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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9A1.夢想釡山大邱雙城五日遊 

直售特價: 

特別說明:鑑於目前釡山航班尚未正式恢復正常,景點安排及餐食順序暫供參

考,待正確航班下來後再作調整敬請包涵! 

 

 

 



 

謝謝您讓我帶您遠遊四方 宏觀全球  為您完成每一趟快樂的夢想假期～ 2 

交觀甲 7258 北品字 1827 旅遊熱線:886+2+25412689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23號4樓之(http://www.acfgit.com) 

 

●參考航班:  
 

搭乘航空 出發日期 出發地 目的地 航班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台北 TPE 釜山 PUS CI-184 07：45 11：05 

釜山 PUS 台北 TPE CI-187 20：00 21：20 

 台北 TPE 釜山 PUS CI-184 07：45 11：05 

釜山 PUS 台北 TPE CI-185 12：05 13：20 

 台北 TPE 釜山 PUS CI-186 15：40 19：00 

釜山 PUS 台北 TPE CI-187 19：30 20：50 

釜山航空  台北 TPE 釜山 PUS BX-794 13：15 16：25 

釜山 PUS 台北 TPE BX-793 11：05 12：25 

※ 因應航班時間不同，行程順序將有所更動，內容不變。 

行程簡介 

第 1天 桃園國際機場→金海國際機場→宵夜：炸雞(1房 1隻)+cass 

 敬請自理 

 機上或自理 

 視航班安排 

 海雲台 or ASTI or SORALIA or HARBOR CROWN or 同級 

 炸雞(1 房 1 份)+2 瓶 cass 風味啤酒 

接機後前往飯店後公司照帶大家享用韓劇有名的星星宵夜炸雞餐給大家填飽肚子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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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
天 

釡山→大邱→Sea life愛來水族館+美人魚秀→韓國最大炸雞體驗
主題公園～噹噹樂園/DIY體驗(午餐) →泡菜學校 DIY+韓服体驗
→SPA VALLEY水世界+汗蒸幕+露天溫泉+迷你動物園→內用韓
式風味餐 季節性特色 

 飯店內用 

 【噹噹炸雞主題樂園+DIY 炸雞】 

體驗時間 約 1 小時 (含現炸炸雞一份+飲料無限)，在工作人員的解說下，讓您瞭解炸雞體

驗的活動與過程，還可與樂園內各式各樣可愛的造型雞合影。 

 SPA Valley 內用韓式季節性風味餐 

 慶洲大明渡假村韓式炕房 or COMMODORE or 大邱 IN STAR 同級 

【愛來水族館(真人美人魚表演)】 

水族館位於新世界百貨 9 樓，水族館分幾個部分。有 Ocean Voyage, Mystic River, Animal Park 和 Fantasy Wave。

每個區各有特色和不同的主題，一天有六次的真人美人魚表演，非常值得一遊。 

噹噹炸雞主題樂園: 

大邱最有人氣的炸雞，最大的特色

是可以親手製作美味的炸雞，這是

一個非常有趣的特別體驗，從生雞

肉到裹粉到下鍋炸，每一個步驟都

可以親自參與，有老師在一旁指

導，跟著老師的步驟做，就可以做

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炸雞，還可

以製作屬於自己的炸雞盒，設計彩

繪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店家在用餐

區還提供咖啡，可樂等飲料無限暢

飲，讓您搭配自己做的炸雞，大快

朵頤一番，除了自己做的炸雞之

外，老闆還慷慨贈送已經炸好的 

550 cc 的杯裝炸雞一份，大份量讓您吃得滿足，喜歡炸雞的您，一定要來噹噹炸雞，體驗這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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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 

【SPA VALLEY水上樂園】 

有健身房、紀念品販賣部，2 樓有全身按摩指壓池、戲水池、 UK-Ball 汗蒸幕、速食店、洞窟汗蒸

幕、睡眠室等，4 樓有大溫泉湯(陰陽五行湯、 UK-Ball 三溫暖、黃土睡眠室、露天池、負離子體驗

室)、戶外水上世界波浪池、流水池、滑水道、水球池、跳水池、露天溫泉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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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 DIY】 

由韓國專業道地的老師傅，講解山東大白菜的醃漬，及泡菜醃料的製作過程，接著在師父的帶領下

再由貴賓們戴上乾淨的手套一層一層的刷在大白菜葉中，在融洽的氣氛中完成泡菜的製作。 

【韓服體驗】 

親自穿著傳統韓服，韓服的線條兼具曲線與直線之美，尤其是女式韓服的短上衣和長裙上薄下厚，

端莊閑雅，透露著東方思想和超世脫俗之美的完美結合，您可拿著相機隨意拍攝，留下永恆回憶。 

 

第３
天 

金海洛東江鐵路自行車→紅酒洞窟(紅酒+餅乾 or 起司品嚐)→金
海加耶主題樂園(四季花園+3D立體影像秀+塗鴉秀 GAYA王國)→
西面鬧區→晚餐自理 

 飯店內用 

 韓式百年蔘雞湯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慶洲大明渡假村韓式炕房 or COMMODORE or 大邱 IN STAR 同級 

