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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广换乘中心

方林园   汇集全球野花作品的博物馆
方林园是在面积达5千多坪的空间内将30多年来收集的全世界各季野
花作品按不同主题进行展示的自然主题公园。在这里可欣赏到种植
100多种韩国野生种类的百花园和用野花制作的盆景及盆栽。 
･ 入场费：成人 7,000韩元/青少年 6,000韩元/儿童 5,000韩元
･ TEL：(064)773-0090
･ www.banglimwon.com

济州和平博物馆   宝岛内响起的和平之歌
在完好保存着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战争之殇的济州和平博物馆，可感受
济州道民被强制动员当时的战争之殇，通过当时构筑的阵地洞窟和曲
射炮，可再次感悟和平的重要性。
･ 入场费：成人 6,000韩元/青少年、儿童 4,000韩元
･ TEL：(064)772-2500
･ www.peacemuseum.co.kr

山阳葛扎瓦   行走中感受的五感治愈林
由大小与数量远超其他葛扎瓦的岩石构成的岩石丘陵，形成了与众不
同的地形与景观。林中有村民们出于生计的生炭火痕迹，村庄附近的
“蚊母池”、“水蓼池”等大大小小的湿地是山阳葛扎瓦的生命水。在
生态保存完好且人迹较少的山阳葛扎瓦内行走，可在不知觉间感受到
全身心获得治愈，是济州农渔村体验休养村中未加工的天然胜地。

NORI梅   自然与现代和谐交融的城市公园
由韩语单词“游戏(Nori)”与“梅花(Mae)”一词结合而成的梅之乐
(Nori-mae)梅花公园，以每年初春时举办的梅花节而著名。沿着人造
湖鳞次栉比的各季花草与树木，是拍摄自助婚纱、全家福、友情照和满
月照时的首选取景地。还能享受湖水筏船以及与4D影像、触摸荧屏等
尖端技术相结合的各种趣味体验。
･ 入场费：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6,000韩元/儿童 5,000韩元
･ TEL：(064)792-8211~4 ･ www.norimae.com

济州航空宇宙酒店   舒适温馨的旅行歇脚地
拥有舒适宽敞的家庭套间，还运营露营、烧烤区、郭支海水浴场海滩别
墅和济州偶来路(11~14路线)、生态徒步登岳及葛扎瓦生态探访项目。 
同时提供济州清净食材美食的自助餐厅以及美丽的绿茶田餐厅&咖啡
馆，为济州旅行增添另一番风情。 
･ TEL：(064)747-4900
･ www.jash.co.kr/korARS

神话历史公园   可畅享度假与休闲运动的豪华综合度假村
是2017年4月起依次开放家庭主题乐园、YG城、水上乐园、济州内规模
最大的零售、F&B、酒店及MICE设施并具备国际水准度假、休闲设施
和外国人专用赌场的济州首个豪华综合度假村。不仅能够畅享设于7个
世界神话与传说主题区的20多种游乐设施，还能享受功能式水疗、济
州第一家主题购物中心与食品饮料中心。
･ 营业信息及时间、票价 (另咨询 1670-1188)
･ TEL：(064)908-6133    ･ www.shinhwaworld.com

思索之苑   感受生命之美的思索的庭园
济州顶级国宾访问场所，极具韩国特色的庭院，被世界各国媒体和知
名人士评为“世界最美庭院”。载入中国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思索之苑由
韩国独有的庭园树与盆栽、形象特异的怪石和观赏石和谐交融，可为
人们带来幸福洋溢的治愈感。 
･ 入场费：成人 10,000韩元/青少年 8,000韩元/儿童 6,000韩元
･ TEL：(064)772-3701
･ www.spiritedgarden.com

小人国主题公园   韩国最大的全球“名胜”迷你模型主题公园
是拥有万里长城、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伦敦塔桥等30多个国家的
100多个著名建筑迷你模型与济州石文化、民俗信仰、恐龙化石等的综
合文化景点。可沿着独具特色的展厅和文化空间，体验各式各样的建
筑文化。 
･ 入场费：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7,000韩元/儿童 5,000韩元
･ TEL：(064)794-5400
･ www.soingook.com

世界汽车博物馆   汽车的历史所传递的希望信息
是可亲眼目睹90多辆全球稀有古典汽车的亚洲第一私藏汽车博物馆，
同时也是济州西部圈的代表旅游景点。孩子和大人们可在迷你汽车体
验馆亲自试车，此外还具备有各种趣味十足的设施。
･ 入场费：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8,000韩元/儿童 7,000韩元
･ TEL：(064)792-3000
･ www.koreaautomuseum.com

