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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議&獎勵旅遊
外國人訪韓招攬現況



會議、獎勵旅遊主要招攬實例

團體名稱 1 訪韓目的 國籍 訪韓期間 規模
（人）

Indo Sejahtera Jaya 
(PT ISJ) 獎勵旅遊  印尼 2020.1.17~21 183

卡瓦盛邦（上海）
牙科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KAVO集團）
企業會議 中國 2020.1.16~18 839

Zebra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td 企業會議 新加坡 2020.1.8~11 370

遼寧溢湧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獎勵旅遊  中國 2020.1.7~12 4,145

Performance Labs Pte Ltd 企業會議 新加坡 2019.6.13~15 3,184

益盛漢參化妝品有限公司 企業會議 中國 2019.6.9~13 2,491

安麗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獎勵旅遊  臺灣 2019.4.5 2,132

廣州顏如玉醫藥科技 獎勵旅遊  中國 2019.9.23~27 1,958

Red Hat Asia Pacific 企業會議 新加坡 2019.9.16~20 806

Herbalife Product 
Malaysia Sdn Bhd
（賀寶芙馬來西亞）

獎勵旅遊  馬來西亞 2019.11 776

修正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獎勵旅遊  中國 2019.10 3,400

廣州顏如玉醫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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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國際機場

大邱國際機場

金海國際機場

務安國際機場

清州國際機場

仁川國際機場 金浦國際機場

金海國際機場

仁川郵輪港

釜山郵輪港

束草郵輪港

濟州郵輪港

麗水郵輪港

松島會議中心、
百樂達斯酒店

大田會議中心

群山新萬金會議中心

金大中會議中心

KINTEX

Coex、aT Center

GumiCo

昌原會議中心

EXCO

HICO

BEXCO

麗水世博會議中心

濟州國際會議中心

仁川

京畿

首爾

光州

全南

大田

全北

大邱

慶北

慶北

慶南

濟州

釜山

   具備知識技術的專業人力，符合國際水準的會議中心，便利交通，地方政府、住宿、購物、
旅遊業之間的緊密連結，打造完美的支援系統
  17個地區的MICE專責機構 
  15個會議中心、8座國際機場、5座遊輪碼頭、7座國內機場
  KTO與地方政府的系統化補助方案

 Why Korea?

1 MICE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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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心

