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咨询处

관광안내소

24小时旅游翻译咨询服务 1330

釜山综合旅游咨询处

253-8253

C4

465-3471

C4

김해공항(국제선) 관광안내소

973-2800

B3

김해공항(국내선) 관광안내소

973-4607

B3

502-7399

E1

부산역 관광안내소

441-6565

C4

태종대 관광안내소

860-7876

C5

242-8253

C4

441-3121

C4

중구 관광안내소

254-5504

C4

송정 관광안내소

749-5800

F3

749-5700

F4

749-5710

F4

610-4216

E3

818-1330

D3

607-6395

E5

国际旅客码头旅游咨询处

국제여객터미널 관광안내소

金海机场(国际航线)旅游咨询处

金海机场(国内航线)旅游咨询处
老圃洞咨询处

24시 관광 통역 안내 서비스 1330

부산종합관광안내소

노포동 관광안내소

釜山站旅游咨询处

太宗台旅游咨询处
昌善旅游咨询处

창선 관광안내소

釜山外国人服务中心
中区旅游咨询处
松亭旅游咨询处

부산외국인 관광안내소

海云台综合旅游咨询处
迎月路旅游咨询处

해운대종합관광안내소

달맞이길 관광안내소

广安里U-旅游咨询处

광안리 U-관광안내소

医疗观光综合指南中心

海波蓝路旅游咨询处

의료관광종합안내센터

해파랑길 관광안내소

紧急呼叫 119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 Emergency Ready App
文化观光解说员解说 (区号 051)

응급상황 시 119

문화관광해설사 안내

文化观光解说员是为游客提供解说服务的专业解说家, 他们将韩国的的文化遗产和旅
游资源生动有趣、言简意赅地介绍给游客。
관광객들에게 우리 고장의 문화유산, 관광자원 등에 대하여 재미있고 알기 쉽게 해설서비스를 제공해주는 전문해설가입니다.

•解说预约及咨询 해설예약 및 문의 : 釜山观光公社 부산관광공사 ☎780-2168

•解说时间 해설시간 : 平日 / 周末 / 法定节假日 평일, 주말, 공휴일 10:00~17:00
梵鱼寺

金井山城

508-3724

D1

888-6875

D2

金刚公园

555-1743

D2

釜山渔村民俗博物馆 363-3333

福泉博物馆

忠烈祠

水营遗址公园

近代历史馆

龙头山公园

40阶梯文化馆

D2

544-4263~4 E2
523-4223~4 E2
610-4371

E3

253-3845~6 C4
246-8153

C4

600-4041

C4

初版日期 : 2015年 12月、第5版

白山纪念馆

东三洞贝冢展示馆

600-4068

C4

403-1193

C5

临时首都纪念馆

583-2923

E2

244-6345

C4

五伦台韩国殉教者博物馆
釜山文化体验馆

UN纪念公园
太宗台公园

没云台

甘川文化村

610-7156

D4

625-0625

D4

860-7866

C5

220-4621

A5

070-4219-5556 B4

釜山城市观光巴士 464-9898 / 714-3799 C4

CMYK

CMYK

ꆘ㿋䎛㚖䋑

露⚥俒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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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busan.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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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咨询




航空社 항공사



大韩航空












济州航空

























釜山航空
真航空






색인목록

机场·火车站·客运站 공항·역·터미널

霍默斯酒店(750-8000)

釜山国际游客码头(463-3068)

C4

金海国际机场(974-3114)

B3

釜山国际游轮码头(405-6154)

釜山站(1588-7788)

釜山综合巴士客运站(1577-9956)

西部长途巴士客运站(1577-8301)

沿岸旅客码头(400-3399)

旅游住宿业所 관광숙박업소

C5

C4
E1
C3
C4

F3

釜山乐天饭店(810-1000)

D3

釜山乐园大酒店(742-2121)

F3

釜山威斯汀朝鲜饭店(749-7000)

F4

海云台格兰德饭店(740-0114)

F3

釜山柏悦酒店(990-1234)

E3

农心饭店(550-2100)

釜山康莫德酒店(466-9101)
特二级宾馆 특2급호텔

釜山贝斯特韦斯特UL酒店(801-9900)

釜山水宫酒店(756-0202)

帕拉昆饭店(328-2001)

国际观光饭店(642-1330)

釜山黎明海滩酒店(752-3210)

东釜山观光饭店(727-9991)

米拉波观光酒店(866-7400)

D2

C4

D3
E3
C3

E3

D4
E4
D1
D3

Benikea Hotel Press(611-0003)

E3

釜山阿里郎观光饭店(463-5001)

C4

釜山观光饭店(241-4301)

松亭观光饭店(702-7766)

特一级宾馆 특1급호텔

釜山诺富特大使酒店(743-1234)

一级宾馆 1급호텔

釜山宜必思大使酒店(930-1100)

釜山塔山酒店(243-1001)

饭店里韦拉海云台(740-2111)

釜山lllua酒店(744-1331)
红鹳饭店(310-8500)

Aventree釜山酒店(260-5001)
二级宾馆 2급호텔

广场饭店(464-3141)

东方饭店(552-9511)

拉斯维加斯观光酒店(206-0472)

釜山海滩酒店(231-0750)

松岛沙滩酒店(254-2000)

C4

F3
D3
C4
F3
F3
B4
C4

C4
D2
B4
C5
B5

乌托邦观光酒店(757-1100)

城堡海滩饭店(757-2500)
第一观光酒店(465-4011)

广场观光酒店(463-5011)

希尔塞德酒店(464-0567)



