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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夏威夷，梦幻济州岛

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南端，是韩国最大的岛屿，方圆1848平方公里，岛中央海拔1950米的汉拿山

是韩国第一高峰，因受近海暖流的影响，全年气候温和，有“韩国的夏威夷”之称，加之256公里

漫长的海岸线，形成了一片有“梦幻乐园”之称的土地。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济州先民的生活智慧所凝聚的民俗文化，以及18000多有关神话的故事，使济州岛的寸草村土都灵

气四溢。古代这里曾是名谓“聊罗国”的独立国家，因而岛上保留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方言与文

化。

  济州岛风光秀丽，气候温暖，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这里不仅是世界性的休养胜地，也是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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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国际会议的地方。以济州岛中央的汉拿山为中心，四周分布着360多座休眠火山和海岸地带的

瀑布、柱状节理。火山地形覆盖了整个岛屿，非常美丽。 

(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说济州岛处处是风景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汉拿山上成群的麋鹿和 1800多种植物构成的自然生

态园，已成为游客眼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里不仅是独一无二的度假胜地，来这里新婚度假的

新人更是络绎不绝，因此济州也被称为蜜月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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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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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济州岛四季皆可前往，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色调，欣赏的景致也各有不同，像春天的油菜花、樱花

和杜鹃花，夏天的岛屿和海岸，秋天的紫芒花和冬天汉拿山的雪景。但就气候的适宜程度来讲，

春秋是最佳选择。

衣着：出发前，请参照天气携带合适衣物，以舒适、轻便休闲的衣服为宜，随身携带一件外套以

防晚间转凉。海边风大，请带防风衣物。

订票：由于春季的济州会同时举行樱花节与油菜花节，此时的游人来济州的游人最多，需要提前

一个月左右时间预定机票。

   

2、签证

免签证：持中国护照的游客以旅游为目的搭乘直航进入济州，可停留15天（对于申请人资格，韩

国领事馆有具体规定，详情请咨询当地领事馆），转机去其他城市需提前办理签证。

韩国签证：从韩国其他城市进入济州须向韩国领事馆申请签证，详情可咨询当地领事馆。

网址：www.koreaemb.org.cn

入境时须提交资料：

1、 出入境卡，所有外国人都须填写；

2、 游客携带物品申报单1人/份（家族时刻统一填写1份）；

3、 检疫报告

飞机内空姐发放申请书，提前填写好的话，可以节省办理入国手续的时间和步骤。

   

3、货币与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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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韩国的货币单位是“元”。流通的纸币有1000元、5000元、10000元3种，硬币有10元、50元、100

元、500元4种。韩元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银行、机场、饭店、大百货公司和专门兑换点均提供

兑换业务。在宾馆和机场的兑换所或市内银行都可以换钱，牌价每天都有变化，旅行支票比现金

牌价略高，购买时需交纳一定的手续费。 

韩国货币

小费：

小费在韩国不普遍，但在利用观光设施或购买商品时，包含有10%的附加税。当然，如果遇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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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司机帮你提行李等额外服务时，最好表示一下谢意。

银联：

目前银联卡在韩国的ATM受理业务日益普及，在济州岛大约有124台ATM能使用中国银联卡。它

们大多分布在免税店、便利店及机场等中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银联持卡人不但可以刷卡消费

，还可以使用银联借记卡在ATM上提取现金。提取韩币根据当天汇率，以人民币扣帐，不存在货

币转换费。取款的限额要求，根据国家规定，银联卡单卡每日累计境外取款额为不超过1万元人民

币的等值外币。银联韩国24小时服务热线：0079-814-800-7159。

信用卡：

信用卡提取现金需支付较高的利息或手续费，建议ATM取款尽量用借记卡。

   

4、通讯网络

公用电话：韩国投币式电话机一般兼备电话卡通用的复合型电话机。电话卡可以在附近的便利店

或商店购买。面额为2000、3000、5000、10000韩元等。

手机租赁：SK移动通信国际漫游中心（济州机场一层）

营业时间：09:00-21:00（周末09:00-19:00）

电话：064-7453011

用中国国内号码拨打当地座机：0082-64-号码；拨打韩国手机：0082-手机号；

用当地号码打往国内的座机：0086+区号（区号首位为0需省去）+号码；拨打国内手机0086+手机

号。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韩国电压有220V和110V两种，前者电源插头和插座是圆形，后者为扁形。如果没准备变压器或转

换插头，可向酒店服务台借用或提前准备。

时差：

韩国比中国早1小时，从北京或上海乘飞机前往济州约需2个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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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理方位

济州岛是韩国第一大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域，北距韩国南部海岸90多公里，东与日本的九州

岛隔海相望，地扼朝鲜海峡门户。全年气候温和，有“韩国的夏威夷”之称，与龙头岩一起，是

济州的象征。

作为韩国西南部的一个地方行政区，济州特别自治道由济州岛和附属岛屿共同组成。而济州岛上

有济州市和西归浦市两大城市，分别坐落在岛的北部和南部，岛中央是海拔1951米的韩国最高峰

——汉拿山（Mt.Halla）。其中济州市还是道政府的所在地。

   

7、出入境须知

济州岛入境时海关检查分为无申报通道（绿色）和申报通道（红色）。若持外币不超过10000美元

，携带物品的总价不超过30万韩元，且没有携带禁止出入境的物品，则可走绿色无申报通道。

出境时如携有贵重物品，须填写“携带出境物品申报单”。韩国的古董及重要文物必须获得韩国

“文化财鉴定官室”的批准才可出境。

   

8、紧急救援

1330旅游热线

在韩国任何地方，只要拨打1330，就可得到中、英、日文的24小时最新旅游咨询服务。用手机时

请先拨地区号，再拨1330即可。

旅游投诉中心

济州特别自治岛旅游政策科：710-3323

济州特别自治道观光协会：742-8861

济州市观光振兴科：728-2751

西归浦市观光振兴科：760-2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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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 孝子洞 54 番地

电话：0082-2-738-1038

中国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86-10-6506-8336

上海办事处：86-21-3368-8616

常用电话

市内电话查号台号码是114，国际电话查号台号码是0074，人工国际电话服务台号码是0077。报警

112，救急车119，紧急处理129，查号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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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济州岛旅游最棒体验

   

1、嗅着微咸的海风，牵着爱人的手走过偶来小路

绿丛环绕的山路、延绵几十里的海岸、沿途开满鲜花的干净公路、缎带般乡间小道，咸咸的海风

迎面扑来，给湿热的炎夏降了温。不远处能看到海上稀稀疏疏的几个小岛，在濛濛的水雾中忽隐

忽现。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偶来(Olle)是济州方言，在韩语里的意思是“家门前的小路”，好似乡间农家门口那开满了爬藤植

物和小花的羊肠小道。偶来徒步共开发了18条路线，路程由5公里到20公里不等，由于济州岛是火

山活动而形成的，东南西北方向的风景均不相同，这18条路线也各有各的美丽邂逅。有奇岩绝壁

亦有温带树林，有原始风貌的溪谷也不乏青葱麦田。嗅着微咸的海风，牵着爱人的手，沐浴海风

，漫步林间，留下最美的关于爱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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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可以事先在济州偶来网站(www.jejuolle.org

)上获知每条线路的特点、难易程度、交通和住宿等必要信息，选择好适合自己的线路。

咨询电话：064-739-0815

   

2、零距离感受韩剧魅力，游览济州岛外景地

(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提供)

《花样男子》中智厚骑白马的马公园，大长今孤身一人站立过的独立岩，《我的名字叫金三顺》

中熙珍与亨利爬过的城山日出峰，《我的女孩》中周幼琳采摘桔子的桔园，这些经典韩剧的取景

地，都位于济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济州岛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秀丽的风景，吸引着众多的影

视剧来此拍摄，成为韩国最受欢迎的外景拍摄地。走过男女主人公曾经走过的道路，看着电视剧

中反复出现过的场景，而今亲自置身于此，你似乎穿梭了时光的隧道，成为了故事中的人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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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到了剧中纷纷扰扰的心情和缠绵悱恻的情感。

   

3、怎一个“鲜”字了得，品济州岛海鲜大餐

刚刚打捞上岸的海鲜(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济州岛四面被大海环绕，因此盛产海鲜。特别是济州作为海女之乡而闻名，可以品尝到刚捕到的

海鲜，其新鲜程度超过你的想象，不愧为海鲜天堂。沉静的比目鱼，鲜活的鲍鱼，蠕动的海参，

优雅的鱿鱼⋯⋯无论走在哪个景点，只要是靠近海边的地方，大到酒店宾馆，中到酒楼饭店，小

到席地而置，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海鲜。海鲜已经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代

表。海鲜小火锅、海胆海带汤、烤玉鲷、生鱼片、鲍鱼粥，仅仅是这一连串好听的菜名，就足够

引诱出你的口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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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海鲜大排档  (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4、攀登韩国三大灵山之一—神秘莫测汉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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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怪异神人涌北岳，谁知淑气此中蜿”，韩国诗人金麟厚曾写诗赞颂汉拿山，作为韩国三大灵山

之一，汉拿山于2007年被列入韩国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汉拿山各季节的佳景也各不相同。春季4

月的汉拿山，山顶有白雪，山腰和山脚有油菜花和樱桃花。5月的汉拿山开满踯镯花。汉拿山的夏

天融合神秘的瀑布、幽深的溪谷和绿阴造出佳景，绿阴里的鸟声和溪水声是这个季节的主角。泛

起金色波浪的紫芒花映衬下，汉拿山的秋天可以说是一幅画。獐子沿着山脊奔跑，树叶无声无息

地变红。枯木到冬天才开出白花，纯白的雪山，满山的雪花，一看永远忘不了。汉拿山外显女性

的温柔之美，内带严峻的男性气质。沿着古人留下的山路向上攀，沿途众多景致让人一再驻足，

或野花灿烂，或林木葱郁，还不时见到这里的真正主人———悠闲自得的野鹿，让人恍若步入世

外桃源。

旅人提示

1、从西归浦去汉拿山，到市外长途汽车站乘坐5.16路，在城板岳下车。票价每人1500韩元，大约

行驶35分钟。5.16路首车6点即发，12分钟一班。还有一条线路是从观音寺上山，从新旧济州走的

人可以选择这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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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汉拿山要拿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水，带好雨具。如果有条件，最好配备

