韓國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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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可通過LINE@creatrip隨時詢問與韓國旅

遊相關的資訊。周末無法立即回覆, 如有問題,
可以留言。

服務語言

中文(簡體), 中文(繁體)
附加服務

註冊會員自動贈送可在韓國人常去的韓服租賃
店、餐廳使用的特別優惠券。在當地商店出示優
惠券即可享受9折優惠。
價格及折扣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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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USTAR
(세이너스타)

>> 旅客服裝租賃服務

沒想到會這麽冷! 沒有可以租禦寒衣物的方法嗎?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達飛奧的 “旅遊地圖”、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SEINUSTAR”。
聯絡方式

網站: www.seinustar.com(英語)
信箱: admin@seinustar.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點擊下方鏈接, 註冊會員後, 選擇商品並進
行支付。輸入優惠券代碼時, 點擊使用按
鈕, 即可享受折扣優惠。只要註冊會員, 就
可以在優惠券有效期限內無限使用, 每次預
約時都可享受追加折扣。
※ 更詳細的使用方法請參照官方網站。
http://seinustar.com/
?pcode=NTLEB1M9

營業時間

上午7點～晚上11點(全年無休)
地址

仁川國際機場候機樓1樓 / 1號服務臺(14號門旁)

(인천국제공항 여객터미널 1층 71번 서비스 카운터
(14번 게이트 옆))
價格及折扣

每款服裝的價格有所差異

(基本4天標準 USD $5～$60)

• 使用優惠券手冊的優惠券時，可享受追加9折優惠
（※可與其他優惠券重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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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

準備旅遊時最苦惱的應該就是衣服了吧? 畢竟遊客不太了解當地的天

氣, 常為準備什麽衣服而苦惱。有時候以為天氣很暖和, 但到達後卻發
現冷風嗖嗖地吹；相反地, 為了禦寒穿上厚厚的衣服, 到達後卻發現天
氣已變暖。因為天氣而買新衣服又有經濟負擔, 進退兩難的衣服問題,

現在大可放心了。SEINUSTAR將為您提供協助。SEINUSTAR根據韓國

天氣提供禦寒衣物、特殊服裝等各式各樣的服裝租賃。店鋪位於仁川

國際機場內, 可通過簡單的線上預約, 不用帶著重重的行李, 輕裝出發,
即可體驗各式各樣的韓國服裝。衣服返還方法也很簡單! 結束旅行回國
時, 在機場返還即可。如果沒來得及提前預約也沒關係。雖然可供選擇

的衣服可能有限, 但也可以直接在現場租借。和SEINUSTAR一起享受一
場輕鬆、時尚的韓國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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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X /

我旅行(ITrip)
(세이팩스 (주)아이트립)

>> 仁川機場↔酒店行李配送服務

營業時間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達飛奧的 “旅遊地圖”、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兒” 搜尋
“SAFEX”。
聯絡方式

網站: safex.kr(繁體中文)
電話: +82-2-364-0211
信箱: e-itrip@hotmail.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官方網站safex.kr/主頁上點擊 “RESRVE”
進行預約。預約時輸入優惠券代碼
<KTOspecial>可享受9折優惠。預約成功
後, 將發送預約確認郵件至您的信箱。
※ 不接受電話或電子郵件預約。
請務必在官方網站進行線上預約。
※ 優惠券不限次數, 可重複使用。
※ 3月底起將轉換為線上支付。

沒有能代替搬運行李的服務嗎?

旅遊時拖著沈重的行李很不方便吧? 尤

其是女性遊客的行李又多又重, 就更加
吃力。如果能先將行李送到酒店該有

多好呢? 也無需為了放行李而從機場直

奔酒店, 可以先去想去的地方。因此,

SAFEX準備了特別的配送服務。SAFEX
為您將行李從機場送至酒店, 安全放心,
價格合理。旅遊的最後一天還可以將旅
遊期間購買的物品一起從酒店直接送至
機場。不要再費力地拖著行李四處遊走

了。把沈重的行李交給SAFEX, 輕鬆自在
地盡享韓國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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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點～22點