家庭宾馆·酒店式公寓 가족호텔·콘도·기타


格拉里酒店式公寓(746-8181)

金刚国民饭店(554-3235)

健吾海云酒店(933-4300)

KOLON海云酒店(933-1000)

釜山观光公社ARPINA青年旅舍(731-9800)

E3
E3
D4
C4
C4

F3
D2
F3
F3
E3

巴雷德西兹酒店式公寓大厦(746-1010)

F3

釜山东横INN酒店(西面)(638-1045)

D3

釜山皇冠港湾酒店(678-1000)

C4

釜山东横INN酒店(釜山站Ⅰ)(466-1045)

C4

釜山东横INN酒店(海云台)(256-1045)

F3

釜山东横INN酒店(釜山站Ⅱ)(442-1045)

韩华度假村(749-5500)

海云台 Centum 酒店(720-9000)

观光游园地 관광유원지

40阶梯文化观光主题街(600-4041)

APEC渡口公园(888-6691~9)

C4

E4
E3

C4
E3

UN纪念公园(625-0625)
甘川文化村(220-4064)

广安大桥(Diamond Bridge)(780-0077)
金刚公园(555-1743)

金刚植物园(582-3284)

金莲山青少年修练院(625-0709)
釜山APEC世峰楼(743-1974)

多大浦梦之夕阳喷泉(220-5891~3)
迎月路(749-5700)

大新公园(244-8155)

东菜温泉(550-4681~2)

D4
B4
E4
D2
D2
E3
E4
A5
F3
C4
D2

冬柏公园(743-1974)

F4

大海·光美术馆(610-4216)

E3

没云台(220-4528)

釜山市民公园(850-6000)
BIFF广场(600-4042)

三乐生态公园(310-4088)
三井The Park(811-8800)

上海街(441-3121)

宋象贤广场(850-6081)
神仙台(607-4545)

岩南公园(240-4538)

A5

D3
C4
C3
D3
C4
D3
D5
B5


儿童大乐园(809-0251)

影岛大桥(419-4061) 

奥林匹克(雕刻)公园(749-7621)

龙头山公园(860-7820)

乙淑岛候鸟迁徙地(220-4068)
二妓台(607-6398)

中央公园(860-7800)

朋友之街(440-4065)

太宗台游园地(405-2004)

海云台尾浦码头(1688-3353)
华明生态公园(309-2031~4)
华明植物园(888-6946~7)

荒岭山体育运动公园(605-4128)
清川文化村(403-1861)

运动·体闲运动设施 스포츠·레저시설
广安里海洋休闲体育中心(622-0201)

多大浦海洋休闲体育中心(070-7752-8683)
东莱贝内斯特高尔夫俱乐部(580-0300)

Lets Run Park釜山庆南(赛马公园)(901-7114)
釜山帆船运动联合会(747-1768)

SEA LIFE 釜山水族馆(740-1700)

D3
C5
E3
C4
A4
E4
C4
D3
C5
F4
C2
D2
D3
C5

E4
A5
E2
B2
E3
F4

釜山地方公团 SPO1(自行车竞赛公团)(1577-0880) E1

釜山乡村高尔夫俱乐部(508-0707)
水营湾帆船竞技场(740-2211~6)
斯库巴潜水(746-0528)



亚运会乡村高尔夫俱乐部(720-6000)
风帆冲浪(747-6175)




海云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726-8000)

文化遗址 문화유적지
龟浦倭城(309-4062)



金井山城(519-4081)

机张邑城(709-4064)

机张竹城里倭城(709-4064)

E1
E3
D2
G2
E3
E3

C2
D2
F2
G2

机张乡校(709-4064)

F2

东莱乡校(550-4160)

D2

东莱邑城址(550-4488)

E2

梵鱼寺(508-3122)

D1

子城台公园(440-4888)

D4

忠烈祠(523-4223)

E2

三光寺(808-7111)

长安寺(727-2392)

海东龙宫寺(722-7744)

展示馆·博物馆·纪念馆 전시관·박물관·기념관
BEXCO(740-7300)

D3

F1

G3

E3

LG科学体验馆(808-3600)
江西艺术村(972-3912)

国立釜山国乐院(811-0040)

国立海洋博物馆(309-1900)

金井文化会馆(519-5651)

洛东江文化馆(200-2513)

洛东江河口Eco中心(209-2000)
东三洞贝冢展示馆(403-1193)

东亚大学校博物馆(200-8491~3)
朴次贞医师生家(550-4682)

白山纪念馆(600-4068)

福泉博物馆(554-4263)

釜山近代历史馆(253-3845)

釜山大学校博物馆(510-1838)

釜山文化会馆(607-6041, 6222)

釜山民俗艺术馆(555-0092)

釜山博物馆(610-7111)

釜山市立美术馆(744-2602)

釜山市民会馆(630-5200)

釜山渔村民俗馆(363-3333)

釜山女子大学茶博物馆(850-3112)
釜山电影摄影工作室(731-6526)

D3
B3
D3
C5
E2
B4
B4
C5
C4
D2
C4
E2
C4
D2
D4
D2
D4
E3
D3
D2
D3
E3

釜山浦民俗博物馆(803-4300)



釜山海洋自然史博物馆(553-4944)

水产科学馆(720-3061)

水营民俗艺术馆(752-2947)

电影的殿堂(780-6000) 

五伦台韩国殉教者博物馆(582-2920)

D3
D2
G3
E3
E3
E2

禹长春纪念馆(550-4478)

D2

临时首都纪念馆(244-6345)

