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進人蔘保肝】釜山草莓酒莊、EWORLD 樂園、汗蒸幕、
鯨魚生態館 5 日【7C 早晚】
洛東江鐵道自行車、鯨魚生態館、大王岩公園
【行程特色】


【E-WORLD 樂園】 內設施約近 30 種遊樂設施，如激流勇進、過山車、超長雲霄飛車、海盜船、
碰碰車…等讓您歡樂一整天，動物農場內可以看見許多迷你的動物，如可愛綿羊、熊貓哈姆太郎…
等，超迷你又超可愛的；花園內有菊花、玫瑰、百合、松木…等約 5 萬株的季節性花與植物。



【大王岩公園】 位於韓國東南端往東海方向最尖細部分尾端處的大王岩公園，也因東海領航的
蔚崎航路標識所而聞名。



【長生浦鯨魚文化村】 2015 年所建立的鯨魚文化村重現以盛行捕鯨的 1960~70 年代長生浦漁
村為原型打造的空間，不但可以感受復古情懷，同時也具有教育意義。並打造了鯨魚廣場、長生
浦懷舊村、史前時代鯨魚區、鯨魚雕像公園、水生植物園等主題空間，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大公園。



【韓式汗蒸幕】 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蒸氣浴，概念起源於六百年前燒陶磁的窯屋。是利用
紅外線反射原理加溫使人流汗，是一種強調高熱的物理治療法。



蔚山必走景點 ～ 【太和江十里竹林】【大王岩公園】【鯨魚博物館】【蔚山大橋展望臺】



大邱必走景點 ～ 【大邱樹木園】【馬飛亭壁畫村】【金光石壁畫街】



釜山必走景點 ～ 【洛東江鐵道自行車】
【山草莓酒莊】
【海東龍宮寺】
【青沙浦天空步道+紅白燈
塔】【浪漫夢幻竹城教堂】【APEC House】【THE BAY 101】



逛街購物樂 ～

超萌 KAKAO FRIENDS 旗艦店、PIFF 電影廣場、國際市場、南浦洞時裝街、西

面繁華街、東城路


韓國南部美食 ～ 韓式豬腳風味餐、釜山豬肉湯飯、龍蝦一隻雞、荒謬的豬－五花烤肉吃到飽 、
馬鈴薯豬骨湯



濟洲航空行李限重 15kg+隨身 10KG, 飛機上只提供水、(餐食~另外購買) 機型:737- 800 可乘坐
189 人、 無商務艙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第 1 天

台

第 5 天

釜 山

北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釜 山

濟州航空

7C2654

02:50

06:10

台

濟州航空

7C2653

21:55

23:30

北

Day01

桃園國際機場釜山→韓式汗蒸幕(含專用衣服)→洛東江鐵道自行
車 (4 人 1 部 )→ 山 草 莓 酒 莊 → 大 邱 樹 木 園 → 東 城 路 7C
0300/0610

