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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不能不做的N件事

   

1、迷失在汉拿山上的每一缕阳光

汉拿山

　　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济州岛，是韩国最大的，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火山岛。中央海拔1950米

的汉拿山，号称韩国第一高峰，寓意为“高得可抓住银河”，十分美好的解释。因受近海暖流的

影响，全年气候温和，有“韩国的夏威夷”之称，与龙头岩一起，是济州岛的象征。加之256公里

漫长的海岸线，形成了一片梦幻的乐园。

　　汉拿山顶附近的金达莱与死了还能保持百年不烂的济州白桧融为一体，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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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在汉拿山的山林间还能一见獐子悠闲散步的身影。

汉拿山秋韵

　　汉拿山四季各有特色，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在山顶可一眼望尽西归浦海岸的美丽风光。

秋天被满山的枫叶染红了全身的汉拿山，固然不能错过；而白雪包裹着的汉拿山也是人间胜景之

一。

　　自太古遗留的自然神秘景观，济州先民的生活智慧所凝聚的民俗文化，流传岛上有1万8千多

位鬼神的神话，使这里的寸草寸土都灵气四溢。到了韩国一定要到汉拿山四处走走，日出到日落

，这里的每一缕阳光都足以让你沉醉。

　　交通：

　　a)从济州市外长途汽车站乘坐郊外汽车到达城板岳(6:00～21:30，发车间隔为10分钟，路上需

要35分钟)，在城板岳入口下车，票价为1700韩元。

　　b)从516国道汽车站乘坐开往城板岳的郊外汽车(6:00～21:30，发车间隔10～12分钟，路上需要

30～40分钟)，在城板岳入口下车，票价为1900韩元。

　　c)从济州市外长途汽车站乘坐开往奥利木的郊外汽车(6:00～16:50，发车间隔1小时，需要30分

钟)，在奥利木入口下车即可，票价为22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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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路线：

　　御里牧路线——总长4.7km 到威势岳大概单程2小时

　　灵室路线——总长3.7km 到威势岳大概单程1.5小时

　　观音寺路线——总长8.7km 到山顶大概单程5小时

　　城板岳路线——总长9.6km 到山顶大概单程4.5小时

　　门票：

　　成人(25岁-64岁) : 1,600韩元(个人) / 1,400韩元(团体)

　　青少年(13岁-24岁)、军人 : 600韩元(个人) / 500韩元(团体)

　　儿童(7岁-12岁): 300韩元(个人) / 250韩元(团体)

　　* 30人以上为团体。

　　网站：http://www.provin.jeju.kr (韩/英/日/中)

   

2、海云台，尝尝秋刀鱼的滋味

　　海云台海滩距离釜山市中心11公里，是韩国最有名的海水浴场，蜿蜒曲折、长达二公里的白

沙滩，苍翠浓郁的冬柏岛，景色秀丽，是韩国八景之一。每年在此定期举行游泳大赛和放风筝比

赛。夏天，人山人海的游客涌向海边，却不知道，一年四季散步于波澜起伏的海边，都是那么浪

漫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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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云台的温泉非常出名，水温45°C至50°C，含有微量元素氡，对肠胃病、妇女病、皮肤病

有特殊疗效。海云台浴场沙净如玉，海水清浅，气候宜人，是理想的海滨浴场。夜里，排比相列

的“帐棚摊子”（路边小吃摊）则是海边“主角”；而投宿于沿海大饭店，观赏来往的船只、月

色、渔火，又是一番情趣；游艇码头，也是乐趣的所在。

去釜山，不妨避开假期，去海云台走走转转，别忘了尝尝最鲜最美的秋刀鱼。

　　交通：

　　在釜山市内乘40、139、140、239、240、302路公共汽车可达。

　　游客可在市区中央洞乘巴士约需50分钟；

　　在金海机场乘直达车约需50分钟；

　　或乘东海南部线火车至海云台火车站，在步行20分钟可抵达。

　　地址：釜山市海云台区中洞

　　开放时间：每年7月初~8月末(据天气而定)

　　电话：+82-51-1330(韩英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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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酷酷地去江原道滑雪吧

　　当气温慢慢下降，当红叶悄悄凋零，当第一场初雪突然造访，这些都预示着全新的冬季已经

降临！踏入11月，最让人期待的便是初冬的初雪了。初雪注定是浪漫的，因为传说初雪飘落的那

一天，恋人如果在一起会永远幸福。如果你也一样相信这美丽的预言，那么就约上最爱的人一起

追逐初雪，然后酷酷地带着她去江原道滑雪吧。

　　江原道四季风景秀丽，而白雪皑皑的冬季，就更显圣洁美丽。江原道的雪季从11月开始至翌

年3月，在此期间，许多国外游客都会慕名到江原道滑雪。1月的雪质是最好的。

　　江原道位于韩国的中东部，以山、海、江、湖、溪谷、天然洞窟等自然景观被誉为“韩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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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韩国的大多数度假村也都集中于此，其中9个著名滑雪的度假村，每个都有自己的主

题风格，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冬季度假客。

　　江原道滑雪度假村推荐：

　　龙平度假村：

　　位于海拔1458米的发旺山山麓，年平均降雪量达250厘米，具备天然滑雪条件，从11月中旬至

翌年4月都可以进行滑雪运动。这是具有国际规模的滑雪场，曾经两次成功举办世界杯滑雪赛和冬

季亚运会等国际重要冰雪赛事。又因为雪场位于清净高原，与周围的自然景观组成一道旖旎秀丽

的风景线，这里也是韩剧《冬日恋歌》的外景地。

　　地址：江原道平昌郡道岩面龙里山130

　　滑雪场设备：滑雪道22条（初级2条，中级9条，高级11条），缆车14条，雪橇滑道1条。

　　滑雪场费用（约合人民币）：滑雪用具租金150元/全天，缆车310元/全天。

　　电话：033－3355757，02－34048000

　　网址：www.yongpyong.co.kr

　　永生鸟公园滑雪度假村：

　　有丰沛的降雪量，有傲人的自然景观的溪谷滑道和欧式风格的休息建筑为其特征，走在流行

尖端的滑雪场。最近，它以韩国电视剧《蓝色生死恋》的主要外景地而闻名遐迩。

　　地址：江原道平昌郡面绵温里山1095

　　滑雪场设备：滑雪道12条（讲习1条，初级2条，中级4条，高级4条，最高级1条），缆车8条

，雪橇滑道1条。

　　滑雪场费用（约合人民币）：滑雪用具租金130元/全天，缆车310元/全天。

　　电话：033－3306000，02－5279570

　　网址：www.phoenixpark.co.kr

　　阿尔卑斯滑雪度假村：　　

　　在韩国的滑雪场中位置最北，以丰沛的雪量闻名，并有韩国唯一的滑雪博物馆，在此可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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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历史一览无余。这里拥有欧洲阿尔卑斯的建筑和氛围，是韩国最具欧洲风情的度假村。

地址：江原道高城郡杆城邑屹里山107

滑雪场设备：滑雪道8条（初级1条，中级4条，高级1条，最高级2条），缆车5条，雪橇滑道1条。

　　滑雪场费用（约合人民币）：滑雪用具租金190元/全天，缆车250元/全天。

　　咨询处：电话：033－6815030，02－7565481

   

4、游走于韩剧浪漫镜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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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全民性的团结和执着使韩国影视的发展像一场无法控制的流行性感冒，在几年时间里迅

速波及全亚洲或更远，旅游也乘着韩剧的东风，借着人文精神茁壮成长起来。

　　《天国的阶梯》让乐天世界的旋转木马前排起了长龙，只因剧中的悲情恋人松株和贞瑞曾在

木马上愉快地旋转过；一部《冬季恋歌》使往日一到冬季就人迹罕至的南怡岛，成为一个四季旅

游的新热点；凄婉缠绵的《蓝色生死恋》则衍生出一条《蓝》剧外景点四日游的主题线路。而以

宫廷美食及传统民俗体验为卖点的《大长今》主题旅游项目也应运而生。

除却泡菜和人参，韩国的风光在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印象应该都是由韩剧中的场景拼凑而来。去走

走逛逛，也是很美好的。因为有熟悉的场景所以会增加一些亲切感，乐意了解一下当地的美丽风

光。韩剧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身的内涵，不光改变了韩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更给韩国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其中旅游业这一块更是立竿见影。

