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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面 & 田浦咖啡街

•海雲臺海水浴場 海云台区海云台海边路264
•迎月路 海雲臺區中二洞
•BUSAN X the SKY 海雲臺區迎月路30（中洞）

1

海雲臺海水浴場

•西面地下街 釜山鎭區中央大路地下717
•田浦咖啡街 田浦洞田浦大路、西田路一帶

1

海雲臺成為了廣受喜愛的全民度假勝地。而且還能使用頂級飯店和餐廳、水族館等設施，能夠

西面地下街

這裡大約有330多家店鋪，平時有近20萬人次往來於此。這裡是轉乘站，與百貨公司和醫療街

享受海雲臺海水浴場的理由非常多。尤其是在避暑季節來海雲臺的人群超過百萬人次，其受歡
迎的程度非同小可。

相連，地理優勢令西面地下街一年365天都熙熙攘攘。尤其，地下街以20～30代女性服裝、配
飾、化妝品店為主，因此年輕人來訪的比率很高。

信息

都市鐵路2號線海雲臺站(3、5號出口)

每月第一個週二為固定休息日，敬請參

海雲臺觀光設施管理事業所

考。營業時間為上午10點～晚上10點。

051) 749-7611~7

haeundae.go.kr

都市鐵路1、2號線西面站地下街
www.busanjin.go.kr

迎月路

迎月路是釜山的驕傲，能讓您盡情感受月光的朦朧。讓

我們踏上迎月路吧！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迎月路」。從海
雲臺海水浴場通往松亭海水浴場的山路的半山腰處連

著一條山坡道，山坡道上的櫻花樹和松樹沿著山坡道排
列成行，這樣的美景也很壯觀。另外，這裡到處都是藝
廊與咖啡館、高級餐廳等「能夠感受到氣氛」的地方。

3

信息

地下街營業時間

▶ 往海雲臺海邊路方向行600公尺

2

2

2

田浦咖啡街

西面1號繁華街的對面，坐落著小巧可愛且獨具個性的咖啡館，是氛圍安靜的咖啡街。釜田
洞和田浦洞，原本是以出售工具、五金等工業用品與器材為主的工具商街。

信息

BUSAN X the SKY

在以咖啡街出名的這條街道上，最近開

始陸續出現特色美食店。而且旁邊還有
百貨公司，可同時享受用餐、餐後甜點、

「BUSAN X the SKY」位於國內第二高的（411.6公尺）
「海雲臺LCT Landmark Tower」。這裡是

文化生活等，作為一條約會路線而備受

國內最高、規模最大的觀景臺，可同時欣賞遼闊的海雲臺海景和釜山華麗的城市景觀。

歡迎。

信息

都市鐵路1號線西面站(6號出口)

▶ 往NC百貨方向行約230公尺

都市鐵路2號線中洞站(7號出口)

▶ 步行5分鐘至窮理廣場

▶ 往LCT方向步行844公尺

(數學科學創意體驗館)

051) 051-731-0098, 0099

www.busanxthe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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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F廣場 & 龍頭山公園

3

國際市場 & 札嘎其市場

•BIFF廣場 中區BIFF廣場路一帶
•龍頭山公園 中區龍頭山街37-55

1

•國際市場 中區新昌洞4街
•札嘎其市場 中區札嘎其海岸路52

BIFF廣場

1

可生動體驗電影之城釜山的代表性場所，品嘗眾多美食的同時，享受參觀著名電影人們的手印
所帶來的樂趣吧。

國際市場

是由美食街、青春街、萬物大街、罐頭市場、阿里郎街、舊貨街等劃分的位於南浦洞的大型市
場，又稱「跳蚤市場」，泛指對二手貨、廢品等各類物品進行批發零售、甩賣、秘密交易的無序

嘈雜的非正常市場，源於解放後返日的日本人們將包袱承包拍賣的行為。在當時，如果運氣好

信息

的話，能獲得如當今中樂透般的意外之財。與此同時，拌粉條、甜紅豆粥、辣炒年糕等各種街
頭美食，是名副其實的零食天堂。

果仁糖饼

BIFF广场必不可少的美食就是“果仁糖

信息

饼”。在BIFF广场一带布满了果仁糖饼遮
阳伞，这道美食已经成了南浦洞的特产。

都市鐵路1號線札嘎其站(7號出口)

让我们一起品尝甜甜的果仁糖饼吧。

▶往國際市場方向步行400公尺

國際市場繁榮會 : 051) 245-7389

都市鐵路1號線札嘎其站(7號出口)

gukjemarket.co.kr

▶大瀛乐天影院方向300米

www.bsjunggu.go.kr

2

4

龍頭山公園

2

札嘎其市場

站在120公尺高的釜山塔觀景臺上眺望釜山全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這裡也是很受歡迎的市中

