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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简介
国名	 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简称 “韩国(Korea)” 。
位置 · 面积	 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朝鲜半岛，面积100,148㎢。
人口	 51,431,100(截至2015年6月)
气候	 春(3～5月)，夏(6～8月)，秋(9～11月)，冬(12～2月)
政治体制	 民主共和国，总统制
行政区划	 17个广域自治团体(1个特别市、6个广域市、8道、1个特别自治道、
	 1个特别自治市)
汇率	 货币单位为韩元(Won，￦)
	 	截至2015年7月 1美元(1,160韩元)、1欧元(1,275韩元)、100日元(936韩元)
宗教	 • 萨满教：作为巫术信仰，从高丽时期传承至今。
	 • 佛教：AD372年传入韩国，大多位于山区。
	 • 儒教：作为朝鲜时期意识形态，至今还影响着韩国人的生活。
	 • 天主教和新教：18世纪末传入韩国，在城市里很常见。
语言	 韩文(1443年世宗大王为百姓的生活便利而创建)
	 • 14个辅音: ㄱ, ㄴ, ㄷ, ㄹ, ㅁ, ㅂ, ㅅ, ㅇ, ㅈ, ㅊ, ㅋ, ㅌ, ㅍ, ㅎ 
	 • 10个元音: ㅏ, ㅑ, ㅓ, ㅕ, ㅗ, ㅛ, ㅜ, ㅠ, ㅡ, ㅣ 

国旗(太极旗)
太极旗中心的太极图案象征着阴阳调和，角上
的4卦具体表现了阴阳的相互变化与发展。其中
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坎卦象征水，离卦
象征火。

国花(木槿花)
	 “木槿花” 是象征韩国的花，意指 “永不凋零的花” 。木槿
花的英文名为 “Rose of Sharon” ，蕴含着 “在神赐福的土
地上绽放如玫瑰的美丽花朵” 之意。

形同韩国

江原道杨口郡人工湿地  江原道宁越 Bella Rusia 忠清北道沃川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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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简介

大邱人口约250万，是岭南内陆的中心城市，八公山和琵瑟山
环拥，洛东江环绕而过，是个宜居之地。继2011年举办大邱世
界田径锦标赛之后，2013年又成功主办了世界能源大会、以及
2014大邱国际马拉松大赛，2015年世界水论坛、正在向国际城
市奋力迈进。

面积/ 人口   883.68㎢ / 2,491,137人(2015.6.30)

大邱的外国居民   37,610명 

行政区划   
7个区和1个郡
(中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寿城区、达西区、达城郡)

大邱的象征

市鸟: 秃鹫 市树: 沙松 市花: 玉兰 大邱吉祥物 大邱口号 市政远景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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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驻韩大使馆联络处
国家 联络处 地址

德国 02-748-4114 04637 首尔市中区漢江大路416(8层)

俄罗斯 02-318-2116 04516 首尔市中区西小门路11路43

蒙古 02-798-3464 04419 首尔市龙山区读书堂路95

美国 02-397-4114 03141 首尔市钟路区世宗路188

越南 02-734-7948 03052 首尔市钟路区北村路123

斯里兰卡 02-735-2967 04590 首尔市中区东湖路10路39

西班牙 02-794-3581 04417 首尔市龙山区韩南大路36路17

英国 02-3210-5500 04519 首尔市中区世宗大路19路24

乌兹别克斯坦 02-574-6554 06750 首尔市瑞草区南部循环路2558

乌克兰 02-790-5696 04349 首尔市龙山区利泰院路45路21

伊朗 02-793-7751 04392 首尔市龙山区长文路45

印度 02-798-4257 04419 首尔市龙山区读书堂路101

印度尼西亚 02-783-5675 07342 首尔市永登浦区汝矣大方路380

日本 02-2170-5200 03142 首尔市钟路区栗谷路2路22

中国 02-738-1038 04536 首尔市钟路区紫霞門路70

加拿大 02-3783-6000 04518 首尔市中区正东路21

柬埔寨 02-3785-1041 04402 首尔市龙山区大使馆路20路12

泰国 02-795-3098 04402 首尔市龙山区大使馆路42

巴基斯坦 02-796-8252 04392 首尔市龙山区利泰院路27路62-34

秘鲁 02-757-1735 04535 首尔市中区退溪路97 大然阁大厦20层

菲律宾 02-796-7387 04346 首尔市龙山区桧木路42路12

澳大利亚 02-2003-0100 03154 首尔市钟路区中路1 教保生命大厦1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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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支援机关简介
机构名称 内容 支援对象

外国人力
支援中心

• 项目: 法律咨询及生活咨询
• 地址:  达西区圣堂路215斗元医疗大厦 7楼
• 时间:  09:00~18:00(周三休息)
• 网址:  http://dfwc.or.kr
•	 ☎ 053-654-9700(汉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乌兹别克斯坦语)

劳工

多元文化家庭
支援中心

• 项目: 				韩国语教育、翻译与口译、就业支援、支援子女语言发展等
• 时间: 09:00~18:00(周一~五)
•	 ☎ 东区(053-961-2203)、北区(053-327-2994)	
 ☎ 西区(053-341-8312)、南区(053-475-2324)	
 ☎ 寿城区(053-764-4317)、达西区(053-580-6819) 	
 ☎ 达城郡(053-282-4371)

结婚
移民

岭南劳动
教育委员会

• 项目: 信访咨询、文化活动
• 地址: 中区中央大路77路40
• 时间: 09:00~18:00(周二~五、日)
• ☎ 053-253-1313

劳工、
结婚
移民

大邱移居民
传教中心

• 项目: 烦恼咨询、文化活动 
• 地址: 达城郡玄风面玄风中央路111, 2层
• 时间: 09:00~18:00(周一~日)
• ☎ 053-636-4171

大邱外国
劳工服务会

• 项目: 文化活动
• 地址: 达城郡花园邑圣火路4街8-8
• 时间: 09:00~18:00(周二~日)
• ☎ 053-634-9895

博爱 
彩虹事业团

• 项目: 支援语言、文化活动
• 地址: 南区大明路182 5层
• 时间: 09:00~18:00(周一~五)
• ☎ 053-621-2025

结婚
移民

YMCA

• 项目: 			支援韩国语、茶道、料理、长鼓、民画、书法、学社活动
	 ※ 外国人话剧学社 “The Daegu Theatre Troupe”
• 地址: 中区中央大路375
• 时间: 09:00~18:00 
• 网址: www.tgymca.or.kr
• ☎ 053-255-0218 

外国人
居民

大邱地方
律师会

• 项目: 法律咨询(需要口译)
• 地址: 寿城区常绿路23律师会馆4层
• 时间: 周一~五 09:00~18:00
• 网址: www.daegubar.or.kr
• ☎ 053-753-1900

劳工、
结婚
移民

大邱医师会
• 项目: 医疗支援
• 地址: 北区大贤路82
• 时间: 周日14:00~17:00
• ☎ 053-953-0100

留学生、
劳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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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航空
大邱国际机场已开通部分国际航线，其他航线需要利用仁川国际机场或金海国际机场。

 主要航空公司咨询电话 
主要航空公司 咨询电话 支援对象
韩国空港公司 大邱机场 053-980-5319 daegu.airport.co.kr

大韩航空 预约电话 1588-2001
大邱机场 053-984-0111 kr.koreanair.com

韩亚航空 预约电话 1588-8000
大邱机场 053-982-2626 flyasiana.com

中国东方航空 预约电话 051-740-6088
大邱机场 053-986-0330 www.easternair.co.kr

中国国际航空 预约电话 02-774-6886
大邱机场 053-982-6824 www.air-china.co.kr

中国南方航空 预约电话 02-775-9070
大邱机场 053-985-9070 www.cs-air.co.kr

印尼鹰航航空 预约电话 080-773-2092 www.garuda.co.kr
泰国航空 预约电话 02-3707-0114 www.thaiair.co.kr
蒙古航空 预约电话 02-756-9760/1

菲律宾航空 预约电话 1544-1717 www.philippineairlines.co.kr
越南航空 预约电话 1577-4393 www.vietnamairline.co.kr

皇家尼泊尔航空 预约电话 02-2648-8848 www.nepalair.co.kr

 市区到大邱机场
	 •	 公交车: 急行1、101-1、401、719、东区2、八公1
	 •	 地铁1号线: 峨洋桥站下车，换乘出租车前往机场。

 机场大巴
区间 所需时间 咨询电话

东大邱高速巴士客运站→ 仁川国际机场 4小时10分钟 (株)庆北客运服务 
053-355-1241

ARS 1666-3700东大邱高速巴士客运站→ 金海国际机场 1小时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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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韩国共有三家移动通信公司。
公司 网址(支持语种) 电话(可口译语种)

SKtelecom www.tworld.co.kr(英语) 080-2525-0111(英语、中文、日语)
KT www.olleh.com(英语) 02-2190-1180(英语、中文、日语)

LG U+ www.uplus.co.kr(英语) 1544-0010(英语)

 开通手机
开通场所 所需文件

手机代理店 ① 外国人登记证或护照           ② 本人存折或信用卡

 开通前须知内容
●�移动电话义务合同期限最长约为24个月，分期可延长至36个月左右。
●�义务合同期间解除的，浖收取违约金，需查看义务合同期限(保管合同文件）

 使用手机
●�语言设置: 在手机主页的系统设置▶ 语言及输入▶ 语言▶ ENGLISH
●�此处下载应用

 韩国人常用的应用的推荐应用集锦
Kakao Talk
聊天及收发图片

Daegu Junggu’ s Walking Tour
英语、中文、日语

Kakao story
用照片与好友共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Daegu Tour
英语、中文、日语

Flashlight
手电筒 Daegu Bus

Danuri
为多元文化家庭提供韩国生活信息

Visit Korea 3.0
用英语介绍韩国景区

 取消服务可在通信公司代理店办理

安卓手机 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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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有大邱站和东大邱站，均与地铁相连。
KTX只在东大邱站停车。
提前预定座位较为便利，尤其逢春节、中秋前夕需要提早预定。 

●�列车种类 
	 •	 有高速铁路(KTX)、新村号、无穷花。
	 	 KTX最快，其次是新村号、无穷花号。

	 	 	 ※10人以上团队预约优惠10%		

●�列车预约咨询
	 • 		注册korail membership会员后，可在韩国铁道公社网站(www.korail.go.kr)上提前订票，或致电
	 	 ARS 1544-7788、1588-7788、1544-8545、咨询   *英语服务: 1599-7777  

