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亲近,
Let’s be

friends

GWANGJU

为 您 准 备 的 公共 交 通 说 明 书

项目的必要性
大家好，我们是 SK 大学生志愿者团体 SUNNY 社会变化挑
战事业的
Way,foreign 组。
光州广城市的交通环境设施被评为很具有系统性。但是我们组
发现很多外国人对于公共交通福利信息认识的人不足，不会享
受这些福利的外国人很多。
因此， 为了使住在光州广城市的外国人会方便地利用公共交
通我们制作了光州广城市公共交通说明书。
这本说明书不仅包含对于公共交通，而且还包含对出租车，
高速汽车等广泛的信息，还说明着各个交通信息和订票办法，
注意事项，会对外国人利用光州广城市公共交通的信息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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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公交车

市内公交车
运营光州内部的路线
光州运营快速公交车(红色), 干线公交车(黄色),
支线公交车(绿色）还有乡村公交车等四类的市内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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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公交车

区分

RED BUS
快速公交车停车几个指定的车站，
比别的公交车运营速度快。
(01~09路)

YELLOW BUS

GREEN BUS

干线公交车从A终点站到B终点站往
返运营长途汽车。

支线公交车是在特定区域（村镇）的大街小巷
里运营的短程公交。

座席公交02路
座席公交车虽然比别的市内公交车贵一点儿 但是会坐着座位到目
的 地车站. 。 由于座席公交只有一个前门，换乘终端机也在前门
,为换乘 使用公交卡时，可要主意这一点。
光州市内公交车和首都圈不同,
좌석02
在上车终端机上不能进行 换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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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交车

마을

换乘制度

※ 特点：路号开始 7**

光州乡村公交的公交费和换乘优惠跟市内公交完全同一，
作 为支线公交车的另一种. 乡村公交车除了东区以外，
在西区, 南区, 北区和光山区里 运营, 主要目地是市内公交不
能解决的广泛的光山区的大街小巷里运营的.

市内换乘标准是市内公交车-地铁-乡村公交车之间
下车后 30分钟以内换乘时可以免费乘客.(不限次数)

换乘办法
只有下车时把交通卡放在下车终端机上的话，可以享受价
格上的优惠。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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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基费率表
青少年

儿童

现金

交通卡

现金

交通卡

现金

交通卡

一般
公交

1,400

1,250

1,000

800

500

400

座席
公交

1,800

1,700

1,500

1,350

1,000

850

问候语

03

감사합니다
（谢谢）

一张交通卡只给一个人提供免费乘客。

•

同一路线之间的换乘不适用换乘优惠。
(比如, 地铁→× 地铁, 循环 01→X 循环 01, 循环 01→ 支援 45→X 循环 01等)

市内公交

成人
区分

•

반갑습니다
（见到你很高兴）

안녕하세요
（你好）

市内公交

换乘及公交车礼仪

•

公交车和公交车之间, 即使经过地铁, 也走同一路线
有的话后面坐的同一路线不能免费换乘。

•

交通卡的余额不足的话, 不能上车。(包含换乘)

•

把现金及车票用的话, 不能享受免费换乘。

•

直行座席市内公交(座席02路)随着基本费用换乘时需要支付额外金额.

•

在光州市内里不价格上的优惠不能适用于光州公共交通和农鱼村公交
之间的换乘。（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光州市内的情况下）

市内公交 礼仪 10
1. 请节制使用手机。
2. 请不要拦阻已经出发的公交车。
3. 请不要要求不是车站地方上下车。

换乘是什么?

4. 请不要从后门儿上车。

意思指无关交通手段, 利用特征交通手段之后换成另交通手段

5. 上车前, 请提前准备交通卡或现金。

时付费区及在不离开车站付费区及不另行购买车票的情况下,

6 .请把宠物放在宠物包里上公交车。

进行跨线乘坐列车的行为。

7. 请给交通弱者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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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免费WI-FI]

8. 上车后，请抓好把手。
9. 请不要做出给周围人伤害的行动。
10. 请在公交车完全停下后下车。

交通弱者专用座位是什么？

交通弱者专用座位是为了老人，孕妇，残疾人，婴/幼儿同行者 或
者有生病的人等等身体不舒的人安装的座位。
以前, 交通弱者专用座位称呼‘老弱座位‘, 但这词汇接受这些座位只为
了老人安装的座位的批评, 最近向’交通弱者专用座位’转变的趋势。
‘交通弱者’不仅身体不舒服的人而拿起重的行李的人等临时弱者也
包括着。

公共汽车 公用WI-FI
谁都可以利用的免费Wi-Fi

[非保安免费WI-FI]
1.在无线网络设置上检索周围Wi-Fi信号。
2.‘选择‘PublicWifi@Bus_Free_0000’ SSID
项目后 打开网络浏览器((鼓励使用基本浏览器)
3. 选择连接画面中央的“公交公共wifi使用”按钮，
使用您想要的服务

1. 在Wi-Fi网络选择公用Wi-Fi保安连接SSID
1-1. SSID : PublicWifi@BUS_Secure
2. 设置认证方式
2-1. EAP 方式 : PEAP
2-2. 2阶段 方式 : 未设置
2-3. CA 认证书 : (未设置)
3. 录入ID/密码
3-1. ID : wifi
3-2. 密码 : wifi
4. 确认连接状态
4-1.确认于PublicWifi@BUS_Secure 连接已完成。

Q&A

市内公共汽车

答疑

Q. 市内公交的头班车和末班车时间？
A. 大部分的头班车是上午5点40分钟，大概运营到下午11点。
Q.公共汽车也像地铁一样，每站都可以下车吗？
A. 不， 公交车只在有乘客下车时停下，在下车的车站把‘STOP’按钮按
才能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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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公交车方向

