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釜山～美食饗宴‧龍蝦一隻雞‧ 

甘川洞彩繪村五日 
《安排兩站購物站：彩妆及土產、無購物壓力、自由選購》 

 

 
直飛韓國第二大城～釜山。帶您體驗及巡禮這最固守 ～ 韓國傳統之美的 ～『慶尚南/北道』；為您的
韓國旅程開拓展新視野。 
釜山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貿易港口，是連接與日本以及西歐各國的貿易的最大關口。釜山僅小於漢城，堪稱韓
國 

   的第二首都，西邊有洛東江流過，南邊與蔚藍的大海相連。海岸有很多寬敞的海水浴場、衆多的島嶼、歷史悠久的
寺廟 

   等每年舉辦的釜山國際電影節吸引了世界各國遊客。 

 
慶州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城市，是新羅時代的千年首都 
有豐富的遺物遺址，因此整座城市好像是一個博物館。 

    199年佛國寺和石窟庵被指定爲聯合國文化遺産，到慶州的遊客每年多達 5百萬名，是韓國最重要的景點之一。 
 



 

 

 

 

 



 

 

 

 

 

 



 

 

 

 

 



 

 

 

 

 

 



 

 

 
 

 
 
 

 

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１ 中華航空 CI188 桃園 釜山 07:40 11:00 

2 中華航空 CI187 釜山 桃園 20:00 21:25 

 

第一天 

桃園 釜山 草梁故事路與 168階梯+觀景台 田浦咖啡街(含一杯

咖啡) 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抵達釜山金海國際機場。 

【草梁故事路與 168階梯+觀景台 】 

草梁是地名，而「이바구(Yibagu)」則是「故事」的慶尚道方言。這一帶是窮困艱難

的舊時歲月，人們在山坡上蓋房子逐漸形成的村落，近來舖設了單軌電梯，方便旅

客到此遊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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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過去就是釜山港大橋，可以清楚飽覽釜山市內景色。 

【田浦咖啡街】 

2017年，釜山被《紐約時報》選定為「全球 52大名勝」，《紐約時報》尤其關注「田



 

浦咖啡街」。過去的「田浦咖啡街」聚集著五金店及銷售機械工具和零件的店鋪，被

稱為「工具胡同」。這條街臨近釜山最大的鬧市區西面， 不過終究抵不過城市開發

的大勢所趨，工具店陸續離開，整條胡同變成了貧民區。讓工具胡同變身咖啡街，

重新找回活力的原動力是釜山式的城市再造，釜山沒有鏟平工具店，而是把這裡交

給了年輕的創業家，讓他們在保留胡同老樣子的基礎上，增添個性的裝潢和差別化

道具，打造成咖啡廳。 

：X ：釜式豬肉湯飯 ：涓豆腐砂鍋+營養石鍋飯 

：特二級五花釜山 HARBOR CROWN HOTEL或同級 

 

第二天 

酒店 佛國寺 慶州校洞崔式古宅(韓服體驗 1HRS) 慶州世界文

化 EXPO公園+慶山塔(含上塔) 慶州中央傳統市場 瞻星臺 ★

米其林旅遊指南推薦★大陵苑天馬塚 普門觀光園區[普門湖+大水車] 

【佛國寺】 

1995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建於新羅時代的西元 751年，直至 774年完工，雖

歷經 1200年歲月，卻能顯示出其精巧的石雕工藝，迴廊與大雄殿以鮮明的丹青塗

飾，安置釋迦牟尼像的寶殿內部色彩華麗，多寶塔雕刻優雅美觀，釋迦塔、極樂殿、

毗盧殿內的阿彌陀佛與毗盧舍那佛像…等眾多的國寶與文化遺產都顯示著當時新羅

文化的登峰造極。 

【慶州校洞崔氏古宅】(此行程特別安排於校村內體驗韓服 1小時) 

慶州校村村為慶州市所建設的韓屋村，開放崔富者家族的生活現場，為能進行教育

與體驗的景點。村內坐落著重要民俗文化財第 27號 

【韓服體驗(約 60分鐘) 】 

韓服是自古傳承而來的韓國傳統服飾，至今仍是傳統節日或結婚典禮等重要日子的

一種主要服裝。韓服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它同時融合了直線與曲線，穿上之後給人一

