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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是一個三面環海的半島國家，位於東北亞的中心，東海、西海和南海上分別開設了通往日本、俄羅斯、
中國、台灣、香港、東南亞國家的游輪航線。

韓國擁有五千年燦爛的歷史傳統文化、美麗的旅遊景點和自然環境，游輪遊客可以享受觀光、體驗、購
物、休息等，作為寄泊港毫不遜色。最重要的是韓國有美味的食物，而且還是全球追捧的韓流K-POP的
發源地。

韓國逐步發展為魅力郵輪寄泊港。釜山、濟州、仁川、麗水、束草等配備可供10~22萬噸級大型游輪停
泊的游輪專用碼頭和客運站等基礎設施。

釜山有韓國最具人氣的夏季度假勝地海雲台、亞洲最大的札嘎其水產市場、美麗的海灘及海洋體驗等景
點和樂趣。

濟州島擁有亞洲最具人氣的遊輪寄泊港，自從200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之後，每年有1500萬名
國內外遊客到訪，城山日出峰、山嶽(360座)、石灰洞等自然環境和傳統文化保存完好。

仁川是世界級交通樞紐，擁有距離首都首爾最近的港口和機場，在此能參觀到仁川松島、首爾四大宮殿
等傳統與現代文化。

麗水是一座如畫般的海洋城市，由純凈大海和300多個島嶼組成，曾舉辦2012麗水世界博覽會和2016
年世界園林博覽會，在此能品嘗到新鮮的海鮮和多種獨特的飲食。

最後，在魅力寄泊港束草均可享受美麗的港口、雪嶽山登山、海洋體驗、用新鮮的海鮮制作的美食等。

除了以上5個寄泊港以外， 
韓國還備有首都首爾、慶州、全州等許多美麗的寄泊港。 
歡迎大家多多訪問東北亞的游輪中心地—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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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浪漫與感動的
東北亞游輪旅行的特殊魅力

―
  在配備頂級設施的船內度過特別的時光，

每一個美麗的港口城市帶來的特色觀光與看點
等為您開啟舒適和充滿別樣樂趣的夢想之旅。

東北亞游輪航線

天津

青島

上海

基隆

仁川

束草

麗水
釜山

濟州

符拉迪沃斯托克

新瀉

境港

福岡

長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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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码头信息

泊位名稱 泊位
能力

碼頭
長度

碼頭
水深 設施明細 碼頭離客運樓

的距離

國際
客運
碼頭

1號 17萬噸 360m 12m
•防碰墊 : cell fender (1,250H X 2unit) 25個組

•系船柱 : 18根100噸彎柱，3根200吨直柱 
碼頭前面

2號 5萬噸 240m 9m
•防碰墊 : ov fender (1,000H X 1,500L) 25個組

•系船柱 : 13根100噸彎柱
碼頭前面

13號 12萬噸 240m 9m
•防碰墊 : ov fender (1,000H X 1,500L) 25個組

•系船柱 : 12根100噸彎柱
碼頭前面

14號 12萬噸 240m 9m
•防碰墊 : ov fender (1,000H X 1,500L) 25個組

•系船柱 : 12根100噸彎柱
碼頭前面

国际
游轮码头 22萬噸 440m 11.5m

•防碰墊 : cell fender (1,400H X 2unit) 18個組

•系船柱 : 19根200噸彎柱
碼頭前面

國際客運碼頭設施現狀

分類 主要設施

國際客運碼頭 出入境關口各設18個出入境審查台、10個檢驗台、候船室、游輪休息室、
免稅店、餐廳、會展中心、藥店等 

國際游輪碼頭 7個出入境關口、4個檢驗台、候船室等 

Busan Cruise
365天充满欢乐的城市 - 釜山 

一年四季慶典不斷，擁有各色各樣旅遊景點的釜山
愛上海洋、觀光、休養等魅力無窮的釜山！   

釜山是僅次於首爾的大城市，也是韓國最大的貿易港口，天然的自然景觀、
歷經漫長歲月的老街和遺址及現代化摩天大樓相融合，獨特的魅力不斷吸引更多的人來訪。

International 
Cruise 
Terminal

International 
Passenger 
Terminal

Busan

釜山港
釜山港既是世界第六大集裝箱碼頭，也是韓國
最大郵輪寄泊港，為了成為東北亞海洋觀光
樞紐，2006年開設了韓國首個郵輪專用客運
站，2015年在釜山站所在的市中心新建了國際
客運碼頭，方便郵輪遊客觀光。