Hello Kitty博物馆   受全世界人喜爱的人气卡通形象
可畅享“世界上最幸福的一日游”的Hello Kitty博物馆！可深入了解近
40多年来深受喜爱的凯蒂猫的历史与文化，并体验凯蒂猫主题咖啡馆
和各种商品。除了历史馆、凯蒂猫之家、美术室与音乐室体验之外，还
有提供美味咖啡和甜点的凯蒂猫咖啡馆以及3D影像馆、礼品商店等各
种趣味设施。
･ 入场费：成人 12,000韩元/青少年 11,000韩元/儿童 9,000韩元
･ TEL：(064)792-6114     ･ www.hellokittyisland.co.kr 

济州现代美术馆   散发文化艺术气息的风景区
2007年9月1日开馆的济州现代美术馆内具备有本馆特别展厅、常设展
厅、企划展厅、分馆常设展厅、艺术品商店、露天表演场、露天雕刻公
园、创作工作室等各种设施，与附近的楮旨文化艺术人村与金昌烈道立
美术馆、方林园等一起构成济州西部文化风景区。 
･ 入场费：成人 2,000韩元/青少年 1,000韩元/儿童 500韩元
･ TEL：(064)710-7804
･ www.jejumuseum.go.kr 

金昌烈道立美术馆   拥有水滴之精髓与艺术气息的美术馆
旨在弘扬体现东西方价值的水滴作家金昌烈画伯之精神，并对世界现
代美术发展做出贡献的美术作品与资料进行展览、研究与收集而建
立。是通过各种展览、教育项目与学术活动等，与地区社会和市民们进
行沟通交流的美术馆。
･ 入场费：成人 2,000韩元/青少年 1,000韩元/儿童 500韩元
･ TEL：(064)710-4150
･ kimtschang-yeul.jeju.go.kr/kimArt/mainView.do

楮旨文化艺术人村   济州偶来路上的济州文化名胜
拥有美丽的济州故事的幸福村庄楮旨里，是位于景色秀丽的济州偶来
13、14路线之上的济州岛文化名胜。美丽的村庄由西洋画、雕刻、书法
等15个领域的艺术家们通过活跃的创作打造而成，由园地和石墙构成
的乡村小路和坐落于村庄中央的楮旨岳，由松树、杉树等220余种、共2
万多棵树木形成了生态界，还曾荣获山林厅举办的“第8届美丽树林全
国大赛”大奖。

楮旨岳   怀抱美丽的生命之林的景点
是新手也能挑战的济州偶来13路线的终点，曾被评为2005年生命之
林，还曾荣获2007年第8届美丽树林全国大赛大奖(生命奖)。楮旨岳旧
称“楮满岳(Dakmol-Oreum)”，楮旨也曾名“楮满(Dakmol)”。 
从入口处徒步45分钟即可到达岳顶，可眺望山房山、松岳山、金岳和位
于太平洋的飞扬岛和加波岛，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将使心情无比
舒适。

济州雪绿茶博物馆   清新绿茶香之精髓
是融合东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环境亲和型文化与休息空间，同时也是每
年约有180万游客前来参观的济州内最有人气的绿茶种植基地。可在
全球十大建筑物“Tea Stone”体验茶课堂或在“悦诗风吟济州馆”进
行香皂制作体验，感受浓郁的绿茶清香。
･ 入场费：免费
･ TEL：(064)794-5312~3
･ www.osulloc.com 

玻璃之城   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玻璃童话城
欧式玻璃童话城内有150多名玻璃蜜蜡人偶上演着高水准演奏，此外
还有玻璃玫瑰爱心、玻璃庭园、玻璃金字塔、玻璃南瓜田等唯美唯幻
的拍照区。在玻璃工艺体验馆还能亲手制作玻璃人偶或项链等，将为
孩子们呈献另类教育和美好回忆。 
･ 入场费：成人 11,000韩元/青少年 9,000韩元/儿童 8,000韩元
･ TEL：(064)794-5312~3
･ www.jejuglasscastle.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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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城 - 幻想林葛扎瓦公园 - 思索之苑 - 济州现代美术馆 , 金昌烈道立美术馆, 楮旨文化艺术人村,  

方林园 - 楮旨岳 - 清水村会馆 - 济州和平博物馆 - 山阳葛扎瓦 - 新坪里村 - 九亿里村 - NORI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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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广换乘中心 ⇔ 济州现代美术馆  ⇔ 小人国主题公园 ⇔ 东广换乘中心 

