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爾釜山雙城遊~ 
           樂園.纜車.OUTLET.古宮.精采七日 

                   售價：$48900 起含稅 

 

 

 



 

 

 



 

 

 



 

 

 
 



 
 
 

 

 



 

 
 

 

飛行日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     長榮航空 BR 160 桃園 仁川 1515 1845 

2 長榮航空 BR 159 仁川 桃園 1945 2125 

 

 

第一天 

桃園 仁川  

【仁川國際機場】 

2001 年 3 月完工的仁川國際機場，至 2004 年為止，共有 55 家航空公司來往其間，飛行的城

市有 127 個。並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和國際航空協會(ACI)共同選為 50 個國際機場中的

第二位。 

：X ： X ：韓式傳統烤肉 

：國都或明洞 IBIS STYLE  

 

第二天 

首爾 清風湖畔纜車 釜山 

【清風湖畔纜車】 

清風湖畔纜車是自清風面勿台里至飛鳳山山頂，往返於長約 2.3 公里區間的纜車設施。纜車採用



奧地利的 Doppelmayr 公司的最新機種 D-Line，其中 10 個車廂為地板為透明的水晶車廂，給人更

強烈的刺激感。纜車行駛僅需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山頂。纜車上部停靠站飛鳳山，因像鳳凰抱著

蛋再飛著去覓食的樣子而得名，山位於清風湖的中央，海拔高 531 公尺，於山頂俯瞰清風湖風

景，如同看著多島海一般。而清風湖畔纜車也是韓國首座直達山頂的纜車，方便老弱婦孺搭乘，

欣賞清風湖的美景。 

：飯店內用早餐 ：韓式部隊鍋 ：年糕起司鍋 

：釜山華美達釜山站飯店 或 釜山 KENNY 或農心飯店 

 

第三天 

海東龍宮寺 {2021 年開幕}釜山樂天世界 Magic Forest 東釜山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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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樂天世界】 

集樂園、酒店、購物商場和餐飲設施於一身，是一個以「童話中的王國」為主題的複合式園區。

根據韓媒 Money Today（머니투데이）報導指，釜山「樂天世界」面積達 15 萬 8 千平方米，比

首爾的還要大 3~4 倍，樂天世界 Magic Forest 主題樂園將分為 6 大主題園區，包括森林妖精村莊、

以動物農場為概念的 Family & Kids、羅莉王國的庭園、惡黨村、地中村和表演慶典區，並共有

30 種遊樂設施，其中包含 2 種大型乘坐型遊樂設施，園方表示，想要將這裡打造成亞洲第一個

有歐洲風格的主題樂園。 

園區以「樂莉 LORRY」為主角，規劃「Underland」、「Tinker Falls」、「Rainbow Springs」、「Wonder 

Woods」、「Joyful Meadows」、「Royal Garden」等 6 大區域，並打造地標「LORRY CASTLE」，共

帶來 17 項遊樂設施。 

【東釜山 OUTLET】 

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東釜山店是結合購物商場、樂天超市、樂天電影院的綜合購物中心。整

體建築以希臘聖托里尼島為概念所建成，在寬廣的營業面積外，還有燈塔觀景臺、聖托里尼噴

水廣場、赫拉玫瑰花園、空中花園等地標。此外，中心內包含各種海外名牌與休閒/運動商店、

化妝品複合精品店、新銳設計師品牌，以及兒童遊樂區、樂高專賣店、商圈內的最大鄉土特產

店等，共有可滿足各年齡層顧客需求的 550 多間商店，為顧客提供價格合理的商品。而購物中

心內，還有囊括地區美食餐廳，各地折扣購物中心無法比肩的最大規模的美食餐廳街，以及印

章工坊、陶瓷器、工藝品等利用店內動線區段構成的通道型特殊賣場，讓顧客能同時享受購物

的樂趣與舒適悠閒的休憩時光。 

：飯店內用早餐 ：發韓幣 6000 ：龍蝦一隻雞 

：釜山華美達釜山站飯店 或 釜山 KENNY 或農心飯店 

 

第四天 

甘川文化村 松島龍宮天橋 

【甘川洞文化村】(食尚玩家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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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一帶的空房和胡同改造成小區歷史畫廊和酒吧等，重新創造夢之文化藝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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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因為綜藝節目 RunningMan 前

往拍攝，也成了熱門景點。 



【松島龍宮天橋】 

宮雲橋連接著岩南公園和對面的無人島「東島」，是一座長 127.1 米，寬 2 米的海上橋樑。松島

龍宮雲橋是可以縱覽松島全景的地方。岩南公園海岸散步路、天空中穿梭的纜車和松島海水浴

場全景盡收眼底，非常漂亮。能夠在同一個地點觀賞到現代建築與大海、奇岩絕壁、蔚藍天空

組成的絕妙風景，人們可以通過網洞看見腳下的奇岩怪石和碧綠海水。海浪拍打在石頭上，激

起一層層雪白的浪花。海岸山岩上的垂釣者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行走在鐵網上，洶湧的