专业的登山装备，登山鞋、登山杖，速干衣和裤腿可拆卸的速干裤。

3、带好垃圾袋，垃圾要自己带下山。把相机放在方便取出的位置，因为随时会遇到鹿。

4、注意路两旁的提示牌，如有登顶计划，一定要在提示时间之前到达金达莱平台。

   

5、泰迪熊博物馆——重返动人的童话世界

(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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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还记得韩剧《宫》里可爱的泰迪熊吗？剧中太子妃与皇太后参观的泰迪熊博物馆就在济州岛，是

全世界最大的泰迪博物馆。如今的泰迪熊就像芭比娃娃一样，已经不再是一般玩具，它被更多地

赋予了各种特殊的纪念意义，包涵的是孩子的梦想和最纯真的愿望。牵着孩子的手参观千姿百态

的泰迪熊，你一定会误以为自己驾着时光机回到了童年，在售卖处挑选一只小熊，用它来捕获心

爱的女孩的芳心吧。这座可爱的博物馆，是济州岛上最不可错过的景点，它将带你重返动人的童

话世界，怎能错过呢？

   

6、橘香沁人心，享受欢快的橘子采摘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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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济州岛盛产橘子，环岛高速公路两旁长着大片的橘子树，金黄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橘子皮薄无核

，甜而不呴。似一盏盏金黄色的小灯笼般，在阴雨连绵的早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龙头岩边上

就有香甜的橘子售卖，大概30元10个橘子，橘子香甜沁人，回味甘甜。橘子酿成的果汁也特别畅

销，每天早餐后，倚在餐厅的栏杆处，望着近在咫尺的海，啜饮一杯济州岛的橘子汁，那份宁静

与舒心，只有在这世外桃源才能感受到。如果赶上11、12月橘子盛产季，体验一次农场采摘是最

美不过的经历了，扑鼻的橘子香中，和亲人朋友共同享受劳动的快乐，摘起一只橘子，这清香的

味道可在手中久久停留。

   

7、观看海女潜水表演，感受神秘的海女文化

(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在济州岛，人们经常会在海边看到一些以潜水方式捕捞海产品为生的女性。她们皮肤黝黑，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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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盘在头顶，身穿黑色的紧身潜水衣，背着背囊，一个猛子扎进海里。她们就是著名的济州岛海女

。海女是济州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吹着响亮的口哨，仅仅依靠绑在浮漂上的绳子就可钻入2

0米深的海底，捕捉黏附在海底岩石上的鲍鱼、海螺等海产品,在成山日出峰附近的成山海岸，海

女们每天都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潜水表演。大部分海女都是50-70岁的妇女，她们一生生活在大海中

，在水中似鱼般灵活矫健。她们对大海，有着深切的热爱和眷恋，她们将海女勇敢、坚韧、吃苦

耐劳的精神传承下去，成为岛上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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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四、济州岛世界自然遗产

   

1、汉拿山

汉拿山巍然耸立于济州岛的中部，海拔1950米，是代表济州岛的名山，又称瀛州山，意思是高得

可抓住银河。汉拿山分布着各种植物，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1970年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周围分

布着368座寄生火山山峰(当地语为“Oreum”）。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汉拿山以其从温带至寒带的垂直植物生态分布系统而闻名。这里有着1800多种植物和4000多种动

物（昆虫类3300多种），登山路线十分多，可很好地观察周围的山势。汉拿山的登山路线在10公

里以内，当天即可登上山顶，但由于天气变化十分剧烈，加上风大，登山者应带上足够的装备。

目前，可以上到顶峰白鹿潭的路线有城板岳和观音寺两条。御里牧与灵室路线则可到达高1,700米

的威势岳(����)。其中，城板岳和御里牧登山路线最受游客喜爱。

入山时间随季节而变化，通常在05:00-06:00和9:00-10:00之间。进山前，应提前打听好。越早出发

越好，记得戴件外套御寒，也可准备些简单的食品补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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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一天路线

A、城板岳路线/往返，19.2km，9小时(城板岳售票处~顶峰)

城板岳路线沿途没有提供食用水的地方，游客应自行准备。该路线虽然是汉拿山4条登山路线中最

长的，却没什么太大的坡度，相对容易攀顶。

B、观音寺路线/往返，17.4km，10小时(观音寺售票处~顶峰)

观音寺路线也可到达汉拿山顶峰，但该路线相对城板岳路线而言台阶多，坡度也较陡。游客可在

海拔1,500米、距顶峰1.5小时路程的龙镇阁获取食用水。该路线虽称作观音寺路线，却并不始于寺

庙。观音寺其实位于入口往东约1.2km处。 

汉拿山登山路线

 半天路线

1、御里牧路线 / 往返 9.4km � 4小时 [ 御里牧广场售票处 ~ 威势岳(1700m) ]

较另一条半天路线(灵室)，御里牧更容易攀爬，也更适于欣赏济州独有的山岳地形。在林间往上

穿行约1小时左右，便可来到视线豁然开朗的四燕小山(1,450M)，该处有食用水。由四燕山往前30

分钟左右便是万岁小山，于此可尽览济州神秘的山岳地形。从万岁小山到威势岳几乎都是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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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2、灵室路线 / 往返 7.4km. 3小时 [ 灵室售票处 ~ 威势岳 (1700m) ]

4条登山路线中最短的一条，却因其沿途的优美风光被评为济州10景之一。灵室路线坡度较陡，攀

爬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不少人选择从御里牧路线上山，然后由灵室路线而下。

交通：

从济州郊外汽车站(+82-64-753-1153 � )乘坐郊外汽车到达城板岳(首班车06:00/末班车21:30,发车间

隔为10分钟,需要35分钟)，在城板岳入口下车，票价1700韩元。

从516国道汽车站(+82-64-762-4345 �)乘坐开往城板岳的郊外汽车(首班车06:00/末班车21:30,发车间

隔10~12分钟,需要30分钟~40分钟)，在城板岳入口下车，票价1900韩元。

从济州郊外汽车站乘坐开往奥利木的郊外汽车(首班车06:30/末班车16:50,发车间隔1小时,需要30分

钟)，在奥利木入口下车即可，2200韩元。

电话：064-713-9950

官网：http://www.hallasan.go.kr/

门票：

成人(25岁-64岁):1,600韩元(个人)/1,400韩元(团体)

青少年(13岁-24岁)、军人:600韩元(个人)/500韩元(团体)

儿童(7岁-12岁): 300韩元(个人)/250韩元(团体)

   

2、城山日出峰

城山日出峰海拔182米，系10万年前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位于济州岛东端，是一块高耸的巨岩，

其顶部有巨大的火山口。火山口直径600米，深90米，面积达8万多坪。99块尖石围绕在火山口周

围，如同一顶巨大的皇冠。东南面及北面是悬崖，只有西北面是草坪山脊，与城山村相连。由于

山脊上铺了草坪，既可散步，也可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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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城山日出峰顶观日出可谓是叹为观止。附近的油菜花一到春天就开得黄灿灿，在其间观看日出更

是美妙无比。城山日出峰于2000年7月19日被指定为地方天然纪念物，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城山邑城山里114

电话：064-710-7923

官网：www.english.tour2jeju.net

开放时间：

冬季： 日出1小时前�20:00

  夏季：日出1小时前�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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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门票：

成人(24岁以上-64岁以下) : 2,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1,000韩元

济州岛民、老人、残疾人、国家功臣：免费

交通：

机场：济州机场-济州市外客运站-经由城山的市外巴士-咸德-城山(下车)-日出峰循环巴士-城山日

出峰

中文：中文邮局-西归浦 - 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 - 东回线一线道路市外巴士 - 南原 -

表善-城山(下车)-日出峰循环巴士-城山日出峰

西归浦：西归浦-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东回线一线道路市外巴士-南原-表善-城山(下车)-日出峰

循环巴士-城山日出峰

济州市及西归浦市出发至城山邑东南丁字路口下车，换乘循环巴士。

大众交通咨询电话-064-710-6241

   

3、拒文岳熔岩洞窟群

济州各地共有120多个熔岩洞窟。其中约在10-30万年前，拒文岳喷发的熔岩流至海岸所形成的20

多个洞窟统称拒文岳洞窟群。整个洞窟群形态多样，独特的地质环境深受世界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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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片由网友 @稻草公主 提供)

为了保护世界性珍贵价值的洞窟和游客的安全，目前只开放方丈窟，是拒文岳洞窟群中唯一对外

开放的洞窟。进入洞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有如神殿般的走廊和精雕细刻般的石龟，因其外形像

济州岛，特别受济州人的喜爱。窟里面还有千姿百态的石柱和熔岩凌锥，景色极为壮观。窟内的

温度一年四季保持在11-12度，令人感到十分舒适和爽快。

地址：济州市旧左邑金宁里

电话：064-783-4818

开放时间：9：00- 12：00(30分钟，游览间隔30分钟)

休息时间：每周二(自然休息日)、春节连休(2天)、中秋当天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 – 表善行市外公交车，善屹2入口(拒文岳入口)下车(需30分钟)

 从善屹2里拒文岳入口交叉路到探访导服处步行需700m

旅人提示：拒文岳探访实行提前预约制，务必于到访前2天预约(预约电话 064-784-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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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五、济州岛海岸美景

   

1、天帝渊瀑布

因为传说中玉皇大帝身边的七仙女偷下凡间沐浴嬉戏而得名。天帝渊，顾名思义，是“天帝之渊

池”之意，瀑布分为三段，周围的温带森林有松叶兰等珍贵的植物。第一瀑布(高22米，水深21米

)所在的东方的岩石洞顶部有冰凉的水流下，目前禁止游泳。从瀑布飞流直下的水又形成第二、第

三瀑布，并最终流入大海。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天帝渊溪谷中有仙临桥（雕刻着七仙女的拱形桥）和“天帝楼”等8处楼阁。仙临桥也叫七仙女桥

，是连接天帝渊和中文观光园地的桥梁，长128米。天帝楼的外墙上有描绘天帝渊传说内容的仙女

                                               28 / 9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339&do=album&picid=43657&goto=down


�������

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和神仙图。每偶数年的5月都要在这里举行七仙女节。

地址：济州西归浦市穑达洞3381-1(中文旅游区内)

电话：064-738-1529

开放时间：08:00-17:30

门票：

成人：个人2,500韩元，团体1,850韩元

学生/儿童:个人1,370韩元，团体750韩元

老人、残疾人、国家功臣:免费

交通：

从济州市外巴士客运站乘坐经过中文的市外巴士，每十分钟发车，需50分钟。

济州机场 - 中文 - 西归浦的机场大巴，15分钟发车，需45分钟。

西归浦市内巴士每10分钟发车，需15分钟，在天帝渊瀑布入口下车。

   

