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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釜山 奔波沸腾的海港风情

　　釜山永远是奔波沸腾的，人、鱼、海鲜拥塞市场与街巷，港都风情煞是浓郁。这里，船只浮

游，海洋波光粼粼，名刹生生世世。釜山地处气候较暖的韩半岛南端，拥有韩国最大最有名的天

然港口，也是韩国南端的门户。

　　釜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除是一个天然良港以外，在其海岸线上还有很好的沙滩和美丽的

海滨风景；城市的周围被连绵的群山所环抱，城市中的温泉星罗棋布。无论是它的山川景色还是

它的海洋风光，釜山都会是一处旅游观光的理想之地。 

釜山夜景图

　　想寻找大城市的激动人心？釜山霓虹灯普照的大街极其独特的亚洲街的风情不会让你失望。

在拥挤的大街上，在静寂的偏僻的小巷或是在蜿蜒曲折的海滨小道上，总有无尽的惊奇等着你去

发现。釜山是韩国最大的购物和娱乐中心，在沙滩漫步时，有众多的餐馆能让你吃到非同寻常的

食物，畅饮传统饮料，徒步爬山，晚上去电影院，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在釜山你永远不会感到

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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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地理方位图

                                                 5 / 58



�������

釜山：海港风情
  

二、行前准备

   

1、签证

　　团队旅游签证所需资料

　　(最长停留10天)：

　　1、护照(原件及复印件A4)

　　2、护照用照片1张

　　3、在职证明原件(电脑打印，公司名称，座机电话，公司公章)

　　※ 对于无工作人员，需提供银行存款证明(2万元以上，冻结3个月)

　　※ 学生提供学生证(复印件)

　　※ 未满18岁提供(父母同意书)

　　※ 退休人员，退休证复印件

　　4、身份证(复印件A4)

　　5、暂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户籍所在地不在川、渝、云、贵时提供》)，半年以上(签发日期为准)

　　6、户口本(复印件A4)

　　7、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鲜章)或者是个人资产证明

　　8、填写韩国签证个人资料表

　　个人旅游签证所需资料

　　(最长停留15天)：

　　1、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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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护照用照片1张

　　3、存折复印件

　　※3个月之前开立的活期帐户，该帐户直到申请日期止必须有2万元以上的存款

　　4、车证或房证(原件及复印件)

　　5、银行存款证明(2万元以上，冻结3个月)

　　6、在职证明原件(公司的名称，座机电话，公司公章)及公司营业执照

　　7、身份证(复印件)

　　8、暂住证(复印件)《户籍所在地不在川、渝、云、贵时提供》，办证日期在半年前

　　9、户口本(复印件)

　　10、填写韩国签证个人资料表和个人简历

　　驻中国大韩民国大使馆

　　北京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电话：(010)6532- 6774/6775

　　青岛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01号

　　电话：(0532)8897- 6001~3

　　上海

　　地址：上海市万山路60号

　　电话：(021)6295-5000

　　旅人提示：

　　持有美国、日本有效签证和前往第三国出境机票的中国游客可免（韩国）签证，通过入境审

查后可在韩国停留15天(注意！这里的“可”表可能性，不代表明文规定。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入境

审查时检察官的判断)。

   

2、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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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货币单位为“元”。

　　100 人民币(CNY)=36.2564 韩元(KRW) （2011年12月汇率）

　　硬币面值有10元、50元、100元、500元；纸币则只有100、5000元、10000元。

　　货币兑换一般在机场或者宾馆前台进行。

　　VISA、MASTER卡在韩国使用很方便，韩国人消费多数刷卡。

   

3、电压

　　韩国的电压是220v

　　电源插座上的2个圆孔是连接电源插头的地方，与法国，德国，澳洲，希腊，土耳其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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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没有准备变压器或转换插头， 可以向酒店的服务台借用。

　　如果预于购买，可以在免税店，仁川机场内的便利店或龙山电子商街等地购买。

   

4、通讯

        韩国自从普及手机后，大街上的公用电话渐渐消失了。但繁华街道，巴士客运站

附近，地铁站或其他交通机关等大部分地区仍设有公用电话。

不仅可以打市内和市外的电话，还可以打国际电话。

        韩国的公用电话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可以使用硬币，另一种是电话卡专用。

投币式电话机一般为与兼备通话功能的信用卡通用的复合型电话机。

电话卡可以在设有公用电话附近的便利店，商店购买。 有效期间为3年，分为3000, 5000,

10000韩元3种。电话卡正面设计美观，主题多样，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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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费用

　　市内通话费：3分钟70韩元

　　市外通话费： 08:00~21:00 – 43秒70韩元 / 00:00~08:00 + 21:00~24:00- 61 秒70 韩元

　　手机：38秒70韩元

　　旅人提示：

　　手机，韩国用的是WCDMA制式，如果您的手机兼容的话，就可以在韩国使用。

   

5、最佳旅游时机

      来釜山旅游的最好季节为春季和秋季，此时釜山天高气爽、气候怡人。春季时，阳光

普照，百花盛开。而在秋季，秋叶将世界装扮的五颜六色、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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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广安跨海大桥

       釜山的冬季（十二月至三月）也较其他韩国的其他地区暖和一些，除去一、二月份

外，很少有低于零度以下的天气。如果您喜欢滑雪和欣赏雪中寺庙的风景，在这个季节来釜山是

最好的了。

        釜山每年六月至八月为夏季，在这个季节常会有台风或季风光临，此外，夏季天

气也比较闷热和潮湿，城市周围的一些观光景点也比较拥挤。釜山的海水浴场比较发达，故有很

多游客到此来度假，市内有韩国最大的海水浴场——海云台和松岛、多大浦，以及东莱、海云台

温泉等，是著名的疗养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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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可错过的Ｎ种最棒体验

   

