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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感到 幸福的 旅行。
◆ www.visitkorea.or.kr

轻松游韩新玩法 in KOREA • COUPON BOOK

간체

内含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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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旅游
游艇船屋 & 游艇观光
高规格露营

K-POP录音体验
木制独木舟小路

大家好，我是星儿。

您是否不喜欢人人都知道、
谁都在尝试的旅行，

P.10 Mullegil

韩服体验

P.16 韩服男

专业摄影师拍摄套餐
市场之旅+韩餐料理体验

开启大家闻所未闻、

自行车小巷之旅

Let's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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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然酵斋

和济州渔民一起探访野生海豚

独具魅力的特色之旅！

P.06 Camping Bridge

韩国发酵文化体验

而希望来一次更有趣味的特色旅行呢？
如果是这样，那就马上跟我来吧。

P.04 YACHT TALE

P.14

(株)Z-And

P.18 五味料理研究所
P.20 Discoverer Jeju

高空滑索体验

P.22 WABADADA(株)

乡村民宿B&B

P.26 Matjoy Korea

韩国传统艺术及K-POP体验

提供只有“当地人”
知道的一手旅行TIPS
旅客服装租赁服务

仁川机场↔
酒店行李配送服务

机场铁路“弘大入口站”
内保存行李
专为中国游客设计的
韩国旅游指南APP

中华圈游客外卖订餐代理服务
手机&在线旅游门票预约
私人包车预订服务

免费首尔旅游地图 &
地铁路线图
韩国地图 & 公共交通
(地铁/公交车/步行者)
路线指南APP

韩国旅游发展局 “旅游咨询中心”

P.24 ARTEE人力车
P.28 Coreart

便捷的服务
P.32 Creatrip
P.34 SEINUSTAR

P.36 SAFEX / 我旅行(ITrip)

P.38 RAON BAGGAGE STORAGE
P.40 NUUA 的 “我在哪儿”

P.42 CUDDLY 吃货大本营
P.44 Seoul Travel Pass
P.46 FuntasticKorea

P.48 达飞奥 / 旅游地图

P.50

(株)SNBSOFT “Dropin”

P.52 K-Style Hub

想寻找新鲜的趣味，

留下特殊的回忆吗？

那么，现在就跟我来吧。
朝着非凡创意

闪闪发光的特色之旅的世界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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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HT TALE
(요트탈래)

>> 游艇船屋 & 游艇观光

运营时间

游艇船屋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达飞奥的 “旅游地图”, SNBSOFT的
“Dropin”, 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YACHT TALE”。
联系方式

入住 下午5点～6点 / 退房: 翌日中午12点
游艇观光

每天下午5点～6点夜景观光

(水营湾 ▶ 广安里 ▶ 广安大桥 ▶ The Bay101·
冬柏岛 ▶ 海上城市)

网站
游艇船屋: www.yachtstay.co.kr(英语)
游艇观光: www.yachttale.com(英语)

地址

邮箱: yachttale@naver.com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해운대 해변로 84, 수영만

电话: +82-1599-1789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游艇根据出发日期、人数不同而有所不同，
请务必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提前预订。优惠
券在现场出示即可。

在釜山海云台享受浪漫游艇之旅!

想象一下在平静的大海上乘着游艇欣赏夜空

的星星, 简直太浪漫了。让电影里出现的梦
幻般的浪漫场景成为现实。釜山海云台的新
旅游文化 “ 游艇船屋 ” 带您一次性体验釜山

海云台和广安里周围的游艇观光、美味烧烤,

在舒适的游艇里度过美好的夜晚。在游艇上

欣赏海云台的夜景和清晨的海上日出, 是多
么美好啊! 与酒店、民宿、旅社、露营等全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海边路84，水营湾游
艇竞技场本馆102号办公室

요트경기장 본관 102호)

前来办公室, 工作人员将陪同前往至游艇处。

来访路线

地铁: 2号线 “冬柏站” 下车, 从3号出口步行前往


在 “庆南马里纳公寓” 站下车
公交车: 在釜山站公交车站乘坐1003路或139路,

城市观光巴士: 在7号站 “海上城市” 下车
价格及折扣

• 游艇船屋: 9折(以下价目表打九折)
Type

平日

淡季(11月～4月)

Standard A 140,000

准旺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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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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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

230,000

300,000

200,000

260,000

330,000

260,000

330,000

390,000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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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然不同的前所未有的浪漫旅行。在游艇船屋和家人、朋友、同事、恋
人共同创造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吧。

旺季(7～8月)

※ 以上价格为2人标准价格, 每超出1人加收1万韩元。

※ 价格分为平日(星期日～星期四)、星期五&法定公休日前一天、星期六。
• 游艇观光

1人 50,000韩元 ⇨ 30,000韩元(6折)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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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ing
Bridge
(캠핑브릿지)

>> 高规格露营

07

开放时间

入住: 15点 / 退房: 12点(全年无休)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达飞奥的 “旅游地图”, SNBSOFT的
“Dropin”, 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CLUB NOBLEPIC”。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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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mustoutdoor.com(英语)
邮箱: mustoutdoor@gmail.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 w w w . m u s t o u t d o o r. c o m 网 站 点 击
“Contact Us”、申请预订CLUB NOBLEPIC
即可。预订时请填写预订人姓名、邮箱、
预订日期和人数。如需使用优惠券，请在
预订时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询问，在现场
出示即可。

在空气清新、景色优美的加平享受豪华露营。

来访路线

乘坐ITX京春线在大成里下车。可提前申请MUST

OUTDOOR的免费接送服务或乘坐出租车。接送

服务必须提前1周在MUST OUTDOOR官网预约。
若乘坐出租车, 大约需要7分钟, 费用在1万韩元以
内。

距离首尔40分钟车程的京

价格及折扣

假村。那就是集高级帐篷

8.5～9折

畿道加平有非常特别的度
屋、游泳池、咖啡厅、餐

厅、按摩浴缸等多种便利设施于一体的韩国首个欧式豪华露营度假村
CLUB NOBLEPIC。CLUB NOBLEPIC地处平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之中, 在

• 至尊豪华双人房(豪华露营屋)
淡季(1月～3月, 11月～12月): USD $470 ⇨ USD $390

准旺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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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使用优惠券。
※ 旺季高峰期(7月15日


此可以尽享夜间烧烤、自助式早餐等高档休闲度假生活。尤其是CLUB

※ 优惠券折扣价格仅适用于平日。

动。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15日。

NOBLEPIC为每一位顾客量身打造的贴心细致的服务保证给您百倍感

※ 公休日无论平日或周末, 价格可能有变化或无法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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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Studio
(킹스튜디오)

>> K-POP录音体验

09

营业时间

上午10点～晚上10点(全年无休)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Music King”。
联系方式

网站: www.kingstudio.asia(英语)
电话: +82-2-6338-2428
邮箱: global@kingstudio.co.kr

可以预约需要的时间。

地址

大韩民国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新沙洞626-71, B1

(대한민국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신사동 626-71, B1)
来访路线

从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3号出口步行前往。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扫描下方二维码，
查看详细内容和日程。

请在预约时出示优惠券。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global@kingstudio.co.kr)、LINE(账
号: @kingstudio)、KakaoTalk(账号: King
Studio)进行预约。直接前来工作室出示优
惠券也可同样享受8.5折优惠。

价格及折扣

总金额8.5折
NO

Package

Rate

Comment

1

GOLD
共60分钟: 免费提供MR(伴奏)/60分钟录音/混音/母
带处理/提供1首音源

66,300韩元
(原价: 78,000韩元)

需要翻译时
108,800韩元
(原价: 128,000韩元)

2

PLATINUM
共60分钟: 免费提供MR(伴奏)/60分钟录音/校正音准
/校正节奏/混音/母带处理/提供1首音源

108,800韩元
(原价: 128,000韩元)

需要翻译时
151,310韩元
(原价: 178,000韩元)

3

DIAMOND
共90分钟: 免费提供MR(伴奏)/30分钟声乐课/60分钟
录音/声乐指导/校正音准/校正节奏/混音/母带处理/
提供2首音源(祝福歌曲提供对口型用MR)

168,300韩元
(原价: 198,000韩元)

需要翻译时
210,800韩元
(原价: 248,000韩元)

4

LUXURY
共90分钟: 免费提供MR(伴奏)/30分钟声乐课/60分
钟录音/声乐指导/校正音准/校正节奏/混音/母带处
理/提供音源(韩国USB)

253,300韩元
(原价: 298,000韩元)

含翻译

5

PREMIUM
共90分钟: 免费提供MR(伴奏)/30分钟声乐课/60分钟
录音/声乐指导/校正音准/校正节奏/混音/母带处理/
提供音源(韩国USB)/制作个人唱片(国际快递配送)/拍
摄MV

508,300韩元
(原价: 598,000韩元)

含翻译

6

NOBLESS
共90分钟: 免费提供MR(伴奏)/30分钟声乐课/60分钟
录音/声乐指导/校正音准/校正节奏/混音/母带处理/
提供音源(韩国USB)/制作个人唱片(国际快递配送)/拍
摄MV/韩国化妆师化妆

848,300韩元
(原价: 998,000韩元)

含翻译

来专业录音棚亲自录制我喜欢的K-POP歌曲!

