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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 國 K O R E A 

《韓國環島遊》世 產 文 化‧海 岸 列車‧4 晚 釜 山‧米芝 蓮 美食 

 
6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KSB11 天 

 

入境需知 • 任何人士不論接種已接疫苗與否均一律免入境隔離 

• 抵埗後 3 天內於仁川機場或指定診所檢測 

• 持香港特區護照或 BNO 人士無需簽證 

• 起飛前 48 小時核酸陰性檢測報告或 出發前 24 小時診所/醫院快測抗原陰性報告 

• 登機前 72 小時於於網上申請 K-ETA 電子旅行許可證 (http://www.k-eta.go.kr) 

• 出發前到 Q-CODE 檢疫情報預先登記系統填寫個人資料，便能獲得入境審查掃描的

二為碼( http://cov19ent.kdca.go.kr)  

• 需購買旅遊保險，「縱橫旅安心」已涵蓋 Covid-19 保障 

 
全包項目 

• 抵埗及回程前 48 小時共 2 次檢測 

• 回港指定隔離酒店連 3 餐膳食 

 

 
• 連泊 4 晚釜山首爾及青松大明渡假村, 減省舟車勞頓 

• 利川 Premium Outlet, 南浦洞, 明洞自由時間盡情享受購物樂 

• 韓式美食魚鮑魚牛助骨、皇帝潛艇龍蝦餐及米芝蓮推介人蔘雞    

    

優質住宿 

悉心安排 

 

http://www.k-eta.go.kr/
http://cov19ent.kdca.go.kr/


   

   

   

  

當地美食 

KSB11: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效 

 

ACCOMMODATIONS & 

MEALS 嚴選宿泊 

米芝蓮推介美食 

「滿足銷魂五香豬腳」 

使用八角、五香、肉桂、山楂等 100 多種藥材
燉煮附有豐富膠原蛋白的豬腳，韓國知名美食
節目 YTN 食神之路中推薦的美食，是入選米
芝蓮推介的常客，質素絕對有保證。 

 

「皇帝潛水艇龍蝦」 
 

釜山的海鮮非常出名，來到這裡怎能不嚐豐富

的海鮮餐？鐵盤裡的海鮮份量一捧出來已令您

目瞪口呆，包含了龍蝦、雞、鮑魚等海鮮，加上

鮮甜湯底，基本上不用點醬料，只吃海鮮的鮮甜

已十分足夠。 

釜山皇冠海港酒店 
Crown Harbor Busan Hotel 
位於熱門的南浦地區，交通便利，步行幾分鐘即可抵達中央地鐵

站（Jungang Subway Station）（釜山 1 號線），輕鬆前往釜山

各個鄰近地區。房間面積約 300 尺住宿安排附免費 WiFi, 每日

客房清潔服務, 自助洗衣設備, 郵寄服務, 代客叫車服務，旨在為

客人提供最舒適的體驗 

Shilla Stay 

新羅舒泰酒店 
THE SHILLA 是韓國一個知名的集團， 旗下有新羅免稅店。由

世界著名建築設計師操刀，以享譽盛名的簡約設計風格營造出

舒適安逸的住宿空間，房間面積大約 200 平方呎，設備齊全，

酒店全館提供免費 wifi，。 

「鮑魚炆牛肋骨」 
 

炆牛肋骨是韓國傳統食物，很多人到韓式餐

廳是必定會點的一道菜，吸收醬汁精華，軟稔

入味。 



   

 

   

      
KSB11: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效 

 

SIGHT-SEEING 

人氣行程 

釜山最大海鮮市場 
           「札嘎其市場」 
 

歐式秘境花園 
          「PINNACLE LAND 

PINNACLE LAND 

位於忠清南道牙山市，面積超過 8 萬平方米，園內種植了水杉、櫸樹、紅

松等大大小小的植物。植物園的頂峰保留了 Pinnacle Land 曾作為採石場

的痕跡。珍景山水的荷花池是為了 20 世紀 70 年代建造牙山灣防波堤後

廢棄的採石場的基礎上建起人工瀑布、荷花池、畫。 

彩繪藝術 
        「平澤湖藝術公園+湖木船」 
 
由平澤湖與周邊茂盛的樹林共同形成的水邊觀光地。有野餐場、

散步道、人工景觀等各種便利設施。在藝術公園內更有色彩豐富

的彩繪藝術作品，有韓國傳統民俗、國樂等等。 
平澤湖藝術公園+湖木船 

釜山四大浪漫海灣天空步道之一 
         「青沙浦玻璃底海岸展望臺」 
位於海雲臺區的小小漁村青沙浦，展望臺全長約 72 米，海平面高約 20 米。尾

端設有呈半月形的玻璃地板，由於避免刮傷地板，進入天空步道之前要先在鞋

子外套上保護套，而且緊記穿著平底鞋。其中青沙浦紅白燈塔是不少韓國電影、

韓劇、MV 的熱門拍攝地，包括《Two Weeks》、《波浪預報》等。 

青沙浦玻璃底海岸展望臺 

「海雲台海岸列車乘搭體驗」 

全州韓屋村 

說到韓國釜山代表的觀光區，很多人會直接想到 海雲台海雲台藍線公園更是

把海雲台區附近的三大景點 ( 海雲台海灘-青沙浦展望台→松亭海灘 )給連成

一條觀光鐵道路線！全程約 30 分鐘小火車運行的速度並不快,但從上空往下

看海雲台一帶的海景風景怡人 

 

