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邱城市观光指南 ·

•运营时间

•出发地点

•购买车票

•车票价格

•折扣优惠  

•优惠

| 09:00-17:50(周一、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 东大邱站前大邱城市观光车站(每个站点皆可乘车)

| 城市观光巴士内购票(现金、刷卡、公交卡) 

|  成年人10,000韩元、初中及高中学生8,000韩元 

儿童及老年人、残疾人、国家有功者6,000韩元 

※ 重症残疾人(1-3级) 监护人1人6,000韩元, 不足48个月的婴幼儿1人免费

➊ 城市观光巴士之间可享受优惠

|  ➊ 购买1次车票可一整天自由乘车下车	  

➋ 出示当日车票，可享受各旅游景点的多种折扣优惠(详情请参考官网) 
➌ 可购买大邱城铁打折票(在城市观光巴士内购买)

•咨询 | 大邱广域市观光协会 +82-53-627-8900, 8906 / www.daegucitytour.com

•提供智能旅游服务 |   使用大邱城市观光APP了解各车站的旅游信息 
(车内有免费Wifi)

➋  优惠20% 

- 持有当日火车及高速客车车票的乘客 

- 外国游客(持有酒店、旅店、韩屋体验设施住宿凭证的游客) 
- 10人以上团体乘客

•运营时间

•出发地点

•换乘地点

•运营线路

•车票价格

•折扣优惠

•参考事项

•运营及预约  |  大邱广域市观光协会 +82-53-627-8900, 8906 

www.daegucitytour.com

|  10:30-18:00(周一、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夜景旅游_夏季(4-10月) 18:30-22:30 / 冬季(11-3月) 18:00-22:00

|  城铁青萝坡站2号出口(10:30)

| 东大邱站(11:00)，大邱国际机场(11:16)，城市观光巴士乘车站

| 八公山、琵瑟山、洛东江、寿城嘉昌、夜景、体验主题

|  与市中心循环线路相同

|  与市中心循环线路相同(10人以上团体乘客优惠除外)

|   ➊ 景点门票及餐饮费用自付 

➋ 实行提前预约制，满员时不能换乘。

❶ 市中心循环线路

❷ 主题线路

区 分

优 惠 价

大邱城市观光巴士(市中心循环、主题) | 大邱中区胡同游巴士(青萝)

持当日车票可优惠1,000韩元

1330是韩国旅游咨询热线电话。
旅游咨询热线1330专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关于韩国国内旅游的
各种信息，是韩国旅游咨询总机。

旅游咨询热线 

1330

大邱庆尚北道旅游咨询处(大邱国际机场)

大邱庆尚北道旅游咨询处(东大邱站)

大邱庆尚北道旅游咨询处(EXCO)

E-WORLD旅游咨询处

大邱广域市旅游科

大邱站旅游咨询处

东城路旅游咨询处

药令市旅游咨询处

旅游投诉中心

大邱旅游信息中心

| +82-53-984-1994

| +82-53-939-0080
| +82-53-601-5237

| +82-53-621-6046

| +82-53-803-3891

| +82-53-660-1432

| +82-53-252-2696

| +82-53-661-3324

| +82-2-735-0101
| +82-53-627-8900

大邱旅游咨询 文化旅游解说员

文化旅游解说员在主要旅游景点对大邱的文
化与历史进行亲切详实的介绍。想要体验高
水平文化旅游的游客，请与文化旅游解说员
同行。

• 解说时间 |	10:00-17:00		
※		每个解说展台的休息日不同，请务必提前预约。

•预约及咨询 |		大邱广域市观光协会 	
+82-53-746-6407 	
www.daegutravel.or.kr

出发地点 |		青萝坡站2号出口(10:30)，东大邱站(11:00)， 

大邱国际机场(11:16/寿城嘉昌除外) 三选一处乘车

•到达前停靠酒店 :		泛鱼十字路口(格兰德酒店)，东城路(诺富特酒店)， 
近代文化胡同，药令市(伊尔迪斯丽晶酒店)	

➊		可参观和体验市民安全主题馆的地铁安全演示
等各种体验

➋		按季节及气象情况灵活地选择不老洞古坟群和
纺织博物馆

➌	 如果持有当日八公山线路乘车券时， 
八公山缆车及桐华寺集团设施地区部分餐厅提
供优惠(请参照网页)

东大邱站

方字鍮器
博物馆

东大邱站

大邱国际机场

市民安全
主题馆

不老洞古坟群/
纺织博物馆

桐华寺

八公山线路(每日运行-周一停运)

Tip

东大邱站 金光石路 寿城池

慕明斋东大邱站 大邱美术馆 鹿洞书院/
韩日友好馆

寿城嘉昌线路(周三、周六)

Tip 可了解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与传统,
还能游览入选韩国100大旅游景点的金光石路

运行时间表(每日不同）| 10:30-18:00

将大邱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按区域精心设计的主题游线路,

游客们可按照个人喜好任君挑选。

	咨询	|	大邱广域市观光协会	+82-53)627-8900, 8906

11:00

11:00

11:16

东大邱站

The ARC东大邱站

大邱国际机场

仁兴村

沙门津渡口

马飞亭
壁画村

洛东江线路(周四、周日)