入境時: 應在下午3點前將行李寄放至機場內指定的服務臺。當天晚上7點後可在
酒店收取行李。

出境時: 應在上午9點前將行李寄放至酒店前臺的行李寄放處。當天下午2點後可
在機場內收取行李。

※ 在網站進行線上預約時可查看提供服務的酒店。因此，必須通過SAFEX官方網
站提前預約，確認酒店後使用服務。

※ 機場內服務臺位於仁川國際機場交通中心地下1樓機場鐵路普通列車乘車口
旁。

地址

仁川國際機場交通中心地下1樓機場鐵路普通列車乘車口旁Travel Store

(인천광역시 중구 공항로 271 인천국제공항 교통센터 지하 1층 Travel Store)
來訪路線

1. 乘坐入境大廳8號出口旁的電動扶梯前往地下1樓。
2. 走上地下1樓的自動人行道前往機場鐵路方向。

3. 在自動人行道盡頭走向Travel Center左側, 前往機場鐵路普通列車檢票口。
4. 進入普通列車檢票口旁邊的KTX乘車處, 即可看到服務臺。
※ 點擊下方鏈接或掃描QR CODE，
查看更詳細的資訊。

http://goo.gl/ckxFkH

價格及折扣

價格根據行李大小而定。

S(〜19寸) / M(20〜23寸): 14,000韓元 ⇨ 12,600韓元(9折)

L(24〜27寸): 20,000韓元 ⇨ 18,000韓元(9折)
XL(28寸〜): 26,000韓元 ⇨ 23,400韓元(9折)

※ 以上價格為單程價格。如需往返服務, 必須預約2次。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

038

RAON

BAGGAGE STORAGE
(라온트래블스토리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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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星期一～星期四, 星期日

>> 機場鐵路 “弘大入口站” 內保存行李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兒 ” 搜 尋
“RAON行李寄放”。
聯絡方式

網站: www.raontravel.com(繁體中文)
電話: +82-70-8884-1251
信箱: raon@raontravel.com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前來本店出示優惠券即可享受優惠。

想擺脫行李的束縛, 讓您的旅行更加輕鬆便利嗎?
想安全地寄放又大又重的

行李嗎? 想兩手輕鬆地遊
逛首爾市區嗎? 那麽就來
專為旅客開設的行李寄放

中心— —RAON行李寄放
吧。這裡不僅提供寄放大
件行李, 還可以簡單地寄

放各種物品, 尤其深受行李多且重的女性遊客的青睞。店內配有監視錄
影器, 24小時隨時監控, 保證行李的安全。現在就來RAON寄放您的所有
行李, 兩手輕鬆! 身心自由! 享受更加輕鬆便利的旅行吧。

上午9點30分～晚上9點30分

星期五～星期六: 上午9點30分～晚上11點30分
地址

首爾麻浦區楊花路188弘大入口站機場鐵路7號
出口地下2樓RAON行李寄放

(서울 마포구 양화로 188 홍대입구역 공항철도 7번
출구 지하2층 라온보관소)
來訪路線

位於地鐵弘大入口站(2號線, 機場鐵路, 京義中央
線)站內。通往7號出口的樓梯對面。
價格及折扣

每2件行李享受1,000韓元折扣

※ 不 論 寄 放 時 間 多 長 ， 每 寄 放 2 件 即 可 享 受

1,000韓元折扣。不同物品尺寸和寄放時間的
詳細價格請前往官方網站查看。

040

NUUA 的

“我在哪兒”
(누아)

>> 專為中華圈遊客設計的
韓國旅遊指南APP

041

營運時間

24小時線上服務
聯絡方式

網站: tour.nuua.net/app/tw/(繁體中文)
信箱: westevil@nuua.net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App Store、Google Play商店搜尋 “我在
哪兒” 後下載。