如果能像真正的歌手一样在录音棚

录制打动我心的K-POP歌曲? 哇, 那

该有多好啊! 像梦一样的事情在现实
中实现了。专业录音工作室 “ King
Studio ” 就提供如此特别的K-POP

服务哦。King Studio是徐仁国、VIXX等著名K-POP歌手亲自录过音的

工作室, 不仅可以参观录音棚, 还可以像专业歌手一样体验整个录音过
程。另外, 还可以将自己唱的歌曲制作成唱片。太想尝试了, 但还是第

一次, 是不是很紧张呢? 不用担心。这里不仅有专业的声乐老师, 还有

录音师和混音师会帮助您哦。不要害怕, 来King Studio挑战K-POP歌手

吧！

※ 翻译服务语言: 英语, 日语, 中文均可(基本语言为韩语。)
※ 优惠券有效期为2017年03月01日～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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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上午9点～下午6点

Mullegil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Mullegil”。

(물레길)

>> 木制独木舟小路

联系方式

网站: mullegil.org / mullegil.modoo.at(英语)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chuncheonmullegil
电话: +82-33-242-8463 / +82-70-4150-9463
邮箱: junkof99@naver.com
mulle-gil@naver.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 访问官网mullegil.org，在英文页面的
Reservation中填写日期、时间、人数后，预约
即可。

• 预约时, 请告知是否使用优惠券。若使用优惠券,
在现场购票时出示优惠券即可。

• 使用优惠券可享受总金额的8折优惠。在现场刷
卡支付即可。

每小时出发一次, 出发10分钟前实施安全教育。
独木舟之旅开放季节期间无休日

(冬季12月～2月不开放)
提供英语向导服务。

地址

江原道春川市体育城路113-1

(강원도 춘천시 스포츠타운길 113-1)
来访路线

公交车: 在江原道春川长途巴士客运站下车, 乘坐
出租车前往松岩体育城内春川Mullegil即
可。

地铁 & ITX火车: 在南春川站下车, 乘坐出租车前

往松岩体育城内春川Mullegil即可。

乘坐出租车大约需要10分钟, 费用在6美元以内。
价格及折扣

总金额8折

• 小型独木舟(2人): USD $30 ⇨ $24

• 2人以上乘坐同一独木舟时

每加乘1名成人(13岁以上)加收费用: USD $10 ⇨ $8

乘坐独木舟, 开启 碧绿如画的湖滨之旅

泛舟于碧波荡漾的湖面, 全身心地享受江湖美景? 被称为水上自行车
的独木舟带您感受这一切! “Mullegil泛舟小路” 位于距离首尔一小时车
程的春川, 在此能让您尽情呼吸大自然的气息, 尽情欣赏优美的湖边风
景。 “ Mullegil泛舟小路 ” 是著名的摄影地和电视节目拍摄地，也是知

名人士相继前往的春川最佳旅游景点。和心爱的家人、朋友、恋人一
起乘坐独木舟, 开启幸福的湖滨之旅吧。
如果再搭配上春川其他的著名旅游景点—
—南怡岛、江村铁路自行车、晨静园艺树

木园, 相信能让您的旅行更加充实又愉快
吧?

每加乘1名儿童(2岁～12岁)加收费用: USD $5 ⇨ $4

※ 小型独木舟最多可加乘2名儿童。但总重量不得超过210kg。
※ 优惠券永久有效。
附加服务

• 免费使用咖啡厅和休息空间。每人免费提供饮料1杯。

• 木船展览会&纪念品制作[迷你船桨]费用折扣(1人 USD $10 ⇨ $8)。

• 免费租赁自行车至天空步道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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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酵斋 (연효재)
>> 韩国发酵文化体验

开放时间

平日: 上午10点～晚上11点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然酵斋”。
联系方式

网站: www.ynjschool.com(韩语)
电话: +82-51-636-9355
邮箱: ynjschool8@naver.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 请至少提前一周通过电子邮件(ynjschool8@naver.com)预约。
• 请在前台购买时出示优惠券。

电子邮件预约注意事项
请填写希望参加体验的时间、项目、人数及是否需要翻译, 如参加食物体验, 请
填写忌讳的食物。

韩国酒和韩国酒桌 - 品尝, 制作, 享受。

然酵斋位于500年酒曲之乡— —釜山, 在此可以品尝及亲手制作东莱葱

煎饼和马格利酒、鱼丸汤和烧酒、新鲜的海鲜和冬冬酒。然酵斋是韩
国唯一以韩国酒和韩国酒桌为特色的复合型发酵文化体验空间, 这里不
仅有各种韩国传统酒, 还举办韩国料理课程、马格利酒派对、游艇传统

酒派对、手工马格利酒体验、马格利酒化妆品制作体验等与发酵酒文
化相关的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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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上午10点～下午6点

星期日休业: (体验人数达20人以上可以调整)

(必须提前预约, 不接受当天预约)

地址

釜山广域市南区田浦大路110号2层、3层

(부산광역시 남구 전포대로 110번지 2층, 3층)
来访路线

釜山地铁2号线国际金融中心-釜山银行站4号出
口后方。

价格及折扣

• 手工马格利酒体验项目

50,000韩元 ⇨ 25,000韩元(5折)

• 韩国酒品尝体验

50,000韩元 ⇨ 30,000韩元(6折)

• 马格利酒面膜

40,000韩元 ⇨ 20,000韩元(5折)

• 韩式下酒菜课程

50,000韩元 ⇨ 30,000韩元(6折)
提供英语、日语服务。

如需中文翻译，必须至少提前一周预约。
优惠券永久有效。

014

(株)Z-And
(지엔)
>> 专业摄影师拍摄套餐

015

营业时间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Z-And”。
联系方式

网站: www.z-and.com(韩语)
电话: +82-2-542-2122
邮箱: z-and@naver.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通过电子邮件提前申请, 拍摄当天向前台出
示优惠券即可。

※ 其他详细事项将在预约时另行告知。
※ 为了调整摄影工作室、礼服、发型/化妆
的日程安排, 必须提前2周预约。旺季预
约顾客较多, 建议尽早预约。

上午9点～晚上7点(每周星期一休业)
地址

首尔市江南区论岘洞272-33

(서울시 강남구 논현동 272-33)
来访路线

从地铁盆唐线和9号线宣靖陵站1号出口步行5分
钟。若不清楚路线, 可以事先与工作人员约定时
间在宣靖陵站见面。
提供语言

韩语, 中文, 英语
价格及折扣

明星体验艺术照摄影(1人价格)

折扣价(5折)

原价

折扣价(5折)

440,000韩元

220,000韩元

240,000韩元

119,000韩元

包含服务: 简单的发型、化妆, 租借1套礼服或西装,
内景拍摄
拍摄后冲洗5R (5*7)照片5张
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2小时

咔嚓! 变身为光彩照人的韩流明星吧!
舞台上光彩照人的明星。您想体验时尚

潮流的韩流明星造型吗? (株)Z-And提供
明星体验套餐, 为您打造纵横在世界舞
台上的韩流明星的发型、妆容并提供摄
影。(株)Z-And将通过运营韩国知名摄影