Q. 付公交费时， 一万单位的纸币也可以使用吗？
A. 由于市内公交车大部分都是小额支付， 最好不要使用万单位的纸币。
使用交通卡是最好的办法。
Q. 在公共汽车里丢失了东西， 怎么会找到东西呢？

A. 首先给您乘过的公交车公司打电话询问， 找不了的话，通过网络“警察
厅遗失物综合门户网站（LOST 112）”的主页可以找到。 丢失的物品在
警察局或公共交通丢失系统中登记为获取物的话，可以进行搜索。

现在位置
要看箭头方向，确认不停车的车站

Q. 想收到后付交通卡，该怎么办呢?
A. 국민卡, 신한(구LG卡, 광주은행卡, 농협卡, 롯데卡, 삼성卡, 외환卡, BC卡，
현대卡, 하나SK卡等 给信用卡公司咨询进行发放。

活用Kakao bus APP
通过kakao bus APP会确认实时公交信息, 当前公交位置等。

1. 在APP STORE下载kakao bus APP 。
2. 搜索公共汽车或公共汽车站。
可以输入公交车站的名字, 或者通过标识牌下面的车站号码输入。

公交车方向牌
可以确认二维码, ARS 音声, 停车站号码
和公交车方向 。
•

* 二维码
通过二维码扫描仪扫描站上的二维码，
提供当前位置的车站公交到达信息。

* ARS 音声
利用ARS 音声服务 : 062-613-5700

通过ARS声音服务可以知道到达公交车信息，
换乘信息, 路线信息·, 我的巴士到达等。

可以把经常使用的公交车及停车站添
加到收藏夹中。

公交车或站点检查

编辑

周边车站

3. 能确认实时公交信息, 当前公交位置。
交通指向的方向是公交车的方向, 有上下车通知机能，
添加部件功能

* 停车站号码
通过检查停车站号码会知道公交车信息。

停车站号码:4349
ARS声音服务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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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Naver地图寻路
(feat.确认上下车车站位置)
1. 在APP STORE下载NAVER地图应用程序。
2. 点击“寻路”按钮“后, 输入出发地和到达地。

搜索场所, 公交车, 地铁或 地址。

出发地
到达地

公交车&地铁

私家车

徒步

自行车

3. 公共汽车/地铁/出租车/徒步/自行中车选择
恁愿意的交通手段。

4. 确认上下车站的位置。
扩大地图, 不仅我的位置还可以知道随着公交线路方向上车
和下车的地方。

点击图标或者用两个
手指放大就可以了。

Clip- how to use city b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j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jr_cAvM
r_cAvM
Clink for
mor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rT-W4Cam7NL6iTvjQZ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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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

地铁
光州市现在运营当中只一个地铁线路
使用交通卡的话, 地图收费比现金便宜一点儿, 而可以于公交车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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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

路线及基费用表
<路线表>

KTX 换乘
郊区公交车收费换乘
郊区公交车收费换乘
(고흥,장흥,보성,화순 방면)

<基费率表>
分开

交通卡

一次性车票

成人/大学生

1,250원

1,400원

中学生(青少年)

900원

1,400원

小学生(儿童)

500원

500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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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地铁

运行时间表

地铁

答疑

末班车

头班车
站名

Pyeong-dong
方面

Sotae
方面

Pyeong-dong
方面

Sotae
方面

Sotae

05:25

06:03

23:27

24:00

Q. 地铁头班车和末班车时间是几点？

Hakdong 〮
Jeungsimsa
Entrance

05:27

06:01

23:29

23:58

A. Pyeong-dong行地铁运营于从上午5点23分到下午11点27分,
Sotae 行地铁运营于从上午6点3分到下午12点,
排车间隔一般是8 ~ 10分钟左右。

Nam Kwang Joo

05:28

05:59

23:31

23:56

Culture Hall (Old
Provincial Office)

05:30

05:57

23:33

23:55

Geumnam-ro 4-ga

05:32

05:56

23:34

23:53

Geumnam-ro 5-ga

05:33

05:54

23:35

23:52

Yangdong Market

05:35

05:52

23:37

23:50

Dolgogae

05:36

05:51

23:39

23:48

Nongsung

05:39

05:49

23:41

23:46

Hwajeong

05:40

05:47

23:43

23:45

Ssangchon

05:41

05:46

23:44

23:43

Uncheon

05:43

05:44

23:46

23:42

SangMu

05:45

05:42

23:47

23:40

Kim Dae-Jung
convention center

05:46

05:41

23:49

23:38

Airport

05:50

05:37

23:52

23:35

Songjeong Park

05:51

05:36

23:54

23:33

Gwangju Songjeong
Station

05:53

05:34

23:56

23:31

Dosan

05:55

05:32

23:57

23:30

Pyeong-dong

05:58

05:30

24:00

23:27

Q. 使用一次性车票时，可以换乘吗？
A. 不, 只使用交通卡时会享受换乘优惠。

Q. 在地铁里丢失了东西, 怎么会找到东西呢？
A. 如果地铁出发之后您把东西丢失的事实发现了的话，请就去站务室。
如果如果后来才知道把东西丢失的事实发现了的话，请就去下车过的地铁站。
如果几日后才知道把东西丢失的事实发现了的话，请就去下遗失物中心
(062-604-8554) 。
您记住地铁号码, 下车时间, 车厢位置的话, 就能更快地找到东西。

Q. 到光州综合巴士客运站最近的地铁站是哪里？
A. 从光州综合巴士车站最近的地铁站是Hwajeong 站(4号出口)，
坐汽车6分钟, 坐公共汽车15分钟, 步行20分钟左右。
Q. KORAIL光州松亭站和地铁松亭站直接连接着吗？
A. 是, KORAIL光州松亭站和地铁松亭站通过光州松亭站4号出入口直接
连接着, 到KORAIL站大约有200多米的距离。

光州市现在运营当中只一个地铁线路，
2号线正在进行开通工程，完工预定年是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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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aver地图寻找地铁站出口
以下为从쌍촌역到NC웨이브충장점的例子

1. 打开app后点击길찾기.

MEMO

2. 输入出发地与目的地

금남로 4가역
1号出口确认

OR

3. 请放大<도착>区域，
确认出口位置.