1、前往“札嘎其”品尝特色海鲜，冲击你的味蕾

        海边城市自然海鲜丰美，在釜山，一定不能错过“札嘎其”。其美味的釜山特色

海鲜绝对会冲击你的味蕾，让你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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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10月，釜山都会举行“札嘎其文化观光节”。札嘎其市场是韩国最大的渔港，千奇百怪

的鱼种和喧闹的讨价还价之声让人觉得新奇又熟悉。更令人称奇的是，女人是生意场上的“掌门

人”。码头上，充当中间商的多为女人，她们因此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号——“札嘎其嫂子”。

　　影岛大桥下的干鱼市场至忠武洞早市区一带是韩国最大的水产市场：一楼是成行成市的鱼商

店铺，比目鱼、鲂鱼、鲍鱼、海石榴等海产品卖相可人；二楼是餐厅，供客人现场品尝。这种“

下店上食肆”的营业方式最能吸引游人，不仅新鲜卫生，而且别具风情。

   

2、在“韩国八景之一”的海云台，赏景听海

　　韩国“八景之一”的海云台，拥有长长的白沙滩和苍翠浓郁的冬柏岛。当夜幕降临，在海云

台东边著名的“迎月之路”上，碧海、沙滩、山茶林、松林相映成趣，沿着迎月之路前行，不仅

可以在密集如林的咖啡厅和高级餐厅中选择如意的就餐场所，还能观赏到美丽的海滨夜景。流动

的摊档、海边的饭店、来往的船只，谱写了夜色中的浪漫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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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云台的温泉非常出名，水温45°C至50°C，含有微量元素氡，对肠胃病、妇女病、皮

肤病有特殊疗效。海云台浴场沙净如玉，海水清浅，气候宜人，是理想的海滨浴场。夜里，排比

相列的“帐棚摊子”（路边小吃摊），则是海边“主角”；而投宿于沿海大饭店，观赏来往的船

只、月色、渔火，又是一番情趣；游艇码头，也是乐趣的所在。一年四季无论何时散步于波澜起

伏的海边，都是那么浪漫和惬意！

   

3、在知名的热水温泉——虚心厅温泉放松一下身心

　　如果不去公共浴场，你就不会真正感受到釜山。 

　　建筑面积达4300平方米的“虚心厅”是值得去尝试的第二大温泉浴场。圆形的穹顶和豪华的

设施使得这里成为放松、洗浴和舒展身心的好去处。其水质为弱碱性，因水质好，自新罗时代起

吸引了众多王公贵族，后来到朝鲜王朝名扬日本，日本人把来此一浴当做一生夙愿，可见其名气

之盛。这里分为男塘和女塘，阳光可直射屋里，阳光一照，池塘的水清澈见底。把身子泡在这样

干净的水里，冬天可欣赏雪花纷飞，春天可闻隐隐花香，夏天可看阵雨如泼，秋天可见万里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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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感受万千。

　　旅人提示：最晚入场时间是晚上9点。地铁1号线温泉场站5号出口，向农心酒店方向走。

   

4、冬季到釜山乙淑岛去看候鸟

　　釜山的经济地位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不过更令人赞叹的是这里保留的自然环境——在宽

阔的河口上，分布着日雄岛、乙淑岛等众多岛屿以及三角洲、沙区，著名的“洛东江下流候鸟栖

息地”就在这里。洛东江的江水和南海的海水在此交汇，每年10月至次年3月会有150多种的鸟儿

飞到温暖的釜山过冬。 

　　乙淑岛是观鸟的好地方，每年都有超过10万只候鸟栖息于此，白枕鹤、琵鹭、白尾鹰等世界

珍稀鸟种在此安家，百鸟盘旋、归巢的热闹场景，丝毫不亚于《国家地理》拍摄的精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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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旅人提示：

　　开放时间

　　乙淑岛候鸟公园08:00 ~ 20:00

　　洛东江候鸟栖息地09:00 ~ 18:00(入场时间截止至17:00)

　　休息时间

　　1月1日，周一（跟法定节假日重叠时，次日休息）

   

5、不可错过的绝美夜景，广安大桥

　　广安大桥不仅仅只是一座桥，从它上面往下看周边的景观也可谓一绝。无边无际的大海，仿

佛一伸开手就能触到的五六岛，是釜山的象征，还有紧裹着广安大桥的荒岭山和玲珑剔透的广安

里白沙滩，海云台冬柏岛和迎月坡都尽收眼底。总长7.4km的广域市道路第66号线的广安大桥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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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南川洞49号广场，一直到海云台区佑洞centum city

附近，是国内最大的横跨大海的海上桥梁。

　　韩国最早的具有艺术造型美的景观照明也是广安大桥的另一大魅力之处，由最先进的照明系

统组装的各种灯，分星期，分季节的会照射出灿烂多彩的灯光，演绎了一幕幕色彩缤纷的世界，

是釜山的又一大新作品。来到广安大桥，白天可以欣赏周边美丽风光，感受它的雄伟壮观，到了

晚上到处都充满了浪漫和休憩的夜景，又是另一番景观。并且广安大桥连接着周边旅游景点，深

受釜山市民和来釜山的观光游客们的喜爱。

　　交通：

　　地铁 ：在釜山站乘坐地铁1号线在西面站换乘2号线，在广安站下车，步行约5分钟 。

   

6、周末游船 感受韩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的前海风情

　　若想感受韩国第一大港口城市釜山的前海风情，周末乘游船旅游是不错的选择。每周六从釜

山港出发的两天一夜游船观光路线包括了五六岛（由6个岛屿组成）和悬崖绝壁林立的太宗台等著

名风景名胜。在船上可以欣赏夕阳和日出，深受游客和年轻恋人们的青睐。21000吨级的超大型客

轮-Panstar Dream号上配备了船上咖啡屋、卡拉Ok、桑拿浴等各种便利设施。

　　交通：乘地铁1号线在中央东站下车，从沿岸客船总码头出发。

   

