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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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 德威航空 TW676 台中 釜山 17:30 / 21:05 

週六 德威航空 TW676 台中 釜山 15:30 / 19:05 

回程      

週二 德威航空 TW675 釜山 台中 08:00 / 10:00 

週四 德威航空 TW675 釜山 台中 10:40 / 12:45 

 



 

 

 



 

 
台中機場  釜山機場  

 

 
X 

 
X 

 
炸雞+飲料(每房一份) 

 

 

釜山西面 TT HOTEL 或 VALUE HOTEL 或 釜山海雲台萬豪系列費爾菲爾德飯店

(2018.12 全新開幕)或同級 

 

 

香村文化館 ➠RUNNING MAN 拍攝地～馬飛亭壁畫村 ➠大邱樹木園 

➠金光石街 ➠東城路商圈  

【香村文化館】韓劇《請回答》系列刮起了濃厚的 50.60 年代風，必備的韓妞拍照系列就是回

到過去場景、穿著高校制服，香村文化館完全滿足了這些需求，整個展示館打造成當時大邱人

生活的模樣，讓大家可以穿著免費體驗的校服及警察制服，一邊拍照、一邊認識曾經是大邱最

繁榮的香村洞，還可以當場從 8 種背景中挑選製作屬於自己的復古黑白照，絕對讓大家流連忘

返的拍照聖地！  

【馬飛亭壁畫村】村名為馬飛  或馬飛  ,名稱由來有多個與馬有關的說法 ,是農村風光的壁畫村 ,

韓綜藝節目 RUNNING MAN 來此拍攝 ,這裡的壁畫多見醬缸 .草屋 .牛耕田及農村遊戲等傳統圖

案 , 也可自費參加體驗和現場演出的活動也更豐富。  

【大邱樹木園】由針葉樹園、闊葉樹園、樺木園、野生花草園、藥用植物園、染料園等 21 個各

式各樣的主題園區所構成，共計有四百餘種約六萬棵的樹木，以及一千多個花壇，上植八百餘

種計約十三萬株的花草，還有 40 種約三百餘個盆栽，與兩百種共有兩千多株的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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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城路商圈】大邱東城鬧區是大邱地區著名的流行商店街，數百間各具個性風格的服飾店密

集林立。不管是各式各樣的卡通造型 T-shirt，或手工製飾品配件、時尚流行服飾等，都能以

合理低廉的價格購買到，光只是在東城路上悠閒走走逛逛都能讓你心情愉快。  



 

 

飯店內享

用  

石鍋拌飯+季

節小菜  

特別安排人氣美食

★【食尚玩家撲龍

共天團推薦】八色

烤肉+海鮮火鍋+

黃金炒飯+季節小

菜 
 

 
大邱 INSTAR 或 TOYOKO INN 或同級 

 

 
慶州佛國寺 ➠大陵苑天馬塚 ➠慶州傳統市場(美食大探索) ➠瞻星臺 ➠

雁鴨池 ➠普門觀光區 ➠校村韓屋村  

【世界文化遺產~佛國寺】為新羅時代的寺廟，是新羅人把想像中的佛國及理想的西方世界搬到現實生

活中的產物。在壬辰倭亂期間慘遭燒毀，歷經多次修復，重建成現在的建築物，但真正保持原貌的只有

建築物中石造的部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佛國寺視為東北亞佛教藝術的傑作，並評選為該地區宗教建

築和佛教信仰形象化方面的特殊事例，於 1995 年 12 月登記為世界文化遺產。 

【大陵苑天馬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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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州傳統市場】體驗韓國傳統市場，品嘗當地庶民美食。。 