Clip- how to use subway

也可以在指南窗口中确认出口位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jr_cA
Clink for more
vM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i_2GF1tE6w&t=3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rT-W4Cam7NL6iTvjQZ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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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卡

HANPAY

在公交与地铁换成时需要用的卡

CARD

Hanpay卡是先付公交卡中的一种
不仅可以在公交, 地铁, 出租车上使用, 也可以在公共设施内进行结算。

在充值一定的金额后, 每次乘公交或地铁时, 卡上都会扣除相应的
金额。卡的种类与设计也非常的多样化。

由于Hanpay卡的公司本部位于光州广域市, 在本市使用更加便利。
在CU, GS25, 光州城市铁路局, 光州银行ATM机, 一般的充钱加盟店都可以充钱,
与普通的交通卡一样, 缴纳公共费用, 停车场费用的结算等提提供多样的优惠。

若此卡丢失时, 请致电hanpay卡顾客中心(1566-1554）进行挂失与退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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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通过Hanpay官网进行挂失
交通卡

先付交通卡

T-MONEY CARD

CASHBEE

M-PASS: 以天为单位发行, 地铁, 公交, 机场铁路等一天最多可换乘20次.
但只能在首尔与济州岛使用本卡。

CARD

在周边的便利店可以轻易的购买到
本卡的优点是先付的充钱方式,, 不仅能当交通卡,
也可以当作一般的结算卡使用, 使用的范围较大。

<费用介绍>
天数

1日券

2日券

3日券

5日券

7日券

价格

10,000

18,000

25,500

42,500

59,500

下午5点
以后
结算价格

7,000

15,000

22,500

39,500

56,500

<特点>
公交, 地铁, KTX都可使用
在便利店, 超市也可使用

500원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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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卡

后付交通卡

后付 交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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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卡

各区域交通行政部门的信息

若使用大众交通遇到不正当待遇或不便时，
拨打下面的号码, 可以收到各区域负责人提供的帮助

每月一次自动转账的卡, 银行卡公司发行的银行卡和信用卡增加了交通
卡的功能, 但大部分的公司都提供后附交通卡的功能.

光州广域市 大众交通科

613-4511~7

所以, 在主要使用的银行里申请具有后付交通卡功能的银行卡就行。
具有后付交通卡功能的银行卡背面有关于后付交通卡的标志。

东区 交通科
西区 交通科
南区 交通科
北区 交通科
光山区 交通科
光州地方警察厅 交通安全系

608-2662
360-7367
650-7319
510-8919
940-8562
609-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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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市内公交

Q. 卡坏了也能退款吗？

答疑

A.

Q. 想要退先付交通卡中剩余的金额的话可以退吗？

仅对最初充值后两年以内的不良卡退款, 对于损坏的卡不支持退款
不良卡指外形上没有异常, 但因功能问题无法充钱或无法正常使用的
T-Money卡, 因本人故意或过失导致漏洞, 褶皱, 弯曲, 粘贴, 烧毁,
破碎, 开裂等破损卡无法退款。

A. 外表与功能无异常的TMONEY卡在加盟店(711便利店除外)都可以进行退款。
减去500원的手续费, 受理后的卡会退还给顾客。但不能只退还充值金额的
一部分, 需要退全部金额。余额比手续费少的情况或余额大于2万韩元以上
的情况需要亲自访问(株)韩国smart卡本部才可退款。

地铁站内T-Money服务中心
- 领取退款袋
(首都圈地铁1~8号线, 仁川地铁1~2号线）

全额退还服务

便利店

减去500원的手续费
后全额退款

- 在GS25\CU\BuyTheWay\711\ministop
领取退款袋(部分便利店除外

T-Moneny卡&支付官网

邮筒接收

退还账户

- 在官网故障卡退款页面申请和领
取退款袋

领卡

收卡

站务员接收

故障卡余额退还

部分退还服务
减去500원的手续
费后, 退还申请金额

SKT,KT,LGU+直营代理店
-亲自访问移动通讯社直营店申请
(只在SUIM卡不良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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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出 租 车

快速且便利的交通方式
出租车空车灯亮的话, 可以用手势打车。
正常运行的出租车车牌号为”아,바,사,자”开头

01

出租车

费用介绍

从起步价3300원开始, 根据距离或时间各增加100원的方式，
但夜间（晚上12~4点）额外增加20%的费用, 以起步价为3916원，
根据时间或距离各120원的方式。
具体的费用情况请参照下表。

区分

作用基准

一般出租车

模范/大型出租车

基本金额
（起步价）

2km

3,300원

3,900원

距离金额

-

每134m，100원 每156m,200원

时间金额

-

每32秒，100원

每36秒,100원

夜间(零点~四点钟)

20%

-

市外

35%

-

复合附加
(深夜+市外)

40%

-

附加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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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出租车

拒载情况

用kakao taxi迅速且简单的叫车方法
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叫车,请使用到出发/到达预定时间为止的便利的
可可出租车。 结算也很方便,可安全使用。

是否有过因无正当理由被拒绝乘车或中途下车的经历？
由于这是不正当的拒载行为, 可直接拨打120进行举报。
举报时需要提供拒载日期和时间, 场所和目的地等。
最好保留手机的视频和录音记录.

询问目的地后拒载的情况

以开车不便的理由
在未到达目的地前
让乘客下车的情况

听到目的地要求
在反方向乘坐时

3. 号码认证后加入完成

1. App设置

2. 条件同意

4. 点击出租车图标

5. 设置出发与目的地

6. 叫车

16

4
高速大巴/市外大巴

高速大巴
是利用高速公路快速往返于其他地区的公交
公交是去其他地方最方便的手段之一。其中, 高速大巴可以准确
的确认出发时间, 预约座位。另外, 在大巴站内的售票窗口或售票
机上预订时, 使用信用卡可以进行网上购票。去全罗南道地区时，
可以通过窗口右侧的售票机迅速购买车票。

01

高速公交

预订方法-利用高速公交app
1. 在appstore中下载고속버스app。
2. App设定后点击运行
[高速公交预订-> 输入出发地, 目的地和日期后点击查询->
选择调车信息-> 选择座位 -> 结算] 按上述顺序进行即可

2-1请选择高速
公交预订.