820 行车路线

济州航空宇宙博物馆   航天宇宙梦想的实现地
是实际拥有26架飞机的亚洲最大的航空宇宙博物馆，可体验飞行原
理、未来航空技术发展、古代东西方天文学历史、宇宙开发、宇宙时代
以及宇宙生成的奥秘。通过在专家指导下体验航空宇宙科学、历史与
技术等，可培养孩子们的综合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 入场费：成人 10,000韩元/青少年 9,000韩元/儿童 8,000韩元
･ TEL：(064)800-2114 ･ www.jdc-jam.com

景点环线巴士

820
820-1▶

820-2▶

幻想林葛扎瓦公园   治愈疲惫的都市生活的治愈林
由树林解说家对济州之肺葛扎瓦天然原始林与生存于其中的各种生命
体以及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联系说明，是一个可通过五感全身
心感受神秘自然生态的同时，安抚人们的疲惫身心的治愈之林。 
･ 入场费： 成人 5,000韩元/青少年、儿童 4,000韩元/ 

济州道民 3,000韩元
･ TEL：(064)772-2488
･ www.jejupark.co.kr

搭乘济州岛景点环线巴士，可以更便捷、更快、更

实惠地畅游济州岛中山间地区的主要景点和小火

山。以旧左邑大川洞和安德面东广里为中心运行，

共两条景点环线路线，由16辆巴士双向循环运行。

和别的公交路线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条公交路线

专门行走在济州岛东部和西部的中山间地带，便于

游客畅游在充满异国风情的中山间地带。

除此之外，景点环线巴士上还有专业导游同行。不

仅为游客介绍景点和地区文化，还能提供美食等

方面的信息。即使你是第一次访问济州岛，相信你

也将喜欢这个充满乐趣的新路线。

中山间旅游景点

环线巴士
济州旅游

景点环线巴士介绍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招牌菜 营业时间

Miondang 064-773-0780 济州市翰京面
中山间西路3594

･  铁板八爪鱼 
五花肉

･  铁板辣炒济州产
黑猪肉 

･  TAKE  OUT
･  平日休息时间
･  休息日：周日

烤披萨的 
石头爷爷 064-773-7273 济州市翰京面

清水路218

･  石头爷爷披萨 
(济州奶酪，5人份)

･  三人披萨 
(济州奶酪，3人份)

･  平日 11:00~18:50
･   周末、公休日 

11:00~18:50
･  休息日：周一

Bong You 064-794-3206 西归浦市安德面
中山间西路1817

･  炸黑猪排
･  黑猪肉 

香辣炒码面
･  鲍鱼长崎海鲜炒

码面

･  全年无休 
11:30~21:00  

･  每日休息时间 
15:00~17:30

水桶餐厅 064-772-5292
济州市翰京面

明伊5街
(Myeongi 5-gil)20

･  药膳炖鸭
･  济州产零碎猪肉
･  辣炒鸭肉

･  10:30~22:00
･   休息日：每月第二、 

第四个周二

Elim餐厅 064-794-6545 西归浦市大静邑 
秋史路288-6

･  营养鲍鱼饭
(冬季：营养牡蛎饭)

･  11:00~19:00
･  休息日：周日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招牌菜 营业时间

HALOBEACH 064-805-3535 济州市翰京面 
绿茶盆栽路354

･  芒果沙滩
･  CARABAO 

芒果奶昔
･  10:00~18:00 

(夏季至21:00)

梅之乐梅花
公园咖啡馆 064-792-8211 西归浦市大静邑 

中山间西路2260-15
･  夏橙果汁
･  吐司

･  09:00~06:00
･  可带宠物入场

Damdam 064-773-5932 济州市翰京面 
楮旨12街60 ･  滴漏式咖啡 ･  11:00~19:00

Hello Kitty
博物馆
咖啡馆

064-792-6570 西归浦市安德面 
翰仓路340

･  粉粉西柚刨冰
･  慕斯蛋糕

･  全年无休 
09:00~20:00

雪绿茶博物馆 
咖啡馆 064-794-5312 西归浦市安德面 

神话历史路15
･  绿茶卷心蛋糕
･  绿茶冰淇淋
･  绿茶O FREDO

･  全年无休 
09:00~18:00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备注

济州马戏城 064-794-4444 西归浦市安德面
东广路 214

演出时间：10:30, 15:00, 17:00
票价： 成人 15,000韩元、青少年 12,000韩元、

儿童 10,000韩元

玩具乐园 064-794-0333 西归浦市安德面
东广里383

入场费：成人 8,000韩元、青少年 7,000韩元、
儿童 6,000韩元

Joeun骑马场 064-792-0550 西归浦市安德面
东广路265-14

利用时间：9:00~日落
利用价格： 充气碰碰车(15分钟)15,000韩元 

基本跑操(400m) 12,000韩元 
双跑道(1,000m) 25,000韩元 
散步路线(1,800m) 35,000韩元

山茶花之丘 064-792-0088  西归浦市安德面
并岳路166

冬季：12~2月(08:30~17:00)
换季：3~5月，9~11月(08:30~17:30)
夏季：6、7、8月(08:30~18:00)
入场费： 成人 8,000韩元、青少年 6,000韩元、