地址

首爾市中區清溪川路40文化創造風險園區1507號

(서울시 중구 청계천로 40, 문화창조벤처단지
1507호)
提供語言

英語, 中文(簡體), 中文(繁體), 日語
價格及折扣

免費

我需要一款不用上網也能用的韓國旅遊指南APP!
喜歡韓國但對韓國不熟悉? 需要一款專為中

華圈遊客量身打造的APP? 想不用上網也能
搜尋地圖、公共交通指南、推薦旅遊景點、
最短路線等旅遊資訊嗎? 那麽, 推薦您使用

NUUA的自由行路線指南APP “我在哪兒”。
只需下載一次, 無需上網也可隨時隨地自由
搜尋旅遊資訊。既能節省數據流量, 也無需
四處尋找Wifi, 真方便! 而且APP僅占用25MB

容量, 提供中文(簡體和繁體)、英語、日語
的550,000多條旅遊景點、地圖、公共交通

指南、周邊人氣旅遊景點、最短路線等旅遊
資訊。我們還計劃日後在購物和文化領域提
供別樹一幟的特別服務, 敬請多多期待!

042

服務時間

CUDDLY

吃貨大本營
(커들리)

043

上午11點～晚上11點30分

>> 中華圈遊客外賣訂餐代理服務

價格及折扣

聯絡方式

•外賣訂餐代理費: 20元(人民幣)

微信用戶名: 吃貨大本營總部
微信帳號: chihuoi7(吃貨愛吃)

無折扣

•餐廳訂座代理費: 20元(人民幣)

餐廳訂座代理費不含防NoShow的押金。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微信添加朋友 ▶ 公眾號 ▶
搜尋chihuoi7(吃貨愛吃) 。

不懂韓語如何訂外賣?

或掃描下方QR CODE。

在外國人印象最深的韓國文化中, 外賣訂餐服務可

謂是數一數二的。實際上, 很多外國人來到韓國
後, 都說想像韓劇中一樣訂外賣吃。好不容易來韓
國旅遊了, 但是不會說韓語, 訂外賣想都不敢想嗎?
不用擔心! 就算一句韓語都不會, 也沒問題。吃貨

大本營將向中華圈遊客提供特別的外賣訂餐代理
服務。在微信上用中文簡單地訂韓國外賣或預訂
餐廳吧。您的韓國之旅將會更加美味。

關注公眾號後, 在下方的菜單選擇訂餐食物, 按照提示下單後, 收取食物即可。
提前注册微信支付或支付宝后, 可以使用

044

Seoul
Travel Pass
(트래볼루션)
>> 手機&線上旅遊門票預約

價格及折扣

各商品價格不同, 最低可享受5折優惠。
聯絡方式

網站
www.seoultravelpass.com(繁體中文)
電話: +82-2-6264-1115
信箱: ask@seoulpass.kr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訪問Seoul PASS官方網站(www.seoultravelpass.
com), 或在App Store或Google paly搜尋 “ Seoul
PASS” 後, 下載APP。
•查找產品門票、旅行及活動，添加至購物車。

•輸入優惠券代碼<welcomekorea2017>，
享受追加95折優惠。每個帳號僅限使用一次。

•線上支付,在韓國享受專屬於自己的特別旅行。

沒有專為外國遊客設計的旅遊PASS嗎?
能不能不預約就可簡單購買景

點門票, 輕鬆遊玩韓國呢? 想

以合理的價格計劃一場充實
的旅行, 應該怎麽辦呢? Seoul

PASS為您一次性解決旅遊煩惱!

Seoul PASS是專為外國遊客特別設計的移動旅遊PASS系統。通過Seoul
PASS可以節省時間+節省費用+節省體力, 讓您體驗實惠滿分的旅遊。現

在就通過網站和智能手機APP享受Seoul PASS的專有優惠, 體驗100多
種讓人驚嘆的韓國吧!

045

詳細的商品價格和折扣請在Seoul PASS
網站或APP上查看。

046

FuntasticKorea
(펀타스틱 코리아)
>> 私人包車預訂服務

047

營運時間

24小時線上服務
聯絡方式

網站: funtastickorea.com/van(繁體中文)
信箱: info@funtastickorea.com
僅接受線上預訂。

價格及折扣

•機場接送: 3,000韓元折扣

(70,000韓元 ⇨ 67,000韓元)

•長途單程: 5,000韓元折扣
•一日遊: 10,000韓元折扣

價格根據距離和時間計算。

包括三廂車、商務車、巴士在內的所有類型的
車輛均可享受折扣優惠。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能不能在韓國預訂專屬於我的車輛?