　　经典韩剧拍摄景点推荐

　　南怡岛—《冬季恋歌》

　　如果你看过《冬季恋歌》，一定不会忘记男女主人公在命运安排下，邂逅的美丽城市——春

川和他们的初吻之岛——南怡岛。南怡岛是个半月形状如画般的小岛，许多人都在此演绎过浪漫

的回忆。在绝美的南怡岛，一不留神你就会进入某个影视中的场景中。

　　强烈推荐在水杉林荫道上散散步，累了还可以在长凳上休息会。如果有兴趣，在南怡岛到处

都可以看到画画留念的地方。一般黑白画一人7,000韩元，彩画一人10,000韩元(以2008.9月为基准)

，约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将人的脸部特征瞬间构造出来，如漫画般幽默，不妨一试。

　　住宿：南怡岛(46万平米)虽不是很大，一般3~4个小时就可以游完，但要尽情感受其浪漫氛围

的话，建议在此留宿一宿。这里的住宿设施有“静观楼”酒店，还有各种公寓和别墅。可以电话

和邮件预订，在9:00~18:00之间拨打电话(+82-31-580-8000

韩，英，日)或至少提前十天发送邮件至na87@naminara.com。

　　交通：在清凉里乘坐开往春川行的火车在加平站下车(1天约20次发车，费用3,800韩元)，约需

1小时20分钟→ 坐汽车或乘出租车到南怡岛乘船码头(约需10分钟)。或者在仁寺洞塔骨公园乘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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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怡岛码头的循环巴士无需换乘仅需1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达(首尔出发9:30，费用7,500韩元)。

　　花津浦海水浴场—《蓝色生死恋》

　　花津浦海水浴场位于东海的最北端，是一个清澈安静的海水浴场。这里的沙滩很宽，两道伸

向大海的山岬将半月形的海滩环抱。山岬上和海滩后的低岗上，松林密布。海湾上空，无数的海

鸟盘旋飞翔。《蓝色生死恋》就在这难忘的海边演绎了一出生死恋，男主角在这里背着濒临去世

的恩熙，一步一步远去。背影消逝，只有不断的海浪拍岸。

　　从岸边往内陆走，就能看到花津浦湖。花津浦湖是一部分海水变化而成的天然环礁湖，是韩

国最美的湖。花津浦湖的四周是一片郁郁苍苍的松林，湖边还有许多美丽的海棠花。每逢冬季，

候鸟就来这里栖息，景色非常壮观。

　　交通：首尔->杆城->花津浦

　　1）首尔->杆城：东首尔客运站(地铁2号线江边站)乘车至杆城，需3小时20分钟，每隔1小时发

车。首班车为06:15，末班车为21:00。

　　2）杆城->花津浦海水浴场

　　a. 束草郊区客运站至杆城 市内巴士(花津浦下) / 每10分钟发车，需70分钟左右。

　　b. 束草郊区客运站至杆城 郊区巴士 / 每天28趟，需50分钟左右。

　　c. 由束草室内乘出租车至海水浴场，需50分钟左右。

　　德寿宫&石墙路—《布拉格恋人》

　　德寿宫的石墙道是首尔知名的约会路线。尤其是在夜间灯光的照射下，石墙更显韵致。顺着

石墙道往前便是首尔市立美术馆和贞洞剧场。剧中，才嬉和尚贤走过石墙道，彼此流露出好感。

后半部分里，石墙还被“粉饰”为布拉格的许愿墙登场。

　　旅游咨询热线: +82-2-1330 (中)

　　网站: http://www.deoksugung.go.kr/ (韩、英)

　　德寿宫门票: 18岁以上 1,000韩元/ 7~18岁 500 韩元

　　交通: 地铁1号线市厅站2号口出，德寿宫就在出口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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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首尔之花”绽放

　　要欣赏首尔的全景，就坐缆车去南山的首尔塔吧。南山既是首尔经久不衰的热恋约会之地，

又是一家老少其乐融融的游玩之选。90万平方米宽敞舒爽的南山上耸立着海拔480米的Nsoul Tower

（N首尔塔）。夜晚，塔身不断变换的炫彩霓虹照明与天空巧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夜间首尔的

另一幅曼妙景观。

　　在首尔塔，夜间还可以体验由新型LED照明所投射出来的色彩缤纷的“光之艺术”，以及黑

暗中多种媒体艺术相结合的另类文化。整个塔成了一朵美妙的花儿，每天日落后每隔30分钟便如

同花朵盛开般光线移动，被人们称为“首尔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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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尔塔的一层大厅和二层咖啡厅以及三层瞭望台也能欣赏到美丽的夜景，寻找浪漫的情人

们经常光顾这里。在二层天空咖啡厅(SKY CAFE)可以简单喝点饮料，同时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

这里的洗手间被称为“空中洗手间”，也具有独到之处。乘坐电梯可以到达位于三层的瞭望台，

在这里可以一边观赏先进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一边远眺首尔的城市美景。

　　交通：

　　1、首尔城市观光巴士。

　　2、地铁3,4号线忠武路站2号出口大韩剧场前, 3号线东大入口站6号出口前乘坐2路循环公车。

　　3、缆车：地铁4号现明洞站3号出口，向太平洋宾馆（Pacific宾馆）方向前行约10分钟。

翻译服务：英语，日语，汉语

　　电话：82-2-3455-9277/9288

   

6、废寝忘食Shopping到天亮

　　说到购物，就一定要在首尔疯狂血拼一番。在首尔，有些购物区是开放到凌晨的，所以让人

可以废寝忘食地逛到天亮。

　　Shopping推荐地之一——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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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洞是一个让人联想起一座巨大购物城市的地方。今天的明洞依然是金融和文化的中心，是

可以探测出韩国流行潮流的风向，是潮人扎堆儿的地方。韩国最大的两大百货店——乐天百货和

新世纪百货的总店都坐落在这里，整个街区的一条条小道上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店家。过了下午4

点半，中央路和明洞路上就会冒出一个个小摊贩。

　　一般来说，明洞大街是指从地铁4号线明洞站到乙支路、乐天百货店之间约1公里长的街道。 

明洞就像是围棋盘一样，从明洞地铁站下车后，就会看到明洞大街，两旁有胡同。最好脑子里有

个大概地图，分地区逛比较好。

　　明洞还有不少有着四五十年历史的饮食店，如“明洞炸猪排”、“明洞饺子”(旧称明洞刀削

面)等。从中央路上拐进任何一条小巷子里都有美食街。还有许多家散发着旧日氛围的咖啡厅。

　　交通：2号线乙支路入口 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5，8号出口，步行10分钟左右；4号线明洞

4号线明洞站5，6，7，8号出口，步行5分钟左右。

　　Shopping推荐地之二——狎鸥亭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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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狎鸥亭指Galleria百货店对面一带的街区，有韩国“流行第一街”之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

是富家子弟奢侈消费代名词的狎鸥亭，现在汇集了众多时尚、新潮的商店，成为追逐潮流的年轻

人钟爱的地方。时尚服装店尤其集中的地方还竖起了标志塔。

　　百货店、剧院、餐厅、特色咖啡厅、公园等聚集的狎鸥亭，是年轻人的世界。购物有现代百

货、Galleria名牌店(韩国最早的世界名牌专卖场，售卖Ferragarmo、Gucci、Prada、Chanel等知名品

牌)或是各种免税商店。

　　在诗人柳贺的笔下,1991年的狎鸥亭是“琳琅满目的陈列着欲望的橱窗，之后的十年里，“物

欲”更加是成倍的增长，现在的狎鸥亭已经是韩国著名的整容一条街。

交通：首尔市江南区狎鸥亭洞从Galleria百货店开始到清潭洞一带；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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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ping推荐地之三——三清洞

　　在首尔闲逛，总喜欢把首尔的家当拿来与北京的做比，把仁寺洞比作是首尔的琉璃厂，那么

南大门市场就是首尔的秀水街，明洞是首尔的王府井等等。而三清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用

首尔的南锣鼓巷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

　　三清洞一带地区的魅力在于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韩国风格和世界风格相互融合。不仅街道

的风景如画，还有韩屋改造的葡萄酒吧，意大利面专卖店，以及位于现代化建筑物里的正宗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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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店等。

