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岛
Jeju • 休养生息地 • 韩国夏威夷

1

济州岛·旅游攻略
出入境

简介

签证
济州岛号称韩国的“夏威夷”，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在这里可以

持有中国护照、非参加旅行团的个人游客，可以遵照以下步骤办理

感受韩国传统文化，品尝地道韩国美食，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

免签去济州的手续：

辛勤劳作的“海女”。于此同时，济州岛现代气息浓厚，奢侈品牌

1. 持有效护照：持有在有效期内的中国大陆护照，且没有被韩国

店众多，实现了时尚与传统间的自由转换。

使馆拒签记录的中国公民，都有资格免签证进入韩国济州岛 30 天；

信息列表

2. 购买直航济州岛机票：只有在乘坐直航济州岛的飞机的情况下，
才可以享受免签政策，转机是不可以的。为保险，最好在入境时持

所属国家

韩国

时区

东 9 区，比北京时间早 1 小时

语言

韩语

行驶方向

靠右行驶

货币

韩元（South-Korean Won，缩写为 KRW）

汇率

1 元人民币≈ 179.74 韩元 ※

消费

银联卡可用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

国际电话区号

+8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第三使馆区东斱东路 20 号

手机

只有联通 CDMA 手机开通国际长途业务后可
直接使用，与国内通话可购买电话卡或者使用
酒店内的手机

电话：010-85310700

匪警

112

火警

119

急救电话

1339

驻韩大使馆

82-7381038

电压

220V/60HZ，建议携带变压器以及转换插头

有直航的往返机票。

使馆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
地址：济州岛特别市钟路区孝子洞 54 番地
电话：+82 02-738-1038
网址：http://www.chinaemb.or.kr

网址：http://chn.mofat.go.kr/worldlanguage/asia/chn/main/index.jsp
贴士：在济州岛如何拨打国际电话？
1. 先按下列号码（001/002/008/007XX/003XX）中的任意一个号码，
然后再按国家代号 - 区号 - 电话号码即可；
2. 一 般 国 际 电 话：001，002，008； 用 手 机 拨 打 国 际 电 话：
00345，00365，00388，00700，00727，00766，00770 等；
3. 先付类电话卡：通常游客外出旅行不会携带手机，使用先付类
电话卡也不错。此类电话卡在 24 小时便利店或街上的报摊均有售。

※ 数据仅供参考，交易时以银行柜台成交价为准
贴士：汇兑信息
韩元汇兑可在韩国国内主要银行或一般换钱所进行，或者在入境前
就到各家中国银行兑换好也是不错的选择。游客众多的明洞、东大
门市场等地虽然设有换钱所，但有可能是非法营业，必须特别注意。
此外，外国游客所携带的金钱超过 1 万美金时，必须向海关申报后，
取得证明文件（外币申报确认单、外币结算单等）才可进行汇兑，
日后出国时才能再次兑换成外币。携带旅行支票的游客必须事先在
上方字段签名，下方的签名字段则是必须在银行行员面前签名才可
进行汇兑。（若已事先签好两个字段，将无法进行汇兑）。

地理
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的南端，隔济州海峡与半岛相望。距离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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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内部交通
公交

外部交通

济州岛的主要交通方式便是公交车了，拥有近百条线路，四通八达

飞机

交车，6 开头的是豪华巴士。一般巴士 550 韩元，座席巴士 600 韩元；

济州国际机场是韩国 5 座国际机场之一，除了有至首尔、釜山、大邱、

市外巴士车费根据乘坐路线不同而不同。

光州、晋州等地的 12 条国内航班之外，还有飞往中国北京、上海

市内巴士运行路线：（济州市）新济州、旧济州、西回线、东回线；

和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岗等地的 6 条国际航线。

（西归浦市）西归浦、新市街地区、中文旅游区。

十分方便。其中 1、2 开头的是普通公交车，3、4 开头的是区域公

价格：http://bus.jeju.go.kr
贴士：乘坐前先确认一下要去的地方。上车前需准备好零钱，
大面值的韩元无法找零。

轮船
济州岛济州港、翰林港的客运航线有 5 条路线、12 艘客轮，每周
六往返于釜山、莞岛、仁川、鹿洞、木浦等国内港口，韩国人经常
乘船来此度假。到达釜山乘船约 12 小时 30 分钟可以到达
轮渡：由济州客运码头乘轮渡可到达周边的飞扬岛（约 15 分钟）、
牛岛（约 15 分钟）、加波岛（约 30 分钟）、马罗岛（约 50 分钟）。
交通：到客运码头，可以在济州机场乘坐 100 路机场座席巴士，
路上大约 30 分钟；或从济州长途巴士客运站乘坐 52 路、92 路巴士，
路上大约 20 分钟。
电话：济州港客运站 82-64-757-0117
价格：http://www.vtskorea.info/Service.do?id=en_main