7、置身童话世界——外岛 重温《冬季恋歌》浪漫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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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恋歌》浪漫爱情

　　外岛是附属于巨济岛的一个小岛，也是一座个人私有的海上植物园。而风靡亚洲的韩流著名

电视剧《冬季恋歌》最后一个镜头也是岛上的取景拍摄的，从而吸引更多的游人来到这里，重温

《冬季恋歌》所演绎的浪漫爱情故事。

　　外岛占地约13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3公里，1969年被李昌豪、崔浩淑夫妇买下后，一直培育

着各种亚热带植物，现在岛内种有3,000多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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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外岛风光

　　岛上还有许多精美的景点，进出外岛的正门，是白色的门身配以红色的砖瓦，更显浪漫色调

，此处绝对是你留下美好照片的好选择。微缩凡尔赛宫景观的维纳斯公园（Venus Garden）内12

座维纳斯雕像嵌于美丽的庭院内，映衬着曾作为《冬季恋歌》拍摄地的私宅建筑。私宅（Private 

House）外岛海上农园社长居住的白色建造于，也是《冬季恋歌》男女主人公最后相逢的地方，

立于窗前就能眺望到海上风景的私宅屋顶为红色，窗台由鲜花点缀，与维纳斯公园构成一幅美丽

的风景画。在仙人掌山坡（Cactus Garden）汇集了50多种不同品种的仙人掌，尤其受到以家庭为

单位的游客的喜爱。外岛城（CastleOedo）可以算是外岛农园内景色最美的地方，是眺望海金刚

及一望无垠的大海景色的好地方。扁柏树相夹的小道往前延伸，两侧花坛内按主题种有不同的鲜

花，景致美丽得如同身在天堂一般，因而取名为“天堂的阶梯”。碧海眺望台（Seaside Observator

y）应该是游览外岛最后一个景点。走下通往游船码头的阶梯便可一览海金刚及大海景色，是离开

外岛前最后饱览周边景色的地方。 

 　　整个外岛生机盎然的亚热带植物与精致的建筑物相映生辉，给人们以置身童话世界般的美

妙感觉。

　　旅人提示：

　　7-8月间避暑游客众多，4-6月前往最佳。

　　岛上铺有漫步道，游客可沿此道游览全岛风貌，更有cafeteiria和礼品点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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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岛内无食宿设施，随游船只可停留1.5~2个小时。

　　外岛入口备有英、日文旅游介绍，但内部表示牌均为韩语。

　　前往外岛海上农园须乘坐游船，晕船的游客应事先背好晕船药。乘船时间约为1小时。

　　外岛城眺望海景，事先备好硬币还可使用观测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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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釜山不可错过的N个景致

   

1、海云台

　　海云台（Haeundae）海滩距离釜山市中心11公里，是韩国最有名的海水浴场。蜿蜒曲折、长

达二公里的白沙滩，苍翠浓郁的冬柏岛，景色秀丽，系韩国八景之一。每年在此定期举行游泳大

赛和放风筝比赛。夏天，人山人海的游客趋向海边，殊不知一年四季散步于波澜起伏的海边，都

是那么浪漫和惬意！

　　海云台的温泉非常出名，水温45°C至50°C，含有微量元素氡，对肠胃病、妇女病、皮肤病

有特殊疗效。海云台浴场沙净如玉，海水清浅，气候宜人，是理想的海滨浴场。夜里，鳞次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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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帐棚摊子”（路边小吃摊）则是海边的“主角”。而投宿于沿海大饭店，观赏来往的船只、

月色、渔火，又是一番情趣。

　　旅人提示：应避免选择假期前往。

　　交通：在釜山市内乘40、139、140、239、240、302路公共汽车可达。

　　游客可在市区中央洞乘巴士约需50分钟；

　　在金海机场乘直达车约需50分钟；

　　或乘东海南部线火车至海云台火车站，在步行20分钟可抵达。

　　地址：釜山市海云台区中洞

   

2、龙头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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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山公园（Yongdusan Park）里，登上龙头山，可俯瞰釜山的繁华街道与临海风光；天晴时

，甚至可以了望到远方的对马岛；夕阳与夜景，因为临海，哪一样不富有浪漫情调。公园内还立

有壬辰倭乱救国英雄——李舜臣将军的铜像以及水族馆。高达120公尺的釜山塔是市区各地的“准

星”，登塔可俯瞰全市。

　　开放时间：9：00-22：00（10~次年3月），8：30-22：00（4月~10月）。

　　交通：乘地铁在“南浦洞”站下车后从龙头山公园方向出口出去即可。

   

3、梵鱼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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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鱼寺（Pomosa）位于釜山北面金井山山麓，建于公元7世纪末，堪称釜山第一古庙，为禅

宗总枢。原有36座规模庞大的寺庙，后不幸于壬辰倭乱时期遭毁。1717年重建，其中大雄殿造得

十分精致华丽，堪称朝鲜时代建筑的精华。寺内至今还保留着7座殿阁、2座阁楼、3扇巨门、11座

进修庵及最初建造的三层石塔等众多历史古迹。大雄殿和三层石塔已被列为韩国的国宝。四根石

柱支撑的一柱门，入口处标志着宇宙中所有的法则，据称进入此门后可忘却人世间一切烦恼。寺

庙建于金井山上，要走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才能抵达。

　　开放时间：07:00～18:00

　　交通：乘地铁至“梵鱼寺”站下，再步行30分钟，或换乘90路循环。

　　电话：82-51-519-4061

　　地址：釜山市金井区青龙洞546。

   

4、通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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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度寺（Tongdosa）是韩国三大名刹之一，位于葱郁的林中，有大小建筑70余处，文物丰富