札嘎其市場遠近聞名的標語是「來吧、看吧、買吧」，在這裡能夠感受到釜山特有的人情味。當

山公園的手扶梯，能夠輕鬆地上去。

韓國最大規模的水產市場。

心休息場所，不同的季節舉辦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在此提醒您一點，在 光復路乘坐前往龍頭

信息

場挑選出活魚切成生魚片。這裡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代表性景點，來釜山的遊客都不會錯過的

信息

這裡還有口碑好的知名生魚片店，曾經上

龍頭山公園韓服體驗館「ADAM」

過SBS《生活的達人》、KBS《6點的故鄉》、

與朋友、情人、同事一起穿韓服，在龍頭

《無限地帶》等電視節目。必須要提前預

山公園的各地拍下人生美照吧。穿韓服

訂座位，才能用餐，受歡迎的程度非同凡

至週邊旅遊設施，即可享有釜山塔、電影

響。這家店就坐落在札嘎其生魚片中心

體驗博物館門票優惠，敬請參考。

內。來，讓我們來嘗一下大家口中所說的那
個味道吧！

都市鐵路1號線南浦站（1號出口）
▶往光復洞購物街方向行200公尺

都市鐵路1號線札嘎其站(10號出口)

▶乘坐往龍頭山公園方向的手扶梯

▶往札嘎其1街方向步行300公尺

龍頭山公園管理事務所

札嘎其市場 : 051) 713-8000

051) 860-7820

jagalchimarket.bisco.or.kr

yongdusanpark.bisco.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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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柏島 & Marine city

5

Centum City & 電影殿堂

•冬柏島 海雲臺區佑洞冬柏島一帶
•Marine city 海雲臺區Marine city一帶

1

冬柏島

•新世界百貨、樂天百貨 海雲臺區Centum南大路35、59
•映画の殿堂 海雲臺區水營江邊大路120

1

冬柏島位於海雲臺海水浴場南面末端，島上鬱鬱蔥蔥的冬柏樹和松樹呈現出美景。冬柏島小

新世界百貨、樂天百貨

新世界百貨和樂天百貨與都市鐵路Centum City站地下通道相連。新世界百貨作為全球規模最

道和2005年召開過APEC峰會的「APEC世峰樓」參觀小道廣受遊客們歡迎，把這些小道當作散
步路也夠格。

6

大的百貨公司被載入了《金氏世界紀錄大全》。兩家百貨商店創造了巨大規模的複合式購物文
化商圈，讓來Centum City購物顧客們在此駐足一整天。

信息

信息

The Bay 101

都市鐵路2號線Centum City站

最近The bay 101成為了冬柏島一帶的熱門

(6、8、10、12號出口) ▶ 約100公尺

新興景點，讓我們去逛一逛吧！將快艇體

Centum City新世界百貨代表電話 : 1588-1234

驗等海洋休閒與品嘗美味的空間結合，這

Centum City樂天百貨代表電話 : 051) 730-2500

裡不僅以必拍的夜景勝地而聞名，還有很

www.shinsegae.com
store.lotteshopping.com

多好看的、好吃的，建議大家必去一趟。

都市铁路2号线冬柏站（1号出口）

▶ 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方向约800米
▶ 冬柏岛入口

haeundae.go.kr

2
2

電影殿堂

電影殿堂位於Centum City內，建有3個專用放映館、Cinemountain、露天表演場地、BIFF HILL

Marine city

等多功能廳。每年就是在此地成功舉辦了釜山國際電影節的開幕式和閉幕式，明星們走紅地毯

以韓國最佳摩天大樓景觀為自豪的Marine city，可欣賞夜幕下的海雲臺另一番美景。Marine

也是在這裡。

信息

city一帶各式各樣的咖啡館、餐廳鱗次櫛比，在這裡可以品嘗美味餐點和甜點，也頗具人氣。

信息

這裡提供與電影相關的各種資料，高達

22,000萬餘種，而且這裡的特別之處是只

有在這裡才能找到與歷屆釜山國際電影

電影街

節參展作品相關的資料。從上午9:00到晚

賽艇場末端的防波堤一帶形成了「電影

上18:00，所有人都可以在資料室找資料，

街」。在千萬觀眾電影區、動漫區、海雲臺

但需要身份證，請務必攜帶。

背景電影區等各特色區域，可以享受電影
所帶來的快樂。此外，在街道地面創造出

都市鐵路2號線Centum City站

幻視藝術的空間，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心目

(12號出口) ▶ 往水營江邊大路方

中的電影主角 。

向行600公尺

電影殿堂 : 051) 780-6000

都市鐵路2號線冬柏站（1號出口）▶

dureraum.org

往韓華渡假村海雲臺方向行約800公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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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安