租车
济州国际机场 1 层到达大厅

国内游客满 22 岁以上、有 1 年 6 个月以上驾驶经验者，外国人持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空港路 2 号

有国际驾驶执照者皆可租借汽车。租车驾驶旅行非常方便，济州机

电话：+82 064-742-3011

场国内线到达口候机室里设有包车公司专台，提供包车服务。

网址：http://jeju.airport.co.kr
贴士：国内航班机场费用 3000 韩元，国际航班机场费用 9000
韩元。济州机场设有机场巴士服务。
机场大巴线路
600 路机场豪华大巴往返于济州国际机场和中文旅游区、西归浦之
间，15 分钟一趟。 到中文旅游区大约需要 50 分钟，到终点西归

租车公司

咨询电话

济州租车

+82-64-742-3307 国 内 线 入 境 候
机大厅前（1 层）

锦湖租车

+82-64-743-8108

浦天堂酒店（Paradise Hotel）大约需要 80 分钟，另外还途径汉
娜酒店、凯悦酒店、新庆南酒店等。
公交车
机场公交站位于机场 2 号出口外，一般公交价格 550 韩元，市外
巴士车费根据乘坐路线不同而不同，一般首末班时间：首班 6:20，
末班 22:00。

目，体验跨越大海的特别魅力。
仁川→济州：所需时间约 13-15 小时
釜山→济州：所需时间约 11 小时

h t t p : / / w w w.
kumhorent.
com

AVIS 租车 +82-64-749-3773

h t t p : / / w w w.
avis.co.kr

+82-64-743-0555

h t t p : / / w w w.
dongarent.
co.kr

东亚租车

途经机场的公交线路：100 路、200 路、300 路、500 路、36 路、

坐船去济州虽然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但可以享受船上的各种文艺节

官网

济 州 租 车 +82-64-747-4301
协会

37 路。

轮船

位置

出租车
出租车根据路程和时间双重计费，起价 2400 韩元（2km 以内）；
黑色的模范出租车起价 4500 韩元（2km 以内）。如果路程不算远
又不太堵车的话可以考虑打车，并且几个人一起打车出行也是比较
划算的选择。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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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景点

全景一日游

龙头岩 Yongdusan

东线一日游：3D 奥妙艺术博物馆→城邑民俗村→济州岛海女秀→

龙头岩位于济州市中心龙潭洞的海边，因形似巨龙而得名。龙头岩

城山日出峰→海岸道路→万丈窟

是由汉拿山火山喷出的熔岩在海上凝结而成，形似龙头，满月时的

西线一日游：翰林公园→高山水月峰健行或雪绿茶园→思索之苑

龙渊风景异常壮观。

→ ALTH 飞机场 （经由山房山→泰迪熊博物馆或天帝渊瀑布）

深度三日游
D1：龙头岩→神奇之路→世界杯足球场→泰迪熊博物馆
D2：城山日出峰→天地渊瀑布→济州民俗村博物馆
D3：汉拿山→乐天免税店

帮助信息
济州大学医院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我罗 1 洞
外国人急诊电话：（+82）64-717-1834

济州欢迎中心
济州观光公社总部，可取得所有济州景点的中文简介，及旅游咨询
服务，建议可做为济州旅行的第一站。如果从这里索取济州观光资
料的话，还可以在许多店铺享受各种优惠。
地址：济州市善德路 23 号
时间：9:00-20:00
电话：+82 64-740-6000
交通：100 路公共汽车济州中央学校站下车

夕阳下的龙头岩 M!cwheat 摄
地址：济州市龙潭洞
交通
1. 从济州市区乘开往下贵的公车在龙门十字路下车，再往海边的
方向步行约 15 分钟即到；
2. 济州机场乘坐机场大巴 200 路或 300 路至龙谭 2 洞事务所站下
车，再步行 15 分钟即可。

