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7/8                                                 團費：每人/NT18,800 起 

       7/22.29、8/5.19                                 團費：每人/ NT 17,8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釜山：韓國第一大的海港都市，有各種海洋景點與歷史遺跡、現代購物區分布，是個充滿活力的先進都市。每到夏天湧入

無數觀光客的海雲臺海水浴場、松島海水浴場；舉辦世界花火節的廣安里海水浴場等皆非常有名。可欣賞海景的太宗臺、

龍頭山公園；位於海岸絕壁的寺剎～龍宮寺；充滿新鮮海產的札嘎其市場皆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蔚山：位於韓國東南部位置的蔚山是現代汽車、現代重工業等大規模工廠所在的韓國代表產業都市，最近有許多產業相關

業者前來探訪。過去以捕鯨根據地～長生浦為中心，建立鯨魚博物館等，形成鯨魚旅遊景點，還有東海可最先看到日出的

澗節串、海邊奇岩怪石形成壯麗景色的大王巖公園、鎮下海水浴場與迦智山道立公園等景點。 

 



 

【行程特色】  

全程無自費行程，全程不上攝影師。  

食尚玩家節目介紹：機張市場長腳蟹風味餐+蟹膏炒飯+季節小菜。 

 

太和江十里竹林：太和江是蔚山唯一流向東海的河流，是蔚山重要的水源地。 

 

大王岩：海岸絕壁彷彿史前時代的恐龍化石般，紅色岩石與深藍的東海形成強烈對比。 

 

鯨魚博物館：位於長生浦，館內可參觀自 1986 年禁止捕鯨後逐漸消失的補鯨遺物。 

 



艮絕岬燈塔(贈送咖啡或果汁乙杯)： 

韓國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巨大的許願郵筒可在這裏許下心願。 

 

特麗愛 3D 奧妙藝術館 Trick Eye 

【飯店介紹】 

註 1：飯店住宿順序行程僅為先行提供參考，正確順序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3：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釜山 THE MARK 飯店：2015 年 5 月 1 日開幕。 

 
蔚山新羅舒泰 SHILLA STAY 飯店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X796  高雄  釜山  13:35  17:00  

第六天 BX795  釜山  高雄  10:40  12:4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釜山西面鬧區(美食大探索)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韓國第二大城及第一大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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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面鬧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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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大探索推薦】 
★豬肉湯飯포항식당：在西面鬧區有條非常著名的豬肉湯飯街，推薦可自行前往品嚐。 
★辣炒年糕떡볶이：在許多商圈的路邊攤皆有銷售，建議多人共享，以免過辣。 
參考價格：₩3000-5000 不等，依各攤販定價為主 。 
★黑輪(魚板) 오뎅：在許多商圈的路邊攤皆有銷售，既然來了就品嘗看看。 
參考價格：₩500-1500 不等，依各攤販定價為主。 
★糖餅호떡：在許多商圈的路邊攤皆有銷售，現做排隊道地美食，別錯過。 
參考價格：₩1000-2000 不等，依各攤販定價為主。 

(早餐) XXX (午餐) XXX (晚餐) 發放韓幣 6000代金，敬請自理 

住宿：2015 年全新開幕 THE MARK HOTEL 或 阿爾班城市 ARBAN CITY HOTEL 或 HILLSIDE HOTEL 或 B.CENT 

HOTEL 或 BEST IN CITY 或 LAMER HOTEL 或 GnB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良洞民俗村(世界文化遺產)佛國寺(世界文化遺產)大陵苑天馬塚(新羅王朝金字

塔)普門觀光園區慶州地標~慶州塔(不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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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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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陵苑天馬塚】1973 年被發掘的 155 號古墳是新羅特有的積石木棺墳。高度 12.7m，直徑 50m，
在封土內部有以石頭堆積成的積石層。出土的遺物有 11,526 件裡，其中天馬圖是韓國古墳中初次出
土最珍貴的畫作。註:2017.9.18~2018.6.24天馬塚進行維修，天馬塚將改為雁鴨池景點替代。  
普門觀光區：每年的 3 月底 4 月初為此處櫻花盛開時節，粉白相間的櫻花樹花技招展，煞是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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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州塔(不上塔)】慶尚北道地區最高的建築，自 2007 年完工以來首度將塔上的觀景臺變身成為展
示館使用。做為公園地標的慶州塔、再現新羅時代君王曾散步過的王京林所構成。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人蔘燉雞風味餐 (晚餐) 石鍋拌飯十涮涮鍋 

住宿：慶州 大明渡假村(2人一戶韓式炕房) 或 慶州 特二級可隆飯店 或 大邱 特二級 INTER-BURGE飯店 EXCO 或 大

邱 特二級太子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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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絕岬
(贈送咖啡或果汁乙杯) 

