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程不上攝影。 



 

 

 



 

 

 

 



 

出發日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班時間 

去程      

週二 德威航空 TW676 台中 釜山 15:30 / 19:05 

回程      

週六 德威航空 TW675 釜山 台中 09:00 / 11:00 

 

 

 
台中機場  釜山機場  

今日集合於台中機場，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南韓著名的港都，也是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 



 
X 

 
X 

 

釜山道地豬肉湯飯+

季節小菜 

 

 

釜山西面TT HOTEL或 海雲台Golden Tulip Haeundae Hotel或 釜山海雲台萬豪

系列費爾菲爾德飯店(2018.12全新開幕)或 VALUE HOTEL或 釜山NO.25或 釜山

觀光 或同級 

 

超美散步路線~桂山聖堂(參觀建築外觀)+李相和/徐相敦古宅 ➠綜藝玩

很大造訪景點~噹噹炸雞 DIY 主題樂園 ➠藥令市韓醫藥博物館(傳統醫員

或醫女服飾體驗) ➠文青必訪特色街區~金光石街  

◆【桂山聖堂(參觀外觀)】1899 年以韓式木造的十字架型聖堂，在 1 年後遭祝融而全部付之一炬。

這之後羅伯神父重新著手聖堂蓋建工程，費盡心思尋找韓國境內少有的鐵製材料，以及從香港、

法國引進其他材料使用。聖堂為大邱地區唯一留下的 1900 年代初期建築物。  

◆【李相和/徐相敦古宅】是抗日文學家詩人李相和 (1901 ~1943)自 1939 年起到 1943 年過世前

居住的地方。漫漫日帝強佔期間，為了民族光復打著抗日精神火炬的詩人李相和，此處留下了

他的詩香。李相合古宅和徐相燉古宅是鄰居，徐相燉也是民族獨立運動家，兩個人都算是所謂

的抗日份子。  

◆【噹噹炸雞 DIY 主題樂園】噹噹炸雞發跡於韓國大邱是在地的炸雞品牌。也是韓國第一個建立

的炸雞主題樂園。在工作人員的解說下，讓您瞭解炸雞體驗的活動與過程，在這裏可以體驗親

自製作炸雞、瞭解炸雞的歷史、還可以體驗到與炸雞相關的知識、也可以學習到雞的部位與其

功效。還可與樂園內各式各樣可愛的造型雞合影。並親自體驗『美味炸雞 DIY』，首先親手來

製作一個小紙盒，準備來盛裝自己做好的炸雞，紙盒上可以畫上自己喜歡的圖案、顏色，隨後

動手將雞肉裹粉，再交由工作人員下鍋、油炸並瀝乾，黃澄澄酥脆的炸雞就此誕生，讓人食指

大動；雖不能親自油炸，但還是可以直接從外面看到油炸過程；終於品嚐到自己親手製作的炸

雞，必定能吮指回味，讓您好吃又好玩。  

◆【藥令市韓醫藥博物館】在 1993 年正式開館的大邱藥令市韓醫藥博物館，可以透過體驗展示

文化空間一次看遍有 350 多年歷史的傳統藥令市及藥田巷的由來。大邱藥令市韓醫藥博物館分

為二樓和三樓，二樓是韓方原理與體內探險，還有免費韓服體驗丶韓方體驗項目等設施，三樓

則是介紹大邱藥令市歷史與發展丶重現百年前藥典街巷風貌丶韓醫藥展示文化區等  

◆【金光石街】以已故的音樂才子－金光石的生活與音樂為主題，2010 年 11 月起在其居住過

的大鳳洞防川市場附近巷弄，由 11 組作家及中區廳一同打造了金光石街。沿著 350 公尺的巷

弄牆壁可以看見金光石的塑像、在路邊攤吃著麵的金光石以及看著大海的壁畫等，而每一面牆

還繪有金光石創作的歌曲歌詞，展現多樣的藝文風貌。每年秋季在防川市場以及東城路都會舉

辦「金光石歌曲大賽」一方面紀念已故的金光石，一方面讓市民及旅客能共同製造美好的回憶。  



 

 

飯店內享

用  
炸雞+飲料 

 

八色烤肉+季節小

菜 
 

 
大邱 INSTAR 或 TOYOKO INN 或 UNION HOTEL 或 HOTEL ENCORE 或同級 

 

 

太宗臺 ➠釜山國立海洋館博物館 ➠網美打卡新景點．釜山威尼斯的長林

浦口 ➠特色街區~168 階梯(含單軌列車) ➠最靠近海邊的寺廟~海東龍

宮寺 ➠富平罐頭夜市 

◆【太宗臺】據說三國統一後，新羅太宗武烈王曾遊覽於此，故而得名。附近的松林、山茶樹無比茂盛；

懸崖峭壁連綿不斷，與蔚藍大海中的釜山的象徵 156 島構成一幅美景。 

◆【釜山國立海洋館博物館】1973 年被發掘的 155 號古墳是新羅特有的積石木棺墳。高度 12.7m，直

徑 50m，在封土內部有以石頭堆積成的積石層。出土的遺物有 11,526 件裡，其中天馬圖是韓國古墳中

初次出土最珍貴的畫作。 

◆【長林浦口】原本只是一個小港口，漁民的倉庫因為加上繽紛的彩繪而煥然一新，成為五顏六色的貨

櫃彩繪屋。讓愛攝影拍照、網美們發現釜山隱藏版的異國風美麗港口，成為最近韓國人到釜山的打卡熱

點。 

◆【168 階梯】168 階梯是能從山腹道路最快下山前往釜山港的捷徑，其階梯數共有 168 階、高度達 6

層樓，是山腹道路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新建的草梁「168 單軌列車」每次可乘載 8 人，軌道穿梭於