汉拿山 Mount Halla
汉拿山是济州岛最高的地方，站在汉拿山上可以俯瞰济州岛全景，
同样在济州岛任何地方都可以仰望汉拿山。视角不同、季节不同汉
拿山的风景也随之变化。

kim.dongho 摄

网络

汉拿山 theopauls 摄
地址：济州岛中部

济州岛市内主要旅游景区都有免费无线网络，宾馆中亦提供免费网

电话：+82 64-725-9950；+82 64-713-9950

络，或是选择遍地开花的网吧上网也是不错的选择。韩国网络速度

门票：成人 1600 韩元；青少年、军人 600 韩元；儿童 300 韩元。

很快，但是请注意不要随意下载您不具有使用权的各种音乐、影片

交通：乘坐第 1 或第 2 横贯线路，沿城板岳山路可到达汉拿山顶峰；

等，这在韩国是违法行为。

或者可以搭乘到城板岳或奥利木入口的客车。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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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岛

城山日出峰 Seongsan Sunrise Peak

牛岛位于济州岛的东侧，是一座很小的珊瑚岛。整座岛屿就像横卧

城山日出峰最著名的景色是峰顶观日出，登上峰顶可以看到辽阔壮

之牛，“牛岛”因此得名，不少电影曾在这里取景。

丽的大海、无垠的草原以及湛蓝如洗的天空。

朝霞 hyeenus 摄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城山邑城山里
门票：成人 2000 韩元；青少年、军警、儿童 1000 韩元。
交通：乘坐开往西归浦的（东线）郊区汽车，在城山日出峰入口下
车或者乘坐开往济州市（东线）的郊区汽车，在城山日出峰入口下
车即可。
牛岛地图

All in House

很多韩国电影和电视剧曾在 All in House 取景，比较适合喜欢韩剧
的游客。All in House 面积不大，由一座教堂和周围的草地组成，
面朝大海。

牛岛海滨浴场 emily1103 摄
地址：济州岛东部的离岛

教堂 nermaleggycowiemuggy 摄

票价：免费

地址：济州道南济州郡城山邑新阳里

交通：在济州市长途汽车站坐东一周巴士到城山港，然后可以乘坐

票价：免费

摆渡船到牛岛天津港。摆渡费单程 3500 韩元 / 人，往返 5500 韩

交通：长途巴士客运站乘坐东南城山方向的巴士，在东南城山站下

元 / 人。岛上有环岛巴士或者租借自行车游览全岛风光。

车，然后乘坐出租车就可到达。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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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邑民俗村

中文旅游区

城邑民俗村位于汉拿山脚下，是一个完全保留了韩国传统的民俗

中文旅游区是济州岛的综合性观光园地，也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休养

村。村子仍是古代村庄的面貌，可以看到许多文化遗产，还可以接

地。包括太平洋乐园、观光渔村、仙临桥、天帝渊瀑布、中文海滨

触到韩国独特的土种文化。

浴场等，还有很多高级饭店及旅游服务设施，是韩国最大的观光服
务区。

德瑞克的旅遊好好玩 摄
地址：济州西归浦市表善面城邑里
票价：免费
交通：可以在济州市外巴士客运站乘坐表善行巴士到城邑下车

天地渊瀑布
天地渊瀑布为一处自然奇观，瀑布分为三段式，有“仙临桥”、“天
帝楼”等 8 处楼阁，周围生长着多种植物，水里栖息着花鳗鲤。

天帝渊瀑布 咸鱼鸡粒 摄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穑达洞
交通：在济州市外长途汽车站搭乘中文高速化巴士，在中文团地入
口下车，或者搭乘机场大巴 600 路。

泰迪熊博物馆 Teddy Bear Museum
博物馆由历史馆、艺术馆、企划展厅组成。历史馆中可以看到玩具
熊、古董玩具熊，尤其以《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造型的泰
迪熊引人注目；艺术馆主要展示孩子们喜欢的动画人物。

馆中的泰迪熊 Achillesyk 摄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中文洞 2889 号
票价：7000 韩元
时间：09:00-19:00
天地渊瀑布 Tim & Chrissie Home 摄

电话：+82 64-738-7600

地址：济州岛西归浦市天地洞 666-1

交通

票价：成人 2000 韩元，儿童、青年 1000 韩元；老人免费。

1. 从机场乘坐开往西归浦的豪华巴士在如美地入口站下车；

电话：+8264-733-1528

2. 从长途汽车站乘坐开往西归浦的市内巴士，在观光园区入口下车；

时间：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 7:00-22:00；每年 3-10 月 7:00-23:00