。 

 
是釜山最大的海鮮市場。來到札嘎其市場，你可以體驗阿珠媽的叫賣

功力、市場魚貨的擺盤藝術，還可以現吃生章魚、帝王蟹等新鮮海產，

是喜歡海鮮的旅客來釜山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香港  首爾仁川 【漫遊古城】世界文化遺產] 水原華城、華城行宮 (包門票) 朝鮮太宗時，是

漢城四鎮之一。而保護首都的城池為華城。以海拔143 公尺的八達山為中心修築而成的華城(史蹟第 3 號)，全長約 5,700

公尺 其歷史意義與建築學價值的成為貴重文化遺產。  

全州韓屋村 (早年被「國際慢城聯盟」列為「慢城」,在全球化發展下，致力保存獨有文化和推出活動去延續其地

區的象徵逾七百座傳統更成為全國最大的韓屋群) ~  美食街 ~ 【百年天主教聖堂】殿洞聖堂 ~ 全州南部

市場 

 

)備註⑦ ~  COEX 地下商城(除了服飾店、水族館、泡菜博物館，還有新興打卡熱點「星光圖書館」) 

DAY5 

釜山 (車程約3 小時)  ~大田 大洞天空公園 ~ 大田中央市場 (中部最大的傳統市場，極具規模，是大田市有名的

代表傳統市場。內裡沒有豪華的裝潢，但有著一種本土地道風味。乾濕貨皆有，價錢亦很相宜) ~ 銀杏洞 (大田銀杏洞因主要

是年輕人聚集的街道，而有大田的明洞之稱。流行、景觀、美食、玩樂等兼備)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釜山特色豬肉湯飯 (每人一鍋) 晚餐 市場自理 

DAY3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全州拌飯(每人一)+韓式炒豚肉 (二人一份) 晚餐   南部市場自理 

KSB11: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效 

 

備註②④⑥ 

酒店 

DAY1 【連泊 2 晚】 

 

平澤酒店 

Ramada Encore 

Ramadaencorepyeongtaek.com 

或 

Ramada Pyeongtaek 

Ramadapyeongtaek.com 

 

 

 免費大堂及房間 

全州酒店 

Ramada Jeonju Hotel 

www.ramadajeonju.com 

或 

益山酒店 

Westernlife Hotel 

hotel.westernlife.co.kr 

 

www.amambatel.com/novotel/yongsa

n 或 

Sheraton Seoul  

D Cube City 

 

www.sheratonseouldcubecity.co.kr

或 

Millennium Seoul Hilton 

 

www3.hilton.com 

免費大堂及房間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風味韓式火鍋 晚餐  中央市場自理 

DAY4 

歐式秘境花園+夢幻小農場【PINNACLE LAND】備註 ~ 平澤湖藝術公園+湖木船(由平澤湖與周邊茂

盛的樹林共同形成的水邊觀光地。有野餐場、散步道、人工景觀等各種便利設施)備註 ~ 平澤自然主題植物園 ~ 

松炭觀光特區+平澤中央市場 (1958 年在松炭地區建立美軍機場時自然形成的市場)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鄉土料理 

(每人一鍋) 

晚餐  中央市場自理 

DAY 2 

全州 (車程約2.5 小時) ~ 統營東皮郎壁畫村 (擁有無敵海景村莊由藝術家的巧手繪畫，各處都可以看到美麗精

緻的壁畫是統營拍照 NO.1 景點) ~【臨海休憩公園】李舜臣公園 ~ 統營中央市場 > 釜山 

午餐  航班上 

 

晚餐  元氣牛肋骨 

海鮮餐 

ITINERARY   

釜山 ~【韓劇拍攝地】機張竹城教堂 2009 年為拍攝 SBS 電視台的韓劇《夢想》而搭建的電視劇外景地。天主

教堂旁邊坑坑洼窪的奇妙的寬大石板是全身享受開闊大海的得天獨厚的場所。天主教堂內還設有畫廊，如果幸好是

展覽期間，還可以體驗到意想不到的看點~ 機張傳統市場 ~ 【東釜山名勝】海東龍宮寺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傳統韓式料理 晚餐  韓式 Bulgogi 濕燒 

DAY6 

DAY7 

【連泊 4 晚】 

 

釜山4星酒店 

 

 

Best Western 

Haeundae Hotel 

www.bwhaeundae.com  

或 

Crown Harbour Hotel  

www.crownharborhotel.com 

或  

Solaria Nishitetsu 

Hotel Busan 

nnr-h.com/solaria/busan 

 