，风景十分优美。该寺地处庆州到釜山的途中，建于公元 646年，由从唐朝携回佛祖舍利子的慈

藏法师所创建。曾于壬辰倭乱时期焚毁，后于1601年及1641年重建。因为供奉佛祖舍利子的缘故

，虽然没有佛像，然而在梵钟阁内却有形形色色的弘鼓、云版、木鱼、梵钟等。此外，还有装饰

精巧的大雄殿、不二门及保存了1300年的石造浮雕等共35座建筑物。

　　开放时间：8：00-18：30（3~10月），8：00-17：30（11~次年2月）

　　交通：由釜山东部巴士站出发需30分钟

   

5、太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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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台（Taejongdae）在连接釜山桥的影岛南端，影岛位于玄海滩突出的岬岛上，岛上有设

备完善的游园地、眺望台、商店及环岛公路（长4.33公里）等。

　　据说三国统一后，新罗太宗武列王曾游览此处，故而得名。附近的松林、山茶树无比茂盛；

悬崖峭壁绵连不断，与蔚蓝大海中的釜山的象征——五六岛（因其时而视为五个岛，时而又变成

六个岛而得名）构成一幅美景，尤其不能错过的是搭乘游艇眺望那银白如雪的灯塔（游船航行时

间为40分钟，票价5，000韩元）。同时还有登山路、野游场、游船场和钓鱼场等娱乐场所。

　　开放时间：4：00-24：00(车辆进出限9：00以后)

　　交通：可在釜山市区乘8、13、30、88、101公共汽车或坐游艇前往；

      　　　在市政府前乘巴士需30分钟

　　地址：釜山市影岛区东三2洞山29-1

电话：（051）405-2004

   

6、札嘎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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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嘎其市场位于南浦洞和札嘎其地铁站之间的海边。在这里，您将亲身体验到韩国最大渔港

所独具的热闹与繁杂。码头上，刚捞上来的鱼正在经过中间商转卖给鱼贩，喧嚣热闹。一般人可

到三层楼的一楼(有一百多家鱼商)，在那里除了能选购到刚捕捞的比目鱼，鲂鱼、鲍鱼、海石榴

、鱿鱼等海产品外，也可以买到养殖在水槽内的鲜鱼，还可当场品尝生鱼片；二楼的生鱼片店一

家挨头一家，出售鲜黄花鱼和干黄花鱼。　　

　　交通：在釜山地铁1号线南浦洞站、札嘎其站下车可达。

　　地址：在釜山市中区南浦洞

   

7、釜山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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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水族馆（Busan Aquarium）内有鸟类, 鱼类, 爬虫类, 两栖类等约35,000只动物，是韩国国内

规模最大的主体水族馆。面积约36,000㎡的水族馆共4层，地下3层地上1层。地上是露天公园和停

车场，地下1层为海洋模拟馆、休息室和纪念品商店；地下2、3层则是各类的水族馆。而让釜山水

族馆最为自豪的是位于地下3层长达80米的海底隧道。进入隧道就如真的身在海底一般，鱼儿们从

两侧从头顶游过，感觉神奇而有趣， 海底隧道也因此深受游客们青睐。此外，地下1层的海洋模

拟馆能让游客们在虚幻的海洋世界中尽情畅游。

　　交通：地铁1号线釜山站上车至2号线海云台站下车，需50分钟。从3，5号出口出，步行10分

钟。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1洞1411-4

   

8、广安里海水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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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安里海水浴场（Gwangalli Beach）以其长1.4公里、宽64米的沙滩及优质沙子而闻名。这里持

续进行着水质净化，周边的水十分洁净。因此，周围总是坐满了钓鱼的人们。钓鱼后可以立刻将

鱼做成生鱼片品尝，也可以在奥林匹克快艇场内乘坐快艇，畅意游玩。

　　海水浴场内有露天舞台，经常举行釜山海洋节等各种庆典。此外这里还可以进行滑水、喷气

式飞机滑水、冲浪等各种海上运动。该地区还有文化会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美术展览馆

、广播电台等以及各种进口名牌及国内高档时装店，也可兼而购物。20、30多岁的年轻人经常来

此欢聚。

　　2003年1月，广安大桥开通以后，成为广安海水浴场的一大景观。广安大桥全长4.39公里，晚

上8点，夜灯开放以后，桥身宛如一条火龙，景色十分壮观。

　　交通：

　　1、从釜山站乘坐42, 140, 239, 240, 139路汽车，在广安里入口下车

　　2、高速巴士客运站搭乘131,131-1路市内巴士

　　3、在釜山火车站，搭乘釜山站地铁1号线，西面站换乘2号线，广安站下车，3,5号出口徒步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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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釜山水营区广安2洞

   

9、海东龙宫寺

　　海东龙宫寺（Yonggung Temple）位于釜山东海岸，是韩国唯一一座位于海边的寺庙，周边景

色非常优美。龙宫寺由懒翁大师创建于1376年高丽遇王时期，依山傍海，内有海水观音、大雄殿

、龙王堂、窟法堂、四狮子三层石塔等景观。大雄殿重建于1970年，建筑表层涂有丹青，多年来

见证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大雄殿右侧石窟内是样式奇特的窟法堂，正面则是四狮子三层石塔。石

塔的每一层都有4个分别代表喜怒哀乐的狮子，因此被称为“四狮子”。龙宫寺最特别的景致当属

108阶和日出岩。从龙宫寺入口必须下108阶才能来到寺庙，而日出岩就位于108阶中间。站在岩石

上可以聆听到海浪拍打岩壁的声音，欣赏日出的壮观美景。每当新年，不少人都来到这里面对日

出许下心愿。而农历4月时，龙宫寺入口樱花繁盛。到了释迦摩尼诞辰，寺庙被电灯装扮起来，呈

现出幻想般美丽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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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04:00-19:00

　　地址：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邑侍郎里 416-3

   

10、釜山电影街

　　南浦洞街上剧场密布，釜山国际电影节时，这条电影街便成为人潮汇聚的中心舞台。为纪念

电影节，南浦洞街上建起PIFF(P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广场，每年刻有获奖人手掌、脚印的