C4

乙淑岛文化会馆(220-5321)

百货店 백화점

乐天百货店(东菜店)(605-2500)
乐天百货店(釜山店)(810-2500)

乐天百货店(Centum city)(730-2500)

釜山乐天城(光复店)(678-2500)

B4

D2
D3
E3
C4

新世界百货店(Centum city)(1588-1234)

E3

NC百货店(海云台)(862-2001)

F3

NC百货店(西面)(794-7000)

D3

现代百货店(667-2233)

NC百货店(釜山大)(509-7000)

购物中心 쇼핑센터

庆星大学校前购物街

NEWCORE奥特莱斯(209-5000)

D3

D2

D4
B4













劳迪奥阿乌雷

乐天MALL东釜山店(901-2500)

日内喜菜(Renecite)(319-5000)
釜庆大学前购物街

釜山观光购物中心(254-6007)
釜山大学前购物街

釜山Premium奥特莱斯(1644-4001)
釜山大贤地下商城

Save Zone购物城(740-9000)
Sfunz Square(740-0800)

Judies Taehwa百货店(667-7000)
釜山旅游纪念品店(746-9061)
APPLE奥特莱斯(559-1500)

自由市场 재래시장

黄金主题一条街(633-3275)
龟浦市场(333-9033)

国际市场(245-7389)

釜山德帕特(246-0131)

釜山自由批发市场(632-8785)
釜山镇市场(646-7041)

釜山和平市场(646-6561)
釜田超市城(809-0863)

F3
G3
C3
D4
D4
D2
F1
D3
C6
F3
D3
C6
C3

D3
C2
C4
C4
D4
D4
D3
D3

札嘎其市场(245-2594)

대한항공

(KE) http://kr.koreanair.com

아시아나항공

(OZ) http://www.flyasiana.com

(7C) http://www.jejuair.net

에어부산

(BX) http://www.airbusan.com

진에어



草梁外国人商街(441-3121)
富平铁罐市场(夜市场)

美食城 먹거리타운
比目鱼谷美食城
金泉路美食城

多大浦生鱼片美食城
民乐洞生鱼片中心
山城美食城

西面美食街

松岛生鱼片村，咖啡厅街
札嘎其生鱼片中心
昌善洞美食街

青沙浦生鱼片街

免税店 면세점

金海机场免税店(970-2300)

乐天釜山免税店(810-5000)
新世界免税店(1577-0161)

韩国旅游发展局釜山港免税店(469-7301)

C4
C4
C4

F3
D1
A5

釜山旅游一卡通

철도

김해공항 콜센터

부산관광카드

釜山旅游一卡通？

一卡在手, 可在釜山享受旅游、购物、饮食等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 同时兼备交通功能 (仅限
搭载交通功能的卡片)的特性化预付卡。

釜山观光随我心! 一卡在手，万事OK!

E3

西部城郊巴士客运站

东部城郊巴士客运站

釜山国际游轮码头

1688-9969

부산국제여객터미널

연안여객터미널

(www.busanpa.com)

(www.busanpa.com)

B5

Pan Star游轮

(http://www.diamondbay.co.kr)

C5

NURIMARU号

C4

팬스타크루즈

1688-7680

BEXCO帆船旅行 (旅行、Convention)
(http://www.yachtb.co.kr)

C4

•卡 种 类 : 交通功能兼容卡、无交通功能一般卡

•优惠政策 : 在釜山的主要观光、餐饮、住宿方面提供折扣优惠
•使用方法 : 可使用信用卡场所直接刷卡结算即可
※ 可能在部分百货店及折扣店使用上受到限制

726-8855

(http://tezrocbusan.fortour.kr)

범선 누리마루호

B3

E3

990-1580
1577-9996

Tiffany 21号 (聚餐、Convention用游轮)
(http://www.coveacruise.com)

•购 买 处 : 釜山旅游咨询处3处(金海机场国内线、国际线、国际旅客码头), 釜山城市旅游巴士咨询处

400-3399

(http://www.panstarcruise.co.kr)

G3

D3

400-1200, 1201
405-6154

부산국제크루즈터미널

游轮 & 游览船 크루즈 & 유람선
다이아몬드베이

1577-9956

동부시외버스터미널

The Bay101帆船俱乐部 더베이101요트클럽 (http://www.blue-marine.co.kr)

D3

1544-7788
1577-8301

釜山国际旅客客运码头

沿岸旅客客运码头

(www.bxt.co.kr)

서부시외버스터미널

船舶 페리

钻石湾

D1

부산종합버스터미널

1666-3060

http://www.airport.co.kr/doc/gimhae/

(www.korail.com)

釜山综合巴士客运站

1588-8000

1588-6200

http://www.jinair.com

铁道·高速·城郊巴士 철도 · 고속 · 시외버스
铁道

1588-2001
1599-1500

제주항공

金海国际航空热线 1661-2626






索引目录 (区号
051)


韩亚航空

교통정보 안내

티파니 21 (파티, 컨벤션크루즈)

BEXCO 요트투어 (투어, 컨벤션)

1577-7721
740-7959

海云台旅游游览船 (海云台 - 五六岛 - 海云台)
해운대 관광유람선 (해운대-오륙도-해운대) (http://www.coveacruise.com)

1688-3353

太宗台旅游游览船

403-9098
405-2900, 3434

태종대 관광유람선

洛东江生态探访船介绍

낙동강생태탐방선

(http://www.btoeco.or.kr)