7

釜山市民公園

•廣安里海水浴場 水營區廣安海邊路219
•民樂水邊公園 水營區廣安海邊路361

1

廣安里海水浴場

•釜山鎭區市民公園路73

1

釜山市民公園

廣安里海水浴場之最非橫跨大海的廣安大橋與美麗的莫屬，廣安里海水浴場通過在周邊

釜山最大的市區公園，設有林道、步道、瀑布、迷宮庭園、公園內小白沙灘、文化藝術村、林間

隆重開展。

彩噴泉是該市民公園絕無僅有的體驗之一。

營造各種主題街，一年四季舉辦各種演出或提供精彩的看點。釜山煙火節也每年在這裡

圖書咖啡館、兒童遊樂設施以及大型草坪廣場等設施。尤其是隧道噴泉、音樂噴泉和天空光

廣安大橋

廣安大橋具備了全球最大規模的橋梁LED照明燈與音響設備
等立體景觀照明系統，點燈時間為平日（週日-週四）的日落
至24:00，週末（週五-六）的日落至淩晨2:00，雷射秀則每天3
次（20:30、21:30、22:30）、每次約10分鐘點綴廣安里夜海。
都市鐵路2號線廣安站（3、5號出口）▶ 往廣安里海水浴場方向行700公尺

水營區廳代表電話 : 051) 610-4000
gwanganbridge.bisco.or.kr

2

8

民樂水邊公園

廣安里U-旅遊諮詢所 : 051) 610-4848

信息

「隧道噴泉」又名「天空光彩瀑布」，
「音樂
噴泉」與音樂同在，只有在市民公園才能享
受到清爽的快樂之感。4~10月份，平日表演

4次（4月不營運），公休日表演6次，週一休

信息

是將大海與休息空間相結合的韓國最初的水邊公
園，位於海雲臺和廣安里之間。
都市鐵路2號線廣安站（5號出口）▶ 轉乘83-1路
公車 ▶ 在民樂水邊公園下車

都市鐵路2號線民樂站（1號出口）▶ 轉乘210路

息，敬請注意。

都市鐵路1、2號線西面站（7號出口）

▶ 轉乘33路公車

▶ 在釜山市民公園下車

公園管理事務所 : 051) 850-6000

citizenpark.or.kr

公車 ▶ 在民樂水邊公園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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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亭海水浴場

9

海東龍宮寺

•海雲臺區松亭海邊路62

1

松亭海水浴場

•機張郡機張邑龍宮街86

1

沿著迎月路走下去便是一座雅致的亭子——海月亭，繼續行走可以看到櫻花園，它的盡頭便
是一望無際的大海，這裡就是擁有自然之美的松亭海水浴場。每到夏季，避暑和衝浪遊客接

踵而至，盡享清涼夏天。這裡還經常舉行 海帶節、松亭海洋節、松亭竹島文化節等豐富多彩

的活動，作為大學生聯誼會場所、婚紗攝影地而備受青睞。如果你想遠離都市的繁華，享受

海東龍宮寺

海東龍宮寺流傳下來一個希望，
「虔誠禱告就定能實現一個願望」。在得男佛、學有所成佛

等各大祈願的佛像前，默默於心中許下願望，韓國東海最南端的無限蔚藍會讓您的願望更加
殷切。

寧靜的大海，請來這裡吧！

信息

釜山衝浪者們之間人氣高旺的熱門場所衝浪聖地
就是松亭海水浴場！受到風的影響，為一年四季都

有很高的海浪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且海水較淺、水

溫不低，所以對沖浪入門者來說，也是一個絕佳的
場地。深受眾多衝浪者們的喜愛，鄰近聚集了各種
衝浪店和衝浪教學班，連初學者也能方便安全地
學到衝浪。

東海線松亭站（1號出口）▶ 乘坐139路公車

▶ 在松亭海水浴場入口公車站下車

松亭旅游咨询处 : 051) 749-5800

信息

海東龍宮寺附近有三大出名的菜式，就是大

盤海鮮炸醬麵、韓定食和咖啡。這些菜式長久
以來一直在美食店中占據著一席之位，到龍宮
寺附近，必須要嘗一嘗這些經典菜式 。
東海線松亭站（1號出口）

▶ 乘坐139路公車

▶ 龍宮寺國家水產研究開發院下車

寺務室 : 051) 722-7744
yongkungsa.or.kr

haeundae.go.kr

- 13 -

10

- 14 -

Let’s Run公園釜山慶南 & 大渚生態公園

11

松島海水浴場

•松島海水浴場 西區松亭海邊路100（岩南洞）
•松岛云端散步路 西區岩南洞129-4
•松島龍宮雲の橋 西區岩南洞山193

•Let’s Run公園釜山慶南 江西區駕洛大路929
•大渚生态公园 江西區大渚1洞2314-11

1

Let’s Run公園釜山慶南

1

Let’s Run公園釜山慶南是複合式休閒空間，在這裡可以學習、體驗「馬的一切」，也能度過愉快
時光，還提供騎馬教學課程，令人難忘的體驗。

松島海水浴場

松島海水浴場是韓國最早成立的第一號海水浴場，這裡有首次興建的海上纜車。2017年6月21
日，已經關閉了29年松島海上纜車重新開始運行，目前已經成為西區地標性設施。在松島觀海步