铜盘和获奖作品名字的铜盘都会被镶在广场的地面上。每年10月南浦洞街大大小小的剧场开始上

映电影节的作品，人群蜂拥而至。除观看电影节作品以外，游客还可参加多种庆祝活动。南浦洞

街紧靠刀鱼市场和草梁外国人商街，商店和餐厅也不少，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地址：釜山广域市中区南浦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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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地铁1号线老圃洞站坐车，南浦洞站下车，需40分钟。

   

11、五六岛

　　五六岛顾名思义就是时而五个岛时而变六个岛的神秘之岛。实际上五六岛由两塑岛、鹰岛、

锥岛、洞岛、灯塔岛五个岛组成，但因为雨塑岛的神秘变得扑朔迷离。就是说，此岛底部为一个

，但上部分成两个，当落潮时海水退去，它就是一个岛，而涨潮时海水淹没岛的底部它就变成两

个岛，因而包括周围的岛变得有时是五个有时是六个。在分成两个的雨塑岛中，一个岛因松树多

就叫“松岛”，而另一个岛的样子象用盾牌挡住松岛就叫“盾牌岛”。　　

　　离雨塑岛最近的是鹰岛，其名缘于岛的形状象鹰，但此岛还被叫做“碑岛”，说是岛上有块

石碑，或说岛的形状象碑。鹰岛跟前的岛是锥岛，因其状如锥而得名，此岛很小但在五六岛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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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的岛。洞岛中间有个相当大的海蚀洞。最后一个灯塔岛上有座白色灯塔，成为进出釜山港

的各种船舶的航标，此地又是喜爱海钓的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五岛为纯岩石岛，岛上没有沙石之类的退积物。据地质学者考证，此岛形成于1亿年前中生代

白垩纪，在海风和浪涛中不断地进行侵蚀运动和隆起运动，才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五六岛矗立于一望无际的大海，美丽而神秘，深受釜山市民的爱护。访问釜山的游客通过游

船1小时10分的游览，尽可领略五六岛的神秘和秀丽。

　　咨询：海云台游览船(051-742-2525)

　　运行时间：09:00 ~ 日落, 1小时一班（休日，夏季40分钟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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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在釜山

   

1、飞机

　　釜山只有1个机场，是釜山金海国际机场

　　釜山金海国际机场（韩文：������；英文：Busan Gimhae International

Airport）位　于釜山广域市江西区大渚2洞2350号，是韩国第二大国际机场。

　　官网：http://www.airport.co.kr/doc/gimhae_chn/index.jsp

　　咨询电话：

　　国际线机场咨询处(+82-51-97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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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线机场咨询处(+82-51-970-4607)

   

2、火车

　　釜山有6个火车站，分别是：龟浦站，沙上站，釜山站、海云台站、釜山镇站和釜田站。

　　官网：http://info.korail.com/2007/eng/eng_index.jsp

　　咨询电话：釜山站 82-51-1544-7788

　　釜山镇站 82-51-463-4598

　　龟浦站 82-51-440-2494

　　海云台站 82-51-440-2696

　　松亭站 82-51-440-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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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田站 82-51-440-2611

　　釜山有新村号、无穷花号、统一号3种火车。车速最快的是新村号，还提供无线公用电话、餐

车等高档服务。无穷花号是最适合游客乘坐的火车，其路线连接许多城市，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

。统一号来往于安静的乡下村庄的简易车站，如果想亲眼目睹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背景，可

以乘坐统一号。(周二、周三、周四车票优惠15%，但法定公休日除外) 

　　海云台路线（分别在09：00、11：30、12：30、15：30出发）

　　乐天饭店—UN纪念公园、文化会馆—釜山博物馆—广安里海水浴场—韩华公寓式饭店—海云

台海水浴场—Marriott饭店—海云台站—BEXCO、市立博物馆—忠烈祠—亚运会主赛场—儿童大

公园—乐天饭店

　　太宗台路线（分别在09：00、13：00、15：00、16：00出发）

　　乐天饭店—釜山火车站—徐罗伐饭店—Commodore饭店—太宗台—影岛7.5广场—札嘎其市场

—PIFF广场—PIFF广场（札嘎其市场，国际市场）—龙头山公园—釜山火车站—乐天饭店

   

3、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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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有普通、模范、品牌、大型4种出租汽车。

　　普通出租车：

主要在出租车站等候乘客。车内无客时显示红色“空车待租”字样，并点亮车顶灯标。起步价（2

公里）为2200韩元，按行驶距离加收费用。不过，夜间的收费标准较高。

　　模范出租车：

车身黑色，灯标黄色，主要在外国人经常出入的机场、饭店、旅游景点等候乘客，提供免费车载

电话、信用卡结账、发票等服务。起步价（3公里）为4500韩元，按行驶距离加收费用。

　　品牌出租车：釜山有两种品牌出租车，即由个体出租车组成的“灯塔（DeungDae

Call）”和由企业出租车组成的“釜山（Busan Call）”。除叫车服务之外，也在出租车站等候乘

客。提供信用卡结账、发票等服务。品牌出租汽车的计费标准与普通出租汽车的计费方式一样，

只是需要在基础费用上增加1000韩元的呼叫费。

　　大型出租车：

车身黑色，灯标黄色，可容5-10名乘客。特别适合搭乘人员或行李较多时利用。收费标准与模范

出租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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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普通出租车起步价2公里2,200韩元，之后每公里加价100韩元；模范出租车起步价3公里内

4,500韩元，之后每公里加价200韩元。夜间（24:00点到凌晨4:00点）乘坐时增加20%的费用。

　　旅人提示：

对道路不熟悉或没有时间的人出租车是您最好的选择，但釜山有很多路段交通拥挤，坐出租车时

应注意。

   

4、公交

　　普通公交一般首末时间5:30-22:30，一般价格1,200-2,000韩元

　　官网http://bus.busan.go.kr (韩文)