●�前往东大邱站(东区东大邱路550)
	 • 公交: 156、413、524、708、805、814、937、东区1、东区1-1、北区3、循环2、寿城4
	 • 地铁1号线: 在东大邱站下车

●�前往大邱站(北区太平路161)
	 • 公交: 101、101-1、401、618、651、708、808、嘉昌2
	 • 地铁1号线: 在大邱站下车

高速巴士
	路线指南、运行时间、预约指南等详细信息可咨询全国高速巴士综合信息系统(ARS 1588-6900)，
或登录全国高速巴士运送组合网站(www.kobus.co.kr)预定、购买车票。

 东大邱高速巴士客运站
	开往各城市的巴士公司分布在客运站的各个楼内。巴士分有优等、高速、普通三
种，在座位舒适度、运行时间等服务方面有所差异。

●�如何前往
	 • 公交: 156、413、425、524、651、708、909、937、东区1-1、循环2-1
	 • 	地铁1号线: 在东大邱站下车

●�各巴士公司目的地
巴士公司 目的地
锦湖高速 光州、蔚山、议政府、清州、顺天
东阳高速 釜山、大田、庆州、马山、全州、龟尾

中央高速 首尔、东首尔、仁川、城南、仁川国际机场、金海国际机场、
天安、安山、高阳(经停富川、龟尾)

韩进高速 水原、龙仁、晋州、春川、安东、荣州、堤川

 西大邱高速公路客运站
	从东大邱高速公路客运站出发，开往全州、光州、首尔市方向的高速巴士在
西大邱高速巴士客运站停车，也可在此买票搭乘。
	 • 公交: 234、309、323-1、356、724、726、730、循环3、循环3-1、西区1、西区1-1、城西3

郊区巴士
 北部郊区巴士客运站

主要开往北部郊区，目的地有安山、乌山、仁川、
安东、尚州、星州、忠州等。  
	 • ☎ 咨询: ARS 1666-1851
	 • 公交: 		234、309、323-1、356、724、726、730、循环3、

循环3-1、西区1、西区1-1、城西3

 东部郊区巴士客运站
				主要开往韩国东部地区，每隔10～15分钟发车前往江
陵、庆州、浦项等城市。
• ☎ 咨询: ARS 1666-0017
• 公交: 		425、518、524、651、708、937、循环2、循环2-1、快线5

 南部郊区巴士客运站
主要开往南部地区，有密阳、云门寺、清道等。
	 • ☎ 咨询: 053-743-4464
	 • 公交: 		100、100-1、234、309、349、425、449、509、524、

609、649、724、840、849、849-1、909、937、939、
寿城2、寿城3、寿城3-1

 西部郊区巴士客运站
		位于城市铁路路线(圣堂池站)，主要开往南原、浦
项、晋州、马山、海印寺、狭川、居昌、庆州等地。
• ☎ 咨询: 053-656-2824~5
• 公交: 		306、518、564、609、623、649、650、651、706、

726、750、836、南区1、西区1、西区1-1

大邱

仁川

清州
店村

奉化荣州

龟尾

安东尚州

金泉

英阳

大邱
庆州

密阳
表忠寺

云门寺

大邱
浦项居昌

南原
晋州

马山

统营

海印寺

龟尾

大邱 庆州
浦项

蔚珍

三陟

江陵
束草

蔚山

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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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公交乘坐方法
公交车乘坐咨询: www.businfo.daegu.go.kr(韩语、英语)

 	在地铁和大邱、庆山公交车(所有路线)之间换乘时，票价优惠或可免费换乘

 大邱公交
急行巴士 干线巴士

连接市区与市郊
连接

大邱市区、
副市区、市郊

循环巴士 支线巴士

环状循环城市, 
与干线、

支线地铁等相连
连接住宅区与
小地区生活圈

●�干线巴士编号: 首位代表起点，中间位代表经由地，末位代表终点。

0路 中区、南区 5路 达西区(城西)、达城郡(多斯、书堤)
1路 东区(东大邱站与八公山地区) 6路 达西区
2路 西区 7路 北区(漆谷)
3路 北区(漆谷除外) 8路 东区(半夜月、峨洋桥、安心)、庆山(河阳)
4路 寿城(南部车站、时至、孤山、寿城桥) 9路 寿城区(时至)、庆山

 公交车站

公交车站 巴士到达信息 交通卡销售与充值点

 公交车费	 	 单位(韩元)

区分 普通(19岁以上) 青少年(13～18岁) 儿童(6～12岁)
普通公交 卡 / 现金 1,100 / 1,200 770 / 900 400 / 500
急行公交 卡 / 现金 1,450 / 1,600 1,010 / 1,200 650 / 800

 公交车费用支付卡 

类别

预付卡 预付卡
后付卡

(搭载交通卡功能的信用卡)
*花旗银行卡除外

服务地区 大邱、庆山、永川、
清道、星州、高灵

大邱、首尔、仁川、
京畿道、庆山、高灵、

星州、永川、清道  
全国

购买与充值 公交车站书报亭、大邱银行、地铁站、
交通卡销售加盟店、部分便利店等 相应发卡公司

购卡价格 2000韩元 2500韩元 -

使用方法

•	 		浖余额充足的卡放到公交车终端机上，
	 乘车费用自动抵扣(换乘时作自动换乘处理)
•	 	卡可放置于钱包、提袋等内读取
•	 下车时再次刷卡，可换乘(1次)
•	 第一次搭乘，不可享受免费换乘时: 发出 “滴滴” 声
•	 换乘时: 发出 “换乘” 语音

使用现金时
•	 		浖千元单位的纸币或硬币投入司机身边的投币箱内

即可。	
(找钱只有硬币)

心座位 •	 爱心座位专为60岁以上老年人让座。

可使用的预付卡：T-Money, Cashbee，One-pass，Hanpay

●�注意事项
	 •	 钱包、提袋里有2张以上RF式卡时，需掏出使用

●�换乘折扣政策指南
	 •	 第一次搭乘公交并下车后，30分钟内可以免费换乘其他公交或地铁(同一线路除外)
	 •	 换乘公交费用高于第一次搭乘公交费用时，只抵扣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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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地铁交通卡 
交通卡 可使用地区

• 大邱地区: 大邱城市铁道公社(1、2、3号线）
• 首都圈地区: 			首尔地铁(1～9号线)、韩国铁道公社(国铁区间)、	

机场铁路(首尔站～仁川国际机场)等

• 可在地铁1、2、3号线全区间使用
• 地铁大邱、庆山市公交之间可换乘、优惠

●�使用方法		 • 浖有余额的卡放到读卡机上，自动扣减乘车费用(换乘时作自动换乘处理)
	 	 	 	 	 • 卡可放置于钱包、提袋等内读取
	 	 	 	 	 • 	钱包、提袋里有2张以上RF式卡时，无法读取(需取出使用)

 大邱地铁地图

  出租车搭乘方法
●�机场、车站等的出租车停车点或不影响交通的公路任何场所均可搭乘。 

●�费用: 				起步价2,800韩元(模范、大型、基本4000韩元)，费用根据行驶距离有所增加，夜间费用更高。 

●�刷卡出租车: 			出租车大部分现金结算，如图标有卡字的出租车可以刷卡结算。

●�放心回家服务: 			 	为了消除深夜搭乘出租车的乘客不安情绪，向监护人短信发
送搭乘时间和出租车信息、位置的服务 

• 				浖智能手机贴近粘贴在副驾驶座或后排座位车门侧的NFC粘贴纸上，则通过内置应用向指定监护人
短信发送搭乘出租车信息(车号)及当前位置。

• 				但，必须打开智能手机的NFC功能!

●�受理交通不便投诉: 
• 				受理处: 服务中心(☎ 053-120, 053-254-5000), 大邱市政厅出租车物流课、公交运营课、

	 	 	 值班室(☎ 053-803-2222) - 夜间

2

2

1

3

3

1
大谷 辰泉 月背 上仁 月村 松岘	

圣堂池
大明 安及郞

显忠路

南山

西门市场
达成公园
北区厅

元大

八达市场

万坪

工团八达

梅川市场

梅川太田龟岩

漆谷云岩

东川
八渠
鹤亭

漆谷庆大医院

多斯 大实 江仓 启明大学

城西产业基地

梨谷 龙山 竹田 甘三 头流

内堂
小岭

汶阳

岭大医院

教大

中央路
庆大病院

大邱银行
斗笠岩

大凤桥

寿城市场

寿城市民运动场

儿童会馆 黄金
寿城池 智山 凡勿 龙池

泛鱼
寿城区政府

晩村

莲湖
大公园 孤山 新梅 沙月 正坪

林堂
岭南大

丹提
大邱站

七星市场

新川

东大邱站
大坡子

峨洋桥	
东村 解颜 芳村 龙溪 栗下 新基

半夜月 角山 安心

明德

半月堂
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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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按“1张”确认路线 地铁入口 购票(普通票售票机)      上: 成人   下: 儿童

  大邱地铁乘坐方法
网站(用英语、汉语、日语介绍地铁乘坐方法) www.dtro.or.kr 

 地铁费用	 	 单位(韩元)

区分 普通(19岁以上) 青少年(13～18岁) 儿童(6～12岁)
RF信用卡 1,100 770 400

普通票 1,200 1,200 500

 地铁乘坐方法(例: 成人1名)

 使用交通卡充值机

 
 

 
 

 
 

 
 

 自动换币机(使用万元、五千元)	  地铁内使用手机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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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

一般医院
●�1级诊疗机构: 个人医院、保健所 
 ※			在保健所:		国家家运营的诊疗所进行基础疾病治疗、健康检查、预防接种等，价格低廉。

●�2级诊疗机构: 具备4个以上诊疗科目和30～500个病床，可进行急救

●�3级诊疗机构: 拥有500个以上病床的综合医院等，可进行急救  
•	 			原则上先于1级诊疗机构接受诊疗，再根据疾病程度到2、3级诊疗机构就诊，但急救患者除外
•	 	诊疗流程: 			挂号▶ 在科室等候区等候▶ 到号后在诊疗室接受诊疗▶ 诊疗后支付医疗费、领取处方▶ 

去药店买药
•	 买药: 必须有医生处方才能买药，但症状轻微或感冒药等可在药店购买

韩医院
●�在东方医学基础上，结合韩国实际情况发展而来的治疗方法，运用韩药、针灸、

艾灸等。
※			外国人力支援中心正以外国工人为对象进行韩方治疗，位于大邱的韩医院已在700家以上。

18 / 19
 	诊疗领域

诊疗科目 诊疗领域
内科 治疗感冒、血压、糖尿、胃炎等内脏

家庭医学科 综合治疗
整形外科 治疗骨骼及肌肉
整容外科 美容及治疗烧伤
神经科 神经系统相关治疗
皮肤科 治疗皮肤
泌尿科 治疗生殖系统
妇产科 妊娠及分娩、妇科病
精神科 精神相关疾病