2、天地渊瀑布

在奇岩峭壁上伴着天雷轰鸣声而下的白色水柱就是天地渊瀑布，天和地想碰在一起就把它称之为

天地渊。天地渊的山涧中，不但有自然遗产163号的胆八树自然生态林，而且生长着野草莓、松叶

兰等珍稀植物，还有自然遗产379号天然植物林，植物林中各种长尾尖叶櫧，山柚子树，冬柏树等

温带树木，郁郁葱葱，非常繁茂。沿着天地渊温带树林徒步行走1公里左右，就会听到惊天动地的

瀑流声，白色的瀑布仿佛银河落九天，非常壮观。瀑布宽12米，高22米。瀑布下的潭水深20米，

潭水清澈无比，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地渊。天地渊被指定为自然遗产27号，潭中还盛产鲈鳗鱼(这

里的鲈鳗鱼被指定自然遗产2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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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片由网友 @齐小姐爱生活 提供)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西归洞666-1号

电话：064-760-6301

开放时间：07:00-23:00(入场截止至22:10)

门票：2,000韩元

交通：

1、市内公交:

在济州岛长途汽车总站(064-753-1153)乘坐5�16西线汽车(首班车: 6:00, 末班车

9:40/发车间隔12分钟/需要1个小时)或者乘坐西部观光道路旅游线汽车(首班车6:16,末班车 9:30/发车

间隔12分钟/需要1个小时)，然后在西归浦长途汽车总站下车，往汉拿山方向经过济州银行到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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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归浦药店(步行需要5分钟)，在药店前面的汽车站乘坐开往天地渊的汽车(8路)，在终点下车即可(

需要五分钟).

2、长途汽车和出租汽车:

在济州长途汽车总站(064-753-1153)乘坐516西部旅游线汽车(首班车: 6:00, 末班车

9:40/发车间隔12分钟/需要1个小时)或者西部观光线汽车(首班车6:16, 末班车9:30/发车间隔12分钟/

需要1个小时)，在西归浦长途汽车站下车后乘坐出租汽车(需要3~4分钟)。

   

3、大浦海岸柱状纹理带

在济州道西归浦市的柱状节理带上，可见石柱在海岸边层层堆积。这是济州岛的自然保护对象。

柱状节理带是汉拿山喷出的熔岩流入中文地区前海时冷却而成，由大大小小的四方或六角成的石

柱(30米)组成。过去这一带在行政区划上叫作“Jisatgae”，因此现在也保留这一名称，将这一些

石柱称为“Jisatgae岩石”。这里还以惊涛击打近20米高的悬崖以及海边垂钓而有名。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从一个叫大浦洞的海边小村庄向西南方向走600多米的田间小道，就有悬崖出现在松树间。悬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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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有Jisatgae海岸，海岸上有石柱。柱状节理呈四至六角形，仿佛是石匠雕凿而成，景色如画，令人

不禁由衷地慨叹大自然之伟大。这里波浪汹涌时可高达10米上，真是惊涛拍岸，蔚为壮观。

电话：064-738-1393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大浦洞2579号一带

交通：西归浦客运站到中文区需20分钟 -

下车后步行15分钟，或乘坐机场大巴600路在济州国际会议中心下车后往右步行5分钟。

门票：2,000韩元

   

4、龙头岩

位于济州市北部海边的龙头岩，是200万前年熔岩喷发后冷却而形成的岩石，高10米，长30米，看

上去象是在龙宫生活的龙欲飞上天时突然化作石头一般。正是由于岩石一端颇似龙头，故得名龙

头岩。这里也有个传说，讲一条龙想升天，但最终未能如愿,所以岩石只剩下了龙身体的部分，而

龙头在台风时被雷电击落了。从龙头岩向东约200米有一处龙池，据说是龙嬉游之地，因而得名龙

池。池水清澈见底。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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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济州岛著名的海女们海底作业的场面，沿着海岸线步行10分钟左右，便是一

个小型的咖啡厅村，这里几年前还是只有一两家生鱼片店的小地方，现在却变成了拥有众多咖啡

厅、粥店、餐厅等的热闹街区。

电话：064-728-2753

地址：济州道济州市龙潭洞

门票：免费

交通：在济州机场乘坐机场大巴(200路、300路)至龙谭2洞事务所下车再行15分钟.

乘坐出租车约需15 分钟(4000韩元）。 在济州市内乘坐开往市内公共汽车开往济州内开往下贵的

市内公共汽车至龙门转盘下车步行约需15分钟。

   

5、挟才海水浴场

挟才海水浴场位于翰林邑西面, 与翰林公园相连。白色的沙滩上满是贝壳的粉末,

前海上有飞扬岛。海岸线长达9公里, 到处都可看见蓝色的海水和绿色的松林,

景色十分美丽。长20米的沙滩, 海水较浅, 仅为1.2米, 坡度较缓,

十分适合于全家人共同享受海水浴。这里还有各种服务设施，松林中可进行野营。 

(图片由网友 @齐小姐爱生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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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翰林公园内有亚热带植物园、挟才洞、双龙洞，观光的内容十分丰富。海滨浴场的西南侧

海岸与金陵海滨浴场相连，也有人将两处合称为挟才海滨浴场。此外，在济州岛的任何一处海岸

上都可以看见汉拿山，这里也不例外。

电话：064-728-7672

地址：济州道济州市翰林邑挟才里 2497-1号

交通：在济州市或西归浦乘坐1132号国道缓行巴士, 在翰林公园入口下车, 需40-50分钟

   

6、西归浦潜水艇

1988年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个运营潜水艇的港口，20余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过硬，在

安全和便利方面的到了很大的改进，最近还从芬兰引进了新建造的最大最新的潜水艇，投入运营

，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游览环境。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西归浦潜水艇的运行区域是西归浦蚊岛(天然文化财区)，作为天然保护地区，有形形色色的珊瑚

礁和鱼群，还有各种的海藻，因美丽的海底景色而十分出名。在潜水艇中，可以看到美丽的海底

、鱼群和珍贵的珊瑚群，海底40m处的美丽的景色不禁会让您感到置身在童话世界里，是国内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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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潜水艇观览项目。

自1988年以来，经ISO认证的技术和设备，使西归浦潜水艇观光一直保持着安全运行的世界吉尼斯

纪录。因为工作人员的努力，还在潜水艇观光业界获得了优秀观光业体的称号。

地址：济州西归浦市西烘洞 707-5 (西归浦潜水艇) 离天地渊瀑布500m

电话：064-732-6060

交通：从机场搭乘600路机场大巴，到西归浦码头下车后电话联系。

搭乘100路广域公交到市外客运站换乘走516道路、西部观光道路的公交到西归浦下车后电话联系

出租车 - 机场 - 接待室(需50分钟)

官方网站：http://www.submarine.co.kr/

开放时间：

从07:20到18:40分

间隔40分钟，一天发船17次

冬季(11~1月)一天发船16次(16:40止)

价格：45,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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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济州岛主题观光景点

   

1、如美地植物园

位于中文旅游区的如美地植物园到处洋溢着南国的气息，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植物园，占地面积约3

万4千余坪。温室面积为3千8百坪，温室内有花蝶园，水生植物园，生态园，热带果树园，肉质植

物园，中央瞭望台等，栽培稀有植物两千余种。除此之外还有济州岛本地植物园，以及由韩国、

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各国特色园林组成的民俗园林。可搭载60人的观光列车往返于温室与园林

之间。登上38米高的瞭望台，不但可以一饱中文旅游区、天然瀑布、汉拿山以及附近沿海一带的

美景，晴朗的天气可以观看到位于韩国最南端的马罗岛。 

(图片由网友 @稻草公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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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交通：

乘坐济州市外客运站经过中文至西归浦的汽车每10分钟发车一班，需50分钟

济州机场-中文-西归浦的机场大巴/ 15分钟发车间隔，需40分钟

在西归浦乘坐市内一般座席巴士 / 10分钟发车间隔，需20分钟，在如美地植物园下车

电话：064-735-1100

地址：济州西归浦穑达洞2920号(中文旅游区）

开放时间：

夏季(4-10月)08:30~18:30

冬季(11-3月)09:00~18:00

官网：www.yeomiji.or.kr

价格： 7,000韩元  

   

2、药泉寺

药泉寺以朝鲜初期典型佛教建筑样式所建，地上高达30m(相当于一般建筑10层楼左右)、建筑总面

积3,305㎡，为单一寺刹中相当大型的建筑物。法堂内部有韩国境内最高5ｍ的主佛毘卢舍那佛，

供奉在高达4ｍ的座台上。左右两边的墙壁上有巨大的帧画雕刻。法堂前的钟阁挂有重达18吨的梵

钟。除了2,652㎡ 大的大寂光殿和3层大小的廖舍，还有三星阁、舍利塔。不仅有众多佛教信徒前

来，而且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此地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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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电话：064-738-5000

地址：济州西归浦市大浦洞 1165号

门票：免费

交通：从机场搭乘600路机场大巴 - 在中文观光团地下车，坐出租车到药泉寺需5~10分钟

官网：http://www.yakchunsa.org

   

3、怪坡

神秘道路离机场约有11.5公里之远，位于海拔500米的济州山麓道路边，在连接5.16道路和1100道路

的地方。在此若把车停在下坡处，车不但不会往坡下滑行，反而出现往上坡爬行的神奇现象。但

这实际上只是视觉上产生的错觉，因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致。 

                                               38 / 9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45&do=album&picid=43373&goto=down
http://www.yakchunsa.org


�������

济州岛：蜜月天堂

(图片由网友 @爱上摩羯兔 提供)

地址：济州济州市老衡洞神秘的道路(怪坡) 289-15

电话：064-710-3314

网址：http://cyber.jeju.go.kr

交通：从西归浦至新济州的1100道路的部分区间。

   

4、翰林公园

位于汉拿山(1,950.1m)西侧约33km处的翰林公园因狭才、金陵海水浴场及飞扬岛的优美景色，成

为济州境内首屈一指的著名旅游景点。       

10万余坪的大地上种满挺拔的椰子树与松树，又有多种鲜花点缀其间，一年四季色彩缤纷。此外

，还有狭才双龙洞窟、亚热带植物园、济州石等值得一看的景观。2002年公园内还增设了约千坪

大小的荷花池。 1971年时，翰林公园所在之地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地。如今，当年撒下的种