地區 CVB

地區 會議中心 官網

首爾特別市
Coex  www.coex.co.kr

aT Center atcenter.at.or.kr

釜山廣域市 BEXCO  www.bexco.co.kr

大邱廣域市 EXCO  www.exco.co.kr

仁川廣域市
松島會展中心  www.songdoconvensia.com

百樂達斯城  www.p-city.com

光州廣域市 金大中會議中心  www.kdjcenter.or.kr

大田廣域市 大田會議中心  www.dcckorea.or.kr

京畿道 KINTEX  www.kintex.com

全羅北道 群山新萬金會議中心  www.gsco.kr

全羅南道 麗水世博會議中心 www.expo2012.kr

慶尚北道 
HICO  www.crowncity.kr/hico/ko/main/main.do

GumiCo  www.gumico.com

慶尚南道 昌原會議中心  www.ceco.co.kr

濟州特別自治道 濟州國際會議中心  www.iccjeju.co.kr

地區 CVB 電話 電子信箱 官網

首爾觀光財團 82-2-3788-0826 plusseoul@sto.or.kr kr.miceseoul.com

釜山觀光公社 82-51-780-2184 simon6306@bto.or.kr www.bto.or.kr/cvb

大邱會議管理局 82-53-382-5220 dcvb@daegucvb.com www.daegucvb.com

仁川觀光公社 82-32-899-7300 cvb@into.co.kr cvb.visitincheon.or.kr

光州觀光財團 82-62-611-3622 convention@gjto.or.kr  www.gjto.or.kr

大田行銷公社 82-42-250-1323  micedaejeon@dime.or.kr www.dime.or.kr

蔚山觀光財團 82-52-255-1841~4 ucvb@uto.or.kr  www.ueco.or.kr

京畿觀光公社 82-31-259-4791 ondal007@gto.or.kr www.gmice.or.kr

高陽會議局 82-31-927-9970 help@goyangcvb.com www.goyangcvb.com

水原會議局 82-31-303-6032 ellykim@scc.or.kr www.scc.or.kr

江原道觀光財團 82-33-269-8938 jijo@gwto.or.kr www.gwto.or.kr

江陵觀光開發公社 82-33-640-9842 jmlee@gtdc.co.kr www.gtdc.or.kr

全羅北道文化觀光財團 82-63-230-7492 river@jbct.or.kr www.jbct.or.kr

全南文化財團 82-61-280-5800 - ijnto.or.kr

慶南觀光財團 82-55-212-6711~5 june@gnto.or.kr www.gnto.or.kr

慶州和白會議管理局 82-54-702-1011~2 hannahj@crowncity.kr www.crowncity.kr

濟州會議管理局（社） 82-64-739-2206~10 jhcho@jejumice.or.kr www.jejucvb.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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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國際機場

5座郵輪碼頭

K-防疫措施

全國8座國際機場

連接全國的國內
交通網

 直達全世界52個國家173個城市（以2019年為準）
 2021年獲得全球機場首例ACI主辦旅客體驗認證第4級 仁川、金浦、襄陽、清州、大邱、務安、金海、濟州

   仁川遊輪港：可容納全球最大的22.5萬噸級遊輪的遊輪專用碼頭
  釜山、麗水、束草、濟州遊輪港    7座國內機場、KTX、24小時行駛的高速巴士、市外巴士

  全國主要觀光景點、住宿設施、餐廳防疫措施 : 

   提供手部消毒劑、零接觸體溫測量、安心Call等 

  仁川國際機場智慧型K-機場防疫措施 : 

    實施出境旅客3階段體溫檢測、加強出入境全程防疫、利用機器人

與Kiosk進行零接觸體溫檢查服務、構建負壓病房、日後實施數位

健康通行證

52

5

K

8

7

個國家

座郵輪碼頭

防疫

座國際機場

 座國內機場

 Why Korea?

2 便利交通，K-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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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SAFE

 Why Korea?

3

資訊電信技術 (ICT)基礎建設

安全旅遊的國家

  全球首例5G全國商業化(2019.4.3.)

  光纖超高速網路普及率第一名(OECD 2018)

   行動網路速度第二名、超高速網路第7名，
   唯一兩項皆排名前十的國家
（烏克蘭速度測試全球指數2021）

   夜晚也能安心外出，竊盜機率低，放心舒適的旅行環境

  訪韓旅客滿意度項目中治安滿意度第一名
（2019外來旅客實態調查，韓國觀光公社）

旅行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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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Unique Venue 39

 Why Korea?

4
韓流、韓食、慶典、有形文化遺產、無形文化遺產

傳統魅力與流行文化

首爾特別市 仁川廣域市

京畿道

國立中央博物館 

文化儲備基地

漢江遊覽船

韓國家具博物館

鷺得島

韓國古石博物館

浮島會議中心

韓國之家

傳燈寺

Oakwood premier Panoramic 65

Tri-bowl

光明洞窟

韓國民俗村

現代遊覽船

韓國漫畫影像振興院

高陽現代汽車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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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廣域市

慶尚北道

大邱廣域市 慶尚南道

光州廣域市

忠淸南道

全羅北道

江原道

濟州特別自治道

江陵烏竹韓屋村

DMZ博物館

南怡島

Alpensia 跳台滑雪中心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獨立紀念館 陽光片廠

王的至蔤 韓國板索里文化殿堂

APEC世峰樓

國立慶州博物館

大邱藝術發電所

Museum DAH

The Bay 101

皇龍院

ClayArch金海美術館

電影殿堂

本態博物館

濟州民俗村

思索之苑

原州韓紙主題公園 麟蹄Speedium 阿瑟羅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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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Korea?