3. 在济州机场乘坐 600 路机场巴士到如美地植物园下车，步行 5

贴士：景区 22:20 以后停止入场，请提前做好安排。

分钟可达。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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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东方酒店 Jeju Oriental Hotel
酒店位于塔洞海岸旁，从海景房能看大海观日出。酒店内各种设施
齐全，包括各式餐厅、酒吧、娱乐场、商务中心等。旁边就有大型

乐天酒店 Jeju Lotte Hotel

超市易买得（E-MART）济州店，方便选购特产。

乐天酒店位于济州岛最大的度假园综合观光园区内，设有国际会
所、健身中心、游泳池、免税店等设施。

东方酒店赌场 Cathérine 摄
地址：济州市三徒 2 洞 1197
乐天酒店 gaojun1020_3Jeju 摄
地址：西归浦市穑达洞 2812-4
电话：+82 64-731-1000

电话：+82 064-752-8222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路程约 10 分钟

官网：http://www.lottehoteljeju.com/cn/

凯悦酒店 Hyatt Regency Jeju

交通：从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约 50 分钟

凯悦酒店位于中文旅游区，附近有泰迪熊博物馆等景点。酒店有可
以远眺大海的海景房和能观赏葱郁山林的山景房，可以充分的领略

新罗酒店 The Shilla Jeju

济州岛的魅力。

特 1 级济州新罗酒店拥有优雅的欧洲风格，是韩国数一数二的高
级度假村。饭店内设有舒适安稳的客房，世界顶尖的美食、奢华
SPA、健康中心、精品购物商场、婚纱、娱乐等，让房客能放松身心。

酒店大堂 liee_wu 摄
地址：西归浦市穑达洞 3039-1
arcticpenguin 摄

电话：+82-64-733-1234

地址：济州西归浦市穑达洞 3039-3

交通：可从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全程约 50 分钟

官网：http://www.shilla.net/cn/jeju/index.jsp

官网：http://jeju.regency.hyatt.com/en/hotel/home.html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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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青年旅馆 The Forest Hostel

西爱斯度假村 Seaes Hotel And Resort Jeju

森林青年旅馆的整体就像真的生活在大自然，从装修到色彩样样齐

SEAES 酒店的特点是按照济州传统草房的式样建造，是韩国唯一

全，地理位置好，而且有利于出游购物，工作人员很亲切友好，有

的别墅式传统酒店。这里在开业前曾被用作玄彬、河智苑主演的

中文服务，可以咨询旅游的一切问题。

SBS 韩剧《秘密花园》的主要外景地。

传统韩屋 来自酒店官网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中文观光路 198 号
电话：+82-64-735-3000
网址：http://www.seaes.co.kr

GreenCastle

GreenCastle 是一座民宅很不错，有自己的网页，可以直接给老板
发 E-mail 预定。价格比较便宜公道，例如 13 平米的房型淡季为 6
Alvis Koon 摄

万韩元 / 晚，合 300 多一晚。房间温馨舒适，老板非常友善热情。

地址：济州市一徒 1 洞 1331-1

奴宋古斯泰酒店 Goodstay Neulsong
Parktel

步行 10 分钟可以到达新罗免税店，出行便捷，购物方便。房间干
净整洁，周围吃饭的地方很多，性价比不错。这里已经连续十年被
评为优质旅馆，获颁韩国旅游发展局的“GOOD STAY”勋章。

酒店地图
邮箱：greensung@naver.com
网址：http://www.greensung.com

济州海洋酒店
济州海洋酒店距离济州国际机场和济州港口只有 8 分钟的路程，
靠近济州海边。拥有现代式的客房和便利的设施，提供高品质的服
务，位于交通便利的地区，可以方便地体验济州传统文化、海洋公
演等文化设施及旅游和休闲活动。
特色公主房 来自酒店官网
地址：济州市老衡洞 905-13

地址：济州道济州市塔洞海岸路 74 号
网址：http://www.oceansuites.kr/chn/main.asp

官网：http://www.nepark.co.kr/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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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马肉
马肉已成为济州的特色餐饮，做法多种多样，可做成刺身生吃、可
以红烧，也可以把马的后腿部肉生拌或火锅。