小儿青少年科 18岁以下小儿及青少年
眼科 治疗眼疾
牙科 治疗牙齿

耳鼻咽喉科 治疗耳、鼻、咽喉

 	3级诊疗机关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网站 地址 公交路线

庆北大学
医院

☎ 053-200-5114
http://knuh.kr

(网站: 英语、汉语、日语)
中区东德路

130
305、323、323-1、

403、425、805 
东区1-1

庆北大学医院
(漆谷)

☎ 053-200-2114
www.knumc.org

(网站: 英语、汉语、日语)
北区护国路

807 快线2、730、漆谷3

启明大学 
东山医疗院

☎ 053-250-7114
www.dsmc.or.kr

(网站: 	 英语、汉语、日语、	
俄语、阿拉伯语)

中区达成路
56

300、323、405、651、
808、836、840、

北区2、快线6、西区2

大邱天主教
大学医院

☎ 053-650-3000
www.dcmc.co.kr

(网站:  英语、汉语、日语)

南区
头流公园路

17路33

达西4、达西4-1、
503、623、

环线3、环线3-1

岭南大学
医疗院

☎ 053-623-8001
www.yumc.ac.kr

南区显忠路
170

349、405、410、410-1、503、
564、649、805、南区1、
南区1-1、环线3、环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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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排放

生活垃圾
●				置于重量制规格垃圾袋内，扎紧后在收集

日前夜放在自家门前
•	 				单元楼、联立住宅– 1层主玄关前
•	 					公寓– 垃圾站
•	 					可回收物、食物垃圾、煤炭必须分类排放

●�	购买重量制垃圾袋: 小区超市等指定销售点
●�	重量制垃圾袋的价格	 (1个标准)

规格 5ℓ 10ℓ 20ℓ 30ℓ 50ℓ 100ℓ
价格(韩元) 120 220 430 640 1,050 2,080

●�排放时间: 排放日20点～02点(凌晨)
●排放日与对应地区

地区 排放日 洞名
中区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所有洞

东区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新岩洞、新川洞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孝睦洞、都坪洞、不老凤舞洞、枝底洞、东村洞、芳村洞、公山洞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海安洞，安心1～3、4洞

西区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所有洞

南区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凤德2～3洞、大明5洞(居民中心附近)、大明6洞、大明9洞、

大明10洞(大明4洞天主教医院附近)、大明11洞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梨川洞、凤德1洞、大明1洞～大明4洞、大明5洞(岭大医院附近)

北区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所有洞

寿城区
周一、三、五 寿城1、2、3加洞、中洞、上洞、坡洞、芝山1、2洞、孤山1、2、3洞
周二、四、日 泛鱼1、4洞、晚村1、2、3洞、黄金1、2洞、斗山洞、凡物1、2洞
周日～周五 泛鱼2、3洞、寿城4加洞

达西区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所有洞
达城郡 星期一~五(星期六除外) 所有邑

●�白天不得排放垃圾。  
●�					 	未使用规格垃圾袋、违反排放方法的浖处以罚金，在部分围墙、
	 电线杆等设有监控摄像头，24小时严查违法乱扔垃圾现象。

 	主要2级诊疗机关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网站 地址 公交路线

郭医院 ☎ 053-252-2401
www.kwakh.co.kr

中区
国债报偿路 531

156、234、240、309、323-1、
425、524、623、724、909、939, 

快线1、快线3、快线5、快线6

我们医院
☎ 053-212-3000

http://daegu.wooridul.co.kr
(网站: 支持英语、韩国语、日语)

中区 
国债报偿路 648

305、323-1、
403、425、825

Fatima
医院

☎ 053-940-7114
www.fatima.or.kr

(网站: 支持英语、韩国语、日语)

东区 峨洋路
99

156、401、618、805、808、814、
937、980、东区1、东区1-1、
东区3、北区3、环线2、八公1

大邱医疗院 ☎ 053-560-7575
www.daegumc.co.kr

西区 坪里路
157 202、202-1、402

孝诚医院
☎ 053-766-7070

www.hshospital.co.kr
(网站:  支持英语、韩国语、日语、俄语)

寿城区 中洞
105-2

304、349、401、405、413、564、
环线3、环线3-1、快线2、寿城4

Mizmam
医院

(儿科、妇产科)

☎ 053-609-5000
http://mizmam.co.kr

越南语翻译 ☎ 053-609-5039 
达西区  辰泉洞 

635-3
600、609、623、650、651、

836、达西5、西区1、西区1-1、
达城2、达城5

城西医院 ☎ 053-584-6655
www.sshospital.co.kr

达西区 
达句伐大路 1152

425、503、518、527、564、655、
达西3、西区1、西区2、快线5、快线7

※上表仅收录部分2级诊疗机关，此外还有很多。

 免费诊疗机关(主要从事感冒、皮肤病等简单治疗)

免费诊疗机关 地址 时间/ 电话号码 支援领域 对象 公交路线

大邱医疗院 西区坪里路157 第2、4周周日 14点～17点
☎ 053-560-7451 综合诊疗

工人

523、快线1、快线5、
西区1、西区1-1

大邱
外国人力
支援中心

达西区圣堂路215
 斗源医疗大厦 7层

每周日 15点～18点
☎ 053-654-9700 家庭医学科 609、618、650、706、805、

808、836、达西4、达西4-1、
南区1、南区1-1、西区1每月最后一个周日

15点～18点
免费理发、

美容

牙科医师会 南区大明路182
5层

每周日 10点～13点
☎ 053-621-2025 牙科

204、304、349、401、410、410-1、
503、518、609、649、650、706、

730、840、909、快线2、北区2
大邱医师会

移居民诊疗所 北区大贤路82 每周日 14点～17点
☎ 053-953-0033 综合诊疗 工人、

留学生
305、403、503、

东区2、环线2

岭南劳动
教育委员会

中区中央大路77街
40(钟路2街)

每周日 12点～14点
☎ 053-253-1313

内科、 
整形外科、
家庭医学科 工人、

多元文化
家庭

106、202-1、303、349、401、
410、503、518、650、704、

706、730、快线2 

移居民
传教中心

达城郡玄风面玄风
中央路111，2层

每月第3周周日
14点～17点

☎ 053-636-4171
家庭

医学科
600、655、达城4、达城5、

达城6、达城7、达城8、达城8-1

岭南大学
医疗院

南区 
显忠路170 ☎ 053-620-4495

手术费、
住院费、
检查费等

多元文化家属
中领取补助者、

低收入阶层

349、405、410、410-1、
503、564、649、805、

南区1、南区1-1、环线3、环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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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垃圾
●�	应去除异物后装入食物垃圾桶，贴上缴纳凭证后，在垃圾收集日前夜放在自家门前

•	 	塑料袋、瓶盖、锡箔等异物必须分离排放
•	 	收集容器、缴纳凭证在附近商店购买(咨询洞居民中心或超市)
•	 	公寓– 垃圾站点大型食物垃圾桶

●�	无法回收的食物垃圾装入重量制规格垃圾袋后排放。  
•	 		洋葱、大蒜皮、葱等根部、坚果类外壳、牛和猪以及鸡等骨头
•	 		海鲜类外壳、鱼骨、各种绿茶残渣等 

●�将不可回收的厨余垃圾放在计量垃圾袋，加以投放。
●�排放时间: 排放日20点～24点
●�	排放日与对应地区

•	 			按不同区厅区分周一、三、五/周二、四、日进行回收，具体事宜咨询相关区厅或洞居民中心

地区 排放日区分 地区 排放日区分
中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北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东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寿城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西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达西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六
南区 周一～五、日 达城郡 周一、三、五/ 周二、四、六

可回收物
●�	按种类放置于透明塑料袋内，以便与普通垃圾

进行区分，或用绳子捆绑后放在自家门前。
•	 			用绳子捆绑: 纸(纸箱)类、箱子、报纸类、泡沫塑料
•	 			放置在网袋中: 瓶子、易拉罐、塑料类

●�			排放时间: 排放日20点～24点
●�			排放日与对应地区

地区 排放日区分 地区 排放日区分
中区 周一～五、日 北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东区 周一～五、日 寿城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西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达西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六
南区 周一、三、五/ 周二、四、日 达城郡 周一～五、日

大型废弃物
●�柜子、床、沙发等家具类生活用品，无法放置于重量制垃圾袋的废弃物
●�	排放几天前向区厅或委托企业申报
●�委托企业到现场查看后收取手续费，或先交纳手续费后由委托企业回收

地区 电话号码 地区 电话号码
中区 053-423-5555 北区 053-954-8853
东区 053-985-3830 寿城区 相应的洞居民服务中心
南区 053-626-2116 达西区 053-667-8787

西区 053-663-2723(购买标签)
053-555-2459(回收企业) 达城郡 053-592-4747(花园、论工、多斯、玉浦、玄风)

对应的面事务所(嘉昌、河滨、瑜伽、求智)

无偿回收废家电产品
●�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29″ )等大中型废家电产品

•	 			仅限产品原形完好才予以回收 
•	 			小型家电产品作为回收用品丢弃时，由区厅无偿回收

●�通过网站(www.edtd.co.kr)、电话中心(1599-0903)、kakaotalk(ID: weec)申请

废电池、荧光灯的排放
●�放入洞居民中心、学校、公寓垃圾站配备的专用回收箱内。

废旧电池专用回收箱 废旧电池、废旧荧光灯等整体式 小型回收箱

※	路边没有垃圾箱的原由?
因分类回收和安全问题(国外发生过爆炸物事件等)，路边摆放的垃圾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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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与合同
		签订合同时，应当确认房屋所有人，与所有人直接签约。从登记簿誊本上可以查看房屋所有人。
约时，应写明居住期间、保证金金额、月租金额等，并就月租金的支付方式、物业管理费、修理费等达
成协议并理解。一般来说，电费、水费、燃气费等月公共费用在使用1个月后支付。
		合同可每2年更新一次，租金可有上调。合同期间要搬迁的，应至少提前一、两个月告知房主，否则可
能需要支付其他费用。
 ※				登记簿誊本可到区郡厅办公处告知房屋地址，或登录大法院网上登记所(www.iros.go.kr)获取。