工作室、婚纱礼服店、化妆店20余年积
累的丰富经验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为您

留下人生中最美丽、最帅气的瞬间。此
外, 店内还提供家庭摄影、情侣摄影、友
情摄影、婚纱摄影等多种商品。

友情摄影，恋人摄影(1人价格)

原价

原价

家庭摄影(3人价格)

660,000韩元

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原价

330,000韩元

2,200,000韩元
包含服务：新郎新娘发型、化妆
白色婚纱2套
彩色礼服1套
新郎西装1套
拍摄后提供1本20P相册
提供原片和数据
新郎、新娘助手1名

所需时间: 4小时30分钟～6小时


拍摄后的照片在顾客回国前提供,
相册于日后用快

递发送。


店内还备有外景拍摄、明星化妆等多种附加商品,

请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优惠券永久有效。

婚纱摄影(2人价格)

折扣价(5折)

包含服务: 拍摄后赠送11R(11*14)相框1个

所需时间: 约30分钟～1小时

包含服务: 拍摄后冲洗5R (5*7)照片5张

折扣价(5折)

1,100,000韩元

016

017

营业时间

韩服男

上午9点30分～晚上8点30分(全年午休)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韩服男”。

(한복남)

>> 韩服体验

联系方式

网站: www.hanboknam.com(韩语)
电话: +82-10-6485-8507
邮箱: hanboknams@naver.com

地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北村路5号街17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북촌로5가길 17)
来访路线

地铁: 从安国站1号出口出来后右转, 直走至丰文
高中。在丰文高中右转, 直走至科颜氏化妆

品店后左转。左侧即是<韩服男>韩服体验
馆。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请在付款时向前台工作人员出示优惠券。
优惠券折扣不得与其他活动重复使用。
注意事项

1. 无需押金, 每1组需抵押一张身份证(居民身份证、驾
驶执照、护照等)。

2. 超出租赁时间时, 每超出10分钟加收费用。
3. 损坏、遗失韩服和配饰时, 收取违约金。

4. 另外提供约30分钟选择韩服、发型造型的时间。

像古装剧主人公一样穿着漂亮的韩服游玩吧!
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优雅端庄、线条优美的
韩服。这就是位于能将景福宫和北村韩屋村

分店

• 乐天世界购物中心分店: 位于蚕室站第二乐天世界购物中心5层乐天世界购物中
心与AVENUEL的连接通道。

地址: 首尔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300乐天世界购物中心5层

• 昌德宫&昌庆宫分店: 从地铁安国站2号出口出来后, 向后方的昌德宫方向继续
直走, 在昌德宫敦化门所在的三岔路口右转后, 直走可看到1层有7-11便利店的
HOSTEL KOREA青年旅社建筑, 地下1层即是体验馆。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敦化门路85地下1层

• 全州韩屋村分店

地址: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银杏路54-1

价格及折扣

•韩服租赁

原价

折扣价(7折)

尽收眼底之处的韩服文化空间<韩服男>。<韩

韩服租赁
1.5小时

20,000

10,000

14,000

7,000

可以享受身穿五颜六色的韩服参观景福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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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穿韩服的男子”。在这里

2.5小时
全天

主题

传统

主题

北村韩屋村的特别体验。此处还设有廉价的

(租赁韩服时)免费提供: 内搭裙 + 储物柜 + 发带 + 发型造型

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的喜爱。和家人、

•传统茶: 2,000～3,000韩元

自助摄影工作室和韩服咖啡厅, 尤其深受对韩
朋友、恋人一起穿着美丽的韩服, 体验韩国传

统游戏和韩国传统茶。您可以感受到不一样
的韩国。

•自助摄影工作室: 入场费 5,000韩元 / 韩服租赁顾客 3,000韩元
•韩服写真摄影: 10,000～50,000韩元
•韩服写真相框: 3,000～20,000韩元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请务必向前台出示本优惠券。)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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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料理研究所
(오미요리연구소)

>> 市场之旅+韩餐料理体验

019

运营时间

上午课程: 10点～13点(星期日～四)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五味料理研究所”。
联系方式

网站: www.5-tastes.com(英语)
电话: +82-10-9909-0908
邮箱: ome@5-tastes.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五味研究所官方网站www.5-tastes.com提前预约。请填写预约日期、时间、
人数, 并告知是否使用优惠券。如使用优惠券, 付款时出示优惠券即可。

在传统市场体验从买菜到做饭、吃饭的全过程!
品尝至今为止从未尝过的陌生而新鲜的料理
是旅行中不可缺少的趣味。特别是亲自在市

下午课程: 14点～17点(星期五、六)
全年无休

※ 课程没有开课最低人数, 确定预约时即开课。
参加课程必须提前预约。

地址

首尔市东大门区药令中央路37-6

(서울시 동대문구 약령중앙로 37-6)
来访路线

集合地点: 地铁1号线祭基洞站2号出口
(1号线东大门站)

※ 预约后提供详细说明。
价格及折扣

•成人1人 50,000韩元 ⇨ 45,000韩元(9折)

•儿童(4岁～14岁)

1人 30,000韩元 ⇨ 27,000韩元(9折)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付款时出示优惠券即可。)

场选购新鲜材料, 和大家一起做饭吃的话, 将
别有一番趣味。因此, <五味料理研究所>准

备了传统韩国饮食文化体验项目, 这是包括
购买食材、在传统韩屋做饭、吃饭的一日
韩国料理课程。和专业韩语讲师一起前往
韩国最大的食材市场— —药令市场和京东市

场, 亲自购买材料, 然后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
友们一起制作韩国料理。横跨酸、甜、苦、
辣、咸 - 5种味道, 难以忘怀的美味世界将在
您的面前展开！

扫描下方二维码，

了解五味料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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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时间

Discover Jeju
(디스커버제주)

>> 和济州渔民一起探访野生
海豚

021

上午11点～下午5点(体验时间: 最长1小时)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达飞奥的 “旅游地图”、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Discover-jeju”。

联系方式

网站: www.discover-jeju.com(韩语)
电话: +82-50-5558-3838 / +82-10-9697-0801
邮箱: admin@discover-jeju.com

野生海豚探访可能根据出港前的涨潮和海上情况
有很大变动, 请务必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提前预
约。
地址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大静邑东日里浦口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대정읍 동일리포구)
来访路线

在济州国际机场乘坐755路大巴, 在仁城里下车后
换乘702路, 在东日一里下车后步行370米即可到
达东日里港。
服务语言

用英语进行。

在清澈湛蓝的济州大海里与野生海豚们约会吧!

野生海豚是济州岛海岸居民的老
朋友。济州岛居民在海里游泳或

在船上作业时, 海豚朋友就会涌

起白色的浪花游过来。Discoverjeju带领游客前往有80%以上的
几率看到海豚朋友的海域。您想

看看不是在水族馆或动物园, 而是在广阔的大海里自由玩耍的海豚朋友

吗? 那么就和最了解济州大海的当地渔民一起乘坐渔船, 出发去看海豚
朋友们吧！

价格及折扣

38,000韩元 (7.9折) ⇨ 30,000韩元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请致电Discover-jeju客服中心+82-50-5558-3838或+82-10-9697-0801, 说 “Discoverjeju海豚探访”。或通过电子邮件(admin@discover-jeju.com)提前预约。
提前预约时, 请告知姓名、日期、时间、人数及是否使用优
惠券。

探访日期可能根据天气和海上条件而有所变动。
人数不够时, 不得不更改时间和日期。

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商议探访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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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ADADA(株)
와바다다㈜
>> 高空滑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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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① Eye Glider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WABADADA”。

上午9点30分～晚上7点30分(星期一休业)

② Nurinaby

上午9点～下午5点(星期三休业)

每个项目的体验时间约为10分钟。
请根据本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体验。

体验的最低限制年龄为可穿戴体验装备的

联系方式

网站: www.wabadada.com(英语, 简体中文)

电话: ① Eye Glider: + 82-10-3388-3041 / ② Nurinaby: + 82-70-8885-9002
邮箱: ① Eye Glider: badarang@wabadada.com
② Nurinaby: seagirls@wabadada.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① Eye Glider
请前往EYEGLIDER售票处出示优惠券。若人数超过20人, 请提前预约。
② Nurinaby: 请前往售票处出示优惠券。若人数超过10人, 请提前预约。
※ 其他因旅游日程安排而需提前预约的顾客请发送电子邮件给负责人。

刺激满分! 安全地享受高空滑索休闲运动吧
您想安全地享受刺激惊险的高空滑索休
闲运动吗? 那么就来体验WABADADA(株)
的Eye Glider & Nurinaby吧。Eye Glider
是世界首个新概念4D VR高空下滑休闲

设施, 是能在城市中心尽享自然和与众不

同的休闲运动的都市型运动体验设施。
Nurinaby的意思是像蝴蝶一样在高空自
由飞翔, 是韩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移动型

高空滑索休闲体验设施。该设施位于距

离首尔一小时车程的春川。零受伤危险! 100%保障刺激趣味和安全! 让
我们一起前往名品休闲运动世界, 尽情释放压力吧! Let’s GO!