道、影島白淺灘文化村、南港大橋等地瞭望的海景能帶來另一番別緻的體驗。與朋友、情人、家人

信息

等自己心愛的人一起搭乘松島海上纜車吧，可以留下怦然心動的美好回憶。

台臺Golden Plate餐廳用餐，這裡提供家常套

信息

一頓後再回到園區繼續玩吧！

松島海水浴場的東部松林公園開始到西部的

週五、週六、週日9點～17點皆可到三樓觀覽

松島海上纜車

餐、雪濃湯、炸豬排等韓式料理，好好地飽餐

岩南公園全長約1.62公里，共有39個車廂，其

在都市鐵路2號線沙上站轉乘釜山金海

中包含13個透明水晶車廂。這裡還備有各種

輕軌

不同的主題設施。強烈推薦給想要在海上體

▶ 釜山金海輕軌掛法Renecite站

驗飛行刺激的朋友。

▶ 1005路急行巴士

▶ 在Let’s Run公園正門公車站下車
代表電話 : 1566-3333

都市鐵路1號線南浦站(1號出口) ▶ 轉乘7、9-1、26、30、71路社區巴士 ▶ 在松島海水浴場下車

park.kra.co.kr/busan

2

大渚生態公園

松島海上纜車(釜山AIR CRUISE) : 051) 247-9900

2

松島天空步道

松島天空步道建立在龜島附近，它是

若您想到足球場、棒球場和直排輪場等地從事簡單的運動，大渚生態公園是您的首選，尤其春

首個曲線型天空步道，國內最長，長達

季時油菜花盛開，讓這附近一帶猶如染上黃色染料般令人心曠神怡，其規模之壯觀絲毫不比

364公尺。沿著步道走到觀景臺，因其

濟洲島的油菜美景遜色。

構建在海上，從而令人感覺置身於海

信息

中的刺激感。

釜山金海國際機場

▶乘坐釜山金海輕軌德斗站方向

3

▶在大渚站轉乘都市鐵路3號線

▶在江西區廳站下車（5號出口）

松島龍宮雲橋

松島龍宮雲橋連接著岩南公園和對面

▶步行13分鐘

的無人島「東島」，是一座長127.1公

大渚生態公園管理事務所 :

尺、寬2公尺的海上橋樑。在這裡可以

051) 971-6011

感受到走在海上的刺激感，還能欣賞
奇岩怪石所形成的自然景觀。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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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usanaircruise.co.kr

太宗臺 & 白淺灘文化村

13

五六島 & 二妓臺城市自然公園

•太宗臺遊園區 影島區展望路24
•白淺灘文化村 影島區瀛仙洞4街1044-6

1

14

•五六島天空步道 南區五六島路137
•二妓台城市自然公园 南區二妓臺公園路68（龍湖洞）

太宗臺遊園區

1

五六島天空步道

沿著影島海岸，最南端的就是太宗臺，新羅王朝時期的太宗武烈王被這裡美麗的海岸美景所

站在30公尺高的步道，腳底下驚險波浪的集結，U字形天空步道透明地板，讓人感覺好像懸在

臺才能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美景。若天氣晴朗，還有可能在太宗臺看到日本的對馬島。