　　在这一带的小胡同里，还隐藏着一些小酒吧，每到夜晚，摆设爵士宴席。传统房屋聚集的三

清洞的景致，虽然乍一看好像与日本京都差不多，然而，由于传统美与古典美混合在一起，因此

与日本京都又有所不同，显得更加独特。

从正读图书馆所在地进入三清洞的幽静的胡同，可以看到各种博物馆，如西藏博物馆、丝绸之路

博物馆、世界装饰品博物馆等。如果走累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一定会有古朴典雅的茶屋等待

你来歇息。依照传统茶屋主人的说明，可以体验韩式茶道;

在韩屋改造的咖啡厅，也可以享用浓浓的意式咖啡。

　　在三清洞，不用担心这里没有可玩的、可看的、可买的，这里新式的与旧式的，东方的与西

方的风格互助融合，可以满足各种各样需求的人群。三清洞独特的气氛与风格是首尔任何地方都

比不上的。

　　交通：钟路区司谏洞126东十字阁至三清公园路段，3号线安国站1号出口。

　　Shopping推荐地之四——南大门&东大门

　　不管是对于游客还是居住在这里的本地人来说，南大门、东大门都是首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地方，所谓东、南大门是首尔的脸面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因此，在东、南大门一带地区，从

早到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虽然两地彼此相隔不远，但是，街道的气氛，人们的穿着等却完

全不同。想淘便宜货的朋友可以来这里看看，要求不要太高哦。

　　南大门

　　穿着随便的摊商向着过路人群拼命地喊着：“挑啊！买吧！”；每到吃饭的时间，饭馆大嫂

的头上，顶着高高叠起的食品盘的模样，使过路的人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这里是廉价商品王国，

首尔的平价市场——南大门。

　　距离明洞大约一站地的南大门市场，是与明洞截然不同的购物天堂。出售便宜的服装，眼镜

、照相机、装饰品、进口食品、餐具、登山用品等，是各种商品密集的韩式自由市场。南大门市

场不仅商品的价格便宜，味美价廉的食品也很多，到处都有出售紫菜包饭、面条、煎饼等小吃的

摊位。与东大门市场相比，南大门市场规模较小，短时间内便可逛遍整个市场，这也是南大门市

场的长处。然而，欣赏从早到晚充满活力的市场商人们的模样，才是南大门旅行的最大乐趣。

　　交通：在地铁4号线的会贤站下车，从5号出口出来，向首尔惠火车站走10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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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大门

　　东大门最明显的特征是商品之多和质量之优以及通宵达旦的营业方式。每个柜台出售的商品

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完全可与百货商店的相媲美，如果耐心淘换，一定可以买到材质上乘，

设计新颖独特的商品。

　　东大门是众多无名的设计人员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自由空间。东大门一带为什

么通宵达旦营业？难道说首尔人与众不同，喜欢夜间购物？不，这是方便韩国地方小城市服装商

人购物的缘故。这些商人要在自己的商店关门后，深夜赶到首尔来批货，清晨再乘早车回到自己

的商店里。在东大门时装城，你可以亲身体会到韩国人这种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

交通：乘坐2号线地铁，在东大门运动场站下车；或1、4号线地铁，在东大门站下车。

　　Shopping推荐地之五——梨泰院

　　地铁6号线绿莎坪站至梨泰院地铁站的长街两旁布满了各种服饰店，这里就是有名的梨泰院购

物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绿莎坪站前方的梨泰院市场。市场包括地下一层以及地上一层，在这里云

集着无数家大大小小的服装店。这里的服饰款式不一、品种繁多，可千万别在众多衣服中挑花了

眼。建议先整体逛一圈后，再仔细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这也许是属于梨泰院消费的一条基本原

则。也只有这样，你才会购买到称心如意的衣服。

　　这里的衣服价格较低，据说有一些是直接从外国进口而来的“洋货”、“洋品牌”。但是信

不信由你，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对吧？喜欢大号服饰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梨泰院，这里有很

多服饰店是专门销售大尺码服装的。相信这里一定有你适合的衣服。

　　交通

　　地址 : 龙山区梨泰院第一洞 地铁6号线绿莎坪站至Hamilton饭店一带。

　　Shopping推荐地之六——新村&梨大入口

　　梨花女子大学、西江大学和延世大学所在的新村地区是最受以大学生为首的年轻人的青睐。

这里也被他们看做是流行的发源地，街头处处都能感受到最新的时尚还有丝丝缕缕文艺的气息。

　　这里也是外国人常集聚的地带之一，拥有众多咖啡厅、餐厅、酒吧、摇滚歌厅、俱乐部和电

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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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花女大前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美容厅、美甲店以及出售各种饰品和鞋类的潮店，十分考验

人的眼光，赶紧美美地去大采购吧。

　　交通：地铁2号线新村站；地铁2号线梨花女子大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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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推荐

   

1、特色住宿

　　出门旅游（不跟团），住宿是最棘手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简单介绍一下韩国的住宿情况

。 韩国人的休假时间除7~8月外，4~5月或者10~11月也比较集中。冬季，滑雪场周围最为拥挤。

当然，韩国饭店根据位置，季节和设施条件的不同价格也不同。《首尔攻略》中已经推荐过首尔

的特色住宿，这里分地区推荐一些价格适中，性价比较高的其他类型特色住宿。

　　济州岛特色住宿

　　城山浦 Sky Hotel 

　　位于济州岛东部城山浦的Sky Hotel是旅游城山日出峰，是涉地可支和牛岛等地投宿的好去处

。26个西洋式和韩式客房带给人不同的瞭望前景。

　　电话：+82-64-1330/+82-64-784-7000

　　网址：http://www.jeju-sky.com/

　　价格：一般 50,000韩元, 因特网服务客房 70,000韩元

　　位置： 济州岛南济洲郡城山邑古城里298-56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搭乘600路机场大巴 → 世界杯竞技场下车 →

Emart旁市外巴士客运站搭乘城山日出峰行市外巴士 → 东南丁字路口下车 → 出租车(需要5分钟)。

　　Silver Star Hotel

　　《大长今》摄影地附近的酒店，拥有10年多的历史，所以在设施上多少有些陈旧，但是因为

价格便宜而拥有一定的市场。

　　电话：+82-64-1330/+82-64-79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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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韩式，洋式3万韩元

　　位置：济州岛南济洲郡大静邑上摹里3967

　　交通：济州国际机场巴士客运站搭乘100路巴士后市外巴士客运站下车 →

上摹里行市外巴士搭乘 → 上摹里站下车后乘坐出租车5分钟即可。

　　庆州特色住宿

　　Leibe 汽车旅馆

　　拥有暖炕房2室，床位房24室，还为家庭旅客准备了4人室，里面2张大的双人床且浴室和卫生

间也是分开的。

　　电话：+82-54-773-3338

　　e-mail：master@leibe.com

　　价格：韩室，一般室40,000韩元, 特室50,000韩元, 家庭室

70,000韩元(旺季和周末基本价位上涨10,000韩元)

　　交通：从庆州市外巴士客运站经过高速客运站后左侧便利店胡同处直行->

第一个胡同十字路口处右转即可。

   

2、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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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人对吃十分讲究，很看重其中的营养成分和养生价值。例如，正月十五吃核桃整年不会

生疮，这是以补充所缺脂肪酸，有效防止皮肤的烂﹑癣﹑湿疹的科学说法为依据。而立春吃春天

的野菜，既有迎春的感觉，又能补充因过冬而缺的维生素。韩剧里随处可见的泡菜、紫菜包饭、

参鸡汤等等，真是馋的人口水直流，这里推荐一些韩国特色美食馆，大家快去大饱口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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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今餐厅

　　老板特别向MBC电视台申请许可证，将餐厅正式易名为「大长今餐厅」。慕长今之名而来的

顾客，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真、善、美三种不同的大长今定食，菜式相当丰富，最少也有十

七道菜之多，令人体会到王族的饮食气派。

　　地址：首尔市中区奖忠洞2街200-82

　　菜价：真定食W49,000（约RMB400）、善定食W59,000（约RMB490）、美定食W88,000（约R

MB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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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瓦房