4岁以上儿童。
地址

① Eye Glider(아이글라이더)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社稷路130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사직로 130)

② Nurinaby(누리나비)

大韩民国江原道春川市新东面金裕贞路1383

(대한민국 강원도 춘천시 신동면 김유정로 1383)
来访路线

① Eye Glider

首尔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地下1层2/3号出口方
向SMARTRO内

② Nurinaby

在京春线金裕贞站下车后, 从1号出口向右步行30米

价格及折扣

① Eye Glider

1人 3,000韩元 ⇨ 2,000韩元(6.6折)

② Nurinaby

1人 12,000韩元 ⇨ 8,000韩元(6.6折)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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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E人力车
(아띠인력거)

>> 自行车小巷之旅

运营时间

12月～2月(11点～17点)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ARTEE人力车”。
联系方式

网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英语)
电话: +82-70-8955-1693 / +82-1666-1693
邮箱: hello@rideartee.com

3月～11月(09点～19点)
CALL (10点～19点)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北村路5街4号地下1层 ARTEE
RIDERS CLUB(花洞138-7号地下1层)

(서울시 종로구 북촌로 5 길 43 지하 1 층 아띠라이더스
클럽(화동 138-7 지하 1 층))
旅游景点/项目地点来访路线

从安国站1号出口向右直走50米 ▶ 右转后直走

旅游景点/项目/服务介绍

鬼怪/西北村游(60分钟)

您知道电视剧《鬼怪》的主要拍摄地就在北村吗? 现在马上
预约鬼怪游吧! 可以体验鬼怪和鬼怪新娘的生活!
北村VIP游(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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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米 ▶ 三清洞糖饼胡同尽头
价格及折扣

价格

9折

1. 鬼怪/西北村游(60分钟)

韩语游 ￦30,000( ⇨ ￦27,000) / 英语游 ￦40,000( ⇨ ￦36,000)

位于景福宫和昌德宫之间的韩屋村, 是一条可以感受

2. 北村VIP游(120分钟)

和传统韩屋居住区共存的首尔代表性名胜地, 并沿着

3. 贞洞 & 明洞VIP游(120分钟)

北村之美的路线。在这里您可以同时游览现代式建筑
昌德宫的石墙感受那里的一片静谧。
贞洞 & 明洞VIP游(120分钟)

从首尔最大的购物中心—明洞出发, 前往首尔最大的
传统市场—南大门市场。

沿着德寿宫的石墙路游览贞洞, 您会发现这里有首尔

数一数二的美景。请感受朝鲜后期大韩帝国历史现场
的气息。也千万不要错过装点旅行尾声的清溪川哦!

坐上人力车, 探访首尔隐藏的乐趣!

放下忙碌日常生活的重担, 感受一份悠闲自在, 这才是旅行带来的治愈

效果。“ ARTEE” 是一个纯韩语词, 意思是 “ 多年好友” 。与和善热情的
ARTEE车夫一道摆脱汽车嘈杂的道路, 享受您的胡同之旅吧。

韩语游 ￦50,000( ⇨ ￦45,000) / 英语游 ￦75,000( ⇨ ￦67,500)
韩语游 ￦75,000( ⇨ ￦67,500) / 英语游 ￦75,000( ⇨ ￦67,500)

※ 人力车1辆限乘坐2名成人, 未满7岁儿童1名可免费同行。

•人力车额定人数为成人2名和幼儿园生1名。
3人家庭(成人2名, 7岁以下儿童1名)

•7岁以下儿童免费。

•请在退房页面上写明信息。

请根据年龄或座位等分情况区分金额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1. 访问官方网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
2. 必须至少提前3天预约。

3. 支付时输入优惠券代码。

4. 选择旅游类型, 预约后支付。

(请填写旅游路线、人数等要求事项)

5. 享受韩国之旅

Coupon Code: 2017AR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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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joy Korea
(맛조이코리아)
>> 乡村民宿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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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联系方式

网站: www.matjoykorea.com(英语)
www.matjoy.kr(韩语)
邮箱: matjoytour@naver.com

服务时间

上午9点～下午6点(网站服务24小时运营)

1)访问Matjoy Korea英文网站(www.matjoy.com)或在Google Play搜索 “Matjoy”
APP后使用。APP仅支持安卓版本。
2)按地区选择Korea B&B后, 输入优惠券代码<2017matjoykorea>, 详细填写B&B
名称、入住日期、人数、是否需要早餐等后, 发送电子邮件至matjoytour@
naver.com。
3)Matjoy Korea将为您详细回复相关民宿的费用及是否可预订。

※外国游客确定入住时, 请务必发送确认邮件至matjoytour@naver.com。韩国的
乡村尚未能像城市的Air B&B主人一样能进行快捷的互联网沟通。这一点请予
以谅解。

来访路线

各 “地区B&B” 的信息有所差异。如预订商品, 我

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前往预订地点的方法和附
加信息。

查找路线TIP

请询问Matjoy Korea礼宾部。
提供语言

英语(网站), 韩语(韩国人专用网站)

※乡村民宿的居民可能不擅长说外语, 但服务亲
切, 让您在住宿期间不会有很大问题。

离开韩国的大城市, 前往宁静的乡村享受一场治愈之旅怎么样?

价格及折扣

除了华丽的城市夜景, 您还想感受幽静的乡

惠。

人员亲自造访体验过的高品质乡村民宿。

不同地区的B&B价格有所差异, 最低可享受8折优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8年3月31日。

村风景吗? Matjoy Korea为您介绍由工作
在由热情的乡村居民运营的韩式房屋里享
受大自然带来的清净和闲适吧。在微风徐
徐、繁星满天的乡村度过的时光将会成为

您终身难忘的回忆。民宿还向通过Matjoy

Korea造访的所有顾客提供韩式早餐。如
果您想感受朴实简洁的韩国乡村的魅力,

现在就在Matjoy Korea搜索乡村民宿B&B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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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art
(꼬레아트)

>> 韩国传统艺术及K-POP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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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星期一〜星期六: 上午10点～下午6点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Coreart”。
联系方式

※ 星期日、公休日闭馆。/ ※ 必须预约(2人以上)
地址

首尔市中区东湖路17街173 Coreart中心

(서울시 중구 동호로 17길 173 꼬레아트 센터)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oreart5959(韩语)

提供语言

电话: +82-2-734-5959

价格及折扣

博客: blog.naver.com/haera5959(韩语)
邮箱: heara5959@naver.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必须通过电话提前预约。电话预约时, 请告
知使用折扣券, 并在体验当天出示折扣券。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支持英语、日语
•60分钟项目: 1人 30,000韩元 ⇨ 24,000韩元(8折)

•90分钟项目: 1人 40,000韩元 ⇨ 32,000韩元(8折)
※ 4人以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共7折)
※ 更准确的折扣信息请另行询问。
1 Coreart四物游戏体验

韩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

把身体融入轻快的韩国节拍!

一起体验韩国传统文化艺术和人气K-POP吧!
沿着拥有600年历史的首尔城墙走走看

吧。沿着保留着古典风貌的首尔城墙

路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文化艺术游乐园

Coreart。Coreart是Corea+Art的合成
词, 在此可以进行韩国文化艺术体验。
不仅提供四物游戏、传统乐器演奏、

打击乐演奏等传统文化体验, 还有人

▶▶ 通过传统四物乐器学习韩国固有的节拍和欢快的曲调,

开展联合演出

1) 说明会

3) 练习基本节拍
全世界瞩目的K-POP

施展隐藏在身体里的才艺!