必須要穿鞋套，在天空步道入口處免費提供鞋套。

吸引，因此這裡便得名「太宗臺」。雖然釜山以眾多的海水浴場而遠近聞名，但只有站在太宗

空中一樣。這裡還是劃分韓國東海和南海的分界點，是釜山新興的名勝景點。為了上到這裡，

信息

DANUBI循環列車

信息

都市鐵路2號線慶星大學．釜慶大

想要充分地享受太宗臺所擁有的得天獨厚的

學站（3、5號出口）

海岸絕境，卻要走1小時的陡峭坡路而感到

▶ 轉乘24、27、131路公車

宗臺遊園區設有列車停靠處，乘客們可以在

海波朗路旅遊諮詢所 : 051) 607-6395

負擔的話，那就乘坐DANUBI循環列車吧。太

▶ 在五六島天空步道公車站下車

這些站點自由上下車，遊覽完景點後再乘坐

南區設施管理事業所 : 051) 607-4937

列車。
都市鐵路1號線南浦站（6號出口）
▶ 轉乘8、30、66、88、186路公車

▶ 在太宗臺下車，步行3分鐘至太宗臺遊園
區；步行約30分鐘至觀景臺

2

太宗臺遊園區 : 051) 405-8745

這裡可以從稍微特別的角度眺望廣安大橋，這個隱藏版賞景秘境，只有內行的人才知道。特別

taejongdae.bisco.or.kr

2

二妓臺城市自然公園

是能在晚上看到廣安大橋和海雲臺 Marine city一帶的夜景，這般美景決不亞於海外任何一處
夜景。

白淺灘文化村

信息

在韓國電影《海雲臺》中，演員李民基和

強藝元欣賞夜景的地方「遊樂廣場」就在

戰爭以後，避難民聚集在這裡生活而形成了白

附近，不妨去看看。

淺灘文化村。以華麗景觀為自豪的這裡密密麻

都市鐵路2號線慶星大學．釜慶大

麻的房子足以呈現代表釜山的兩大元素「大海」

學站（3、5號出口）

和「山坡村落」。

▶ 轉乘20、22、27、39、131路公車
▶ 在二妓臺入口公車站下車

都市鐵路1號線南浦站(6號出口)

▶ 往二妓臺城市自然公園方向行

▶在影島大橋公車站轉乘6、508路(夜間)
公車 ▶在釜山保健高中下車

▶往白淺灘文化村方向行740公尺

影島文化院 : 051) 419-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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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8公里（步行16分鐘）

www.ydculture.com

公園管理事務所 : 051) 607-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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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川文化村

15

多大浦海水浴場 & 乙淑島
•多大浦 沙下區沒雲臺1街14
•乙淑島 沙下区 下端洞

•沙下區甘川2路203

1

其他
推薦

甘川文化村

1

甘川文化村享有韓國的馬丘比丘之美譽，階梯式居住形態、美路迷路巷以及蓋章之旅，是吸引

多大浦海水浴場

多大浦海水浴場海岸平原較廣、海水較淺，所以非常適合夏天避暑。染紅多大浦天空的彩霞也

人們再次訪問甘川文化村的理由之一。

是不可錯過的美景。完工於2015年的多大浦海濱公園備有天鵝生態路、草坪廣場等，這裡是個
適合散步、出遊的好去處。

信息

多大浦夢之夕陽噴泉

我們來參與各種利用夕陽噴泉進行的市民活
動吧！可以透過網站使用點歌、夢之噴泉留

言、求婚、轉達祝賀等各大板塊專用留言板。
市民直接參與到活動中，舉辦難忘的活動，
這也是200%地享受夕陽噴泉的方法之一。
注冊成為網站會員後，才可以使用網站。
都市鐵路1號線多大浦海水浴場

(沒雲臺)站4號出口 ▶ 步行3分鐘

夕陽噴泉管理棟 : 051) 220-5891〜5

saha.go.kr

信息

2

紀念品店與咖啡館

可以親手製作手工鐲子，並親手寫上字還可以

在社區山頂上的咖啡館享用一杯咖啡，不但可
以悠閒輕鬆地欣賞風景，還能擁有傳統韓紙
工藝手工製作鏡子、鯖魚造型的迷你抱枕等
各種能夠記住「釜山」和「甘川」的紀念品。

乙淑島候鳥遷徙地

若在課本上學過的地方出現在我們眼前會如何？在乙淑島可以很清楚地欣賞洛東江河口處形
成的三角洲。附近有洛東江河口生態中心，使用了大型落地窗，這裡是欣賞紅色夕陽和候鳥扇
動翅膀的最佳景點。這裡還提供寬敞的停車場，配備了能夠讓遊客悠閒輕鬆參觀的內部設施，
這些足以獲得遊客的喜愛。但週一休息，敬請注意。
洛東江河口生態中心 : 051)209-2000

都市鐵路1號線土城站(6號出口)

▶轉乘沙下區1-1、西區、2、2-2路社區
巴士 ▶在甘亭國小下車

甘川文化村服務中心 : 051) 204-1444

gamcheon.or.kr

資料來源 –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現代史檔案館 http://archive.much.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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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店．購物中心．夜市

必做之事 Things to do

樂天免稅店 / 新世界免稅店 / 金海機場免稅店

釜山購物場所

免稅店是專為遊客準備的小型購物天堂，釜山市內有樂天免稅店和新世界免稅店，還可以光顧
金海機場內的免稅店。在機場或碼頭接受處境檢查後，才能領取在各家免稅店購買的商品。
樂天免稅店 地址 釜山鎮區伽倻大路772 樂天百貨釜山店8樓 諮詢 051) 810-3880

