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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起遊~釜山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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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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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購物樂：國際市場+光復洞時裝街+PIFF 國際電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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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世界文化遺產] 慶州良洞村、佛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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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 2.4.6 出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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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斯達航空 ZE 962 台北 釜山 15:00 18:45 

２ 易斯達航空 ZE 961 釜山 台北 12:05 13:00 

※註：行李 15KG+7KG、飛機上只有水 

 

 

第一天 

台北 釜山 

前往桃園機場搭乘易斯達航空飛機飛往韓國第二大城--釜山 晚餐後回到飯店休息迎接明天開始

的旅遊 

：X ：X  ：石鍋拌飯+涮涮鍋+美味小菜 

：VALUE HOTEL 或 IBIS HOTEL 或 ARBAN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良洞民俗村(世界文化遺產) 佛國寺(世界文化遺產) 國立慶州博

物館 普門觀光園地 汗蒸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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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洞民俗村】 

世界文化遺產～呈現 15~16 世紀朝鮮時期的儒家文化兩班村，目前仍住有 150 餘戶人家，360

餘座磚瓦與茅草建築，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村落，雖尚有居民居住，但大部份的房屋都樂於對

外開放，充分表現出當地居民熱情和諧的性格。 

【佛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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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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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展示場四個部份。本館共有八個展示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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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別館古墳館陳列天馬塚和皇南大塚的遺物，透過這

些金光閃耀的金屬製品，可以感受到新羅時代出色的藝術性；第 2 別館雁鴨池館展出雁鴨池內

發掘出的 3 萬餘件文物中的代表性文物，多半是宮廷宴客用的遺物；室外展示場則以聖德大王

鐘為首，並有從慶州區域內寺院所出土的石佛和石塔等約 200 件佛教遺物。 

※註：遇慶州博物館每週一休館日，將改以參觀慶州民俗工藝村替代。 

【普門觀光園地】 

以占地 50 萬坪大小的普門湖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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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湖邊有長長的散步小道，道邊櫻花樹茂密，4 月時櫻花綻開，園內成為

粉紅色的一片雪地。微風襲來時，粉紅色的花朵似乎是充滿了魔力，花瓣隨風飄落於身側，有

如天女散花一般，給人置身仙境的幻覺。 

【養生汗蒸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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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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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用早餐 
：韓式魷魚拌豬肉+ 

美味小菜 

：馬鈴薯燉排骨+ 

美味小菜 

： VALUE HOTEL 或 IBIS HOTEL 或 ARBAN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五六島<SKYWALK> 龍頭山公園+釜山塔(不含電梯卷) 札嘎其

海鮮市場 40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 國際市場 光復洞時裝街 BIFF

國際電影廣場 韓國體驗營 西面鬧區  

【SKY WALK 天空步道】 

沿著二妓臺公園海岸散步道往南，能近距離欣賞到釜山五六島美景，海上天空歩道 Sky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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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頭山公園+釜山塔(不含電梯卷)】 

龍頭山公園位於釜山市區內的丘陵，亦是釜山三大名山。以前在龍頭山上可以從生長繁茂的松

樹群的縫隙看見大海，於是其舊稱為《松峴山》；後來因其山勢就貌似出海蛟龍的龍頭，給人一

種吞噬從日本渡海的倭寇的形象，所以又稱做龍頭山。在韓國光復之前，日本人在龍頭山上蓋

了神社，現在則建有斥和碑、忠魂塔、419 起義紀念塔、李忠武公銅像，以及釜山塔等。戰時，

避難的市民在龍頭山頂蓋了避難所，但在兩次的大火災後，龍頭山便成了一座荒山，所幸植樹

的努力有成，現在的龍頭山才能成為美麗的公園。這裡是俯瞰釜山港與影島的最佳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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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嘎其海鮮市場】 

指的是從影島大橋底下的幹魚市場至忠武洞早市區一帶，這是韓國最大的水產市場。朝鮮戰爭

以後定型為活魚市場，這裏賣魚的人基本上都是女人，她們都被稱為《 札嘎其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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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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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國際市場周邊(含光復洞時裝街、PIFF 國際電影廣場)共約停留 1~1.5 小時。 

