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主題：韓國釜山海印寺掛單 5 日遊 

★銷售金額： 25000NT (含小費、刷卡、無購物無自費) 

★旅遊國家：韓國 

★旅遊城市：釜山 慶洲 大邱 

★旅遊天數：5 

★出發日期：2019/05/08(三)---05/12(日) 

★出  發：桃園國際機場 

 

   

  

 

 

 DAY1  釜山 ARBAN CITY HOTEL (2017.3開幕)  或  釜山 BEST IN CITY HOTEL(2015.10開幕)  
 DAY2  伽倻山～海印寺掛單(韓式炕房)或八公山～桐華寺掛單(韓式炕房)或 慶州～佛國寺(韓式炕房) 
 DAY3  大邱 特二級 INTER-BURGE飯店 EXCO或別館  或  大邱 特二級太子飯店 
 DAY4  釜山 ARBAN CITY HOTEL (2017.3開幕)  或  釜山 BEST IN CITY HOTEL(2015.10開幕)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5/08(三) TI606 台北桃園 釜山 16:40 19:55 

2019/05/12(日) TI607 釜山 台北桃園 21:05 22:30 

 

 

 第01天 05/08/(三) 桃園國際機場釜山機場『 TI60616:40-19:55』【釜山】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釜山 ARBAN CITY HOTEL (2017.3 開幕) 

 

 第02天 05/09(四) 釜山～龜岩村農村體驗(乘拖拉機+採季節水果+豆腐 DIY+打 

年糕體驗)～伽倻山國立公園(韓國八大名勝之一)～海印寺(韓國三大寺院之一)

～寺廟掛單體驗《寺廟禮節學習、傍晚禮佛、串 108佛珠體驗》 

 
【伽倻山國立公園】伽倻山國立公園的主峰七佛峰，海拔高度達 1,433 公尺，並位於跨越星洲郡、陜川郡、居昌郡等

地的交界處，位於星州郡修倫面的伽倻山的走勢，更是讓人感到變化無雙。而走在修倫面往伽倻山延伸的循環道路上，

更可以看到聳天暗紅色的奇岩絕璧的壯觀景象。 

 

【海印寺】新羅哀莊王(802 年)3 年由順應和理貞兩位僧人所建，朝鮮時期(1392－1910)八萬大藏經從江華島轉移至此

後曾改稱爲法寶寺刹。所謂「海印」出自于華嚴經的「海印三味」，指的是菩薩的正確覺悟世界，也指我們未受污染的清

潔無瑕的本心。 

 

【寺廟掛單體驗】下午 3 點前於海印寺報到，先分配房間和體驗寺院服裝，然後再開始進行初步教育,接著經過「靜

心」的心平氣定後，準備洗浴和晚餐用膳。寺廟只供應齋食，在用餐和參佛結束後，於體驗房內串 108 念珠，晚上 9 點

半即準備熄燈就寢。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香菇肉片火鍋(葷)或香菇蔬菜火鍋(素) 晚餐:寺內晚齋 

住宿：伽倻山～海印寺掛單(韓式炕房)或八公山～桐華寺掛單(韓式炕房) 

 

 第03天 05/10 (五) 寺內早課體驗《108參拜、尼庵巡禮、八萬大藏經巡禮、法 

師茶談、打坐冥想》～八萬大藏經(世界文化遺產)～八公山道立公園(含纜車)～

桐華寺～西門傳統市場(韓國 3傳統市場之一) 

 



【寺內早課體驗】凌晨 3點 30分即繼續進行清晨早課 108拜(自由參加)，寺廟寄宿的課程都是跟著僧人的日常作

習，4 點起坐禪。上午 6點早齋,早齋過後安排寺院巡禮,並與法師茶談,大家聚在一起”自我正進”互相進行交流與探討,

隨後安排打坐冥想。上午 11點參加結束儀式後共進午餐,下午 1點所有日程結束準備回鄉 (回想一夜兩天的掛單映幕) 

 
【八萬大藏經】海印寺內保藏著和藏經版殿，1995 年 12 月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海印寺國寶的代表當屬八萬大藏