　　旅人提示：上车前需准备好零钱，大面值的韩元无法找零。

　　乘坐釜山市区游巴士（BUSANCITYTOUR），可以一览釜山市区著名景点。车内设有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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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四个语言导游广播，现设太宗台和海云台两条路线。各条路线每日各运行4班，需4小时

左右。

　　费用：10，000韩元（午餐自理）

　　运行时间：周一、假日

   

5、地铁

　　票价

　　1区间-1,100韩元 / 2区间-1,300韩元

　　1号线

　　新平~老圃洞/换乘处：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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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末时间：首车：05:20分/末车：24:30分

　　2号线

　　i. 湖甫~苌山/换乘处：西面

　　ii. 首末时间：首车：05:20分/末车：23:49分

　　3号线

　　大渚~水营/换乘处：莲山洞,莲山

　　首末车时间：首车：05:10分/末车：00:45分

   

6、交通卡/通票

　　种类

　　按单位区分：有先付式交通卡（HANARO卡、MYBI卡等），后付式交通卡(如国民卡、乐天

、三星、信韩、外换、HANA、现代、BC 等)，不通的交通卡来自不同制卡单位，在某些地方享

受的折扣也不一定相同，后付式交通卡与其他卡不同的地方是：后付式交通卡类似于信用卡，可

以先透支一定的费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偿还即可，后付交通卡使用对象仅限于每个卡公司所发

行信用卡的对象，并且事先确认所持的信用卡是否包括交通卡功能。

　　按年龄区分：成人卡、青少年卡、儿童卡

　　按形式区分：普通卡、手机卡、首饰卡

　　旅人提示：

　　1、儿童卡限购年龄为年满6周岁至未满13周岁的儿童。购买时须经网络实名识别程序。

　　2、如果是短期旅游，先付式交通卡比较适合短期旅行的游客。韩国还为游客定制了Y-MONE

Y韩国交通卡，卡价值2000韩元，卡内还附有3000韩元的预存款，可以充值使用。同时，使用这张

卡时，还能比现金支付优惠100韩元，在各种换乘中均有相应的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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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吃在釜山

　　釜山四面环海，是韩国最著名的港口城市，这里的美食也是出了名的好吃，其中它的海鲜料

理更是不可错过。每到釜山，新鲜的海鲜料理是必选之菜，但除此之外，釜山还有其他的山珍海

味。这次就为大家介绍下釜山著名的美食。

   

1、特色餐厅

锦绣河豚  

　　40年的老招牌，原本是从釜山海云台边的小店起家，以其真诚亲切的服务，赢得客人的喜爱

。这里在用料方面均使用了高级的原料，自然美味不在话下。至今已有六间分店，除了招牌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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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鱼汤之外，还有河豚生鱼片、豪华河豚套餐、河豚拌饭等各种菜色，选择空间大。来到这里

一定要尝一尝招牌料理河豚鱼汤，鱼肉嚼劲十足，汤汁鲜美，令人脣齿留香，品尝之余，顺便点

些其他的料理，一并享用也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

　　特色：河豚的韩文意指“福”的意思。因此，自古河豚就被认为是可以招来福气的。在日本

，甚至远到埃及等国家也认为河豚是可以带来福气的料理。由于锦绣河豚的美味声名远扬，沒机

会到釜山品尝的朋友，也可以到狎鸥亭分店享用各式河豚美味。

　　地址：釜山市海云台区中1洞1394-65 

东莱别庄

　　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东莱别庄，本是日本人的度假别墅。直到6.25以后，才改名为东莱别庄

，并于2000年正式改建为高级韩定食餐厅。由于这里是高级韩定食料理，因此须事先订位才可用

餐。别庄门口会有服务态度亲切的工作人员带路，走进别庄，古意盎然，恬适悠静。很有日本温

泉旅馆的感觉，室内可感觉到三百年历史的传统气息。韩定食原材料是经主人精心挑选，严格把

关的，因此每道菜都特别精致，食客在享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主人的用心。2005年会议时，布什

总统夫人也曾到此用过餐，若想品尝真正的韩定食，东莱别庄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特色：东莱洞是釜山温泉最有名的地区，到这来用餐不妨也到周边的温泉去享受一下韩国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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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的不同。

　　营业时间：12:00~15:00(中餐)/ 18:00~21:30(晚餐)，需提前预约

　　地址：釜山东莱区温泉1洞126-1

海云台韩牛烤肉 

　　釜山无人不晓的海云台韩牛烤肉，庄严美丽的韩屋是其餐厅的主要特色。所有牛肉料理全部

使用韩国特等牛肉，且坚持用炭火烧烤，因此味道香嫩。来到这里，正宗的韩国铜盘烤肉是一定

要品尝的，肉质鲜嫩，入口即化，令人停不下来，再加上古色古香的韩屋与贴心周到的服务，用

餐的心情相当愉悦。

　　另外，在国际市场、光复路等地也有著名的美食街，可以尽情品尝釜山街头小吃美味。

　　营业时间：10:30~22:30

　　地址：釜山海云台区中1洞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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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食街

国际市场美食街

　　位于釜山市昌善洞国际市场内阿里郎街入口处，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露天饮食街，拥有60年的

历史。坐在小吃摊前面的椅子上吃紫菜包饭、米肠、面条等小吃的风景是韩国传统市场饮食街里

最有人情味的风景之一。不仅路过的本国人，外国游客也都会品尝的代表小吃要数忠武紫菜包饭

。与使用很多种材料的普通紫菜包饭不同，这是一种只用饭和紫菜制作的口味清单的风味小吃。

　　代表菜谱：忠武紫菜包饭

光复洞美食街

　　这是釜山光复洞市场里的一条饮食街，在釜山很有名，是韩国代表性的街头小吃汇集的地方

。位于釜山著名的国际市场和南浦洞之间，有20多家餐饮店，拥有60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仅需