旅遊中不方便的地方可不少。尤其是如果不熟
悉韓國, 不會說韓語, 在韓國乘坐公共交通可能

遇到困難。提著沈重的行李, 活動起來又累又
不方便。這個時候, 使用世界唯一的 “一站式私
人包車(Private Van)” 預訂系統, 可以輕鬆方便

地解決問題。從機場接送到一日遊, 只要在網
站(funtastickorea.com/van)上選擇車種、出發
地、目的地即可準備一輛專屬於自己的私人包
車。和Funtastic Korea一起輕鬆方便地準備一
場夢幻的韓國之旅吧!

•請在FUNKO VAN網站(funtastickorea.com/van)預訂日程。
掃描下方QR CODE, 即可查看預訂方法。

QR CODE ▶
FUNKO blog

QR CODE ▶
FUNKO van site

•選擇完成後, 在支付頁面輸入選項對應的優惠券代碼後, 用國際信用卡或Paypal
支付即可。

機場接送: 17FNKVAN3(3,000韓元優惠券)
長途單程: 17FNKVAN5(5,000韓元優惠券)

一日遊: 17FNKVAN10(10,000韓元優惠券)
•預訂後24小時內發送預訂憑證, 憑證上註有與司機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優惠券1人僅限使用1次。

所有商品的預訂和支付在官方網站進行。

048

達飛奧 /
旅遊地圖 (다비오)

049

營運時間

24小時線上服務

>> 免費首爾旅遊地圖 & 地鐵路線圖
聯絡方式

網站: dabeeo.com( 簡體中文)
信箱: service.contact@dabeeo.com

地址

首爾市麻浦區東橋路142-5(西橋洞463-29)
Goldman Building 2樓

(서울시 마포구 동교로 142-5 (서교동 463-29)
골드만빌딩 2층)
提供語言

韓語, 英語, 日語, 中文(簡體)
價格及折扣

免費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App Store、Google Play商店下載 “旅遊地圖”! 然後下載 “旅遊地圖” 免費提供

的 “首爾” 地圖即可。
實用服務功能

地圖和資訊分開, 看著真費勁!

沒有一款簡單方便的綜合性APP嗎?
去陌生的地方旅遊時, 一定要

帶上的必備品就是地圖。現
在為您介紹能幫助您在陌生
的首爾不迷路, 順利找到目的

地的簡單方便的地圖。那就
是達飛奧旅遊地圖。達飛奧

旅遊地圖提供地圖、地鐵路線圖、步行用導航等, 幫助外國遊客愉快方
便地旅遊首爾。只需下載一次, 即可在離線狀態使用所有旅遊資訊和路
線指南功能, 方便快捷, 還可以節省數據流量和漫遊費用! 如果您在計劃

首爾旅遊, 一定不要忘了帶上達飛奧旅遊地圖APP免費提供的首爾地圖
哦!

1) 添加自定義位置功能(無線上/離線限制)

沒有用戶查找的位置資訊時, 可以使用添加自定義位置功能。在地圖上添加位
置, 即可提供相同的查找路線等功能, 同時還提供用戶個人地圖服務, 打造專屬
於自己的旅遊地圖。

2) 在查詢位置資訊的同時支持與地圖聯動的路線指南

通過 “設為到達站” 功能, 自動設定最近的地鐵站, 提供距離當前所在位置最近
的地鐵站資訊。即使正在使用步行用導航, 如果目的地較遠, 也能提供附近地鐵
站的路線指南。

050

(株)SNBSOFT
“Dropin”
(㈜에스앤비소프트)

051

營運時間

24小時線上服務

>> 韓國地圖 & 公共交通(地鐵/公車/步行者)
路線指南APP

聯絡方式

網站: www.talkyple.com( 簡體中文)
電話: +82-2-566-8074
信箱: ethan@snbsoft.net

沒有一款簡單又詳細的韓國自由行APP嗎?
想去韓國旅遊, 但是不會說

韓語? 不用擔心。因為有專
為外國遊客設計的韓國自由
行APP “Dropin ”。“Dropin ”

是韓國電子地圖和公共交通
路線指南APP, 同時提供韓

語、英語、中文(簡體)、日語服務。APP使用的不是從外部借用的地圖,

而是使用自有地圖, 可以提供最詳細、準確的最新路線指南。只要有
“Dropin”, 誰都可以像當地人一樣自由地乘坐公共交通, 不僅是主要旅遊
景點, 還提供住宿、美食餐廳和著名場所等相關資訊。如果想看更多、
聽更多、體驗更多, 享受專屬於自己的旅行, 現在就來搜尋Dropin吧!