　　这家餐厅是一家专业的韩定食（韩国传统套餐）餐厅，菜谱是从古代贵族家庭流传下来的秘

方。这家餐厅的“酱”，也是从先祖那里祖传下来的最具韩国传统风味的“大酱”，很好的维持

了宫中饮食的特有味道。这家店的另一大特点是，用来装食物的碗使用的是能更好地保持食物味

道和温度的传统容器，室内装饰、光线、壁画等都极尽高雅。主菜单是：酱油螃蟹（用酱油、香

油、大蒜、糖等腌制而成）韩定食，炖排骨，生菜包饭，烤鳗鱼等。

　　位置：首尔市钟路区昭格洞122-3号

　　交通：地铁3号线安国站下车，从1号出口出来后前行50米左右右转->

进入胡同后步行大约500米，经过Artsonje

center后再左转，跨过人行横道后走左边的小道，“大瓦房”餐厅就位于道路的右边。

　　电话：+82-2-722-9024

　　营业时间：中午12:00~15:30，晚上17:00~21:30 (节日期间不营业)

　　推荐菜单：炖排骨套餐，烤鳗鱼套餐，生菜包饭（bossam）套餐等20,000~30,000韩元。

　　古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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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宫餐厅的拌饭是最正宗的全州拌饭，完全是按照当年做给皇帝吃的标准为顾客准备的，装

拌饭的碗也是传统的铜碗。拌饭的材料是从全州直接运来的绿色无公害豆芽以及各种新鲜蔬菜（

菠菜、胡萝卜、桔梗等），拌饭的最上面再放上松子、核桃等坚果和炒熟切碎的牛肉，做好的拌

饭色泽鲜亮，光看都令人垂涎三尺。

　　位置：首尔市中区忠武路2街12-14号

　　交通方式：地铁4号线明洞站10号出口，世宗Hotel后面的Migliore商场方向30米左右

　　电话：+82-2-776-3211 营业时间: 11:00~22:00

　　推荐菜单：全州拌饭10,000韩元，拌饭宴席23,000韩元

　　主页： www.gogung.co.kr

　　裴勇俊’s Gorilla in the Kitchen

　　韩星裴勇俊运营的此餐厅一开张便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再加上独特的餐厅名字和象征着智慧

的大猩猩形象的附和，可谓是锦上添花。

　　位置：首尔市江南区新寺洞650

　　营业时间：平日 11:00~23:00, 周末 10:00~23:00

　　休息日：春节，中秋

　　菜单： human套餐 27,000韩元 gorilla套餐 29,000韩元 鸡胸脯肉+炸土豆儿 25,000 韩元

燕儿鱼子意大利面 17,000 韩元 花腩肉排三明治 12,000 韩元 veryvery smoothie 10,000韩元 　　甜南瓜

smoothie 9,000 韩元

　　咨询电话：+82-2-3442-1688(韩，英，日)

　　外语服务：电话咨询时英语和日语服务可能，菜单上韩文和英文说明同时提供。

　　交通：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3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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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景点

   

1、首尔景点

　　自朝鲜时代(1392-1910年)至今约600年间，首尔一直是韩国的首都。朝鲜时代的首尔被称为“

汉阳”，后韩国历经日本占领期于1945年建立大韩民国时，汉阳也改名为首尔。首尔是韩国的经

济、政治、文化中心，以汉江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首尔的历史文化中心，而南部的商务

气息则相对更浓郁。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

青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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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听说过青瓦台的名字，也应该看过青瓦的建筑吧？

　　青瓦台英语是Blue House，是韩国总统的官邸。建于1939年日本殖民时期，当时作为朝鲜总督

的官邸。1948年大韩民国建国，这里成为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每年4月到11月之

间，如果你想参观青瓦台的话，可以通过事先申请后，进行一般参观。

　　青瓦台位于景福宫的后面，背靠北岳山。为了方便参观，从今年5月开始，新开设了前往青瓦

台的公交车（8000号）。

　　绿园地是青瓦台最美的花园，绿园地里除了耸立着160年树龄的松林以外，还种植了其他120

多种草木。这里原来是景福宫的庭园，曾经是菜园，温室，家畜饲养场，也曾经是科举考场。196

8年铺上了草坪改造为1000坪的草地。现在主要作为检阅仪仗队和举行国宾欢迎活动时使用。

　　外国人参观申请方法：

　　参照青瓦台网站（只有韩语和英语）中「青瓦台参观」事项，在参观日10天前，发送邮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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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president.go.kr

，在邮件中写清姓名，出生年月日，护照号码，国籍，希望参观的时间。之后将会收到确认邮件

。参观时间从10点，11点，14点，15点开始，所需时间约1小时～1小时半。参观当日一定要带好

护照。

　　交通：3号线景福宫3号线景福宫站前70米处的集合处「青瓦台观光集合处」。

　　联系电话 : +82-2-730-5800

景福宫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最大的法宫，座落在北岳山下，正门光化门前有一条宽阔的六曹大街（现

在的世宗路），是国都首尔城市计划的核心。到首尔一游，这里是必到的景点。景福宫的名字是

由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郑道传根据中国的诗集《诗经》中的“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中的“景福

”两字命名的。

　　到景福宫游览，可以看到现存最大的木制建筑物勤政殿等各种历史文物，而且还可以欣赏到

静静地矗立在莲池上的庆会楼的风雅之姿。景福宫虽极尽富贵荣华的气派，但亦有江南水乡的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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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细腻，小桥流水，碧水潆回，古松参天，环境清幽。

　　高低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物形成了完美的均衡，沿着其间交织的步道漫步景福宫时，会感觉到

自己似乎变身为过去时代的王与王妃。在银杏树染成黄色的秋日，漫步在景福宫石砖路上，可同

时感受秋日韵味和历史芳香。

　　交通：3号线景福宫5号出口徒步5分钟；5号线光化门2号线出口徒步10分钟

　　门票：a)个人：成人(19-64岁) 3000韩元/人；青少年（7-18岁）1500韩元/人；

　　b)团体：成人 2400韩元/人（限20人以上）；青少年1200韩元/人（限10人以上）。

　　开放时间：3月至10月：09:00-18:00，（入场17:00以前）；11月至2月：09:00-17:00，（入场16:

00以前）；5月至8月周末及法定节假日：09:00-19:00

　　休息日：每周二

　　联系电话 : 82-2-723-4268（汉语专线）

　　Ps：参观时禁止使用DV摄像，只能拍照。

　　每天的10:00、12:30、14:30会有免费中文导游，出发地点是弘礼门(正门)内的咨询处前。

清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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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往东大门方向的路似乎永远都在堵车。只不过，这一次堵在平地上，原先那条跨越闹市的

高架路已成历史，被高架路压了30多年的清溪川得以重见天日。或许，我们应该去看看韩国人梦

开始的地方。

　　这条河有着不平凡的历史，如今却变成了一条闹市中还能看到芦苇荡、“清泉石上流”的小

河。

　　清溪川上的22座桥，每座都不乏风景；越走，越发现除了绿色之外，清溪川还是一条充满内

涵的文化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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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香港游客说，“如果香港的金钟道到轩尼诗道、北角英皇道之间也有这么一条清澈的河

，该有多好。”事实上，首尔的媒体将清溪川的回归称为首尔复兴的开始，真正的复兴高潮将在2

015年到来，届时，汉江北岸的龙山将崛起一座高620米、形如水滴的梦想塔(Dream

Tower)。这座城的全民梦想，其实才刚刚开始。

　　旅人推荐徒步观光路线

　　路线1：清溪川广场~五间水桥 2.9km, 需3小时

　　清溪广场-八道石-广通桥(复原旧桥)

-长通桥(正祖班次图)-临时步行桥(水标桥旧址)-晨桥(玉流川)

五间水桥(时装广场，文化墙，浚川歌，色童墙)

　　路线2：清溪川文化馆~ 五间水桥 2.9km, 需3小时

　　清溪川文化馆-无学桥-黄鹤桥(希望墙)-永渡桥-清溪桥-五间水桥(时装广场)

　　咨询电话：首尔市观光科 02-3707-9453~4 (中/ 周一~周五 9:00~18:00)

   

2、济州岛景点

　　以风多、石头多、女人多“三多“而闻名的济州岛是韩国最南端的岛屿，位于韩半岛的西南

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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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州岛风光秀丽，气候温暖，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火山地形覆盖了整个岛屿，非常美丽。