2-2)选择出发地, 目的地，
日期后点击“查询”

2-3)选择所需时间段
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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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hould tag
it to E-pass

02

高速大巴

座位的区分

高速大巴有高级大巴, 优等大巴和普通大巴三种

1. 普通大巴
每个座位左右各有两个位置, 座椅可调节的角度有限, 最便宜。

2-4) 选择座位后,
请选择成人/儿童/
高中生按钮。

2-5) 在下列结算手段中选择
个进行结算即可。登记结算
时经常使用的银行卡, 下次
可以更加方便地结算。

2-6) 结算后会生成二维码，
乘车时出示二维码即可。
乘车后票上会显示检查完成,
不可再次使用。

乘坐大巴时的注意事项
在乘坐大巴之前, 一般大巴需
要实物票, 但优等大巴和豪华
客车可以通过二维码直接乘坐
这时, 需要在大巴上扫二维码.

2. 优等大巴
每排有3个座位, 间隔更宽。脚垫和座椅可调节的角度比普通大巴要大。
在一般, 优等, 高级大巴中是最普遍的大巴。

大巴在经过总运营时长的一半时
会义务性的告知到达服务区。
在服务区休息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内需回到车内, 由于服务区内大巴
较多, 下车时需要记住自己乘坐大
巴的位置与车牌, 以防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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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级大巴
比优等大巴减少7个座位，运营21个座位。因此, 座位更宽, 座椅最大可调
节160°, 不会前面座位倾斜的影响。提供个人无线充电器, 座位的遮挡窗帘,
个人桌子, 个人的AVOD, 可以插上耳机光看个人电视。
但是价格是普通大巴的两倍左右, 而且缺点是排车不密。
普通大巴和优等大巴都是红色, 而高级大巴则是金色的。

Q&A

高速巴士

答疑

Q. 迫切需要取消预订或不得不更改时间时, 可以退钱吗？
A. 预约变更时，乘车前两天不需要手续费，出发前一天或者出发当
天发车前一天取消将收取10%的手续费(购买当天车辆需取消是，
出发前一小时内取消不收取手续费。)

Q. 申请违约金和手续费的情况是怎样的？
A. 预约, 预订的车票在出发未使用, 取消或主票未使用时, 将收取车
票金额20%的违约金。购买的车票在已出发未到达目的地前取消
时，将收取车票的30%。积分购买的车票:在出发时间前取消时，
积分将100%退回, 在出发后取消时, 扣除100%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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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
想要去其他地区的时候使用
大巴可以分为高速大巴和长途大巴,高速大巴是通过两地高速
路直达两个地区, 普通长途大巴可以行驶在高速公里, 国道,
地方道等, 也可以经过几个地区。

01

2-4) 选择座位后,
请选择成人/儿童/
高中生按钮。.

长途大巴

预订方法-使用长途大巴app

2-5)下列结算手段中选择一个 2-6) 最后, 电子票在无人售票机
进行结算即可。登记结算时
或窗口出取票。可以通过购买
经常使用的银行卡, 下次可以 的卡号/生日/电话号码取票。
更加方便地结算。

1. 请在appstore中下载长途大巴app.
2. App设置后点击运行
[长途大巴预订]-> 输入出发地与目的地 时间后点击查询->
选择调车信息-> 选择座位-> 结算] 按上述顺序进行即可.。

2-1) 请选择预订长途巴士. 2-2) 选择出发地, 目的地
日期后点击“查询”

2-3) 选择所需时间段
的公交车.

车票购买时的注意情况
1. 当天出发的车辆出发前十分钟可以购买
2. 一次最多可购买十张票. 若想购买十张以上的话可以重复购买
3. 领取预买的车票时，必须携带购买车票的银行卡并告知大巴站
相关购票窗口有预约，出示银行卡即可领取车票
但在不得已而未能携带银行卡时，将预约的号码厨师刀售票窗口，
也可领取车票（存在领取方法有差异的大巴站，
具体相关情况请联系当地大巴站）

通过官网订购车票时, 由于是实时在线处理, 请您在购票后确认是否因
线路故障或其他通信故障而导致购票失败。未确认的情况时,
一定要通过预约查询菜单确认是否订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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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取消手续费

车票预定介绍

区分

1. 错过出发时间后, 将无法领取车票。
为了避免出出发当天较多的人流量,
请在出发前到达大巴站领取车票。
2. 部分银行卡与法人卡可能会被限制预订
3. 用来预定的银行卡丢失或重新补办时，
可在售票窗口出示用于购买车票的卡号也可领取车票
4. 购买往返车票时,需用信用卡购买两张成人票，
车票只可在乘车地领取。

02

车票
(包括电
子车票)
领票后
预定后

长途大巴

取消时间

手续
费

发车前2天, 车票领取时间
（不包括预订后）
在1小时以内或预订时间的1小时以

没有

车辆出发前1天~1小时前

5%

车辆出发1小时以内~出发前

10%

车辆出发6小时以内

30%

车辆出发6小时以后
* 预订和电子车票在车辆出发6小时以后自
动取消(无退款)

100%

日期变更与取消预订-长途大巴app

长途大巴日期变更与取消介绍
需要变更或取消预订时可在'长途汽车预售>预售查询/取消/变更'中处理。

3단계
可在 ‘长途大巴预订>预定查询/取消/i按更’ 查询预订的车票

确认预订明细后，点击'详细'按钮
移动到预售详细页面.

在预订明细详细页面确认预售顶车票后，
点击下端“取消预订"或"变更购买/变更时间"，
可以变更或取消预售。
※. 如果变更或取消预订时, 可能会产生手续费或变更更显有折扣的金额
详细的规则可以在下一内容中确定