294-2135

●

机场循环大巴

海云台

공항 교통안내

공항 리무진

运行间隔 : 首班车 6:50, 末班车 22:00 (以国内线为基准)
约30~35分间隔运行
所需时间 : 1小时20分

>

这里是2005年举办APEC峰会的会场。韩文名“Nurimaru”的
含义是指“世界的顶峰”,采用韩国传统建筑形式“亭子”为基
本模型, 设计中完美地将传统与现代两者结合, 给人眼前一亮
的设计感。从世峰楼可以远眺广安大桥, 是欣赏海景与大桥美
景的最佳之地。

< SEALIFE 釜山水族馆

map F4 동백공원 & 동백섬

map F3

❶

축제

二月初

海云台迎月温泉庆典

釜山海洋庆典

十月初

冬柏岛文化旅游庆典

迎月岭人文学庆典

九月初

八月初

九月中旬

十月末

养云中学▶养云高中▶大同公寓▶东部公寓▶白病院▶苌山站▶现代公寓▶来美安海
云台公寓▶尾浦，迎月路入口▶釜山诺富特国宾酒店▶乐园酒店▶海云酒店▶海云台

海水浴场▶格兰德酒店▶威斯汀朝鲜饭店▶Hyperion▶韩华度假村▶柏悦酒店▶庆南
Marina公寓▶奥林匹克交叉路▶Centum Homeplus▶Centum酒店▶水营现代公寓▶
水营交叉路▶广安站▶广安洞▶南川洞▶金海机场

❸

艺人戏剧节

釜山烟花节

(金海机场 → 釜山站)

金海机场▶白医院十字路口▶伽倻homeplus▶伽倻现代公寓▶乐天酒店(百货店)▶西

都市铁道2号线海云台站(3、5号出口) → 海云台海水浴场
方向 → 松林公园入口

面1号街▶最佳西方UL酒店▶现代百货店▶镇市场▶釜山镇站▶釜山站▶东横INN酒
店2(瀛州洞

(釜山站 → 金海机场)

map F3

夕阳西下, 前去寻找鳗鱼胡同吧! 海云台和札嘎其市
场鳗鱼胡同内设有多家鳗鱼料理店, 深受国内外游客
欢迎。

忠武洞▶南浦洞▶光复洞乐天百货店▶中央洞▶东横INN酒店2(瀛州洞)▶釜山站▶釜
山镇站▶镇市场▶现代百货店▶教保文库▶西面judiseTaehwa▶乐天酒店(百货店)▶

伽倻现代公

都市铁道2号线海云台站(3、5号出口) → 海云台海水浴场
方向400米 → 海云台市场内

※忠武洞 出发 : 首班车05:30~末班车19:30
●

都市铁道2号线海云台站(1号出口) → 海云台海水浴场方
向直走200米后左转 → 里维埃拉酒店海云台对面

●

庆典
축제

十月初

十二月初

釜山圣诞树文化节

map E3

❷ 乐天百货店

都市铁道2号线Centum City站(10、12号出口, 利用地下道路)
海云台区Centum南大路35
1588 -1234
都市铁道2号线Centum City站(6、8号出口, 利用地下道路)
(051) 730-2500
海云台区Centum南大路59

❶

map E3

影岛大桥 (开合桥)

map C5 영도대교(도개교)

影岛大桥承载着过去人们生活的悲欢离合, 是韩国唯一的开合式桥梁。由于许些历史原因,
1967年大桥中止了开合动作, 2013年在市政府的推动下, 沉睡了47年的大桥又一次进行了开
合仪式。现在, 每天进行一次开合表演, 慰藉着背井离乡人民那份沉甸甸的乡愁与牵挂。
都市铁道1号线南浦站(8号出口) → 直行200m米

www.shinsegae.com/store

< UN 纪念公园

❶ 富平洞猪蹄胡同
❷ 昌善洞美食街
❸ 札嘎其鳗鱼胡同

<

都市铁道1号线2西面站乐天百货釜山总部附近
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85
(051) 605 - 6021~3
smsmeditour.go.kr / medinabusan.or.kr /
bsmeditour.go.kr (釜山医疗旅游官网局)

map D3
서면지하상가

在都市铁道西面站下车, 即是相通连接的
大贤地下商城和西面地下商街。这里是年
轻人最青睐的购物休闲好去处。各种琳琅
满目的服饰和化妆品应有尽有。
都市铁道 1、2号线西面站地下商街连通
釜山镇区中央大路786西面地下商街
primall.co.kr

< 乐天百货店 (免税店、赌场)
map D3 롯데백화점 (면세점, 카지노)

乐天百货店釜山本店是釜山地区代表百货店之一。从
世界级的著名品牌到日常生活用品, 应有尽有, 选择性
丰富。酒店、免税店和赌场也同在一建筑物内, 给旅客
最大的便利性。
都市铁道1、2号线西面站地下商街连通
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72
(051) 810-2500
store.lotteshopping.com

map C4 자갈치시장

都市铁道1号线札嘎其站(10号出口)
→ 札嘎其1街方向步行300米
中区札嘎其海岸路52
(051) 713-8000
jagalchimarket.bisco.or.kr

map C4
map C4
map C4

❷

❸

都市铁道1号线札嘎其站 (3号出口)附近
都市铁道1号线札嘎其站 (7号出口)附近
都市铁道1号线札嘎其站 (2号出口)附近

■

太宗台方面 循环路线 预约咨询 : www.jumbobus.co.kr / 051-714-3799

釜山站（出发)▶影岛大桥▶天空瞭望台▶75广场▶太宗台▶国立海洋博物馆▶五六岛(返回点)▶龙湖湾游

览码头▶平和公园▶松岛海水浴场▶南浦洞▶BIFF广场▶札嘎其▶釜山站(结束)