海浪和奇特的岩石都仿佛觸手可及，這一切都讓人心情暢快。龍宮雲橋尾部呈圓形，遊客們可

以 360 度觀賞無人島的風景。 

：飯店內用早餐 ：釜山豬肉湯飯 ：大豆燉排骨 

： 釜山華美達釜山站飯店 或 釜山 KENNY 或農心飯店 

 

第五天 

熊樹公園 韓國民俗村 

【熊樹公園】 

位在世宗特別自治市全東面的 Beartree 公園面積約 33 萬多㎡(10 萬坪)，園區內有 1,000 多種的

40 多萬株花木，以及錦鯉、半月熊、花鹿等動物。除了有 500 多條錦鯉悠游的五色蓮池、觀景

臺、松樹瀑布、四季都有花朵盛開的熊樹庭園等景觀，還可以看到小半月熊與孔雀、花雉雞、

鴛鴦等小動物，及數十隻熊表演的雜技秀、花鹿與四不像、美洲赤鹿。另外還有熊雕刻公園、

如波濤漣漪的松坡亭。除了動物之外，還有佔地 3,300 多㎡，展示有世界各國植物的熱帶植物

園、水蓮園、昌蒲園、熱帶雨林、盆栽花園、藥草花園、珍貴仙人掌、植物化石等。可以在樹

齡超過 100 年以上的香樹林裡散步，還可以看到以韓國板圖為造型，利用 800 年的槻木所構成

的美麗歐式庭園。 

【韓國民俗村】 

民俗村內保存民族文化資源，並且作為延續後代更加了解固有文化的教育學習場所，以及專為

海內外遊客介紹韓國傳統文化而建立的。民俗村的構造選擇呈現朝鮮後期當時的生活景象，尤

其是展現出當代士農工商階層文化、巫俗信仰、歲時風俗等各式面貌。另外依地區特色完整再

現當代傳統農宅、民宅、官宅、官衙、書院、韓藥材店、書塾、樓亭、打鐵鋪、市集街道，以

及擁有 99 個隔間的兩班住宅等建築物，以藉此來更加瞭解朝鮮時代人民的生活。表演活動包括

農樂、馬術武藝、傳統婚禮儀式在內等演出，而在民俗村的市集上，還可以品嚐到蒸餅、麻糬、

烤乾明太魚、綠豆煎餅、蔥餅等韓國傳統年糕和各式下酒菜美食等，以及最受遊客們歡迎，採

用古法釀製的冬冬酒(傳統小米酒)。 

：飯店內用早餐 ：安東燉雞 ：韓國豬腳 

：國都或明洞 IBIS STYLE  

 

第六天 

景福宮 青瓦臺 北村韓屋村+三清洞 東大門 

【景福宮】 

建於 1395 年是五大宮闕中，規模最大、建築設計最美麗的宮闕。景福宮中最具朝鮮時期代表性

的建物就屬慶會樓與香遠亭的蓮花池，至今仍保有當時的面貌，勤政殿前的石階與石雕等，也

都是當時雕刻藝術的代表。目前興禮門外西側建有國立古宮博物館，景福宮內香遠亭東側則有

國立民俗博物館。 

【青瓦臺】 

青瓦台是體現韓國人的精神與氣概的地方。從高麗時代開始就用作皇宮，也曾用作科舉考場，

日據時代是日本總督官邸，1948 年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後用作總統宅府，開始稱之為「景武台」，

1960 年改稱為「青瓦台」。現在的青瓦台本館和官邸是盧泰愚總統在任時新建的‧青瓦台最顯



著的特徵就是它的青瓦，古意盎然。主樓背靠北岳山，與青瓦及房頂的陵線，相映成趣，渾然

天成，莊嚴無比。 

【北村韓屋村】 

在此可感受到融合現代與傳統的美，體驗不同魅力的傳統文化，深受外國觀光客們喜愛。北村

韓屋村為擁有 600 年歷史的傳統居住地區，完整保持著朝鮮時代上流社會曾居住的瓦房與舊巷

道，依據米其林旅遊指南描述，令人聯想到從中世紀開始王公貴族們住宅聚集的巴黎左岸的貴

族資本主義傳統。  

【三清洞】 

街道上韓屋古色古香的傳統美與畫廊、咖啡廳等現代美相互融合，形成三清洞特有的異色風情。

安靜的步道與畫廊、博物館、古董品商店等躲在巷弄內，使得這裡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充滿

