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釜慶邱~水原南門傳統市場三都大進擊五日 

【再升等三晚五花+美食版】 

釜山名產豬肉湯飯+美食節目首推~韓式豆腐鍋+烤肉風味餐+ 

15道小菜(四人一套)+金剛部隊鍋+八色烤肉+人蔘雞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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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是個工業城市，是大韓民國第四大城，主要工業包括紡織、冶金和機械。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歷史上大邱曾是朝鮮半島的南部商業中心（首爾是中部中心；平壤是北部中心）。大邱盛產高品質

的蘋果和甜瓜，因此得名「蘋果城」，除此之外，還有「紡織城」、「時裝城」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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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航空 BX798 桃園 釜山 03:20 06:35 

２ 釜山航空 BX797 釜山 桃園 22:05 23:35 

 

 
 

第一天 

桃園 釜山 汗蒸幕 樂天 OUTLET 橫越洛東江~金海鐵軌腳踏車

(四人一台)+葡萄酒洞窟+列車咖啡廳 

【汗蒸幕】 

是一種韓國傳統的休閒項目，使人輕鬆逼汗排毒，過去用於驅寒活血治病是王宮貴族

的專利，現在韓國各地保留這項傳統；自從韓劇熱播於全亞洲後發揚光大。 

【釜山樂天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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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購物中心 3 樓設有美食區，更有釜山地區知名美食餐廳進駐，遊客在此

也可來場釜山美食饗宴。 

【金海洛東江鐵道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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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洞窟】 

金海市的特產酒展示銷售黑莓的葡萄酒洞窟，現有的隧道改造的生林葡萄酒洞窟的特

產是金海使用的覆盆子，覆盆子酒展示銷售了。 

【列車咖啡廳】 

新村號，列車共 2 輛，改造建設、社區鐵路上奔跑的列車上與戀人和家人吃飯，快餐

火車旅行的回憶過去讓金海，公園的洛東江鐵軌遊客致以特別的回憶和浪漫。 

：機上套餐 ：韓式豬肉湯飯 ：韓式石鍋拌飯+涮涮鍋 

：大邱 PRINCE 酒店 或 釜山 HILLSIDE HOTEL 或 釜山 ARBANCITY 或同級 

 

第二天 

佛國寺 國立慶州博物館 慶州中央傳統市場 瞻星臺 普門觀

光園區【普門湖+大水車】 

【佛國寺★世界文化遺產★】 

為 1995 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建於新羅時代的公元 751，直至 774 年完

工，雖歷經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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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慶州博物館】 

http://www.princehotel.co.kr/
http://www.hillsidehotel.co.kr/
http://www.arbancityhotelbusan.book.direct/


約有 90 年的歷史，展出新羅時代首都慶州地區的文化遺產。展館分為本館、第 1、2

別館和室外展示場 4 個部份。本館共有 8 個展示廳，分別是先史時代館、古新羅土

器、古新羅工藝遺產、統一新羅遺物展、金屬工藝和佛像室。 

【慶州中央市場】 

來到慶州除了看看歷史悠久的新羅時代遺蹟外，也別忘了品嘗道地的傳統美食唷。 

【瞻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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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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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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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米的人工瀑布。普門觀光園地內有國際會議場即觀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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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壽喜燒+季節小菜 
：美食節目首推~韓式豆腐鍋+

烤肉風味餐+15 道小菜(四人一套) 

：慶州大明渡假村(兩人一戶) 或 慶州五花酒店 Commodore Hotel 或 釜山五花特二級 ISQUARE 酒店 或同級 
 

早餐： 中餐： 晚餐：美食節目首推~韓式豆腐鍋+烤肉風味餐+15 道小菜(四人一套) 

 

第三天 

金光石路 西門市場 飛馬亭壁畫村 香草之丘(韓劇：沒關係，

是愛情啊！外景拍攝地) 東城路購物區  

【金光石壁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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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傳統市場】 

四周聚集了許多酒吧和咖啡館。燈光絢爛的酒吧、美食街，總是充滿快樂、熱鬧的氛

圍。氣氛佳的咖啡館和酒吧、便宜美味的餐廳都聚集在這條街上，年輕人絡繹不絕。

此外，亦有電影院、演出場地、遊戲場等娛樂設施。週末有業餘音樂家的街頭表演、

畫肖像畫、戲劇等多種文化活動，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 

【馬飛亭壁畫村】 

馬飛亭壁畫村位於大邱市，是主題壁畫村較有特色的一個。有別於很多人各自創作、

風格各異的壁畫，這裡全村壁畫風格統一，都是使用溫暖的黃色為基本色，描繪出純

樸的農村生活。而有些壁畫還會搭配道具擺設，延伸到牆壁平面之外，感覺就更活

潑。這裡還曾經是韓國人氣節目《Running Man》的拍攝場景，當時「R」貼紙的任務

道具還陳列在村落裡唷。 

【香草之丘(Herb Hillz)】 

韓劇《沒關係，是愛情啊！》拍攝地：在 3,000 餘坪大規模的草本庭園和主題花園

裡，可以欣賞的到四季不同各種風光明媚景色。在樹木園中可以自由盡情的吸收來自

大自然的芬多精精華，有益身心健康；在嶺南地區唯一的綠茶園田裡也可以體驗的到

韓國傳統文化，以及以與園內造景設施相互映襯的自然景觀為傲。 

【大邱東城路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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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可以