目前，全世界主要的游輪公司在中國、日本、台灣、俄羅斯及亞洲、大洋洲等地均開設了各種游輪
航線，正在積極使用釜山港。

尤其是利用東北亞最大的轉運中心—釜山港發達的網絡可以方便地使用游輪需要的油類、食品、船
舶配件及港灣服務，還設有供游輪船員休息和娛樂的游輪休息室，向來訪釜山港的船舶和船員提供
最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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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影海岸散步路
這條路以影島原來的地名「絕影島」命名，是一條可以盡情欣賞大
海的海岸散步路。在全程不到2個小時的散步路上設有神柱、石塔、
吊橋、玫瑰隧道、海浪廣場、彩虹噴泉等各種精緻小巧的景觀。

釜山海洋節
包括世界級旅遊勝地海雲台海水浴場在內，在釜山各色各樣的海水
浴場內能盡情享受文化藝術活動和特色體驗活動。

迎月路
從海雲台前往松亭的路上有一座卧牛山，山腰上的海邊路便是迎月
路。櫻花樹、松樹林立的道路是著名的開車兜風路線，作為約會場
所也毫不遜色。

社稷棒球場
自1986年起被用作職業棒球樂天巨人隊的主場。場內展開驚心動
魄的角逐，是名副其實的釜山人的代表性遊戲空間。還能感受到別
名 “報紙助威”、“塑料袋助威” 的釜山獨特的助威文化。

三樂生態公園
滿公園的油菜花田遠遠地便露出黃色的威嚴，絢
麗奪目。千萬不要忘記去一望無際的油菜花叢里
拍照留念噢！開花期在3月末至4月之間。

青沙浦橋石眺望台
青沙浦橋石眺望台能觀賞到海雲台的日出和日落。
如同站在大海中央欣賞全景一般，帶給您刺激和視
覺享受的名勝地。尤其是眺望台邊緣安裝了半月形
透明地面，帶來行走在海面上的奇妙感覺。

廣安大橋
配備按時間段、星期和季節區分，發出10萬多
種各色光芒的景觀照明設施，吊橋兩側分別建有
360m長的韓國最大規模的3跨度雙層桁架橋，
以廣安裏海水浴場的夜景和釜山廣域市的名勝著稱。

釜山
主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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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糖餅
釜山著名的種子糖餅。烤的焦黃的糖餅內加滿各種堅果類，
裝入紙杯中一邊吹一邊吃，絕對是最美味的街頭小吃。

北極熊游泳大賽
北極熊游泳大賽是通過在冬海里游泳來祈求未來一年
的健康及鍛煉身心健康的釜山冬季慶典。

南浦洞聖誕樹節
光復路一帶設有聖誕村、爬梯子的聖誕老人等與聖誕節有關的20多
種主題的聖誕樹。兩側是各式各樣服裝店、咖啡店、編輯店等鱗次
櫛比的購物街，您可以在此盡情享受慶典的樂趣。

同一個亞洲文化節
同一個亞洲文化節以“在釜山暢享韓流和亞洲文化”為主題，充分
驗證了韓流的人氣，除了最新的韓流內容之外，該活動還提供接觸
亞洲各國文化的機會。

種子糖餅
釜山不愧為港口城市，盛產海鮮，在海邊的生魚片店和水產市場
里能低價品嘗到新鮮的生魚片。坐在廣安裏海邊的中樂洞生魚片
店裡能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安大橋，一邊品嘗美味的生魚片。

釜山麵包店
釜山有 “BNC”、“OPS”、“白鸠堂” 等廣受全國好評的麵包店。如果
您想擺脫千篇一律的大型連鎖麵包店，嘗一嘗釜山名牌麵包店的
獨特味道，不妨去這些麵包店看看！

