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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
与千年历史一同珍藏的

来到新罗的千年首都庆州，您的脚步所到之处均能感受到祖先的智慧与气
息，您的目光所及之处均能看到辉煌的遗产与璀璨的足迹。沉淀这些灿烂
历史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南山拜洞三陵（史迹）
庆州南山西侧山麓上有三座并肩相连的王陵，故得名“三陵”。相传三陵分
别是新罗第八代国王阿达罗、第五十三代国王神德、第五十四代国王景明
的墓。三陵以蜿蜒多姿、苍翠葱茏的松林著称。特别是烟雾缭绕的清晨，风
景更堪称一绝。

佛国寺（史迹）与石窟庵石窟（国宝）
位于吐含山的佛国寺和石窟庵石窟不仅是代表韩国佛教的文化遗产，更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年列入名录）。佛国寺是
新罗景德王在位的公元���年由宰相金大城主持修建的。佛国寺内有多宝
塔、三层石塔等七件国宝。石窟庵石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院，石
窟用花岗岩建造后，上部由泥土覆盖而成。

文化资源
庆州国立公园位于美丽的千年古都

庆州国立公园不仅有旖旎的自然风光、优良的生态环境，更有凝聚
祖先智慧与汗水的璀璨历史文化遗产。位于吐含山地区的佛国寺是
一座用建筑形式表现佛国圣地的佛教寺院，展现了新罗佛教美术的
精髓。佛国寺与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院“石窟庵石窟”，文化价
值备受国际认可，早在����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世界文
化遗产。新罗的千年首都庆州作为一座文化遗产之城，虽然时光流
转千年，至今依旧熠熠生辉，陪伴在我们的身旁。

庆州国立公园是继智异山国立公园后，����年韩国官方指定的第二
个国立公园，也是韩国二十二座国立公园中唯一一座遗址型国立公
园。与其他国立公园不同，庆州国立公园由众多优秀的文化遗址组
成，是一个深受爱戴的历史教育宝库。保存完好的新罗遗址与秀丽
旖旎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再加上未经破坏的生态系统，共同缔造
了这个动植物特别是濒危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

庆州国立公园位于美丽的千年古都庆州，下辖八大地区，分别是环
抱佛教圣地“佛国寺”与“石窟庵”的吐含山地区、素有“佛教露天博
物馆”美誉的南山地区、武烈王陵所在的西岳地区、金庾信将军墓所
在的花郎地区、柏栗寺所在的小金刚地区、感恩寺遗址所在的坮本
地区、花郎的修炼场断石山地区、天道教创始人崔济愚故居遗址与
墓地所在的龟尾山地区。

庆州国立公园
昨日、今朝与未来交融共存的
时间广场

庆州国立公园，
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

庆州国立公园里共栖息着����种生物，包括����种植物、��种哺乳动物，
���种鸟类、����种昆虫、和���种其他生物，其中的濒危物种有水獭、白尾
海雕、貂、山猫、飞鼠，以及石氏马先蒿等��种。

旗舰野生物种
分类 主要资源

植物资源 植物

哺乳类

鸟类

爬行类

昆虫类

动物资源

高等真菌

梅花藻、石氏马先蒿、狸藻、雅致杓兰

燕隼、赤腹鹰、日本松雀鹰、雀鹰、苍鹰、雕鸮、 紫寿带鸟

乌龟

对三开蜣螂

纯黄竹荪、绒紫红菇、 豹斑毒伞

水獭、山猫、貂、飞鼠

梅花藻
Ranunculus kazusensis

乌龟
Mauremys reevesii (Gray)

对三开蜣螂
Copris tripartitus Waterhouse

水獭
Lutra lutra

飞鼠
Pteromys volans

豹斑毒伞
Amanita pantherina

龟尾山地区

花郎地区

西岳地区

小金刚地区

断石山地区

南山地区

坮本地区

吐含山地区

千年首都的气息，历史文化的痕迹

庆州国立公园八大地区

旗舰物种 反映国立公园的生态、地理、文化特征，被认定为具有保护必要性的代
表性动植物。选定旗舰物种，旨在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松树
Pinus densiflora

韩国代表性的常绿针叶乔木，自古以来松树就象征
着韩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与气节、忍耐、意志，松