儿童 5,000韩元

大侑乐园 064-738-0500
西归浦市

上猊路381
(上猊洞)

夏季(7月23日~8月15日)：至下午7点
冬季(12月8日~12月31日)：至下午5点
利用时间：至营业结束30分钟前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航空宇宙酒店 064-798-5500 西归浦市安德面绿茶盆栽路216

托马斯之家 010-2090-6423 西归浦市安德面和平路654

The SALDA 064-792-6923 西归浦市安德面西广西门路15-31

小星星山庄 064-794-9561 西归浦市安德面西广西门路61

TELESCOPE 010-9285-7340 济州市翰京面楮旨6街20

环线巴士路线利用指南环线巴士路线利用指南

在码头出发时
･  东广换乘中心：在码头乘坐465-1、

465-2路到达客运站后换乘150-1、 
150-2、181、182、250-1、250-2、 
250-3、250-4、282路移动

在机场出发时
･  东广换乘中心：在机场乘坐150-1、 

150-2、181、182路移动
 ※  公交车费(交通卡)：3,500韩元

820 景点环线巴士
来访路线

820 景点环线巴士
来访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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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810

81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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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820

济州环线巴士全家游 济州文化&艺术
感性之旅

东广换乘中心

东广换乘中心

济州航空宇宙博物馆
神话历史公园

玻璃之城  

思索之苑 
济州现代美术馆 

金昌烈道立美术馆

楮旨文化艺术人村 
济州和平博物馆

小人国主题公园 

世界汽车博物馆 

Hello Kitty博物馆 

所需时间(8分钟) 
所需时间(5分钟) 

所需时间(5分钟) 

所需时间(45分钟) 

所需时间(5分钟) 

 所需时间(15分钟)  

 所需时间(20分钟)  

 所需时间(20分钟)  

 所需时间
(19分钟)  

 所需时间(9分钟)  

 所需时间(4分钟)  

东广换乘中心

东广换乘中心

与父母和子女一起畅享的济州环线巴士旅游 品味感性济州岛之旅

5'

3'

5'

3' 3' 5' 4'

4' 4' 6' 3' 2' 3'

3'

2' 5'

5'

3' 2' 2' 3'

餐厅 咖啡馆 住宿 推荐景点

✽ 以上餐厅、咖啡馆、住宿、推荐景点信息可能根据季节与店铺事由发生变更，请事先确认后利用。

･ 利用价格： 1,150韩元(成人)、850韩元(青少年)、
350韩元(儿童) (单次乘车费用)

･  发车间距：每隔三十分运行 
820-1、820-2 (首班车 8:30, 末班车 17:30) 
820-1：11:00~14:00每隔一小时运行 
820-2：10:30~13:20每隔一小时运行

･  付费方法：仅限使用交通卡 
(购买交通卡：可在机场、码头或道内便利店
<GS25、CU、7-11>购买)

･ 利用咨询及监督电话：064-746-7310



环线巴士路线利用指南环线巴士路线利用指南

水山里

德泉里

松堂里

善屹里

810-1810-2

순환버스

N

S

大川换乘中心810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BUS

出发

810-1
810-2

BUS

BUS

BUS

济州世界自然遗产中心、拒文岳

善屹二里村
선흘2리마을

仙女和樵夫
선녀와나무꾼 테마공원

宣仁洞村
선인동마을

下栗岳

茶喜然다희연

冬柏童山湿地中心
동백동산습지센터

韩岛乐园
한울랜드

德川里村
덕천리마을

어대오름

御带岳

屯地峰
둔지오름

迷路公园

榧子林비자림

月郞峰入口(北)
다랑쉬오름입구(북)