釜山魚丸
魚丸是把魚肉搗碎，調味攪拌，煮熟後來吃的食品，釜山誕生了
許多在守護釜山固有的地區特色的同時，又傳承着魚丸新傳統的
多種品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是Samjin魚丸。

東萊蔥餅
在滾燙的鐵板上灑些油，再倒入米粉和面、新鮮的海鮮、牛肉、
水芹菜、小蔥，然後澆些雞蛋水煎熟。蘸着醋辣醬吃能品嘗到海
鮮的豐富味道。

釜山
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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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heon Cruise
首都圈的關卡 - 仁川(首爾)

來韓外國遊客最想參觀的城市—首爾,
首都圈的關卡，挑戰東北亞乃至全球中心港口的仁川！ 

如蜘蛛網般延伸的廣域交通網和鐵路網快速、方便地連接着韓國各地，
短時間內可以享受更多的旅遊樂趣。 仁川港游輪客運站

仁川港是韓國總人口的50%居住的首都圈地區的關卡港口，正逐步發展成為東北亞
新的游輪中心港口。仁川港的游輪碼頭設有克服仁川港潮汐差的舷梯，乘客們可以
輕鬆地使用客運站。

遊輪碼頭信息

泊位名稱 泊位能力 碼頭長度 碼頭水深 碼頭離客運樓的距離

郵輪碼頭1 225,000噸 430m 12m 碼頭前面

郵輪碼頭2 150,000噸 400m 12m 300m

仁川港客运站设施现状

分類 面積以及主要設施

總樓面面積 約7364.38平方米

上、下船設施 固定式舷梯1臺，移動式舷梯2臺

樓層 地上2樓（1樓入境、2樓出境）

1層 入境審查區、入境候船室、CIQ辦公室、行李托運處、檢驗檢查區
- 入境審查櫃臺7個（14人），檢驗櫃臺3個

2層 出境審查區、CIQ辦公室、免稅品取貨處、出境候船室、舷梯
- 出境審查櫃臺6臺（11人），中形X光機6臺

停車數量 共200輛（大型大巴156輛，小型36輛，殘疾車位8位）

Incheon
Port

Inch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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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遠齋
景遠齋是韓國最大的韓屋酒店，坐落在中央公園內，佔地面積達2
萬8005平方米。由5位韓國名匠參與，再現了傳統韓屋。內設2間
皇家套房、12間豪華套房、16間豪華客房等共30間客房。到處設
有庭院，室內使用韓紙壁紙、古色古香的古傢具及傳統的室內裝飾
相得益彰，令人感受到韓屋的溫馨與舒適。另外還配備宴會空間景 
遠樓、韓餐廳、休息室、商務區、散步路等。

松島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位於松島國際城市的中心，是一座集休閑與教育為一體的
名牌公園。內設彷彿依自然而建的散步庭園、雕刻庭園、生態自然
學習空間及露台庭園等。乘坐往返3.6公里的水上的士能將左右的
松島國際城市一覽無餘。

松月洞童話村
此處集齊了白雪公主、匹諾曹、綠野仙蹤等世界著名童話的主人
公。從仁川站下車後，步行10分鐘即可到達，毗鄰中國城，為旅
遊增添了樂趣。村內繪製着精美的原色壁畫，還有許多有趣的造型
物，情侶、家庭等國內外遊客絡繹不絕。

月尾海洋列車、月尾傳統公園
月尾海洋列車軌道設在距地面最高18米的高架上，將月尾島的全
景、仁川內港、黃海以及遠到仁川大橋盡收眼底。月尾傳統公園可
以欣賞韓國典型的庭院，還享受多元的體驗活動。

仁川
主要景點

中國城
自1983年仁川港開放以後，中國人陸續聚居於此，形成了獨特的
中國文化。飯店尤其發達，可以品嘗到符合韓國人口味的多種中國
菜。中國城及周邊地區保留着港口開放時期的建築文化和資料，全
年遊客絡繹不絕。