要1,000~2,000韩元就可以品尝到各种街头小吃了。由于物美价廉加上店家热情大方，已经吸引了

很多外国游客。

　　代表菜谱：釜山鱼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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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在釜山

　　在釜山有特1级，特2级，1级，2级，3级等宾馆，还有团体居住时方便的公寓等，价格比较低

廉的80多个住宿设施。 

　　一流大饭店多集中于釜山市中心及海云台附近，尤其在海云台高级大饭店都设有游泳池、网

球场、健身房及露天温泉(乐园海滨大饭店)等，让您充分享受休闲情趣。釜山虽有别墅公寓，可

惜每年夏季游客如潮，无法租用。东莱温泉的饭店以优雅、幽静为主；而釜谷温泉以设备完善、

规模庞大(如釜谷夏威夷饭店)为主。统营是闲丽水道沿岸的最佳投宿地。  商人应选择交通方便

，繁华的釜山站或国际巴士总站等地方；到海水浴场附近来休假的游客可住在西面附近和海

水浴场附近的宾馆。在夏天到海水浴场来休假的游客非常的多，应提前预约。 

　　高级宾馆的费用是60,000-200,000韩元和汉城宾馆的费用相似，可以一眼观望到蔚蓝大海旁的

宾馆比一般宾馆的费用要高一些；中低档的旅馆费用是 以2人一室为准是20,000-50,000韩元。

釜山国际饭店Kukje Hotel Busan 

    

　　座落于商业中心，活跃的地区充满了许多餐厅和酒吧。交通便利，并邻近许多著名的观光景

点，也邻近金海机场（Gimhae Int'l Airport）和釜山车站（Busan station）。

　　电话：+82-51-642-1330

　　地址：釜山东区凡一2洞830-62

松亭观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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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独具希腊海洋风情的松亭观光酒店拥有59间客房，充满异国风味，令人感觉彷彿来到国

外小岛一般。房间内的海景落地窗更是将松亭海水浴场的蔚蓝景色尽收眼底。离海云台也狠近，

加上客房价位合理，因此是许多观光旅客的最爱。

　　电话：051-702-7766

　　地址：釜山市海云台区松亭洞 297-9

釜山诺富特国宾酒店（Novotel Ambassador） 

　　是一家集商务、休闲、度假功能于一身达国际水平的特级酒店。酒店位于釜山著名观光胜地

海云台中央地段，景色优美，周围有多处观光胜地、购物中心和商务中心。

　　电话：+82-51-743-1234

　　地址：釜山海云台区中洞1405-16

釜山Westin朝鲜饭店

　　成立于1978年，成功举办了APEC会议，是釜山著名的商务饭店。该饭店位于观光胜地冬柏岛

                                               46 / 58



�������

釜山：海港风情
入口处，距离金海机场约40分钟, 距离市内约30分钟，是休假出差的最佳选择。

　　电话：+82-51-749-7000

　　地址：釜山海云台区佑1洞737

釜山Inn旅馆

　　离KTX釜山站5号出口约1分钟车程，临近很多旅游景点，到南浦洞扎嘎其国际市场与国际旅

客客运站约5分钟，前往西面约0分钟，并被指定为釜山市东区模范住宿业所，服务品质值得信赖

。

　　电话：+82 51-463-5505, 016-500-3866

　　地址：釜山东区草梁洞 1200-14号

B & B观光酒店 

　　位于美丽的海云台中心，您在这里可以享受碧海、银沙和望月坡。快艇竞技场及CentumCity

就在附近，靠近东莱金刚公园、通度寺、伽倻古坟等历史胜地。

　　电话：+82-51-741-3211

　　地址：釜山海云台区中1洞 1130

蓝色背包客客房旅馆（Blue Backpackers Guesthouse)

　　设施齐全，可炊事，还有洗衣设备，特别受进行长途旅行的背包客的欢迎，客房类型多样，

有宿舍型客房和大床间等种类。 客房费用低廉，早上提供简单的餐饮。客房外面都有公用电话、

卫生间和浴室，TV在公共休息室中，可申请使用。

　　电话：+82 51-634-3962

　　地址：釜山市釜山镇区釜田2洞 45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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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购物在釜山

　　釜山，这里不仅充满了港口城市的新鲜和独特，此外的购物之乐也是不可错过的。喜欢购物

的朋友请赶快行动吧！这里的一切都在期待着您的到来。海味，方言，开放爽朗的人群⋯⋯

南浦洞 

　　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中心地即为PIFF广场的所在地-南浦洞。这里关于电影的历史要从1930年代

的中后期开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里诞生了一个接一个的电影院，并随之而来的各式餐厅日

益增多，如今具备现代化规格的电影院和周边风味特色的各类餐厅已成了釜山不可缺少的一景。

此外，南浦洞附近的札嘎其市场，国际市场等购物群体，更是增长了此处的名气。

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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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面—现在釜山的中心商业区，交通，商业，流通，金融等中心地的所在。作为地铁1，2号

线的换乘站区域，各式服饰，鞋帽，电子产品等600多家店铺和大型电影院，书店及饮食街等，是

釜山年轻人们购物和娱乐聚集的地方。

　　从西面站下车后，可以到乐天百货商店等大型的购物商场购买到韩国最为时尚且品质优异的

商品。此外，西面的地下商场也是购物和人群拥挤的地方。

釜山大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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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釜山大学您会最直接的感受到釜山的青春，活力和时尚。这里充满了年轻人才有的朝气

，狂热和独特的流行时尚。釜山大学的购物行可以在大学正门和地铁站间隙的胡同内进行，具体

还可分为2条路线。

　　首先釜山大学正门下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处，左右侧的胡同内各式名品店及名牌服饰卖场应