济州轨道自行车
제주레일바이크

月郞峰入口(南)、孙枝岳
다랑쉬오름입구(남), 손지오름

龙卧岳
용눈이오름

亚父岳
아부오름

거슨세미오름, 안돌오름, 밧돌오름, 민오름

泉味岳、內石岳、外石岳、敏岳

松堂里村
송당리마을

810-1810-2

大川换乘中心
대천환승센터

제주세계자연유산센터, 거문오름

메이즈랜드

알밤오름

大川换乘中心 - 济州世界自然遗产中心, 拒文岳 - 善屹二里村 - 仙女和樵夫 - 宣仁洞村 - 茶喜然 - 下栗岳 

- 冬柏童山湿地中心 - 韩岛乐园 - 御带岳 - 德川里村 - 屯地峰 - 迷路公园 - 榧子林 - 月郞峰入口(北) - 

济州轨道自行车 - 龙卧岳 - 月郞峰入口(南)、孙枝岳 - 松堂里村 - 亚父岳 - 泉味岳、內石岳、外石岳、

敏岳 - 大川换乘中心

大川换乘中心 ⇔ 济州世界自然遗产中心 ⇔ 榧子林 ⇔ 龙卧岳 ⇔ 大川换乘中心

810 行车路线

在码头出发时
･  大川换乘中心：在码头乘坐465-1、

465-2路到达客运站后换乘110-1、 
110-2、120-1、120-2、210-1、210-2、
220-1、220-2路移动

在机场出发时
･  大川换乘中心：在机场乘坐110-1、 

110-2、120-1、120-2路移动
※  公交车费(交通卡)： 

3,000韩元~3,500韩元(适用区间收费制)

景点环线巴士

810
810-1▶

810-2▶

济州世界自然遗产中心   济州诞生奥秘之珍藏地
为宣传韩国内唯一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三连冠(指定为生
物圈保存地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世界地质公园认证)的济州宝
岛之价值而建成。除了运营宣传济州诞生奥秘的4D影像馆，还能欣赏
各种汉拿山植被、熔岩洞窟和未来自然遗产等，是济州旅行中的必游
景点。
･ 入场费：成人 3,000韩元/青少年、儿童 2,000韩元
･ TEL：(064)710-8981 ･ wnhcenter.jeju.go.kr

拒文岳   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之精髓
济州岛内规模最大的熔岩流侵蚀河谷，沿着流线型峡谷一直延续约
4公里。另称拒物岳或因被树林覆盖而显得黝黑而称作“黑岳”，但从
词源来看“黑(Gemeun)”被释为源自古朝鲜时代寓意神灵的“Gam、
Geom”一词，因此，“黑岳”寓意“圣山”。
･ 济州世界自然遗产中心(wnhcenter.jeju.go.kr)
･ 제주문화관광(www.jejutour.go.kr)

韩岛乐园   韩国内规模最大的矿物、化石博物馆
拥有配合济州岛的石头、风、女子“三多岛”概念的“矿物、化石与风
筝”两大主题博物馆与别墅、度假村、韩餐厅等便利设施。可对矿物与
化石进行了解，还能亲自制作风筝后享受放风筝体验。 
･ 入场费：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7,000韩元/儿童 5,000韩元
･ TEL：(064)783-5788
･ www.hanulland.co.kr

仙女和樵夫   请回答！美好的旧时光
是以1950~1980年代的回忆为主题的公园，通过近30年来收集的民俗
品与7080主题，全家人可一起重温旧时的美好时光。可进行老式校服
体验(免费)、迪斯科、鬼屋和传统游戏体验，并感受tvn热播电视剧请
回答系列中的怀旧氛围。
･ 入场费：成人 11,000韩元/青少年 9,000韩元/儿童 8,000韩元
･ TEL：(064)784-9001
･ www.namuggun.com

迷路公园   难倒Runningman的迷宫主题公园
是将济州三多(石头、风、女子)文化用迷宫加以形象化的主题公园，同
时也是适合全家人一起沐浴远红外线与植物杀菌素的健康公园。在迷
宫拼图博物馆可挑战智力极限，还有提供休息的咖啡厅和用岩盘水泡
脚的足浴场等各种隐藏的乐趣。
･ 入场费：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7,000韩元/儿童 6,000韩元
･ TEL：(064)784-3838
･ www.mazeland.co.kr

茶喜然   绿茶与天然洞窟和谐交融的生态旅游
在设有高空飞索的茶喜然，可畅享绿油油的绿茶田和天然洞窟咖啡
馆、茶文化院等各种生态旅游。在蕴含数千年自然气息的天然洞窟内，
可一年四季与恋人、家人或朋友们一起品位茶香，并获得熔岩洞窟的
神秘灵气。 
･ 入场费：成人 5,000韩元/青少年 3,000韩元/儿童 2,000韩元
･ TEL：(064)782-0005
･ www.daheeyeon.com

龙卧岳   坐拥两个寄生火山锥的复合火山体
龙卧岳的山顶部以东北侧顶峰为中心形成共三个山峰，其内部有东西
侧较为开阔的椭圆形喷火口，是一个拥有两个寄生火山锥的复合火山
体。整个斜面覆盖草地的龙卧岳，呈美丽且典型的济州寄生火山锥外
形。相传因其外形酷似卧龙而得名龙卧岳，又另传因山中央深陷的外
形看似龙盘坐之地而得此名。 