长途大巴预订变更注意事项(时间变更)
➢
➢
➢
➢

➢
➢

选择“变更 > 时间变更”按钮后可以变更预订的车票。
但, 时间变更时, 已预订的车票需全部取消后重新预订。
单程与往返车票都可以更改时间。
时间变更时, 票数, 座位等都可以变更。
车票取消后将以转账的方式退回银行卡,
因此需要3~5个工作日处理。
时间变更时已有购买的所有内容都将会被取消, 享受的折扣优惠也
将会被删除, 变更时根据选择的时间, 票数, 座位等情况享受优惠。
打折的车票不能更改票数与时间。
*打折:预订折扣/团体预订折扣/往返预订折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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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预订变更注意事项(票数变更)
✓ 选择“变更 > 票数变更”按钮后可以更改票数。但,票数只可减少。
✓ 只能在单程预定中减少车票，往返于定中无法变更。若需在往返车
票中减少票数需重新预订。
✓ 票数变更时，将对以购买的车票全部取消，对变更的票数进行
重新结算
( ex, 将已购买的5张更改为5张时: 全部取消后再重新购买5张. )
✓ 对于取消现有车票的退款，会根据信用卡和银行卡需要大概4~5个
工作日的时间处理
✓ 票数减少时，对于已购买车票的日期、时间、座位等不可更改.
✓ 需要变更预订时间时，可点击变更时间按钮进行变更。
✓ 需要变更预订车票的座位时，需取消全部车票后重新订购。
✓ 票数减少时可能会改变之前所使用的折扣优惠。
- 事前享受折扣优惠时，更改票数后可继续享有当前优惠.
- 团体预定的折扣，因票数减少而不符合折扣条件时，
可能不适用折扣优惠。
✓ 打折的车票不可更改票数/时间。
*打折:预订折扣/团体预订折扣/往返预订折扣等

Q&A

长途大巴

答疑

Q. 车票预订到扫描时候为止?
A. 长途大巴没有特地车票预约时间，输入所选路线的调车信息日期之前都
可以预订。.调车信息的输入由出发地的大巴站进行处理，一般以现在日
期为准，有向后一个月的调车信息，如果显示“没有可查询的内容的话”请
到出发地的大巴站咨询。

Q. 为什么会出现预订的车票位置与实际使用的位置不同的情况？
A. 预订时出现的座位安排图是大部分长途汽车所具有的一般形态的座位安
排图。根据客车的种类不同，左右侧可能会发生改变，预订时的座位与
实际作为不同的情况也可出现。

Q. 预订时发生错误，再次预约时选择的座位显示像第一次选座位一
样不可选择是预约好了吗？
A. 预订时在座位选择步骤中选择座位时，为了防止同时预订同一座位，与
是否预定成功无关，预约失败的座位需要等5分钟后才能预订。若想预
订同一位置，请在预订失败5分钟后重新尝试。是否预定完成可通过预
定查询菜单确定。

Q. 在官网预定的车票用纸质车票出票后如何取消？
A. 官网预订的车票在大巴站无人售票机或窗口换得纸质的车票后，需要取
消的话应在与车票上出发地一致的大巴站售票窗口进行取消
※ 不可再官网取消

下载
安卓版
请在谷歌商店搜索长途大
巴app或扫描二维码下载

IOS版
请在appstore搜索长途
大巴app或扫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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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

预订方法-乘大巴app

3-3) 选择想要的座位后，
点击成人/高中生/儿童。

1. 请在AppStore中下载“乘大巴(버스타고)app。

2. 运行app将会出现“会员预订/非会员预定”页面。此时，
会员预定时，加入会员并点击会员预订，
非会员预订时只需在结算时点击非会员预订即可。

3. 这是正式的预定窗口
[输入出发地、目的地和日期后点击查询-> 结算]
按以上顺序进行即可。

3-1) 出发地、目的地、
路线登先择后点击查询。

3-2) 选择所需时间的大巴.

是否一定需要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时, 可登记经常使用的大巴站与银行卡, 方便下次预订。

3-4) 未加入会员时, 可根据该窗
口通过验证码（出生年月日）
和电话号码进行非会员预订。

3-5)输入银行卡信息后点
击预买即可完成购买。

与长途大巴一样, 该电子票需要在无人售票机或窗口领取实物票，
可根据用于预订的银行卡/出生年月日/手机号领取。
☎ 顾客中心 1644-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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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

预定变更与取消 – 乘大巴app

取消产生的手续费与据付违约金的介绍
区分

条件

手续
费

- 车辆出发前2天

车票查询/变更/取消
1. 预订后请务必通过车票查询/变更/取消菜单确认预订成功与否.
2. 非会员订票的顾客在订车票时, 需知道使用的卡号或出生年月日及电话号码。.
3. 领取预订的车票时，必须携带预订时使用过的银行卡，
如果安装了用于发放网上预订车票的无人售票机app，
请在相应机器上插入银行卡，即可领取预订车票。
4. 变更座位时，不需要输入结算信息即可直接变更，变更时间与大巴等级时，
已预订的车票

车票
(包括电子
车票)
领取后
预订后

- 车票领取后1小时内（预订后领取除外）
或预订后1小时以内
- 仅限指定车辆出发当天同一目的地可取
消一次（但，仅限指定车辆出发前）

✓
✓
✓

无法领取已经过了出发时间后的车票.
预订时使用的银行卡丢失或重新办理时，如不记得预订时使用的卡号可在
窗口通过出生年月日及手机号码领取，详细情况请到大巴站窗口咨询。
信用卡公司已收到购买信息的情况下取消预订时，信用卡审批取消可能需
要7天左右的时间。 未确认是否取消信用卡认证时，请向相关信用卡公司
咨询。

-指定车辆出发前1天~1小时前

5%

-指定车辆出发1小时以内~出发前

10%

-指定车辆出发后6小时以内

30%

- 指定车辆出发后6小时以后
*预订及电子车票的情况，出发6小时后
自动取消（拒付处理）。

注意事项

没有

100%

确认事项
➢
➢
➢
➢

网上预订后，只能在相应和票出发地的大巴站进行退票.
可变更车票（出发日期、出发时间、座位号、人员），并可根据取
消手续费及拒付违约金政策另行收取手续费。.
截至出发时间未取票或取消的预订时，将在第二天自动取消（拒付
处理）。.
违约金低于100원时以100원处理.