種柔和且優雅的感覺。特別安排貴賓換上新式韓服，比起傳統韓服看起來更加華麗

精緻，也能更深入了解韓國文化。 

【慶州世界文化 Expo公園】 

由 3D動畫世界、新羅文化歷史館、世界化石博物館…等體驗空間，及仿造新羅的皇

龍寺 9層木塔上所雕刻的凹形雕刻，做為公園地標的慶州塔、再現新羅時代君王曾

散步過的王京林所構成。遊客能在此直接體驗燦爛的新羅文化獲得各種樂趣及感動。 

【慶州傳統市場體驗-中央市場】 

來到慶州除了看看歷史悠久的新羅時代遺蹟外，也別忘了品嚐道地的傳統美食唷~ 

【瞻星臺】 

是東方現存最古老的天文臺，建於新羅 27代王善德女王時期，用於觀測天空中的雲

氣及星座。瞻星臺是一座石結構建築，直線與曲線的搭配十分和諧。當時人們通過

星空測定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 24節氣，而井字石估計則是用來指定東西南

北方位的基準。 

【天馬塚】 

大陵苑天馬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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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6件出土的遺物裡，

其中天馬圖是韓國古墳中初次出土最珍貴的畫作。 

【普門觀光園區】 



 

入口處有一個巨大的水車，德洞湖水沿渠而下，使水車在自然動力下轉動。入口處

還有一個高達 12M的人工瀑布。普門觀光園地內有國際會議場及觀光中心、高爾夫

球場、綜合性商店、旅游飯店…等設施，都按韓國傳統的形式建造。普門湖畔以及周

邊街道種植許多櫻花樹，每年四月春風吹起，一片粉紅花海盛開，浪漫無比，秋天

楓樹轉紅，別有一番風情。 

：飯店內用早餐 ：魷魚拌豬肉+季節小菜 
：大韓燒烤自助餐 

       (價值 15,000韓元/人) 

：慶州大明渡假村(兩人一戶) 或 五花慶州 COMMODORE HOTEL 或 

        慶州柯隆 HOTEL 或特二級五花 HARBOR CROWN HOTEL或同級 

 

第三天 

洛東江鐵道自行車(4人 1部)+紅酒洞窟(品嚐紅酒+餅乾或起司)  

海東龍宮寺 釜山名品暢貨中心 Lotte Premium Outlets-Dongbusan 

Branch(樂天) The Bay 101欣賞釜山絕美夜景島(可自行品嚐咖啡

內用或在海雲台漫步) 

【金海洛東江鐵路自行車(四人一部 Rail Bike)】 

金海洛東江鐵路自行車全程來回約 3公里，是穿越鐵橋、能飽覽洛東江景色的休閒

運動。不僅能感受踩著鐵路自行車行經復古鐵橋的特別體驗，還可與附近的紅酒洞

窟一併遊覽，更添樂趣。  

【紅酒洞窟(品嚐紅酒+餅乾或起司)】 

金海地區的新興熱門景點，將廢棄的鐵道改裝為酒窖，在入口處有火車改裝的咖啡

列車及橡木桶造型的入口。洞窟裡面的溫度及濕度特別適合擺放紅酒，夏天來到這

裡能夠感受清涼的感覺。 

※註：若因天候因素無法搭乘自行車，將退每人 6,000韓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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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值得

一提的景致是 108階及日出岩。走進海東龍宮寺，在一片松林之間會出現 120個台

階，登上此台階可以忘掉塵世間的 108種煩惱，並可獲得內心的平靜。而有名的日

出岩恰巧位於 108階中間，站在岩石上可聆聽到海浪拍打岩壁的聲音。 

【釜山名品暢貨中心】 

亞洲最大規模 Outlet兼綜合購物中心的樂天購物中心(東釜山店)已於 2014年 12月

23日開幕。樂天購物中心(東釜山店)是以希臘島嶼聖托里尼島為概念打造而成的地

下 2層樓、地上 4層樓規模的綜合購物中心。購物中心擁有 407間 Outlet折扣賣場、

114間專櫃…等多達 551個品牌入駐，並有販售家電、生活用品…等的大型超市與擁

有 6間播放廳的電影院。此外，還有可眺望海洋的燈塔瞭望臺、噴水池廣場、玫瑰

花園…等娛樂設施。 

【海雲台】 

釜山是海的美麗城市，而海雲台海邊也是最受歡迎散步遊憩的好場所，大片的白沙

灘，是韓國人夏季必遊的美景勝地。 

【The Bay 101欣賞釜山絕美夜景】 

為位於海雲臺的複合文化藝術空間，是吸引許多遊客前來造訪的夜景勝地。旁邊就



 

是美麗的釜山海景，搭配大樓建築的燈光，堪稱釜山絕美的夜景之一。可一邊自費

品嚐咖啡或啤酒，一邊欣賞夜景，享受一下渡假的優閒。而這裡也是許多韓星喜歡

來到的地方，譬如也是釜山人的 CN BLUE樂團主唱鄭容和，也非常喜歡到這裡享受

美麗的夜景。 

：飯店內用早餐 
：馬鈴薯燉豬骨風味餐+季節小

菜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金炒

飯(價值 15,000韓元/人) 