5 團隊建設活動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透過交流
強化團隊精神

韓流體驗
K-POP

料理體驗
韓食

朝鮮王室體驗
宮殿月光紀行

傳統文化體驗
跆拳道

寺院住宿
茶道、冥想

傳統服飾體驗
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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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音樂體驗
四物農樂

任務遊戲
首爾競賽

特色體驗
參觀韓劇拍攝地

自然體驗
農漁村莊體驗

運動體驗
生存遊戲

公演體驗
亂打秀

特色體驗
主題公園

參觀產業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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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共同 獎勵旅遊 企業會議

手續

2. 補助對象

  申請期限：以入境日為基準，至少14天前
  受理處：韓國觀光公社各地區海外支社
* 参考：韓國觀光公社MICE官網 (https://koreaconvention.org:8090) → 事業補助 →  企業會議/獎勵旅遊團體

停留2晚以上

外國人參加者
10人以上

由企業負擔旅費的
獎勵旅遊之訪韓團體

由特定企業主辦，以會議及觀光
為目的訪韓團體（行程表上需包
含4小時會議）

KTO獎勵旅遊·
企業會議補助制度

1. KTO補助流程

確認行程、名單 確認補助級別及
補助內容

填寫申請單 透過電子信箱申請 
（KTO海外支社）

* 準備資料：行程、名單（務必填寫姓名、生日與護照號碼）、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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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內容

補助對象 / 補助標準

3. 參加者補助制度 (K-Incentive Fun-Up Program)

※ 以上補助內容不得超出各級別每人補助上限。
※ △可在補助上限內重複申請。

補助事項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紀念品1種 ○ ○ △ △ △

合作觀光景點門票 ○ ○ ○ ○

韓國文化體驗補助 ○ ○ ○

韓國表演觀賞補助 ○ ○ ○

特別午餐或晚餐的1餐經費 ○ ○ ○

特別公演經費 ○ ○ ○

團隊建設活動經費 ○ ○ ○

VIP紀念品 ○ ○ ○

設施場租費 ○ ○ ○

歡迎活動（機場、港口、飯店等） ○

  贊助對象 : 獎勵旅遊團體或企業會議團體外賓

  贊助標準

訪韓人數（人） 獎勵旅遊團體 企業會議團體

10~49 5級 4級

50~199 4級 3級

200~499 3級 2級

500~999 2級 1級

1,000以上 1級  

※ 各級別的每人補助上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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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劃人員補助制度 (K-Incentive Value-Up Program)

參加者活動特色

事前考察補助

  提供環保產品作為訪韓團體紀念品
  體驗CSR活動、環保團隊建設活動及公平旅行(Fair Travel)時支援升等
* 例：進行韓食製作體驗後，將食物捐贈至福利機構，Habitat志工活動等

  補助對象：確定招攬成功或可能性高的中大型企業會議/獎勵旅遊團體之企業負責人，或是成功送出團的旅行
   社相關人員 

  補助項目 : 事前考察補助 （機票、國內滯留費、境外機場休息室服務等）
   * 已事前決定參與招攬的國內合作旅行社 (DMC)時，由公社補助國際機票等海外產生的費用，合作旅行社負擔國內產生的費用
  （滯留費、國內機票等）

    補助標準

分類 可補助最低人數*（人） 補助上限(%) 參考事項

中國大陸 1,000 (500**)

團體實際訪韓時的預定 
補助金額之30%

團體實際訪韓時，
不扣除事前考察補助金額，

提供100%補助
（可能變動） 

日本/東南亞/華人地區 500 (300**)