新浦國際市場
新浦國際市場是仁川的代表性市場，也是仁川最早的近代常設市
場。伴隨着港口開放，見證了100多年的歷史。市場內著名的“辣
炸雞丁”享譽全國，人們排隊前來品嘗。市場內有出售五色餃子、
米腸、油條的小店及磨房、手工藝店、皮鞋店、雜貨店、水果店等各
種店鋪。另外，市場內還有許多面向外國人的店鋪，異域風情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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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醬炸雞塊
新浦國際市場位於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洞，這裏有30年歷史的正
宗果糖炸雞塊街，妳可以品嘗用辣椒油和糖稀攪拌的辣味果糖炸
雞塊。先把雞油炸，然後用辣椒油和糖稀配成的甜辣味醬汁均勻
地塗抹在炸雞肉上即可！甜辣味醬汁加上辣椒切片，讓人壹看就
垂涎三尺。

松島綜合購物•文化空間
松島三街 - 除了購物空間以外，還有許多知名的餐廳、VR主題公
園、全息圖專用館等享受生活方式的場所。

松島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 從進口名牌到韓國知名品牌，由符合
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口味的購物品牌組成，以購物熱門場所著稱。

這裡是沿着NC Cube Canal Walk - 沿着750米長的中央人工水
渠路，兩側林立着店鋪，散發異國風情的購物中心，由各種銷售設
施和鄰近生活設施等組成的文化生活空間。

G-Tower
仁川經濟自由區域廳和綠色氣候基金(GCF)等多個國際機構入駐的
G-Tower。29樓露天的天空花園被指為松島國際城市最佳的觀景
點。33樓是仁川經濟自由區域廳宣傳館，形象化展出了象徵松島國
際城市及仁川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多媒體秀，還運營着虛擬現實
旅行體驗館。

江華島
江華島的最北端設有江華和平觀景臺。在這裏可以看到漢江和臨津
江以及朝鮮的禮成江的交匯處，換句話來講，韓國和朝鮮隔海相
望。到江華島，可以觀覽韓國最古老的寺廟-傳燈寺以及青銅器時代
典型石墓-支石墓遺址。

新浦市場五色餃子
新浦市場是誕生‘新浦餃子’這壹品牌的地方，韓國正宗餃子品
牌的發源地。最近用豬肉和蔬菜餡兒捏的五色大餃子成為該市場
的招牌食品。五色大餃子為咖喱餃子、炸醬餃子、綠茶餃子、泡
菜餃子、豬肉餃子。五色餃子能夠滿足顧客的眼福口福，豐盛的
餃子餡兒不僅讓人吃飽，還讓人吃好。

烤蛤蜊
仁川前海潮汐之差較大，從前海泥灘中挖出來的蛤蜊肉質新鮮、
肉韌結實，以好味蛤蜊為聞名。首先，把蛤蜊泡在鹽水壹段時間
吐沙後，洗凈表面，直接倒入烤盤後配上加醋辣椒醬即可。仁川
海水清澈海沙細軟，這裏的蛤蜊味道極佳。烤蛤蜊還配上奶酪是
壹道美味的菜肴。

唐人街韓式炸醬面
將豬肉、蔬菜跟春醬壹塊炒，然後放面條攪拌即可，這是韓式中
國菜，中國炸醬面改成為適合韓國人口味的食品。

仁川
的美食

海鮮刀切面
用幹明太魚和貝殼燉成的清湯鮮美可口，感覺到幹明太魚固有的
鮮美。扇貝、紅蛤、貝殼等各種海鮮都放在裏面，然後放刀切面
熬成，最後用醬油調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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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ju Cruise
亞洲郵輪樞紐 - 濟州  

濟州島四處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
生物圈保護區、世界地質公園，是壹座世界人的寶島！

火山島濟州自然風景秀麗、環境舒適，適合休息和享受休閑運動的治愈
小島，既是每年有1，500多萬人來訪的亞洲代表性旅遊景點，也是120
多萬郵輪遊客到訪的亞洲代表性郵輪寄泊港。