树是庆州国立公园内面积最大的植被。

鸳鸯
Aix galericulata

韩国天然纪念物第���号，属于鸭科鸟类，常于阔叶林茂
密的山间溪谷树洞里息居。庆州国立公园龟尾山地区、

吐含山地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鸳鸯。

小金刚地区
三国统一前，小金刚山曾是新罗举行国祭的五岳之一，被称为“北岳
”。虽然不高，但是登上山顶，庆州市区的靓丽风光都将尽收眼底。这
里是新罗佛教的圣地，相传新罗法兴王时期异次顿为了传播佛法在
此流血殉教。柏栗寺是纪念异次顿殉教的代表性遗址。前往小金刚
地区，沿途可以看到庆州掘佛寺遗址石造四面佛像（国宝）、庆州脱
解王陵（史迹），探寻到新罗建国时期的历史遗迹。

花郎地区
新罗统一三国的名将金庾信将军之墓位于花郎地区东侧的茂密
树林中。金庾信将军墓直径��米，呈圆形，墓室华丽，周围有刻着
十二生肖神像的护石和栏杆，是典型的统一新罗时期的王陵。

南山地区
庆州南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素有“露天
博物馆”之城，这里有��尊佛像、��座塔、���个寺庙遗址。南山南北
长��公里，东西长�公里，呈椭圆形，由金鳌峰（���米）、高位峰（���
米）、以及延伸而出的��多条山岭和溪谷组成。古时新罗先祖认为佛
祖住在南山，常年保佑着自己的平安，因此将南山视为“佛国土”。如
今的南山是庆州首屈一指的名山。

吐含山地区
吐含山位于庆州东侧，高���米，“吐含”意为呑含东海吐出云雾。
作为新罗的五岳之一，吐含山一直被认为是新罗的护国圣山。佛
国寺（史迹）和石窟石窟（国宝）等世界文化遗产均位于吐含山，
石窟庵一带还是观看日出的首先之地。

茸长寺谷石造如来坐像 南山鲍石谷第六寺遗址五层石塔 佛国寺般若莲池 佛国寺天王门

南山弥勒谷石造如来坐像 獐项里寺遗址

柏栗寺 掘佛寺遗址石造四面佛像 庆州金庾信墓 金庾信墓十二生肖像

西岳地区
庆州市西侧西岳地区的中心是海拔���米的仙桃山。山上流传着仙
桃山圣母的传说，据说这与新罗建国有关。另外，奠定三国统一基础
的庆州武烈王陵（史迹）也在这里。来到西岳地区，可以看到位于山
顶的庆州西岳洞磨崖如来三尊立像（宝物），还能踏寻真兴王、真知
王等著名历史人物的踪迹。

坮本地区
这里凝聚着统一三国文武王的护国精神。文武王说自己死后会
化身为一条龙继续守卫国家。他的水中陵⸺文武大王陵（史
迹）、为感谢父亲文武王恩惠而修建的感恩寺都在这里。前往感
恩寺遗址，我们还可以欣赏东西三层石塔（国宝）。另外，传说文
武王的儿子新文王在利见台看见了龙，利见台是韩国当下观看
日出的打卡圣地。

武烈王陵 西岳洞磨崖如来三尊立像 感恩寺遗址东西三层石塔 文武大王陵

龟尾山地区
龟尾山海拔���米，横跨庆州市乾川邑、西面、见谷面。龟尾山与
东学思想（天道教）有着深厚的关系。天道教创始人崔济愚的故
居遗址、墓地、还有当年开展传教活动的舞台，也就是龙潭亭都
在龟尾山地区。据悉，崔济愚领悟“人乃天”思想，执笔完成《龙潭
遗词》的龙潭亭不仅是众多追慕者的朝圣之地，更是枫林尽染、
美不胜收的赏秋打卡景点。

断石山地区
传说花郎出身的名将金庾信将军在这里练武时，他一刀斩断了巨石
，后来这里就被称为“断石山”。断石山海拔���米，是庆州一带海拔
最高的山。断石山位于庆州的入口，自古就是一个军事要冲之地，在
三国统一之前，这里曾是新罗五岳中的中岳。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
像群（国宝）位于断石山顶，展现了韩国石窟寺院的初始形态。

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像群 弥勒立像 龙潭亭 崔济愚铜像

庆州南山茸长寺谷三层石塔

石窟庵石窟（国宝）佛国寺三层石塔与佛国寺多宝塔

佛国寺全景

松林三陵

南山茸长寺谷三层石塔（宝物）
位于茸长谷探访路山顶上的三层石塔，将自然岩石作为底层基坛，上部
承托着塔身。就像把整个岩石山当做一个基坛，十分壮观，故称“南山最
高塔”。探访路附近的隐寂谷是当时金时习藏身隐居的山谷，他藏于此是
为了不背弃对被夺走王位的端宗（朝鲜第六代国王）的信义。据说，他在
这里执笔完成了韩国史上第一部汉文小说《金鳌新话》。