：特一級五星釜山樂天或同級 

 

第四天 

酒店 時尚彩妝店購物 冬柏島 Nurimaru APEC House 【金式

世界紀錄認證全球最大百貨公司】新世界釜山 Centum City 韓式汗蒸

幕體驗 

【時尚彩妝店】 

在此您可選購最流行的時尚彩妝保養品。 

※註：預計停留時間：40分~1小時  

【冬柏島】 

原名山茶花島的冬柏島，是一個連著陸地的半島，因為古代盛開山茶花而得名。時

日過去，山茶花不再開，島上卻開滿茂盛的松樹和柏樹，景色美不勝收。 

【Nurimaru APEC House】 

Nurimaru APEC House的名稱是由純韓語 Nuri(世界)、maru(頂峰)和象徵 APEC高峰

會的 APEC House組成，其意思是「聚集世界頂峰．APEC會議之家」。2005年 APEC

高峰會後，這裡成為了高水平國際會議設施的代名詞，至今每天仍有來自四面八方

的遊客探訪參觀，是釜山之旅的必到景點。APEC House位於自然景觀優美的冬柏島

上，四週是繁密茂盛的冬柏樹和松林，並與海雲台海水浴場相鄰。於此不僅能夠欣

賞到海雲台的絕景，在門口還能看到五六島、廣安大橋、觀月坡…等秀麗美景。 

【海雲台電影殿堂+電影大道】 

這裡代表著釜山國際電影節的象徵及釜山的新文化旅遊地標之一，電影殿堂占地面

積 32,137平方米，共設地上九層，地下一層，將電影與公演藝術接軌的影像複合型

藝術空間。 

【新世界釜山 Centum City】 

結合建築美學、美術、購物，娛樂。擁有可豐富我們生活的所有價值，成為一個都

市的地方--新世界 Centum City為韓國第一個開啟的百貨公司，以蘊藏有新世界專有

的悠久歷史和傳統的高品格購物空間為中心，Spa Land、溜冰場…等結合娛樂和文

化，為韓國唯一的複合購物文化空間。而新世界 Centum City亦獲得世界最大百貨公

司的金氏世界紀錄認證。進入購物中心，頓時能感受到室內裝飾等的豪華感。

"ARMANI"、"LV"…等名牌專櫃就馬上映入眼簾。逛街累了，可在中庭式開放廣場上

的沙發區休息。在此安排自由逛街購物。  

【韓國傳統汗蒸幕體驗】 

汗蒸幕是最近幾年之間爆紅的大眾健康美容設施，簡單地說就是韓式低溫三溫暖或

SPA。三溫暖的目的在於利用水蒸氣沐浴；汗蒸幕則是利用設有黃土、麥飯石、礦物

寶石、金屬…等材料，在溫度 40~80℃的房間來促進人體流汗。據說流汗的同時，

不但會排出體內不好的廢物與毒素，還能吸收黃土、麥飯石…等散發出來的有益精

氣，因此喜愛皮膚美容的人經常前往。汗蒸幕並不只因為可以美容而受歡迎，也吸



 

引了很多以家庭為單位的客人前來。再加上 24小時營業，許多年輕人也經常把這裡

當作一種過夜的場所。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前往體驗韓國的汗蒸幕文化吧！ 

※註：因各地汗蒸幕營業時間不同，將依照實際前往店家為主，敬請見諒，且如不

參加亦恕不退費！ 

※註：為顧及安全及管理之考量，12歲以下兒童需由父母陪同，8歲以下小孩禁止

進入敬請見諒。 

：飯店內用早餐 
：金剛部隊鍋+白飯、 

拉麵無限供應 

：★部落客推薦★ 

超級海鮮盤~龍蝦一隻雞  

(價值 25,000韓元/人) 

：特一級五星釜山樂天或同級 

 

第五天 

酒店 松島海上纜車+松島天空步道 甘川洞彩繪文化村 40階梯

文化觀光主題街 南浦洞國際市場(光復洞時裝街、PIFF國際電影廣場) 

土產 釜山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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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公里，所有的吊艙均是韓國模型中的最新款，並製作成 10人乘坐空間，可以讓

人享受更加自由愉快的室內空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纜車運行橫貫海面，最高處

可達 86米，乘客乘坐跨海纜車感受到無比的刺激和興奮，而且可以盡享延展至岩南

公園、南港、影島…等四面八方的美好風光。 

※註：含一般車廂來回  

【松島天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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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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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如遇下雨此景點不開放 