作废处理?
预订后在大巴出发时间之前未取票或取消预订票的情况，
意味着预订车票作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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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等型长途大巴打折介绍
将对乘坐优等型长途大巴的乘客实行特别优惠费用政策。
本折扣价仅限于成人且不得与其他优惠政策同时使用。由于初高中生，
儿童享受法律折扣待遇，不能适用此折扣，敬请谅解。

优惠类型

优惠率

适用对象

提前预订

- 减免优等型长途大巴费用的10%

- 网上预订/
手机预订

团体预订

-减免优等型长途大巴费用的10%

-网上预订/
手机预订

往返预订

-减免优等型长途大巴费用的10%

-网上预订/
手机预订

▪ 提前预订 : 出发两天以前购买
▪ 团体预订 : 5人以上10人以下的团体
▪ 往返预订 : 同一路线同一区间的往返乘客

Q&A

乘大巴app

答疑

Q. 网上预订车票后，须在出发前几小时到达？
A. 出发前领取票后到达即可。

Q. 优等大巴与一般大巴有什么差别？
A. 优等型长途大巴只有28个座位，而一般型的大巴具有45个座位，
费用相同。（但，部分路线可能存在价格差异）

乘车口
由于出发地不同，每辆车的乘车口也不同,
可根据车票上的乘车口提示快捷的找到所需乘车口。

Q.在大巴站领取到纸质票后回家可以在网上取消吗？
A. 在大巴站领取车票后仅限在大巴站取消，
需要携带纸质票亲自去大巴站取消。

乘车口

Q. 使用银行卡在网上或大巴站购买车票后，车票丢失的请款
下可以不再付款补票吗？
A. 不可以，因为车票属于有价证券类的物品，
具有购买力所以不可以免费补办，需重新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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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大巴

预订方法- 无人售票机

MEMO

使用介绍
▪ 插入结算的银行卡可领取预订的车票.
▪ 领取方法 : 预定的银行卡 > 读卡 > 领取车票
▪ ※多重预售时可选择领取部分车票.

位置
▪ 卖票处旁

Clip- how to use express b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EbL8jNZ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
Clip- how to use inter-city b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cIS3uEkKw
jr_cAvM
Click for mor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rT-W4Cam7NL6iTvjQZ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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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T X

KTX
韩国的动车

01

KTX

什么是KTX

KTX是韩国国内连接首尔与南部地区的动车。从首尔到釜山只需大约
2小时18分钟，能够快速的到达其他城市是KTX的优点。车票可通过
火车站、app、旅行社购买

KTX可到达的城市 >

大概的费用情况
铁路

路线

周一~周四

周五~周日/公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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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搭乘KTX的地方

在光州松町站(송정역)可搭乘KTX。
除KTX之外还可乘坐str或
木槿花号列车到达其他城市。

KTX

预订-KTX官网
KTX 官网 支持（英文/中文/日语）

KTX VS SRT VS 木槿花号列车
如果时间充足又想享受低价的费用的话> 木槿花号列车
(以光州松町站到龙山站为基准，所需时间:4小时20分/ 费用:22,300won)

如果想快速的到达其他城市的话>推荐乘坐KTX或STR
(KTX:以光州松町站到龙山站为基准,所需时间:약2시간/费用: 46,800won)
(SRT:以光州松町站到龙山站为基准,所需时间:약2시간/费用: 40,300won)

1首先，请登录(www.letskorail.com)
2.在官网的左上角有“车票简便预订”窗口。请在此窗口输入出发地，
目的地，出发日期、时间与人员后点击查询

取消规则
<出发前>
- 周一到周四出发前三小时可免费取消
- 周一到周四出发前三小时到出发时间前取消时将收取5%的手续费
- 周五~周日，公休日，节假日等出发前一天取消时将收取400원
的手续费(购买后7日内退款时减免）
- 周五~周日，公休日，节假日当天~出发前3小时取消时将收取5%
的手续费
- 周五~周日，公休日，节假日出发前3小时~ 出发时间前取消时 10%

商务舱 VS 经济舱
商务舱的价格比经济舱更高，可移动空间更大。除双人座之外
还有单人座，座位间的间隔更大。KTX的商务舱还可提供给饼
干、坚果与湿巾，并提供睡眠眼罩

3.点击“车票预订”将会出现如上图所示的画面。在此页面
直接点击预订后将会被随机安排座位。
4. 如果想要选择座位的话，请点击“选择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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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X

预订-app(Korailtok,코레일 톡)

5. 如果点击了“选择座位”后，请选择您所想要的座位。
: 先择车号。
: 再选座位。
6.登陆后可通过“便捷结算/银行卡/转账”的方式进行结算
7.结算后，将会出现请选择“打印/电子票/手机短信取票”三种取票方式

1.请先下载Korailtok(코레일 톡)
2.确认出发站，到达站与出发日期后请点击预订。
3.请登录。

网站打印票
需要自行打印车票，若发生不可打印的情况，请本人亲自去火车
站领取车票。
(根据情况不同，可能很难适用之前可能的折扣。.)
电子票: 需要安装Korailtok(코레일톡)
Phone SMS : 仅限于非智能手机(老年机）
注意!
收到网站打印票或电子票后原则上是不允许截图发给他人。
乘车时仅认证网站打印票的纸质打印票或korailtok上的电子车票。
(结算时出现错误的情况请联系车站售票窗口或顾客中心）
一般电话咨询 : 1544 -7788 , 1588-7788 , 1544-8545 (06:00~22:00)
英语咨询专用 : 1599-7777 (08:00~22:00)

4.点击经济舱或商务舱后请按“选择座位”或“预订”
（直接点击预订的话将会被随机安排座位）
5.选择座位后请确认车票信息。
6. 结算后，车票上将出现电子车票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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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KTX

预订-火车站

KTX

答疑

使用买票窗口是在火车站买票最一般的方法。但是排队人数过多或希

Q:没有专门为外国人的优惠吗？

望线下购票的话，可自行使用自动售票机。

A: 想要短期内在韩国旅行的外国人请下载korail pass(코레일 패스)

-什么是korail pass？
是在规定时间内可自由使用韩国铁路公司所运营的所有列车的外国人专用
车票。可在官网直接购买并打印，通过官网可随时自由选择座位，只要护照
信息与个人结算信息相同即可轻松预订。通过korail pass购买的车票需打印
出来，并且在乘坐时出示护照。

1.请选择快速购买或一般购 2.请选择到达车站。
买,换乘车票，残疾人，
对国家有功者请选择一般购买,
除此之外青玄这快速购买。

3. 请选择出发日期

4.选择火车种类
(KTX为快速列车，
其他均为一般列车)