子发芽成长，已将这里装扮成为拥有16个植物园的绿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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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地址：济州北济州郡翰林邑挟才里 2487

官网：www.hallimpark.co.kr

开放时间：夏季 08:30 ~ 19:30 冬季 08:30 ~ 18:00

门票：7,000韩元

交通： 在济州市外客运站乘坐西回线巴士在翰林公园下车 (需50分钟)

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西回线巴士在翰林公园下车 (需80分钟)

在中文巴士站乘坐西回线市外巴士在翰林公园下车 (需60分钟)

济州综合市外巴士客运站：064-753-1153

   

5、济州海女博物馆 

海女是指那些不借助工具下海捕捉鲍鱼、贝类、海草等海物的女性。防水镜、具有浮力的圆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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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盛装海物的网兜是海女全部的装备。据称，从事此种特殊捕鱼业的女性除济州外，也分布于日本

、俄罗斯等地。为将海女文化传承下去，海女博物馆得以在济州海女抗日运动纪念公园内设立。

       

(图片由网友 @齐小姐爱生活 提供)

博物馆1层的“海女生活”重现了海女曾居住的房屋，并陈列着海女们吃过的食物和使用过的工具

。2层为“海女的劳作”，主要展放着海女在海中使用的工具和服饰等。此外，该展厅也系统介绍

了海女在抗日运动中的业绩。博物馆3层为休息厅，设有观景台可眺望大海美景。       

由眺望台下至2层，经左侧阶梯到1层后，便可看到第3展厅“大海”。此外，博物馆建筑外的草地

上还散放着雕塑作品。济州海女抗日运动纪念碑也竖立于此。博物馆1层还设有纪念品商店。

地址：济州道北济州郡旧左邑下道里 3204-1 济州海女抗日运动纪念公园内 

电话：+82-64-710-7779

门票：1,200韩元

开放时间：

夏季 09:30 ~ 17:20 冬季 09:30 ~ 16:40

官网：www.haenyeo.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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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1）济州机场/济州旅客客运站（机场大巴100路或200路）2）在济州郊区客运站下车，换乘

开往细花、城山方向的汽车3）至旧左邑下道里济州海女抗日运动纪念塔前下即可。(需60分钟左

右)

   

6、济州民俗村博物馆

济州民俗博物馆（大长今迷你主题公园）是以1890年为基准保存了许久以来流传下来的民俗资料

作为展示。特别是展示的100多个传统韩屋, 并不是用类似的面貌装饰而成的,

而是将济州岛人们实际生活的房屋一块块石头, 一个个柱子原样搬过来的,

几乎一模一样。以及传统房屋中的生活用品, 农作具和钓鱼用品, 家具等约8千个相关资料和物品展

示。原味展现济州岛生活风俗的民俗博物馆，不仅保存了一般平民居住的房屋和村庄，还可以看

到朝鲜时代执行济州管理业务的房屋和关押从汉阳发配过来的罪人的监狱等。       

(图片由网友 @稻草公主 提供)

各种民俗表演场和民谣、传说、方言等代表性的无形文化财产都保存完好，到处再现了远近闻名

的无形文化之家，也在长久以来经过研究和专家考证得到了复原。从2003年到2004年作为MBC电

视剧《大长今》的拍摄地，记述了长今在济州岛的医女生活，现今以大长今小型主题公园对外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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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蜜月天堂
开放时间：

10月01日~03月31日 08:30~17:00

04月01日~07月20日 08:30~18:000

7月21日~08月31日 08:30~18:300

9月01日 ~ 09月30日 08:30 ~ 18:00

电话：064-787-4501

门票：7,000韩元

交通：

1) 机场 → 济州(市外巴士客运站) → 济州民俗村博物馆(需65分)2) 中文 → 西归(市外巴士客运站)

→ 表善(需55分)3) 城山 → 东南 → 表善(需30分)

详细交通信息咨询 064-787-4501~2, Fax 064-787-4504

网站：www.jejufolk.com

   

7、雪绿茶博物馆

位于济州岛西广茶园附近的O’Sulloc博物馆以绿茶为主题而建设，是了解学习韩国传统茶文化的

地方。特别是博物馆的名字O’Sulloc里的“O”，既有一种轻快的感叹意味，还包涵origin of

sulloc、only sulloc、of sulloccha等意思。      首次开放于2001年9月1日的雪绿茶博物馆，不

仅其茶杯组成的建筑特点早已闻名遐迩，东西方传统和现代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和谐的交融，而

自然优美的环境，使这里又不失为一个绝佳的休憩之地。博物馆里，亭台相连，鱼儿在璧荷间嬉

戏。在二楼倚栏远眺，绿茶满园，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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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安德面西广西里 1235-3 号

门票：免费

交通：

1) 中文 - 乘环海岸线巡回的12路车 → 在仓川三岔路口右转(向济州方向前进) →

在上仓交叉路口，按指向标指示的‘Jeoji，山洋’方向左转(进入16号道路) →

从西广东里十字路口向前直走 →

在西广西里三岔路口，按指向标指示的‘Jeoji’方向或‘雪绿茶展示馆’方向右转 →

过了西广骑马场，就到雪绿茶博物馆入口了。(需要20分钟)

2) 机场 – 乘走西部产业道路的95路车 → 按去往东广方向、大静方向的指示牌前行 →

在西广东里右转 → 过主题公园后，在西广西里三岔路口右转(按去盆栽艺术院方向的路前行) →

过了西广骑马场，就到雪绿茶博物馆入口了。(需要50分钟)

3) 机场 – 乘走西部产业道路的95路车 → 按‘东广’指示牌的指示前行到‘东广检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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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东广检问所’右边的‘雪绿茶展示馆’指示牌的指示前行 →

到达西广茶园里的雪绿茶博物馆O’Sulloc (需要50分钟)

官网：www.sulloc.co.kr

开放时间：

夏季(04 ~ 09月) 10:00 ~ 18:00冬季(10 ~ 03月) 10:00 ~ 17:00

   

8、榧子林

济州岛的榧子林被指定为受保护的植物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榧子林。这里有2800多棵500－800年

生的榧子树密集生长着，都是高7－14m, 直径 50－110㎝, 宽10－15m的巨木。一般认为榧子林的由

来是，村子里祭神时用过的榧子种子分散四方，落地生根而形成了树林。       树立中有

济州岛内最古老的树，这是一棵树龄达800年以上的榧子树，高25米，周长6米，可谓是榧子树的

祖先。此外这里还生长着罕见的兰科植物。过去榧子树的果实即榧子经常作为驱虫剂使用，也用

来榨油。济州市于1992年在这里开辟了散步小道，使许多济州市民和游客能在郁郁葱葱的榧子林

中享受山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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榧子林迷路公园(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地址：济州道北济州郡旧左邑坪垡里 山15号

门票：1,500韩元

开放时间：夏季(3~10月) 09:00 ~ 19:00 冬季(11~2月) 09:00 ~ 17:00

官网：http://www.jejutour.go.kr/

电话：064-783-3857

   

9、泰迪熊博物馆

泰迪熊博物馆是为展示百年来深受全世界人们喜爱的玩具熊而建的。在两个展馆中可以见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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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产的玩具熊。游客还可在博物馆商店、西餐厅、能看见大海的室外公园等度过美好的时光

。展馆大体可分成历史馆和艺术馆，以及企划展厅。     

(图片由网友 @稻草公主 提供)

在历史馆中，有与百年历史中有名的场面相结合而再现历史人物的玩具熊、古董玩具熊等，其中

米可朗基罗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的泰迪玩具熊造型尤其引人注目。在艺术馆中，可

以欣赏到将玩具熊引入世界艺术之路的大师们的鲜活作品，还有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动画人物。这

里更有世界上最小的玩具熊，它只有4.5毫米大，应当去看一下。企划展厅展示的是根据不同时期

的主题而展出各种泰迪玩具熊。     

如果想欣赏济州道的风光、品尝美味的食物，可去博物馆内的咖啡屋和酒吧去看看。在咖啡屋里

可以一边呷品着香浓的茶水，一边浅尝美味的食物。酒吧是只在夏季、只对成年人开放的高级场

所。除去消费较高的咖啡屋和酒吧，还有许多可去的地方。博物馆内的庭院里有许多惟妙惟肖的

熊雕塑和模型。以半月熊家族和神话中的池塘等为主题而修建的庭院真的是非常漂亮。

电话：064-738-7600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穑达洞中文观光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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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7,000 韩元

官网：www.teddybearmuseum.com

开放时间：平日 09:00 ~ 19:00 夏季旺季 09:00 ~ 22:00

交通：

巴士

1) 济州市

机场 - 乘坐机场大巴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55分钟)

市外巴士客运站 - 乘坐西归浦行巴士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60分钟)

2) 西归浦市 

庆南酒店 - 乘坐大巴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20分钟)

市外客运站 - 乘坐济州市行巴士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20分钟), 座席巴士100路(需40分钟)＼

   

10、济州民俗自然史博物馆 

调查、研究并搜集济州岛内传统民俗遗物和相关自然资料的济州岛民俗自然史博物馆开放于1984

年，大致分为自然史展厅和第1、第2民俗展厅及露天展场。自然是展厅以济州人的一生为主题，

对过渡礼(passage rites)及生产产业的相关资料等从生态学角度进行了展示。第1展厅陈列着各种民

居、住宅模型和济州传统食物模型。第2展厅则展放着海女门使用的器具和过去济州农业生活中使

用过的农具。最后，露天展场里陈列着加工谷物的生活用具和宗教信仰器具等100多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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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齐小姐爱生活  提供)

地址：济州岛济州市一徒2洞 996-1

交通：从济州机场乘出租前往最为方便，需10分钟左右。

电话：064-710-7708

门票：1,100 800 

开放时间：年中 08:30 ~ 20:00 周六/周日/公休日 08:3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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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济州岛美食：味蕾的满足

   

1、特色美食

济州岛具有沿海地域的特性，因此以邻近海域里的各式海产品为主材料制作的料理居多。利用青

花鱼、带鱼、鲍鱼、方头鱼等制作的海鲜料理极富美味，还有著名的济州岛特产“黑猪肉料理(D

dong猪)”其独特的美味引得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济州岛自古以来就是以马生长的地方而著名，因

此“马肉料理”也作为代表济州岛的饮食受到游客们的好评。

生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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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海洋环抱的济州岛，鲜嫩的生鱼片是海产中的极品。它可以恢复您在旅游中容易出现的食欲