歐美/印度/中東 100

**2022年底前暫時放寬中、日、東南亞、華人地區適用標準

提供特別升等

停留4晚以上團體
利用仁川國際機場/金浦
國際機場以外的地方機

場出入境的團體

在首都圈（首爾、京畿、仁川）
以外地區

住宿1晚以上的團體

近3年內再次訪韓的團體

進軍海外市場的韓國
企業團體

長途（歐美、西亞地區）
的訪韓團體 參加ESG體驗活動的團體 *無法重複升等，須事前協議。

4晚以上 1晚以上
地方
機場 首都圈

以外地區 3年以內

12



事前考察補助

獎勵旅遊/企業會議主辦者（企劃人員）對象獎勵制度

  獎勵時期
每年11月或12月（依各海外支社時程而定）

- 頒獎給年度/最近5年訪韓團體出團旅行社
- 優先提供入選企業（旅行社）相關人員考察MICE設施、活動的機會

  主要內容

  補助內容

KTO 海外支社

將事前考察申請公文
發送至總社 
（明示事前考察大綱、
補助事項）

答覆支社
事前考察申請公文

於補助限度內
提供補助 

將事前考察結果
報告公文
發送至總社

KTO 總社 KTO 總社 KTO 海外支社

** 配合Korea Incentive Awards 活動或海外支社活動進行

類別
全年累計訪韓人數*

3千人以上 6千人以上 1萬人以上 1.5萬人以上 2萬人以上

發放獎牌 ○ ○ ○ ○ ○

發放紀念品/禮券
（海外支社負責**） 紀念品 紀念品 1百萬韓元

等值禮券
2百萬韓元
等值禮券

3百萬韓元
等值禮券

訪韓考察計畫
（須事前核准） - - ○ ○ ○

  補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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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給者補助制度 (K-Incentive Reward-Up Program)

補助對象/ 補助內容

  補助對象

   招攬企業會議/獎勵旅遊團體的DMC、PCO等相關人員

        補助內容

        - 選定卓越計畫(Best Practice)後頒發獎金與獎牌、製作宣傳影片

       - 以卓越企業為對象提供Korea MICE Awards(KMA)獲獎（長官、社長）機會

14



場所名稱 場所名稱（英文） 地區

JUMP JUMP 首爾

幻多奇秀 FANTASTICK 首爾

CHEF（原 拌飯秀） CHEF : New Brand of Bibap 首爾

愛舞動 Sachoom 首爾

FIRE MAN FIRE MAN 首爾

亂打秀 NANTA 首爾（弘大、明洞）/濟州

塗鴉秀 PAINTERS 首爾（鐘路、忠正路）/濟州

麵包秀 Pang Show 首爾

FLYING FLYING 慶尚北道慶州

音樂劇《Only You》 Musical Drama - Only You 首爾

SUN & MOON國樂秀 Sun & Moon 首爾

[附錄]
合作業者列表

常設公演   時長75~100分鐘

JUMP

塗鴉秀

廚師（原拌飯秀）

FLYING

亂打秀

SUN & MOON國樂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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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名稱 場所名稱（英文） 地區
特麗愛3D美術館 Trick Eye Museum 首爾、釜山
特麗愛3D美術館 Trick Eye 濟州

海之星 Aquaplanet 濟州、高陽、麗水、首爾
Onemount Onemount 京畿道高陽
樂天世界 Lotte world 首爾
愛寶樂園 Everland 京畿道龍仁

愛來魔相4D藝術館 Alive Museum 首爾
Eco Land Eco Land 濟州
韓國民俗村 Korean Folk Village 京畿道龍仁

釜山塔套票 Busan Tower+
Buseum of Movies 釜山

現代遊覽船 Hyundai Cruise 京畿道
大邱Eworld Daegu E-World 大邱

小法國 Petite France 京畿道加平
COEX水族 Coex Aquarium 首爾

SunValley水上樂園 SunValley Water Park 京畿道驪州
松島海上纜車 Songdo Air Cruise 釜山
清風湖畔纜車 Cheongpung Cable car 忠清北道堤川
Museum DAH Museum DAH 釜山