5. 选择搭乘人员

(▲登录korail pass官网，选择语言后将会出现车票购买窗口

类型

一般成人

一般儿童

团体折扣

2日
3日
4日
5日

6. 请选择 经济舱/商务舱

7. 结算

若购买时出现错误，
请点击自动售票机
上的红色按钮联系
职员。

有3、5天的连续券和2、4天的联系券(10天内可选择），2~5人购买时
可享受折扣。购买korail pass车票后，与ktx相同的ITX、新村号、木槿花号
等列车均可无限制的乘坐经济舱（SRT，Korail运营的电动列车、
临时观光列车除外），另外只需增加商务舱50%的费用即可升级为商务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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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火车上遗失物品时该怎么办

Q. 预订时什么是自由座?
A. 自由座
“在开车前乘客可乘坐的指定自由座”仅限周一~周五，周六、
日、公休日不安排此座位。一般乘客可享正常票价5%的优惠进行购买。

自由座

A.
1. 遗失之后：需及时向站务室申报，如果知道列车号，
乘车号及乘坐位置可快速的找回。
2. 乘坐中遗失：联系乘务员
3. 长时间后发现物品遗失：在警察局LOST112(www.lost112.go.kr)
确认失物招领后，请联系铁路顾客中心(1544-7788)/主要车站遗失物中心。
▼主要车站遗失物中心联系方式
(http://www.letskorail.com/ebizcom/cs/guide/lost/lost01.do#contect_1)

警察局LOST112使用方法
失物招领查询

请详细填写下列选项
有助于快速查询丢失物

种类

丢失地区

物品名

丢失场所

丢失者姓名

接收种类

自由座预订方法:
仅限于查询korailtok时指定席位售罄的列车，可确认见机舱的选项
已变为“自由座”。选择自由座后点击结算即可购买自由座。KTX的自由座
可通过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或korailtok app购买。

丢失时间

查询

主页面详细查询遗失物的窗口。通过种类查询选择种类名，
然后请选择其他选项如果找到遗失物的话会通知本人请到保管处确认后领取。
(7天以内可到火车找寻找，7天以后请到警察厅询问。)

31

Q&A

KTX

答疑

Q. 什么是椅子座？

Q. 车票丢失的情况!

A. 椅子座

A. 车票再领取顺序

自由座和一般座售馨的情况下贩卖的车票。与经济舱相比享有15%的优惠。
是可利用个车厢连接间设置的椅子的车票。

1.向售票窗口职员告知纸质车票丢失，并提供结算时使用的银行卡，会员号，
发票，电话号码以及领取车票时输入的信息。
(此时，非会员的情况只需提供预订人的姓名与电话号即可）

2.需再次结算相同的费用
设置椅子的车票

3.在火车内须向乘务员亲求签署不再使用丢失车票的证明。
(如果没有乘务员的签名的话，到站后不给予退款）

4.到账后只需在窗口提交最少400won的手续费即可退还重复结算的费用。

椅子票预订方法
运行korailtok后，查询列车时指定座位和自由座售馨的情况下可购买。
KTX的椅子票可通过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 korailtok app进行购买。

车票丢失的情况下，不可请求车票邮寄、变更、变换。
非会员银行卡购买的情况，再确认购买车票的事实后可重新领取车票。
即使是在售票窗口购买的车票，如果丢失的是椅子票和自由座的车票将
不可再重新领取。或即使是有座位号的纸质车票，使用现金结算时也不
可索要现金发票，如果没使用会员卡号的累计积分的话，不可重新领取
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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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KTX

答疑

MEMO

Q. KTX有积分制度吗?

使用KTX时，可结算金额的5%~10%的会员积分
(参考车票价格下表示的积分ⓜ5%或积分ⓜ10% ）
但，非原价购买的（打折购买）情况，将不适用积分制度。使用旅行券
购买的车票也不适用会员积分制度。

积分使用方法
1.KTX车票预订时可使用会员积分（参考左图）
2. 在Korailtok运营的700多个火车站/电车站都可使用
会员积分。
3.不不得退票的情况，剩余积分会根据情况生成优惠
返换金，此金额可抵会员积分。车票退还时，可选择是否
使用积分来抵手续费。

Click- how to use KT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w2Ned3f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jr_cA
vM video!
Click for mor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rT-W4Cam7NL6iTvjQZ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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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
光州广域市官方共享的自行车服务

01

公共自行车

什么是타랑께？

公共自行车-타랑께
为了让大家感到更加亲切，将公共自行车的名字定名为“타라니까”
的全罗道方言版“타랑께“。可轻松租得，使用后可便捷的返还。作
为使用自行车的大众交通，平时用于上下班，夜间和节假日可在

公园或者小溪边骑行，是具有休闲娱乐和创造性的绿色交通工具。
2020年7月1日起，光州正式启动官方公共自行车服务“타랑께＂
(目前，仅限尚武地区使用，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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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公共自行车

使用方法

公共自行车

自行车租借方法 (运营时间 : 07:00 ~ 21:00)

使用app租借的方法

“타랑께”的使用方法例子
将介绍地图上的标示, 希望使用时没有不便

自行车的位置

1. 访问自行车站点
访问”타랑께“自行车站点
2. 运行app
运行app后点击登录

停车点的位置

3. 购买使用券
购买定期或天数使用券。

现在所在位置

4. 租借
App运行后扫描自行车上的二维码

在PlayStore或App Store搜索’타랑께‘后下载APP的话会出现上述画面。

5. 租借完成
①点击一次中央按钮后，②根据语音提示（扫描自行车的
二维码），③打开解锁装置。

之后加入会员即可。蓝色点表示返还自行车的场所自行车标表示可租借的
自行车位置。确认过自行车的返还场所与位置后即可租借。

会员加入介绍
满19岁以上的成人: 需要本人名义的手机号
未成年(15岁以上19岁以下): 需要本人名义的手机号
•外国人(国内居住者): 需要外国人登陆证号码与本人名义的手机号
•※法人名义注册的手机号持有者不能加入。.

用交通卡租借的方法
1. 访问自行车停车场
访问”타랑께“自行车停车场
2. 银行卡识别
①按中央按钮1次后，根据语音提示
②在交通卡识别机上插入交通卡。
3.租借完成
③打开解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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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中央按钮会出现说明书.
2. 运行app后点击登录购买使用券.