孙枝岳   以汉拿山之孙定位的小火山
因外形与汉拿山相似，因此以汉拿山之孙的含义取名为孙枝(孙子的
济州方言)岳。虽然名气不如周围的龙卧岳与月朗峰，但仍能享受与周
围的其他寄生火山锥相交融的济州美景。东面山脚处坐落有圆锥形卵
岳(多罗峰)，南面山脚处是拥有圆锥形小卵岳的复合火山体，斜面为以
“X”型划分的杉树林和草地，长有山慈姑、紫罗兰、委陵菜和南山堇
菜等植物。

敏岳   无与伦比的杉树林和扁柏树林
敏岳又名秃岳，源于略圆而又无树木生长的光秃秃的外形。西南斜面
较陡、东北斜面相对平缓并形成有微微下陷的马蹄形火口，两个山峰
朝西南-东北方向相望。火山口东北侧的断层外侧形成了小峡谷并分成
了两个长长的支流，由落叶树与常绿乔木形成了葱郁的树林。山顶部
则为辽阔的草地，西面还坐落有昔日曾为李承晚别墅的贵宾舍

亚父岳   可感受自然造化的小火山
是地势较为缓慢的圆形喷火口，沿着山脊可眺望到的无比雄伟的济
州风光。亚父岳也叫阿父岳，因位于松堂村和堂岳的前方(南侧)还另
写为前岳。因这里有喷火口内形成杉树林的独特风景，因此游客们可
轻松前往。亚父岳还以电影“李在守之乱”和“恋风恋歌”的拍摄地而
著名。

泉味岳   违背自然规律的小火山
泉味岳又名逆泉岳。从松堂牧场入口对面的牧场出发，沿着山脊行走
便可轻松登顶。因西面山脚处有一个名叫”逆泉”的泉水而得名。此泉
不流向大海，而是向着汉拿山方向逆流。甚是神奇。

內石岳   充满温馨济州气息的山顶
內石岳与东北侧相邻的外石岳相区分。在朝鲜时代，两岳之间以砾石
墙(石墙)为界，牧场内侧叫做“內石岳”，外侧则称作“外石岳”。因东
北面山脚处有“石好垒几池(Dolhoregi-mul)和偶路垒几池(Oloregi-
mul)”而得名內石岳。內石岳东北面山脚处有偶路垒几池(Oloregi-
mul)，下陷的内斜面内形成了茂密的自然林，山顶处的草地沿着山脊分
布而成，营造温馨气息。

屯地峰   怀抱广阔济州的小火山
外形酷似露天音乐厅的屯地峰地势较陡，而且是周围独一无二的寄生
火山锥，因此很容易找到。在原地形保存较为完好的火口方向(南侧)
有外形如伸出的舌头般的马蹄形火口。济州方言中“屯地”指“比平地
微高的地势”，而马牛成群时也叫做“结屯”。总之，相传因周围有许多
“屯地(熔岩岩屑流等)”而取名屯地峰，另写作屯地峰。

榧子林   苍郁遮天的千年榧树林
由2,800多棵500~800年树龄的榧树苍郁遮天的榧子林，是世界上最大
的单一树种林。在指定为天然纪念物374号的榧子林，无论男女老少都
能尽情享受榧树林中的大自然，树林外缘处还有存活约千年的古老榧
树。 
･ 入场费：成人 1.500韩元/青少年 800韩元/儿童 600韩元
･ TEL：(064)710-7897
･ www.visitjeju.net

冬柏童山湿地中心   生物的多样性与生态界宝库
拥有卓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冬柏童山湿地中心，是最初发现于亚热带
常绿阔叶树林葛扎瓦的济州阴地蕨(环境部指定濒危物种)等多种稀有
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界之宝库。由环境
部指定为湿地保护区的冬柏童山湿地中心，还被注册为了国际拉姆萨
尔湿地。  
･TEL：(064)784-9446
･www.ramsar.co.kr

下栗岳   令人叹为观止的亚热带常绿树林
登上顶峰即可近距离欣赏亚热带常绿树林善屹山茶花园。火口为朝西
北方向深陷的马蹄状，途径善屹里并在中山间道路6.2公里处右侧立有
下栗岳纪念碑。
火山口内是茂密的天然林，通向岳顶的100米处设有登顶路，约30分钟
即可到达顶峰。

济州轨道自行车   崭新模式的家庭型主题公园
以耸立于旧左邑终达里广阔草原的龙卧岳为背景，在长达4公里的两条
轨道上，共有90多辆脚踏式轨道自行车自动循环运行。全程约需40分
钟，因设有挡风屏，在冬天或雨天也能利用。
･ 入场费：双人座 30,000韩元/三人座 40,000韩元/四人座 48,000韩元
･ TEL：(064)783-0033
･ www.jejurailpark.com