百樂達斯城Wonder Box Incheon Paradise City 仁川
百樂達斯城CIMER Paradise City CIMER 仁川
AQUAFIELD高陽 Aquafield Goyang 京畿道高陽

五色GREENYARD溫泉飯店 OSAEK GREENYARD HOTEL 江原道襄陽
高陽現代 MOTORSTUDIO HYUNDAI MOTORSTUDIO 京畿道高陽

金海加耶主題公園 Gimhae Gaya Theme Park 金海
積木校園 Brick Campus 濟州、釜山、江原道

觀光景點

特麗愛3D美術館

韓國民俗村

ONEMOUNT主題樂園

釜山海上纜車

愛寶樂園

百樂達斯酒店Wonder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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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체험지원>

場所名稱 場所名稱（英文） 地區

韓服男 Hanboknam 首爾（景福宮、昌德宮）、全州

Sports Monster Soprts Monster 京畿道（高陽、河南）

彌鄒忽傳統文化研究院 Hansik Esperience at Michuhol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Center 仁川

Running Man體驗館 Running Man 首爾、江原道（江陵）、釜山

天空湖 Skylake 大邱

貞洞Maru 長鼓體驗 Janggu Experience at 
Jeongdong Maru 首爾

亂打學院 NANTA Academy 首爾

智勇迷宮 Dynamic Maze 首爾、江原道（束草）、濟州

RKD娛樂 Real K-POP Dance 首爾

King Studio King Studio 首爾

噹噹炸雞 Ttangttang Land 大邱

MUSE娛樂 MUSE Entertainment 仁川

體驗補助

韓服男

智勇迷宮

Sports Monster

RKD娛樂

貞洞Maru 長鼓體驗

噹噹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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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社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東京支社 6F Korea Center 4-4-10 Yotsuya Shinjuku-ku Tokyo 
160-0004 Japan 81-3-5369-1755 tokyo@knto.or.kr

大阪支社 23F Twin 21 MID Tower 2-1-61 Shiromi Chuo-ku 540-
6123 Osaka Japan 81-6-6942-0847 osaka@knto.or.kr

福岡支社 5F Asahi Bldg. 2-1-1 Hakata-ekimae Hakata-ku 
Fukuoka 812-0011 Japan 81-92-471-7174 fukuoka@knto.or.kr

北京支社 3rd Fl., Korea Center Building, 1 Guanghua Xili, 
Chaoyang, Beijing, 100020, China 86-10-6585-8213/8214 beijing@knto.or.kr

上海支社 Room 502, Huizhi Building, No.396 Caoxi Rd.(N) 
Shanghai, 200030, China 86-21-5169-7933 shanghai@knto.or.kr

廣州支社 Unit 803, 8th Fl., TaiKoo Hui Tower 1, No. 385 Tianhe 
Road, Guangzhou, 510620, China 86-20-3893-1639 kntogz@163.com

瀋陽支社
Room 3306, Tower A, China Resources Building, No. 
286, Qingnian Street, Heping District, Shenyang, 
110004, China

86-24-3137-9343 ktoshenyang@163.com

成都支社
Room 2604, No. 1 (Pingan Fortune Center), Section 
3, Renmin South Road, Wuhou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610041, China

86-28-6557-2311 chengdu@knto.or.kr

西安支社 Rm. 01 Kaide Square 16 Fl., No. 64 West Part of South 
Second Ring Road, Yanta District, Xi'an, Shaanxi, China 86-29-8964-0100 xiankto@hotmail.com

武漢支社 Room 6, 15F, Wuhan·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 
1398 Jinghan Road, Wuhan, 430010, China 86-27-5937-4380 kto_wh1330@126.com

香港支社 Unit 2202-2203, 22/F., World Trade Centre, 280 
Gloucester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852-2523-8065 general@knto.or.kr