暢貨中心．百貨公司

新世界免稅店 地址 海雲臺區Centum4路15 新世界Centum City Mall B1/1F諮詢 1588-1234

新世界西蒙釜山名牌折扣購物
中心
從阿瑪尼、馬克·雅各布斯等海外 名牌到
KUHO、OBZEE等韓國代表名牌，大約擁有

180多個品牌店。這裡既是一個提供促銷
季品牌產品的暢貨中心，也是一個高品位

樂天免稅店金海機場店 諮詢 051) 979-1900

Dufry ThomasJulie免稅店金海國際機場 諮詢 1899-3819
釜山免稅店龍頭山店 諮詢 051) 460-1900

釜山免稅店釜山港店 諮詢 051) 460-0900

的高檔購物中心。平日營業到20:00；週末

西面地下街（大賢Free Mall）

地址 機張郡長安邑鼎冠路1133

表性的地下購物中心。在這裡可以購買女性女

假日營業到21:00。
諮詢 1644-4001

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東釜山店

金海機場免稅店 地址 江西區空港進入路108 諮詢 051) 970-2701

包括暢貨中心，這裡能同時滿足購物和文化
的需求。2014年冬季開業的樂天名牌折扣購

西面地下街擁有約570多個店鋪，是釜山最具代

性服裝、化妝品、配飾等針對20～30代年輕人

的商品，每月第一個週二是西面地下街商場休息
日，敬請參考。

地址 釜山鎭區中央大路786西面地下街

物中心，宣揚的是充滿聖托里尼浪漫的複合
式購物中心。除了購物中心以外，還有希臘風
裝修風格的噴泉廣場、燈塔觀景臺、玫瑰花園

IKEA東釜山店

地址 機張邑機張海岸路147

大家具、雜貨、生活必需品零售企業。以地下

IKEA東釜山店 IKEA總公司位於瑞典，全球最

等，變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浪漫。

1樓、地上4樓而成，營業時間為平日、週末、假

諮詢 1577-0001

日10點～22點。旁邊就有樂天購物中心東釜山
店，順便把它納入到規劃購物行程吧。

新世界百貨Centum City店 / 樂天百貨 / 現代百貨釜山店
新世界百

諮詢 1670-4532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百貨公司被載入了《金氏世界紀錄大全》。除了購物中

心以外，還設有各種休閒娛樂設施，如溜冰場、空中庭園、CGV電影院等。
諮詢 1588-1234
樂天百貨

地址 機張郡機張邑東釜山觀光3路17

樂天百貨在釜山市區有4處分店，Centum City內最早形成了購物商圈，除之

富平罐頭夜市

現代百貨釜山唯 一分店位於東區凡一路，到地上9樓的規模，現代百貨為顧客們準備了幼兒休

富平洞罐頭市場是韓國首個文化觀光型夜市式傳統市
場，從18點到24點接待客人，燈火通明，全年無休。不
僅能品嘗到韓國美食，還能品嘗到土耳其、菲律賓等
周邊國家的傳統美食，一年365天都能享受到嘴饞流
口水的樂趣。

諮詢 051) 667-2233

諮詢 051) 243-1128

以外，還經營釜山總店、東萊店、光復店，百貨公司內還設有樂天電影院。
諮詢 1577-0001

息室、咖啡館等各種便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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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中區富平1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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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指南

與大海共存的釜山

200%地享受令人神魂顛倒的豪華遊輪之旅

托車等，是具備韓國內頂級海洋休閒設備的高端公共碼頭設施。

官網 http://www.thebay101yacht.com

•都市鐵路2號線冬柏站(1號出口) ▶ 往冬柏十字路口方向 ▶ The bay101 約285公尺(步行5分鐘)

路線指南

(60分鐘路線)

(60分鐘路線)

10點～22點之間可以選擇出航時間

從碼頭出發後，途徑周遊太宗臺、韓國海洋大學所處鳥島（朝島）的往返航程，總航海時間約需40分
鐘。可在茫茫大海上盡情領略不同季節的太宗臺候鳥和各種天賜自然美景。
官網 taejongdae.bisco.or.kr

•都市鐵路1號線南浦站(6號出口) ▶ 轉乘8、30、66、88路公車 ▶ 在太宗臺公車站下車 ▶ 		
太宗臺遊園區方向

1．甘地海濱碼頭(Tel. 051-405-3989)

碼頭 > 鳥島 > 太宗臺海上 > 碼頭

3．太原石子灘碼頭(Tel. 051-403-9098)

碼頭 > 鳥島 > 太宗臺海上 > 碼頭

2．昆布之家碼頭(Tel. 051-405-2900)

蒂芙尼21號

海雲臺區佑洞1439

可一覽釜山海上佳境的海上之旅遊覽船──蒂芙尼21號。除了海上旅遊以外，還可以利用活動區進
行船上會議、工作會議、船上婚禮、船上花甲宴等各種宴會和紀念典禮，為您提供特別的時間。
官網 haeundaecruise.com

