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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首尔，品味精致生活

如果你还记得《冬季恋歌》、《浪漫满屋》、《花样男子》、东方神起、Superjunior⋯⋯那些曾

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故事，那些修饰精致的人物。

去首尔看看吧。第一眼，这个城市平平无奇。但半小时后，你就会觉得仿佛走进了一部韩剧的剧

情里。你能感受到，这个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不是北京，不是上海，是首尔。 

(图片由网友 @苍凉的美好 提供)

在首尔待1个小时之后，你就会有强烈的冲动，“我要变得更漂亮”。

在首尔不用专门注意，你都能强烈的感受到，没有一个不精心修饰的女生。头发、粉底、腮红、

眼影、睫毛、围巾、项链、耳环、指甲，每一个女生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心修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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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尔，你会发现，尝试让自己变漂亮的方案很多，成本也很便宜。首尔基本上没有国外大牌化

妆品，大量本土品牌的专门店，遍布每条街道。首尔一盘普通菜的价格，可以买两件衣服，或者

一瓶面霜。

在首尔待24小时之后，你会发现，首尔人很热爱他们的城市。

2005年挖出的清溪川，即使在暗夜里都能感到清澈的水流；跨在汉江上的十几座大桥，每座大桥

的形状和照明都做了不同理念的设计；2004 建的仁寺洞新景，完全融合在仁寺洞的旧貌里，充满

着古朴家常的亲切味；在首尔住旅店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不需要入住押金；在韩国乘火车不需要

检票，没有人查票；这里每个公共卫生间都干净明亮免费提供厕纸⋯⋯

首尔，没有令人惊艳的风景，不适合观光，但可以停留下来，体会，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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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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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首尔四季分明，气温和季节变化大体和中国的山东地区类似。其中秋季（9-11月）雨水少，气候

适宜，是最佳旅游时间，且此时雪岳山枫叶转红秋意正浓，首尔市中区的明洞庆典也正进入高潮

，各种表演纷纷登场。但其它三个季节也各有特点，春天可欣赏漂亮的樱花；夏季可参与室外活

动；冬天可以感受到雪色王国的浪漫。

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早晚温差大，出门前最好带上轻便夹克；冬天要准备暖和保温的加厚衣服。

夏季阳光照射强烈，要注意防晒；另外7月是韩国的雨季，天气无常，会突然下雨，但也不会严重

影响到出行的，记着出门带把伞就好。

   

2、地理方位

韩国首都首尔（Seoul，旧译汉城）是韩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也是全国陆、海、空

交通枢纽。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地处盆地，汉江迂回穿城而过，距半岛西海岸约30公里，距东海

岸约185公里，北距平壤约260公里。全市南北最长处为30.3公里，东西最长处为36.78公里，总面积

605.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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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主要景点分布图

韩国第一大江──汉江自东向西穿城而过，把首尔分为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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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的观光景点主要有朝鲜的五大古宫和宗庙，以及首尔

世界杯体育场、63大厦、汉江、南山、北汉山国立公园、大学路、仁寺洞等，著名购物场所则有

梨泰院、明洞、狎鸥亭、南大门、东大门等。近郊的首尔游乐场、爱宝乐园、加勒比海湾(Caribbe

an Bay)、韩国民俗村、水原华城、南汉山城等景点也值得一看。

行政区划：

首尔特别市由25个区（�，Goo）、15,267个洞(�)、112,734个番地（�� Beonji）所组成。“洞

”相当于中文的“村”。这一万五千多个洞。有首尔地铁作为大众交通工具联系这些地区。 

                                             10 / 163



�������

首尔：魅力之都

首尔行程区划图

江北区域轮廓图：

明洞：了解首尔时尚的最繁华的街道。傍晚或周末时，成为化妆与时尚的天堂。

钟路�仁寺洞：在这里能够享受到韩国最地道的氛围。

三清洞：最近备受注目的非常恬静的区域。邻近的北村区域作为散步场所，人气也很旺。

首尔站�南大门：在依然如昔的南大门市场散步，极富乐趣。

东大门：排列着几家贩卖衣料的时尚大楼。

梨泰院�龙山：深受欧美人欢迎。有很多西式风味的餐馆，皮革制品、皮包定做店。

新村、弘大、梨大：均为设有大学的学院路。弘大拥有很多极具个性、独特的酒吧。梨大则拥有

诸多女大学生所喜爱的时尚装饰品店。

大学路：拥有诸多戏剧、音乐表演场所的艺术之街。

江南区域轮廓图：

汝矣岛�麻浦：汝矣岛是国会大夏的所在地，也是汉江游览船的发抵地点。对岸的麻浦（江北）

是平民的美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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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鸥亭洞：狎鸥亭洞（包括清潭洞）是首尔上流社会之街。也拥有诸多的文化公司，或许还会碰

到一些知名艺人哦。

   