釜山~ 甘村文化村(充滿藝術氣息的小鎮，欣賞精緻的彩色房屋、壁畫和現代雕像) ~ 龍頭山公園+釜山塔(外觀) 

~ 南浦洞購物街 (匯聚流行衣飾店舖、電子及工藝品店舖，又有各種街頭小食攤檔 ~ 札嘎其市場 (歷史悠久的釜

山海產市場，可用相宜價格品嚐新鮮海產)  

【超人氣觀光鐵道】Blueline Park 海雲台海岸列車乘搭體驗 (單程約30 分鐘)~  

【釜山4大浪漫海灣天空步道】青沙浦玻璃底海岸展望台 ~ 青沙浦紅白燈塔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韓式定食 晚餐  皇帝潛水艇龍蝦餐 

DAY8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秘製韓式燒烤 晚餐  銀杏洞自理 

 

大田 

Lotte City Hotel 

www.lottehotel.com/city/d 

aejeon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EM=VTY_SI_3569_SEOULDCUBECITY_PROP_OVERVIEW&propertyID=3569&language=en_US&localeCode=en_US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EM=VTY_SI_3569_SEOULDCUBECITY_PROP_OVERVIEW&propertyID=3569&language=en_US&localeCode=en_US


   

   

   

 

牌照號碼:350217 KSB11 (JUN)-ITX2022M 製表日期:07 APR 2022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1)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

準，恕不另行通知。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

待安排為準。 

3)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4) 酒店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5) 自費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自費活動一覽表。客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各項自

費活動。 

6)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7) 如團中有客人不進食牛肉，可以提早通知導遊， 

導遊會再與餐廳要求，而韓國餐廳 也會因應季節的食材再事先作準備。如餐

廳未能滿足閣下的食物要求，將以韓式年糕餃子湯料理或其他餐食代替，敬請

留意。 

8) 海鷗出現的數量多少受眾多客觀因素影響，如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敬請見諒。 

如遇停航，將不會有其他景點補償或退回門票。 

9) 如遇果園關閉或天氣問題影響收成，將另行安排品嚐時令水果，敬請見諒。 

10) 核酸檢測辦理費用需由客人自費, 敬請留意. 
11)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 備註 

有更多精彩資料，請以下方 QR CODE 下載: 

仁寺洞傳統大道 這裡有很多的畫廊、古董和民俗工藝品店, 但也有很多很好逛的路邊攤不可錯過的就是體驗韓國傳

統文化了, ~ 明洞 (聚集了流行時尚物品與護膚化妝品的購物天堂) ~護肝產品專賣店~ 首爾仁川  香港 

大田 (車程約 1.5 小時)  ~ 利川 Lotte Premium Outlets 充滿異國情調的建築物內約有 40 個國際

知名品牌，常年以定價折扣 25~65%的優惠價格販售,這裡的部分產品甚至比免稅店還要便宜~ 首爾 

 

KSB11: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生效 

效 

DAY9 

DAY10 

DAY11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Outlet 自理 晚餐   醬油蟹+鮑魚炆牛肋骨 

(每人 1 隻 鮑魚)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弘大自理 
晚餐  滿足銷魂五香豬腳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明洞自理 晚餐  航空上 

※包回程核酸檢測辦理~南山公園+N 首爾塔 (在首爾市中心，山頂可俯瞰首爾景色) ~人蔘專賣

店 ~ 弘大潮流區 (聚集了各式各樣的服飾店、潮流商店、美妝店及餐廳等) 

 

【連泊 2 晚】 

首爾4星酒店 

Ibis Styles 

Ambassador Seoul 

Yongsan 

或 

Courtyard Marriott 

Namdaemun Hotel 

www.marriott.com/hotels 

或 

Shilla Stay 

(光化門區/麻浦區) 

m.shillastay.com/ 

【A】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航班延誤： 
購買「縱橫旅安心」(環球基本計劃及環球尊尚計劃)之客戶可向保險公司
申請索償。現金賠償：首 5 小時延誤可獲 HK$300，其後每滿 10 小時延
誤可獲 HK$700，最高可獲 HK$2,000。 

【B】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更改原定住宿(不論是否因航班延誤而引起)： 

上限為: ‧「環球基本計劃」: HK$10,000 ‧「環球尊尚計劃」: HK$40,000 
＞如被安排入住非酒店類型之免費休息區(如體育館、學校、社區中心
等)，本社會向原定酒店爭取退款，之後再作通知。 
‧若更改住宿是因航班延誤而引起，僅可獲以上 A)或 B)其中一項賠償。 

【C】 如遇天氣影響以致取消景點： 

‧請保留額外酒店住宿及交通費用之收據，以便向保險公司申索。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保單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如有任何爭
議，一概以英文為準。 
‧天氣影響情況下，會以客人安全為首要重點。如安排上未能滿足客人情
況下，懇請客人諒解。 

 

◼如遇天氣影響以航班延誤、更改原定住宿或取消景點之安排 

備註 9,10 

【首爾仁川來回】 

KE607 

香港 
00:45 

KE608 

首爾仁川 
19:45 

首爾仁川 
05:25 
香港 

2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