御带岳   新手也能征服的流线型小火山
因与山顶相连的山脊呈长长的流线型，因此很早以前便被称为御带
岳。整体高度为210.5米，登顶只需20分钟，比起登山路更接近于散步
路，新手也能轻松挑战。御带岳的西南方坐落有朱土岳，东北方为德泉
里下洞，西侧还有一个名叫“大林洞窟”的天然洞窟。 

月郞峰   蕴含济州惨痛历史的景点
是位于旧左邑的寄生火山锥之最，山脚处有释放大量植物杀菌素的茂
密的杉树林。在月朗峰周边的月朗洞窟，曾发掘出牺牲于4•3事件当时
的11具遗骨。呈漏斗状的圆形喷火口规模较大且下陷较深，火口外径
约有1,500米且以南北方向呈长长的椭圆形，北侧相对较平坦，相传火
口深度为115米，等同于白鹿潭。

 主要旅游咨询处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招牌菜 营业时间

榧树林 064-783-7701 济州市旧左邑 
榧子林路58

･  济州大麦饼+ 
丑橘果酱

･  丑橘鲜果汁
･  丑橘杯刨冰

･  全年无休 
09:00~18:00 

夏拉的庭园 064-783-9631 济州市朝天邑 
善桥路198-2

･ 疯狂鸡(意式)
･  夏拉的庭园
･  蜂蜜面包
･  花茶

･  10:00~18:00
･  休息日：周二

冬柏 0507-1407-3054 济州市朝天邑 
冬柏路68 2楼

･ 块状蛋糕
･  西番莲汽水
･  咖啡Bongbong

･  10:00~17:00
･   休息日：周日, 一
･  10岁以下及7人以上

团体顾客限制入场
･   每人必点一份，携带

个人杯时可打包

茶喜然 
洞窟茶园 064-782-0005 济州市朝天邑

善屹里600-12
･  绿茶刨冰
･  绿茶饮料

･  全年无休 
09:00~19:00

咖啡小镇 070-8900-6621 济州市旧左邑
终达路5街23

･  胡萝卜刨冰
･  胡萝卜汁
･  帕尼尼

･  周一、三、四、 
五、六、日 
10:00~18:00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备注

松堂骑马场 064-782-1199 济州市旧左邑
繁荣路2015

利用时间：09:00~18:00
利用价格：12,000韩元/1次

迷你乐园 064-782-7720 济州市朝天邑
桥来里山56-4

开闭时间： 12~3月 08:30~17:30 
4~6月 08:30~18:00 
7~8月 08:30~19:00 
9~11月 08:30~18:00

入场费： 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7,000韩元、
儿童  5,000韩元

厨福莱茵厨具
主题公园 064-751-8500 济州市旧左邑

松堂里2635-3 

夏季：4~10月(09:00~18:00)
冬季：11~3月(9:00~17:00)
入场费： 成人 8,000韩元、青少年 6,000韩元、

儿童  5,000韩元

济州艺术乐园 1661-3679 济州市旧左邑
繁荣路2172-80 

夏季：3~10月(09:00~19:00)
冬季：11~2月(09:00~18:00)
入场费： 成人 9,000韩元、青少年 8,000韩元、

儿童  7,000韩元

耽罗神话公园 064-782-1800 济州市朝天邑
善桥路474 

夏季：09:00~18:00
冬季：09:00~17:00
入场费： 成人 8,000韩元、青少年 7,000韩元、

儿童  6,000韩元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韩岛乐园别墅 064-783-5788 济州市旧左邑冬柏路458

榧子林路15 02-1577-0000 济州市旧左邑榧子林路15

大麦Guesthouse 010-2400-6500 济州市旧左邑松堂6街38-1

济州复古豪华露营 010-4228-1729 济州市朝天邑善桥路185

冬柏山庄 010-5808-8255 济州市朝天邑冬柏路19

济州综合旅游咨询中心(  07:00~截至末班航班时间) ………… ☎ 064-742-8866

济州旅游信息中心(  09:00~18:00) …………………………………………… ☎ 064-740-6000

济州港旅游咨询处(  06:00, 12:00~20:00) ……………………………… ☎ 064-758-7181

韩国旅游发展局国际航班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42-0032

济州市外巴士客运站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28-3920

龙头岩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28-3918

塔洞旅游咨询中心(  09:00~18:00) …………………………………………… ☎ 064-728-3919

西归浦市综合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32-1330

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39-1391

正房瀑布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32-1393

柱状节理带旅游咨询处(  09:00~18:00) ………………………………… ☎ 064-738-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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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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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换乘中心

