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邱城市觀光指南 ·

•運行時間

•出發地點

•購買車票

•收費標準 

•折扣優惠

•優惠

| 09:00-17:50(週一、春節·中秋節當日停運)

| 東大邱站前大邱城市觀光站點(每個站點均可乘車)

| 可在城市觀光巴士內購票(現金、信用卡、交通卡) 

|  成人10,000韓元、國中生及高中生8,000韓元 
兒童、老人、殘疾人、國家有功者6,000韓元 
※ 重症殘疾人(1~3級)監護人1人6,000韓元, 不足48個月嬰幼兒1名免票

➊ 城市觀光巴士之間可享受優惠

|  ➊ 購買1次車票, 就能自由乘車一整天 

➋ 出示當日車票時, 可享受各個旅遊景點的多種折扣優惠(詳情請參考官網) 
➌ 可購買大邱城鐵優惠票(在城市觀光巴士內購買)

•諮詢 | 大邱廣域市觀光協會 +82-53-627-8900, 8906 / www.daegucitytour.com

•提供智能旅遊服務 |   可利用大邱城市巴士App查看各個站點的旅遊信息 
(車輛內可使用免費WIFI)

➋  優惠20% 

- 持有當日鐵路及高速大巴車票或城鐵發票的乘客
 - 外國遊客(酒店、旅店、韓屋體驗設施住宿券持有者) 
- 10人以上團體乘車時

•運行時間

•出發地點

•換乘地點

•運行線路

•收費標準

•折扣優惠

•參考事項

•運行及預約 |  大邱廣域市觀光協會 +82-53-627-8900, 8906
 www.daegucitytour.com

|  10:30-18:00(週一、春節·中秋節當日停運)
 夜景遊_夏季(4-10月) 18:30-22:30 / 冬季(11-3月) 18:00-22:00

|  都市鐵道青蘿坡站2號出口(10:30）

| 東大邱站(11:00)、大邱國際機場(11:16)、城市觀光巴士站點

| 八公山、琵瑟山、洛東江、壽城嘉昌、夜景、體驗主題

|  與城市循環線路相同

|  與城市循環線路相同(但,10人以上團體票除外)

|   ➊ 旅遊景點門票及餐飲費用自理 
➋ 實行提前預約制, 滿員時不可換乘

❶ 城市循環路線

❷ 主題路線

類  別

優  惠

大邱城市觀光巴士(城市循環、主題) | 中區近代胡同遊大巴(青蘿)

持有當日車票者可享受1,000韓元優惠

1330是韓國旅遊諮詢熱線電話。
旅遊諮詢電話1330向國內外遊客提供多種旅遊資訊,
是韓國 旅遊諮詢代表電話。

旅遊諮詢熱線 

1330

出發地點 |  青蘿坡站2號出口(10:30）、東大邱站(11:00）、 

大邱國際機場(11:16/壽城嘉昌除外）三選一處搭乘

·到達前停靠酒店 :  泛魚十字路口(格蘭德酒店）、東城路(諾富特酒店）、 

近代文化胡同、藥令市(伊爾迪斯麗晶酒店）

➊  市民安全主題館的地鐵安全體驗等有多種體 
驗旅遊項目。

➋  根據季節及氣象情況等, 彈性開放不老洞古 
墳群與紡織博物館。

➌  持有當日八公山路線乘車券， 
八公山纜車及桐華寺集團設施地區部分餐飲
店打折優惠(網站查詢)

東大邱站

方字鍮器
博物館

東大邱站

大邱國際機場

市民安全
主題館

不老洞古墳群/ 
纖維博物館

桐華寺

八公山路線(每日運行· 週一停運)

Tip

東大邱站 金光石路 壽城池

慕明齋東大邱站 大邱美術館 鹿洞書院/ 
韓日友好館

Tip 可以瞭解韓國、中國、日本的歷史與傳統, 
還能遊覽入選韓國旅遊100選的金光石路。

運行時間表(每日不同）| 10:30-18:00

將大邱最具代表性的旅遊景點按區域精心設計的主題遊路線, 

遊客們可按照個人喜好任君挑選。

 諮詢 | 大邱廣域市觀光協會 +82-53-627-8900, 8906

11:00

11:00

青蘿坡站 / 
西門市場(出發)