合同中必须记载的内容

- 住房所在地(登记簿誊本中记载的所在地和合同中记载的地址应相一致。 )
- 合同金额(保证金和月租金额)
- 定金、中途金、余额数额与支付时间(定金通常支付保证金的10%左右。  )
- 合同期间
- 房主和租户的签名或手印

	※			租房的基本设施问题的维修义务归出租人，但因租户过失造成的问题，应由租户负责维修。

 	房地产中介(注册房地产经纪人) 
		注册房地产经纪人提供住宅转让、登记、起草合同等全方面
信息。可提供英语服务的注册房地产经纪人位于南区凤德洞
美军部队附近，建有网站的是Kool House。
	www.kool-house.com

 	搬迁
				搬迁时需提前一、两个月通知房主，搬迁时与搬家公司签订
合同较为方便。可只选择搬家(搬运)，或同时选择行李打包
和搬家。打包搬家负责包装行李和搬家(搬运)等整个过程。
搬家公司可上网查找或询问周边韩国人。

应到搬迁地址的管辖区厅办理地址变
更。包租或月租的，应持外国人登记
证和租赁合同到登记所或洞居民中心
接受确定日期。确定日期是在今后租
房出现法律问题时可维护定金等的唯
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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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信息

居住
 居住形态

种类 特点
公寓 5层以上，管理员

单独住宅 个人所有的单独住宅
别墅 4层以下建筑，比公寓规模小，管理员

单身公寓 单间结构
写字楼 办公楼及公寓混合结构，办公室或居住用，管理员
单元楼 小型公寓，低矮建筑

 租赁类型
种类 特点

包租(托管保证金)
*韩国独有的租赁形态

签订1或2年的合同后，需支付包租保证金
包租金待合同到期后退还
合同时支付包租金的10%
入住前或入住时支付余款

月租 1
(月租+托管保证金)

托管保证金后，交纳月租金(签定1～2年合同)
合同时支付保证金的10%

入住时支付保证金差额和支付第一个月租金
保证金在合同到期后退还

月租 2
(预付全部月租)

签订1或2年的合同时，预付全部月租金
合同时支付总月租金额的10%

入住时支付余款

须知内容!

须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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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
费用及缴纳: 			每月需缴纳使用费，水电煤费用各自征收，但公寓大多会包含在物业管理费中。
	 	 	 	 	 使用费可到银行、邮局、便利店缴纳，也可申请银行自动划账。

 	电
●�		韩国电力公社 www.kepco.co.kr(英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

•	 	☎ 123(咨询及申报故障等)

●�						韩国适用220V电压，国外携带的110V家电产品，需到电器商店购置转换器后使用。

 	自来水
●�	大邱自来水事业本部 www.dgwater.go.kr(韩语)  

•	 		☎ 053-670-2000

●�	大邱经高纯度净化处理工序提供洁净自来水。
※	高纯度净化处理指
☞	 		可净化去除通常净化处理很难去除的产生异味物质、
		致癌物质(THM)、其它溶解在水中的物质。

●�	冬季使用自来水: 偶尔会出现自来水管冻结而无法用水的情况。
•	 			查看自来水水表保护桶内部有无漏水及保温材料(泡沫塑料)
•	 		自来水水表箱的外保护壳上用塑料布或防冻裂加热线进行保温处理
•	 			不使用自来水的夜间打开水龙头使其少量滴水

 	城市煤气
●�	大成能源: www.daesungenergy.com(韩语、英语)

☎ 1577-1190

●�			拨打电话后，告知城市煤气相关详细内容并立即给
予安装。因长期离开或搬迁等原由需要中断城市煤
气供应时，也应予以联系。

预防煤气事故

大部分的事故发生于煤气设施的管理疏忽。煤气漏气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 关闭煤气灶等设施的煤气安全阀和煤气罐阀门。
- 打开窗户和门进行通风换气。
- 禁止火花、烟火等，不得开启电子产品。
- 立即与大成能源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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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家庭普通固话 
•	 	拨打100号(KT)或106号(SK)，即由电话局给予安装。

		 	 www.olleh.com(英语、汉语)
		 	 www.skbroadband.com(英语)

•	 	需要护照及外国人登记证
•	 	各通信公司的加入费用及基本费用各有不同，每月邮寄缴费单。

 							市外电话 长途电话需在电话号码前拨打区号。

●�	使用方法: 在大邱拨打固话时只需拨电话号码，
		 	 	 手机应拨打区号+电话号码。

•	 	拨打其他行政区域时，区号(3位数)+电话号码

地区 区号 地区 区号 地区 区号 地区 区号
首尔 02 大田 042 大邱 053 光州 062

京幾道 031 忠清北道 043 庆尚北道 054 全罗北道 063
仁川 032 世宗 044 郁陵岛 054 济州岛 064

江原道 033 釜山 051 庆尚南道 055
忠清南道 041 蔚山 052 全罗南道 061

长途自动电话指南和市外地区电话号码咨询: 053+114

 					国际电话
	在网上或为外国人的商店、部分便利店等购买使用国际电话卡较为价廉。
●�	使用方法: 输入主要访问号码▶ 输入卡号▶ 输入国家代码+区号+对方电话号码
●�		国际电话主要国家代码

美国 1 俄罗斯 7 中国 86 泰国 66
加拿大 1 阿根廷 54 日本 81 马来西亚 60
荷兰 31 墨西哥 52 新加坡 65 柬埔寨 855
芬兰 358 巴西 55 香港 852 尼泊尔 977
法国 33 伊朗 98 台湾 886 蒙古 976
英国 44 沙特阿拉伯 966 印度 91 缅甸 95
德国 49 以色列 972 印度尼西亚 62 斯里兰卡 94

西班牙 34 澳大利亚 61 越南 84 哈萨克斯坦 7
土耳其 90 新西兰 64 菲律宾 63 巴基斯坦 92

须知内容!

须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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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电话
•	 	市内电话通话费为180秒/ 70韩元，市外通话费按其距离越远越贵。
•	 	因手机广泛普及，现今公共电话较少。

IC卡电话 投币电话 紧急通话

•	 	紧急通话: 所有公共电话均有危急情况下可用的紧急通话按钮。
	 即使没有卡或硬币，只要按下挖掘即可拨打犯罪报警(112)或火灾报警(119)。
•	 		世界电话卡使用方法: ☎ 紧急按钮▶ 161(00721)▶ 卡号 #▶ 001▶ 国家代码▶ 对方号码 #

 			网络、有线电视
●			网络: 	费用每月约为2~3韩元左右，
	 根据合同期限(1~3年)可略有优惠

SK宽带 106 www.skbroadband.com
KT Olleh 100 www.olleh.com
LG UPlus 1644-7000 home.uplus.co.kr

●						有线电视

中区/ 南区
TCN 大邱有线放送(株) 1877-6114
(株)Tbroad 大邱放送 1877-7000

北区 HCN 锦湖放送 1877-8600

寿城区
CMB 大邱寿城放送 1544-3434

(株)CJ HelloVision大邱寿城放送 070-8120-8888

达西区/ 达城郡
韩国有线电视绿色放送 053-551-2000
TCN 大邱有线放送(株) 1877-6114

西区 (株)Tbroad 大庆放送 1877-7000

东区
CMB 大邱东部放送 1544-3434

(株)CJ HelloVision大邱东区放送 070-8120-8888

●		卫星电视: 			可收看所有世界频道，可通过SkyLife 1588-3002或邮箱English@skylife.com进行注册

银行

 	办理银行存折
谁 哪里 所需文件 银行营业时间

本人 银行 外国人登记证或护照、
印章、欲存现金 09:00~16:00(周一~五)

●						顺序
① 取号码牌后，等候顺序
② 电光板显示自己的号码后，走到相关窗口。
③ 向窗口职员说明用意。
   ※			存折密码应只有自己知道，如遇遗失应立即申报交易银行。

 		存款种类 
●							活期存款: 可自由取款。
●							定期存款: 大额存款一定期间，利率相对活期存款更高。
●							零存整取: 存款一定期间、一定金额。利率相对活期存款更高。

 		存取款，自动取款
			用存折或现金卡可在自动取款机(ATM)存款或取款。需输入密码，非银行营业时间
或跨行取款需要支付手续费。

 缴纳公共费用
	在银行或邮局即可缴纳。在本人名义的银行账户申请自动扣款业务，每月定期自动
扣除公共费用，非常方便。

 汇款
•	 	所需证件: 护照、外国人登记证
•	 			年内可在5万美金(汇款+汇兑)内进行，各银行的手续费和限制内容有所差异。 

 周日可汇款的银行
银行 大邱银行城西分行 外换银行城西分行
位置 地铁2号线城西工业园区2号出口 地铁城西工业园站8号出口
时间 周日 10:00~16:00
业务 汇款、汇兑、存款、发卡等

所需信息 收(汇)款人英文姓名、交易银行、账号、地址、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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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信用卡
只针对满足信用卡公司所提示一定标准的人员发卡，
具体内容请咨询发卡公司。
	※	信用卡和借记卡差异点:				信用卡在结算后的第二个月特定日进行支出，
		 	 	 	 借记卡在结算时直接从账户中支出相关金额。	

 网上银行
		通过网络可进行本人账户的余额查询、存款和取款、汇款。
只需持有注册认证证书和银行发行的密保卡(secret card)即可。

 银行网站
名称 网站(支持语种) 电话号码(支持语种)

外换银行 www.keb.co.kr
(英语、汉语、日语、越南语)

1588-3500(+8)
(英语、汉语、日语)

新韩银行
www.shinhan.com

(英语、汉语、日语、越南语、菲律宾语、
印度尼西亚语、泰国语、蒙语) 

1577-8380
(同左)

KB
国民银行

www.kbstar.com
(英语、汉语、日语)

1599-9999
1599-4477(外国人专用)

(英语、汉语、日语、俄语、
越南语)

友利银行
www.wooribank.com

(英语、汉语、日语、菲律宾语、
蒙语、越南语) 

1599-2288
(英语、汉语、日语、

越南语、蒙语、泰国语、
印度尼西亚语)

大邱银行 www.dgb.co.kr
(英语、汉语)

1566-5050(+7)
(英语)

 汇兑
	主要在银行汇兑，个体汇兑站在中区诺富特酒
店旁边有DAE SIN汇兑站(US美元、加元、港
元、新元、欧元、人民币元、法郎、比索等)
•	 ☎ 053-431-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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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

信件、明信卡类等可放入街边邮筒或到邮局邮寄，需填写邮编并贴邮票。
邮编可在邮局或网上进行查询。

 邮局: 邮寄、快递、缴纳公共费用、保险业务、购物等业务。
	 	 	 	 www.koreapost.go.kr(支持英语)