游轮码头信息

泊位名稱 泊位
能力

碼頭
長度

碼頭
水深 設施明細 碼頭離客運樓

的距離

濟州
郵輪港

81泊位
(正式) 140,000噸 360m 12m

•防碰墊 : 67噸Hyper cell type，29個

•系船柱 : 16根100噸彎柱

•舷梯 : 無 / 電動步道 : 無

100m

82泊位
(預備) 85,000噸 310m 11.5m

•防碰墊 : 57噸Hyper cell type，21個

•系船柱 : 14根100噸彎柱

•舷梯 : 無 / 電動步道 : 無

400m

西歸浦
郵輪港

11-12
(WEST) 220,000噸 420m 15m

•防碰墊 : 填充泡沫式直徑2.4，73噸

•系船柱 : 25根150噸彎柱

•舷梯 : 2架 / 電動步道 : 有

500m

21-22
(SOUTH) 220,000噸 690m 15m

•防碰墊 : 填充泡沫式直徑2.4，73噸

•系船柱 : 28根150噸直柱

•舷梯 : 2架 / 電動步道 : 有

1,100m

国际客运码头设施现状

分類 主要設施

濟州港
國際客運碼頭

1層 侯船室、入境區、CIQ設施、旅遊咨詢處、便利設施（便利店、兌換所）

2層 侯船室、出境區、CIQ設施、提貨處

西歸浦港
游輪專用碼頭

1層 侯船室、入境區、CIQ設施、旅遊咨詢處、便利設施（便利店、兌換所）

2層 侯船室、出境區、CIQ設施、提貨處

Seogwipo
Gangjeong 
Cruise Port

Jeju 
Cruise Port

Jeju

濟州郵輪港
2012年開放的濟州島北部的濟州郵輪港可容納兩艘游輪，
港口附近坐落着濟州老城區和濟州傳統市場。
火山島濟州的美麗自然景觀隨處可見。

西歸浦郵輪港
2017年開放的濟州島南部的西歸浦港口可容納兩艘大型郵
輪，港口附近就是濟州島的旅遊中心地中文觀光園區和西
歸浦市，帶給遊客豐富的樂趣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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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邑民俗村
城邑民俗村於1984年6月被指定為第188號國家民俗
文化遺產，內部珍藏着許多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及古
代生活的痕迹。村後是瀛洲山，附近有川尾川。牧草
地和紫芒田一望無垠。

挾才海水浴場
挾才海水浴場位於濟州島的西側，說是濟州最受喜愛的海灘也不為
過。與飛揚島融合為一的翡翠色彩風景和日落也很有名。水深淺，
適合初學者游泳，還可以露營。

城山日出峰
城山日出峰能領略到海岸風光的精髓，被指定為第420號天然紀念
物，於200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2010年又獲得了世界地質公
園代表名勝的認可。

海女博物館
海女博物館於2016年11月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無形文化
遺產，展示了濟州海女的日常文化。

萬丈窟
萬丈窟是世界級規模的火山熔岩沉降而形成的天然洞窟，被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石柱和鐘乳石等形成壯麗的景觀，
洞窟內部的規模達世界級水平。

濟州
主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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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land 生態主題公園
生態主題公園鋪有鐵路，這裏可以乘坐以1800年
代的蒸汽機車鮑德溫為原型，在英國手工制作的林
肯火車，體驗100萬平方米的葛紮瓦原始林。長在
巖漿石的樹木構成了茂密的森林，在此可以感受到
神秘的感覺和偉大的自然，還可以觀察到棲息在這
裏的繁多種類的昆蟲和動植物。

ARTE MUSEUM
這是壹座世界級數字化藝術設計公司d’strict傾情打造的韓
國最大沈浸式多媒體數字藝術博物館。在由廢棄的音箱制
造工廠改造而成的寬敞空間，展現出光線和聲音營造出的
多彩作品。

濟州
的美食

烤黑豬肉
濟州黑豬的肉質肥美，深受人們的喜愛，
切成厚厚的肉片烤着吃的味道堪稱一絕。

豬肉湯麵
把麵條放入白色的肉湯中煮熟，再放上豬
肉製成的濟州特有的傳統麵條。

烤鯛魚
鯛魚又名“真鯛女王”，把魚肚剖開，撒上
鹽晾乾後烤着吃，美味可口。

燉帶魚
在切好的帶魚中放入馬鈴薯、蘿蔔等，再
加入辣醬燉鮮燉的食物，濟州島的帶魚味
道鮮美，可做成生魚片吃。

小鮑魚砂鍋
在濟州島特產小鮑魚和新鮮的海鮮中放入
大醬煮成的湯，小鮑魚富含鐵、鈣等營養
成分，深受人們的喜愛。

柑橘
濟州島的柑橘曾是高麗時代和朝
鮮時代最重要的貢品，由於氣候
溫和，糖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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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cho Cruise
環東海游輪母港城市 - 束草 