【韓式汗蒸幕】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傳統蒸氣浴，概念起源於六百年前燒陶磁的窯屋。
是利用紅外線反射原理加溫使人流汗，是一種強調高熱的物理治療法。為避免高溫直
接接觸肌膚，您必須換上這裡為您準備的 T 恤和短褲。進行高溫蒸氣浴時，人體會大
量排汗，這時體內代謝的雜質也會隨之排出，有效促進血液循環、新陳代謝，讓身心
倍感輕鬆愉快，也讓皮膚毛細孔得到充分舒張及養護，變得更加細嫩。店內所有設施
皆使用自然素材營造，像有這裡有全國最新的紫水晶、黃金、翡翠汗蒸慕、還有傳統
的黃土汗蒸幕、土炭汗蒸幕以及檀香木森林浴休息室等，讓顧客能悠閒的或臥或坐地
在休息室內感受遠紅外線所發射出來的魔力。
【洛東江鐵道自行車(4 人 1 部)】位於金海的洛東江近幾年來成為各國朋友喜愛的一個
新景點，新建立鐵到自行車途中可以橫穿 3 公里的鐵橋並且眺望洛東江的景色，體驗
穿越復古的鐵橋給人感覺相當特別。
【山草莓酒莊】而洛東江鐵路自行車樂園附近還有個紅酒隧道，浪漫的紅酒隧道是戀
人們約會的最佳路線之一，隧道內裝飾的各種造型物、藝術畫等也都是拍照留念的好
素材。此外，隧道內的紅酒吧內還出售瓶裝以及杯裝的山草莓紅酒，不僅可以試飲也
可買來餽贈親友，十分受歡迎。一起遊玩這兩處的行程安排相當具有人氣。
【大邱樹木園】佔地 74,000 餘坪，在 1986 年至 1990 年間，原為累積高達 410 萬頓
的大邱市民生活垃圾掩埋場，後來為解決環境問題，自 1996 年起至 1997 年，政府以
150 萬㎥的建設殘餘用土將之重新覆蓋，形成高約 6~7m 的土地，再持續植樹，最後
於 2002 年 5 月正式竣工。大邱樹木園也因此成為生態復原的最佳例子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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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餘種約 6 萬棵的樹木，以及 1,100 多個花壇，上植
800 餘種計約 13 萬株的花草，還有 40 種約 300 餘個盆栽，與 200 種共有 2,000 多株
的仙人掌。此外，更展有 300 餘盆造形獨特的奇石。而這個位於都心附近的都市型樹
木園，也因提供日常觀察、校外教學、學習研究與休憩的功能，備受大邱市民喜愛。
【東城路】位於大邱市中心的東城路街道為各種服飾店、餐廳、咖啡廳等密集林立的
年輕街道。在充滿個性、各類服飾店聚集的‘夜市街’可一覽對流行敏感的大邱時尚，在
獨特設計與各類餐廳林立的‘時尚街’可感受到濃厚的藝術氣氛。每個巷道皆充滿活力的

東城路為大邱的代表購物區，更是旅客必去的景點。
★特別贈送：品嚐韓國傳統『黑輪』小吃
早餐

釜山豬肉
湯飯

午餐

石鍋拌飯+
涮涮鍋

晚餐

發 放 幣
6,000 韓元

Day02

住宿

大邱特 2 級五花: INTER-BURGO EXCO 飯店 或 大邱
INTER-BURGO 別館 或 大邱 QUEEN VELL 飯店 或 同級

RUNNING MAN 拍攝地~馬飛亭壁畫村→大邱 E-WORLD 樂園(含
自由券)→金光石壁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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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ORLD 樂園】，首先在入口處搭乘『纜車』前往 83 塔所在處，以新羅時代多寶
塔的型態所改造成的八角塔身，保有韓國傳統建築之美。接著前往『遊樂園區(含門票)』
，
內設施約近 30 種遊樂設施，如激流勇進、過山車、超長雲霄飛車、海盜船、碰碰車…
等讓您歡樂一整天，動物農場內可以看見許多迷你的動物，如可愛綿羊、熊貓哈姆太
郎…等，超迷你又超可愛的；花園內有菊花、玫瑰、百合、松木…等約 5 萬株的季節
性花與植物。
【金光石壁畫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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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大哥烤肉吃
到飽