 邮票价格: 普通邮寄300韩元、挂号1,930韩元、次日抵特快2,230韩元
	 	 	 	 	 	 重量较重或纸张规格不符，价格略贵。

 国内邮寄: 	分为普通邮寄(挂号、普通信)和包裹邮寄。
•	 				挂号于受理日的次日配送，普通邮寄物通常需要3~4天左右。
•	 				费用在基本费用上加计，根据重量和配送地区有所不同。

 国际邮寄: 	分为普通邮寄、包裹、国际特快(EMS)。
•	 						最多可邮寄30Kg，根据规格、种类、重量其收费不同。
※	禁止邮寄物品:				毒品、抗精神病药物、危险爆炸物、邮寄国家禁止的物品、食品、动植物、松茸、

铸币、硬币、宝石类、信用卡等

邮局 国内邮筒 规格信封

 快递: 	比邮寄贵，但可安全、快捷配送。 

邮局快递 1588-1300
www.epost.go.kr(英语) KGB快递 1577-4577 韩进快递 1588-0011

路坚快递 1588-9988 大韩通运 1588-1255 DHL 1588-0001
www.dhl.co.kr(英语)

 宅急送
比快递快，宅急送利用摩托车于当天内配送，
仅限大邱地区配送。	



保险

 	健康保险
	可选择加入健康保险，在滞留韩国期间可随时加入，但是需要缴纳从首次入境日起
至申请加入日为止的健康保险费。

何时 哪里 所需文件 保险费

入境日起可
以加入

大邱北区砧山南路199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大邱北部支社 

☎ 1577-1000
外国人登记证、

入学证明或在学证明 
2014年基准
43,000韩元/

月左右

●						保险金优惠
	 •	 	医院、诊所住院时，本人承担诊疗费的20%
	 •	 	普通门诊由本人承担30~55%，非保险金部分由本人全额承担

健康保险公团网站 HYPERLINK www.nhic.or.kr(英语、汉语、日语、越南语)
联系电话 ☎1577-1000(英语介绍8号)，02-390-2000(英语)  

 		外国劳工专用保险
种类 保障内容 加入方法

伤害保险 补偿外国劳工职业性意外事故以外的伤害
或疾病事故

在就业教育时办理的存折中存入相
当于保险费的金额，即自动转账并

加入。回国费用保险 外国劳工出境时充当回国经费

出境到期保险 正式工人5人以上工厂代替
退职金予以加入 在工厂加入

保证保险 保证对外国劳工的拖欠工资

•	 		三星火灾 ☎ 02-2119-2400

 					留学生保险
•	 	于在校中的学校加入保险，伤害保险期限为一年单位，保险费为10~20万韩元左右。
•	 仔细阅读保险商品条款，确认可补偿部分和不可补偿部分、以及补偿金额等。
•	 疾病或发生伤害时由本人结算医疗费用后，向保险公司申请费用即可退还一定金额。
•	 	必须妥善保管好医院发票及处方药发票，并提交保险公司。

 							专为外国人的普通保险
•	 三星火灾 ☎ 1899-0010(英语、汉语、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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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信息

	滞留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与国内就业
●���	外国人获滞留资格后，可在滞留时间范围内滞留，除法定情形以外，不得进行政

治活动。
●���				具有滞留资格方可就业，仅限在指定工作场所内工作。

	需变更指定的工作场所时，应在事前或者一定时间内获得负责管辖的出入境管
理事务所的许可或进行申报。
•	 	可从事就业活动的滞留资格如下。

短期就业(C-4)，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门职业(E-5)，
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研修就业(E-8)，非专门就业(E-9)

	延长滞留时间
●���	应在滞留期限到期前2个月至到期日为止进行申请。
●���		申请方法

•	 		本人或代理人向居住地负责管辖的出入境事务所提交所需文件，进行申请。
•	 				登录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网站(www.immigration.go.kr)或直接拨打1345可咨询需提交文件。

	变更滞留地
●���	自迁入之日起14天内，必须申报变更滞留地。
●���	申报方法: 附加有关滞留地证明文件后申报
●���	到访申报: 在新滞留地市、郡、区厅或管辖地区内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报
●网上申报: 登入HiKorea网站(www.hikorea.go.kr)后，电子信访

  外国人登记

	外国人登记对象与时间
●���入境韩国后滞留浖超过90天的外国人应在90天以内到滞留地管辖的出入境管理

事务所办理外国人登记。(☎1345)
	 •	 	但，入境时韩国签证上标注滞留时间为59天的，应在59天到期前办理外国人登记。 
	 •	 		滞留韩国期间获得滞留资格或滞留资格变更许可的，应立即办理外国人登记。
	 •	 	提交文件: 			护照、外国人登记申请书、彩色照片1张(3.5×4.5)、各种滞留资格所对应的附件(咨询出

入境管理事务所)、手续费
※	因结婚移民人员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交韩国配偶的如下文件:		 

家属关系证明书、居民登记誊本、手续费

	外国人登记证的管理
●���外国人登记证即为身份证，需随身携带。
●���			重新签发: 		发生如下事由的，应在14天以内到居住地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提出重新

签发申请。
	 •	 		遗失外国人登记证的、外国人登记证无法使用的、外国人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	 				提交文件: 护照、外国人登记证重新签发申请书、彩色照片1张(3.5×4.5)、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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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留时间变更
●��如果愿意不以现在的滞留资格，而以其他滞留资格在韩活动，必须出境后重新得

到相应的滞留资格签证再入境。
●��但如果在韩国可具备变更滞留的条件，经过审批，可以有限地变更滞留资格。
●�����	申请方法: 		必须在从事其他滞留资格所对应活动以前，准备相差滞留资格文件并

进行申请。

	赋予滞留资格
●�����						丧失大韩民国国籍、或因出生于大韩民国或以其他事由未能获得滞留资格的，需

申请获得新的滞留资格。
●�����									�	申请方法: 			自赋予滞留资格事由发生日起30天内，按滞留资格准备所需文件并进

行申请。(国内出生时为90天以内) 

	滞留资格以外活动
●�����		对象及时间: 			长期滞留90天以上的外国人，在维持现有滞留资格同时希望从事

其他滞留资格所对应活动的，应在从事其他滞留资格所对应活动以
前，获得滞留资格以外相关活动许可。

•	 		持留学资格(D-2)签证的留学生继续深造同时从事时间制打工活动(S-3)的
•	 		提交文件: 			滞留资格以外活动的许可申请书、护照及外国人登记证、各滞留资格所对应附件文件、

手续费 

	再入境许可
●�����	对象

•	 	在大韩民国滞留91天以上，并已办理外国人登记的人员
•	 					驻韩外国公馆和国际机构职员及家属、根据与大韩民国政府的协定而享有外交官或领事等类似特权

与待遇的人员及其家属等免除外国人登记的人员

	 ●�����			时间
•	 仅限1次再入境的单次再入境最长时间: 1年
•	 	可再入境2次以上的多次再入境最长时间: 2年

●�����				再入境许可的免除、除外对象
•	 					A-1～A-3及登记外国人自出境之日起1年内欲再次入境的，免除再入境许可(滞留时间不足1年的，在

滞留时间范围内免除)
•	 				F-5(永久居住)资格人员自出境之日起2年内再入境的，免除许可
•	 						禁止入境者、限制签发签证者在其滞留时间内先出境又准备再次入境的，对其限制免	除再入境许可

▶ 需到管辖事务所提出再入境申请
•	 				提交文件: 			再入境许可申请书、护照、外国人登记证(已办理外国人登记的)、各种滞留资格所对应的

附件、手续费

  社会综合项目

	目的
		系统化培养基本素质(韩国语、理解韩国社会)的社会综合教育，
以便移民人员尽早适应并自立于社会

	参与(进修)人员优惠条件
●���			免除入籍笔试及面试审查、缩短获取国籍的审查等待时间
●���					根据分数制的专业人才变更居住(F-2)资格时，给予加分
●���					变更滞留资格时，免除韩国语能力认证

	参与对象
●���					合法滞留韩国的所有移民人员、3年以内入籍人员等。

	教育课程 
●���				韩国语教程: 		通过事先评价，按韩国语能力安排阶段(0阶段～4阶段)

及进修时间(最多415课时～免除）
●���							理解韩国社会课程(必修课程): 50课时

•	 				学习作为韩国社会成员应知晓的宪法价值、基本制度、生活情况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
法律、地理等领域的全面知识

	申请方法
●���			加入社会综合信息网(www.socinet.go.kr)会员后，单击菜单的社会综合活动申请栏

报名参加后， 需经过事先评估

		咨询: 053-980-3559,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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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移民者尽快适应计划

	对象
●�����							义务对象: 访问就业资格办理外国人登录

的外国国籍同胞
●�����					自发参加对象、入境初期外国人
	 (结婚移民者、留学生、中途入境子女等)

	申请方法
加入社会综合信息网会员后，单击菜单的
社会综合活动申请栏报名参加后，需经过
事先评估
●�����					咨询:  ☎ 053-980-3559, 1345

	项目简介
为了支援在大韩民国开始新生活的所有移民者的计划，通过参加活动，克服环境和
文化差异安居乐业，并成为我们社会堂堂正正的一员。

	参与优惠
			参加活动的所有学员，将认定已学完社会综合计划“了解韩国社会课程”2小时，结
婚移民者办理外国人登录时，给予2年的滞留期限。

  大邱出入镜管理事务所

 地址/ 联系电话: 		大邱东区东村路71 ☎ 053-980-3558, 1345 

滞留指南
	

	 志愿服务  40

	 道路名地址  41

	 灭火器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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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村十字路口
Home plus

立石十字街

大邱国际
机场

地铁東村站
1号出口

大邱出入镜管理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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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名地址

	背景
外地人凭借原有地区编码地址很难找到地址，
从2014年起变更为公路名称地址
www.juso.go.kr(英语)

●���									公路名称地址标记方法
•	 				变更前地区编码地址 → 大邱广域市中区东仁洞1街2-1(大邱市政府)
•	 				变更后公路名称地址 → 大邱广域市中区公平路88

市/ 道 + 市/ 郡/ 区 + 公路名称 + 建筑编号+ 详细地址(栋/ 层/ 号)

●	易查找的公路名称地址
•	 					公路名称根据公路宽幅分为大路、路、街。
大韩大路 > 中央路 > 世宗街

•	 				建筑编号根据进行方向区分，左侧为单数、右侧为双数。

  志愿服务

	同感(Empathy)

