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天 釜山航空 BX-796 高雄小港 釜山機場 13:35 17:00 

第 5 天 釜山航空 BX-781 仁川機場 高雄小港 11:25 13:15 

(以上航班接駁等時刻，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發日航班為主) 

 

 
高雄小港機場 釜山機場➠國際市場(光復洞時裝街、PIFF 國際電影廣場)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抵達釜山金海國際機場。 



【南浦洞國際市場】此地最大的魅力還是在於擁有各種不同流行時尚的購物商品，讓您能盡情購物，

享受購物的快感與樂趣。主要街道上的知名品牌、國內外品牌到 80%優惠的過季商品大拍賣等暢貨中心，

各種您所想像不到的購物商品應有盡有，是購物族的最愛。但真正最受注目的還是南浦洞內價格低廉卻

又時尚流行的各種含稅商品，服飾、流行飾品、包包、鞋子…等不同商品遍佈在各大街小巷內，吸引著

10~30 歲左右的購物族。除了賣場店家，甚至到露天小攤販等，各種各樣的購物商品讓人目不轉睛。光

看不買的 eye shopping 也是南浦洞的另一種獨特體驗，到釜山一遊千萬不可錯過南浦洞購物天堂。 

 
無 

 
無 

 

釜山特色豬肉湯飯

+長壽麵線  

 
海雲臺 THE MARK、觀光、LAMIR、BEST IN CITY、HILLSIDE、ARBAN CITY、B CENT

或同級 
 

 
《心靈饗宴》太宗台(含遊園車)➠《海底世界真有趣》釜山國立海洋博物館

➠《釜山全新旅遊景點推薦》SKY WALK 天空步道 ➠道地美食饗宴～海雲

台傳統市場搭乘 BX8826 班機(20：00)抵達金浦機場(20：55) 

【太宗台】是新羅第 29 代太宗武烈王在完成統一三國的偉業後，巡視全國時沉醉於此處美景，並在

此射箭遊玩而得名。為釜山市的保護文物，與五六島一起屬於代表釜山的岩石海岸，十分有

名。以海拔 250 公尺的最高峰爲中心，長有松樹等 200 多種茂密的樹木。天氣晴朗時在

瞭望臺上，還可以眺望到遠處的對馬島。  

【國立海洋博物館】是以「我的海洋，我們的未來」為主題，涵蓋了海洋文化、海洋歷史、海洋歷

史人物、航海船隻、海洋生物、海洋體驗、海洋產業、海洋領土、海洋科學等所有有關海洋的事物的綜

合海洋博物館。國立海洋博物館的美麗外觀是以水滴形象化後建造而成，作為世界級的海洋韓國的地標

也毫不遜色。而就規模而言，其更是韓國感到驕傲的第三大建築物。不僅收藏了 1 萬 4 千多件的展品，

讓遊客可以藉由這些海洋文物縱觀過去、窺探未來之外，還設置了 8 個常設展示館與企劃展示館、兒童

博物館等展覽場區。此外，國立海洋博物館裡還設置了海洋圖書館、水族館、大講堂、露天劇場、4D

影像館等複合文化空間。 

【五六島天空步道】五六島因為海水漲退潮的關係，漲潮時像五個島，退潮時又能看見六個島因而

得名。沿著二妓臺公園海岸散步道往南，能近距離欣賞到釜山五六島美景，海上天空歩道 Sky Walk 就

建在海岸散步道的最南端。 

以「行走在天上」之意將步道命名為「五六島 Skywalk」呈 U 字型，跨入海面長達 12~13 公尺，全長

15 公尺的玻璃步道，高度與實際海面僅距離約 40 公尺，特別製作成厚 55.49mm 的高荷重防彈玻璃，

十分安全。透過下方的透明玻璃可以看到海浪拍打著絕壁，給人強烈的刺激感。站在此處，可見大海於

眼前開展，無時無刻都呈現美麗的姿態，依天氣瞬時變幻各種色彩。 

https://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UmndKjLN!l76NlHt68rBvw


 