放眼掌握現今流行的趨勢。不管是各式各樣的卡通造型 T-shirt，或手工飾品配件、時

尚流行服飾等，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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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aemyungresort.com/gj/　
http://www.commodorehotel.co.kr/
http://www.isquare-hotel.com/


逛都能讓你心情愉快。 

：飯店內用早餐 ：人蔘雞+季節小菜 ：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釜山五花特二級 ISQUARE 酒店 或 特二級五花釜山 CROWN HARBOR 飯店 或 特二級五花釜山 Best Western 

UL 

 
早餐： 中餐： 晚餐：美食節目首推~韓式豆腐鍋+烤肉風味餐+15 道小菜(四人一套) 

 

第四天 

積木村(甘川洞文化村) 人蔘專賣店 保肝寧專賣店 韓流時尚

彩粧店 海東龍宮寺 西面鬧區 The Bay 101 欣賞釜山絕美夜景  

【甘川洞文化村】 

夢之城釜山的馬丘比丘“藝術工廠多大浦”的公共項目建設讓老城區脫胎換骨。將沙

下區甘川二洞一帶的空房和巷弄改造成小區歷史畫廊和酒吧等，重新創造夢之文化藝

術平臺。彩色的房子層疊出別具特色的景致，是一個適合探索、拍照的好地方。 

◎人蔘專賣店：您可選購聞名世界的太極蔘、人蔘精、人蔘粉及人蔘正果，人蔘是因

為外表似人而得名，香氣濃厚並有淡淡的苦味。可分為未經處理的水蔘、乾燥過的白

蔘以及蒸煮過再曬乾的紅蔘。 

◎護肝寶：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心研究，用高低分子分離方法，選取了對

肝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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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負擔，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

果。 

【韓國彩粧名品店】 

相信愛美的女人們一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而除了購買外，部份店家

特別提供免費彩粧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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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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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相當靈

驗。 

【西面鬧區】 

釜山明洞之稱~西面，最大也最熱鬧的購物區，"西面 1 號街"是指從舊天佑莊至 LG 服

務中心之間的一條寬 8m、長 330m 的街道，位於釜山市釜山鎮區，是西面繁華的街

道，以藝術街聞名。以"西面 1 號街"大型標誌為中心，四周聚集了許多酒吧和咖啡

館。燈光絢爛的酒吧、美食街，總是充滿快樂、熱鬧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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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品嚐咖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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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也是釜山人的樂團 CN BLUE 主唱鄭容和，也是非常喜歡到這裡享受美麗的夜

景。 

：飯店內用早餐 
：金剛部隊鍋  

(白飯、拉麵無限供應） 
：八色烤肉+海鮮火鍋+黃金炒飯   

：釜山五花特二級 ISQUARE 酒店 或 特二級五花釜山 Best Western UL 飯店 或 特二級五花釜山 CROWN 

HARBOR  

 
早餐： 中餐： 晚餐：美食節目首推~韓式豆腐鍋+烤肉風味餐+15道小菜(四人一套) 

 

http://www.isquare-hotel.com/
http://www.crownharborhotel.com/
http://www.isquare-hotel.com/
http://www.ulhotelbusan.com/


第五天 

天空步道(SKY Walk) 40 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 富平罐頭夜市

土產店 釜山 桃園  

【天空步道(Sky Walk)】 

景點就建在海岸散步道的最南端，為可遠眺五六島的最佳地點。釜山海上天空歩道

“Sky Walk”呈 U 字型，跨入海面長達 12~13 公尺，高度與實際海面僅距離約 40 公

尺。 
【40 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食尚玩家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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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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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階梯文化觀

光主題街自 2004 年 6 月被選定為釜山市綜合評價最優秀街道，造資 3 億韓元，以充滿韓國戰

爭苦難時代的哀怨與鄉愁的主題街道作為全新體驗觀光景點，期待能成為文化觀光重鎮。 

【富平市場(罐頭市場)】 

因早年美軍罐頭物資流出後在該市場販售得名，富平罐頭夜市位於釜山市中區札嘎其

地鐵站附近，為釜山旅遊新景點,一到每晚上 6 點富平罐頭夜市一帶人山人海好熱鬧

110m 區段內有 30 多個攤販擺攤，在這個平罐頭夜市當然少不得韓國著名的小食，除

了黑糖餡餅、魚糕等小食外，還有世界各國的小食攤檔越南春捲、還有中國的甜品龍

鬚糖等等。 

【土產店】 

土產店選購韓國著名泡菜及海苔、韓劇飾品等當地名產饋贈親友。 

：飯店內用早餐 ：馬鈴薯燉豬骨風味餐+季節小菜 ：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 
 

早餐： 中餐： 晚餐：美食節目首推~韓式豆腐鍋+烤肉風味餐+15道小菜(四人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