經，于高麗 23 年(1236 年)起經過 16 年的漫長歲月完成了八萬大藏經的編印工作。長 68CM、寬 24.5CM、厚 3CM 的木

板兩端夾上木頭以維持版面的平衡，同時在版上塗漆以防腐爛。製版用的木材全部用的是南海及巨濟地區的紅楠，使用

前先將紅楠在海水中放置數年，再將其陽干。為了祈求菩薩保佑趕走蒙古軍隊，國王和全體國民齊心協力，數次反覆才

將其完成。經版共有 81340 塊，經文達 6791 卷。 

【八公山道立公園】不分四季隨時都有豐富的可看性，名聲響亮觀光客絡繹不絕，到了春天杜鵑花盛開、夏天時也有

蓊鬱的森林和青山綠水流動、秋天又有美麗的楓葉開滿在整條長達 16.3公里的山間環行步道，可以邊健行邊欣賞自然

美妙的風景，山下有石階至頂峰，從頂峰遠眺四處景色，不禁令人感慨《江山如此多嬌》。山下有纜車直達頂峰。 

【桐華寺】大邱市中心向東北 22公里處的八公山南側，是新羅炤知王 15年(493年)極達和尚所建，名為《瑜伽寺》。

直到興德王 7年(832年)時，由心地王師所重建，因為冬季梧桐樹依然盛放，故改名為桐華寺。寺廟入口處古木蒼蒼，

也有清澈的瀑布流水經過。現在的大雄殿是從 1727年創建之後，包括念佛庵等六個尼庵一併保留下來的建築。大雄殿

前樓閣階梯。兩側有龍型的扶欄，中間有形同如意珠的圓石球。殿內供有一尊高達 33公尺祈願平安的統一藥師如來佛像，

以集聚國民對於實現統一的願望。這裡也是管理大邱慶北區域的大韓佛教曹溪宗的第九教區本寺。 

【西門市場】朝鮮時期平壤、江景、大邱西門並列為全國 3大市場。因為位於大邱城郭西邊，而命名為西門市場。這

裡販賣和纖維有關的產品，包括棉麻布、綢緞、工藝品、男女服飾、碗盤、乾魚貨等，市場規模極大，可說應有盡有。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寺內午齋   晚餐: 石鍋拌飯+涮涮鍋(葷) 或 石鍋蔬菜拌飯+豆腐鍋(素) 

住宿：大邱 特二級 INTER-BURGE飯店 EXCO 或別館 

 

 

第 04天 05/11(六) 慶州校洞崔氏古宅～韓屋體驗韓服 1小時～瑤石宮宮廷料理

(新羅公主宮殿)～慶州佛國寺(世界文化遺產)～慶州 EXPO公園+慶州塔(含門票)

～雁鴨池(CNN GO推薦景點)～普門觀光園地 

【慶州校洞崔氏古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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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州崔氏古宅」。 



【瑤石宮宮廷料理(品嚐韓國美麗的文化)】瑤石宮為新羅武烈王的女兒瑤石公主居住的宮殿，為朝鮮時代慶州的

崔富者打下了根基，此宮為崔富者的後代子孫親手經營的韓定食餐廳。瑤石宮在 2005年以後，進行了幾年的修復工程

後才再次重新開幕。經過 12代的後代子孫所傳承下來的料理既可口又清爽，並且堅持所有的食材皆使用有機食材，不添

加任何的化學調味料，因此，韓國在接待國際上的重要賓客時，喜好選擇瑤石宮的晚宴料理，招待各國的總統、總理、

大使等貴賓時，做為歡迎貴賓享用的晚餐招待，讓各國嘉賓了解美麗的韓國文化，以此作為象徵性的傳統餐廳，佔有重

要的一席之地。 

【佛國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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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瑤石宮】宮廷料理 (韓 33,000) 或 【瑤

石宮】素食套餐 (韓幣 33,000) 
晚餐：馬鈴薯燉豬骨風味餐(葷) 或 馬

鈴薯燉蔬食風味餐(素) 
住宿：釜山 ARBAN CITY HOTEL (2017.3 開幕) 

 

第 05天 05/12 (二) 甘川洞文化村(贈送地圖)～松島雲端散步道 SKY WALK～光

復洞時裝街、國際市場、PIFF國際電影廣場(購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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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雲端散步道 SKY WALK】韓國最長的海上散步道，部分地板底部更採透明強化玻璃設計，為其最大特色。透

過透明玻璃向下看，可以看到蕩漾的海水，更可體驗彷彿走在海面上的刺激感。一面迎著清涼的海風，往前繼續行走就

可抵達海龜島入口。海龜島上有各式各樣的海龜造型雕像，但一下就吸引住兩人目光的卻是海龜蛋造型長椅，她們說雖

然長椅的造型很特別也很可愛，但最具魅力的特點是坐在長椅上可以一眼望盡美麗的海景。旅客不僅可以坐在此稍做休

息，消除雙腿的疲勞，也能以海龜蛋造型長椅為背景照下紀念照。 

註；遇天候或其他因素不開放，敬請見諒。 

【PIFF國際電影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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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自然別曲】韓式自助餐   晚餐：機上餐 

住宿：溫暖的家 

 
 

團費優惠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5 日 

25000 2019/05/08(三)-05/12(日)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 7167 號       旅品字 No:北 1755  

 台北客服專線：(02)2545-3148  傳真：(02)2545-3144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高雄客服專線：(07) 974-4210  傳真：(07)380-631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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