特色美食
黑猪肉
黑猪肉是济州岛特产，没有普通猪肉的腥味，富含维他命和矿物质，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少，美味健康，适合各种不同的料理。因其符合
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理念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马肉刺身 qyu6354 摄

鲍鱼粥
鲍鱼是济州岛名产。济州道大米很少，因此，用大米和鲍鱼熬的粥
是贵重的食品。把生鲍鱼割成薄片，用香油炒一会儿，加泡好的米
黑猪肉

猫家猪头 摄

再炒，最后加水熬成粥。

参鸡汤
韩国人视人参为宝药，认为能治百病，人参鸡汤是人参入菜最普遍
且最受欢迎的一道主食。做法是将人参放入剖开的鸡肚中，加蒜头、
红枣、糯米等，用砂锅慢慢煨制而成。

**Macky** 摄
参鸡汤 透石摄

烤玉鲷

海产火锅
济州岛海产品种丰富，选择海产火锅可以将海鲜一网打尽。 锅里
是满满的蟹、虾、鱼，佐以韩国风味的辣酱，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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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茅烤鲷鱼 Lam Phong 摄

海鲜火锅 Chenxiong Q 摄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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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厅
茶喜然洞窟咖啡厅
济州岛拥有许多天然洞窟，这里就是将天然洞窟装修后打造而成的

海女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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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咖啡厅。因为老板是开茶园的缘故，所以这里的各种茶饮以及
茶叶制品格外的有品质保证。

海女之家的鲍鱼粥 호련 摄
电话：82-64 7480679
地址：济州岛济州市龙潭 2 洞 1922-3

客怡村炸鸡 KyoChon
charles.oh 摄

韩国顶尖炸鸡品牌，现点现做。经典炸鸡 15000 韩元一份，包括

人均：4000 韩元

炸鸡一盒，可乐一瓶，以及白萝卜咸菜一份。

时间：9:00-22:00
交通：乘邑面循环市外巴士线至炅德院站下车

济州马苑
位于中文观光园区内，拥有 99 间古朴的房屋。店如其名，最拿手
的便是富有济州传统风味的烤马肉全席，另外这里的烤黑猪肉、烤
牛排、砂锅鲍鱼烹饪的也非常之好。
人均：30000 韩元
时间：11:00-22:00

济州味香
这家店位于中文观光园区内，视野极佳，望出去便是碧绿的大海，
另一侧是如美地植物园和仙女桥。这里值得推荐的菜色是各类海
产，特别市带鱼和青鱼，新鲜美味。
人均：20000 韩元
时间：9:00-22:00

ExFlexitarian 摄

交通：乘 600 路公交中文观光园区下车，天地渊瀑布旁

地址：济州岛济州市一徒 2 洞 160-9

无人咖啡馆

三姓穴海鲜锅

无人咖啡馆也叫良心咖啡馆，这里没有服务员为你服务，也没有收

海鲜锅分量非常足，海鲜基本上都是活的煮的时候都还在动。两人

银员收取费用，一切都靠自己的自觉。墙上写了对应咖啡的价格，

份 45000 韩元，料足味浓。

走时把钱扔进大木箱子就好了。

地址：济州岛济州市莲洞 312-45

地址：韩国济州岛海岸公路

电话：+82 64-745-3000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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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蜂蜜
济州土产蜂蜜不仅味道独特，而且还具有美容、养颜、保健等功能。
蜜柑蜜和油菜蜜是采自济州的蜜柑和油菜花，具有独特的香气和

特色商品

味道。

石头爷爷
在济州岛村庄的入口都可以看到压低帽子、微斜着头、眼睛大大的
石像，这就是作为济州岛象征的多尔哈鲁邦，相传它是济州岛村庄
的守护神或子孙娘娘。

大眼版石头爷爷 猫家猪头 摄

土布衣
土布衣是济州人工作时穿的衣服，也就是他们传统的工作服。现在
土布不光制成了衣服，还有制作成帽子和包包。

油菜蜜 ericrosloff 摄

柑橘

汉拿山烧酒

济州岛多山，适合橘子树的生长，所产橘子美味多汁，果粒饱满。

汉拿山烧酒是纯粮食酿造的一种运用蒸馏式的烧酒，烧酒制作工艺

济州岛橘子个头大、糖份高，果肉鲜嫩，在 10 到 20℃的条件下可

特殊，是纯米与弱碱性矿泉水，经过加工蒸馏而得到的原液。在一

以保存四到五天。

直保持 0℃的室内冷却，然后过滤出杂质而制成的。

柑橘 sunshine 荘信贤影像世界摄

MarnKyung Kim 摄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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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场所
新罗免税店济州店