【金海洛東江鐵道自行車(四人一台)】 

金海洛東江鐵路自行車全程來回約 3 公里，是穿越鐵橋，能飽覽洛東江景色的休閒運

動。不僅能感受踩著鐵路自行車行經復古鐵橋的特別體驗，還可與附近的紅酒洞窟一

併遊覽，更添樂趣。 

  【紅酒洞窟】 

用隧道改建的紅酒洞窟，目前是用來展示.販賣金海的特產---覆盆子紅酒的地方，洞窟

還包含可以和吉祥物覆盆子少女的照相區、光之隧道和 3D 立體畫作供客人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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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耶主題公園】 

位於慶尚南道金海市，是古代傳說中的駕洛國首露王的首都。加耶是位於朝鮮半島南

部洛東江流域由弁韓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聯盟，由許多小的城邦組成。加耶後被朝鮮

半島三國之一的新羅所吸收。公園也是 2010 年 MBC 電視劇《金首露》的拍攝地，由

講述加耶歷史故事的展示館——加耶王宮太極殿、王后殿；加耶文化展示館——日本

館、印度館；室外展示區、演出廳等組成。為了配合金海市豐富的旅游資源、促進金

海市經濟發展而開發的觀光主題公園，在這裡可以通過遊戲、體驗活動、展覽等來看、

來聽、來感受完整的古加耶的燦爛歷史。致力於打造為忙碌的現代人提供休息的日常

休閒空間，能夠和家人、戀人、朋友一起體會多樣文化的綜合文化空間。 

【塗鴉秀之加耶王國】 

全世界盛讚最初且唯一的美術演出，塗鴉秀與加耶主題公園合作的塗鴉秀~加耶王國

全新亮相。每一個瞬間都帶給您靜態與奇幻的塗鴉秀之加耶王國，絕對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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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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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
天 

人蔘專賣店→星肝寶→彩妝保養品免稅店→雜貨土產(免費裝箱)→
安冬粉絲雞→樂天免稅店 

 飯店內用 

 安東粉絲雞風味 

 馬鈴薯燉豬骨湯風味 

 特一五花樂天 or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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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彩妝店】愛美的女人們一定可以在這挑選最新款最 hito 彩粧品，而除了購買外，有部份店家

特別提供免費彩粧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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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肝寶】經韓國肝病研究所羅天秀博士精心研究，用高低分子分離方法，選取了對肝病機能有保

健及醫療作用的高分子多糖體，命名為 HD-1。HD-1 能將人體內有害物質或低分子物質吸收並將排

出體外，藉此減少肝臟負擔，提高肝臟再生及肝機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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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天百貨免稅店】 

為韓國規模最大、產品最新的韓國代表免稅店。在這裡可以一次滿足您購物的需要，可稱是世界流

行重鎮的免稅店，可充分享受購物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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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天 甘川洞文化村→松島雲端散步道_→國際市場(南浦洞、光洞
時裝接、PIFF國際電影廣場)～KAKAO FREND旗艦店→
金海國際機場 

 飯店內用 

 豆腐砂鍋+營養飯 

 機上或自理 

 甜蜜的家 

【甘川洞彩繪文化村】甘川文化村是位在山腳下，呈階梯式聚集在一起的房子們以巷弄為中心所形

成的美麗村落，被人們稱為釜山的馬丘比丘。在甘川文化村裡，旅客可以看到各式主題的小房子，

以及巷弄內的造型擺設等，這些都是村民們的創意，旅客也可以跟著村民來場有趣的體驗觀光呢！ 

 

【南浦洞】南浦地下街位於釜山觀光都市的大門─札嘎其與國際市場間，也是釜山國際電影節

的舉辦地點，故也有相當多的外國遊客造訪。這裡有著各種豐富的商品種類，淑女服飾、男性服飾、

休閒服飾、知名設計師服飾、手工藝品、飾品等，是相當適合購物的地下街。 

  【光復洞時裝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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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雲端散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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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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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下紀念照。 

 
【KAKAO FRIENDS 旗艦店】人氣超夯的 Kakao Friends，是韓國人最常使用的手機軟體

Kakao Talk 旗下的卡通人物。店內有超多卡通人物可以讓人瘋狂拍個夠。另外店內的產品也是非

常多樣化、從玩偶、辦公室文具、抱枕、睡衣到廚房用品通通都有！ 而且在台灣都沒有分店～韓

國限定，絕對是一家韓國必買、逛街必去的店！ 

 

【PIFF 國際電影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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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已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本行程的交通住宿及旅遊景點儘量忠於原行程，但有時會因飯店確認及班機時間之故，行程順序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景點或住宿地區順序調整。

若遇特殊情況，如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班機時間調整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情非得已，懇請諒解，並

請於報名時特別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