高聳的群山、碧波蕩漾的大海、純凈的大自然城市—束草
珍藏自然環境和寶貴的歷史與文化，
擁有各色景點、休閑運動及新鮮美食的韓國一流旅遊勝地！ 

束草占居着地理優勢，方便首都圈2,500萬人來訪，年內定期通航2萬噸級的游輪，
迅速崛起為韓國唯一的游輪母港。從束草開啟魅力的游輪之旅吧！

束草港
江原道束草港2021年計劃18航次郵輪入港，2018接納2萬噸級的母港郵
輪及16萬噸級的郵輪，迅速發展成為連接韓國、中國、日本、俄羅斯的最
佳郵輪港。

束草港珍藏着山与大海的自然神秘，为游轮游客留下体验大自然与江原道
的历史和文化的宝贵回忆。

游輪碼頭信息

泊位名稱 泊位
能力

碼頭
長度

碼頭
水深 設施明細 碼頭離客運樓

的距離

客運碼頭 10萬噸
以下 300m 10m

•防碰墊 : cv fender(sc-101) 700H X  
               2000L，28個
•系船柱 : 2根150噸直柱，10根100噸彎柱 

碼頭前面

郵輪碼頭 17萬噸
以下 360m 10~11m

•防碰墊 : cone-type 800H 13個組
•系船柱 : 2根200噸直柱，12根100噸彎柱

碼頭前面

國際客運碼頭設施現狀

分類 主要設施

1層 入境區 : 出入境審查座位8個、海關X-光安檢臺3個、安全門3扇、侯船室

2層 出境區 : 出入境審查座位8個、海關X-光安檢臺5個、安全門5扇、免稅店、侯船室

Sokcho
Port

Sok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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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村&渡船
咸鏡道一帶的難民在1.4撤退當時來此避難，後來無法再返回故
鄉，於是便把此地當做了生活的根據地。束草觀光水產市場通往阿
爸村的渡船變成了旅遊名勝。

束草觀光水產市場 
束草觀光水產市場是傳統市場的代表，在這裡能見到充滿束草大海
氣息的魚醬、魚乾貨等束草的特產。

世博會塔
世博會塔是一座高74米的眺望塔。它象徵著江原道以自然、環境、
旅遊為主題發展的未來，螺旋形構造令人聯想到美麗的女人像。它
位於束草青草湖周邊的綠地公園內，是山水湖泊交映的自然公園內
的一座高科技瞭望塔。  

靈琴亭
靈琴亭由石山組成，因海浪拍打在岩石上的聲音猶如玄鶴琴聲一般
而得名。

蔚山岩
傳說，這塊岩石原本位於蔚山，它為了成為金剛山一萬兩千峰之一
而踏上了征途，途經雪岳山時暫時停下來歇腳，意外發現雪岳山的
風景完全不亞於金剛山，於是便在雪岳山住了下來。眾所周知，如
屏風般展開的蔚山岩是象徵雪岳山的名物。

束草燈塔眺望台
束草燈塔眺望台是能將束草市內及其背後如屏風般環繞的雪岳山盡
收眼底的眺望台，夜間燈火通明，充當著束草港的象徵性建築。

雪岳山國立公園
雪岳山國立公園是韓國第三高山，位於海拔1,707米的大青峰山
頂。被春天的新綠、夏天的蔥鬱、秋天的楓葉、冬天雪花覆蓋的雪
岳山一年四季散發著別樣的魅力，來訪的遊人和登山者絡繹不絕。

束草
主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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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蟹
紅蟹的味道不亞於盈德巨蟹，而且價格便宜，可以盡情品
嘗，是絕對不容錯過的風味！束草有以紅蟹為材料的特產，
並努力進行專業的產業開發。