提供語言

韓語, 英語, 日語, 中文(簡體)
價格及折扣

在iOS和Google Play商店搜尋Dropin免費下載

052

K-Style Hub
(케이스타일허브)

>> 韓國觀光公社 “旅遊資訊中心”

053

開放時間

2樓 旅遊咨詢中心: 上午10點～晚上8點
小秘訣 ─ 手機地圖APP
在 達 飛 奧 的 “ 旅 遊 地 圖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兒 ” 搜 尋
“K-Style Hub”。
聯絡方式

網站: www.visitkorea.or.kr(繁體中文)
電話: +82-2-729-9439, 9433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無需另外預約或事先登記。前往K-Style
Hub5樓活動區, 向工作人員出示優惠券即
可。

3樓 韓食文化展覽館: 上午10點～晚上8點
4樓 韓食體驗館: 上午10點～晚上8點
5樓 商品宣傳館: 上午10點～晚上8點
韓服體驗區: 上午10點～下午6點
活動區: 上午11點～下午4點

(截止至2017年12月28日)

地址

首爾市中區清溪川路40韓國觀光公社首爾中心
2～5樓

(서울시 중구 청계천로 40 한국관광공사 서울센터
2～5층)
K-Style Hub來訪路線

韓食、韓服、韓流商品聚集地!

您正在準備韓國旅遊嗎? 還是已經踏上
了韓國之旅? 建議您從緊湊的旅遊日程

安排中抽出時間, 一定要去一個地方看

看, 那就是K-Style Hub。K-Style Hub是
設有旅遊咨詢中心、韓食文化展覽館、
韓食體驗館、商品宣傳館等的綜合文化
空間, 將韓國旅遊資訊和韓國文化匯集於

一處。尤其是位於5樓的韓服體驗區可

以免費租賃韓服1小時, 深受外國遊客的
喜愛。另外還為持有優惠券的顧客準備
了特別的商品, 千萬不要忘記來光顧哦！

地鐵1號線: 鐘閣站5號出口前永豐文庫對面韓國
觀光公社大樓

2號線: 乙支路入口站2號出口清溪川方向韓
國觀光公社大樓

5號線: 光化門站5號出口東亞日報方向韓國觀
光公社大樓

價格及折扣

除4樓韓食體驗館以外的展覽室均免費。但 “活動
區特別體驗” 僅限持有優惠券的顧客免費入場。

活動區位於5樓, 特別體驗主題根據時間有所不同。
優惠券有效期限: 2017.12.28

COUPON

YACHT TALE (第4頁)
遊艇STAY
9折(以下價目表打九折)

遊艇TOUR
1人 50,000韓元 ⇨ 30,000韓元(6折)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網站: www.yachtstay.co.kr(英語) / www.yachttale.com(英語)
電話: +82-1599-1789

Camping Bridge (第6頁)
至尊豪華雙人房(豪華露營屋)
85折〜9折

非旺季(1月〜3月, 11月〜12月)
USD $470 ⇨ USD $390

準旺季(4月〜6月, 9月〜10月)
USD $540 ⇨ USD $450
網站: www.mustoutdoor.com(英語)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旺季(7〜8月)
USD $600 ⇨ USD $520

信箱: mustoutdoor@gmail.com

King Studio (第8頁)
價格及折扣

特色旅遊

總金額8.5折

網站: www.kingstudio.asia(英語)
電話: +82-2-6338-2428

Mullegil (第10頁)
總金額8折
• 小型獨木舟(2人): USD $30 ⇨ $24

• 2人以上乘坐相同獨木舟時
每加乘1名成人(13歲以上)加收費用
USD $10 ⇨ $8

每加乘1名兒童(2歲〜12歲)加收費用
USD $5 ⇨ $4

網站: mullegil.org

/ mullegil.modoo.at(英語)