主题型路线 预约咨询 : 1688-0098, 051-464-9898

• 历史文化寻访
• 自然生态体验路线
• 途经釜山站夜景路线(单程巴士)
• 途经酒店夜景路线(单程巴士)
• 双层巴士夜景路线
●

出发地点

●

休息日 휴무일

●

费用

●

换乘地点、办法

釜山原都心故事之旅 是釜山市和釜山观光公社将釜山
原来的市中心地区（中区，西区，东区和影岛区）分散的
近代历 史文化资源和釜山的各种可吃，可看，可游，
可购物之处联系起来而构成的一系列观光路线。

출발장소

釜山站 : 釜山站广场阿里郎观光酒店前面 (地铁1号线: 釜山站号出口，火车: 釜山站1号出口)
每周周一 (如周一为法定节假日则正常运行)
요금안내

• 成人 15,000韩币 / 团体(成人10名以上) 12,000韩币
• 少儿及青少年 (5岁以上19岁以下) 8,000韩币 / 团体(少儿10名以上) 6,000韩币
• 换乘 : 成人 5,000韩币 / 小儿 3,000韩币
환승장소 및 방법

• 红线、蓝线、绿线巴士凭一张通票，可在当天自由换乘巴士。
• 海云台与太宗台之间换乘时: (成人 5,000韩币／少儿 3,000韩币) 换乘时产生额外费用。

✻出示提前购买的红线、蓝线、绿线车票后，再次购买太宗台路线换乘车票。
●

主题型路线预约咨询

테마코스 예약안내

• 需提前电话或网上预约
• 购票后仅限使用一次
• 预约者乘车时向司机领取车票
• 预约者乘车后，如果有剩余座席，可以按顺序向司机购买

洛东江生态探访船介绍

원도심 스토리투어

与爷爷、奶奶一起走近的
釜山原都心故事之旅

●

map B4 감천문화마을

낙동강생태탐방선

探访船

• 规 格 : 重量19.9吨(长度 : 18.8米 / 宽度 : 4.3米)
• 定 员 : 总33名(旅客30名, 乘务员3名)
• 速 度 : 10节(时速18千米)

定期路线 : 每周六、日 13:00~15:00(需要120分)

沿着山麓排开的阶梯式小房屋, 将街头巷尾串联成
一个天然迷宫, 处处设有精美的壁画和造型物, 景
色秀丽、极具艺术感。因此被称为韩国的马丘比丘,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都市铁道 1号线土城站(6号出口) → 沙下区
1-1、
西区2、
2-2社区公交 → 甘川文化村下车
沙下区甘内1路200
(051) 293-3443
gamcheon.or.kr

map D1 범어사

梵鱼寺是新罗文武王时期义湘大师建造的 寺庙。
梵鱼寺与海印寺、通度寺一同被称为岭南三大寺
庙。因金鱼和金泉的美丽传说, 便有了金井山梵
鱼寺的美名。
都市铁道1号线梵鱼寺(5号出口) → 90路公交
→ 梵鱼寺下车
金井区梵鱼寺路250 梵鱼寺
(051) 508-3122
beomeo.kr

五六岛海鸥路

map E5
오륙도 갈맷길

奇岩绝壁与大海融合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电影《海云台》拍摄地“五六岛日出公园”就坐
落于此地, 公园内新设的天空步道充满着紧张
与刺激, 为游客带来最大的乐趣。
都市铁道 2号线庆星大·釜庆大站(3、5号出口)
→ 换乘27、131线巴士 → SK View公寓后门下车
→ 二妓台方向
南区二妓台公园68(龙湖洞)
(051) 607-6361

白川文化村

map C5
흰여울문화마을

被称为釜山圣托里尼的白川文化村紧临
大海, 也是著名的电影拍摄地。各种壁画
和景观,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拜访。通过
地区居民和艺术家的努力, 渐渐演变为独
创性文化艺术创作空间。
都市铁道 1号线 南浦站(6号出口) → 换乘7
号、71号、508号巴士 → 瀛仙洞白莲寺下车
影岛区绝影路250
(051) 403-1861

出发地点

越过影岛大桥，漫步刚刚易街 : 釜山综合观光咨询中心 ☎ 051) 253-8253
龙头山上俯瞰釜山港 : 乐天百货光复店13楼乐天展望台(升旗台）
漫步一把骨街 : 釜山外国人服务中心 ☎ 051) 441-3121
游玩国际市场 : 釜山综合观光咨询中心 ☎ 051) 253-8253
相约白浅水村 : 白浅水文化村运营支援中心
越过影岛大桥，漫步刚刚易街
龙头山上俯瞰釜山港

삼정더파크 (어린이대공원내)

都市铁道1、2号线西面站(2号出口) → 换乘63号、81
号、83-1号、133号、54号巴士 → 儿童大公园站下车
釜山镇区新芽路295 -1
(051) 811-8800
samjungthepark.com

•需提前电话或网上预约
•釜山广域市 (tour.busan.go.kr) / 釜山观光公社 (www.bto.or.kr)
•釜山观光公社 旅游营业部 ☎ 051) 780-2178

01 影岛大桥（开合桥）→ 02 修理造船所街 → 03 造船所发祥地 → 04 影岛渡船场 → 05 龙神堂

map D3

三井 The Park 是釜山唯一的动物主题公园。作为
自然友好型动物园, 这里栖息着123种、1200只动
物。并开设行走探险和天空牧场等多种体验项
目。夜间开放时可以观赏到狮子、老虎、黑豹、狼
等夜行动物。