济州岛的4季有不同的色调，欣赏的景致也各不相同，像春天的油菜花、夏天的岛屿和海岸，秋天

的紫芒和冬天汉拿山的雪景。

　　济州的特产有柑橘和济州香水，可吃到的特色菜则有清蒸鲷鱼、烤鲷鱼、鳆鱼粥和山鸡等。

　　说济州岛处处是风景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汉拿山上成群的麋鹿和180多种植物构成的自然生

态园，已成为游客眼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持有中国护照的游客可免签证进入济州15天。

泰迪熊博物馆

　　泰迪熊博物馆是为展示百年来深受全世界人们喜爱的玩具熊而建的。在两个展馆中可以见到

世界各地生产的玩具熊。游客还可在博物馆商店、西餐厅、能看见大海的室外公园等度过悠闲的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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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欣赏济州岛的风光、品尝美味的食物，可去博物馆内的咖啡屋和酒吧去看看。在咖啡

屋里可以一边品着香浓的茶水，一边浅尝美味的食物。博物馆内的庭院里有许多惟妙惟肖的熊雕

塑和模型。以半月熊家族和神话中的池塘等为主题而修建的庭院真的是非常漂亮。

　　交通：从机场到中文旅游区方向，在竞马公园对面可乘坐出租前往，约需20分钟，费用在　

　15,000～20,000左右。

　　电话：064-799-4820

　　门票：成人：个人 6,000韩元 / 团体 5,000韩元；青少年：个人 5,000韩元 / 团体

4,000韩元；老人，儿童，国家功臣，残疾人：个人 4,000韩元 / 团体 3,000韩元

　　开发时间：平日 09:00 ~ 19:00；夏季旺季 09:00 ~ 22:00，闭馆前1小时售票截止

龙头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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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房山脉向海岸延伸时受到侵蚀作用，形似龙头探入海中，故称龙头海岸。这里有几千万年

堆积成的砂岩层。深深凹陷的山洞以及宽阔的岩壁侵蚀地层，形似房间，以美丽的曲线层层堆积

，景色十分壮观。

　　通向海岸的路上有“Hamel漂流纪念碑”，这是为纪念1653年漂流到此并在此居住的Hamel而

建。海岸的右侧有柔软的黑沙滩。此外在这里还可看到海女们在卖刚刚抓获的海参，紧靠海边有

一条路，可在那儿散步。

　　电话：064-794-2940

　　位置：济州岛南济州郡安德面沙溪里

　　门票：个人-成人 2,500韩元 / 青少年，军人，儿童1,500韩元

　　团体-成人 1,500韩元 / 青少年，军人，儿童800韩元

山君不离

　　山君不离，多么悦耳的名字。你是不是也会联想到“山无棱，天地合”的凄美爱情？其实这

里是一处周长超过2公里的火山口，位于济州市东南面的平地上，直径650米，深100米，周长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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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米。

　　这里北面生长着温带树木（红刺树、红楠）和珍贵植物冬草莓。火山口的南面是典型的温带

林（西木、枫树、四照花等）。在火山口有限的空间内还生长着各种不同性质的树木。如果这样

，这里的秋天该多么美丽。

交通：济州市外客运站乘坐开往表善行的巴士，在山君不离下车(需40分钟)，不过是每小时一班

。

城山日出峰

　　城山日出峰，是一块耸立在济州岛东端的巨大岩石，也是世界最大的突出于海岸的火山口，

世界自然遗产。火山口周边有99块奇岩怪石围绕，聚在一起状如巨大的王冠。日出峰顶为一片广

阔的牧场，在此观看日出，庄严肃穆，令人叹为观止。

　　城山日出峰西北面是草坪山脊，既可散步，也可骑马。附近的油菜花一到春天就开得黄灿灿

，美的不得了。周边是一个大草原，有着田园诗般的美丽景色。在每年的元旦前后，这里都会举

行城山日出节，节日里盛大的庆典活动引来游人无数。

   

3、釜山景点

　　釜山位于韩半岛的最东南端，是韩国第二大城市兼第一大贸易港口。

　　釜山最吸引人的还是海岸观光，因为在东南海岸的海水浴场可观赏到各种奇异的怪石和大小

的岛屿。

　　随季节变幻，釜山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夏天，各海水浴场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秋天

，刀鱼市场会举办刀鱼文化观光节；冬天，洛东江下流的候鸟栖息地又成为游客瞩目的焦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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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釜山的东莱葱饼和生鱼片也很有名。

洛东江候鸟栖息地

　　洛东江下流候鸟栖息地于1966年7月13日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区”。春秋两季，经过韩国的鹬

和水鸟会在这里短暂栖息，冬天鸭子和大雁也会前来此处。洛东江的江水和南海的海水在此交汇

，每年10月至次年3月会有约150种以上的鸟飞来。其中天鹅最为常见，鹰和白尾鹰等凶猛禽类也

可偶得一见。

　　这里的候鸟栖息地面积大，又有茂密的芦苇丛，难以乘车抵达。因此要较好地观察候鸟，就

最好在明旨洞码头租船，并请当地居民引导。一般上午9时至下午4时最适合观察候鸟。

　　这里的乙淑岛是不可不去的旅游胜地之一。该岛系洛东江河口三角洲组成的一个岛屿，也是1

0多万只候鸟栖息之地，以候鸟乐园而闻名。世界上的珍贵鸟类如白枕鹤、琵鹭、白尾鹰等都来此

过冬，其数量之众，颇值得一观。

　　交通：釜山地铁1号线下端站5号线出来，乘坐58路、 520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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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路、300路座席汽车，至乙淑岛休息站下车，再步行（公汽间隔20分钟）。

釜山国际电影节

　　釜山国际电影节始于1996年，当时是韩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现在已成为深受世界瞩

目的国际性电影庆典。每届电影节都于十月份在釜山海云台南浦洞一带举行，恰逢釜山最美好的

季节。其规模之大，和亚洲电影节不分伯仲。

　　开幕式和闭幕式只可从网上订票，普通放映和户外放映作品的电影票可在电影节期间从临时

买票处购买，当天相应影院30%的票可在现场购买。影片上映馆分布在海云台及南浦洞周围的ME

GA BOX、乐天影院等场所。

　　地址：海云台一带的影院，南浦洞釜山国际电影节广场(Piff

Square)，海云台釜山国际电影节村(Piff village)。

釜山温泉

　　釜谷温泉(Pugok Oncron)有名扬东洋的水温达70°C的温泉，就设备与规模而言，堪称韩国温

泉之冠，是一个综合休闲地，设有室内游泳池、动植物园，还可举行大饭店的舞台表演等，来此

的游客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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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由釜山西部巴士站出发约需1小时30分钟；

　　由首尔高速巴士总站出发需4小时50分钟。

　　电话：(051)469-2224

通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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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度寺是韩国三大名刹之一，位于葱郁的林中，有大小建筑70余处，文物丰富，风景十分优

美。该寺地处庆州到釜山的途中，建于公元646年，由从唐朝携回佛祖舍利子的慈藏法师所创建。

因为供奉佛祖舍利子的缘故，虽然没有佛像，然而在梵钟阁内却有形形色色的弘鼓、云版、木鱼

、梵钟等。此外，还有装饰精巧的大雄殿、不二门及保存了1300年的石造浮雕等共35座建筑物。

　　交通：由釜山东部巴士站出发需30分钟

　　电话：(0523)382-7182 门票：2000韩元

　　开放时间：8：00-18：30(3~10月)，8：00-17：30(11~次年2月)

   

4、庆州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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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是新罗古都的庆州整个城市处处是文化遗址。新罗公元前1世纪开始从庆尚道地区发展起来

，后来先后灭掉高句丽和百济，公元7世纪成为韩半岛上第一个统一国家。

　　称得上长达992年的千年古都——庆州，拥有最具韩国特点的自然景观以及新罗时代的遗址，

每年吸引8-900万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2000年，庆州遗址被国际纪念物遗址会议（联合国教科文

为保护国际文物而设立的非政府机构）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佛国寺

　　佛国寺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性的历史遗迹也是代表庆州

的一处遗迹。寺庙本身的秀美及石制文物的杰出的艺术美已经为世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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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成人4,000韩元；青少年，军人3,000韩元；儿童2,000韩元；幼儿园生1,000韩元

