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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大邱教室參訪、寺院體驗、世界文化遺產之旅-高雄機場出發 

BX796 釜山航空 高雄 13:35 釜山 17:05 
出發時間 

每日 

BX795 釜山航空 

BX7933 釜山航空 

釜山 10:40 

釜山 15:30 

高雄 12:40 

高雄 16:55 

每日 

BX7933(僅週日) 

 

第㇐天 高雄✈釜山～光復洞時裝街+國際市場+PIFF 國際電影廣場 
今日集合於高雄國際機場，搭乘釜山航空客機飛往韓國第二大城及第㇐大港口～釜山。它擁有四
百萬人口，連接日本及西歐各國重要城市往來，因此發展成韓國對外最重要的貿易城市。 

光復洞時裝街+國際市場+PIFF 國際電影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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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釜山電影文化聖地的國際電影廣場，就位在南
浦洞區、近光復路時尚街仍有許多熱鬧攤位美食、商
店街及獨特的街頭雕塑，非常值得人們親自走一回。 
早餐：敬請自理／午餐：敬請自理 ／  晚餐：蔬食餐 

住宿：釜山 ARBAN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釜山～福智韓國大邱教室～伽倻山國立公園(韓國八大名勝之㇐)～海印寺                            

今日用完早餐後即驅車前往大邱 

參訪「福智韓國大邱教室」：韓國廣論研討班從 2008 年開始，透過來台

參加企業營的韓國學員，祈願在韓國建立教法的發心而成立的。來到教

室食用午齋的同時，可以了解師長教法在韓國推展狀況。 

地址：韓國大邱廣域市中區明倫路 21 街 84/ 84, Myeongnyun-ro 
21-gil， Jung－gu，Daegu, Korea TEL：053）254-8870 

伽倻山國立公園(韓國八大名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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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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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寺(韓國三大寺院之一) ：於新羅哀莊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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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掛單《寺廟學習、串 108

顆佛珠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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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 

1.本日住宿特別安排海印寺掛單，房型將會以男信眾一間、女信眾一間的方式 5~25 人一房(需配合

主辦單位，如遇海印寺滿房，則改為其他寺院，如桐華寺等掛單，敬請知悉見諒。) 
2.準備物品 : 盆洗用具、個人毛巾、襪子(必要)、舒適的運動鞋(拖鞋不可)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大邱教室午齋   晚餐：海印寺晚齋 

住宿：海印寺掛單(韓式炕房) 

第三天 海印寺～八公山道立公園(含纜車)～桐華寺～慶州 

海印寺早課體驗(韓國三大寺廟之一)《佛教儀式、參禪冥想、與師父茶談、108 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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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印寺】八萬大藏經(世界文化遺產) ：海印寺於新羅哀莊王，由兩位僧人順應與理貞建造，取

「海印」之名出自華巖經的「海印三味」，意指菩薩循正道而頓悟，延伸期許世界眾人保有純潔無

暇的本心。目前的海印寺保有附屬寺 75 座、附屬道庵 14 座、其他還有禪院、講院、律院等，以

大寂光殿為中心，形成一座完整的寺廟群，共同守護海印寺中最重要的文化遺產-高麗八萬大藏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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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版共有 81340 塊，經文達 6791 卷。高麗末期遭受蒙古侵略，高宗於是

製作高麗八萬大藏經希望能收復國土；國土最後終未能收復，但此經集經、律、論三章之大成，

對於中國以及歐美各地研究佛教獻上不少功勞；此部經目前已封存在韓國海印寺的藏經版殿，為

了保護經文，在 15 世紀的當時就由建築家打造了通氣良好、維持常溫而絕對封閉的收藏環境，讓

這部真跡歷經數百年至今，依舊完好無缺，另後是嘖嘖稱奇！ 

八公山道立公園(含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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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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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華寺：位於從大邱市中心向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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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海印寺早齋     午餐：海印寺午齋     晚餐： 
石鍋蔬菜拌飯/豆腐鍋(素) 
住宿：慶州大明渡假村或慶州 COMMODORE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慶州佛國寺(世界文化遺產)～石窟庵～梵魚寺～韓文化趣味館(泡菜海苔介
紹、韓服體驗趣味寫真、海苔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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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窟庵：位於吐含山是座韓國典型的石窟寺廟，其正式

名稱爲石窟庵石窟。它是一座以花崗岩建成的人工石窟

寺院，在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爲世界文化遺産。新羅時期 751 年由金大城開始建造，歷經 24

年終於在 774 年竣工完成。據說石窟庵與佛國寺同樣建立於高麗時期，史書《三國遺事》中記載，金大城

爲了現世的父母而建造佛國寺，又爲了前世的父母建造石窟庵。石窟庵主室呈圓形，內有本尊像等菩薩及

弟子像，石窟庵正是爲了供奉本尊像而建成的。本尊像坐在蓮花寶座上，姿態柔和表情慈祥。屋頂呈半月

形或弓形，上有蓮花紋的圓盤爲蓋。 

金井山梵魚寺：位於金井山東邊山腰的梵魚寺為義湘大

師於文武王 18 年(678 年)所建立的，和海印寺、通度

寺並列為嶺南三大寺廟，也是華嚴宗十剎之一。依創建

事跡與古迹記所載，梵魚寺建於新羅興德王時期，或為

義湘大師在文武王在位時期所建造，綜合來看，推測為

文武王時期創建，興德王時期重建。但是在壬辰倭亂時

遭到破壞，幾乎成為廢墟，直到 1613 年透過多位高僧合

力重建，並且興建法堂、寮殿、佛像與十王像，以及各

式各樣必需器物等。 

韓文化趣味館(泡菜海苔介紹、韓服體驗趣味寫真、海苔試吃)：可以體驗到韓國各種各樣的文化，基本的

韓服試穿等。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素食套餐     晚餐:蔬食風味餐(素) 

住宿：釜山 ARBAN CITY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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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釜山✈高雄                                         

前往釜山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灣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釜山航空行李規定：托運行李限重 15 公斤(限一件)，手提行李 10 公斤。 
※超重費用只能於機場現場處理加購收費，無法事先預訂 
★釜山航空機上僅提供一般餐，訂票前會先訂購【素食餐】，開票後即無法再更動及加購。                                                                                  
※在韓國，茹素者為少數，故素食菜色並不常見。所以都事先訂購，臨時更改，可能餐廳無法配
合。另視需要，請自備素食食品，如餅乾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餐食內容，如遇餐廳或季節變化，將有所變更．班機如遇航空公司更改航點及時間，則準照航
空公司變更的內容敬請見諒！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將有所調整。本
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寺院掛單房型將會以男信眾一間、女信眾一間的方式 5~25 人一房(需配合主辦單位，因有名額

限制，如遇海印寺滿房，則改為其他寺院，如桐華寺等，敬請知悉見諒。 
※為了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因飯店確認行程將
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
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
次旅途愉快！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

（兩地機場稅、燃油稅、安檢費） 滿 15 人送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團費優惠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5 日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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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