民房之間的設計別具特色。到達頂端的「山腹大道」可以清楚飽覽釜山市內景色，眺望過去就是釜山港

大橋， 

◆【海東龍宮寺】主奉觀音菩薩，與襄陽洛山寺、南海菩提庵並列韓國三大觀音聖地，最初稱為普門寺，

1974 年後因住持夢見白衣觀音乘龍升天，便將寺廟名稱更名為《龍宮寺》。此寺廟信徒眾多，人聲鼎沸

與浪濤拍打崖邊，激起陣陣的雪白浪花相互輝映，十分壯觀，此時，不妨入境隨俗，在祈願瓦片上寫上

自己的願望，保佑心想事成 

◆【富平罐頭夜市】釜山的富平市場又被稱為罐頭市場，光聽名字就相當有趣的罐頭市場，是因韓戰之

後美軍開始進駐，軍用品與各式各樣的商品開始隨走私流入市面，其中尤以水果、魚類等各類罐頭為大

宗，故被稱為罐頭市場。 



 

 

飯店內享

用  
石鍋拌飯+季節小菜 

 

養生滋補人蔘

燉雞+季節小

菜 
 

 

釜山西面 TT HOTEL或 海雲台Golden Tulip Haeundae Hotel 或 釜山海雲台萬豪

系列費爾菲爾德飯店(2018.12 全新開幕)或 VALUE HOTEL 或 釜山 NO.25 或 釜山

觀光 或同級 

    

 

人蔘專賣店 ➠樂肝寶 ➠時尚彩妝店 ➠甘川洞文化村+彩繪壁畫村 ➠韓

國文化體驗(泡菜 DIY+傳統韓服體驗+海苔工廠) ➠南浦洞國際市場(光

復洞時裝街、PIFF 國際電影廣場) 

◆【韓國人蔘專賣店】您可以更進一步了解韓國國寶人蔘的栽種與製造之過程，並可選購各式人蔘製產

品，特別是聞名世界的特級高麗人蔘與紅蔘濃縮，對調身養身氣有極大之功效。 

◆【韓國保肝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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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人氣彩妝保養品名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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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川文化村】至今仍保留著釜山近現代的歷史痕跡。為了保持這一特色，充分發揮文化村歷史價值，

藝術家們和當地居民共同攜手打造了這些村莊藝術，因此才會產生如此美麗漂亮的甘川文化村。漫步於

甘川文化村，你可以隨時看到色彩鮮艷的壁畫，在展望台上能夠看到不遠處的大海，聽到輪船出航的鳴

笛聲，在藝術商店裡面還可以欣賞購買精美的小禮物。  

◆【韓文化體驗館】海苔是在石頭裏長的海菜把它乾燥來製作紫菜海苔的蛋白質很豐富紫菜 5 張等於 1

個雞蛋在海苔博物館一半是工廠一半是紫菜博物館所以您可以自己親眼看到紫菜製作過程。韓服寫真體

驗，安排親自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條兼具曲線與直線之美，尤其是女式韓服的短上衣和長裙上薄下

厚，端莊閑雅，透露著東方思想和超世脫俗之美的完美結合，您可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恆回憶。  

◆【光復洞時裝街】韓戰結束後，這裡曾是難民避難和生活湖口的《生存戰場》。他們經營從釜山港進

來的進口日用品來養家糊口，此市場便也因而得名；現在這裡銷售的商品包括時裝、皮革製品、電子產

品、玩具等。比一般便宜 20～30%，因此頗受國內外遊人歡迎。 

◆【PIFF 國際電影廣場】以介紹各種題材的全世界電影文化，挖掘新人，重新評價被遺忘的作品和作家

為宗旨的《釜山國際電影節》，每年 9 月至 11 月在此舉行。街道上可發現各國明星的銅盤手印及簽名，

我國的名導演侯孝賢，也在此留下了光榮的手印。 



 

 

飯店內享

用  

馬鈴薯燉豬骨

湯+季節小菜  

豪華海鮮餐~龍蝦

一隻雞 
 

 

釜山西面 TT HOTEL 或 海雲台 Golden Tulip Haeundae Hotel 或 釜山海雲台萬

豪系列費爾菲爾德飯店(2018.12 全新開幕)或 VALUE HOTEL 或 釜山 NO.25 或 

釜山觀光 或同級 

   

 釜山機場  台中機場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釜山國際機場，由導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中機場，結

束豐富快樂的韓國行程。 

 

 
雞肉漢堡 

 
X 

 
×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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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