【太和江十里竹林】太和江上有一座以象徵蔚山的鯨魚與白鷺造型打造的，不對稱的十里竹田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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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江上
游流域的迦智山一帶為道立公園，週邊也有許多文化遺跡。 
【大王岩公園】園內有沿著海岸所建的散步道路，沿路風景秀麗、風光明媚，而且還有鐵橋通向海上
的石頭小島。傳說新羅時代(BC 57~AD935)的文武大王(626~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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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以前在蔚山捕鯨魚是合法的，展示出鯨魚解體場、販賣鯨魚肉的酒店
等 23 個建築物都按照實際大小建造重現。還有從前記憶中的學校理髮店等等商鋪也有。在鯨魚雕塑
公園中，有與實物一樣大小的鬼鯨、黑豚鯨魚、虎鯨等模型。 
【鯨魚博物館】蔚山在成為工業都市前，曾以捕鯨甚為知名，因為長生浦為當時捕鯨業最發達的地區。
該博物館收集、保存並展示著自 1986 年禁止捕鯨以來，逐漸消失的捕鯨遺物 250 餘件，並提供鯨魚
相關的各種資訊，成為海洋生態系與教育研究體驗空間。地上 1~3 層規模有兒童體驗館、捕鯨歷史館、
鯨魚解體場復原館等，戶外則展示著捕鯨船隻。 
【艮絕岬(贈送咖啡或果汁乙杯)】從遠海遠眺的話，看起來像又尖又長的長竹竿，因而得名為艮絕串，
是韓國太陽最先昇起的地方。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挪夫家部隊火鍋 (晚餐) 馬鈴薯燉豬骨風味餐 

住宿：特二級 蔚山 新羅 SHILLA STAY 飯店 或 特二級 蔚山 樂天 LOTTE CITY 飯店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SKY WALK天空步道機張市場(嚐鮮長腳蟹餐+蟹膏炒飯)  (車經)廣安大橋新世
界百貨(世界最大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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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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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海上天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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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尚玩家節目介紹【機張市場】位於機張邑大羅里，因市場現代化的計劃，在 1985 年轉變為現代式
常設市場，目前販售機張生產的水產與農產品等各式商品，為知名市場之一。機張市場的水產等商品
售價要比全國最大的水產市場札嘎其市場來得實惠便宜，成為當地住家民眾最常前往的市場。 
註：安排機張市場有名的長腳蟹餐兩人乙隻+蟹膏炒飯。 

【車經廣安大橋】韓國八景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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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與來訪的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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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百貨公司】金氏世界紀錄《世界最大百貨公司》，與其說百貨公司，說是一個小城市也不誇張；
購物城內無奇不有，要什麼有什麼。藝廊、溜冰場、公園、文化中心等各種優閒娛樂空間，應有盡有，
深受觀光客及全家同樂的遊客喜愛。此外，全球最新流行產品的各大知名名品店入駐，是身為購物狂
的您千萬不可錯過的好地方。依照四季與季節不同，還舉辦有各種時裝秀以及其他各種多采多姿的活
動，到訪前不妨事先跟百貨公司確認活動表演時間表。Centum City 歷史雖短，但由於其名聲遠，因
而使其立即躍身成為《購物必訪之地》。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長腳蟹餐(兩人乙隻)+蟹膏炒飯 (晚餐) 韓式壽喜燒+季節小菜 

住宿：2015 年全新開幕 THE MARK HOTEL 或 阿爾班城市 ARBAN CITY HOTEL 或 HILLSIDE HOTEL 或 B.CENT 

HOTEL 或 BEST IN CITY 或 LAMER HOTEL 或 GnB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人蔘專賣店樂肝寶名品彩妝店3D奧妙藝術館40階梯文化觀光主
題街國際市場光復洞時裝街PIFF國際電影廣場海雲台電影大道
(THE BAY 101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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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肝寶】樂肝寶成分除了枳柜樹之外 更添加紅景天和野紅花兩個主要成分，這就是和一般保肝品最
大的不同 ！紅景天和野紅花能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刺激腦功能、調節血糖、解肝毒，更能修復肝細胞 
對抗脂肪肝和各項肝疾病。所以 樂肝寶不單針對肝臟功能維持 也對腦部循環和全身器官含氧量有幫
助。  
【名品彩粧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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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奧妙藝術館】館內收藏了多種有趣的美術作品，宛如走入了奇幻世界一般，除了可以觀賞多幅臨
摹的世界名畫，更能夠經歷身在畫中的神奇體驗，挑戰自己的視覺界限。  
食尚玩家節目介紹【40 階梯文化觀光主題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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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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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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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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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雲台電影大道】韓國釜山電影節舉辦地，有知名電影人的手印簽名及各項電影相關裝置藝術，沿
路可看到韓國電影的介紹，也是觀賞廣安大橋美景的好地方。 
【THE BAY 101】釜山新興的賞夜景景點，並躍升成為海雲臺著名景點。營運著咖啡廳、展覽館、餐
廳等。夏季時開放頂樓陽台與戶外座椅區，可吹著涼爽的海風，欣賞周邊夜景。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韓式豆腐鍋十季節小菜 (晚餐) 傳統韓式烤肉 
住宿：THE MARK HOTEL 或 阿爾班城市 ARBAN CITY HOTEL 或 HILLSIDE HOTEL 或 B.CENT HOTEL 或 LAMER 

HOTEL 或 BEST IN CITY 或 GnB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6天 土產店釜山高雄 
【韓國土產店】選購伴手禮，這裡販售韓國土特產，種類玲瑯滿目，有泡菜、海苔、韓式餅乾、糖果，
韓服公仔等，應有盡有，您可再此一次買足回台後致贈親友的禮品。 
接著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釜山國際機場，由導遊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小港機
場，結束豐富快樂的韓國行程。 
註 1：行程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貼心小叮嚀： 素食文化:韓國是一個沒有素食的國家，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皆以香菇火鍋
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韓國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 / 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韓國政府
近年推行《因應環保節能減碳》，政府規定氣溫未高於 26 度不能開冷氣空調，未低於 18 度不能開暖
氣空調，敬請見諒。 
※參加本行程應付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200 元 x 天數或等值外幣；飯店內
行李托運、整理房間等小費約 1000 韓幣。 房間吧台上零食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
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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