襄陽洛山寺
洛山寺位於襄陽軍北側海岸，是一座以五峰山為背景的由
新羅高僧意向大師受到觀音菩薩的啟示後修建的古剎。洛
山寺的前面是一望無際的碧藍色東海，右側絕壁臨近洛山
海水浴場，後面是蔥鬱的松林，景觀秀麗，是在韓國最適
合觀賞日出的景點。

高城統一眺望台
能親身體驗分裂之痛苦的統一瞭望台於1984年為避免
分裂痛苦和祈願統一而建立。距離金剛山近的地方有
16km，遠的地方大概25km左右，可以將海金剛大部分
地區盡收眼底，還可以看到海金剛周邊的島和萬物像(獅
子岩)、佛岩等美麗的自然景色。

江陵鏡浦台
鏡浦台能將鏡浦湖及對岸東海的景色盡收眼底，周邊有金
蘭亭等多數亭閣和傳說，歷史文化和景觀價值非常高。朝
鮮時代的詩歌文學大師松江鄭澈(1536~1593)曾在《關
東別曲》中稱鏡浦台在關東八景中首屈一指。

干明太魚料理
使用海水做滷水的嫩豆腐和從束草前海捕撈的明太魚，掛在架子
上晾乾製成的干明太魚料理非常出名，可以品嘗到嫩豆腐/干明太
魚料理的精髓。

水拌生魚片
束草自古便有許多添加大量魷魚的水拌生魚片店。這份傳統流傳
至今，在束草隨處都能品嘗到酸酸甜甜的水拌生魚片，近來除了
魷魚以外，還添加多種海鮮，可以品嘗到更多種味道。

生魚片
不像城裡的日式生魚片，當地的生魚片用剛捕撈上來的新鮮食材
製成，味道更地道。

魷魚血腸
不同於工廠里大量生產的魷魚血腸，束草如今還有許多手工製作
魷魚血腸的店鋪。味道和精心程度是成正比的，味道和工廠製作
的裹着雞蛋的魷魚血腸截然不同。

束草
的美食

照片來源 : (李範洙)-韓國觀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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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osu Cruise
想成為韓國的裏斯本 - 麗水

365座島嶼荷花般散落在大海，美麗的海岸線在這裏表現得淋漓盡致，
水之城市-絢麗多彩麗水！  

麗水在2012年成功舉辦了韓國首次世界海洋博覽會，成為名副其實的韓國代表性海洋旅遊城市。
除了海洋旅遊資源之外，還有山茶花盛開的梧桐島、日出名勝向日庵等豐富、美麗的旅遊資源。

丽水港
丽水港由大大小小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防波堤，水深、港
口宽阔，具备作为游轮港口的绝佳自然条件。
位于2012丽水国际博览会会场内，是一座休闲•旅游特
化港口。

游輪碼頭信息

泊位
名稱 泊位能力 碼頭長度 碼頭

水深 設施明細 碼頭~
客運站距離

麗水
世博會

客輪碼頭

1個最大
17萬噸級
游輪泊位

•碼頭長 : 400m 
•碼頭寬 : 50m 
•旋迴場 : 600m 
•進港最大寬度 : 270m 
•導航距離 
   -  PS1(5萬噸以上) 

10mile
   -  PS3(5萬噸以下) 

3.5mile

11m

•系船柱 : 共22個
    - 70噸X12個，100噸X6個，
     150噸X2個，
      ※間隔20m設置 
    - QRH(150噸)2個 
•防碰墊 : 共21個
   (Ø2.0m X 3,500L)86噸

100m
步行1分鐘

國際客運碼頭設施現狀

分類 主要設施

1層

•停車場、綜合狀況室、候船室
•設置游輪船員及遊客免費Wi-Fi區(休息區)
•入•出境區 : 設有12個出入境審查台(11個遊客審查，1個乘務員專用審查)
•X-Ray檢驗台 : 3個貨物檢驗台，3個安檢門 
   ※ 母港運營時，1個貨物檢驗台用於出境旅客行李檢驗專用 
•一條線運營2台熱成像檢疫照相機
   ※ 麗水港母港運營的游輪啟航時可加1台X-ray
•客運站內設有臨時兌換櫃檯和旅遊諮詢處