　　开放时间：冬季 07:00~17:00；夏季 07:00~18:00

　　电话：054-746-9913

　　交通：在庆州站前或市外客运站乘车方便，10, 11路市内巴士(06:00 ~ 21:55, 16分钟发车一班)

   

5、江原道景点

　　江原道位于韩国东北部，山、海、湖协调一体，这里的雪岳山国立公园随季节展现不同的风

采，东海岸还有著名的海水浴场，海水十分清澈。此外，冬季这里还可以享受滑雪等体育运动和

比赛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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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岳山

　　提起枫叶，大多数韩国人最先想到的便是雪岳山。雪岳山是韩国名山之一，也是每年枫叶最

先转红的地方。四季美景宜人的雪岳山尤以秋日枫叶最为游客所青睐。从山峰到蜿蜒起伏的山脊

，红色一点点铺开，远看似火。

　　雪岳山靠近海边，吃海鲜也是地道之选：将蔬菜填入鱿鱼内并以蛋皮包裹蘸香油吃的鱿鱼肠

和烤半干明太鱼，那是最鲜香的人间美味。

　　旅人提示：

　　登雪岳山有数条路线，其中以千佛洞溪谷、五色药水、铸钱谷、百潭溪谷等路线最适合赏枫

。这里周边景点众多，如洛山海水浴场、镜浦台以及雪岳Waterpia温泉等，爬了一天山后在按摩

温泉里泡一下，别提多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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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首尔-麟蹄：首尔客运站(地铁2号线，江边站)→麟蹄，约需2小时50分钟,发车间隔3~40分钟,首

班车06:15 末班车19:20

　　麟蹄-雪岳山：乘坐从麟蹄汽车站出发到元通的市内大巴（每隔40分钟/运行20回），再从元

通出发，经南校里到龙垈里（百潭寺入口）的长途汽车（1天运行10回/约需40分钟）。

元通到龙垈里乘坐计程车约需20分钟。龙垈里到百潭寺步行约需15分钟。

　　电话：+82-33-1330(韩英日中)

　　观览时间：日出前2小时~日落2小时前

　　网站：http://seorak.knps.or.kr/(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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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程线路建议

1、韩国旅游城市方位图 

2、推荐旅游路线

第一天（首尔）：中国→韩国→酒店→清溪川→明洞→狎鸥亭洞→酒店休息

　　从北京或上海乘坐中午的飞机前往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建议吃晚饭以后前往青溪川、明洞附

近走走看看，感受一下首尔的幽静和活力，缓解一下行程中所带来的疲劳。然后回酒店冲个澡，

早点休息；以备接下来的行程不受身体的影响。

第二天（首尔）：德寿宫（石墙路）→景福宫→青瓦台→南山塔→狎鸥亭洞

　　早上先前往德寿宫游玩，走一走德寿宫旁的德寿宫路，路边的德寿宫围墙被韩国人称为情人

墙，顺便告诉大家《布拉格的恋人》中最后一集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的片段就拍摄于此。非常浪

漫的一条小路。

　　然后前往景福宫。青瓦台就在景福宫的后门，也就是神武门后边，看起来非常幽静。在门口

拍几张就可以去吃午饭了。

　　下午就去首尔的名品街狎鸥亭洞逛一下吧，据说韩国的明星们经常光顾这里，说不准还真能

让你碰上你喜欢的明星呢。还有，裴勇俊的咖啡馆就开在附近。

　　晚上绝对要走一下南山塔，因为这里才是首尔的制高点，首尔之花傍晚开始绽放，真的很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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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第三天（釜山）：南怡岛→春川→大学路

　　南怡岛是《冬季恋歌》拍摄的主场地之一，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美和最悲伤的地方。来到了南

怡岛，是否让你回到了电视剧的场景之中？那种感觉一定非常不错。

　　离开了南怡岛要去春川瞧一瞧，那个小城也是《冬季恋歌》的主场地之一，女主角和男主角

的家，他们爬的围墙，还有他们坐公交，被车撞等许多的场景都拍摄于这个20万人的小城，这小

城确实浪漫，就在汉江边。

　　回到了首尔就顺便去大学路看一下，再去那里吃个晚饭。那条路也是《冬季恋歌》的拍摄地

，男主角最美的形象和女主角最脆弱的形象就拍摄于此地，旁边就是汉城大学，那里的意大利餐

厅很多可以去尝试一下。

第四天（济州岛）：城山日出峰→山君不离→白鹿潭→泰迪熊博物馆

　　最后一天就浪费在济州岛吧，走走转转，偷偷懒，感叹下风花雪月。

3、交通指南

1）交通卡

类型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交通卡分下列三种，游客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T-money

　　使用T-money卡搭乘首尔、京畿道地区的公车及地铁，和投现金相比，每次可省下100韩元，

同时有换乘(地铁<->公车)优惠。T-money卡种类十分多元，除一般卡片型外，还有手机吊饰、项

链、迷你卡片型等。

　　销售处：首尔内FAMILY MART/ GS25/7-ELEVEN/BUY THE WAY便利店及各地铁站

(仁川区段的地铁站除外)

　　地铁站内只提供一般卡片型。

SEOUL CITYPASS PLUS

　　SEOUL CITYPASS

PLUS除包括基本的交通卡功能外，在首尔主要景点可享折扣，同时可获得餐厅折价卷。

　　价格：3000韩元

　　销售处：首尔内FAMILY MART/ GS25/7-ELEVEN/BUY THE WAY便利店&旅游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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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值

加值处

　　至销售处(地铁窗口或便利店)加值，一次最多可加值90000韩元。在标示有左图的便利店或公

车亭都可加值。

加值机

　　地铁站内都可见到卡片加值机。机器上方标示有大型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处理即可。 

加值步骤如下:

　　a 将卡片插入下方标示有1号的地方 

　　b 在最上端电子银幕上会显示目前余额

　　c 单次可加值的金额分1000,2000,3000,5000,10000,20000,30000,50000韩元等8个按键

　　d 所选择金额会出现在第二栏电子银幕上

　　e 将纸钞插入

　　f 加值后的金额会显示在第三栏; 机器右上角的电子栏会显示投入的金额

退费

　　你可以在LG25便利店要求退回未使用的余额，退费时会酌收500韩元的手续费。但当初购卡

时缴付的金额，不能退。卡片可留做纪念，或下次使用。

1）国内航班

　　大韩航空（KE）和韩亚航空（OZ）负责韩国国内主要城市间的航运业务。首尔-济州之间的

飞行时间大约为1小时，飞往其他城市根据路线，一般需40分钟至1小时左右。釜山到济州岛，也

只要40分钟。预定及购买机票可通过航空公司网站，代理处，旅行社或附设于大饭店内的办事处

办理。

2）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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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高速火车（KTX）

　　2004年4月1日韩国高速列车正式开通！韩国的高速列车的时速设定为每小时350公里，实际运

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300公里。从首尔至釜山乘坐一级列车新村号(Sae

maeul)所需的4小时10分在高速列车开通后，缩短为2小时40分。

　　高速列车内设有接收影像、电台的装置、饮料和小吃自动售卖机、行李存放处等。

在列车的第2节特级车厢内，还设有残疾人专用的2张座席和1个卫生间及存放1张轮椅的空间。

为避免高速列车开通后首尔火车站人潮汹涌的状况，除首尔站外，乘客也可在龙山站搭乘高速列

车。

　　韩国高速列车票价及所需时间（以首尔为准）

京釜线 光明 天安牙山 大田 东大邱 密阳 釜山

一般车厢 7,000 11,400 19,500 34,900 39,700 44,800

特级车厢 11,200 16,000 27,300 48,900 55,600 62,700

所需时间 - 34分钟 49分钟 1小时 39分钟 - 2小时 40分钟

* 单位： 韩元

湖南线 天安牙山 西大田 益山 松汀里 木浦 光州

一般车厢 11,100 19,300 25,500 33,100 38,000 33,300

特级车厢 15,500 27,000 35,700 46,300 53,200 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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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时间 34分钟 49分钟 1小时 38分钟 2小时 30分钟 2小时 58分钟 2小时 37分钟