10:30

青蘿坡站 / 
西門市場(出發)

10:30

11:16

東大邱站

The ARC東大邱站

大邱國際機場

仁興村

沙門津渡口

馬飛亭壁畫村

洛東江路線(週四 · 週日)

 可乘坐遊船欣赏洛東江邊及江亭洑等秀麗景色 
※  需另外購票<成人標準>  

: (原價)10,000韓元  
→ (優惠價)5,000韓元

Tip

➊ 前山纜車和83塔價格5折優惠

➋  還有兼具種種美食和購物、文化演出的西
門夜市可逛。

Tip

夜景路線

夏 18:30-22:30
冬 18:00-22:00

青蘿坡站/西門市場 ⇢ 金光石路 ⇢ 

前山展望臺 ⇢ 壽城池 ⇢ 青蘿坡站/西門市場

項目内容 |  製作麥芽糖、採摘蘋果、美術館之旅、 

製作木製手工藝品等   ※ 需另外付費

出發地點 |  青蘿坡站2號出口(10:30)、 

東大邱站(11:00)

青蘿坡站/西門市場 ⇢ 金光石路 ⇢  

青蘿坡 ⇢ 83塔 ⇢ 青蘿坡站/西門市場

 夏季(4-10月)

 冬季(11-3月)

11:0

東大邱站

東大邱站

大邱國際機場

宋海公園(夏季) /
琵瑟山自然休養林(冬季)

道東書院

國立大邱科學館

➊  夏季(3月-11月)宋海公園推薦設施 

: 百歲橋、百歲亭、散步道、生態溼地等

➋  冬季(12月-2月)琵瑟山(森林遊樂區)推薦活動 

: 杜鵑花慶典，冰谷慶典等

Tip

體驗主題
路線

10:30-18:00

11:00

11:00

青蘿坡站 / 
西門市場(出發)

10:30

青蘿坡站 / 
西門市場(出發)

10:30

11:16

11:16

琵瑟山路線(週二 · 五)

大邱，不知從何處開始玩起？

大邱城市觀光
D A E G U  C I T Y  T O U R

大邱旅遊指南 文化旅遊講解員

文化旅遊講解員在主要旅遊景點對大邱的文
化和歷史進行親切詳實的介紹。如果想要深
度體驗高水準的文化旅遊景點，請與文化旅
遊講解員同行。

· 講解時間 | 10:00-17:00  
※  每個講解展臺休息日有所不同， 

請務必事先預約後使用。

·預約及諮詢 |  大邱廣域市觀光協會  
+82-53-746-6407  
www.daegutravel.or.kr

大邱慶北旅遊諮詢處（大邱國際機場)

大邱慶北旅遊諮詢處（東大邱站）

大邱慶北旅遊諮詢處（EXCO）

E-WORLD旅遊諮詢處

大邱廣域市觀光科

大邱站旅遊諮詢處

東城路旅遊諮詢處

藥令市旅遊諮詢處

旅遊不便舉報中心

大邱旅遊信息中心

| +82-53-803-3891

| +82-53-660-1432

| +82-53-252-2696

| +82-53-661-3324

| +82-02-735-0101
| +82-53-627-8900

| +82-53-984-1994

| +82-53-939-0080

| +82-53-601-5237

| +82-53-621-6046

壽城嘉昌路線(週三· 週六 )

※  根據季節、慶典、活動等旅遊需求，每月運營線路將會有所調整， 
詳情請參考官網。(www.daegucitytour.com)

週五 · 週六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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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魚站 壽城區廳站大邱銀行站 晚村站

慶大醫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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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egu 

Opera house

近代文化胡同

前山觀景台

國立大邱博物館

安吉朗烤腸胡同

東城路

壽城池

大邱國際機場

東大邱站

三星創造園區，
歌劇院

金光石路

青蘿坡站，
西門市場

S2

S1

E-WORLD·
大邱頭流公園

出發

到達

站 1號線

2號線

3號線(單軌列車)