2層 候船室，會議室，辦公室，衛生間，哺乳室

Yeosu
Port

Ye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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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水海上纜車
麗水海上纜車是韓國國內第一座海上纜車，全長1.5公里，連接麗
水突山和紫山公園，共設50台車廂，15台地面透明的水晶車廂(5
人乘)和35台普通車廂(8人乘)。 

麗水藝術公園
麗水藝術公園是一個海洋展場，可欣賞採用AR應用軟件的國內最
大規模主題型三維幻覺藝術和以麗水美麗的海景為背景的優美雕塑
公園。

Aqua Planet
麗水Aqua Planet共享海洋生物的保護價值，帶來人類與自然共存
的最佳樂趣。在珍藏世界大海的麗水Aqua Planet在領略大海的壯
觀，感受保護生命的必要性吧！

Big-O Show
以大海為背景安裝的“THEO”造型物世界最早採用Living screen
技術，水、火和華麗的視頻以及激光融合為一，演繹地面至高無
上的噴泉表演。此外，2012年還獲得了全球最有權威的THEA 
Awards“今年最佳表演”獎。

麗水世界博覽會會場
為全世界人民帶去感動的麗水世博會會場擁有地球村獨一無二的
Big O Show及Sky Tower、Aqua Planet等華麗的設施和精彩的海
洋休閑娛樂項目和看點，成為人們可以全天享樂的旅遊勝地。 

梧桐島
閑麗海上國立公園梧桐島上有數百年的山茶樹、
竹子等194種珍貴的樹木和奇岩絕壁，環繞着整
座島嶼，每到3、4月，火紅的山茶花綻放，使
小島變身成為海中的一座花島。此地是配備音樂
噴泉、山茶列車、遊船等便利設施的麗水代表性
的景點。

麗水
主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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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天灣濕地
順天灣濕地是世界五大沿岸濕地之一，還是韓國最大的蘆葦群落
地，在生態寶庫順天灣一帶，每年冬天都會有第228號天然紀念物
黑鶴、綠頭鴨、黑嘴鷗、白琵鷺、黑腹濱鷸、白天鵝等會成群結隊
地來此幸福過冬。

麗水•順天
的美食

順天
主要景點

順天灣國家庭園
由世界各國的傳統庭園及英國園林設計師Charles Jencks的作品
“湖邊花園”、設置美術家姜益中設計的展示全世界16個國家15萬
名兒童夢想與希望的畫作的夢想橋等組成。

樂安邑城
樂安邑城是朝鮮時代代表性的地方規劃城市，屬於韓國三大邑城之
一，被指定為第302號史跡。目前暫定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被CNN
評選為韓國第16大代表性旅遊勝地。

仙岩寺
屬於太古宗本山之一的仙岩寺是傳承韓國傳統山寺法統和風光的寺
廟，被指定為遺址707號，2018年6月30日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涼拌牛舌魚
舌頭魚生魚片使用發酵一年以上的馬格利米酒製成的天然食醋，腥
味小，味道清淡爽口。牛舌魚形似牛舌，所以取名“牛舌魚”。涼拌牛
舌魚是麗水祭祀桌上必不可少的珍貴祭品。

鳥蛤涮鍋
鳥蛤被稱為“貝類之王”，富含營養成分，貝肉的形狀酷似鳥嘴，因
此而得名。放進蔬菜湯中涮着吃的鳥蛤口感筋道、味道鮮美，散發
著濃厚的大海氣息。

順天烤雞肉
用大蒜和鹽、胡椒調味，放在炭火上烤的順天烤雞肉連續4年被選
為順天的代表飲食，是只有在順天才能品嘗到的風味。

泥蚶韓定食
順天的泥蚶口感和味道均屬上乘。泥蚶韓定食是能一次性品嘗到
涼拌泥蚶生魚片、泥蚶糖醋肉等多種美味的套餐，帶給您視覺和
味覺的享受。除了泥蚶以外，套餐中還含帶順天的時令飲食，口
中足以品嘗到順天的四季。

麗水韓定食
麗水韓定食會帶給您“小菜數量、味道和價格三大驚喜”，以南海
岸的新鮮海鮮為主原料，可以品嘗到40多種美食。 
菜色隨季節變換，一年四季美食家絡繹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