预约咨询

运营日程指南

< 三井 The Park 动物园
(儿童大公园内)

随时路线 : 平时运营路线（需两周前预约）

•申请10名以上团游时可以运营日程。

<

西面医疗街位于釜山镇区釜田洞, 是韩国最大
的医疗机构密集区, 这里整合了旅游、医疗、
美容、购物。聚集着100多个医疗机构和牙科、
美容业所。

西面地下商街

绿线 龙湖湾游览码头▶五六岛▶荒岭山

•但，影岛大桥路线是11:30开始运营日程。
•若申请人员5名以下会取消当天日程。

<

<

<

map D3

札嘎其市场

釜山独具特色的方言“来一来、瞧一瞧、买
一买”顿时让人感 受到釜山浓浓的人情味。
虽然不够精致, 但处处洋溢着札嘎 其大婶的
热情与市场独特的活力, 使得这里成为了韩
国最大 规模的水产品市场。

釜山原都心故事之旅

●

甘川文化村

南浦洞美食 남포동 먹거리

运营指南

map D3 부산시민공원

서면 메디컬스트리트

map C4 국제시장

❶

map D4 UN기념공원

都市铁道2号线大渊站（3、5号出口）→ 釜山博物馆方向走步10分钟
南区UN和平路93(大渊洞)
(051)625-0625
www.unmck.or.kr

< 梵魚寺

西面医疗街

都市铁道1号线釜山站→换乘66、
88、101线巴士→太宗台下车
都市铁道1号线南浦站→换乘8、30线
巴士→太宗台下车
影岛区展望路24
(051) 405-2004
taejongdae.bisco.or.kr

∙BEXCO

map C4 BIFF광장

UN纪念公园为埋葬1951年联合国军司令部因
6·25战争向韩国派遣的联合国军队中阵亡将
士遗骸而建成的、全世界唯一的UN军墓地。
这里埋葬了十一个国家2300多名的UN军烈
士。

都市铁道1、2号线西面站(7号出口) → 换乘33号巴士 → 釜山市民公园站下车
釜山镇区市民公园路73
(051) 850-6000
citizenpark.or.kr

国际市场

都市铁道 1号线札嘎其站(7号出口)
→ 国际市场方向步行400米
中区国际市场1街、2 街
tour.bsjunggu.go.kr
(051) 245-7389

BIFF广场可以充分感受到动感城市釜山 的魅力。南浦洞
聚集着各大影院, 电影与 购物、娱乐相结合, 形成了综合
空 间。广场地面上还印有世界著名电影人 士的手印, 是名
符其实的“星光大道”。

01 峰娥停车场 → 02 馆守屋 → 03 光复路 → 04 草梁倭馆址 → 05 龙头山 → 06 釜山近代历史博物馆 → 07 大觉寺

>

>

太宗台位于影岛海岸最南端, 一望无际的大海绝景让
人心神向往。晴天时可以看到对马岛, 利用DANUBI观
光车或者游览船, 可以体验另外一番乐趣。

都市铁道1号线札嘎其站(7号出口) → 大永电影馆方向300米
中区BIFF广场路36

釜山市民公园是国内外客人都非常喜爱的名品公园, 这里有可以体验文化与艺术的文化艺
术村、阅读和欣赏音乐的BOOK咖啡厅、各种儿童娱乐设施等。特别是管道喷泉和音乐喷泉
更是提高快乐指数的绝佳去处。

map C5 태종대

影岛区的太宗路(大桥洞1街)

< BIFF广场

store.lotteshopping.com

❷

釜山市民公园

太宗台

蓝线 海云台海水浴场▶影月路▶松亭海水浴场▶水产科学馆▶东釜山观光团地▶松亭站▶市立美术馆

因电影《国际市场》而更加著名的国际市场,
号称没有买不到的东西。附近的全韩首家
夜市-富平铁罐夜市和万物之街、昌善洞美
食街等也非常值得一逛。

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规模最大百货新世界百货Centum City, 与乐天Centum City
店紧紧相连, 通过Centum City站地下连接通道即可到达。这里汇聚有品牌服饰店、美食
城、室内溜冰场、Spa Land温泉中心、影院等, 一年四季快乐随行, 是体验购物、娱乐、文
化、休闲一站式的综合活动空间。

>

每年10月在广安里海水浴场和广安大桥区
域内举行亚洲规模最大烟花节。造型独特、
种类繁多、规模盛大的烟花表演每年吸引了
国内外百万名以上的游客前来观赏。除了精
彩纷呈的烟花秀外, 还配有绚烂华丽的激光
表演和主题音乐, 为您呈现一场令人震撼的
视听盛宴, 被赞誉为“多媒体海上秀”。

∙BEXCO▶广安大桥（经由)▶平和公园▶釜山港大桥（经由)▶光复路

<

釜山烟花节 부산불꽃축제

红线 釜山站▶釜山港大桥（经由)▶UN纪念公园▶釜山博物馆▶龙湖湾游览码头▶广安里海水浴场▶釜

■

都市铁道2号线市立美术馆站(5号出口)
→ 100米前行
海云台区APEC路58
art.busan.go.kr
(051) 744-2602

Centum 购物中心 센텀 쇼핑센터

❶ 新世界 Centumcity

都市铁道1号线南浦站(1号出口) → 光复路 时尚街方向200米 → 使用向龙头山公园 方向运行的扶梯
中区龙头山路37-55
(051) 860 -7820
yongdusanpark.bisco.or.kr