可乘坐游艇欣赏洛东江边和江亭洑等
秀美景观。	
※		另收费<成年人标准> 		
:		(正常价) 10,000韩元  
→ (优惠价) 5,000韩元

Tip

➊			前山缆车、83塔门票优惠50%

➋		与拥有各种美食、购物、文化演出的 

西门市场夜市相结合的夜市游

Tip

夜景线路

夏 18:30-22:30
冬 18:00-22:00

青萝坡站/西门市场 ⇢ 金光石路 ⇢ 

前山瞭望台 ⇢ 寿城池 ⇢ 青萝坡站/西门市场

活动内容 |  制作麦芽糖、采摘苹果、美术馆之旅、 

制作木制工艺品等  ※ 体验费另付

出发地点 |  青萝坡站2号出口(10:30)， 

东大邱站(11:00)

青萝坡站/西门市场 ⇢ 金光石路 ⇢ 青萝坡 ⇢  

83塔 ⇢ 青萝坡站/西门市场

 夏季(4-10月)

 冬季(11-3月)

11:0

东大邱站

东大邱站

大邱国际机场

宋海公园(夏季),
琵瑟山自然修养林(冬季)

道东书院

国立大邱科学馆

➊		夏季(3月-11月)宋海公园看点	
:	百岁桥, 百岁亭, 环林道, 生态湿地等

➋		冬季(12月-2月)琵瑟山(自然修养林)看点	
:	杜鹃花文化节、冰谷文化节等

Tip

体验主题
线路

10:30-18:00

11:00

11:00

青萝坡站 / 
西门市场(出发)

10:30

青萝坡站 / 
西门市场(出发)

10:30

青萝坡站 / 
西门市场(出发)

10:30

青萝坡站 / 
西门市场(出发)

10:30

11:16

11:16

琵瑟山线路(周二、周五)

大邱，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旅游怎么办？

大邱城市观光
D A E G U  C I T Y  T O U R

青萝坡站 / 
西门市场(出发)

10:30

周五、周六 

周日 
※	根据季节、庆典、活动等旅游需求，每月运营线路会适当调整
     详情请参考官网 (www.daegucity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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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鱼站 寿城区厅站大邱银行站 晚村站

庆大医院站

半月堂站

明德站南山站

大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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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egu 

Opera house

到达

出发
近代文化胡同

前山瞭望台

国立大邱博物馆

安吉朗烤肠胡同

东城路

寿城池

大邱国际机场

东大邱站

三星创造园区 ·
歌剧院

金光石路

青萝坡站·
西门市场

S2

S1

E-WORLD·
大邱头流公园

站 1号线

2号线

3号线(单轨列車)

站

站

现代与传统共存的城市大邱。

与众不同的双层巴士，将带领游客领略历史、 

景点、文化、美食等大邱的一切。

	咨询	|	大邱广域市观光协会	+82-53)627-8900, 8906

代表大邱的最繁华的街道，不仅引领当地流行的
购物商城和百货商店，这里还有电影院、剧场等
文化空间和娅西胡同、罗德奥时装街、化妆品街
等到处分布着各种特色大街。

东城路旅游咨询处 +82-53-252-2696         

时尚首饰城 / 校洞市场美食街 /  
校洞市场电子产品街
诺富特汽车站旁边

西门市场旅游咨询处 +82-53-661-3288  
达城公园旅游咨询处 +82-53-521-6407
三星商会旧址 / 北城路工具胡同、摩托车胡同、毛巾胡同 / 大邱
艺术发展所 / 北城路蜂窝煤烧烤胡同(猪肉烧烤、锅烧乌冬面等)
青萝坡站，1号出口

E-WORLD是一个欧洲风格的主题公园，以202米
高的83塔为中心，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和观览
设施。头流公园里设有文化艺术会馆、户外音乐
堂等设施。

寿城池一带一年四季水量十分丰富，音乐喷泉以
及长椅、树木、散步路、游乐场等设施结合成一
片游园区。此外，寿城池还紧邻德兰路小吃城，
很适合郊游散心。

西门市场是朝鲜王朝时期的三大市场之一，直到如今
这里也有囊括纺织相关品种等在内的5000多个商铺。
尤其是作为韩国最大的夜市，不仅有特色手工艺品、
各种美食，还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E-WORLD +82-53-620-0001,  
头流公园 +82-53-625-1949             
广场CORE美食街      
www.eworld.kr
E-WORLD出口广场对面

乘坐缆车到前山顶峰的瞭望台，可以一眼尽览大
邱市区和远处的八公山。尤其在瞭望台上看到的
夜景十分美丽，环顾一下前山公园也很不错。

前山缆车 +82-53-656-2994 
管理事务所 +82-53-625-0967           
洛东江胜利纪念馆 / 大德文化殿堂 / 安逸寺
前山公园管理事务所对面