七星街
运动品牌较多，teenie weenie 折扣力度很大，远胜明洞。EVISU
打折空间也很大，而且老板英语不错很好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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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机
场仅 10 分钟路程。

猫家猪头 摄
电话：+82-2-26396000
地址：济州道济洲市莲洞 252-20

乐天免税店济州机场店
规模较小的免税店，但价格比起首尔机场要便宜，赠品也给的十分
大方，候机的时候逛逛还是不错的。

inﬁnitely_ 摄
地址：济州岛七星路

莲洞商业街
美食购物一条街，自由市场内有汉拿峰橙子和柑橘出售，价格十分
便宜。

hermitwang 摄
电话：+82-64-747-0283-5
地址：济州市龙潭 2 洞 2002 号（济州国际机场国际线 3 层）

Emart
韩国排名的大超市，适合采购特产以及生活用品。地下一层为食品
区，地上一层为生活用品区，地上二层为服装区，三至四层为特产
专区。

济州柑橘 comfuture 摄

地址：济州市三徒 2 洞 1259

地址：济州市莲洞 7 路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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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五日市场
十分接地气的传统市场，为扶持老年人开展商业活动因此免费向

娱乐

65 岁以上的女性提供摊位，因此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奶奶市场”。
济州市五日市场每 5 日营业一次，主要销售蔬菜、水果、水产品、
草药、外国货物、粮食等物品。

娱乐活动
潜水
济州岛一年四季平均水温为 20-25 度，海水透明度平均 15 米，岛
沿岸的海底可以看到熔岩形成的岩石和美丽的珊瑚，最佳观赏地为
西归浦海域的蚊岛和牛岛附近。潜水的最佳时期为 5-11 月，海水
透明度最高期为 5-6 月、9-11 月。

Germano Woehl Junior 摄
营业日期：每月 2 号、7 号、12 号、17 号、22 号、27 号
电话：+82-64-7435985
地址：济州市道头 1 洞 1204-1 号
网站：http://jeju5.market.jeju.kr

西归浦 Olle 市场
西归浦市最大的市场，原名西归浦每日市场，主要销售海苔、鱼酱、
小菜、水产品、汉拿峰、柑橘、天惠香、干鱼类、泡菜等。

JC in Seou 摄

赛马
济州岛的西归浦有世界上唯一可以观看矮马比赛的济州赛马场，周
围设有大型停车场、乡土餐馆、儿童骑马场、人造池塘等附带设施，
已经逐渐成为家庭休闲和娱乐中心。

传统市场 sowhuan 摄
地址：西归浦市西归洞 271-38 号
时间：07:00-21:00（全年无休）
交通
1. 乘坐机场（豪华大巴）到庆南酒店下车（向东明百货公司方向

Flash Parker 摄

步行 5 分钟）；

博彩

2. 市内巴士在东明百货商店下车；

济州岛赌场获韩国政府许可，属合法运营。一些高级酒店中都配有

3. 私家车友利银行西归浦支行北侧 50m。

自己的赌场，例如新罗饭店、凯悦饭店等。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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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浴
济州岛上有很多的海水浴场，甚至可以说整个海岸就是一个巨大的
天然海水浴场。

娱乐场所
KAL 饭店赌场
赌 场 所 在 的 济 州 KAL 饭 店 是 特 1 级 观 光 饭 店。 饭 店 赌 场 提 供
BLACKJACK，ROULETTE，BACCARAT，BIG WHEEL，TAISAI 等桌上游戏，面积 550 坪，是济州岛内最大的赌场，拥有岛
内最高水平的设施。

海水浴场 ﬂenilune 摄

剧场表演
以乱打秀为代表的剧场表演也是游客及当地居民钟爱的休闲方式，
如今也变成了韩国旅行的特色项目之一。

济州 KAL 酒店 jhpope 摄
交通：在济州机场乘坐出租车约 10 分钟即可到达。
地址：济州道济州市耳岛 1 洞 1691-9

新罗饭店赌场
济 州 新 罗 饭 店 赌 场 为 传 统 的 西 欧 式 风 格， 面 积 260 坪， 有
Loulette，Black Jack，Baccarat，Slot machine 等各种游戏，可
在欧洲风格的独特氛围中尽情享乐。赌场为外国游客专用。