電話: +82-33-242-8463 / +82-70-4150-9463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輕鬆遊韓新玩法

然酵齋 (第12頁)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手工馬格利酒體驗項目
50,000韓元 ⇨ 25,000韓元(5折)
韓國酒品嘗體驗
50,000韓元 ⇨ 30,000韓元(6折)

R : 89 G : 87 B : 87
C : 0 M : 0 Y : 0 K : 80

網站: www.ynjschool.com(韓語)
電話: +82-51-636-9355

特色旅遊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明星體驗藝術照攝影(1人價格)
440,000韓元 ⇨ 220,000韓元(5折)
友情攝影，情侶攝影(1人價格)
240,000韓元 ⇨ 119,000韓元(5折)
家庭攝影(3人價格)
660,000韓元 ⇨ 330,000韓元(5折)
網站: www.z-and.com(韓語)
電話: +82-2-542-2122

特色旅遊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婚紗攝影(2人價格)
2,200,000韓元 ⇨ 1,100,000韓元(5折)

韓服男 (第16頁)
價格及折扣
韓服租賃

自助攝影工作室
入場費 5,000韓元
韓服租賃顧客 3,000韓元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請在預約時出示優惠券。可以透過電子郵件(global@kingstudio.
co.kr)、LINE(帳號: @kingstudio)、KakaoTalk(帳號: King Studio)
進行預約。直接前來工作室出示優惠券也可同樣享受8.5折優
惠。

(株)Z-Aad (第14頁)
價格及折扣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www.mustoutdoor.com網站點擊 “Contact Us”, 申請預訂
CLUB NOBLEPIC即可。預訂時請填寫預訂人姓名、信箱、預訂
日期和人數。如需使用優惠券, 請在預訂時透過電子郵件或電
話詢問, 在現場出示即可。

韓式下酒菜課程
50,000韓元 ⇨ 30,000韓元(6折)

特色旅遊

R : 62 G : 58 B : 57
C : 0 M : 0 Y : 0 K : 90

傳統茶: 2,000〜3,000韓元

特色旅遊

遊艇根據出發日期、人數不同而有所差異, 請務必透過電子郵
件提前預訂。優惠券在現場出示即可。

馬格利酒面膜
40,000韓元 ⇨ 20,000韓元(5折)

R : 230 G : 0 B : 18
C : 0 M : 100 Y : 100 K : 0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特色旅遊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COUPON

韓服寫真攝影: 10,000〜50,000韓元

韓服寫真相框: 3,000〜20,000韓元
網站: www.hanboknam.com(韓語)
電話: +82-10-6485-8507

五味料理研究所 (第18頁)
價格及折扣

成人1人
50,000韓元 ⇨ 45,000韓元(9折)

兒童(4歲〜14歲)
1人 30,000韓元 ⇨ 27,000韓元(9折)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 訪問官網mullegil.org, 在英文頁面的Reservation中填寫日
期、時間、人數後, 預約即可。
• 預約時, 請告知是否使用優惠券。若使用優惠券, 在現場購票
時出示優惠券即 可。
• 使用優惠券可享受總金額的8折優惠。在現場刷卡支付即可。

網站: www.5-tastes.com(英語)
電話: +82-10-9909-0908

特色旅遊

特色旅遊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輕鬆遊韓新玩法

COUPON

Discover Jeju (第20頁)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價格及折扣

特色旅遊

特色旅遊

38,000韓元 (7.9折) ⇨ 30,000韓元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 請至少提前一周透過電子郵件(ynjschool8@naver.com)預約。
• 請在櫃檯購買時出示優惠券。

網站: www.discover-jeju.com(韓語)

電話: +82-50-5558-3838 / +82-10-9697-0801

WABADADA(株) (第22頁)

特色旅遊

Eye Glider
1人 3,000韓元 ⇨ 2,000韓元(6.6折)
Nurinaby
1人 12,000韓元 ⇨ 8,000韓元(6.6折)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透過電子郵件提前申請, 拍攝當天向櫃檯出示優惠券即可。