不振。在济州生鱼片的原料有嘉吉鱼、鲍鱼、海螺、盛蟹等，其中味道最佳的当数嘉吉鱼。  

鲍鱼粥

“鲍鱼”自古以来是进贡给皇帝的珍贵料理。鲍鱼粥是将鲍鱼切成小薄片加入芝麻油微炒以后，

放入用水浸泡过的大米熬制而成的，味道清淡香味扑鼻。由于其营养丰富、味道独特，所以在来

济州的游客中十分有人气。

五梅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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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粘谷糕为原料酿造而成的一种清酒。做法是先将粘谷磨成细粉，加入开水搅拌，蒸熟即成

粘谷饼，然后在将饼做成糊状，加入酵母发酵后即可酿成五梅汽酒。该酒是济州岛最具代表性的

土俗酒。（五梅汽酒）

汉拿山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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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拿山烧酒是一种纯米酿制的蒸馏式烧酒，烧酒是采用纯米和100%弱碱性天然矿泉水在柞木筒内

长时间混合，蒸馏得到的原液，置于0℃一下的室温里，自然冷却后淘去渣滓，精心制作而成。汉

拿山烧酒香味浓郁，细细品尝，醇香无比。

 海产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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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州岛，海产品品种繁多，想要大快朵颐一网打尽，莫过于吃那里最有名的海产火锅了。用餐

时，架在火上的锅里放满了海产品，盛蟹，对虾，嘉吉鱼，还有一些其他济州岛的海鲜，佐以韩

国风味特别的辣酱，令人回味无穷。据说吃到最后，还可以在火锅上放上泡面，蘸足了海鲜汤水

的泡面，味道更佳鲜美。

黑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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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济州岛，不得不说一下这里的著名特产——黑猪肉。济州土种黑猪肉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和

矿物质，与白猪相比，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少得多，对健康更有利。此外，它没有猪肉特有的腥

味，适合各种不同的料理，集柔嫩、弹性十足、丰富的美味成分和营养成分于一身，这就是济州

黑猪肉最有魅力的特点。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健康营养的济州黑猪肉也成为游客来到

济州岛必定品尝的名吃料理。

参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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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对人参有莫名的爱恋与崇拜，相信这种宝药能治百病，而人参鸡汤是人参入菜最普遍且最

受欢迎的一道主食。据行家解释，韩国的人参是一种凉补，可补充因流汗所失去的元气，充分消

除疲劳，恢复体力。所以把人参塞在鸡肚里熬成汤，已成为韩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在韩国，多是

放在砂锅里端上桌，剖开鸡肚，肚里煮熟的糯米就会流到汤里，那鸡汤，其实该说是浓稠的粥汤

，有着蒜头、红枣、人参和鸡肉所炖出的香味，喝着温热的粥、吃着煮烂的鸡肉，真是人间美味

。去济州岛，不妨也去尝尝哦。

烤玉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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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鲷是栖息在济州岛附近的深水鱼，味道纯正清淡，没有普通鱼类的腥味，富含蛋白质和无机物

，适合体弱者食用，以前就是呈献给朝鲜国王高级貢品。将玉鲷涂上香油，然后放在木炭上略烤

，烤的时候就清香四溢，鱼肉入口更是妙不可言。

 带鱼南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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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的带鱼南瓜汤是用钓来的新鲜带鱼和南瓜为材料做成的。把切成段的带鱼放入烧开的锅里，

然后再加入老南瓜和青辣椒、白菜等一起煮，为了除去带鱼的腥味再放些捣碎的大蒜，最后加些

盐就可以吃了，味道非常鲜美。

菜板切肉

Tom-beoi是济州方言，指的是厨房中用的菜板，把切好的肉放在菜板上，因此叫菜扳切肉。用济

州的黑猪肉放上大蒜将肉煮熟透，把冒着热气的肉切成片，与蔬菜、小鲷鱼酱一起吃。（菜板切

肉）

清蒸小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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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鲍鱼与鳆鱼属同一类，但不大，显得小，生活在海石之间的缝隙中。放在平锅里蒸的时候，不

加水会自然出水。清蒸小鲍鱼是把小鲍鱼去皮后洗净，用刀划出条纹加生姜汁，盐，香油等佐料

蒸出来的饮食，很清淡，可以放萝卜，胡萝卜，栗子，木耳等调味。济州岛的小鲍鱼，无论是蒸

着吃还是烤着吃，都是非常美味的。

糖水蜜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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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盛产蜜桔，把蜜橘去皮后﹐每块放在蜜桔汁和白糖水里﹐再放松子。也可以滴几滴柠檬汁

，或者把柠檬皮切成丝放进去也不错。 桔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一天只吃一到两个桔子也能补

充一天所需维生素C。维生素C是能抵抗感冒病毒和精神压力的营养素。桔子中的成份能加强血管

的柔韧性﹐并且对预防高血压很有效。

裙带菜粥 & 鳆鱼粥

裙带菜粥 ： 把泡好的海带撕成片﹐用香油炒一会儿加水煮熟后﹐再放米熬成粥。海带含有100m

g左右的碘﹐并含有丰富的甲状腺素﹐有助于生成甲状腺激素。因此﹐对孕妇或更年期女性极为有

益。鳆鱼粥 ： 鳆鱼是济州岛名产。济州道大米很少﹐因此﹐用大米和鳆鱼熬的粥是贵重的食品

。把生鳆鱼割成薄片﹐用香油炒一会儿﹐加泡好的米再炒﹐最后加水熬成粥。鳆鱼对恢复视神经

的疲劳很有效﹐并且碘含量高﹐是利于高血压患者的食品﹐也是很好的保健食品。

蕨菜汤 & 蕨菜煎饼

蕨菜汤是将切好蕨菜和煮熟的猪肉﹐在煮猪肉的汤里放些小麦粉﹐再准备好的材料，加上佐料，

煮成的汤。蕨菜煎饼，特点是在沏的鸡蛋里放济州岛固有的蕨菜煎出来的。使用蕨菜时一定要烫

一次﹐晒干再泡在水里除苦味儿。把煮熟的蕨菜切成5cm大小﹐放在加鸡蛋的面粉里煎出来。蕨

菜含有许多蛋白质和纤维素﹐并含有丰富的钙﹑钾等各种无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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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饼

所谓卷饼就是“一圈一圈卷起来做成的饼”。将切好的萝卜丝与绿豆芽用水焯过以后，加入调料

搅拌，准备放入卷饼内的材料。然后，将用水和好的荞麦粉在煎锅里煎成圆形，加入馅以后卷起

来就做好了荞麦卷饼。嚼起来的口感很好，也可作为零食或者下酒菜。

马尾藻汤 

马尾藻是属于褐藻类的的一种海藻，济州方言中被称为“茂”。在猪骨头汤里加入马尾藻熬制而

成。马尾藻汤以油多为特征，为了减少油腻的感觉，特地加入了马尾藻。在济州每逢祭祀，它都

会登场，在集市或者五日场能够品尝到地道的马尾藻汤。

海胆汤

济州被称为 “古萨（Goosal）”的海胆在5月到6月间，可以大量捕捞到。去壳后将里面黄色的肉

加入海带汤就可熬制称海胆汤。香气扑鼻，是只能在济州品尝到的代表料理。蛋白质、维生素、

铁含量丰富。

烤方头鱼

方头鱼分布在西太平洋的热带海域，作为高级鱼种，在韩国只能在济州附近被捕捞到。烤方头鱼

是将方头鱼从肚子部位剖开，摊平晒半干后，涂上香油烤成的。以前在济州每逢节日或者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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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被摆上祭祀桌，它是珍贵的料理，味道清淡，也是送礼的佳品。

   

2、餐厅推荐

1.荣彬味乐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松山洞68-6

推荐理由：味道很好

特色菜：生鱼片 烤玉鲷

2.终达潜水村

地址：济州岛市旧左邑终达里478-10

推荐理由：可以尝到美味的海鲜

特色菜：生鱼片，鲍鱼粥，海产品火锅

3.海女之家

地址：济州岛东北岸

推荐理由：以鲍鱼粥闻名。是住在城山邑吾照里的91名海女合伙经营的餐馆兼民宿。鲍鱼粥9500

韩元,生鲍鱼100克1.5万韩元,海螺1公斤1万韩元。

特色菜：鲍鱼粥

4.渔村海味

推荐理由：可以一边欣赏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景，一边品尝刚捕捞到的海味。

介绍：在济州岛的海边渔村中，有着新鲜的海味。

5.好宫参鸡汤 

地址：韩国济州岛济州市龙潭2洞1922-3号 

电话：820647441881 820647480679

这家店专营参鸡汤，汤是没有添加一点调味剂的，完全靠鸡汤熬出，很清淡，很中国的鸡汤完全

不同，中国的鸡汤可以看到黄黄的鸡油，而韩国的鸡汤则是奶白色的汤头，不知道是因为鸡的品

种不同，还是加了人参的关系。鸡很嫩，一人一只鸡，鸡肚里的糯米人参以及红枣都很香糯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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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是吃不光的，量不小，即使不够吃也不怕，送的面更好吃，在滚烫的鸡汤里一烫就软了，吃

面的时候会觉得汤头很鲜美。对了，会配有一杯人参酒加在汤头里，当然你也可以单独喝，没有

什么酒味，甜甜的。

旅人提示：

1.

如何找好的餐厅：可以询问酒店服务员、司机导游看看他们有什么推荐，分享一些小原则：1）门

口停大巴多的不进，停小车多的进。因为大巴都是拉团队来吃的。2）店里外国人多的不进，本地

人多的进。因为我们要吃当地最原味的最正宗的美食。3）人少的不进，人多的进。这个道理谁都

明白。

2.