●���								简介:   ‘为了更美好世界的同感’ 是为定居大邱的北
韩逃离居民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非盈利民间
组织。除了提供福利服务以外，在半月堂站
和中央路站之间经营有同感咖啡馆、同感宾
馆以及在长胡同内经营有同感韩屋宾馆。这些空间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性经
济，宾馆产生的收益用于北韩逃离居民支援项目。

●���								服务: 				同感咖啡馆、同感宾馆和同感韩屋宾馆有各种志愿服务机会，望广大志愿
者积极联系、踊跃参与。

●���								位置: 大邱广域市中区中央大路79路32 
●���								交通: 中央路站1号出口起3分钟距离; 药令市车站下车 
●���								电话: 	☎ 070-8915-8989
●���								网址: www.empathyguesthouse.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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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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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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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交叉路上, 左侧(←)有 ‘5’以下、

右侧有 ‘9’ 以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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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器使用方法、预防电气火灾、预防犯罪

	灭火器使用要领

  

① 取下保险销。
② 从喷管架上取下喷管，喷口对着火苗。
③ 如剪刀一样用力按下把手。 
④ 从火苗根部开始扫射扑灭。
⑤ 灭火后松开把手。 (停止喷射药剂)

	电气火灾预防要领
•	 	不使用电器时应关掉开关并拨出插头。
•	 	一条线不得拉出多条线使用或在一个插座或插口插入多个电器使用。 
•	 	电热器附近不得摆放鶍燃物。
•	 	电熨斗、微波炉等使用电加热电器途中突然停电，必须关掉开关。

	预防犯罪

‘13.3.1起在解救严重犯罪(杀人、暴力、监禁、强奸、盗窃、诈骗等)中受害的
非法滞留人员过程中，不再向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通报非法滞留人员(受害人)个人信息。

●���								不得赌博。
●���								未经银行，通过个人交易的海外汇款浖会受到处罚。
●���								基础秩序违反行为也会处以罚款。

- 不得随处乱扔烟蒂、口香糖、垃圾等。
- 不得在公共场所吐痰或路边小便。
- 禁烟场所禁止吸烟。
- 骑摩托车的人员和乘坐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
- 过马路需经天桥或人行横道。 

●���								家庭暴力/ 性强暴: 			独自难以应对时应报警或请求周边帮助。 	
(确保照片、医院诊断书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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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大学

	主要大学
校名 内容

庆北大学
•	 			国立综合大学、大邱 〮 尚州校区
•	 			大邱市北区大学路80
•	 			☎ 053-950-5114
•	 			www.knu.ac.kr

岭南大学
•	 			私立综合大学
•	 			庆北庆山市大学路280
•	 			☎ 053-810-2114
•	 			www.yu.ac.kr

启明大学
•	 			私立综合大学
•	 			大邱市达西区达句伐大路1095
•	 			☎ 053-580-5114
•	 			www.kmu.ac.kr

大邱天主教大学
•	 			私立综合大学
•	 			庆北庆山市河阳邑河阳路13-13
•	 			☎ 053-850-3114
•	 			www.cu.ac.kr

大邱大学
•	 			私立综合大学
•	 			庆北庆山市珍良邑大邱大路201
•	 			☎ 053-850-5000
•	 			www.daegu.ac.kr

大邱教育大学
•	 			四年制教育大学
•	 			大邱市南区中央大路219
•	 			☎ 053-620-1114
•	 			www.dnue.ac.kr

1 2 3 4

加压式 蓄压式

须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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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专门大学
校名 内容

启明文化大学
•	 			大邱市达西区达西大路675
•	 			☎ 053-589-7744
•	 			www.kmcu.ac.kr

大邱工业大学
•	 			大邱市达西区松岘路205
•	 			☎ 053-527-0501
•	 			www.ttc.ac.kr

大邱科学大学
•	 			大邱市北区岭松路47
•	 			☎ 053-320-1114
•	 			www.tsu.ac.kr

大邱保健大学
•	 			大邱市北区岭松路15
•	 			☎ 053-320-1300
•	 			www.dhc.ac.kr

寿城大学
•	 			大邱市寿城区达句伐大路528街15
•	 			☎ 053-749-7000
•	 			www.sc.ac.kr

岭南理工大学
•	 			大邱市南区显忠路170
•	 			☎ 053-650-9114
•	 			www.ync.ac.kr

永进专门大学
•	 			大邱市北区伏贤路35
•	 			☎ 053-650-9114
•	 			www.yjc.ac.kr

外国居民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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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的山

八公山

八公山冠峰 符仁寺 不老洞古坟群

八公山(Palgongsan Mountain)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山上众多寺院，其中桐华寺
(Donghwasa Temple)是大韩佛教曹溪宗第9教区本寺。每到秋季，循环道路两侧的
红叶绵延16.3公里，形成了全国最壮观的红叶路，到了冬季，这里优美的雪景与雪花
融为一体，据传在斗笠岩许一个愿就会实现。

琵瑟山

琵瑟山之春 琵瑟山之夏 琵瑟山之秋 琵瑟山之冬

琵瑟山(Biseulsan County Park)因山顶的岩石形似神仙在弹奏玄鹤琴而得名。杜鹃花
沿着琵瑟山的主峰大见峰(1,084m)、照华峰的山冈形成了巨大群落，每年4月底、5
月初，琵瑟山山顶成片的粉红兴安杜鹃蔚为壮观。

前山

前山之春-流苏树 前山公园之秋 洛东江战胜纪念馆

距离市区较近的前山公园内，有大大小小8个山谷、20多眼泉水和许多登山路，山谷
里建有纪念6.25战争当时洛东江胜战的洛东江战胜纪念馆、缅怀护国英灵的忠魂塔、
以及青少年修练院、弓道场、骑马场、南部图书馆、体力锻练场等。

 大邱12景

第1景 八公山 第2景 琵瑟山

第3景 江汀高灵洑 第4景 新川

第5景 寿城池 第6景 达城土城

第7景 
庆尚监营和古巷

第8景 国债报偿
运动纪念公园

第9景 东城路 第10景 西门市场

第11景
大邱塔(83塔)

第12景
大邱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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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十大美食

	大邱的代表性美食
●大邱的代表性美食，
		 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考。
www.daegufood.go.kr/kor
(有英语、中文、日语版)参考。 )

  照片中的大邱

	中区

国债报偿运动纪念公园 东城路 西门市场 防川市场(金光石路)

桂山圣堂 传教士住宅地 李相和、徐相敦故居 大邱乡校

	东区

八公山循环路 桐华寺 冠峰 凤舞公园蝴蝶生态园

前往北地藏寺的路 庆州崔氏村故居 申崇谦浖军遗迹地 鹅阳铁路

	西区	 	北区	

卧龙山杜鹃花生长区 琴湖JC 云岩池公园 

	南区

孤山谷恐龙化石地 三角地十字路 前山嘹望台 从前山嘹望台远眺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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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汤饭 

牛肉疙瘩 烤牛皱胃 蒸排骨

鲇鱼辣汤 压面条河豚鱼烧烤

拌刺身 扁饺烧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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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庆典
庆典日程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有变更。

	再现庆尚监营风俗
●时间: 2015.4月~10月, 每周六 14:00~16:00
●地点: 中区庆尚监营公园
●内容: 再现朝鲜时期传统风俗
●电话: ☎ 053-803-3884
 

	大邱美食旅游博览会
●时间: 2015.6.11(四)~6.14(日)
●地点: 北区EXCO
●内容: 各种主题美食展、美食大赛等
●电话: ☎ 053-601-5056
●网址: www.colorfulfood.co.kr

	大邱国际音乐剧节
●时间: 2015.6.28(六)~7.13(一)
●地点: 位于大邱的演出场
●内容: 正式邀请及支持创作作品演出、音乐剧奖活动
●电话: ☎ 053-622-1945
 

	大邱韩医文化节
●时间:  2015.4.15(三)~4.19(日)
●地点: 中区药令市一带
●内容: 韩医治愈、韩医体验等

	大邱国际彩绘节
●时间: 2015.8.29(六)~30(日)
●地点: 达西区头流公园室外音乐堂
●内容: 彩绘奖、体验活动等
●电话: ☎ 053-803-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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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城区

寿城池喷泉秀 大邱体育场 大邱市立美术馆 岭南第一关

	达西区

达城湿地 启明大学韩学村 仁兴村 虎山洞水杉路

梨谷喷泉公园 头流公园 大邱树木园 大邱塔(83塔)

	达城郡

卧龙大桥 龙渊寺樱花路 琵瑟山杜鹃花生长区 琵瑟山岩怪流

SPA谷 Hillcrest 鹿洞书院 马飞亭(壁画村)    

沙门津渡口 道洞书院 六臣祠 The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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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市内游

	市区循环路线(双层巴士)
●运行时间: 09:30~18:40(周一、春节和中秋的节日当天停运)
●运行路线

路线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8次 9次 10次 11次 12次
①东大邱站 09:30 10:10 10:50 11:30 12:10 12:50 13:30 14:10 14:50 15:30 16:10 16:50
②平和市场(鸡肉料理街) 09:35 10:15 10:55 11:35 12:15 12:55 13:35 14:15 14:55 15:35 16:15 16:55
③东城路 09:46 10:27 11:07 11:46 12:27 13:07 13:46 14:27 15:07 15:46 16:27 17:07
④庆尚监营 · 钟路 09:49 10:29 11:09 11:49 12:29 13:09 13:49 14:29 15:09 15:49 16:29 17:09
⑤近代文化胡同 09:53 10:34 11:14 11:53 12:34 13:14 13:53 14:34 15:14 15:53 16:34 17:14
⑥西门市场 · 达城公园 10:02 10:43 11:23 12:02 12:43 13:23 14:02 14:43 15:23 16:02 16:43 17:23
⑦风岭凉拌刺身街 10:07 10:48 11:28 12:07 12:48 13:28 14:07 14:48 15:28 16:07 16:48 17:28
⑧E-World · 头流公园 10:15 10:55 11:35 12:15 12:55 13:35 14:15 14:55 15:35 16:15 16:55 17:35
⑨安地郎牛肠街 10:25 11:07 11:47 12:25 13:07 13:47 14:25 15:07 15:47 16:25 17:07 17:47
⑩成佛山(앞산)观景台 10:36 11:17 11:57 12:36 13:17 13:57 14:36 15:17 15:57 16:36 17:17 17:57
⑪寿城池 10:48 11:29 12:09 12:48 13:29 14:09 14:48 15:29 16:09 16:48 17:29 18:09
⑫大邱儿童会馆 10:53 11:32 12:12 12:53 13:32 14:12 14:53 15:32 16:12 16:53 17:32 18:12
⑬重画金光石画路 11:05 11:44 12;24 13:05 13:44 14;24 15:05 15:44 16;24 17:05 17:44 18;24
⑭国债报偿运动纪念公园 11:09 11:48 12:28 13:09 13:48 14:28 15:09 15:48 16:28 17:09 17:48 18:28
①东大邱站 11:20 12:00 12:40 13:20 14:00 14:40 15:20 16:00 16:40 17:20 18:00 18:40