▶▶ 与韩流热潮的中心, K-POP专业讲师团队一起学习K-POP歌曲的主要舞蹈动
作, 开展联合演出

1) 说明会

3) K-POP舞蹈主要动作体验
3 Coreart打击乐表演

容。就算是音痴、节奏痴、舞痴也不

击打内心的热情!

用担心。在专业讲师的指导下, 无论是谁

都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习、体验韩国文化艺
术。

4) 联合演出

2 Coreart K-POP舞蹈

气K-POP的模仿舞蹈体验, 带您尽情享
受韩国各时代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内

2) 四物乐器的理解

2) 热身基础训练
4) 联合演出

充满活力的非语言打击乐表演
▶▶ 和顶级非语言音乐剧<FANTA-STICK>演员一起使用各种鼓类打击乐器重现音

乐剧场面, 体验鼓棒的控制、合奏等专业打击乐表演

1) 说明会

3) 体验打击乐表演

2) 练习基本姿势和节奏
4) 联合演出

既然踏上旅途，

您是否想让旅程更加开心而舒适呢？
我们为您的旅行提供精华特色服务。

现在，旅行变得更加舒适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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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间

Creatrip
(크리에이트립)

>> 提供只有 “当地人”

知道的一手旅行TIPs

平日 上午9点～下午6点
联系方式

网站: www.creatrip.net(繁体中文)
电话: +82-70-4327-1955
邮箱: support@creatrip.net
LINE: @creatrip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App Store、Google Play商店搜索“Creatrip”后下载。下载APP后, 注册会员即
可免费享受服务。
※ 更详细的信息请通过LINE@creatrip咨询。在服务时间内将为您尽快解答。

没有一款介绍韩国人常去的热门场所的APP吗?
如果您正在准备去韩国旅游, 相信有很多

好奇的地方吧。韩国最热门的场所是哪
里? 在当地要去哪些商店才能买到物美价

廉的东西? 哪家酒店又干净又好? 所有问
题的答案尽在Creatrip APP。支持中文简

体和中文繁体的Creatrip APP广泛且详细地提供由韩国当地人亲自前往
并验证的2,000多处景点和150多种旅游路线信息。并且每天更新在韩

旅游期间的实用精品信息。不仅如此, APP还提供能向韩国人询问当地

信息的中文交流服务。例如, 想知道釜山西面站物品寄存柜的大小吗?
安装Creatrip APP, 在 “Forum” 提问吧。您可以在1个工作日内收到韩国

人的答复。和方便又亲切的韩国旅游伴侣Creatrip一起体验一场符合自
己喜好的最精彩的韩国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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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可通过LINE@creatrip实时询问与韩国旅

游相关的信息。周末不提供实时咨询, 如有问
题, 可以留言。

服务语言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附加服务

注册会员自动赠送可在韩国人常去的韩服租赁
店、餐厅使用的特别优惠券。在当地商店出示优
惠券即可享受9折优惠。
价格及折扣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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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USTAR
(세이너스타)

>> 旅客服装租赁服务

没想到会这么冷! 没有可以租防寒服的方法吗?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达飞奥的 “ 旅游地图 ” 、SNBSOFT的
“ D r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SEINUSTAR”。
联系方式

网站: www.seinustar.com(英语)
邮箱: admin@seinustar.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点击下方链接, 注册会员后, 选择商品并进
行支付。输入优惠券代码时, 点击使用按
钮, 即可享受折扣优惠。只要注册会员, 就
可以在优惠券有效期内无限次使用, 每次预
约时都可享受追加折扣。
※ 更详细的使用方法请参考官方网站。
http://seinustar.com/
?pcode=NTLEB1M9

营业时间

上午7点～晚上11点(全年无休)
地址

仁川国际机场候机楼1层 / 1号服务台(14号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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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款服装的价格有所差异

(基本4天标准 USD $5〜$60)

• 使用优惠券手册的优惠券时, 可享受追加9折优惠
(※可与其他优惠券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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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

准备旅游时最苦恼的应该就是衣服了吧? 毕竟游客不太了解当地的天

气, 为准备什么衣服而苦恼。有时候以为天气很暖和, 但到达后发现冷
风嗖嗖地吹。相反, 为了防寒穿上厚厚的衣服, 到达后发现天气已变
暖。因为天气而买新衣服又有经济负担。进退两难的衣服问题, 现在大

可放心了。SEINUSTAR将为您提供帮助。SEINUSTAR根据韩国天气提

供防寒服、特殊服装等各式各样的服装租赁。店铺位于仁川国际机场
内, 可通过简单的在线预约, 不用带着重重的行李, 轻装出发, 即可体验

各式各样的韩国服装。衣服返还方法也很简单! 结束旅行回国时, 在机
场返还即可。如果没来得及提前预约也没关系。虽然可供选择的衣服
可能有限, 但也可以直接在现场租借。和SEINUSTAR一起享受一场轻
松、时尚的韩国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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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X /

我旅行(ITrip)
(세이팩스 (주)아이트립)

>> 仁川机场↔酒店行李配送服务

营业时间

07点～22点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达飞奥的 “旅游地图”、SNBSOFT的
“Dropin”、NUUA的 “我在哪儿” 搜索
“SAFEX”。
联系方式

网站: safex.kr(简体中文)
电话: +82-2-364-0211
邮箱: e-itrip@hotmail.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官方网站safex.kr/主页上点击“RESRVE”
进行预约。预约时输入优惠券代码
<KTOspecial>可享受9折优惠。预约成功
后, 将发送预约确认邮件至您的邮箱。
※ 不接受电话或电子邮件预约。
请务必在官方网站进行在线预约。
※ 优惠券不限次数, 可反复使用。
※ 3月底起将转换为在线支付。

没有能代替搬运行李的服务吗?

旅游时拖着沉重的行李很不方便吧? 尤

其是女性游客的行李又多又重, 就更加
吃力。如果能先将行李送到酒店该有

多好呢? 也无需为了放行李而从机场直

奔酒店, 可以先去想去的地方。因此,

SAFEX准备了特别的配送服务。SAFEX
为您将行李从机场送至酒店, 安全放心,
价格合理。旅游的最后一天还可以将旅
游期间购买的物品一起从酒店直接送至
机场。不要再费力地拖着行李四处游走

了。把沉重的行李交给SAFEX, 轻松自在
地尽享韩国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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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时: 应在下午3点前将行李寄放至机场内指定的服务台。当天晚上7点后可在
酒店收取行李。

出境时: 应在上午9点前将行李寄放至酒店前台的行李寄存处。当天下午2点后可
在机场内收取行李。

※ 在网站进行在线预约时可查看提供服务的酒店。因此, 必须通过SAFEX官方网
站提前预约, 确认酒店后使用服务。

※ 机场内服务台位于仁川国际机场交通中心地下1层机场铁路普通列车乘车口
旁。

地址

仁川国际机场交通中心地下1层机场铁路普通列车乘车口旁Travel Store

(인천광역시 중구 공항로 271 인천국제공항 교통센터 지하 1층 Travel Store)
来访路线

1. 乘坐入境大厅8号出口旁的电动扶梯前往地下1层。
2. 走上地下1层的自动人行道前往机场铁路方向。

3. 在自动人行道尽头走向Travel Center左侧, 前往机场铁路普通列车检票口。
4. 进入普通列车检票口旁边的KTX乘车处, 即可看到服务台。
※ 点击下方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查看更详细的信息。

http://goo.gl/ckxFkH

价格及折扣

价格根据行李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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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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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价格为单程价格。如需往返服务, 必须预约2次。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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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RAON

BAGGAGE STORAGE
(라온트래블스토리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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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星期四, 星期日

>> 机场铁路 “弘大入口站” 内保存行李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RAON行李寄存”。
联系方式

网站: www.raontravel.com(简体中文)
电话: +82-70-8884-1251
邮箱: raon@raontravel.com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前来本店出示优惠券即可享受优惠。