站

站

現代與傳統和諧共存的城市——大邱

富有特色的雙層大巴，將帶遊客領略歷史、 

景點、文化、美食等大邱的風采。

 諮詢 |   大邱廣域市觀光協會  +82-53-627-8900, 8906

東城路是大邱最具代表性的繁華街區，不僅有引領
時尚潮流的購物中心、商場，還有電影院、劇場等
文化空間，還有婭西胡同、羅德奧時裝街、化妝品
街等衆多名街。

東城路旅遊諮詢處 +82-53-252-2696         
時尚飾品商城 / 校洞市場 
美食街 / 校洞市場電子產品街
諾富特公共汽車站旁邊

西門市場旅遊諮詢處 +82-53-661-3288  
達城公園旅遊諮詢處 +82-53-521-6407
三星商會舊址 / 北城路工具胡同、摩托車胡同、毛巾胡同 /  
大邱藝術發展所 / 北城路碳火燒烤 (豬肉燒烤、鍋仔烏冬面等)
青蘿坡站1號出口

E-WORLD是歐洲風格的主題公園，環繞著高202米
的83塔，設有多種遊樂設施和觀賞設施。頭流公園
裡則有文化藝術會館、戶外音樂堂等文化設施。

壽城池一年四季水量充足，除了美妙的音樂噴泉，
還有長椅、散步路、遊樂場等公共設施，形成一個
遊園地。離德蘭路美食城不遠，非常適合度過閒暇
時光。

西門市場是朝鮮時代三大市場之一，目前仍有以纖維相
關种類為主的五千餘家店鋪，可謂應有盡有。此外，作
為韓國規模最大的夜市，在這裡不但可以看到獨特手工
製品，品嘗美味小吃，還能欣賞文化演出等各種活動。

坐纜車上前山的山頂，可一眼盡覽大邱市區與遠方
的八公山。站在觀景台放眼望去，美輪美奐的市景
映入眼簾。還可以到前山公園轉一轉。

前山纜車 053-656-2994 
管理辦公室 053-625-0967           
洛東江勝戰紀念館 / 大德文化殿堂 / 安逸寺
前山公園管理辦公室對面

大邱城鐵3號線於2015年開通，是韓國首個單軌列車， 
乘坐列車可以觀賞大邱獨特風光。 

※  持有當日城市觀光乘車券時，可購買城鐵優惠票。 
(在城市觀光巴士內購買)

壽城樂園 +82-53-762-6622           
壽城樂園 / 水崎林太郎之墓
壽城酒店下方停車場前

大邱城鐵公社 +82-53-640-2183, 2758
換乘站 ：S1–壽城池站, S2–青蘿坡站

運行路線 第1班次 第2班次 第3班次 第4班次 第5班次 第6班次 第7班次

① 東大邱站(出發/換乘)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② 大邱國際機場(換乘) 09:16 10:16 11:16 12:16 13:16 14:16 15:16

③    三星創造園區， 
歌劇院 09:40 10:40 11:40 12:40 13:40 14:40 15:40

④  金光石路 09:58 10:58 11:58 12:58 13:58 14:58 15:58

⑤ 東城路 10:04 11:04 12:04 13:04 14:04 15:04 16:04

⑥ 近代文化胡同 10:11 11:11 12:11 13:11 14:11 15:11 16:11

⑦  青蘿坡站·西門市場(換乘) 10:14 11:14 12:14 13:14 14:14 15:14 16:14

⑧ E-WORLD·大邱頭流公園 10:26 11:26 12:26 13:26 14:26 15:26 16:26

⑨ 安吉朗烤腸胡同 10:41 11:41 12:41 13:41 14:41 15:41 16:41

⑩ 前山觀景台 10:51 11:51 12:51 13:51 14:51 15:51 16:51

⑪ 壽城池 11:09 12:09 13:09 14:09 15:09 16:09 17:09

⑫ 國立大邱博物館 11:26 12:26 13:26 14:26 15:26 16:26 17:26

① 東大邱站(到達) 11:50 12:50 13:50 14:50 15:50 16:50 17:50

時刻表 Schedule

05 東城路 08 E-WORLD•
大邱頭流公園

07 青蘿坡站•西門市場 10 前山觀景台

東大邱站是大邱市的交通要衝，有KTX、
高速大巴等交通工具。在大邱站前的大
邱城市觀光大巴內購買車票後，可遊覽
多姿多彩的大邱。 
※   鐵路和長途大巴乘客可享受20%的優