南山七佛庵磨崖佛像群（国宝）
七佛庵磨崖佛像群位于
烽火谷山顶下，堪称南
山岩壁雕刻佛像之首，
七佛是指四方佛，也就
是在四方石柱的四个面
上雕刻的端坐于莲花台
座的四尊佛祖，还有就
是四方石柱后岩石上雕
刻的三尊佛像。

南山三陵溪石造如来坐像（宝物）
位于三陵溪谷，佛像头顶肉髻，身披袈裟，袒露
右肩，衣纹简约美观。通过八角莲花大座上雕
刻的莲花纹和眼象纹，以及佛像的安稳坐姿，
可推断这是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统一新罗时
期的作品。

南山茸长寺遗址磨崖如来坐像南山茸长寺谷三层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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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小时��分钟)�.�km (�小时)

�.�km （�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新路谷七佛庵念佛寺遗址

南山念佛寺遗址东西三层石塔 南山神仙庵磨崖菩萨半跏像

探访路的起点是南山东侧的念佛寺。据《三国遗事》记载，当时有一个奇怪的和
尚每天都在寺里念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一直传到了城内。沿路可以看到酷似端
坐云霄沉思冥想的神仙庵磨崖菩萨半跏像（宝物）、七佛庵磨崖佛像群（国宝）。

欣赏国宝文物，踏寻历史遗迹

烽火谷历史文化探访路

区间 念佛寺遗址 - 七佛庵 - 新路谷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分  难度系数 ● ● ○ ○ ○

�.�km(�小时��分钟)�.�km(�小时��分钟)

�km((�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鲍石亭遗址金鳌亭佛谷

庆州鲍石亭遗址 南山鲍石谷第六寺遗址五层石塔

关于鲍石亭遗址（史迹），据《三国遗事》记载，新罗宪康王曾到此举办酒宴，因
此这里一直被认为是新罗王室的别宫，但最近有人主张这里是当时祭祀的场
所。沿着南山瞭望台一路走去，可以看到一个石塔矗立于高耸的岩石山峰之上
，这就是庆州南山鲍石谷第六寺遗址五层石塔。

追寻《三国遗事》的足迹

鲍石亭遗址历史文化探访路

区间 佛谷 - 金鳌亭 - 鲍石亭遗址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分钟  难度系数 ● ● ○ ○ ○

南山地岩谷第三寺遗址三层石塔 南山金鳌峰瞭望塔

登上八角亭，除了南山全景外，东边的吐含山与庆州市景也都将尽收眼底。另
外，还可以去探访最近复原的石塔和朝鲜末期后的文化遗产。

璀璨夺目的新生之地

国师谷历史文化探访路

区间 国师谷 - 八角亭遗址 - 地岩谷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分钟  难度系数 ● ● ○ ○ ○

�.�km(��分钟)�.�km(��分钟)

�.�km (�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地岩谷八角亭遗址国师谷

新文王护国行车路 龙渊瀑布

这条路是统一三国的文武王举办葬礼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新文王追悼父王
离世后化身为龙继续守护国家的地方，这条路也被称为“新文王护国行车路”。
穿过马车翻过的山谷，越过弯弯曲曲的山岭，就能看到为禁止出入和伐木而修
建的佛岭封标碑与木炭窑遗址。另外，除了幽静的祇林寺外，还能看见龙渊瀑
布，这里流传着“万波息笛”的神奇故事，相传只要一吹笛子，敌军就会撤退。

忠孝共存，千古流传

王之道探访路

区间 追远祠 - 马车斋 - 佛岭封标碑 - 龙渊瀑布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分钟  难度系数 ● ● ○ ○ ○

�.�km(��分钟)�.�km(��分钟)�.�km(��分钟)

�.�km (�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龙渊瀑布马车斋 佛岭封标碑追远祠

断石山山顶 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像群

断石山是新罗时期花郎修炼的地方，传说金庾信将军在这里练武时得到了仙
气，他一剑挥下就斩断了山上的巨石，后来这里被称为“断石山”。断石山海拔
���米，是庆州最高的山。半山腰上有一个巨大的岩石，上面刻有十尊佛像和
菩萨像，这就是著名的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像群（国宝）。

花郎修炼的地方

神仙寺探访路

区间  断石山停车场 - 神仙寺 - 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像群 - 断石山山顶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分钟  难度系数 ● ● ○ ○ ○

�.�m(�小时)�km(��分钟 )

�.�km (�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断石山山顶神仙寺 断石山神寺
磨崖佛像群

断石山停车场

鍪藏寺遗址三层石塔 紫芒群

该探访路沿着吐含山东侧山脚幽深的溪谷修建而成。鍪藏寺遗址就在此地，据
说三国统一后，为了保佑和平，将武器和头盔都埋在了这里。另外，鍪藏峰（海
拔���米）满山遍野的紫芒群也绝对不容错过。这是一条原点回归型探访路线
，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本探访路实施预约参观制。