想摆脱行李的束缚, 让您的旅行更加轻松便捷吗?
想安全地寄存又大又重的

行李吗? 想两手轻松地游
逛首尔市区吗? 那么就来
专为旅客开设的行李寄存

中心— — “ RAON行李寄

存” 吧。这里不仅可以寄
存大件行李, 还可以简单

地寄存各种物品, 尤其深受行李多且重的女性游客的青睐。店内配有视
频监控摄像头, 24小时实时监控, 保证行李的安全。现在就来RAON寄存
您的所有行李, 两手轻松! 身心自由! 享受更加轻松便捷的旅行吧。

上午9点30分～晚上9点30分

星期五〜星期六: 上午9点30分～晚上11点30分
地址

首尔麻浦区杨花路188弘大入口站机场铁路7号出
口地下2层RAON行李寄存

(서울 마포구 양화로 188 홍대입구역 공항철도 7번
출구 지하2층 라온보관소)
来访路线

位于地铁弘大入口站(2号线, 机场铁路, 京义中央
线)站内。通往7号出口的楼梯对面。
价格及折扣

每2件享受1,000韩元折扣

※ 与寄存时间长短无关, 每寄存2件即可享受
1,000韩元折扣。不同物品尺寸和寄存时间的
详细价格请前往官方网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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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儿
(누아)

>> 专为中国游客设计的
韩国旅游指南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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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时间

24小时在线服务
联系方式

网站: tour.nuua.net/app/cn/(简体中文)
邮箱: westevil@nuua.net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App Store、Google Play商店搜索“我在
哪儿”后下载。

地址

首尔市中区清溪川路40文化创造风投园区1507号

(서울시 중구 청계천로 40, 문화창조벤처단지
1507호)
提供语言

英语,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日语
价格及折扣

免费

我需要一款不联网也能用的韩国旅游指南APP!
喜欢韩国但对韩国不熟悉? 需要一款专为
中国游客量身打造的APP? 想不联网也能搜
索地图、公共交通指南、推荐旅游景点、
最短路线等旅游信息吗? 那么, 推荐您使用

NUUA的自由行路线指南APP “我在哪儿”。
只需下载一次, 无需联网也可随时随地自由
搜索旅游信息。既能节省数据流量, 也无

需四处寻找Wifi, 真方便! 而且APP仅占用
25MB容量, 提供中文(简体和繁体)、英语、

日语的550,000多条旅游景点、地图、公共
交通指南、周边人气旅游地、最短路线等
旅游信息。我们还计划日后在购物和文化
领域提供差异化的特色服务, 敬请多多期待!

042

服务时间

CUDDLY

吃货大本营
(커들리)

043

上午11点～晚上11点30分

>> 中华圈游客外卖订餐代理服务
联系方式

微信用户名: 吃货大本营总部
微信账号: chihuoi7(吃货爱吃)

价格及折扣

无折扣

•外卖订餐代理费: 20元(人民币)
•餐厅订座代理费: 20元(人民币)

餐厅订座代理费不含防NoShow的押金。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微信添加朋友 ▶ 公众号 ▶
搜索chihuoi7(吃货爱吃) 。

不懂韩语如何订外卖?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在外国人印象最深的韩国文化中, 外卖订餐服务可

谓是数一数二的。实际上, 很多外国人来到韩国
后, 都说想像韩剧中一样订外卖吃。好不容易来韩
国旅游了, 但是不会说韩语, 订外卖想都不敢想吗?
不用担心! 就算一句韩语都不会, 也没问题。吃货

大本营面向中华圈游客提供特别的外卖订餐代理
服务。在微信上用中文简单地订韩国外卖或预订
餐厅吧。您的韩国之旅将会更加美味。

关注公众号后, 在下方的菜单选择订餐食物, 按照提示下单后, 收取食物即可。

044

Seoul
Travel Pass
(트래볼루션)
>> 手机&在线旅游门票预约

价格及折扣

各商品价格不同, 最低可享受5折优惠。
联系方式

网站: www.seoultravelpass.com
(简体中文)
电话: +82-2-6264-1115
邮箱: ask@seoulpass.kr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访问Seoul PASS官方网站(www.seoultravelpass.
com), 或在App Store或Google paly搜索 “ Seoul
PASS” 后, 下载APP。
•查找产品门票、旅行及活动，添加至购物车。

•输入优惠券代码<welcomekorea2017>，
享受追加9.5折优惠。每个账号仅限使用一次。
•在线支付, 在韩国享受专属于我的特别旅行。

没有专为外国游客设计的旅游PASS吗?
能不能不预约就可以简单购买

景点门票, 轻松游玩韩国呢? 想

以合理的价格计划一场充实
的旅行, 应该怎么办呢? Seoul

PASS为您一次性解决旅游烦恼!

Seoul PASS是专为外国游客特别设计的移动旅游PASS系统。通过Seoul
PASS可以节省时间+节省费用+节省体力, 让您体验实惠满分的旅游。现

在就通过网站和智能手机APP享受Seoul PASS的专有优惠, 体验100多
种让人惊叹的韩国吧!

045

详细的商品价格和折扣请在Seoul PASS
网站或APP上查看。

046

运营时间

FuntasticKorea
(펀타스틱 코리아)
>> 私人包车预订服务

047

24小时在线服务
联系方式

网站: funtastickorea.com/van(简体中文)
邮箱: info@funtastickorea.com
仅接受在线预订。

价格及折扣

•机场接送: 3,000韩元折扣

(70,000韩元 ⇨ 67,000韩元)

•长途单程: 5,000韩元折扣
•一日游: 10,000韩元折扣

价格根据距离和时间计算。

包括三厢车、商务车、巴士在内的所有类型的
车辆均可享受折扣优惠。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能不能在韩国预订专属于我的车辆?

旅游中不方便的地方可不少。尤其是如果不熟
悉韩国, 不会说韩语, 在韩国乘坐公共交通可能

遇到困难。提着沉重的行李, 活动起来又累又
不方便。这个时候, 使用世界唯一的 “一站式私
人包车(Private Van)” 预订系统, 可以轻松方便

地解决问题。从机场接送到一日游, 只要在网
站(funtastickorea.com/van)上选择车种、出
发地、目的地即可准备一辆专属于我的私人包
车。和Funtastic Korea一起轻松方便地准备一
场梦幻的韩国之旅吧!

•请在FUNKO VAN网站(funtastickorea.com/van)预订日程。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
可查看预订方法。

QR CODE ▶
FUNKO blog

QR CODE ▶
FUNKO van site

•选择完成后, 在支付页面输入选项对应的优惠券代码后, 用国际信用卡或Paypal
支付即可。

机场接送: 17FNKVAN3(3,000韩元优惠券)
长途单程: 17FNKVAN5(5,000韩元优惠券)

一日游: 17FNKVAN10(10,000韩元优惠券)
•预订后24小时内发送预订凭证, 凭证上注有与司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优惠券1人仅限使用1次。

所有商品的预订和支付在官方网站进行。

048

达飞奥 /
旅游地图 (다비오)

049

运营时间

24小时在线服务

>> 免费首尔旅游地图 & 地铁路线图
联系方式

网站: dabeeo.com(简体中文)
邮箱: service.contact@dabeeo.com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东桥路142-5(西桥洞463-29)
Goldman Building 2层

(서울시 마포구 동교로 142-5 (서교동 463-29)
골드만빌딩 2층)
提供语言

韩语, 英语, 日语, 中文(简体)
价格及折扣

免费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App Store、Google Play商店下载 “旅游地图”！然后下载 “旅游地图” 免费提供
的 “首尔” 地图即可。

实用服务功能

地图和信息分开, 看着真费劲!

没有一款简单方便的综合性APP吗?
去陌生的地方旅游时, 一定要

带上的必备品就是地图。现
在为您介绍能帮助您在陌生
的首尔不迷路, 顺利找到目的

地的简单方便的地图。那就
是达飞奥旅游地图。达飞奥

旅游地图提供地图、地铁路线图、步行用导航等, 帮助外国游客愉快方
便地游览首尔。只需下载一次, 即可在离线状态使用所有旅游信息和路
线指南功能, 方便快捷, 还可以节省数据流量和漫游费用! 如果您在计划

首尔旅游, 一定不要忘了带上达飞奥旅游地图APP免费提供的首尔地图
哦!