•都市鐵路2號線冬柏站（1號出口）▶ 直走直走400公尺 ▶ 在冬柏十字路口右轉 ▶ 直走200公尺
白天運行（70分鐘）

夜晚運行（60分鐘）

蒂芙尼21碼頭 > 冬柏島 > 五六島>
二妓臺 > 廣安大橋 > 冬柏島 > 碼頭回航

蒂芙尼21碼頭 > 冬柏島 > 五六島>
廣安大橋 > 廣安里 > 冬柏島 > 碼頭回航

ㆍ時間（13:30 / 15:30）

ㆍ時間（19:30 / 21:00）

PANSTAR遊輪

中區中央洞4街15-3

不僅可以欣賞釜山沿岸風景和夢幻般的夜景，還能享受點綴夜空的煙火秀、各種活動和表演。此外，
瞭望大韓海峽國境的國際遊輪提供船上購買免稅商品的機會，舉辦更精彩的活動，為您提供雙重快
電話 1577-9996

太宗臺遊覽船

東三洞 太宗臺遊園區內

路線指南

週末：週五．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其他休息日等

樂的特別遊輪之旅。

航行時間：每週六(17:00出航) / 遊輪費用：最低13萬韓元～最高35萬韓元(每個艙房價格不同)

•大韓海峽一夜遊輪(兩天一夜) 可鄰近瞭望大韓海峽對面的對馬島(比田勝)，免稅購物、船上活動，每月第

電話 051) 405-3989

白天）12:00、14:00、16:00、18:00 夜晚）19:00、20:00、21:00、22:00（週末）

電話 051) 743-2500

釜

※其他費用等詳情，請電話諮詢

The bay101遊艇俱樂部內擁有韓國規模最大的46英尺大型雙體船以及超高速噴射艇、快艇、水上摩

•私人遊

山港國際客輪站

•租賃遊輪(協調行程) 遊輪租借(租賃)項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該服務

海雲臺區冬柏路52

•大眾遊

路線主要景點：釜山港國際客輪站 > 鳥島 > 太宗臺 > 五六島 > 冬柏島 > 廣安里(廣安大橋) > 海雲臺 >

三個週六運行(15:00出航)

The bay101遊艇俱樂部

電話 051) 726-8855

•釜山港一夜遊輪(兩天一夜) 欣賞釜山沿岸風景和夜景、焰火秀和活動

官網 www.panstarcruise.com

•都市鐵路1號線中央站14號出口 - 乘坐循環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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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燈塔石子灘碼頭(Tel. 051-405-3434)

碼頭 > 鳥島 > 太宗臺海上 > 碼頭
碼頭 > 鳥島 > 太宗臺海上 > 碼頭

札嘎其遊輪

中區札嘎其海岸路60

浪漫的美好回憶札嘎其遊輪！白天可以欣賞美輪美奐的釜山大海全景，晚上還能觀賞染紅的釜山大
海。與釜山札嘎其遊輪一起盡情享受釜山美景！
電話 051) 241-0909

路線指南

官網 jagalchi-cruise.com

札嘎其市場 > 松島(岩南公園) > 太宗臺 > 札嘎其市場，約90分鐘

洛東江生態探訪船

乙淑島碼頭：沙下區洛東南路1233號街 乙淑島生態公園內(4月～10月營運)
華明碼頭：北區德川洞江邊大路 華明生態公園內(11月～3月營運)

從乙淑島出發，經由華明，再回到梁山勿禁。稱為「洛東江生態號」，可以欣賞美麗的自然景觀，還能
享受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電話 051) 294-2135

官網 bto.or.kr/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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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指南

• [4月～10月] 週三/週四 航行時間 9:00、10:30、13:30、16:00、17:00
航程

[乙淑島 – 日雄島(30分鐘) / 乙淑島 – 大東(2小時)]

航程

[乙淑島 – 日雄島(30分鐘) / 乙淑島 – 大東(2小時) / 乙淑島 - 勿禁(4小時)]

航程

[乙淑島 – 日雄島(30分鐘) / 乙淑島 – 大東(2小時)]

航程

[華明 – 勿禁(1小時20分鐘～40分鐘)]

• [4月～10月] 週五/週六航行時間 9:30、10:30、13:00、14：10、15:00
• [4月～10月] 週日 航行時間 9:30、10:30、14:30、17:00

• [11月~3月] 週二～週日 航行時間 9：20、10：20、11：20、14:00、16:00
※每週一休息 ※請事前電話諮詢

海雲臺區海雲臺海邊路84 水營灣賽艇場本館102號

遊艇住宿（Yachtstay）是韓國最初的遊艇租借服務，租借整個購機遊艇與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打造
特別的回憶吧。可自由選擇家庭款、豪華款等各種遊艇。
官網 www.yachttale.com

•都市鐵路2號線冬柏站(3號出口) ▶ 直走450公尺 ▶ 在勝堂三岔路口左轉 ▶ 直走300公尺

路線指南

• [大眾遊] 水營灣賽艇場 ▶ Marine city ▶ 冬柏島 ▶ The bay101 ▶ 海雲臺海水浴場 ▶ 廣安大橋 ▶
廣安里海岸線 ▶ 水營灣賽艇場