和平之波随风荡漾

暗谷东大封山鍪藏峰探访路

区间  暗谷 - 鍪藏寺遗址 - 东大封山鍪藏峰 - 暗谷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分钟  难度系数 ● ● ○ ○ ○

�.�km(�小时)�km(�小时��分钟)�.�km(�小时��分钟)

�.�km (�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暗谷鍪藏寺遗址 东大封山鍪藏峰暗谷

佛国寺一柱门 吐含山枫叶路

吞云吐雾的吐含山（海拔���米）是新罗五岳中的东岳，被视为是新罗的护国
圣山。从佛国寺一柱门到石窟庵停车场，一路上枫叶飘飘、绿林蜿蜒，是得天独
厚的徒步旅行路线。沿着吐含山的山脊向上爬，湛蓝的东海将扑入眼帘，其对
面是庆州南山。

新罗的护国圣山 

吐含山探访路

区间 佛国寺 - 石窟庵停车场 - 吐含山山顶 - 塔谷岔路口 - 溪布街岔路口 - 普佛路
单程 ��.�km  耗时 约�小时  难度系数 ● ○ ○ ○ ○

��.�km (�小时��分钟）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普佛路石窟庵停车场 吐含山山顶塔谷岔路口 溪布街岔路口佛国寺

�.�km(�小时)�.�km(�分钟) �.�km(��分钟)�.�km(��分钟 )�.�km(��分钟)

南山三陵溪谷磨崖观音菩萨像 南山三陵溪谷线刻六尊佛

庆州南山素有“露天博物馆”之称，处处皆是历史文化遗迹。这是一条名副其实
的“历史文化探访路”，沿途能欣赏到三陵溪谷线刻六尊佛等南山最多的文化
遗产。

镌刻佛祖教诲的露天博物馆

三陵历史文化探访路

区间 三陵 - 金鳌峰 - 茸长谷
单程 �.�㎞  耗时 约�小时  难度系数 ● ● ○ ○ ○

�.�km(�小时��分钟)�.�km(�小时��分钟)

�.�km(�小时） 探访路  区间难度系数│极低 ■│低  ■ │一般 ■ │高 ■ 

茸长谷金鳌峰围棋岩三陵

南山地区

吐含山地区 断石山地区

GYEONGJU NATIONAL PARK(2022.ver.)

龙渊瀑布

白石村

西岳洞

芳内库

南莎水库

堂岭

楸岭

普门湖

德洞湖

南山地区

花郎地区

西岳地区

小金刚地区

龟尾山地区

坮本地区

断石山地区

吐含山地区

庆州IC

东国大学

弥勒谷石佛坐像

芳内里磨崖线刻佛坐像
杜鹃花群

OK Green青少年修炼院

芦谷里

暗谷洞

普佛路

薪溪里

凡谷里

坮本里

龙堂里

安洞里

虎岩里

溪布街

马车斋

庆州国立公园
南山分所

庆州国立公园
吐含山分所

庆州国立公园
办公室

月城南莎里寺遗址三层石塔

大王岩

神仙寺磨崖佛像群

掘佛寺遗址石佛像

金庾信将军墓 脱解王陵

感恩寺遗址

西岳书院

南山浮石

鍪藏寺遗址

民俗工艺村

茸长寺遗址

天龙寺遗址

龙潭亭

佛国寺

石窟庵

祇林寺

太宗武烈王陵碑

瞻星台

崔济愚 太墓

龟尾山

文德禅院

庆州国立公园
乾川分所

神仙寺

断石山

笠岩山

白石庵

玉女峰

禅源寺

泉州岩

仙桃山

盖宝山

柏栗寺
小金刚山

金鹤山

上书莊

佛谷磨崖如来坐像

塔谷磨崖雕像群
菩提寺

鲍石亭

三佛寺
统一殿

三陵
仙岩寺

金鳌峰

观音寺 七佛庵磨崖佛像群

高位峰
白云庵

卧龙寺
天王之峰

郑氏始祖墓

鍪藏峰

东大封山

含月山

虾洞
漫湖峰

追远祠

白头山

骨窟寺吐含山

梧桐水

东山岭

奉吉海水浴场

露营地

休息处

停车场

公交车站

急救箱

自动体外除颤器

办公室·分所

避难所

探访服务中心

公园保护区

山

寺庙

国立公园界限

自然保护区

自然环境区

配套设施区

自然生活区

密集生活区

高速公路

国道

地方公路

探访路

暂不开放区间

瀑布

庆州国立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