馬鈴薯豬骨
湯

特二級五花蔚山 LOTTE CITY 或 蔚山 STAZ 或 蔚山 SHILLA
STAY 或 同級

Day03

太和江十里竹林→大王岩公園→長生浦鯨魚文化村→鯨魚博物館
→鯨魚生態館→蔚山大橋展望臺

【太和江十里竹林】和江有一座以象徵蔚山的鯨魚與白鷺造型打造的不對稱‘十里竹
田橋’，以及可觀察候鳥與自然景觀的‘太和江展望臺’。另外還有竹林公園、草地、
紫芒園區、步道、體育設施等各種便利設施，不僅是受市民們歡迎的休憩空間，亦是
擁有美麗自然景觀的候鳥棲息地。
【大王岩公園】位於韓國東南端往東海方向最尖細部分尾端處的大王岩公園，也因東
海領航的蔚崎航路標識所而聞名。從公園入口處到燈塔約有 600m 的蔭鬱松林步道。
離開松林映入眼簾的海岸絕壁彷彿史前時代的恐龍化石般就站在蔚藍海水前，給人錯
覺般的巨大岩石聚集於此。紅色岩石與深藍的東海形成強烈對比。傳說新羅時代的文
武大王在王妃死去之後，為了守護國家，將王妃埋葬在此。大王岩、龍窟等的奇岩怪
石與樹齡超過 100 年的 15,000 棵海松相互融合，扮演著象徵蔚山休憩好去處的角色。
【長生浦鯨魚文化村】2015 年所建立的鯨魚文化村重現以盛行捕鯨的 1960~70 年代
長生浦漁村為原型打造的空間，不但可以感受復古情懷，同時也具有教育意義。並打
造了鯨魚廣場、長生浦懷舊村、史前時代鯨魚區、鯨魚雕像公園、水生植物園等主題
空間，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大公園。
【鯨魚博物館】曾是補鯨基地的長生浦，於 2005 年 5 月 31 日開設了全韓國唯一的鯨
魚博物館。 除了收集並展示自 1986 年禁止補鯨之後逐漸消失的 250 多件補鯨物品，
另外還有鯨魚肚之路、海洋之旅等兒童體驗館，並提供布氏鯨魚骨骼、殺人鯨骨骼、
灰鯨專門館、復原補鯨船等各種值得參觀的展覽品。

【鯨魚生態館】位於蔚山廣域市南區長生浦海洋公園內的鯨魚水族館，魚類水族館中
有大大小小的淡水熱帶魚和海水熱帶魚、鯊魚和陸龜等水族生物。在海底隧道區則可
親眼看到海豚悠然游在水中的模樣，館內也有許多跟海豚相關的節目。此外，在(自
費)4D 影像館還可欣賞生動的鯨魚動畫，在體驗動物園則可近距離接觸可愛小動物，
並進行餵食體驗。
【蔚山大橋展望台】蔚山大橋是連接蔚山南區與東區的大橋，也是世界第三大、韓國
第一大單跨懸索橋。展望台一樓的展覽館，可透過照片了解蔚山大橋的建築概論及相
關訊息；三樓能看到最真實的蔚山大橋。在這裡不只能看到蔚山全景，更能觀賞這座
「工業城市」的奇幻夜景。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人蔘雞風味餐

晚餐

荒謬的豬~烤
肉吃到飽
(10000 韓元)

Day04

住宿

釜山特 2 級五花:CROWN HARBOR HOTEL 或 釜山
ISQUARE HOTEL 或 釜山 Solaria Nishitetsu(原 UL)或 釜山
COMMODORE 或同級

龍頭山公園→時尚彩粧店→青沙浦天空步道+紅白燈塔→海東龍
宮寺→偶像劇《必娶女人》拍攝地~浪漫夢幻竹城教堂→APEC 主
題館→冬柏島海景步道~海雲台 THE BAY 101