关于点餐：韩国的餐馆经营品种很单一，做海鲜的店不会卖黑猪肉，烤黑猪肉的店不卖参鸡汤，

所以菜单也很简单就两三页，有的有日语、英语甚至中文，看不懂文字可以看图片，什么都没有

的话也不要紧，事先用韩文写好你想吃的东西（网上都找得到，拷贝打印在纸上），直接给服务

员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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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济州岛购物：满载而归

   

1、特产

柑橘

济州岛的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得益于暖和的天气这里很早就开始栽培柑橘了，味道甘甜被称

为“柑橘”。朝鲜时代(1392~1920)作为进贡给皇帝的贡品，其珍贵性及绝佳的口感是济州人引以

为豪的，作为济州岛的代表性特产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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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图片由网友 @齐小姐爱生活 提供)

汉拿峰

作为柑橘的改良品种，因其外形像突起的汉拿山峰，故得名“汉拿峰”。皮厚如橙子，味道甘甜

，果肉鲜美，价格相比柑橘贵一点。

百年草

作为仙人掌的一个种类，模样似扁平的扇子被称为“手掌仙人掌”。在茶、饮料、面条、泡菜、

面包等食品中加入百年草青紫色的果肉，开发出了许多有机食品。

济州方头鱼

济州岛的海鱼当中首屈一指的就属方头鱼，所以在济州提到海鱼自然就会想到“方头鱼”。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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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外形和色泽，自古以来就受到济州岛民们的喜爱，也被作为各种祭祀用的主要食材，从阴

历的9月到第二年的4月都产方头鱼，11月份是旺季。 

济州方头鱼(图片由网友 @稻草公主 提供)

带鱼

济州岛带鱼银光闪闪，新鲜度出众，肉质鲜美，一般烤着吃居多，也经常当作生鱼片来吃。将新

鲜的带鱼清理干净，加入白菜、老南瓜、青辣椒加工成的“带鱼汤”，绝对是一道美味。

   

2、购物场所推荐

济州岛拥有多家免税商店和繁华的七星路商业区，另外，济州市区最繁华的中央路有现代化的地

下商街,从时装店、鞋店、首饰店到咖啡店、快餐厅等休息场所,一应俱全。想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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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去“五日场”,那里是济州的传统集市,各类服装、水果乃至草药等价格低廉,实用价值高。

还可以顺便感受一下济州人真实的生活风貌。

济州机场免税店

JDC济州免税店是韩国国内唯一的本国人也可以进行购物的免税店，只要是到济州观光的游客，

任何人都可以到此购物。JDC济州免税店内销售的国内外品牌产品多达4000多种，但不销售济州

岛的纪念品或土产品。需要购买及周到的纪念品或土产品的游客，请事先在农水产物或土特产品

店购买。

电话：060-740-9900

乐天济州免税店

乐天免税店是国内最大的连锁免税店，位于中文观光区内的乐天济州免税店就是其中的分店之一

，免税店内汇集了各种名牌商品，能够满足顾客的需要，使顾客在观光的同时还能享受购物的乐

趣。 

(图片由网友 @稻草公主 提供)

该免税店最近重新整理了店面，摆设了很多著名外国产品和国产品、洋酒、烟等。在这里您可以

提前预定您所需要的产品，购买结算时，日元﹑美金﹑韩币等现金之外还可以用信用卡和旅行支

票购买。是您出国前购物的好去处。销售品目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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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品（香水、化妆品、表、首饰、洋酒、烟、服装、土产品等）

*销售产品：洋酒、烟、外贸产品、国产品、CHENEL、LANCOME等香水、化妆品、劳力士表等

营业时间：国际线出发前2小时

购买限制：

出国时在免税店韩国人可购买的最大限度是每人$3,000美元，入境时包括在免税店购买的物品在

内，从海外购买携至的物品总额每人超过$400美元时，要向海关申报，缴纳税金。

资格要求：

确定要出国的韩国人、外国人可利用，携带有关本人具体出国证件（出境日期、机场名称、航班/

船次号）和护照即可。

电话：060-731-4430

济州新罗免税店

济州新罗免税店作为济州道内最大的卖场，商品种类繁多，汇聚了LOUIS VUTTON、HERMES等

著名国际品牌以及其他名品香水、化妆品、服装、箱包、鞋、手表、宝石等500余种商品。这有还

配有大型的停车场，交通也十分便利，距离机场仅10分钟路程，并且靠近特级酒店、著名观光景

点、高尔夫球场。购物之余还可以休闲娱乐。

如果加入新罗免税店的VIP会员，可享受10~15%的打折优惠，并且在打折活动时，打折未满30%

的商品还可以享受到多5%的优惠。(对于本国居民加入会员，一部分商品有所限制。

济州岛内唯一销售包括LOUIS VUITTON、HERMES、TIFFANY等时尚服饰在内的世界300余种品

牌的超值商品卖场，还有紫水晶、工艺品、礼品及以泡菜为代表的土特产品等。

开放时间：10:00 ~ 19:30

电话：060-710-7100

网址：http://www.shilladfsevent.com/

七星路商业区

七星路商业区是济州最繁华的街道，是年轻人常常光顾的地方。七星路上各种时装专卖店、饭店

、快餐店、啤酒店等鳞次栉比，到了晚上更是灯火阑珊。

中央路地下商场

位于济州市中央路，是济州唯一的地下商业街，约有以服装百货为主的280家商铺，并设有餐厅、

快餐店。人来人往的街道洋溢着热情和浪漫，是国外游客喜欢的旅游购物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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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市场

东门市场是济州市规模最大的常设市场。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济州岛绿色环保农副产品以及新鲜的

肉类食品，丰富多样、价格低廉的土特产品。 

(图片由网友 @齐小姐爱生活 提供)

东门市场的另一个特色是有许多通宵大排档，可以品尝济州岛的独特味道。

地址：济州市一道1洞 T.

电话：064-722-5109

五日市

在距离新济州市中心一段距离的地方，每月逢2和7的日子开市。宽阔的场地内。除了新鲜的海产

品、蔬菜、干菜等食物以外，从餐具、服装、生活用品等必需品到观赏植物、宠物等应有尽有。

不仅当地市民在此采购物品，许多游客也前往此处，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

电话：064-750-7357

营业时间：每月逢2和7的日子9:00-18:00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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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济州岛节日：邂逅传统韩国

1、济州正月十五野火节

济州正月十五野火节是代表着济州的节日庆典。每年在涯月邑凤城里放火燃烧整个“晓星岳”，

祈祷“和平与繁荣的济州, 平安与幸福”。“晓星岳”整个山头烈火熊熊燃烧的场面极为壮观。

时间：每年农历正月十五

地点：金星岳

电话：064-728-3591

2、济州樱花节

(图片由网友 @满足就是幸福 提供)

济州由于位于韩国最南端，所以在这里樱花最早绽放。每年在济州市一带绽放的樱花娇艳欲滴，

漫步在樱花路上可以感受到春天带来的幸福时光。除了济州市以外，西归浦的中文市区和济州大

学的入口通道也以樱花道闻名。

时间：每年4月份

地点：济州市民福祉之城一带

3、济州油菜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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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提到济州岛的春天浮现在脑海的就是油菜花。在辽阔的土地与石墙之间盛开的金黄色的油菜花从2

月份一直盛开到4月份，景色非常壮观。在节日庆典期间，上演着各种公演，并展示民俗工艺品，

还举办油菜花田间竞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时间：每年4月份

地点：西归浦市、济州市

电话：064-728-2754

4、西归浦七十里庆典

在西归浦举办的庆典中作为最大规模的庆典，游客们能参与其中的活动极为丰富。各种民俗游戏

公演和海洋体验，以及能够体会济州岛独特地域文化的机会非常之多。与济州岛当地居民相互融

合的庆典场所以及品尝乡土饮食的附带设施一应俱全。

时间：每年9月底

地点：西归浦港口西边及徐福展示馆

电话：064-2661-3

5、济州柑橘节

堪称济州象征性农作物的“柑橘”在10月末渐熟并开始收获。柑橘节也在这个时期展开，柑橘小

姐选拨大会、柑橘鉴定会、农乐集市等开始举办。直接采摘的橘子可以廉价购买，可从中享受收

获及选购济州特产的乐趣。

时间：每年12月

地点：济州世界杯竞技场

电话：064-710-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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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济州岛住宿：一夜好梦

   

1、中低档住宿

一、南济洲地区的中低价住宿

南济洲地区比起北济州地区来，更为温和多雨。且多以自然景观为主，是逃避都市，寻求清静的

游客们喜爱的地方。以西归浦市为中心的东边和西边地区统称为南济洲。观看美丽的日出景观的

城山日出峰也位于此地，是观赏日出和日落的好地方。但南济洲并不像济州市内或中文旅游区那

么繁华，所以便利设施等不是很多。

城山浦 Sky Hotel

位于济州岛东部城山浦的Sky Hotel是旅游城山日出峰，涉地可支和牛岛等地时投宿的好去处。26

个西洋式和韩式客房带给您不同的瞭望前景，任您自由挑选。 

地址：济州岛南济洲郡城山邑古城里298-56

电话：+82-64-1330/+82-64-784-7000

网址： http://www.jeju-sky.com/

客房费用：一般 50,000韩元, 因特网服务客房 70,000韩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搭乘600路机场大巴 → 世界杯竞技场下车 →

Emart旁市外巴士客运站搭乘城山日出峰行市外巴士 → 东南丁字路口下车 → 出租车(需要5分钟)

Silver Star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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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今》摄影地附近的此酒店拥有10年多的历史，所以在设施上多少有些陈旧，但是因为价格

便宜而拥有一定的市场。

地址：济州岛南济洲郡大静邑上摹里3967

电话：+82-64-1330/+82-64-794-6400

客房费用 ：韩式，洋式3万韩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巴士客运站搭乘100路巴士后市外巴士客运站下车 → 上摹里行市外巴士搭乘

→ 上摹里站下车后乘坐出租车5分钟即可。

Wahaha Guest House

位于海边的 Wahaha Geust House为游客们提供了海边钓鱼，庭院烧烤等轻松，自在的氛围。这里

的游客们比起观光来更侧重于休闲和度假。 

电话：82-64-787-4948(韩/英)/+82-16-268-4948

网址：http://www.wahahajeju.co.kr(韩、英)

客房费用：复层客室 6万韩元(4~5人), 一般客室 4万韩元(1~3人), 多人室 10,000韩元(1人)

旺季(7月 20日~8月 20日) 复层客室 10万韩元，一般客室 6万韩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搭乘100路巴士 → 市外巴士客运站下车 → 表善行市外巴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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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善下车后打电话利用接车服务或乘坐出租车。

二、济州市内中低价住宿

济州市内的具有代表性的繁华街道内各式酒店，旅馆密集，在这里投宿最大的好处便是便利设施

的周全和24小时运营的各种影院等服务场所的开放，为您的市内夜景游提供了最棒的条件。

Blue Bay Pension

距离机场10分钟路程的 Blue Bay

Pension可以称为济州观光的起点。这里不但可以一眼望见济州的全景，具有欧式度假村风格的

Blue Bay Pension还未投宿客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每天早餐还免费提供味美，健身的鲍鱼粥。 