海云台方面 循环路线 预约咨询 : www.citytourbusan.com / 051) 464-9898

山观光公社ARPINA▶Marine City▶冬柏岛▶海云台海水浴场▶Centum City▶电影的殿堂▶市立美术馆

map C4 용두산공원

<

• 灯光秀表演时间 – 平日(星期日-星期四) : 日落~24时, 周末(星期五-星期六) : 日落~02时
gwanganbridge.bisco.or.kr
(051)780-0077

>

被誉为“钻石之桥”的广安大桥在晚上
最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特别是拥有
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桥梁LED照明设
备和音响设备, 每日演绎不同主题的精
彩灯光秀, 给来访者带来不一样的感
受。详情请参照官方网站。

都市铁道2号线Centum City站(1号出口)、
市立美术馆站(7、9号出口)
海云台区APEC路55
(051) 740 -7300
bexco.co.kr

路线指南 노선안내
■

龙头山公园是悠久岁月里, 一直深受
釜山市民喜爱的城市中一方净土。釜
山塔是釜山代表景点之一, 也是外国
游客喜爱的釜山旅游名胜。釜山塔展
望台可以将釜山全景尽收眼底, 深受
恋人们欢迎。

부산 시티투어

✻乘车时向巴士司机支付车费(先到先买)

<

map E4 광안대교

●

釜山市立美术馆全年举办各种展览、收藏
品展、国际美术展, 另设专门陈列现代美术
巨匠李禹焕作品的别馆。此外, 通过开设各
种社会教育项目与运营儿童美术馆等, 致力
于培养美术人才并发展美术创作事业。

BEXCO是釜山代表性大型国际会展中心,
由相当于足球场3倍之大的专门展示馆与
多功能厅、户外展示馆, 以及举办大型演出
等各种活动和国际会议的Auditorium馆组
成, 每年举办各种展览活动。

도시철도

釜山城市观光巴士

釜山札嘎其庆典

< 龙头山公园 (釜山塔)

釜山市立美术馆 부산시립미술관

都市铁道

多大浦梦之夕阳喷泉

다대포해수욕장

多大浦梦之夕阳喷泉将清凉的水流、华美的灯光、雄壮
的音乐相结合, 为您呈现一出精彩纷呈的音 乐喷泉表演。
还设有点歌、个人故事讲述等丰富多彩的项目活动。

地铁槐亭站1号线 → 换乘11、96路
公交 → 多大浦海水浴场下车
沙下区没云台1路52
(051) 220-4127
tour.saha.go.kr

● 4月 ~ 10月 ▶ 乙淑岛码头

航次

09:20

5,000

3

乙淑岛-华明-勿禁

14:00

10,000

2
4

乙淑岛-华明

乙淑岛-日雄岛

10:30

17:00

(周末、休日也运航)

费用

青少年
3,000

运航距离
5千米

29千米

5,000

7,000

● 11月 ~ 3月 ▶ 华明码头

航次

运航路线

2

华明-勿禁

4

落照探访路线

出发时间
09:20

(周末、休日也运航)

11:00

(周末、休日时11:20)

14:00

成人
7,000

费用

青少年

运航时间

20千米

90分

※ 码头地址 : 华明生态公园水上休闲运动城 (釜山北区德川洞815)
●
●

预约咨询 : ☎ 051) 294-2135 (http://www.btoeco.or.kr)
休息日 : 每周周一 (如周一为法定节假日则正常运行)

90分

运航距离

5千米

3,000

16:00

60分

150分

3,000

5,000

运航时间

49千米

7,000

※ 码头地址 : 乙淑岛生态公园内(釜山沙下区下端洞1149-10)

3

相约白浅水村

成人

(周末、休日也运航)

游玩国际市场

01 白浅水文化村运营支援中心 → 02 绝影海岸步行街入口 → 03 海女村更衣室 → 04 时鲜阶梯 → 05 白浅水街 →
06“辩护人”拍摄地 → 07 二松岛展望台

出发时间

乙淑岛-日雄岛

1

01 BIFF广场 → 02 小吃一条街，国际市场 → 03 宝水洞书店街 → 04 富平罐头市场

运航路线

1

漫步一把骨街

01 旧百济医院 → 02 南鲜仓库址 → 03 草梁教会 → 04 168阶梯 → 05 金敏夫展望台 → 06 堂山 → 07 一把骨工作所
map A5

运航路线与费用

60分

CMYK

都市铁道2号线广安站(3、5号出口) → 广安里海水浴场方向前行700米
水营区广安海边路219
(051) 622-4251
gwangalli.suyeong.kr

每年10月末

<

广安里海水浴场与跨海大桥广安大桥交融成璀璨的夜景。在广安里海水浴场, 一年四季
举办各种主题活动与精彩演出, 特别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精致而富有情调的特色咖啡
厅和酒吧, 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广安大桥

BEXCO (釜山国际会展中心)
map E3 벡스코

map E3 광안리해수욕장

버스

大渚站(3号线) / 沙上站(2号线)下车后, 换乘釜山-金海轻轨

都市铁道2号线Centum City站(12号出口) → 水营江边大路 方向600米
(051) 780-6000
dureraum.org
海云台区水营江边大路120

广安里海水浴场

公交车

307号(海云台区厅方向), 1009号(金谷/加德码头方向)

map E3 영화의전당

map E3

所需时间 : 1小时

搭乘费用 : 6,000韩元(儿童:4,000韩元, 换乘时按距离计算)