【甘川洞文化村-彩繪壁畫村(食尚玩家節目介紹)】 

位於釜山市沙下區的甘川文化村被 CNN報導稱為"亞洲最藝術的村落"，充滿壁畫、

塗鴨、裝置藝術的甘川村，本身就是一件超大型藝術品，是釜山最熱門的新興景點，

每年有超過 30萬的旅客。甘川村的舊名是甘內、又被叫做多大里，有一說是因為泉

水甘甜，另一說則是有神明居住。2009年時進行了村落美術計畫，遂變成了五顏六

色的文化村，又名韓國的馬丘比丘。近來因為綜藝節目 Running Man前往拍攝，也

成了熱門景點。 

【食尚玩家推薦～韓戰 40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 

40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是從國民銀行中央洞分行，經過 40階梯，一直到 40階梯聽

文化館，總長約 450公尺的街道。40階梯附近充滿韓國戰爭時逃難民眾哀怨與鄉愁

的 50~60年代建築不但能夠勾起老一輩人的回憶，也成為了新一代的觀光場所。 

【南浦洞國際市場(光復洞時裝街、BIFF國際電影廣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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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eshopp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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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南浦洞國際市場擁有許多人氣餐廳及美味小吃，你可自由選擇喜歡店家，自

行前往品嘗道地的美食，如：部隊火鍋、豆腐鍋、烤肉、冷麵、石鍋拌飯等。 

※註：南浦洞國際市場周邊(含光復洞時裝街、BIFF國際電影廣場)共約停留 1~1.5

小時。 

【土產店】 

您可選購韓國著名的海苔、年糕、米果…等韓國當地名產饋贈親友。 

※註：預計停留時間：約 40分~1小時  

結束後驅車前往韓國釜山金海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桃園

國際機場，團員們互道珍重再見，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地歸向闊別多日的家園，結

束這次愉快的韓國之旅。 

：飯店內用早餐 

：★部落客推薦★ 

扎嘎其市場長腳蟹吃到飽 

(價值 30,000韓元/人) 

：X 

：溫暖的家 

 

◎正確航班行程、住宿飯店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而當地亦會因天候、交通…等因素更動行

程及餐 廳次序，本公司保有調整之權利 

 

 
韓國的飯店在設施及服務各方面均達到國際水平，其種類繁多，價格隨所處地區、級別而各有不同。所有觀光飯店均

按設施、規模、服務品質分為五個等級，其中： 

■ 特一級為金黃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白金五星級)。 

■ 特二級為綠色無窮花五朵(相當於五星級)。 

■ 一級為四朵、二級為三朵、三級為兩朵。 

特一級參考飯店：INTER-BURGO、GRAND  

特二級參考飯店如下：大邱太子、慶州 CONCORDE、慶州 KOLON、慶州韓華渡假村、慶州大明渡假村、慶州朝鮮等。 

一級參考飯店如下：釜山韓華渡假村、釜山鑽石、釜山松亭、釜山 Flamingo(原南太平洋)、釜山皇冠、釜山國際、釜

谷 ROYAL等。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

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1.不包含導遊、領隊小費（每人每日約 NT$200 *5天＝NT$1000）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2.韓國是一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為主。敬告素食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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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

觀光點，敬請見諒。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4.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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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

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移民署相關規定】 

7.貼心小提醒：本行程基於貴賓《人身安全》，全面禁止行程中脫隊，若有貴賓要行程中脫隊，建議改走【自由行產品】。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20menu22.asp?idno=0306


 

出發時間：2019 年 08 月 20 日 

報價： 

費用包含： 

1. 交通費：行程內所使用之 中華航空公司為主。 

2. 住 宿：行程內所安排之住宿費用，以二人一室為原則指定單人房另收費。 

3. 餐 食：行程內所含每日三餐(以行程表列為主) 

4. 遊覽費：行程內旅遊活動之門票、入場券、導遊費等。 

5. 行李費：每人攜帶一件行李，（20 公斤以內）之搬運費。 

6. 保險費：每人全程旅行責任保險新台幣 200 萬元附加醫療險 20 萬元。 

7. 履約險：貳仟萬履約責任險。 

8. 小 費：領隊導遊小費。 

9. 機場稅：各地機場稅金。 

10. 接 送：宜蘭至機場來回接送。 

 費用不包括： 

1. 私人消費（如電話、洗衣)。 

2. 護照 NT.1500。 

3. 私人電話費。 

 新辦護照請準備：相片 2 張(白底彩色，大頭-半年新照)、身份證正本 

服完兵役→退伍令，免役→免役證明 

 

承辦旅行社： 加勒比海旅行社 

聯 絡 人： 
張聰政:0920-353737 

尤月英:0918-353737 

地 址： 宜蘭市女中路 3 段 335 號 

電 話： 03-9353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