惠(僅限當日乘客)。

東大邱站旅遊諮詢處 +82-53-939-0080          
平和市場
東大邱站廣場公交站旁

這裡是溝通與文化相得益彰的開放空間，
由風險創業區、文化風險融合區、居民
生活便利區及三星區等四大區所組成。
其旁邊是國內最早的歌劇專用劇場—歌
劇院。通過提供高超音樂水準及兼顧大
眾性的眾多作品，將“歌劇之都”大邱
之名傳播內外。

在金光石路可以看到已故歌手金光石的
舊顏和如詩如畫的歌詞，是非常美麗的
文化藝術街。人們可以邊欣賞極具特色
的壁畫，邊回憶往事。在藝術家工坊還
能參加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體驗活動。

+82-1661-2626           
大邱東區機場路221
機場長途汽車站 
(2號出口前)

位於慶尚道中心地帶，無論在地裡環境
上還是在機場功能上，均可與全國便利
連接。大邱，作為慶北唯一的一處國際
交流中心，發揮著樞紐作用。

1900年代，以傳教士們生活過的地區為中心而建的小花園. 經
過傳教士住宅，沿途有3.1萬歲運動路、桂山天主教堂、李相
和·徐相敦故居、第一教會、藥令市、長胡同(Jingolmok)，直
通鍾路，總長為1.7km，是一條具有百餘年歷史的胡同小路。

06 近代文化胡同

11 壽城池

這裡是一家對大邱和慶尚北道的文化遺產進行保
存·研究·展示·教育工作的文化設施，由古代文
化廳、中世紀文化廳、纖維服飾廳所組成。目前面
向不同年齡和階層運營多種定制型培訓項目。

+82-53-768-6051       慶北高中學校正門前
daegu.museum.go.kr
大邱廣域市壽城區青湖路321/ 每週週一閉館

12 國立大邱博物館

S Sky Rail(天空列車)大邱城鐵3號線

安吉朗烤腸胡同以口感勁道的調味
烤腸擄獲了全國美食家的味蕾。
曾經入選全韓國5大美食主題街，
這裡的調味烤腸價格合理、美味無窮，所以吃客們
的腳步絡繹不絕。

咖啡街 / 前山美食街
藍毗尼幼兒園公車站

09 安吉朗烤腸胡同

01 東大邱站

03 三星創造園區，
歌劇院

04 金光石路

02 大邱國際機場

醫療傳教士博物館 +82-53-250-7100 
大邱中區胡同遊 +82-53-661-2194
3.1萬歲運動路 / C’est La Vie音樂茶屋 / 桂山教堂 / 李相和·
徐相敦故居 / 杜師忠壁畫 / 傳統文化體驗館(舊亀岩書院)
ELDIS酒店前

中區廳 +82-53-661-2000
金光石路商業街振興會 
+82- 53-270-1777       
三德洞壁畫胡同 / 大邱百貨商店大百
PLAZA / 大邱銀行金融博物館
壽城Madi醫院前

+82-53-341-3562, +82-53-666-6000       
www.daeguoperahouse.org
大邱廣域市北區湖巖路51
三星創造園區南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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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公山、琵瑟山、洛東江路線 :  青蘿坡站（第1趟車）、東大邱站（第3趟車）、 
大邱國際機場（第3趟車)

2.  壽城/嘉昌路線 : 青蘿坡站（第1趟車）、東大邱站（第3趟車） 
※ 換乘等待 : 青蘿坡站2號出口，等16分鐘

城市→主題路線換乘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