●费用: 普通5,000韩元，中学生4000韩元，小学生、老人、残疾人3000韩元
•	 	优惠(20%): 	持有当日火车及高速大巴车票的乘客，持有酒店、家庭旅馆、韩屋体验设施住宿券者

●问询处: ☎ 053-603-1800，www.daegucitytour.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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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世界人庆典

●时间: 2015.5.23.(六)
●地点: 中区国债报偿运动纪念公园
●内容: 世界各国文化演出及体验展位
●电话: ☎ 053-803-6791

 

	彩色大邱节
●时间: 2015.5.1(五)~5.5(二)
●地点: 中区东城路
●内容: 东城路庆典、时装珠宝周、街头艺术节等
●电话: ☎ 053-803-3733
 

	大邱Hot	Festival
●时间: 2015.7.17(五)~7.26(日)
●地点: 头流公园、寿城池一带
●内容: 国际民间艺术节、炸鸡啤酒庆典、生活艺术节等
●电话: ☎ 053-422-0996

	八公山山中传统集市
●时间: 2015.10.7(三)~10.11(日)
●地点: 东区电影院80汽车剧场
●内容: 佛教用品、寺庙美食、佛教文化体验活动等
●电话: ☎ 053-986-9575

	大邱华侨中国文化节
●时间: 2015.10月份
●地点: 中区华侨小学及华侨街
●内容: 中华传统演出、传统文化体验等
●电话: ☎ 053-255-0561

	大邱国际歌剧节
●时间: 2015.10.8.(四)~11.7(六)
●地点: 北区歌剧院等
●内容: 歌剧演出
●电话: ☎ 053-666-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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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线路
●时间: 10:00~16:00
●地点: 半月堂现代百货店前
●费用

•	 				普通5,000韩元，5000韩元，初高中生4000韩元，
	 小学生、老人、残疾人3000韩元
•	 			免费对象:  未满48个月婴幼儿
※景点门票与用餐自负

●利用方法: 预约 ☎ 053-627-8900, www.daegucitytour.com

●路线 
路线名称 运行时间 运行路线

八公山线路 每天
(周一除外)

半月堂(09:30) → 东大邱站(10:00) → 不老洞古坟群 → 方字 器博物
馆 → 桐华寺 → 大邱市民安全主题公园 → 东大邱站 → 半月堂

琵瑟山线路 周一 半月堂 → 玄风郭氏12旌闾阁 → 道东书院 → 琵瑟山自然休养林 →  
俞致坤将军护国纪念馆 → 达城洑 → 半月堂

历史探访
线路 周二、周五 半月堂 → 国立大邱博物馆 → 仁兴村 → 大邱近代历史馆 → 药令市韩

医药博物馆 → 半月堂

科学环境
1线路 周三 半月堂 → 大邱树木园 → 大邱环境资源事业所 → 文山净水厂 → 江汀

高灵洑 → 半月堂

传统文化
线路 周四 半月堂 → 鹿洞书院 · 达城韩日友好馆 → 漆谷庆州崔氏宗家 → 金光

石路 → 医疗传教博物馆 → 半月堂

科学环境
2线路 周六 半月堂 → 国立大邱科学馆 → 大邱树木园 → 江汀高灵洑&The ARC 

→ 半月堂

体验主题
线路 周六、周日 考虑季节及庆典等开展体验活动

(体验警察职业、治愈林体验、制作糖稀等/每月在网站公布) 

●参考事项
在导游介绍下游览代表大邱的旅游景点，为团体游客设有"只为我们的城市观光"每日1辆(45人乘)、
可选择出发地点、线路、时间间

  大邱观光印章之路

●��每到一个大邱旅游景点，在印章册(每册1,000韩元)上盖纪念章，以确认和纪念访
问地而设置的观光活动。
●运营时间: 2015.2月~2015.10.31
●特惠: 委任大邱观光名誉宣传委员，餐费本人承担
●购买处

•	 						大邱旅游信息中心(☎ 053-627-8986)
•	 			东城路旅游咨询处(☎ 053-252-2696) 
•	 			东大邱站旅游咨询处(☎ 053-939-0080) 
•	 			大邱站旅游咨询处(☎ 053-660-1432) 
•	 			大邱机场旅游服务中心(☎ 053-984-1994)等 

	大邱旅游FaceBook www.facebook.com/DaeguTravel

	大邱旅游博客 http://blog.naver.com/daegu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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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体验
遇到难以翻译时，请拨打053 + 1330电话联系。

	小巷观光
●可了解大邱近现代史的小巷旅行
●出发: 每周六、夜景观光每月第三个星期五(19:00~21:00)
●参加: 通过电话或网上报名(团体15人以上)
●☎ 053-661-2191~5, http://gu.jung.daegu.kr
●小巷观光应用(英语、汉语、日语)
 

	时装美容体验
●只有在大邱才能尽享的时装模特主人公体验
●选择主题种类(结婚礼服、传统韩服、晚礼服）
●参加人数: 10人以上
●☎ 053-428-4002, tour@excotour.com

	桐华寺寺庙体验
●通过拜佛、茶道、冥想等，回顾自己的过去
●线路: 一日体验型、2天1晚、3天2晚、4天3晚
●www.dhtemple.org 
●☎ 053-980-7979
 

	禅体验馆
●位于桐华寺，可免费体验坐禅、印刷经典、茶道
●位置: 桐华寺统一药师如来大佛地下
●时间: 10:30~17:00(平日), (周一休息)
	 10:30~18:00(周末, 公休日)
●☎ 053-985-4404

	大邱射击场
●飞碟射击、气步枪、战斗体验、屏幕射击场等
●时间: 09:00~18:00
●www.daegushooting.or.kr
●☎ 053-312-0000

	韩医药博物馆
●可体验韩医学的韩医文化场所
●时间: 09:00~18:00(周一休息)
●http://herb.daegu.go.kr 
●☎ 053-253-3359
 

	警察历史体验
●��拘留所体验、警察服体验馆、警用摩托车体验、

科学搜查体验馆等
●时间: 10:00~17:00(周一, 公休日休息) 
●中部警察署(乘地铁1号线在中央路站下车，

从4号出口出站步行5分钟) 
●☎ 053-420-1820(平日), 053-420-1297(周末)

	龟岩农家乐
●	 	为体验农村的村庄，可体验各季收获农产品，

可进行制作传统小吃、试乘拖拉机等各种体验。   
●www.gooam.com
●☎ 053-984-5273   

	大邱乡校
●学习朝鲜时期儒教的教育机构
●www.daeguhyanggyo.org  
●☎ 053-422-8700 

	方字铜器博物馆
●全国唯一以方字铜器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
●http://artcenter.daegu.go.kr/bangjja
●时间: 09:00~18:00
●休馆: 每周一、春节及中秋
●☎ 053-60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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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厨师掌勺的饭店

格拉西亚斯
• 巴西菜
• 寿城区东大邱路62
	 (池山洞) 
• 053-766-0117

东京餐厅
• 日本菜
• 中区东城路2街4-15
	 (凤山洞)
• 053-424-9191

Gang-ga大邱店
• 印度菜
• 寿城区无学路35
	 (上洞) 
• 053-768-3610	

Rama	&	Bavana
• 印度菜
• 中区东城路3街3
	 (凤山洞) 
• 053-255-9569	

NAZAR	KEBAB
• 土耳其菜
• 中区东城路3街62
	 (公平洞) 
• 053-424-9951

陁罗
• 印度菜
• 中区达句伐大路
	 2109-25(德山洞) 
• 070-8977-8057

国际城
• 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菜
• 中区东城路2街59
		地下1层(公平洞)
• 053-284-6009

撒马尔罕
• 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菜
• 中区东城路59
	 (东城路2街) 
• 053-252-4021

西安
• 中国菜
• 中区国债报偿路486
	 (东山洞) 
• 053-424-3789

东宝城
• 中国菜
• 寿城区达句伐大路2483
	 (泛鱼洞) 
• 053-742-6888

Baraji餐厅
• 印度·尼泊尔菜
• 中区东城路73,	2F
	 (东城路1街) 
• 053-425-3242

帕帕韦罗
• 意大利菜
• 寿城区龙鹤路13
	 (上洞) 
• 053-765-8805

阿里巴巴
• 阿拉伯传统菜
• 西区西大邱路303-10
	 (飞山洞) 
• 053-355-7851

泰山饺子
• 中国菜
• 中区达句伐大路2109
		-32(德山洞)
 • 053-424-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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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市民安全主题公园

●生活安全体验(地铁、山区、地震、急救等)
●	时间: 09:00~18:00
●休息: 每周一、元旦、春节、中秋
●1馆需提前预约、2馆可现场报名
●http://safe119.daegu.go.kr
●☎ 053-980-7777

	启明韩学村
●��为了向全世界人广泛宣传韩国文化，启明大学(达

西区)原封不动地再现了古代房屋。
●时间: 08:00~17:00
●☎ 053-580-6984

 
	Hillcrest-生态探险

●不踩地面，从树丛中传来传去，体验树林的休闲体育
●时间: 平日 10:00~19:00, 周末 10:00~20:00
●位置: 达城郡嘉昌面嘉昌路1005 Hillcrest
●www.ecoadventure.co.kr
●☎ 053-767-6300 

	道东书院
●��为韩国五大书院之一，土墙装饰花纹出众，

被指定为韩国宝物。拥有400年银杏树也是看
点之一。
●时间: 10:00~18:00
●☎ 053-617-7620

	自行车沙龙
●��为了送给贫困街坊邻居“希望自行车”礼物而出售

咖啡的咖啡店、制作量身定制的自行车
●位置: 中区北城路103-1(距大邱站5分钟车程)
●☎ 010-5113-7496



外国居民  生活指南

  酒店(家庭旅馆)
酒店信息请登录大邱市网站 http://tour.daegu.go.kr/eng/main.asp参考accommodations内容。

酒店名称 地址、电话、网站 酒店图片

九岩书院
(中区)

•	 中区国债报偿路492-58
•	  053-428-9900
•	 www.dtc.or.kr

屏岩书院
(达西区)