※ 其他詳細事項將在預約時另行告知。
※ 為了調整攝影工作室、禮服、髮型/化妝的日程安排, 必須提
前2周預約。旺季預約顧客較多, 建議盡早預約。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網站: www.wabadada.com(英語, 簡體中文)

電話: Eye Glider: + 82-10-3388-3041 / Nurinaby: + 82-70-8885-9002

ARTEE人力車 (第24頁)

特色旅遊

1. 鬼怪/西北村遊(60分鐘)
韓語遊 ￦30,000(⇨ ￦27,000)
英語遊 ￦40,000(⇨ ￦36,000)

2. 北村VIP遊(120分鐘)
韓語遊 ￦50,000(⇨ ￦45,000)
英語遊 ￦75,000(⇨ ￦67,500)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請在付款時向櫃檯工作人員出示優惠券。
優惠券折扣不得與其他活動重復使用。

網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英語)

電話: +82-70-8955-1693 / +82-1666-1693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3. 貞洞&明洞VIP遊(120分鐘)
韓語遊 ￦75,000(⇨ ￦67,500)
英語遊 ￦75,000(⇨ ￦67,500)

Matjoy Korea (第26頁)

特色旅遊

不同地區的B&B價格有所差異,
最低可享受8折優惠。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五味研究所官方網站www.5-tastes.com提前預約。請填寫預
約日期、時間、人數, 並告知是否使用優惠券。如使用優惠券,
付款時出示優惠券即可。

網站: www.matjoykorea.com(英語)
www.matjoy.kr(韓語)
信箱: matjoytour@naver.com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輕鬆遊韓新玩法

COUPON

價格及折扣

請致電Discover-jeju客服中心+82-50-5558-3838或
+82-10-9697-0801, 說 “Discover-jeju海豚勘探”。
或透過電子郵件(admin@discover-jeju.com)提前預約。
提前預約時, 請告知姓名、日期、時間、人數及是否使用優惠券。

90分鐘項目
1人 40,000韓元 ⇨ 32,000韓元(8折)

60分鐘項目
1人 30,000韓元 ⇨ 24,000韓元(8折)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勘探日期可能根據天氣和海上條件而有所變動。
人數不夠時, 可能會更改時間和日期。
請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商議勘探日期和時間。

※ 4人以上可再享受9折優惠。(共7折)
※ 更準確的折扣資訊請另行詢問。

特色旅遊

特色旅遊

Coreart (第28頁)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oreart5959(韓語)
部落格: blog.naver.com/haera5959(韓語)
電話: +82-2-734-5959

SEINUSTAR (第34頁)
價格及折扣

每款服裝的價格有所差異
(基本4天標準 USD $5〜$60)
• 使用優惠券手冊的優惠券時,
可享受追加9折優惠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① Eye Glider: 請前往Eye Glider售票處出示優惠券。若人數超
過20人，請提前預約。
② Nurinaby
請前往售票處出示優惠券。若人數超過10人，請提前預約。

※ 其他因旅遊日程安排而需提前預約的顧客請發送電子郵件
給負責人。

便捷的服務

特色旅遊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網站: www.seinustar.com(英語)
信箱: admin@seinustar.com

SAFEX / 我旅行(ITrip)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1. 訪問官方網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
2. 必須至少提前3天預約。
3. 支付時輸入優惠券代碼。
4. 選擇旅遊類型, 預約後支付。
(請填寫旅遊路線、人數等要求事項)
5. 享受韓國之旅

網站: safex.kr(繁體中文) / 電話: +82-2-364-0211

S(〜19寸) / M(20〜23寸)
14,000韓元 ⇨ 12,600韓元(9折)
L(24〜27寸)
20,000韓元 ⇨ 18,000韓元(9折)
XL(28寸〜)
26,000韓元 ⇨ 23,400韓元(9折)

便捷的服務

(第36頁)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信箱: e-itrip@hotmail.com