 
飯店內享用 

 
石鍋拌飯 +刷刷
鍋   

發放 5000 韓幣 
品嘗道地小吃 

 
CENTRAL PLAZA、KOREA、IY、THE BLISS、SEA STAR、松島 RLEE SUITE、GOLDEN、

SECRET 或同級 
 

 
昌信洞文具玩具批發市場 ➠RUNNING MAN 跑男體驗館 ➠韓國最大主

題樂園~愛寶樂園(福瑞動物野生世界、四季花園、MONKEY VALLEY 夢幻

猴林探險+LostVally 迷失峽谷) 

【昌信洞文具玩具批發市場】位於以時裝城聞名的東大門大街的附近。 80 多家以上的玩

具和文具店擠得滿滿的，這裏是韓國最大規模的玩具市場，已經有 30 年的曆史了。這裏

的玩具品種多樣，種類繁多，其中還有經營像卡通毛絨服裝和多種多樣的氣球，服裝等

聯歡會商品的專賣店。因爲是批發市場，最大的魅力就是比市場價格便宜，在玩具店之

間還夾雜著一些文具店。從零售店到批發店，商店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光銷售紙夾

和文件夾的專營店，還有經營紙張的商店和裝飾品店等，商店的種類也涉及許多方面。  

【RUNNING MAN 跑男體驗館】SBS 週末人氣綜藝節目的體驗空間主題體驗館：「 Ep.1 尋

找寶物」於 9 月 28 日的開幕，是為粉絲而設的體驗空間。該館共包含 6 個體驗區域分別

是「起跑地點 -收集 R 幣」、「138 集 -來尋找 Running Ball！」、「168 集 -Running Man

廣場的城市追擊戰」、「221 集 -Running Man 夢遊仙境」、「221 集 -ON AIR Running Man

之迷宮戰」，這六個 Running Man 區域包含有趣刺激的體驗內容。此外，透過擺放在各

處的擺設和雕像，粉絲們能夠獲得有關的多種體驗。  

【愛寶樂園歡樂世界】可分為五個區域、包含集結各種速度感﹑挑戰極限遊樂設施的《美洲

探險》；帶您進入童話王國，適合家族遊玩的《魔幻世界》；購買世界禮品的《地球購物中心》；

可欣賞四季花園花卉之美的《歐洲探險》；飼養  3000 頭動物的《賽福動物野生世界》。  

當您乘坐狩獵車時，來場別開生面的野生動物探險吧！這兒有全球獨一無二老虎和獅子和諧共

處的畫面，而且還生下了兩隻小獅虎，和樂融融的模樣和平日威猛的形象可是大異其趣；歐洲

灰熊也擺脫昔日凶狠的模樣，竟可愛的和路過的車子揮手道別，不時會做些站立轉圈的特殊表

演。此樂園不僅考慮年輕人喜歡追求刺激﹑驚險的遊樂項目，也兼顧到兒童與年長者只想看不

敢玩的特性，為家庭式的遊樂園，可說是四季歡樂的國度。  

熊貓世界 (Panda World)韓國國內唯一的熊貓展示館，在「Pre show」體驗區域， 與最尖端  IT 

技術結合，提供超越單純的熊貓觀賞，配備  9 公尺長的  360 度環形螢幕， 由  36 台  65 吋

顯示器組成。並配備  20 台虛擬現實（VR）體驗設備，提供遊客身歷其境地觀賞大熊貓在四

川棲息地的活動。  



 

 