乘坐2015年全国首次开通的单轨列车大邱城铁3
号线，可欣赏大邱不一样的风景。
※  凭当日城市观光车票， 

可购买城铁打折票(在城市观光巴士内购买)    

寿城乐园 +82-53-762-6622           
寿城乐园 / 水崎林太郎之墓
寿城酒店下面停车场前

大邱都市鉄道公社 +82-53-640-2183, 2758
换乘站 ：S1-寿城池站, S2-青萝坡站

运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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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大邱站(出发/换乘) 0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② 大邱国际机场(换乘) 09:16 10:16 11:16 12:16 13:16 14:16 15:16

③    三星创造园区, 
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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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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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萝坡站·西门市场(换乘) 10:14 11:14 12:14 13:14 14:14 15:14 16:14

⑧ E-WORLD·大邱头流公园 10:26 11:26 12:26 13:26 14:26 15:26 16:26

⑨ 安吉朗烤肠胡同 10:41 11:41 12:41 13:41 14:41 15:41 16:41

⑩ 前山瞭望台 10:51 11:51 12:51 13:51 14:51 15:5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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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⑫ 国立大邱博物馆 11:26 12:26 13:26 14:26 15:26 16:26 17:26

① 东大邱站(到达) 11:50 12:50 13:50 14:50 15:50 16:50 17:50

运行时间表 Schedule

05 东城路 08 E-WORLD·
大邱头流公园

07 青萝坡站·西门市场 10 前山瞭望台

可乘坐KTX、高速巴士等交通工具的
大邱交通枢纽。在东大邱站前面的大
邱城市观光巴士内购买市中心循环线
路车票后，可享受精彩的大邱旅游。 
※   火车、高速巴士乘客优惠20% 

(仅限于当天到达的乘客)

东大邱站旅游咨询处 +82-53-939-0080          
和平市場 
东大邱站广场公共汽车站旁

这里是沟通与文化和谐相融的开放空间， 
由风险创业区、文化风险融合区、居民生活便
利区、三星区等4个区所构成。其旁边是韩国
最早的歌剧专用剧场-歌剧院。通过提供具有
高音乐性和大众性的作品，进一步奠定了大邱 

“歌剧之城”的名声。

在金光石路可以看到已故歌手金光石
的旧颜和如诗如画的歌词，是非常美
丽的文化艺术街。可以欣赏与众不同
的壁画，感受过去的美好回忆，还可
以在艺术家工坊里享受各种丰富多彩
的文化艺术体验。

+82-1661-2626           
大邱东区机场路221
机场长途汽车站
(2号出口前)

位于庆尚道中心地带，无论是从地理
位置还是功能性角度，均能轻易连接
全国各地。大邱是庆尚北道唯一的国
际交流功能城市。

以1900年代传教士们居住过的地区为中心营造的地方。依次
走过传教士住宅、3.1万岁运动路、桂山天主教堂、李相和·
徐相敦故居、第一教会、药令市、长胡同(Jingolmok)，就能
走到钟路，全场约1.7km，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胡同。

06 近代文化胡同

11 寿城池

这里是保存、研究、展示大邱和庆尚北道文化遗
产及开展相关教育的文化设施，由古代文化厅、
中世纪文化厅、纤维服饰厅所构成。目前面向不
同年龄和阶层运营多种定制型培训项目。

+82-53-768-6051       庆北高中正门前
daegu.museum.go.kr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青湖路321 / 每周一休息

12 国立大邱博物馆

S Sky Rail(天空列车）大邱城铁3号线

以口感筋道的调味烤肠虏获全
国美食家味蕾的特色美食街， 
还曾入选全国五大美食主题街，
这里的调味烤肠美味价廉，客人总是络绎不绝。

咖啡街 / 前山Matdule街
蓝毗尼幼儿园公交站

09 安吉朗烤肠胡同

01 东大邱站

03 三星创造园区·
歌剧院

04 金光石路

02 大邱国际机场

医疗传教博物馆 +82-53-250-7100 
大邱中区胡同旅游 +82-53-661-2194
3.1万岁运动路 / C'est La Vie音乐茶馆 / 桂山教堂 / 李相
和徐相敦故居 / 杜师忠壁画 / 传统文化体验馆(旧龟岩书院)
ELDIS酒店前

中区厅 +82-53-661-2000
金光石路商街振兴会 +82-53-270-1777       
三德洞壁画胡同 / 大邱百货商店大百
PLAZA / 大邱银行金融博物馆
寿城Madi医院前

+82-53-341-3562,  +82-53-666-6000       
www.daeguoperahouse.org
大邱广域市北区湖岩路51
三星创造园区南门前

1. 八公山、琵瑟山、洛东江线路 :  青萝坡站(第1趟车)、东大邱站(第3趟车)、
大邱国际机场(第3趟车)

2.  寿城 / 嘉昌线路 : 青萝坡站(第1趟车)、东大邱站(第3趟车) 
※ 换乘候车：青萝坡站2号出口，等16分钟

市中心→主题线路换乘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