【龍頭山公園】龍頭山(49 公尺)是位於釜山市區內的丘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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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稱做龍頭山，亦是釜山 3 大名
山之一，位於龍頭山公園內的釜山塔為釜山市的著名地標，不僅是當地市民，更是許
多華人及日本遊客最喜愛的景點之一。
【時尚彩妝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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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沙浦天空步道+紅白燈塔】青沙浦港的海岸旁豎立了兩個燈塔一個乳白色一個是紅
色相互輝映,寧靜海港被落日斜輝映照得一片橙紅, 兩個燈塔的倒影在水中輕輕盪漾,
意境優美, 如詩如畫, 仿如置身人間仙境;也就是因為如此的美景才會一直成為韓劇及
廣告的拍攝。
【海東龍宮寺】海東龍宮寺由高麗恭民王的王師懶翁和尚建於 1376 年，是韓國三大觀
音聖地之一。結合海、龍與觀音大佛，讓此處比其他地方有更深層的信仰意義。傳說
只要在此處真心誠意的祈禱，就能獲得托夢並實現一個願望。
【浪漫夢幻竹城教堂】竹城教堂有著浪漫的歐式建築再搭配一旁的大海，讓它成為許
多人拍攝婚紗的選擇，而台劇《必娶女人》也曾在這邊取景，不過這裡相對偏僻，交
通上可能沒那麼方便，去之前要先做好規劃。
【APEC House】的整體建築物構造是將韓國傳統建築的亭子以現代方式表現，屋頂
則是將冬栢島的稜線具體化而成。12 個外部的柱子代表釜山的活力、內部裝飾則代表

韓國的傳統文化，透過設計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除此之外，掛著大樑與畫有傳統丹
青的大廳天花板，以及帶有韓國傳統韓屋大廳 Maru 感覺的大廳地板、石窟庵天頂為
主題設計的高峰會議室、將雲的模樣具體化的餐廳等，建築物裡的每個角落都深藏著
韓國傳統建築樣式。
【冬柏島海景步道】島上有環島散步道，行人總是絡繹不絕，從崔致遠在海雲臺上留
下的刻字、銅像到詩碑，黃玉公主傳說中的人魚像，從古至今的足跡在此隨處可見。
許多文學家與詩人墨客，都曾特別來到這個融合大海與森林的地方，漫步美景之中吟
詠詩詞，而他們往日對美景的感嘆也一直流傳至今。
【THE BAY 101】 的夜景不管什麼季節來都別有一番風味，夏天在露天酒吧喝著清涼
的啤酒，冬天在咖啡廳享受著溫暖的咖啡，一到晚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會被形形色色的
燈光所吸引。天色一便按就能看到許多人拿著相機拍到忘我。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龍蝦一隻雞(龍蝦 2
人 1 隻)(25000 韓元)

住宿

釜山特 2 級五花: CROWN HARBOR HOTEL 或 釜山
ISQUARE HOTEL 或 釜山 Solaria Nishitetsu(原 UL)或
釜山 COMMODORE 或 同級
晚餐

韓式豬腳風味餐+季
節小菜(13000 韓元)

Day05

40 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PIFF 電影廣場→南浦洞時裝街→超萌
KAKAO FRIENDS 旗艦店→自由活動→韓國土產店→釜山桃園
國際機場

【40 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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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FF 國際電影廣場】
為紀念電影節，街上建起 PIFF(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廣場，每年刻有獲獎人手掌、腳印的銅盤和獲獎作品名字的銅盤都會被鑲在廣場的地
面上，而著名的侯孝賢導演銅盤手印也看得到哦！來此試一試您的好手氣。
【南浦洞】南浦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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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萌 KAKAO FRIENDS 旗艦店】位在釜山南浦洞的 Kakao Friends Store 在 2017
年 8 月 15 日新開幕，是首爾以外的第一間旗艦店，一共有 4 層樓，1 樓是玩偶部，2
樓有手機配件、文具、衣服飾物和紀念品，3 樓就有生活雜貨，4 樓 Apeach Café，
也是韓國唯一的一家 Apeach Café，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角色，那千萬別錯過了！咖啡
廳內可是充滿著大大小小的 Apeach 喔！
【韓國土產店】您可再此購買一些當地特產，如：泡菜、海苔、人蔘糖、柚子茶……
等。
爾後驅車前往機場，回到溫暖的家，結束這次愉快的韓國之旅。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柳家鐵板雞
晚餐 逛街方便自理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10/1、10/3、10/6、10/13、10/15、10/20

團體優惠價 $18,888 元
費用包含

訂金:7,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旅責險
+20 萬意外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足 70 歲貴賓,只能投保 200 萬+20 萬)。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

費用不含

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NTD$ 200)、機場來回接送
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