【瞻星台】是東方現存的最古老的天文臺，建於新羅 27 代王善德女王時期(632~647 年)，用於觀測天

空中的雲氣及星座，借此占卜吉凶斷定國家大事。瞻星臺呈圓筒形，由 365 塊 30 公分大小的石塊分 27

層堆砌而成，高約 9 公尺。其中第 19、20、25、26 層各有長石塊突出，若從台上往下看，就像一個井

字石，剛好指向東西南北四方，讓您不得不佩服古時候工匠的巧思！於 1962 年 12 月 20 日被指定爲國

寶第 31 號。 

【雁鴨池】(CNN GO 推薦景點)東宮與月池是新羅王宮的離宮，與其他附屬建築曾作爲東宮，每當宮中

有慶宴時，常在此處設宴。此處在新羅滅亡，高麗與朝鮮時期一度成為廢墟，並被稱為雁鴨池。1980

年代，發現了陶器碎片上寫著月池，才重新釐清這裡原是有：映月之池之意的月池。 

【普門觀光園區】以普門湖為中心打造的國際性綜合觀光園區，清澈的湖畔邊，櫛比相鄰的高級大飯店

為綠林小山所環繞。園區佔地三百二十萬坪，當中有豪華飯店、高爾夫球場、普門露天舞臺、遊覽船碼

頭、以及各種文化設施，其中人氣歷史劇「善德女王」的拍攝場景的千年公園也在此區。 

【校村韓屋村】村內坐落著重要民俗文化財第 27 號「慶州崔氏古宅」，為慶州市所建設的韓屋村，開放



遊客參觀崔氏家族過去的生活場域，為能進行教育與體驗的景點。 

 

 

飯店內享

用  
發韓幣 5000 

 

【養生經典】養氣人蔘

燉雞風味餐+人蔘酒+

麵線+季節小菜 
 

 

釜山西面 TT HOTEL 或 VALUE HOTEL 或 釜山海雲台萬豪系列費爾菲爾德飯店

(2018.12 全新開幕)或同級 

    

 

人蔘專賣店 ➠樂肝寶產品專賣店 ➠精緻時尚彩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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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試手氣~李敏鎬代言七喜賭場 Seven Luck(每人贈 5000 韓幣，不足 19

歲以下無法進場也不贈送韓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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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產雜貨店】您可選購伴手禮，這裡販售韓國土特產，種類玲瑯滿目，有泡菜、海苔、韓式餅乾、糖

果，韓服公仔等，應有盡有，您可再此一次買足回台後致贈親友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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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喜賭場 Seven Luck】七樂娛樂場釜山樂天店走傳統歐洲風格賭場型態，可以感受到獨具華麗氛圍

的高格調質感。另外還可以享受百家樂、二十一點、俄羅斯輪盤、加勒比海撲克、德州撲克、賭場爭霸、



擲骰、拉霸機等五花八門的遊藝設施，讓遊客可以親身體驗看看博奕世界的精華所在。 

註: 入場須知 

七樂娛樂場為外國人專用之賭場，禁止韓國人進入 

入場者年齡限制需年滿 19 歲以上，並請爲務必攜帶護照以便確認年齡及國籍 

爲確保遊客人身安全，入內時需經過金屬探測器方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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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猛長腳蟹風味餐

(二人一隻)+蟹膏炒

飯+季節小菜 
 

 

釜山西面 TT HOTEL 或 VALUE HOTEL 或 釜山海雲台萬豪系列費爾菲爾德飯店

(2018.12 全新開幕)或同級 

    

 
海東龍宮寺 ➠松島纜車(含往返纜車卷) ➠松島 SKY WALK ➠太宗台(含

遊園車+展望台) ➠新世界免稅商場 

【海東龍宮寺】位於釜山東海岸，是韓國唯一一座位於海邊的寺廟，規模不大卻與海景和諧相融，週邊

景致美不勝收。其代表的景觀有四獅三層石塔、藥師如來佛、海水觀音大佛、清晨日出、秋夜明月、雲

霧眺寺、侍朗望海、奉祝夜景、櫻花滿樹、…等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景致是 108 階及日出岩。 

【松島纜車】2017 年全新開幕松島海上纜車，時隔 29 年重建而成的松島海上纜車以新品牌名“釜山

AIR CRUISE”而再次運行。東起海水浴場東邊的松林公園，西至岩南公園，里程長 1.62km，所有的吊

艙均是韓國模型中的最新款，並製作成 10 人乘空間，可以讓人享受更加自由愉快的室內空間。 

【松島 SKY WALK】松島天空步道，是 2015 年 6 月中旬開放的新興景點，在松島海水域場東側的龜島

上，從燈塔向東長為 100 多米的海上散步路。建造於海面上的這條曲線型的散步路，寬 2.3 米，路面由

木板鋪成，不時有玻璃窗，可以看到腳下洶湧的波濤。※※ 如遇下雨此景點不開放 ※※ 

【太宗台】太宗臺是新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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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免稅店】新世界免稅店位於海雲臺樂園飯店新館，為嶺南地區最大規模(2,200 坪)的國際級免



稅店，提供前來釜山的遊客多達 100 多種的精品以及 250 個品牌的商品以滿足各式選擇。 

 

 

飯店內享

用  

豬肉魷魚壽喜

燒  

兩餐韓式年糕鍋

自助式吃到飽 

 

釜山西面 TT HOTEL 或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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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高雄小港機場，

結束豐富快樂的韓國行程。 

 

飯店內享用 

週二回程雞

肉漢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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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