05

公共自行车

使用费用介绍

区分

基本使用费用
(90分钟以内)

3.扫描二维码后会解锁，即可使用。

04

公共自行车

自行车返还方法

会员
年(12个月)会员

30,000원

半年(6个月)会员

20,000원

月(30日)会员

5,000원

周(7日)会员

2,500원

日(1日)会员

1,000원

费用结算方法

信用卡，虚拟账户，转账

结算场所

타랑께官网和 타랑께 app

追加费用

90分钟以后每30分钟500원

1. 访问自行车站点
在app中查询自行车站点后访问
2. 停滞自行车
在타랑께自行车停车场停车
3. 返还完成
ⓛ自行车上锁后 ②点击一次中央按钮..
③收到提示音之后即表示返还完成。

• 基本使用时间为90分钟，费用为1000원，超过时每30分钟500원
• 타랑께租借后，返还时只需在附近的返还区域返还即可。
• 在非返还场无法返还，将会发生追加费用（每30分钟500원)
• 租借后，可在app中确认剩余时间。
• 可以实时确认使用中的自行车数和可使用的自行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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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

解决故障的方法

1. 访问自行车站点
①出现故障的自行车锁车后②点击一次中央按钮
2.扫描二维码
按下应用软件主下端故障申报按钮（顾客中心-故障申报, 在相
应自行车的锁定装置上扫描二维码。

失损违约金
故意损坏或丢失自行车或盗窃타랑께设施时, 需按相关规定收取费用。使用时发
生违法, 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及费用应由使用者承担。

注意事项
1.虽然会经常检查维修自行车状态, 但行车前请务必确认刹车情况。
2.行车时请勿急剧改变路线, 并观察周围是否有车或人来。
3. 타랑께是一般生活用自行车, 不能用于赛跑、登山、自行车特技等特殊目的。

3.申报完成
在自行车信息窗口中选择（图片）故障部分进行申报即可。

4. 行驶中请勿拨打电话。
5. 一辆自行车请务载两人以上。
6. 请务使用自行车炫技。

07

7.在非停放区域停放时，请务必使用自行车上安装的“辅助锁定装置”锁车后在
公共自行车

其他事项

基本事项

进行检查。
8.行李架上的篮子不要承载过重的重量。

1.为了使更多的市民可以使用타랑께, 超过90分钟时将会额外追加使用费用
在基本时间内返还自行车时, 再次租借自行车将不再发生额外费用
（90分钟内）
2.为了自行车的运营, 使用者的手机号发生改变时须在官网进行手机号变更。
无法结算的话将不可使用自行车。
正式会员的情况, 追加费用结算在延长正式会员权限时进行追加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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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公共自行车

答疑

MEMO

Q1. 自行车的实际位置与地图不符
A. 租借自行车时, 服务器每5分钟接收一次自行车上的GPS信号。在移动
中5分钟就能移动到相当远的地方。 退还时, 每30分钟用服务器发送一次
自行车位置。

Q2. 租借时出现“状态传送中”的提示
A. 服务器每5分钟会接收一次自行车的位置信息, 虽然大概会在一分钟以内
结束, 但位于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时, 传送状态所需的时间会更多, 此时将暂
时无法租借, 请稍等片刻后再次尝试。如果边上有其他的自行车时可租借其
他自行车。

Q3. 可以用交通卡结算吗？
A. 不可使用交通卡结算, 仅支持信用卡, 银行卡, 转账, 虚拟账户汇款单方式。
但, 具有交通卡功能的银行卡在最初第一次登陆的话, 下次使用时按下按钮后,
在提示音出来时, 将登录的银行卡放在按钮处即可进行本人确认, 身份确认后
可使用自行车。

Q4. 扫描二维码不太好用
A. 扫描二维码进行租借时, 请激活手机的GPS(位置信息, 蓝牙后, 在锁定装置上
扫描二维码。

Q5. 超出尚武地区会怎么样？
A. 如果使用타랑께超出尚武地区时, 将会发送通知用户的短信。
超出区域时将无法返还, 可能会发生追加费用。

Clip- How to use shared-bicyc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YiQ2QUD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jr_cA
vM video!
Click for mor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rT-W4Cam7NL6iTvjQZ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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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板 车

滑板车
关于公共滑板车 “지쿠터”的介绍

01

滑板车

使用介绍

运营时间
Am 07:00 ~ pm 20:30

1. 设置지빌리티app
2. 会员加入
3. 登陆驾驶证与结算银行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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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滑板车

使用方法

请打开app在地图上寻找
Gcooter

滑板车

注意事项

请停在不会妨碍通行的道路旁边或自行车停
放点。

为了安全请务必使用安全头盔。

在Playstore或Appstore中搜索지쿠터后下载app的话将会出现上述画面。
之后点击会员加入即可。点击右下方的位置按钮即可显示自己现在的位置。
绿色的G为지쿠터所在的位置，请确认离自己较近的지쿠터位置后进行租借。

扫描要乘坐的Gcooter
上的二维码后，将会与通知一起解锁。

请利用两边的道路安全行驶。

使用지쿠터时需要驾驶证认证

为了安全不可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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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滑板车

费用介绍

区分

第一分钟

追加金额/每分钟

Gcooter

300원

130원

Gcooter pro

300원

150원

滑板车

停车介绍

请停在不会妨碍通行的道路旁边或自行车停放点。

请按照方块区域进行拍摄

在非服务区域使用时将会追返还费用。
离开服务区域后, 按2000韩元到距离的比例, 最多可支付30,000韩
元返还费用, 敬请注意。.

- 使用结束后在服务区域停放时, 请停在不会妨碍通行的道路旁边
或自行车停放点。
- 停车后, 为了确认是否正常停车, 或者是否存在破损部分, 需要
拍下停车照片提交。
- 驾驶结束后, 可通过应用程序确认乘坐时间和乘坐金额。.
<注意事项>
- 只有取得驾照认证, 才能注册和使用会员.
- 为了安全必须佩戴安全帽。
- 利用两面道路安全行驶。
- 为了安全不可酒驾。

地图上黑色的区域返还时的费用为1000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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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 how to use shared-scoo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faybQFI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Hjr_cA
vMvideo!
Click for mor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rT-W4Cam7NL6iTvjQZ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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