* 单位：韩元

首尔火车站介绍

1）首尔火车站

　　这是最重要的火车站，也是连接首尔和釜山的京釜线的始发站。除清凉里站出发的中央线（

首尔清凉里站-庆尚北道庆州站）、清凉里站出发的京春线（首尔清凉里站-江原道春川）外，京

釜线(首尔-釜山)、忠北线(京釜线的乌致院站-中央线的凤阳站)大多数站都从首尔火车站出发，部

分湖南线上运行的列车也由首尔火车站始发。首尔火车站出发的火车终点站主要是釜山和庆州。

　　电话：82-2-3149-2509

　　交通：4号线地铁首尔火车站/ 1号线首尔火车站 ②号出口，首尔火车站广场方向

2）龙山站

　　电话：+82-2-3780-5408

　　交通：与1号线龙山站相连/ 4号线新龙山站下车 ④号出口，步行约250m即为龙山站候车室。

3）永登浦站

　　龙山、首尔站出发的长项线、京釜线、湖南线、全罗线列车(KTX除外)均停靠永登浦站。永

登浦火车站出发的火车终点站主要是平泽、顺天、丽水等。

　　电话：+82-2-2639-3310

　　交通：1号线永登浦站下车②号出口出即是永登浦站广场。

4）清凉里站

　　这里是连接清凉里站和庆州市庆州站的中央线的始发站，所以前往庆尚南道和江原道的火车

一般从这里出发。此外，京春线(首尔清凉里-江原道春川)的所有列车及岭东太白线的部分列车都

从清凉里火车站出发，并有火车通往江原道、江陵市、庆尚北道的安东市等著名旅游城市。

　　电话：+82-2-3299-7114

　　交通：1号线清凉里站下车④号出口出来

5）城北站

　　这里出发的铁路线沿途经过北汉江，并且在春川站、清平站、加平站、江村站周围有很多著

名的旅游景点和休养地，一路景色十分秀丽。周末，很多人利用这条线到首尔近郊旅游。

　　电话：+82-2-917-7445

　　交通：1号线城北站下车①号出口出来

3）轮船

乘船手续

　　a) 因为是韩国境内的航程，所以不像国际移动的手续那么多，一般的游客只要最少提前30分

钟到达旅游客运港取票，乘船即可。需要车辆运营的游客则需最少提前2小时到达码头办理手续等

。

　　b) 免税店购物时出示船票和身份证购买免税商品后乘船即可。现金，信用卡，美元，日元都

可以，没有特别的通关程序。利用免税店时，需提前办理完搭乘手续后才可进入免税店。但是船

上销售的物品为有些贵，因此可以提前购买。通话时可使用船内的公用电话，沿岸附近时才可使

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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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铁

　　上下班的时间段是首尔市交通的高峰时段，在这个时段会经常遇到堵车等情况。然而首尔的

地铁四通发达，对于不了解首尔地理情况的你，最好的交通工具莫过于地铁了。因为地铁涉及区

域非常全面，很多外国游客，甚至韩国人都非常喜欢在出门时乘坐地铁。现在，首尔市内共有八

条线路，首尔市政府还预计在2009年内增设9号线。首尔地铁的运行时间大体为早上凌晨5点至夜

间1点，两站之间运行时间为2~3分钟，间隔较远的站之间需要5~6分钟。所有地铁的站牌上都同

时标有包括韩语、汉字、英语，供你识别站名。

　　1~4号线: 首尔特别市地铁公社 http://www.seoulmetro.co.kr/eng/index.jsp（英文）

　　5~8号线: 首尔特别市城市铁道公社 http://www.smrt.co.kr/Eng/index.jsp（英文）

地铁票价格表和车票种类

　　10公里以内基本费 成人 13~18岁 7~12岁

　　使用交通卡(T-money) 900韩元 720韩元 450韩元

　　使用现金（一次性车票） 1000韩元 1000韩元 450韩元

　　残疾人免费，6岁以下免费

　　运行距离在10~40公里范围内时, 每5公里加收100韩元

　　运行距离超过40公里时每10公里加收100韩元

5）交通常识

　　a 车辆要右侧通行

　　b 司机座位及副驾驶座位均需系安全带

　　c 速度限制：市内大部分地区限于60公里

　　d

交通状况：在上午与下午的高峰期，几乎所有的市内道路上开车速度都要下降至10～20公里。

　　e 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看到老人、孕妇、残疾人等应主动让座。

　　在车上帮助没座的乘客拿重物是韩国人的特有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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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人特别提示

   

1、国旗/国花/国歌

国旗

　　名为“太极旗”，中央以易学中象征“宇宙与真理”的“太极”为圆；红与蓝象征着阴阳，

水火，男女，静动等的融合与谐调。

四角的爻卦则分别象征着天，地，日，月；显示出对称与均衡。

国花

　　韩国国花是无穷花，学名为木槿。生命力强的无穷花，象征着大韩民国历尽磨难而矢志弥坚

的民族性格。七月至十月是无穷花绽放吐芯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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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

　　韩国的国歌是“爱国歌”。如字面所示，爱国歌就是指热爱自己国家的歌。韩国最早创立的

民间报刊“独立新闻”曾于1896年时刊登了多版本的爱国歌歌词，但当时“爱国歌”的旋律还未

确定。后在公元1897-1910年韩帝国时期，爱国歌的旋律被定为军队曲，称大韩帝国爱国歌。1902

年再经修改后大韩帝国爱国歌被使用于国家的重要庆典上。最早的爱国歌是在1907年间为了提升

国民的爱国心以及在国权被夺的情形下保持独立精神而创作的。现在的爱国歌歌词是经过多次改

版后确定下来的。

　　1948年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創立前爱国歌一直是由Maestro Ahn

Eak-tay(1905-1965)就苏格兰民谣“Auld Lang Syne” 的旋律而演唱的。但作曲家安翊泰(音译)(1905-

1965年)深感不适合拿其它国家的名谣旋律来作自己国家的国歌曲，于是在1935年重新创作了国歌

曲，立刻被当时的临时政府所采用。但直到1945年大韩民国成立前，国歌仍是以“Auld Lang

Syne”版本为主。 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正式宣布前临时政府采纳的爱国歌为韩国国歌，此后所有

的学校和国家机关开始统一使用该爱国歌。

   

2、整理行装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韩国的话，而且只有三四天或是一周的短期旅行，那么你在整理行李时要

以轻便为主。带好你的护照、机票和四五件的衣物、相机、中文韩国旅游地图、化妆品、必备药

品、现金7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以了。因为是短期旅行，行李不要过于太大，一般行李长不超

过90厘米、高不超过70厘米、宽度不要超过45厘米、重量在25公斤左右才好。另外要记得韩国的

时间比中国快一小时哦。

　　韩国的冬天比较冷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你要带件羽绒服或是比较厚和保暖的衣裤，但韩国的

室内温度很高，你最好在厚厚的大衣内穿上稍微薄一点的衣裤。

　　韩国的春天和秋天的平均温度在5度~25度间，因为早中晚的温度差较大，所以你的行李中一

定要有两件厚一点外套方便你在外出时替换。

　　韩国的夏天很热平均气温在32度左右，而且常常下雨最好是带上雨伞、遮阳伞、防晒霜等。

因为天气热所以你可以带着短衣短裤在带上你的游泳衣和拖鞋这样你到海边的时候就可以游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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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带物品

　　去韩国旅游，除了带上你的衣物行李还要带好你的相机、护肤品、化妆品和少量的必备药品

以外你在准备4000~8000元人民币作为游资就可以了。最好在准备一份中文的韩国旅游地图和标中

文发音方法的韩语会话手册。

   

3、最佳旅游时间

　　韩国属于温带气候，可观赏四季变幻的景观将是旅游最大的乐趣之一，韩国北部深受大陆性

气候的影响，寒暑温差较大，愈往南愈呈现出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特征。

　　三月底济州岛的樱花首先开放，四月中旬首尔已是姹紫嫣红。迎春花、杜鹃花、桃花、梨花

缀满枝头。万物复苏，风和日丽正是春光无限好。

　　六月至八月是雨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二分之一，夏季七八月分高温潮湿，大部分韩国

人选择此时去高山或滨海地区避暑度假。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可能是描述韩国秋天最恰当的词汇，秋天也是旅游的最佳季节，十月