有尽有。从常设卖场胡同向地铁站方向下行的话，可以接触到个性化非常强的各式时装店。每个

店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制作手法，因此此处销售的服饰和饰品也是独一无二的。

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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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型的购物商场而言，釜山主要有2个，一个是位于南浦洞的乐天大型百货商店，另外一

个就是在西面站的乐天百货商店，但其价格和首尔的乐天和机场的免税店比的话稍贵。

　　不得不提的还有新世界Centum

City，拥有世界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百货店”殊荣的新世界Centum

City，可谓是韩国和釜山的骄傲。荟萃了60多个世界名牌和680多个畅销品牌的Centum City，其庞

大规模和豪华程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店内汇集了建筑、艺术、购物、娱乐、文化等一系列设

施，特别是可容纳1500人的城市型SPA温泉乐园，会令您获得梦幻般的享受；室内溜冰场、电影

院、书店、画廊等娱乐文化设施齐集一堂，堪称名副其实的愉悦都市！这里进驻了爱玛仕、香奈

儿、路易威登等60多种誉满世界的名牌卖场。走在其中，仿佛漫步于海外历史悠久的名牌街道上

，可以享受到高品位的购物乐趣，是世界各地购物达人们必到的高格调空间!

                                               51 / 58



�������

釜山：海港风情
  

九、行程推荐

   

1、釜山两日精品游

day 1   

　　早上吃过早餐后，可直接冲到海云台，海云台可以看到广安大桥，很漂亮。海云台附近还有

出海的轮船，五六岛很值得一去。下午可以回到西面站的乐天或是南浦洞闲逛了一回，晚上在锦

绣河豚享受招牌料理。

day2  

　　早上9点出门，先去梵鱼寺。该寺被lonely planet称为釜山最值得一去的地方。中午去了著名的

鱼市场觅食，景色也很好，可以看到渔船回港。之后花时间去太宗台，可选择乘游艇眺望那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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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雪的灯塔。晚上去龙头山公园，看釜山夜景，还有精力的话，建议搭地铁去了广安里大桥，看

大桥夜景，很赞的，然后回酒店睡个好觉。

   

2、釜山完美自驾游

　　海云台海水浴场-下山坡-青沙浦入口一直走-松亭海水浴场入口向右转-在海边道路向左转-大

边港左边是山，右边是海，这里是最好的兜风路线，从海云台海水浴场出发，经过松亭海水浴场

，到大边港的距离有14km，是在釜山最有名，最受欢迎的兜风路线。

　　首先行驶到海云台海水浴场小山坡道路上，路旁是一棵一棵挺拔的松树，一眼可以观望到海

云台海水浴场和远处的五六岛，在山坡路上有了望台和有浪漫气氛的咖啡厅，在此喝着茶，欣赏

海景将乐趣无穷。

　　路过小山坡往松亭方面行驶，到了山冈顶上，便可以一眼观望整个松亭。春天的时候路边会

开满樱花，景色非常的迷人。

　　继续开车行驶约1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闲静的松亭海水浴场。左边郁郁葱葱的树林和右边东海

碧蓝的海水巧妙结合，使这里的景观更加的动人。

　　在离这里有5分钟距离的峭壁上有海水可以进入寺院内的龙宫寺（1376年高丽时代创建），传

说不管你有什么心愿，到这里来求拜的话，有一个心愿一定能够实现，因此有很多游客到此来求

拜。

　　在继续行驶15分钟左右，路过东海，便可到达以凤尾鱼闻名的大边港。在这里任何时候都可

以抓到新鲜的海鲜，还可以开船到海里抓雨。

　　路过大边港的餐厅街，海鲜店等，继续行驶，经过日光海水浴场，日光站等，可以欣赏一直

到蔚山的海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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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釜山之关键词

夜色璀璨的釜山市

1、札嘎其节

　　札嘎其市场是著名的海产市场，在这里举行的札嘎其节是国内最大的水产品文化节。主要活

动包括游客直接参与的水产品体验节目和乘坐海上游览船的观览活动等。您可以一边品尝丰富的

海鲜风味，一边享受港口城市独特的风情。

　　地址：札嘎其市场、光复路、南浦路一带

　　时间：10月

　　札嘎其文化观光祝祭组织委员会电话：（051）243-9363

2、釜山国际电影节

　　“釜山国际电影节”以介绍全世界各种题材的电影文化、挖掘新人、重新评价被遗忘的作品

和电影工作者为宗旨，每年10月在海洋城市釜山举行。电影节自1996年9月13日开幕到今天，获得

了“亚洲地区最具活力的电影节”之美誉。

　　时间：10月

　　首尔办事处（02）3675-5097，釜山（051）747-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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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俯拍城市美景

　　1、一般情况下，酒店自来水可安全饮用；酒店不提供牙膏、牙刷、拖鞋等个人用品，敬请自

备。

　　2、酒店入住时间一般为下午14：00，退房时间为中午12：00以前，超时需要加收费用。

　　3、一般酒店都可采用220v电压及110v电压，建议自备两相圆脚插头。

　　4、 韩国的整体物价水平略低于美国，日本。普通巴士600韩元，地铁1区间600韩元，普通出

租车起步价1，900韩元，模范出租车起步价4，000韩元。

　　5、倒酒时，一手拿酒瓶，另一手要托住手臂；对主人的敬菜，头一二次要推让，第三次才接

受；拒绝喝别人的敬酒是不礼貌的，如不能喝，就在杯中剩一点酒。韩国人原谅醉酒的人；　　

　　　不能把盘中的菜吃得很干净，否则是对主人的不敬；

　　6、有长辈在场，不能抽烟，不能戴墨镜。

　　7、接受物品时要用双手，不当面打开礼物。

　　8、礼金要用白色的礼袋，而不是红色的，等等。

　　9、紧急电话　

　　釜山市政府：051-120

　　外国人热线中心：1577-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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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紧救医疗信息中心：1339

　　犯罪举报电话：112（无需区号）

　　火警：119（无需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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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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