1) 添加自定义位置功能(无在线/离线限制)

没有用户查找的位置信息时, 可以使用添加自定义位置功能。在地图上添加位
置, 即可提供相同的查找路线等功能, 同时还提供用户个人地图服务, 打造专属
于我的旅游地图。

2) 在查询位置信息的同时支持与地图联动的路线指南

通过 “设为到达站” 功能, 自动设定最近的地铁站, 提供距离当前所在位置最近
的地铁站信息。即使正在使用步行用导航, 如果目的地较远, 也能提供附近地铁
站的路线指南。

050

(株)SNBSOFT
“Dropin”
(㈜에스앤비소프트)

051

运营时间

24小时在线服务

>> 韩国地图

& 公共交通(地铁/公交车/步行
者)路线指南APP

联系方式

网站: www.talkyple.com(简体中文)
电话: +82-2-566-8074
邮箱: ethan@snbsoft.net

没有一款简单又详细的韩国自由行APP吗?
想去韩国旅游, 但是不会说

韩语? 不用担心。因为有专
为外国游客设计的韩国自由
行APP “Dropin ”。“Dropin ”

是韩国电子地图和公共交通
路线指南APP, 同时提供韩

语、英语、中文(简体)、日语服务。APP使用的不是从外部借用的地图,

而是使用自有地图, 可以提供最详细、准确的最新路线指南。只要有
“Dropin”, 谁都可以像当地人一样自由地乘坐公共交通, 不仅提供主要

景点介绍, 还提供住宿、美食餐厅和著名场所等相关信息。如果想看更
多、听更多、体验更多, 享受专属于我的旅行, 现在就来搜索Dropin吧!

提供语言

韩语, 英语, 日语, 中文(简体)
价格及折扣

在iOS和Google Play商店搜索Dropin免费下载

052

K-Style Hub
(케이스타일허브)
>> 韩国旅游发展局 “旅游咨询中心”

053

开放时间

2层 旅游咨询中心: 上午10点～晚上8点
用手机地图APP查找路线TIP
在 达 飞 奥 的 “ 旅 游 地 图 ” 、 S N BS O F T 的
“ D r o p i n ” 、 N U UA 的 “ 我 在 哪 儿 ” 搜 索
“K-Style Hub”。
联系方式

网站: www.visitkorea.or.kr(简体中文)
电话: +82-2-729-9439, 9433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无需另外预约或事先登记。前往K-Style
Hub5层活动区，向工作人员出示优惠券即
可。

韩餐、韩服、韩流商品聚集地!

您正在准备韩国旅游吗? 还是已经踏上
了韩国之旅? 建议您从紧凑的旅游日程

安排中抽出时间, 一定要去一个地方看
看。那就是K-Style Hub。K-Style Hub是

设有旅游咨询中心、韩餐文化展览馆、
韩餐体验馆、商品宣传馆等的综合文化
空间, 将韩国旅游信息和韩国文化汇集于

一处。尤其是位于5层的韩服体验区可

以免费租赁韩服1小时, 深受外国游客的
喜爱。另外还为持有优惠券的顾客准备
了特别的商品, 千万不要忘记来光顾哦!

3层 韩餐文化展览馆: 上午10点～晚上8点
4层 韩餐体验馆: 上午10点～晚上8点
5层 商品宣传馆: 上午10点～晚上8点
韩服体验区: 上午10点～下午6点
活动区: 上午11点～下午4点

(截止至2017年12月28日)

地址

首尔市中区清溪川路40韩国旅游发展局首尔中心
2～5层

(서울시 중구 청계천로 40 한국관광공사 서울센터
2～5층)
K-Style Hub来访路线

地铁 1号线: 钟阁站5号出口前永丰文库对面韩国
旅游发展局大楼

2号线: 乙支路入口站2号出口清溪川方向韩
国旅游发展局大楼

5号线: 光化门站5号出口东亚日报方向韩国
旅游发展局大楼

价格及折扣

除4层韩餐体验馆以外的展览室均免费。但 “活动
区特别体验” 仅限持有优惠券的顾客免费入场。

活动区位于5层, 特别体验主题根据时间有所不同。
优惠券有效期: 2017.12.28

COUPON

YACHT TALE (第4页)
价格及折扣

游艇观光
1人 50,000韩元 ⇨ 30,000韩元(6折)

特色旅游

游艇船屋: 9折(以下价目表打九折)

网站: www.yachtstay.co.kr(英语) / www.yachttale.com(英语)
电话: +82-1599-1789

Camping Bridge (第6页)
至尊豪华双人房(豪华露营屋)
8.5〜9折

淡季(1月〜3月, 11月〜12月)
USD $470 ⇨ USD $390
准旺季(4月〜6月, 9月〜10月)
USD $540 ⇨ USD $450
旺季(7〜8月): USD $600 ⇨ USD $520

特色旅游

价格及折扣

网站: www.mustoutdoor.com(英语)
邮箱: mustoutdoor@gmail.com

King Studio (第8页)
价格及折扣

特色旅游

总金额8.5折

网站: www.kingstudio.asia(英语)
电话: +82-2-6338-2428

Mullegil (第10页)
总金额8折
• 小型独木舟(2人): USD $30 ⇨ $24
• 2人以上乘坐同一独木舟时時
每加乘1名成人(13岁以上)加收费用
USD $10 ⇨ $8
每加乘1名儿童(2岁〜12岁)加收费用
USD $5 ⇨ $4
网站: mullegil.org / mullegil.modoo.at(英语)
电话: +82-33-242-8463 / +82-70-4150-9463

特色旅游

价格及折扣

轻松游韩新玩法

然酵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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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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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ynjschool.com(韩语)
电话: +82-51-636-9355

价格及折扣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www.mustoutdoor.com网站点击 “Contact Us”、申请预订CLUB
NOBLEPIC即可。预订时请填写预订人姓名、邮箱、预订日期和人
数。如需使用优惠券, 请在预订时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询问, 在现场出
示即可。

网站: www.z-and.com(韩语)
电话: +82-2-542-2122

特色旅游

自助摄影工作室
入场费 5,000韩元
韩服租赁顾客 3,000韩元
传统茶: 2,000〜3,000韩元
韩服写真摄影: 10,000〜50,000韩元
韩服写真相框: 3,000〜20,000韩元
网站: www.hanboknam.com(韩语)
电话: +82-10-6485-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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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旅游

韩服男 (第16页)
韩服租赁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五味料理研究所 (第18页)
价格及折扣

成人
1人 50,000韩元 ⇨ 45,000韩元(9折)

儿童(4岁〜14岁)
1人 30,000韩元 ⇨ 27,000韩元(9折)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 访问官网mullegil.org, 在英文页面的Reservation中填写日期、时间、人数
后, 预约即可。
• 预约时, 请告知是否使用优惠券。若使用优惠券, 在现场购票时出示优惠券即
可。
• 使用优惠券可享受总金额的8折优惠。在现场刷卡支付即可。

明星体验艺术照摄影(1人价格)
440,000韩元 ⇨ 220,000韩元(5折)
友情摄影, 恋人摄影(1人价格)
240,000韩元 ⇨ 119,000韩元(5折)
家庭摄影(3人价格)
660,000韩元 ⇨ 330,000韩元(5折)
婚纱摄影(2人价格)
2,200,000韩元 ⇨ 1,100,000韩元(5折)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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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预约时出示优惠券。可以通过电子邮件(global@kingstudio.co.kr)、
LINE(账号: @kingstudio)、KakaoTalk(账号: King Studio)进行预约。直接前
来工作室出示优惠券也可同样享受8.5折优惠。

(株)Z-Aad (第14页)

特色旅游

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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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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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5-tastes.com(英语) / 电话: +82-10-9909-0908

特色旅游

游艇根据出发日期、人数不同而有所不同, 请务必通过电话或
电子邮件提前预订。优惠券在现场出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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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马格利酒体验项目
50,000韩元 ⇨ 25,000韩元(5折)
韩国酒品尝体验
50,000韩元 ⇨ 30,000韩元(6折)
马格利酒面膜
40,000韩元 ⇨ 20,000韩元(5折)
韩式下酒菜课程
50,000韩元 ⇨ 30,000韩元(6折)

特色旅游

价格及折扣

特色旅游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COUPON

轻松游韩新玩法

COUPON

Discover Jeju (第20页)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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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旅游