3、前往韩国

目前由国内前往韩国有两种交通方式：航空及海运。

1、航空

韩国机场以仁川国际机场为首，釜山金海机场，大邱机场，济州机场等多个机场均与我国保持着

频繁的航运往来。韩国的两大航空公司：韩亚航空公司Asiana

Airlines（OZ）和大韩航空公司Korean Air（KE）经营着中国各大城市前往首尔仁川机场的大部分

航线。另有韩国济州的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目前也开通了仁川至青岛的航线。

国内如下航空公司也有前往韩国的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航班、深圳航空航班、中国东方航空航班

、山东航空航班、真航空航班、中国南方航空航班、Jeju

Air航班、上海航空航班、厦门航空航班、四川航空航班、澳门航空航班、香港快运航空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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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主要机场分布图

目前中国如下城市有直达首尔仁川机场的航班：北京、上海、青岛、烟台、大连、广州、三亚、

威海、长春、长沙、成都、重庆、桂林、海口、杭州、哈尔滨、济南、昆明、澳门、香港、牡丹

江、南京、宁波、沈阳、深圳、天津、乌鲁木齐、武汉、厦门、西安、延吉、郑州。韩亚航空公

司和大韩航空公司经营的前往首尔的更多航线信息见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3_1.jsp。

可携带登机的手提行李：

在一般情况下，持头等舱客票的旅客每人可携带两件共10公斤的手提行李；持公务舱、经济舱的

旅客每人可携带一件5斤的手提行李。每件手提行李的长、宽、高尺寸分别不得超过56(22英寸)*45

厘米(18英寸)*25厘米(10英寸)，并且三边之和不得超过115厘米。但各家航空公司略有不同，请事

先查询。

2、海运

目前，我国与韩国有直通海运。出国人员购买船票，均由中国外轮代理公司所属分公司办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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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员需凭本人护照和签证购买船票。当然也可通过旅行社购买船票，更多海运入境手续、海运

时刻表、轮船客运的相关信息见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3_2.jsp。 

中韩海运线路图

   

4、签证

去韩国除济州岛以外的区域都需要自行或通过旅行社代办签证。另持台湾及澳门护照可免签证在

韩国停留30天；持香港护照可在韩国无签证停留90天。

韩国个人旅游签证办理所需材料：

1、护照：原件和复印件1份，护照有效期为半年以上，持换发护照者，需同时提供所有旧护照原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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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证申请表：官方下载地址http://shanghai.mofat.go.kr/cn/view/download/id/TO14992。

3、身份证复印件1份

4、2 寸白底彩色照片1张（照片背后需签名）

5、以下经济能力证明材料中的任意2种

在职证明（包括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最近6个月内信用卡或储蓄卡的交易记录；

能确认最近6个月内存取款情况的存折复印件；

车辆或房产的所有证明；

社会保险加入证明；

（提交父母名下的财产证明时，需同时提交能够证明亲属关系的户口本或公安局出具的亲戚关系

确认书等）

6、暂住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所在地不属于本馆管辖范围的），能用在职证明确认居住在本馆管

辖范围内的可免此项。户口所在地非以下管辖范围需要提供暂住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北京城区户口只需：签证申请表；护照、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旅游签证须知：1）韩国旅游签证受理时间：一般为 5-7 个工作日；2）韩国旅游签证 3

个月内有效，停留期 30 天，一次性个人自由进入韩国；3）递交韩国领事馆的所有资料领馆均不

予退回；所需资料因个案不同最终以领馆颁布为准。

2010年8月1日起，韩国针对中国游客签证制度有如下改善：

1）就读于中国政府指定的优秀大学便可获得签证（主要是211工程大学）

所需材料有：签证申请表；护照、身份证复印件；在学证明书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大学毕

业生复印件。

2）一张家庭关系证明就能让全家获得相同的签证

3）进一步扩大多次签证的签发对象范围，中国游客只要去过一次经合组织成员国，就可获得韩国

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并新增可2次入境的双重签证制度。今后中国游客3人以上便可组团办理签

证赴韩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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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签证样本

签证申请受理及护照领取时间：受理时间：09:00-11:00，领取时间：14:00-17:00

签证申请方法及范围：

本人直接申请：适用于除团体签证以外的所有签证

通过代理机构申请：适用于除团体签证以外的所有签证

旅行社代理签证正常手续费（与户口所在地无关，以旅行社所在地为标准）每人基本费用

北京：200元人民币，其他地区：300元以下

各地代办旅行社信息点击：

http://china.koreanembassy.cn/consular/consular_03_02b1.aspx?bm=4&sm=3&fm=2

签证的领取：

通过代理机构及旅行社申请的申请者通过代理机构及旅行社领取

直接申请者，凭发票（签证申请材料受理时交付）在工作日14:00～17:00之间直接到领事馆领取。

各城市驻华大使馆信息：

韩国驻华总领事馆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电话：（86-10）6532-6774/6775

传真：（86-10）6532-6778/6723

Email：webmaster@koreanembassy.cn

网站：http://china.koreanembassy.cn

领事区域: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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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驻西安总领事馆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33号国际商务中心19层