【國際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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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體驗營~學習製作泡菜+韓服攝影】 

可了解馳名世界的發酵食品泡菜製作過程，另安排親自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條兼具曲線與

直線之美，您可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恆回憶 

【西面鬧區美食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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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西面鬧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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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別推薦由韓國偶像團體 CNBLUE 推薦前往釜山必吃的美食～豬肉湯飯，是釜山代表

食品之一，由豬骨長時間燉煮而成，湯頭呈濃郁的乳白色，您可依照自己的喜好加上細韭菜、

蝦醬及鹽巴，鮮甜美味。 

：飯店內用早餐 
：釜山式豬肉湯飯+ 

美味小菜 

：韓式傳統烤肉+ 

美味小菜 

： VALUE HOTEL 或 IBIS HOTEL 或 ARBAN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人蔘專賣店 保肝靈專賣中心 韓國彩妝名店 積木村(甘川洞文化

村) 海東龍宮寺 APEC 主題館 廣安大橋(遠眺) 冬柏島海景步道

海雲台 

◎【韓國國寶人蔘專賣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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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肝靈專賣中心】韓國護肝丹具有清肝明目．通經解毒之功效。 

◎【韓國彩妝名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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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川洞文化村】(食尚玩家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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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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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東龍宮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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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宮寺最特別

的景致當屬 108 階和日出岩。從龍宮寺入口必須下 108 階才能來到寺廟，而日出岩就位於 108

階中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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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相當靈驗喔! 

【韓國海雲台著名的~APEC HOUSE】 

領袖之家參觀，這是一個沿海邊岩石而建的公園，曾經是軍事重地，後因 2005 年 11 月召開 APE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韓國政府特別興建一座專為 APEC 開設的會議廳，自從開完 APEC 會議之後，

這座會議廳便不再開放使用，只供人參觀了。 

【廣安大橋(車經)】 

是韓國第一座具有藝術性造型美，頂尖造明設施的橋樑，依照星期、季節變換，多元燦爛的燈

光呈現出繽紛的色彩照明，釜山呈現出另一番嶄新的面貌。白天的廣安大橋給與來訪的可以眺

望到附近渾然天成的觀光景觀，夜晚則可以充分的感受到那份浪漫怡然自得的美麗夜間景致。 

【冬柏島】 

往廣安里大橋看去，風景十分美麗。因此一年四季，觀光客絡繹不絕，同時也是一條極佳的步

行路線，這裡原本是一島嶼，雖經過長年累月的海洋自然堆積作用，漸漸與陸路相連，但仍命

名為冬柏島，是希望讓人可以記得它以前的地形。 

【海雲臺】 

海雲台海灘是韓國最有名的海灘。蜿蜒長達二公里的白沙灘，蒼翠濃郁的冬柏島，景色秀麗，

是韓國八景之一。１９６５年開設海雲臺海水浴場之後，被列為韓國經典的夏季避暑聖地。天

氣晴朗時，在遠方海平面上還隱約可見對馬島（日本的島）。周邊設置有許多品質傑出的溫泉、

高級飯店、海產飲食(生魚片)中心、夜間娛樂設施等，目前轉變型態為不僅夏季，在其他季節都

可以暢快遊玩的都心型四季觀光勝地，可以充分滿足想要享怡然自得的休假，或者想要盡興玩

樂的觀光客們的各式需求。 

：飯店內用早餐 
：善良的豬烤肉自助餐+ 

美味小菜 

：人蔘雞風味餐 

+美味小菜 

： VALUE HOTEL 或 IBIS HOTEL 或 ARBAN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土產店 釜山 台北 

【土產店】 

您可再此購買一些當地特產，如：泡菜、海苔、人蔘糖、柚子茶…等。之後驅車前往釜山機場，

回到溫暖的家，結束這次愉快的韓國之旅。 

：飯店內用早餐 ：X  ：X 

：溫暖的家 

 

◆◇行程如有變動時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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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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