乱打秀海报 tyiusum 摄

汗蒸房三温暖
三温暖即“桑拿”的意思，韩式三温暖经过“三冷”、“三热”，
可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对肌肤美容和体型塑造有神奇效果。
三温暖尤其适合朋友及家人前往。

轮盘 Cathérine 摄
交通：乘坐机场与饭店之间的直达机场大巴即可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穑达洞 3039-3

凯悦饭店赌场
凯悦饭店最得骄傲的就是其赌场，这里有最先进的拉斯维加斯式博
彩设施。
地址：济州道西归浦市穑达洞 3039-1
交通：在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600 路 / 间隔 15 分钟）或
出租车，赌场距济州市及机场仅 40 分钟车程，距西归浦市仅 20
特色汗蒸房 romanlily 摄

分钟车程。

来源互联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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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公园

龙头岩海水 Land

时间：10:30-17:00 ，赛马时间为 12:20-17:00 ；赛马日为每周六

韩式汗蒸幕或者三温暖，只需要 7000 韩元即可过夜，汗蒸衣服另

周日。

收 2000 韩元。

费用：赛马日 800 韩元（18 周岁以上）；非赛马日免费开放。
交通：在济州郊区汽车总站乘坐开往西归浦或慕瑟浦的汽车，至济
州赛马公园站下车，全程约 25 分钟。

乱打剧场（济州影像媒体中心艺术剧场）
乱打秀是韩国的特色，演出以厨房为场景，用锅、碗、瓢、盆、碟子、
菜刀为乐器，配以灯光音响，紧凑的剧情，全程没有对白只有节奏
及打击声，是魔术、杂技、默剧的结合体。

bobo_say 摄

乱打秀

休息室可过夜 Kuruman 摄

地址：首尔市中区贞洞 15-5

地址：济州市龙潭 3 洞 1006-3

时 间： 周 二 至 周 五 20:00； 周 六 17:00，20:00； 周 日 及 公 休 日

电话：+82 64-742-7000

20:00。
门票：VIP 席 50000 韩元；普遍席 40000 韩元。
交通：在济州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巴士或者乘坐出租车

西归浦潜水艇
拥有目前世界上最新式（2003 年式）最大（67 座）的旅游潜艇。
搭乘潜艇需先在码头乘坐运输船至海上停靠站。

愿望清单
享受济州的阳光
济州岛拥有数个海水浴场，其中中文海水浴场在中文旅游区内，虽
然沙滩只有短短的 500 米，却拥有无敌美丽的景致。黑色的贝壳
沙滩衬着金色的阳光，别有一番风味。

登上汉拿山
下雨天突然想爬汉拿山的三顺与提早爬上山等待三顺的真贤重逢
的动人场面，应该都还记得吧？要想像三顺那样爬上山顶，早上
9~10 点以前就得出发。登汉拿山有多条路线，剧中三顺走的城板
岳一线算是最受游客喜爱的路线之一。
城板岳登山路即是利用济州市和西归浦市连接的 1131 号道路（516
道路）登上汉拿山的通路，登山全程约需 1 小时左右。
来自西归浦潜艇官网
地址：济州西归浦市西烘洞 707-5 （离天地渊瀑布 500m）
电话：+82 64-732-6060
票价：45000 韩元
交通：从机场搭乘 600 路机场大巴，到西归浦码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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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www.submarine.co.kr/
时间：07:20-18:40，间隔 40 分钟，一天发船 17 次，冬季（11-1 月）

拍婚纱照
在国内影楼的中档婚纱照一套也要 2 万块的今天，这个价格完全
够大家去韩国享受一趟有超高级摄影师 + 超棒造型师 + 全程翻译 +
短期旅行的婚纱之旅了！
现在韩国有资质接受中国游客预订行程的摄影工作室有十几家，全
都为大家提供各种样片以供挑选，尽情的来挑选想要的风格吧！一
般来说，提前 4 到 5 个月预约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您现在还
没做好万全准备的话，提前 2 个月左右预约也基本上是 OK 的。

一天发船 16 次（16:40 结束）

来源互联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