电影殿堂, 拥有号称世界上最大屋顶的
‘Big roof ’,建筑宏伟壮观, 每日19时定时
进行观景灯光秀。每年十月釜山国际电
影节开、闭幕式和走红地毯等重大活动
都在这里举行。

广安里生鱼片节

运行间隔 : 首班车 7:00, 末班车 21:50 (以国内线为基准)
约40~50分间隔运行

布帐马车村沿着海云台海水浴场形成。在这里可以
亲自挑选各种海鲜。韩、英、中、日四种语言标价, 深
受外国游客欢迎。

在海云台31号公交车终点站 下车, 仅3000韩元就可
以买到足够填饱肚子的牛肉汤饭 和牛血汤饭, 而且
这里24小 时营业。

都市铁道2号线苌山站(3号出口) → 海月精舍
方向1.5km → 青沙浦路方向600米直行右转
都市铁道2号线中洞站(5号出口) → 尾浦五岔
口方向700米 → 尾清方向300米

※养云小学 出发 : 首班车04:40~末班车19:30
※韩华度假村 出发 : 首班车05:05~末班车19:55

西面·
釜山站

>

축제

< 电影殿堂

广安里渔坊节

釜山海洋节

(海云台 → 金海机场)

map F3 달맞이고개

>

庆典

四月中旬

八月初

1期公寓▶养云高中▶养云中学

❸ 牛肉汤饭街 map F3

map G3 청사포 조개구이촌 / 미포 횟집거리

青沙浦位于寒流与暖流碰撞在一起的地区, 所以富
产鱼类, 各种生鱼片餐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美
食家的脚步。尾浦可以品尝到海女们捕捞上来的
新鲜美味的各种海鲜。

海云台沙滩庆典

六月初

八月初

❷

靑沙浦烤贝村 / 尾浦生鱼片街

威斯汀朝鲜饭店▶格兰德酒店▶海云台海水浴场▶诺富特大使酒店▶乐园酒店▶尾

浦，迎月路入口▶来美安海云台公寓▶现代公寓▶苌山站▶白医院▶东部公寓▶大林

海云台美食 해운대 먹거리

❷ 海云台市场鳗鱼胡同

>

庆典

十二 ~ 一月 日出釜山庆典

迎月岭

▶BEXCO▶奥林匹克交叉路▶庆南Marina公寓▶柏悦酒店▶韩华度假村▶Hyperion▶

❶ 布帐马车村(大排档村) map F3

都市铁道2号线海云台站(5号出口) → 海云台海水浴场方向700米
海云台区海云台海边路266
(051)740-1700
www.busanaquarium.com

都市铁道 2号线冬柏站(1号出口)
→ 釜山威斯汀朝鲜方向800米
→ 冬柏岛入口
海云台区右洞冬柏岛一带

北极熊游泳庆典

都市铁道2号线中洞站(5、7号出口)
→ 尾浦5街方向500米
海云台区中洞迎月路地带
(051) 749-7624
moontan.haeundae.go.kr

郁郁葱葱的樱花树与松林围绕着整个静谧的
迎月岭, 是开车兜风的最佳路线。被称为大韩
八景之一的“海云台之月”就在这里! 皎洁的月
光下, 各种现代美术画廊和特色风情咖啡厅星
星点点, 空气中弥漫着浪漫的味道, 是年轻朋
友中最具人气的休闲好去处。

SEALIFE 부산아쿠아리움

< 冬柏公园和冬柏岛

一月

(金海机场 → 海云台)

金海机场▶南川洞▶广安洞▶广安站▶水营交叉路▶水营现代公寓▶Centum酒店

map F4 문탠로드

沐浴在迎月路的美丽月光下, 步行在美丽
的迎月岭。尤其在夜间, 景观照明仿佛朦胧
的月光笼罩着整个树林, 成为恋人们青睐
的浪漫路线。

位于海云台海水浴场入口处的釜山水族馆内, 拥
有90余个观赏水槽, 以及可以直接触摸水中生物
的触摸池。进入水族馆中的地下海底隧道, 仿佛
身临其境于海底, 各种海底生物从身旁和头顶游
过, 神奇而有趣。每日在特定时间, 可以欣赏到鲨
鱼喂饵等演出, 深受游客们喜爱。详细信息, 请通
过网站进行查询。

sunnfun.haeundae.go.kr

坐落于海云台海水浴场南端的冬柏
岛, 覆盖着郁郁葱葱的冬柏树和松林,
风景秀丽恬静。海边木栈道环绕小
岛, 是人气很高的旅行必经景点。
2005年APEC峰会的会场世峰楼和灯
塔, 也是独具特色的代表景点。

都市铁道2号线冬柏站(1号出口)
→ 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方向800米
→ 冬柏公园内
海云台区冬柏路116
(051) 744-3140

迎月路

>

都市铁道2号线海云台站(3、5号出口) → 海云台海边路方向600米
(051) 749-7611~7
海云台区海云台海边路264

map F4 누리마루APEC하우스

搭乘费用 : 7,000韩元(儿童:4,500韩元, 换乘时按距离计算)

>

map F4 해운대해수욕장

釜山 APEC 世峰楼

<

<

海云台海水浴场

作为距离城市中心最近的韩国代表海水浴场之一的海云台海水浴场, 周边各种星级酒店、
餐厅、温泉、购物、娱乐设施齐全, 全年举办丰富多彩的各式庆典活动(如每年1月份的北极
熊游泳节、6月份的沙滩庆典),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脚步。

<

CMYK

机场交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