•	 达西区新房路21(龙山洞)
•	  053-428-9900
•	 www.dtc.or.kr

同感
(empathy)

(中区)

•	 中区中央大路79街32(钟路2街)
•	  070-8915-8991~2
•	 http://blog.naver.com/
	 empathy215 

Danim
(1号店)

(中区)

•	 中区凤山文化2街42-31(凤山洞)  
•	  070-7532-9119
•	 www.daeguhostel.com

青萝山坡
(中区)

•	 中区达句伐大路401街22(东山洞)  
•	  010-3823-9662
•	 www.daeguguesthouse.co.kr

The style
(中区)

•	 中区西城路14街26(西内洞) 
•	  053-214-6116
•	 	www.facebook.com/
	 StyleGuestHouse

Pann
(中区)

•	 中区庆尚监营路43-5
•	  053-252-7529
•	 http://panngues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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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爸爸
• 马来西亚菜
• 寿城区田内路12
	 (斗山洞) 
• 053-721-8827

庆美饭店
• 	中国菜
• 中区钟路38-1
	 (钟路2街) 
• 053-254-5543 

越南餐厅
• 越南菜
• 	西区西大邱路306地下8号
	 (飞山洞)
• 053-341-4248

蜀香苑
• 中国菜
• 达西区达西大路85街17
（狐林洞）
• 053-588-2111 

仁和饭店
• 中国菜
• 寿城区国债报偿路914
	 (泛鱼洞)  
• 053-751-4191	

印度流浪记
• 印度菜
• 北区大学路81
	 (山格洞) 
• 053-956-9940	

Sweet	India
• 印度菜
• 寿城区达句伐大路
	 480街5	2楼(泛鱼洞)
• 053-741-4624	

那不勒斯
• 	意大利菜
• 寿城区舞鹤路29-1
	 (上洞) 
• 053-782-9063	

京都都
• 日本菜
• 中区东城路2街31
		 (三德洞1街)
• 053-426-5660

永生德
• 中国菜
• 	中区钟路39
	 (钟路2街)
• 053-255-5777

天安城
• 中国菜
• 中区中央大路81街80
	 (寿洞) 
• 053-256-7790

万里长城
• 中国菜
• 中区明伦路168
	 (大凤洞) 
• 053-424-1168

汉堡&意大利面
• 美国菜
• 中区东城路3街58-20
	 (三德洞1街) 
• 053-426-0384

Lazy	Diner
• 美国菜
• 	中区东城路3街15		
• 070-4106-2882

 英语圈居民常光顾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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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传统市场

西门市场
•	 			朝鲜时代全国三大集市之一，主要交易品种为纤维类，现有水果蔬

菜、干鱼类=海鲜、鞋子等各种商品，很适合体会韩国。
•	 地铁3号线西門市場站下车
	•	 公交车: 			156、240、300、309、323、323-1、405、425、524、

623、651、653、724、808、836、840、939、快线1、
	 	 快线3、快线5、快线6、东区2、北区2、城西2

防川市场
•	 			既是传统市场又作为地区艺术家的文化体验场所，
	 以重画金光石缅怀之路而闻名
•	 			地铁2号线庆大医院站3号出口下车后十分钟距离
	•	 公交车: 			309、403、609、649、840、939

玄风鬼市场
•	 以传统文化和鬼怪为主题的主题公园型传统市场
•	 		地铁1号线大谷站下车后从1号出口走出，在大元高中车站乘坐

655、到玄风奶奶牛骨汤车站下车后三分钟距离  
	•	 公交车: 			655、快线4、达城8、达城8-1

 百货店

乐天百货店
交通:  

地铁(大邱站)

现代百货店
交通: 

地铁1, 2号线
(半月堂站)

东亚百货店(寿城店)
	•	 		地铁: 地铁3号线凡勿站
 1, 4号出口
	•	 		公交车: 204、401、403、

564、814、寿城1-1、环线3、
环线3-1、快线3、寿城1、

  寿城3、寿城4

大邱百货店
	•	 		地铁: 		地铁1号线中央路站

2号出口下车后五分
钟距离(200米)

	•	 		公交车:  156、204、234、
240、304、309、323、323-
1、349、401、410-1、425、
503、518、524、650、706、
724、730、909、939、980、
快线2、北区2具备购物、电影院、美食街等的一站式购物中心。 拥有悠久传统的购物文化

空间，还有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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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中心

地铁中心
•	 服装、手机、生活用品、照相馆 
•	 中区达句伐大路地下2100
•	 10:00~22:00
•	 地铁: 1号线、2号线半月堂站

乐天YOUNG	PLAZA
•	 服装、电影院、餐厅等
•	 中区国债报偿路858
•	 11:30~21:30 
•	 地铁: 1号线中央路站 3号出口、半月堂站

大宪PRIMALL
•	 服装、贵重、金属、鞋、化妆品、餐厅等 
•	 中区国债报偿路580
•	 地铁: 1号线中央路站
	•	 公交车: 			156、323-1、234、240、309、323、425、524、

724、939、980

皇后大道
•	 服装 
•	 	西区坪里路35街18-17
•	 10:30~20:30
	•	 公交车: 			405、523、524、726、750、西区1、西区1-1

乐天中心ESIAPOLIS店
•	 	服装、电影院、餐厅等 
•	 	东区八公路49街16
•	 11:00~21:00
	•	 公交车: 			101、101-1、401、八公1、快线1

Moda	Outlet
•	 服装、杂货
•	 	达西区达西大路411
•	 11:00~21:00
	•	 公交车: 			156、503、508、达西3、西区1、西区1-1、快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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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院、剧场、书店

电影院
乐天影城大邱 乐天百货店(大邱站)

1544-8855
乐天影城东城路 中区2.28纪念中央公园附近
乐天影城栗下 东区栗下乐天Outlet
乐天影城城西 达西区Saint West Hotel附近
乐天影城广场 西区7号广场附近

美嘉欢乐影城大邱 北区七星洞E-mart内
1544-0070

美嘉欢乐影城韩日广场 中区教保文库附近
影城M 寿城区MBC电视台 053-755-0404

CGV 大邱 中区乐天YOUNG PLAZA内

1544-1122
CGV 大邱韩日 中区教保文库旁

CGV 大邱体育场 寿城区大邱体育场
CGV 大邱现代 中区现代百货店内

CGV 漆谷 北区东川洞Seven Valley
MMC 万镜馆 中区郭医院附近 1577-1015

主要剧场

凤山文化会馆
•	 表演(话剧)、展览等
•	 中区凤山文化街77 
•	 ☎ 053-661-3500, 1330
•	 www.bongsanart.org

大邱歌剧院
•	 	歌剧表演
•	 北区湖岩路15号  
•	 ☎ 053-666-6000, 1330
•	 www.daeguoperahouse.org

寿城ARTPIA
•	 各种演出、展览
•	 寿城区舞鹤路180
•	 ☎ 053-668-1800, 1330
•	 www.ssartpia.or.kr

启明艺术中心
•	 	各种表演(音乐剧等)
•	 达西区达句伐大路1095
•	 ☎ 053-580-6600, 1330
•	 www.kmuartcenter.kr

大邱文化艺术会馆
•	 	各种演出、展览
•	 达西区公园循环路201
•	 ☎ 053-606-6114, 1330
•	 artcenter.daegu.go.kr

大邱市民会馆
•	 各种演出
•	 中区太平路141 
•	 ☎ 053-250-1400
•	 www.daegucitizenhall.org

剧场售票站

	•	 提供大邱所有演出信息	 	•	 ☎ 053-422-1255
	•	 预售演出票及优惠部分手续费	 	•	 10:00~20:00(周一休息)

主要展馆
大邱艺术发电站
	•	 展览、演出、教育等	 	•	 中区达城路22街31-12 
	•	 ☎ 053-803-6251, 1330	 	•	 www.daeguartfactory.kr

大邱美术馆
	•	 展览	 	•	 寿城区美术馆路40
	•	 ☎ 053-790-3000, 1330	 	•	 www.daeguartmuseum.org

国立大邱博物馆
	•	 展览、教育等	 	•	 寿城区青湖路321
	•	 ☎ 053-768-6051, 1330	 	•	 http://daegu.museum.go.kr

大邱近代历史馆 
	•	 	展示有大邱近代文化遗产	 	•	 中区庆尚监营街67
	•	 ☎ 053-606-6430, 1330	 	•	 http://artcenter.daegu.go.kr/dmh

大型书店
教保文库
	•	 www.kyobobook.co.kr  
	•	 地铁: 中央路站
	•	 公交车: 			156、234、240、309、323、323-1、425、524、

724、939、980

永丰文库
	•	 www.ypbooks.co.kr
•	 地铁: 半月堂站
	•	 公交车: 			405、609、840、990、991、快线2

dgticket

凤山六道口 三德十字街

钟阁十字街公平十字街

三德派出所

中央十字街

国债报偿运动
纪念公园

中央图书馆

东城路
大邱百货店



  健身中心、浴池

��健身中心
塑身或为运动可以前往健身中心。按6个月、1年单位登记可有优惠，费用根据健身中心设施、规模
等有所不同。可以学习教练的器械使用方法，但翻译可能较难，注意观察姿势学习即可。市内有City 
Spaland(053-431-7755)、振锡体育俱乐部(053-429-6010)等，此外还有较多经营场所。

浴池
���韩国有公共浴池，韩国人大多喜欢定期前往浴池洗浴。在浴池蒸桑
拿或用搓澡巾搓皮肤洗净污垢。(与土耳其类似)男池备有毛巾、香
皂、乳液等，女池需要自带。相反女池费用略低于男池。有不少浴
池在健身中心作为配套设施。

  

  体育

职业棒球
���4月~10月是职业棒球赛季。共有三星、斗山、LG、耐
克森、乐天、SK、NC、KIA、韩华等10队，三星是大邱
主队。
•� ���大邱狮子公园 地址: 大邱市寿城区莲湖洞山19
•� ���交通: 地铁2号线大公園站4, 5号出口
� 公交车: ���100、100-1、309、349、399、449、509、609、649、724、840、849-1、909、937、

939、990、寿城3
•� ���三星狮网址 www.samsunglions.com(支持英语)

职业足球
月到11月是足球赛季。韩国于2002年成功举办过世界杯，还打入了四强。
国内足球包括大邱共有14个队归属K-league进行比赛。
•� 韩国足球委员会 www.kfa.or.kr(英语、日语)/ 大邱FC http://daegufc.co.kr
•� �大邱体育场地址: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路180 ☎ 053-602-2011
•� 公交车: 403、609、849、849-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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