航行時間 白天 12:00、14:00、16:00 / 夜間 18:00、19:00、20:00(週末)

• [私人遊] 水營灣賽艇場▶ Marine city ▶ 冬柏島 ▶ 海雲臺海水浴場 ▶ 廣安大橋 ▶ 廣安里海岸線 ▶
The bay101 ▶ 水營灣賽艇場

航行時間 白天 上午10點～下午4點 出航 / 夜間 下午5點～下午9點 出航
※可選擇出航時間和路線，詳情請電話諮詢

海雲臺遊覽船

海雲臺區迎月路 62號街33-1

白天可一覽美麗的釜山海岸絕境並遊覽五六島，夜間可暢遊廣安里前海並欣賞廣安大橋夜景。
電話 051) 742-2525

※ 必須攜帶身分證

•都市铁路2号线中洞站（7号出口）▶ 直走600公尺 ▶ 在尾浦交叉路往海雲臺遊覽船方向右轉 ▶
直走200公尺

路線指南

• 五六島海上遊白天路線(70分鐘)

• 廣安大橋夜景遊夜間路線(50分鐘)

海雲臺尾浦（碼頭）> 冬柏島 > 廣安大橋 >

地区编号

5星

釜山希爾頓
釜山樂天飯店
百樂達斯釜山飯店

4星

釜山阿斯蒂飯店
Commodore飯店

3星

YACHT TALE

電話 1599-1789

住宿场所
介绍

海雲臺尾浦（碼頭）> 冬柏島（世峰樓）>

二妓臺 > 五六島 > 碼頭回航

廣安大橋 > 廣安里海水浴場 > 碼頭回航

航行時間 上午10點～日落為止

※ 其他詳情請電話諮詢
※ 以上航行時間與費用可能發生變動，詳情請諮詢相關航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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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時間 日落時～晚上9點為止

tt飯店
釜山費爾菲爾德萬豪飯店
本暱客雅瑪麗安飯店
海雲臺本暱客雅飯店
釜山商務飯店
釜山宜必思大使城市中心飯店
水皇宮飯店

2星

最佳路易斯漢密爾頓飯店廣安店
棕點飯店下端店
東釜山觀光飯店
海雲臺社會飯店
釜山欣欣飯店
城堡海灘飯店
Ocean 2 Heaven飯店
東橫INN西面
飯店1
森林飯店釜山站店
25號飯店大廳店
棕點飯店松亭店
奧拉飯店
普瑞瑪觀光飯店
鑽石飯店
釜山TRT飯店
釜山海雲臺宜必思快捷大使飯店
South Vendeco飯店
太陽樹飯店
拉昂飯店

1星

高級V觀光飯店
2Heaven飯店
U&松島飯店
松島海灘飯店
369觀光飯店
烏托邦飯店
G&G飯店

509-1111
810-1000
742-2121

農心飯店
釜山威斯汀朝鮮
釜山柏悅飯店

550-2100
749-7000
990-1234

409-8888
466-9101

海雲臺新羅舒泰飯店

912-9000

808-5514
749-7777
606-0600
760-7000
808-2000
930-1100
790-2300

海雲臺森林頂級飯店
帕拉貢飯店
霍默斯飯店
釜山史丹佛飯店
釜山觀光飯店
ILLUA飯店
塔山觀光飯店

743-2853
328-2001
750-8000
795-7700
241-4301
744-1331
250-6100

760-0808
201-3994
727-9991
744-0303
816-4479
757-2500
761-3001
638-1045
759-1011
463-6171
464-8532
702-0090
704-0001
465-4011
867-1100
819-8231
901-1100
815-5252
742-0021
714-0003

天空機場飯店
廣場飯店
工業商務飯店
倫敦人飯店廣安店
東橫INN釜山站1號店
國王飯店
Lamer飯店
Bay Hound飯店
東橫INN釜山站2號店
The Point飯店廣安里店
黎明海灘飯店
城市最佳飯店
諾亞飯店
里維盧飯店
JB設計飯店
G&G觀光飯店
釜山海灘觀光飯店
西雅圖B飯店
東橫INN釜山海雲臺2號店
H Avenue飯店廣安里海邊店

971-0093
464-3141
710-9309
755-0055
466-1045
752-1999
634-3001
413-1114
442-1045
929-8600
752-3210
464-8883
710-6777
740-2111
750-9000
626-7723
231-0750
852-7685
741-1045
751-2266

752-6564
757-7661
242-6635
254-2000
701-7601
757-2301
513-9123

H Avenue飯店廣安里店
明星飯店
棕點飯店廣安里海水浴場店
萊恩飯店
拉斯維加斯觀光飯店
棕點飯店鼎冠店
IDEA觀光飯店

753-1340
761-1800
753-3288
808-3593
206-0472
728-8100
611-6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