济州世界自然遗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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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换乘中心

可拥抱济州绿色大自然的路线 享受缓慢中的从容与悠闲的路线

餐厅 咖啡馆 住宿 推荐景点

✽ 以上餐厅、咖啡馆、住宿、推荐景点信息可能根据季节与店铺事由发生变更，请事先确认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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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价格： 1,150韩元(成人)、850韩元(青少年)、
350韩元(儿童) (单次乘车费用)

･  发车间距：每隔三十分运行 
810-1、810-2 (首班车 8:30, 末班车 17:30) 
810-1：11:00~14:00每隔一小时运行 
810-2：10:30~13:20每隔一小时运行

･  付费方法：仅限使用交通卡 
(购买交通卡：可在机场、码头或道内便利店
<GS25、CU、7-11>购买)

･ 利用咨询及监督电话：064-746-7310

 航班

济州全球出租车………………………………………………………………………………… ☎ 1899-4314
接听电话 ……………………………………………………………………………………………… ☎ 080-840-0505
日本驻济州总领事馆 ……………………………………………………………………… ☎ 064-710-9500
中国驻济州总领事馆 ……………………………………………………………………… ☎ 064-900-8830
台湾旅游厅首尔办事处 ………………………………………………………………… ☎ 02-732-2358
新加坡驻韩国大使馆 ……………………………………………………………………… ☎ 02-774-2464
马来西亚驻韩国大使馆 ………………………………………………………………… ☎ 02-2077-8600
印度尼西亚驻韩国大使馆 ……………………………………………………………… ☎ 02-785-5675
越南驻韩国大使馆 …………………………………………………………………………… ☎ 02-738-2318
泰国驻韩国大使馆 …………………………………………………………………………… ☎ 02-795-3098
美国驻韩国领事馆 …………………………………………………………………………… ☎ 02-397-4114
驻韩外国公馆 …………………………………………………………………………………… ☎ 02-2100-2114
急救医疗信息中心 …………………………………………………………………………… ☎ 1339
国际电话信息 …………………………………………………………………………………… ☎ 00794
国际电话交换 …………………………………………………………………………………… ☎ 00799
电话号码查询 …………………………………………………………………………………… ☎ 114

 紧急联络网

大韩航空 …………………☎ 1588-2001
济州航空 …………………☎ 1599-1500
釜山航空 …………………☎ 1666-3060
德威航空 …………………☎ 1688-8686
中国南方航空 ………☎ 064-749-9070

韩亚航空 …………………☎ 1588-8000
真航空 ……………………☎ 1600-6200 
易斯达航空 ……………☎ 1544-0080
中国东方航空 ………☎ 064-711-9834
港龙航空 …………………☎ 02-311-2800

 夜间急救医疗机构
济州汉拿医院   济州市道岭路65(连洞) ………………………… ☎ 064-740-5156
济州大学医院   济州市我兰13街15(我罗一洞) …………… ☎ 064-717-1900
同心医院(HANMAEUM HOSPITAL) 
   济州市连新路52(二徒二洞) ………………… ☎ 064-750-9851
中央医院   济州市月朗路91(梨湖二洞) ………………… ☎ 064-786-7777
西归浦医疗院  西归浦市长寿路47 …………………………………… ☎ 064-730-3003
韩国医院   济州市西广路153……………………………………… ☎ 064-750-0119

商号 电话号码 地址 招牌菜 营业时间

磐石与 
碎落石 064-784-3633 济州市朝天邑 

善屹南4街286-3
･ 野菜拌饭
･  紫苏刀切面

･   全年无休 
11:00~15:00

･  休息日：周六

Woong’s 
Kitchen 064-784-1163 济州市旧左邑 

中山间东路2250
･ 意大利面
･  三明治
･  意式通心粉

･   周一、二、五、六、日   
11:30~20:00  

･   休息时间：
15:30~17:00

･  13岁以下限制入场

韩岛乐园 064-783-5788 济州市旧左邑 
冬柏路458

･  黑猪肉套餐
･  烤青花鱼

･  全年无休 
08:30~18:00 

迷路公园
健康韩餐厅 064-784-3839 济州市旧左邑 

榧子林路2134-47 ･ 韩式自助餐 ･  全年无休 
09:00~19:00

善屹
芳珠奶奶餐厅 064-783-1253 济州市朝天邑 

善桥路212
･ 三色熊蔬饺子
･  豆腐拼盘
･  豆汁面

･   夏季：周一~周六 
10:00~19:00 

･   冬季：周一~周六 
10:00~18:00 

･  休息日：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