臺北支社
Room 3206, TWTC International Trade Building,  No. 
333, Section 1, Keelung Rd, Xinyi District, Taipei City, 
11012

886-2-2772-1330 ktotp@knto.or.kr

烏蘭巴托辦公室
#504, The Blue Sky Tower, Peace Avenue 17, 
Sukhbaatar District, 1 Khoroo, Ulaanbaatar, 14240, 
Mongolia

976-7744-9090 ktoub@knto.or.kr

東北亞

[附錄]  海外辦公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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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社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新加坡支社 Korea Plaza, 3 Church Street, #01-02 Samsung Hub, 
Singapore 049483 65-6533-0441 singapore@knto.or.kr

曼谷支社
Interchange Building 25th Fl. (Unit 3), 399 Sukhumvit 
Road, Klongtoey-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66-2-611-2731~3 koreainfo@kto.or.th

吉隆坡支社 Suite 7-03, 7th Floor, Menara Hap Seng, Jalan P. 
Ramlee,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2143-9000 marketing.ktokl@gmail.

com

新德里支社 3rd Floor, Pegasus One, Golf Course Road, Sector–53, 
Gurgram-122003, Haryana, India 91-124-464-9191 india@knto.or.kr

河內支社 Unit 1302, 13th Floor, Charmvit Tower, 117 Tran Duy 
Hung St., Cau 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24-3556-4040 hanoi@knto.or.kr

雅加達支社 Wisma GKBI Lt. 21 Suite 2102A, Jl. Jend. Sudirman 
Kav. 28 Jakarta 10210, Indonesia 62-21-5785-3030 ktojakarta@knto.or.kr

馬尼拉支社 19F, Tower 1, High Street South Corporate Plaza, 9th 
Ave. corner, 26th Str., Taguig City, Manila, Philippines 63-2-7358-0856 ktomanila@gmail.com

杜拜支社 Dubai World Trade Center, 19th Fl., P.O. Box 9488, 
Dubai, U.A.E. 971-4-331-2288 knto@eim.ae

伊斯坦堡支社 Veko Giz Plaza K:15 Maslak, Sariyer, Istanbul, Turkey 90-212-290-2630 istanbul@knto.or.kr

阿拉木圖辦公室 10th Floor, "Green Tower" Business Center 192/2, 
Dostyk Ave., 050051, Almaty, Kazakhstan 7-727-344-0971 almaty@knto.or.kr

支社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洛杉磯支社 5509 Wilshire Blvd., Los Angeles, CA 90036, U.S.A. 1-323-634-0280 ktola@knto.or.kr

紐約支社 400 Kelby St., Suite 1602, Fort Lee, NJ 07024 U.S.A. 1-201-585-0909 ktony@knto.or.kr

多倫多支社 25 Adelaide St. East, Suite 1101,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C 3A1 1-416-348-9056 toronto@knto.ca

雪梨支社 Level 18, Australia Square Tower, 264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61-2-9252-4147~8 sydney@visitkorea.org.

au

法蘭克福支社 Korea Tourism Organziation, Stiftstraße 2, 5. OG, 
60313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49-69-233226 kto@euko.de

巴黎支社 20 Rue la Boétie, 75008, Paris, France 33-1-4538-7123 info.ontc@gmail.com

倫敦支社 3rd Fl., New Zealand House, Haymarket, London, 
SW1Y 4TE, U.K. 44-20-7321-2535 london@knto.or.kr

莫斯科支社 Business Center Entr 2, Floor 2, 10 Testovskaya Street, 
Moscow, 123112, Russia 7-495-989-4678 kntomc@knto.or.kr

海參威辦公室 102, Business Center Floor 1, 17 Okeansky Prospekt, 
Vladivostok, 690091, Russia 7-423-265-11-63 knto_vl@mail.ru

東協、西南亞

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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