飯 店 內 享

用 
 
韓式傳統烤肉+季節小菜 

 
贈送餐卷，可換烏
龍麵 or 豬排飯等 

 
CENTRAL PLAZA、KOREA、IY、THE BLISS、SEA STAR、松島 RLEE SUITE、GOLDEN、

SECRET 或同級 
 

 
【韓國文化體驗】海苔博物館(含韓服體驗+韓國飯糰 DIY) ➠高麗人蔘專

賣店 ➠韓國保肝寧 ➠韓流時尚彩妝店(贈送彩妝精美小禮品) ➠《時尚名

店街》購物樂～明洞商圈+LINE FRIENDS 展示館～【特別贈送】塗鴉秀 

【海苔博物館】海苔是韓國重要的水產食品，海苔是在石頭裡長的海菜，把它乾燥來製作紫菜

海苔，蛋白質很豐富，紫菜 5 張等於 1 個雞蛋，在海苔博物館內，您可親眼看到紫菜製作過程。

再換上古代傳統的禮服，成為最佳男女主角。  

【人蔘專賣店】在此會由專人解說韓國二千多年人蔘栽種歷史及一一跟您介紹韓國人蔘的各種

產品以及他對我們人體的功效，藉此您也將能夠了解人蔘所對人體真正的好處。  

【韓國保肝寧】護肝寶又名枳具樹果實，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  研究，用高、低

分子分離方法，選取了對肝機能有保健及醫療作用的高分子多糖體，命名為 HD-1。HD-1 能

將人體內有害物質或低分子物質吸收並將之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

的效果  

【韓流時尚彩妝店】相信愛美的女人們一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讓辛苦上班

族及學生族群在忙碌生活中一樣可以打造出時尚流行彩粧，讓您永遠跟上時代潮流尖端。  

【明洞】和逛街畫上等號的明洞，充斥著美利來、樂天百貨公司、AVATAR、HIHARRIET 等高

樓層的購物中心，明洞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力，不管是要買飾品、運動鞋、皮鞋、靴子，或

是中高價的商品，在明洞都可以找得到！  

【LINE FRIENDS 展示館】LINE FRIENDS 旗艦店位於新沙洞林蔭大道。從地下 1 層到地上 3

層的賣場總面積為 1000 ㎡，是 LINE FRIENDS 全世界賣場中規模最大的首家旗艦店。也是繼

原宿、臺北、明洞、愛寶樂園和濟州免稅店後的第七家正式賣場。大大的招牌在林蔭道上顯得

格外醒目，更別說門口的超大型熊大正在對著過路的人們微笑。一進門就可以看到一隻更大的

巨無霸熊大玩偶，大家都輪著要跟他照相，館內充滿了所有 LINE 裡頭的各種主題玩偶，整體

設計充滿了樂園氛圍，在短短的試業期間，就吸引了無數的亞洲粉絲前往朝聖。如果有機會來

到新沙洞林蔭道，歡迎來和熟悉的貼圖人物照照相，然後也可以買個小文具或是伴手禮送給喜

歡的 LINE 貼圖的朋友們喔。  



【塗鴉秀】是世界首個結合繪畫與舞台的絕妙表演，結合電子音樂、燈光效果、豐富的素材、

以及快速繪畫技巧，90 分鐘的過程，像似魔術，其實是運用美術所創造的藝術，不論老少都

能欣賞到繪畫的樂趣與感動。  

 

 
飯店內享用 

 
人蔘雞+長壽麵+
季節小菜  

挪夫部隊鍋+季節小菜 

 
CENTRAL PLAZA、KOREA、IY、THE BLISS、SEA STAR、松島 RLEE SUITE、GOLDEN、

SECRET 或同級 

   

 
仁川機場高雄小港機場 

接著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仁川國際機場，由導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

高雄小港機場，結束豐富快樂的韓國行程。  

 
飯店內享用 

 
X 

 
X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簽證資訊：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南韓 (停留 90 天內 )免簽證，護照須有六個月以上效期★  

0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 (含 )，最多為 43 人以下 (含 )，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

領隊隨行服務。  

02.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03.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04.  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以同級飯店取代。  

05.  本行程若客人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費。  

06.  韓國房型大部分無三人房，若有 3 人同行請與其他團員同房，或需求親子房型 (1 大床

1 小床 )，或指定單人房並補單人房差。  

07.  本報價僅適於持台灣護照且非為韓國華僑或韓國出生之旅客，否則每人皆須另加收費

用；若為韓國華僑、出生地為韓國、持外國護照或脫隊者，亦須每人另加收費用。  

08.  團體旅遊，為維護其他旅客行程權益，本商品謝絕跑單幫或洽商等非以旅遊為目的之

旅客，行程中請勿脫隊，如要脫隊，請在當地補收費用。  

09.  自備：韓國多數飯店及渡假村因響應環保，不提供牙膏、牙刷及洗髮精等盥洗用品，



敬請自行準備。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韓國是ㄧ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

以香菇火鍋為主。  

★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韓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