地址：济州岛济州市內都洞 333-1

电话：82-64-713-3577

网页：www.bluebay.co.kr (韩，英)

价格：韩式 80,000�, Standard Room 80,000韩元, Deluxe Room100,000韩元, Royal Room

120,000韩元(旅游旺季时会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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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济州国际机场出租车停车场出租车(需要15分钟)

Diamond Hotel

1987年开放的此酒店虽然设施有些陈旧，但作为商务酒店，服务齐全，干净利落，毫不逊色。 

地址：济州岛北济州郡朝天邑咸德里1251-10

电话：82-64-742-7744

网页：http://www.dhj.co.kr/ 

价格：Standard Room 44,000 韩元, Superior Room55,000韩元, Deluxe Room 66,000 韩元, VIP Room

77,000 韩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乘坐100路，200路, 500路巴士(需要15分钟) → 新济州 济原公寓下车→

直行后第2个十字路口处左转(10分钟以内)

Hite Hotel

2004年新建的此酒店位于济州市内的中心街区，周围便利设施多样齐全，利用起来很方便。前方

的客室还可以眺望到汉拿山，而后侧的客室则可以欣赏到海景。此外，此酒店还提供10人以上的

团体顾客登攀汉拿山时到登山入口处的免费循环巴士。 

地址：济州岛济州市二徒1洞 1244-7

电话：82-64-725-1552

网址：www.hitehotel.com

价格：Double Room 40,000韩元，一般韩室(8名可能) 100,000韩元，一般韩室 (6名可能)

70,000韩元，商务客室(兼因特网服务) 50,000韩元，旅游旺季时会有所变动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需要10分钟)

三、西归浦地区中低价住宿

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等众多的观光名处密集的中文旅游区内各种等级的住宿设施应有尽有。从最

高级的酒店到经济实惠的旅馆，任您挑选。

佳山土房

佳山土房利用黄土等天然材料建筑而成的，且具有童话色彩的建筑风格更是会增添您旅游的乐趣

。这里还兼备热蒸房，餐厅等便利设施为一体，方便利用。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土坪洞 3077

电话：82-64-732-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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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kasantobang.com/

价格：鸳鸯室89,000韩元(周末，旺季110,000韩元)，一般室89,000韩元(周末

110,000韩元，旺季130,000韩元)，特室110,000韩元(周末 130,000韩元, 旺季 150,000韩元)，特室2

130,000 韩元 (周末 150,000�, 旺季 180,000 韩元)，特室 3 17,000 韩元 (周末 200,000�, 旺季 240,000

韩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1小时20分钟/ 4,500韩元)→ 西归浦 KAL

酒店下车后乘坐出租车(5分钟路程)

爵士村

爵士村位于中文旅游区附近的大路边，十分便于查找。这里根据季节不同为游客们准备了各式的

爵士公演，采摘柑橘体验等各种体验活动。此外，这里还兼备游泳场，羽毛球室，篮球室等便利

设施。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上猊洞 2850

电话：82-64-738-9300 (韩，英)

网址：www.jazzvillage.co.kr

价格：15坪 one-room 10万韩元，18坪 one-room 11韩元， 20坪 one-room13韩元，23坪

one-room14韩元，30坪 two-room 16万韩元，复层penthouse 16万韩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后中文旅游区下车→ 中文旅游区乘坐出租车移动（需要10分钟)

HIKING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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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地渊瀑布和西归浦港口入口处的济州 HIKING INN虽然设施有些陈旧，但是价格便宜在自

助游客中享有一定的声誉。住宿处的主人英文流畅，更是为您的旅游增添了便利。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西归洞 587-15

电话：82-64-763-2380

FAX：82-64-763-2381

e-mail：jeju@hikinginn.com

价格：22,000元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1小时20分种/5,000费用)→西归浦停车场下车→

天地渊瀑布方向直行，右侧即是(徒步5分钟)

   

2、特色高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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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vichi hotel

美丽的Haevichi hotel位于济州海边，酒店三面向海，拥有46间高档套房，288间客房，从高大的落

地窗向外望去，大海闪烁如星空，到处都是一片醉人的蔚蓝。而酒店前矗立着的白色灯塔，因是

电视剧《IRIS》最后一幕中，金泰熙等待李秉宪的地方，成为游客们必定拍照留念的地方。到此

游览一下电视剧的拍摄地，感受一下剧中的氛围，会留下极为令人难忘的回忆。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表善面表善里 40-69

电话：064-780-8000(韩、英、中、日)

e-mail：haevichi@haevichi.com

官网: http://www.haevichi.com (韩、英、日)

交通：(自驾车) 济州机场-> 东部观光公路-> 城邑民俗村-> Haevichi hotel&resort Jeju(约42km)

客房费用: Superior、Ondol 340,000韩元 / Superior Suite 650,000韩元 / Deluxe Family Suite 750,000韩元

客房费用结算时，还要加算10%的服务费和10%的税金

The Seaes hotel &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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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中文旅游区的The Seaes hotel & Resort，拥有可以一眼将大海的美景收入眼底的“传统韩屋”

和“现代套房”等7种、26间别墅型客房。可放松全身皮肤的SPA&桑拿、适于自由漫步的海岸路

草坪场院、精心装饰的莲池和庭院，在此住宿，您绝对不虚此行。酒店的美丽庭院和景致，还是

《宫》、《花样男子》等电视剧的拍摄背景地，因此远近闻名。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中文洞2563-1号

电话：064-735-3000

e-mail：webmaster@seaes.co.kr

网址：www.seaes.co.kr/eng(韩、英、日)

交通：1.(自驾车)济州国际机场-> 西部观光公路(95号公路)or第2人行横道(1100公路)->

中文旅游区(约45km)

         2.(巴士)搭乘机场豪华大巴或600路(机场大巴)(济州-中文，需50分钟)

客房费用: Deluxe 260,000韩元 / Garden Suite 500,000韩元 / 传统韩式客房“古堂” 1,000,000韩元

 PODO HOTEL PINX

PODO HOTEL PINX酒店是从济州的山岳和草房中汲取灵感而设计建造的，从天空往下看，酒店

就像一串葡萄卧在海边，因此也被称为“葡萄酒店”。酒店由获得法国文化勋章的建筑师Itami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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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所设计，“葡萄酒店”秉持了与自然相结合的理念，将摆脱现实，寻找心灵慰藉、自由的追求

融入到建筑中，非常适合都市人到此度假休息。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象川里山62-3号

电话：064-792-8000 

e-mail：pinx@pinxgc.co.kr

主页：http://www.podohotel.co.kr (韩、英、日)

交通： (自驾车)济州国际机场-> 和平路-> 1115号第2山麓道路-> PODO

HOTEL(PINX高尔夫俱乐部)约30km

价格：Deluxe韩式客房 500,000韩元 / Royal西式客房 800,000韩元 / Suite Room

2,000,000韩元 ，客房费用结算时，还要加算10%的税金

   

3、民宿推荐

西门民宿

与旅游基地别防镇和文珠兰自然生长地相邻，同时可以看到通向大海的海岸道路的风景，边钓鱼

边在船上吃鱼，以闪烁的灯台为背景照张像，这一切会很惬意。

地址：濟州道濟州市舊左邑下道里

电话：82-64-783-3045

网页：seomunmb.ejeju.net

成願民宿

位于济州美丽的名胜瀛州10景之首城山日出峰山脚下。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城山邑城山里 

电话：82-64-782-2120

网址：sungwonmb.ejej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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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原木村庄

位于济州岛中最大、最美丽的山谷边。是唯一能够从早到晚听到鸟声，尽情享受大自然悠闲的客

舍。山谷原木村庄离西归浦市中心有10分钟的车程，离海边有2分钟的车程。一室的客房分布在桔

树丛中，屋内拥有所需的一切设备，可自行开火，也可叫外卖。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南元邑下禮里

电话：82-64-767-3337

网址：www.valleyvillage.co.kr

   

4、其他酒店推荐

Oriental(东方酒店)

酒店位于tap-dong海边，离济州岛国际机场约4公里。附近有大型超市和小商品市场，可以买到很

多济州特产以及韩式的小饰品等。

地址：濟州道濟州市三徒2洞

价格：约400元

电话：064-752-8222

Ramada Plaza Jeju(济州岛华美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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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外观是依照豪华游览船的模型而建造，具有独特的设计，是韩国最早的海上饭店，也是济

洲岛上最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的海滨酒店之一。该酒店距离济洲国际机场只需5分钟的路程，交通十

分便利。

地址：济州市三岛2洞1255

电话：064-729-8100

价格：约800元

The Shilla Jeju(济州新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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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新罗酒店周围是碧绿的海水和汉拿山的田园景色，处处可见济州的自然风光。

地址：3039-3 SAEKDAL-DONG SEOGWIPO JEJU-DO KOREA

价格：约3000 元

客房费和餐费要附加10%的服务费和10%的增值税。

在旅游旺季，蜜月旅行及国内外观光游客接踵而至，景色宜人的饭店海滨房总是会先客满，最好

提前预订。

旅人提示：更多住宿信息详见 http://china1.tour2jeju.net/main/list.php?menu_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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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济州岛交通

   

1、飞机

济州国际机场

国内外的航班在这座机场发抵，这里是济州岛的航空大门。除大韩航空、韩亚航空以外，以首尔

为首，从釜山、大邱等10座国内城市均有发往济州岛的航班。从首尔发往济州岛的航班最多的是

从今浦机场起飞，每天约40班。仁川机场也有少量航班飞往济州岛，但并非每天都有。如果从北

京飞往济州岛，有东方和大韩航空公司的直飞航班。此外，哈尔滨、上海机场也有航班飞往济州

岛。

面向候机楼，右侧为国内航班，左侧为国际航班，但抵达大厅位于一楼，出发大厅均位于三楼。

从国内航线抵达口出来后，右侧是前往市内的机场坐席巴士乘车处，左侧是前往中文观光区、西

归浦方向的豪华巴士乘车处。

电话：064-742-3011

地址：位置：济州道济州巩龙潭2洞 2002

大韩航空：1588-2001      http://kr.koreanair.com/

韩亚航空：1588-8000     http://flyasiana.com/index.htm

济州航空：1599-1500

汉星航空：1599-9090

网址：http://www.jejuair.net/

   

2、客船

仁川、釜山、木浦、莞岛等地有开往济州港、西归浦港的渡船。从釜山出发的渡船多为每周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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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停运，渡船航行时间约为11小时，二等舱价格为4万韩元左右。从釜山和仁川等地出发的长途