各式各樣景點與美食的三清洞路與能享受都市悠閒的青瓦臺前馬路，各處皆充滿讓人忍不住停

下腳步的街道魅力。 

【東大門綜合市場】 

是代表韓國的最大規模批發零售市場。市場內有 20 多個綜合購物大樓和 3 萬多個專門商店、5

萬多家製造公司，是首爾的購物王國。現代購物大樓是以鬥山大廈、MIGLIORE、FREYA 大厦爲

中心的零售店。尤其是這裏兼有批發和零售，因此深夜購物者衆多而聞名。全國各地的批發商、

職員、外國遊客等形成人山人海。華麗的燈火和擁擠人群的東大門市場夜景比白天更絢麗。並

且隨著爲外國人提供方便的設施不斷增加，來這裏的外國人也與日俱增。以日本遊客爲中心，

中國、臺灣等東南亞地區的外國遊客居多，其原因不僅在於價格便宜，而且因爲這裏的時裝比

較前衛。很多人稱讚這裏的服裝質量也很好。因此，最近俄羅斯、蒙古、非洲地區的服裝、飾

物批發商也來到這裏，形成了一個多國購物的空間。 

：飯店內用早餐 ：土俗村人蔘雞 ：韓式部隊鍋 

：國都或明洞 IBIS STYLE  

 

第七天 

百樂達斯飯店參觀《我的出走日記拍攝地》 仁川 桃園 

【百樂達斯飯店】 

位於川機場旁約 10 分鐘車程，近期超夯韓劇《我的出走日記》拍攝場景之一就在仁川的「百樂

達斯城」，「PARADISE CITY」是頂級度假村，擁有賭場、免稅店、露天泳池、保齡球館、汗蒸

幕、藝術展館、四間頂級餐廳及購物廣場，並有 3 間娛樂設施：CHROMA 夜店、CIMER 汐美

SPA、WONDER BOX 室內樂園...等高端設施。 

：飯店內用早餐 ：酢醬麵+醣醋肉(4 人 1 份) ：X 

：溫暖的家 

 

 
   【遵守韓國及台灣政府之防疫方針】 
    訪韓觀光防疫遵守事項請參考：  

    Visit Korea 韓國旅遊安全指南→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TRI/TV_CHT_2_COVID.jsp#tab4) 

 

1.旅遊行程相關防疫規範，皆依出發當日至回程當日旅遊地區當地與本國政府之最新入出境防疫規範為主。 

2.韓國觀光旅遊規範如下： 

●持有台灣、澳門、日本護照者，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至 10 月 31 日止，可於出發 72 小時前申請 K-ETA 免簽入境韓國。之後

入境韓國需自行申請觀光簽證 C-3-9 簽證或 K-ETA(依韓國政府規定為主)。 

●本行程報價不包含申請觀光簽證、K-ETA。 

●C-3-9 觀光簽證-免費，核發需 20 個工作天，需親自到駐台北韓國代表部申請。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TRI/TV_CHT_2_COVID.jsp#tab4


●K-ETA-韓圜 10,000 (約台幣 250)，核發至少需 72 小時，透過網站或 APP 申請。 

●政策隨疫情調整最新消息請鎖定，韓國觀光公社-台北支社或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疫情期間請配合下列事項辦理】 

•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應避免參加旅遊。 
•有發燒者(耳溫≧38℃；額溫≧37.5℃)者，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 24 小時後，才可參加旅遊，如旅遊開始當
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另如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之對象，亦應避免參加」。 
 【上述解約退費原則】 
•出發前，旅客如列入「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對象，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旅行社如有
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出發當日，旅客如有發燒者(耳溫≧38℃；額溫≧37.5℃)者、曾發燒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未達 24 小時或列
入「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對象，旅行社如有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
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旅遊途中： 
o 旅客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症狀，應協助旅客就醫，旅行社如有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
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o 旅客列入「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對象，旅行社應為旅客安排返回原出發地或經雙方協議之適當地點，旅行社如
有支付旅遊所需之必要費用，應檢附前揭費用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還旅客。 
有關疫情相關訊息，請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查詢。 

 

●不包含導遊、領隊小費（每人每日約 NT$300 *7 天＝NT$2100）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不含韓國簽證費用、K-ETA 電子旅行許可證 

●不含旅遊平安保險及旅遊不便險等其他私人保險項目 

●不含台灣及韓國兩地因防疫政策而產生之相關費用（PCR 檢測及證明等費用、台灣疫苗施打證明費用、防疫保險等等） 

●敬告素食客人，韓國除了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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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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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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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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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外站航空公司抓團體行李超重非常嚴格，會要求每位貴賓個別辦理 CHECK IN 掛行李，每位貴賓行李不可超過 20 公

斤，若超重者，會要求現場補足超重費用（超重費需由各位貴賓自行支付）特此提醒貴賓。 

●韓國因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大型車停車超過 3 分鐘即須熄火關閉引擎，否則將會記點罰款，所以一般是等客人上

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請見諒。 

●韓國 2012 年最新入境規定：韓國法務部公告：自 2012 年 01 月 01 日起年滿 17 歲以上的外國旅客入境韓國時，需留下《雙

手食指指紋及臉部照片資料》。請參考韓國觀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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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