特色旅游

38,000韩元 (7.9折) ⇨ 30,000韩元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网站: www.discover-jeju.com(韩语)
电话: +82-50-5558-3838 / +82-10-9697-0801

Nurinaby
1人 12,000韩元 ⇨ 8,000韩元(6.6折)

网站: www.wabadada.com(英语, 简体中文)
电话: Eye Glider: + 82-10-3388-3041

Nurinaby: + 82-70-8885-9002

ARTEE人力车 (第24页)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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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旅游

1. 鬼怪/西北村游(60分钟)
韩语游 ￦30,000(⇨ ￦27,000)
英语游 ￦40,000(⇨ ￦36,000)

2. 北村VIP游(120分钟)
韩语游 ￦50,000( ⇨ ￦45,000)
英语游 ￦75,000( ⇨ ￦67,500)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请在付款时向前台工作人员出示优惠券。
 优惠券折扣不得与其他活动重复使用。

特色旅游

特色旅游

Eye Glider
1人 3,000韩元 ⇨ 2,000韩元(6.6折)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通过电子邮件提前申请, 拍摄当天向前台出示优惠券即可。
※ 其他详细事项将在预约时另行告知。
※ 为了调整摄影工作室、礼服、发型/化妆的日程安排, 必须提前2周预约。
旺季预约顾客较多, 建议尽早预约。

WABADADA(株) (第22页)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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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英语)
电话: +82-70-8955-1693 / +82-1666-1693

特色旅游

• 请至少提前一周通过电子邮件(ynjschool8@naver.com)预约。
• 请在前台购买时出示优惠券。

3. 贞洞 & 明洞VIP游(120分钟)
韩语游 ￦75,000( ⇨ ￦67,500)
英语游 ￦75,000( ⇨ ￦67,500)

Matjoy Korea (第26页)

特色旅游

不同地区的B&B价格有所差异,
最低可享受8折优惠。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五味研究所官方网站www.5-tastes.com提前预约。请填写预约日期、时
间、人数, 并告知是否使用优惠券。如使用优惠券, 付款时出示优惠券即可。

网站: www.matjoykorea.com(英语)
www.matjoy.kr(韩语)
邮箱: matjoytour@naver.com

特色旅游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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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游韩新玩法

COUPON

Coreart (第28页)
价格及折扣

60分钟项目
1人 30,000韩元 ⇨ 24,000韩元(8折)
90分钟项目
1人 40,000韩元 ⇨ 32,000韩元(8折)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请致电Discover-jeju客服中心+82-50-5558-3838或+82-10-9697-0801,
说 “Discover-jeju海豚探访”。或通过电子邮件(admin@discoverjeju.com)提前预约。

※ 4人以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共7折)
※ 更准确的折扣信息请另行询问。

提前预约时, 请告知姓名、日期、时间、人数及是否使用优惠券。
探访日期可能根据天气和海上条件而有所变动。
人数不够时, 不得不更改时间和日期。
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商议探访日期和时间。

特色旅遊

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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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www.facebook.com/coreart5959(韩语)

博客: blog.naver.com/haera5959(韩语)
电话: +82-2-734-5959

SEINUSTAR (第34页)
价格及折扣

每款服装的价格有所差异
(基本4天标准 USD $5〜$60)
• 使用优惠券手册的优惠券时, 可享受追加
9折优惠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① Eye Glider
请前往EYEGLIDER售票处出示优惠券。若人数超过20人, 请提前预约。

便捷的服务

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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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Nurinaby
请前往售票处出示优惠券。若人数超过10人, 请提前预约。

网站: www.seinustar.com(英语)
邮箱: admin@seinustar.com

特色旅游

SAFEX / 我旅行(ITrip)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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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及折扣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1. 访问官方网站: www.arteeridersclub.com
2. 必须至少提前3天预约。
3. 支付时输入优惠券代码。
4. 选择旅游类型, 预约后支付。(请填写旅游路线、人数等要求事项)
5. 享受韩国之旅

网站: safex.kr / 电话: +82-2-364-0211(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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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捷的服务

※ 其他因旅游日程安排而需提前预约的顾客请发送电子邮件给负责人。

邮箱: e-itrip@hotmail.com

RAON
BAGGAGE STORAGE
(第38页)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1) 访问Matjoy Korea英文网站(www.matjoy.com)或在Google Play搜索
“Matjoy” APP后使用。APP仅支持安卓版本。
2) 按地区选择Korea B&B后, 输入优惠券代码<2017matjoykorea>, 详细
填写B&B名称、入住日期、人数、是否需要早餐等后, 发送电子邮件至
matjoytour@naver.com。
3) Matjoy Korea将为您详细回复相关民宿的费用及是否可预订。
※ 外国游客确定入住时, 请务必发送确认邮件至matjoytour@naver.com。韩
国的乡村尚未能像城市的Air B&B主人一样能进行快捷的互联网沟通。这
一点请予以谅解。

价格及折扣

每2件享受1,000韩元折扣

网站: www.raontravel.com(简体中文)
电话: +82-70-8884-1251
邮箱: raon@raontravel.com

便捷的服务

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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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游韩新玩法

COUPON

Seoul Travel Pass
价格及折扣

特色旅游

各商品价格不同, 最低可享受5折优惠。详
细的商品价格和折扣请在Seoul PASS网站
或APP上查看。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必须通过电话提前预约。电话预约时, 请告知使用折扣券, 并在体验当天出示
折扣券。
※ 优惠券有效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便捷的服务

(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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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seoultravelpass.com(简体中文)
邮箱: +82-2-6264-1115

FuntasticKorea (第46页)

便捷的服务

机场接送
3,000韩元折扣 (70,000韩元 ⇨ 67,000韩元)
长途单程: 5,000韩元折扣
一日游: 10,000韩元折扣
价格根据距离和时间计算。
包括三厢车、商务车、巴士在内的所有
类型的车辆均可享受折扣优惠。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点击下方链接, 注册会员后, 选择商品并进行支付。输入优惠券代码时, 点击使
用按钮, 即可享受折扣优惠。只要注册会员, 就可以在优惠券有效期内无限次
使用, 每次预约时都可享受追加折扣。
※ 更详细的使用方法请参考官方网站。

便捷的服务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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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funtastickorea.com/van(简体中文)

邮箱: info@funtastickorea.com

K-Style Hub (第52页)

便捷的服务

除4层韩餐体验馆以外的展览室均免费。
但“活动区特别体验”仅限持有优惠券的
顾客免费入场。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在官方网站safex.kr/主页上点击“RESRVE” 进行预约。预约时输入优惠券
代码<KTOspecial>可享受9折优惠。预约成功后, 将发送预约确认邮件至您的
邮箱。
※ 不接受电话或电子邮件预约。请务必在官方网站进行在线预约。
※ 优惠券不限次数, 可反复使用。
※ 3月底起将转换为在线支付。

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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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前来本店出示优惠券即可享受优惠。

网站: www.visitkorea.or.kr(简体中文)
电话: +82-2-729-9439, 9433

便捷的服务

价格及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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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游韩新玩法

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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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访问Seoul PASS官方网站(www.seoultravelpass.com), 或在App Store或
Google paly搜索 “Seoul PASS” 后, 下载APP。

• 查找产品门票、旅行及活动，添加至购物车。
• 输入优惠券代码<welcomekorea2017>, 享受追加9.5折优惠。每个账号仅限
使用一次。
• 在线支付, 在韩国享受专属于我的特别旅行。

便捷的服务

동 쿠폰은 한국관광공사에서 배포한 외국인전용 쿠폰입니다.
이용객의 불편이 없도록 안내바랍니다.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 请在FUNKO VAN网站(funtastickorea.com/van)预订日程。扫描下方二维码,
即可查看预订方法。
• 选择完成后, 在支付页面输入选项对应的优惠券代码后, 用国际信用卡或
Paypal支付即可。
机场接送: 17FNKVAN3(3,000韩元优惠券)
长途单程: 17FNKVAN5(5,000韩元优惠券)
一日游: 17FNKVAN10(10,000韩元优惠券)
•预订后24小时内发送预订凭证, 凭证上注有与司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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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及优惠券使用方法

无需另外预约或事先登记。前往K-Style Hub5层活动区，向工作人员出示优惠券即
可。

간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