渡船为夜间渡船，由其他地点出发的短途航线有高速轮船。另外，从木浦出发的渡船上游与在龙

山-木浦间运行的KTX(韩国高速铁路)的合作产品。

济州港：064-720-8520

西归浦港：064-733-0117

海洋世界高速轮船：061-243-1927

网址：www.seaferry.co.kr/

从韩国釜山、木浦、仁川到济州岛

釜山——济州：釜山港口客运站出发（费用32,000韩元-75,000韩元）19:00出发，次日06:00点到达

仁川——济州：仁川港口客运站出发（费用53,500韩元-598,000韩元）18:30出发，需要13-15小时，

2天一次，单数日期为出发日，出发前请确认航运时刻表

木浦——济州：木浦港口客运站出发（费用21,800韩元-86,350韩元）08:00,09:30,15:00出发，由于周

末，季节等差异，出发时刻会有所变化，出发前请务必确认，需要时间4小时30分

   

3、市内交通

济州岛内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巴士。从机场乘坐豪华巴士前往中文观光区和西归浦，或者是乘坐

机场巴士前往济州市内都非常方便，但是由于标志和广播都只有韩语，不习惯的旅行者乘坐巴士

会非常苦难。对于游客而言，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出租车，不仅有计程车，还可包车。另外，对

驾驶技术有自信的人亦可租车自驾。

出租车

如果是在市内乘坐出租车，和在首尔及釜山一样，出租车为计程车，在主要道路上可搭车。济州

岛上没有模范的出租车，黑色车身的出租车也是普通出租车，但出租车若带有红色、黄色、蓝色

的条纹和图案，则表示该车驾驶员是20年以上无事故无违规的优秀驾驶员。出租车起步价为2km

以内2000韩元。有出租车公司运营的出租车和个人出租车，个人出租车中有可作中文导游的驾驶

员。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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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至凌晨4点期间，费用会提高20%，如果是长途就不打表，司机要根据所到目的地距离事先谈

好价钱。

济州岛出租车运输企业工会电话：064-722-0274

济州个人出租车运输企业公会电话：064-744-2793

租车

在韩国，特别是在首尔不推荐游客自驾游，但是在与本土的城市相比交通量和人口密度都要低的

济州岛，危险也大大降低，可以考虑租车旅游。济州岛虽然土地广阔，但公共交通工具只有巴士

，全家旅行和团体旅行者租车出游也会比较方便。

关于租车申请，在中国也可预约。在当地，出机场和宾馆以外，在各公司的市内营业所亦可预约

。若年龄在23岁以上且取得驾照1年以上，持有国际驾照，即可租车。另外，对驾驶技术没有自信

的人以提供有带驾驶员的租车服务，这与包个人出租车相同。

在政府的高级交通系统的网站上，不仅可查看道路地图，还可了解道路拥堵情况和道路情况等，

非常方便。

主要的租车公司

韩国租车 064-748-5005      www.hankookrent.co.kr

济州租车 064-742-3301      www.jejurentcar.co.kr

东亚租车 064-743-1515      dongarent.co.kr/

收费示例（出租1天）

小型车：7.5万韩元

中型车：9.5万韩元

济州ITS（高级交通系统）

www.jejuits.go.kr/

巴士

济州岛内为一定公共交通工具便是巴士，除机场巴士以外，还有市外巴士、市内巴士。除机场豪

华巴士以外，其他公交的标志和广播均只有韩语。公交线路多而复杂，普通的游客若要乘坐巴士

，推荐乘坐机场和市内之间以及连接新济州、旧济州的机场坐席巴士。

A、 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有链接机场和中文观光区及西归浦的机场豪华巴士（600路）、链接机场和济州室内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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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坐席巴士（100、200、300、500路）。将目的地用韩文写在纸上给驾驶员看，请他到目的地附

近时告诉你，这样乘车会比较放心。

机场巴士电话：82-64-713-7000

 B、 市外巴士

在岛内全境运行的巴士为市外巴士。济州市、西归浦市分别有市外巴士总站。

济州市的市外巴士总站位于旧济州外侧，通往新济洲的道路上。客运站内的售票处在岛的西南、

东面各有一个，当日购票也可以买到。西归浦市的巴士总站位于中央交通岛的西南方向，售票处

、乘车处均按照5.16道路经由的前往济州市的线路和其他线路而区分。

济州市外巴士总站：064-753-1153

乘坐机场巴士100、200、300路，至市内巴士总站下车。

西归浦市外巴士总站：064-739-4645

C、 市内巴士

市内巴士在济州市、西归浦市中心及周边郊区运行，分为坐席较少的“普通巴士”和坐席较多的

“坐席巴士”，普通巴士一律800韩元，坐席巴士一律850韩元。称作一般巴士时不找零，请自备

好零钱。所有八十均在6:00-22:00运行。

济州市的巴士：

在济州市中心和郊区运行，有多达60条以上的线路，比较复杂，因而顺利乘车比较困难。经过南

门交通岛和中央路的线路较多，如果认识韩文则比较方便。

主要的线路有途经观光高中、中央路、山阳的14路，途经济州大学、中央路、道头、下贯的30路

，途经观光高中、市外巴士总站的41路，途经济州大学、下贯、梨湖2洞、、中央路的887路等。

途经市外巴士总站的巴士对游客而言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西归浦市的巴士

在西归浦市中心和郊区运行，途经中央交通岛、中正路的济州银行前的巴士线路很多。

主要线路有途经中央交通岛、市政府、大坪、五日市场的6路，前往中央交通岛、西归浦港、天地

渊瀑布的停车场的8路，前往中文观光区的110路等。8路和110路比较易于游客乘坐。

D、 游客巴士

对于初次来到济州岛的人而言，乘坐可快速游览主要景点的旅游巴士进行观光非常方便。在位于

机场国内航线抵达大厅的综合旅游咨询处和宾馆的旅游受理台等处，可随时预约每天运行的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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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巴士。

巴士观光活动于每天10:00由机场出发，即便当天可参加，最迟也要在出发时间30分钟前办理完手

续。

此外，值得推荐的旅游巴士观光活动为有轨电车观光，有东部巡游线路和西部巡游线路，分别为1

天1.8万韩元。如果申请参加两天时间的两条线路观光，价格为2.5万韩元。如果是包含观光地的门

票和午餐的观光套餐，则1天为3.5万韩元。8：30-9:30由机场出发，可在市内的主要宾馆搭乘，需

提前一天申请。

济州有轨电车观光：064-747-4004 www.tbus.co.kr

个人包车

随着济州岛土生土长的司机，一边听着解说，一边游览美丽的景点，费用根据车的型号及游览时

间有所不同，大约一天80,000韩元-100,000韩元。景点门票及停车费用另计。

济州岛个人出租车运送事业组合：82-64-744-2793

济州岛出租车运送事业组合：82-64-722-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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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推荐行程

一日游：

中文观光区：如美地植物园→天帝渊瀑布→泰迪熊博物馆→大浦海岸柱状节理→药泉寺

 两晚一日游

D1：济州市→西部地区→中文观光区

翰林公园-哦雪绿绿茶博物馆→山房山→龙头海岸→中文观光区（如美地植物园→天帝渊瀑布→泰

迪熊博物馆→大浦海岸柱状节理）

D2：济州市→东部地区→西归浦市

济州国立博物馆→城市日出峰→城邑民俗村→济州民俗村→正房瀑布→西归浦市（天地渊瀑布-西

归浦潜水艇）

三天两晚游

线路设计：

D1：龙头岩→翰林公园→挟才窟-双龙窟→挟才海水浴场→中文旅游区→柱状节理带→泰迪熊博

物馆→天帝渊瀑布→西归浦

D2：西归浦→世界杯足球场→独立岩→正房瀑布→济州民俗村博物馆→城邑里民俗村→城山日出

峰

D3：城山日出峰→万丈窟→观德亭→三姓穴→佛塔寺五层石塔

行程安排：

D1：由济州市区内自驾车至多需要15分钟即到龙头岩，如果在济州国际机场就租车的话，可由龙

门路往龙潭1洞方向行驶到龙头岩。

经由海岸道路，上12号国道往翰林公园。

12号国道是济州环岛公路，部分区间可以观赏海景。不过它终究比不了专门修在海边的海岸道路

，而此间由下贵里至涯月里段正是岛上11条海岸道路中风景最好的一段。不妨在下贵里暂时离开1

2号国道，由海岸道路去翰林。这一路之上，两边黑色的玄武岩壁，周遭蔚蓝的大海，还有鲜花点

缀其间，美景连连，让人目不暇接。路上大概需要50分钟时间。

从翰林公园出来，由1116号济州地方道，经16号国道，或者直接上12号国道往中文洞方向行进。

路上大概需要40分钟。中间会经过大侑狩猎场，可以视时间宽裕与否，安排游玩。

最好能够自傍晚时分出发赶到西归浦的天地渊瀑布，那里的夜景非常有名。驾车上12号国道，往

西归浦方向行驶。路上大概需要30分钟时间。

D2：世界杯足球场、独立岩、正房瀑布次第分布在12号环岛公路一线，可按照顺序游览。在正房

瀑布北边一点有一座徐福展览馆，有兴趣的国人可以去走一走。

从西归浦出发，继续走环岛公路，一天的民俗之旅开始了。在细花里和表善里交界处驶上表善里

段的海岸公路不久，就到济州民俗村博物馆，附近有表善海水浴场。

由博物馆出来，下海岸道路，走97号济州地方道，行至其与16号国道、1119号济州地方道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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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到城邑里民俗村。

去城山日出峰很便利，可经由前面提到的1119号济州地方道直达。住宿在日出峰，方便观看城山

日出。

D3：沿着城山日出峰海岸道路向北而行5公里左右，至终达里瞭望台，下车驻足观望，除眼前的

海边风光之外，还可以将牛岛美景一览无遗。再往前约2公里不远就是著名的下道里候鸟栖息地。

不过，去万丈窟就要重新转进12号环岛公路，在济州工艺团地处转入一条小道，前进不久就到达

万丈窟。

从万丈窟出来后，按照原路返回，上12号环岛公路，行至新村乡舍后转进三阳洞段海岸公路，在

靠近海边的地方就是佛塔寺五层石塔。

接着，济州市就在眼前了。一直顺着12号环岛公路向前行驶，在6号广场前进入东光路，至中央路

，即到三姓穴。而观德亭就位于观德路与中央路交汇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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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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