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向

釜山 行!
走遍三大市景...
Tour code: APP6

6͇ᔹ઼੭̋ካഀ̝ॠ
6 Days Korea Busan delights Tour
釜山、大邱、慶州
Busan, Daegu, Gyeongju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星期四 Thursday
成人團費

12歲以下
（佔床含早餐）

單房差

綜合服務費
（大小同價）

CAD849起

CAD849起

CAD279起

USD50

- 團費已包含所需門票。
- 綜合服務費需在報團時一起付費。
- 7/18 - 8/20旺季付加費CAD130/人。旺季單人房附加費CAD260。
- 接機時間: 1200 / 1700; 送機時間: 1400
中途離團者，需補USD100/人/天費用，其他費用一概不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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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覽韓國人熱門渡假勝地『巨濟島』
『巨濟島』，著名韓劇都到此取景，更吸引不少
觀光人潮前來。
★ 被喻為韓國最美的私人小島『巨濟島外島』
『巨濟島外島』，乘船遊覽『海金剛』
『海金剛』自然界
的鬼斧神工和巨大的岩石一定令您嘆為觀止！
★ 參觀Running Man取景地大邱『馬飛亭壁畫村』
『馬飛亭壁畫村』。
★ 遊訪歷經1500年歲月慶州『佛國寺』
『佛國寺』，大雄殿內精巧的石雕工藝，盡顯當
時新羅文化的登峰造極。
★ 參觀米芝蓮旅遊指南3星推薦的世界級文化遺產『大陵苑天馬塚』
『大陵苑天馬塚』。
★ 『空中步道Skywalk』
『空中步道Skywalk』就建在海岸的最南端，踏上玻璃的表面，體驗刺激
的臨空感。
★ 置身童話世界的『甘川洞文化村』
『甘川洞文化村』，層疊式的彩色房子，充滿文化藝術小
區就是拍照的好地方。
★ 美饌佳餚 :傳統石鍋拌飯，韓式猪骨薯仔鍋、海鮮皇帝潛水艇、韓式烤肉、
南部傳統人蔘雞等。
★ 經驗中文導遊
中文導遊，令你可充分了解當地的文化與知識。
甘川文化村

佛國寺

原居地
Hometown

韓國

Korea

大邱
Daegu

慶州 Gyeongju
釜山 B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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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地

《韓國》釜山

Hometown
《Korea》 Bushan
當天前往韓國第二大城 - 釜山，也是韓國最大港口。

釜山

Busan
當天抵達釜山機場後，導遊接機，專車送往酒店休息。
酒店Hotel : Standford Inn或 Value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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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飛亭壁畫村】
【馬飛亭壁畫村】整個村莊的壁畫主題只有一個，風格很一致，
就是一幅描繪著鄉下農村純樸生活的圖畫。這個壁畫村因為
running man而聲名大噪。
【天馬塚】為新羅特有的積石木棺墳。在封土內部有以石頭堆積
【天馬塚】
成的積石層，中央放著木棺與墓主屍身。出土的文物共計有
11,526件，而其中的天馬圖為韓國古墳中首次出土的珍貴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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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蔘專賣廳 - 韓流化妝品店 - 護肝寶專賣店 - APEC 世峰
樓(外觀) - 海東龍宮寺 - 松島SKY WALK (早/午)

Ginseng Shop – Cosmetic Shop - Korea Bo KanYeong Shop Nurimaru APEC House(outside) - HaedongYonggungsa –
Songdo Cloud Trails (B/L)
酒店Hotel : 釜山Standford Inn 或 Value Hotel 或同級

巨加跨海大橋 - 海底隧道 - 巨濟島(外島海上花園 + 船遊
海金剛) - 風之谷 大邱 (早/午/晚)

Geoje Fixed Link- Busan Harbour Tunnel–Geoje Island (Sea
Garden + Haijingang) - Valley of the Wind
Daegu (B/L/D)
酒店Hotel : Inter-Burgo或Exco Hotel 或同級
備註：如因天氣或其它突發原因影響不能坐船到外島及海金剛，
本公司將安排其他景點取代。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海東龍宮寺】
【海東龍宮寺】原名普門寺，是韓國三大觀音聖地之一。寺裡
還有以單一石材建成的韓國最大石像，高約10m的海水觀音大
佛，又被稱為東海笠岩佛的藥師如來佛。

【巨濟島外島海上花園】
【巨濟島外島海上花園】巨濟島是韓國境內僅次於濟州島的第
二大島嶼，一年四季氣候宜人，其中以外島海上農園和海金剛
最爲出名，是個具有希臘風情、遍植熱帶植物的海上花園，不
少電影電視劇拍攝組到島上取景。
【巨濟島風之谷】
【巨濟島風之谷】位於道場浦遊覽船碼頭旁的小山丘，最引人
注目就是獨自矗立的巨大風車。更吸引了許多連續劇前往拍攝，
如《夏娃的花園》、《旋轉木馬》以及知名旅遊綜藝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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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展望台 - 馬飛亭壁畫村
馬塚)
釜山 (早/午/晚)

慶州 - 佛國寺 - 大陵苑 (天

E .World 83Tower - Ma Feiting Mural Village
Gyeongju –
[UNESCO Worl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Bulguksa
– Daereungwon Royal Tomb
Busan (B/L/D)
酒店Hotel : Standford Inn 或 Value Hotel 或同級
【佛國寺】位於慶尚北道慶州市，是韓國新羅古都慶州最著名
【佛國寺】
的佛教寺院，其名象徵人間華麗而莊嚴的佛國，是修道者修練
佛法的地方。1995年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松島
【松島SKY
SKY WALK 】當地最新的賞海地點，玻璃橋透視橋下的
海浪，接近海的深處，從空拍看去，就是一片無邊際藍色大海，
是全韓國最長的海上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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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川文化村 - 土產店 - 札嘎其海產市場 - 南浦洞購物
原居地 (早)

Gamcheon Culture Village– Local Shop - Jagalchi Market–
Nampo Dong shopping district
Hometown (B)
註：請選擇1700以後起飛航班。Please arrange flight after
1700。
【甘川文化村】又有韓國馬丘比丘的稱號，村落的起源是50年
【甘川文化村】
代韓國戰爭以後難民避難於此，形成這個依山而建的聚居地。
色彩繽紛的房子猶如排列整齊的小積木層層疊疊，絕對讓人流
連忘返！
（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并保留本行程之變動權及變換旅館之權利，
和因季節性關係，膳食与旅館方面有更改之可能性，團員不得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