RAON
BAGGAGE STORAGE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特色旅遊

1) 訪問Matjoy

Korea英文網站(www.matjoy.com)或在Google Play
搜尋 “Matjoy” APP後使用。APP僅支持安卓版本。

價格及折扣

2) 按地區選擇Korea

B&B後, 輸入優惠券代碼<2017matjoykorea>,
詳細填寫B&B名稱、入住日期、人數、是否需要早餐等後, 發送
電子郵件至matjoytour@naver.com。

每2件行李享受1,000韓元折扣

3) Matjoy

Korea將為您詳細回覆相關民宿的費用及是否可預訂。

※ 外國遊客確定入住時, 請務必發送確認郵件至matjoytour@naver.com。
韓國的鄉村網路服務未能像城市般快速, 導致回覆速度較慢, 請予以諒解。

網站: www.raontravel.com(繁體中文)
電話: +82-70-8884-1251

便捷的服務

(第38頁)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輕鬆遊韓新玩法

COUPON

Seoul Travel Pass

特色旅遊

價格及折扣

各商品價格不同, 最低可享受5折優
惠。詳細的商品價格和折扣請在Seoul
PASS網站或APP上查看。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便捷的服務

(第44頁)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必須透過電話提前預約。電話預約時，請告知使用折扣券，並
在體驗當天出示折扣券。
※ 優惠券有效期限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網站: www.seoultravelpass.com(繁體中文)
電話: +82-2-6264-1115

FuntasticKorea (第46頁)

便捷的服務

機場接送
3,000韓元折扣(70,000韓元 ⇨ 67,000韓元)
長途單程: 5,000韓元折扣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一日遊: 10,000韓元折扣

點擊下方鏈接, 註冊會員後, 選擇商品並進行支付。輸入優惠券
代碼時, 點擊使用按鈕, 即可享受折扣優惠。只要註冊會員, 就
可以在優惠券有效期限內無限使用, 每次預約時都可享受追加
折扣。
※ 更詳細的使用方法請參照官方網站。

價格根據距離和時間計算。
包括三廂車、商務車、巴士在內的所有
類型的車輛均可享受折扣優惠。

便捷的服務

價格及折扣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網站: funtastickorea.com/van(繁體中文)
信箱: info@funtastickorea.com

K-Style Hub (第52頁)

便捷的服務

除4樓韓食體驗館以外的展覽室均免
費。但 “活動區特別體驗” 僅限持有優
惠券的顧客免費入場。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在官方網站safex.kr/主頁上點擊“RESRVE” 進行預約。預約
時輸入優惠券代碼<KTOspecial>可享受9折優惠。預約成功
後，將發送預約確認郵件至您的信箱。
※ 不接受電話或電子郵件預約。請務必在官方網站進行線上預約。
※ 優惠券不限次數, 可重複使用。
※ 3月底起將轉換為線上支付。

網站: www.visitkorea.or.kr(繁體中文)
電話: +82-2-729-9439, 9433

便捷的服務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前來本店出示優惠券即可享受優惠。

便捷的服務

價格及折扣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輕鬆遊韓新玩法

便捷的服務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訪問Seoul PASS官方網站(www.seoultravelpass.com), 或在App
store或Google paly搜尋“Seoul PASS”後, 下載APP。
• 查找產品門票、旅行及活動，添加至購物車。
• 輸入優惠券代碼<welcomekorea2017>，
享受追加95折優惠。每個帳號僅限使用一次。
• 線上支付，在韓國享受專屬於自己的特別旅行。

便捷的服務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請在FUNKO VAN網站(funtastickorea.com/van)預訂日程。
掃描下方QR CODE, 即可查看預訂方法。

•選擇完成後,

在支付頁面輸入選項對應的優惠券代碼後, 用國際信用卡或
Paypal支付即可。
機場接送: 17FNKVAN3(3,000韓元優惠券)
長途單程: 17FNKVAN5(5,000韓元優惠券)
一日遊: 17FNKVAN10(10,000韓元優惠券)

•預訂後24小時內發送預訂憑證, 憑證上註有與司機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便捷的服務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

預約及優惠券使用方法

無需另外預約或事先登記。前往K-Style Hub5樓活動區, 向工作人員出
示優惠券即可。

간체

번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