初的雪岳山枫叶转红，落英缤纷。到了十一月上旬，首尔的古宫已是红叶满园，秋意正浓。还有

那楚楚动人，含羞带怯的波斯菊为深秋更添一分浪漫的情趣。

　　“三寒四暖”是韩国常见的冬景，意为连续三天的酷寒后，必有四天的温暖天气。韩国的冬

天虽然寒冷，但还可以忍受，何况在山岳地区还可享受到冬季最热门的户外滑雪运动。

   

4、出入境须知

1）签证

持中国护照的游客可申请免签证进入韩国济州岛30天。

（对于申请人资格，无需任何额外资料，只需

1、身为中国公民；

2、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3、前往韩国或其他地区的机票即可。)

　　除上述情况外，去韩国其他区域时皆需到户口所在地管辖区域内的驻华韩国领事馆进行访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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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的办理。当然，也可通过旅行社代为办理。

　　一般情况下，访韩签证主要包括旅游签证、商务签证、探亲签证、留学签证、劳务签证等十

多种。因每种签证所需材料不同，因此，需根据具体情况向管辖区域内的韩国领事馆进行详细的

咨询。

　　若到韩国之后想要延长滞留时间则需在签证有效期内到韩国的出入境管理局办理长期签证的

变更手续。具体情况与其他地区的护照持有者情况相同。即，到韩国的出入境管理局办理长期签

证变更时，由于可供变更的签证种类繁多，各种签证所需材料都有所不同，因此，需根据具体情

况向出入境管理局直接进行咨询。但，超过免签证日期之后，不可继续以旅游签证身份继续停留

或进行签证延期。

　　韩国的出入境管理局官方网站： http://www.immigration.go.kr/ （提供韩国语及英文信息）

　　咨询电话：82-1345（提供中文咨询）

（在韩国时，不需加拨任何区号，直接拨打1345进行咨询即可。）

　　驻中国大韩民国大使馆：http://www.koreanembassy.cn (中文网)

　　韩国外交通商部官方网址：http://www.mofat.go.kr/main/index.jsp （提供韩国语及英文信息）

2）机票预订

　　韩国共有仁川国际机场、金浦国际机场、济洲国际机场、金海国际机场、清州国际机场、大

邱国际机场、蘘阳国际机场、务安国际机场、光州国际机场等9个国际机场。其中仁川国际机场和

金浦国际机场为距离首尔最近的国际机场。想要去首尔的中国游客可以预订中国到仁川或中国到

金浦的机票。当然，如果你除了想要访问首尔以外还要到韩国的其他地区进行观光的话也可先预

定其他地区的机票然后再通过韩国的国内线路或韩国国内的其他交通设施来访问首尔。

　　机票的预定可以通过航空公司、旅行社和机票预定网站等3种途径来进行预定。

3）护照办理

普通护照申请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申请人可通过指定代理旅行社到领事馆申请。

1、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公安分县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处或者参团旅行社领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境）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2、填写申请表。

3、提交申请。提交申请时必须携带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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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原件和户口簿首页、本人资料页、变更页及身份证的复印件。

　　B 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原件。

　　C 符合要求的彩色照片一张。一般为二寸、正面、免冠、服装整齐、浅底色（淡蓝色或白色

的软光纸近期彩照4张。

4、领取护照。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受理申请后，审批、制作和签发护照的时间是14个工作日。领

取护照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者户口簿、领取护照《回执》和200元工本费。凡在《回执》上标

明取证日期3个月后没有领取证件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将予以销毁。

因公护照申请程序

　　申请人可以通过当地外事办进行申请。

　　按照我国<护照法>的规定，属政府机关出访和考察者需向当地政府外事部门咨询并办理<公

务护照>。企业管理人员或个人出国进行商务考察或旅游时，可在公安机关办理<普通护照>。

申办因公护照应提交的文件和材料

（1）出国任务批件；

（2）因公出国人员审查批件或备案件；

（3）申请出国护照签证事项表；

（4）核查出国人员身份证原件，留存复印件；

（5）提供出访人员小二寸、正面、免冠、服装整齐、浅底色的软光纸近期彩照二张。

为下列出国人员发照还应核查其它有关批件和证明：

（1）参加中央部门或外省组团的，须提供出国任务通知书和确认件；

（2）前往未建交国家和地区，须提供外交部或有关部门的批件；

（3）出国培训人员，须提供国家或省外国专家局的审批、审核件。

收费项目及标准

　　工本费 50元/本

　　加急费 一个工作日取40元

　　　 二个工作日取25元

4）通关程序及手续

出国之前

　　在办理完护照、签证手续，预订好机票之后，便可以准备好行李等待旅游那一天的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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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恐怕还要先到当地的检疫局去做健康检查，并领取健康证及其分发

的旅行必备药品。

出国当天（在机场）

　　需持护照、机票（或电子机票）、健康证以及你的行李，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

　　在机场大厅机票办理处出示护照及机票后，服务人员将会告知你的座位位置，同时，你也可

以在此处将较重的行李进行托运。

　　然后，持护照及机票进入海关。

　　免税店就位于乘客们通过海关前往登机口之间的那段距离之内，因此，如果在你通过海关检

查之后距离登机仍有空余时间的话还可以在各大典雅精致的免税店之间流连一番。

　　登机前会有广播通知提醒登机时间及登机顺序。

登机后

　　登机后，在飞行的过程中乘务员将向你提供入国申请书、物品申报单及检疫报告等3项通关时

所需资料。

　　入国申请书为所有非韩国国民的所有外国人都必须填写的通关手续（持韩国护照或外国人身

份证者除外）。其中表格内粗线内的所有空栏都必须用英语填写。同行的未成年者也需另外填写

各自的入国申请书。

　　游客携带物品申报单当游客为个人单独前往时需填写一份；但，当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前往时

，可以家庭为单位统一填写一份即可。如果没有携带要申报的物品时，可不用填写，但，携带高

额贵重物品时必须填写申报单进行申报。

　　检疫报告一般为来自霍乱、黄热病、鼠疫等其他传染病感染区域的乘客或乘务员填写。

　　上述通关时所需资料亦可在到达后在通关时进行填写，但若在机内乘务员发给申请书时便填

写完毕的话，可大幅节省办理入境手续的时间和步骤，为你的旅行提供更为快捷舒适的通关过程

。

落地后（通过韩国海关时）

落地后，持

1、护照

2、健康卡（不是第一次出国时有时不需要提供）

3、入境申请书（即，入国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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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品申报单

5、检疫报告

　　到韩国入境海关出进行通关手续的检查即可。

通关后

　　在通关后，找到你所托运的行李之后便可开始你清新浪漫的韩国之旅了。

   

5、物价、汇率和兑换

1）物价

　　a) 公共汽车和饮料自动售货机只可用硬币和1000韩元面值纸币。

　　b) 区间小公车700韩元，普通公车1000韩元，地铁1区间900韩元，普通出租车起步价1900韩元

，豪华出租车（外观为黑色）起步价为4500韩元。

　　c) 一般普通饮食店的韩国料理5000-6000韩元，麦当劳的巨无霸2900韩元。

　　d) 特级饭店150000-1000000韩元，观光饭店80000-150000韩元，旅馆20000-50000韩元，民宿200

00-40000韩元。

　　e) 香烟2000-3000韩元不等，电影票7000-8000韩元，超市的冰激凌700韩元，矿泉水600韩元，

纸巾500韩元。

2）汇率

　　韩国的货币单位为“韩元”，用“WON”表示。09年10月人民币对韩元的最新汇率是1：170

。目前在市场流通的货币基本包括面值为10韩元、50韩元、100韩元、500韩元的硬币，面值为1000

韩元、5000韩元、10000韩元、50000韩元的纸币，及数额不等的支票。另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在今

后的1、2年内推出面值为100000韩元的纸币。

3）兑换

　　在韩国，有很多地方都提供换钱服务，比如机场的兑换处、酒店的前台以及韩国的各大银行

，在这些地方，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如护照、身份证等），即可用美元、人民币、日元等货币来

兑换韩元。韩国旅行结束之后，如果韩币还有剩余，还可以到上述地点重新把钱换回来。这时同

样需要有效证件，特别是在兑换超过10000美元的时候，需要出示护照和关税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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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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