电话：(86-29) 8835-1001

传真：(86-29) 8835-1002

Email：xian@mofat.go.kr

网站：http://chn-xian.mofat.go.kr

领事区域: 陝西省,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01号，266061

电话：（86-532）88976001，88976002

传真：（86-532）88976005

Email：qdconsul@mofat.go.kr

网站：http://www.qdcon.org.cn

领事区域：山东省

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万山路60号，200336

电话：（86-21）6295-5000 6295-2623

传真：（86-21）6295-5191 6295-2629

Email：shanghai@mofat.go.kr

网站：http://shanghai.mofat.go.kr

领事区域: 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下南大街2号天府绿洲大厦19层

电话：（86-28）8616-5800

传真：（86-28）8616-5789

Email：chengdu@koreanembassy.cn

网站：http://chn-chengdu.mofat.go.kr

领事区域: 重庆直辖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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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浦发银行大厦4楼

电话：（86-27）8556-1085

传真：（86-27）8574-1085

Email：wuhan@mofat.go.kr

网站：http://chn-wuhan.mofat.go.kr

领事区域: 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

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东省天河区体育东路羊城国际商贸中心西塔18楼，510620

电话：（86-20）3887-0555

传真：（86-20）3887-0923

Email：guangzhou@mofat.go.kr

网站：http://chn-guangzhou.mofat.go.kr

领事区域：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福建省

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13纬路37号

总机：86-24-2385-3388

签证科(人工服务)：ARS 1#

护照科(人工服务)：ARS 2#

传真：+86-24-2385-5170（综合业务），6549(签证业务)，+86-24-2325-7401（事件事故业务）

E-Mail：shenyang@mofat.go.kr (一般业务咨询)

网站：http://chn-shenyang.mofat.go.kr

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5-6/F,For East Finance Centre, 16 Harcourt Road, Hongkong

电话：（00852）2529-4141

传真：（00852）2861-3699

Email：info@korea.org.hk

网站：http://hkg.mofat.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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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区域：香港，澳门

   

5、货币与小费

货币：

韩国的货币单位是“元”。流通的纸币有1000元、5000元、10000元3种，硬币有10元、50元、100

元、500元4种。 

兑换：

可提前在国内的中国银行兑换带到韩国，也可到韩国后兑换。在首尔，很多步行街都会有合法的

换钱所，其中首推明洞，在明洞的街上会看到标有“两替”的小换钱所，交易前可以确认好每一

家的汇率，然后从中选择最合算的进行交易。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不会再单独收取手续费。仁川

和金浦国际机场内的兑换银行信息参见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2_1_4_1.jsp

。

小费：

韩国一般不接受小费。但是，偶尔会有高级餐厅和宾馆在基本费用中附加10%服务费的情况。此

时在帐单里已经包含服务费，不需另给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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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

目前银联卡在韩国的ATM受理业务日益普及，它们大多分布在免税店、便利店及机场等中国游客

经常光顾的地方。银联持卡人不但可以刷卡消费，还可以使用银联借记卡在ATM上提取现金。提

取韩币根据当天汇率，以人民币扣帐，不存在货币转换费。取款的限额要求，根据国家规定，银

联卡单卡每日累计境外取款额为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银联韩国24小时服务热线：0079

-814-800-7159。虽然在首尔购物刷卡很方便，但是就优惠而言还是建议大家花现金购物。实在是

现金不足不得不刷卡的情况下，那就刷银联卡，这一点的确方便。因为就经验而言，有时候用现

金支付，得到的优惠和赠品会更多。

信用卡：

信用卡提取现金需支付较高的利息或手续费，建议ATM取款尽量用借记卡。刷卡的话，大部分餐

厅、宾馆、商店都可使用，但在零散的小商店或地方商店等地也许无法使用。先查看贴在入口处

的告示，确认哪些公司的信用卡可用来结算。Visa, Master

卡是最常见的，另外Plus和Cirrus卡的使用也很普遍。除此以外，印有Maestro、Electron和JCB

等标志的境外信用卡也可在部分地区使用。 

韩国境内可以使用的信用卡

ATM/CD使用：

银行或银行设置的自动机器一般都有ATM机，可以处理取钱、存钱、转账等业务。大多ATM机都

在早上8点至晚上12点开放，也有些全天24小时开放。

CD（Cash Dispenser）机只有提取现金的功能，多设于地铁站、便利店、火车站、客运站和百货店

等地。大部分CD机都可24小时使用，并提供英文操作菜单，偶尔还有中文或日文的菜单。不过，

在地铁站或便利电使用贴有上述标识的境外卡进行操作时，偶尔会出现故障。此时，到火车站、

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去，或找找附近其他的机器使用。在银行出现故障时，直接到柜台请求工

作人员帮助即可。

若在使用ATM/CD机器中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的问题，可拨打旅游咨询热线（1330）请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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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水平：

韩国的整体物价水平略低于美国，日本。

交通：普通巴士600韩元，地铁1区间600韩元，普通出租车起步价1,900韩元，模范出租车起步价4,0

00韩元

饮食：一般普通饮食店的韩国料理5000-6000韩元，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3900韩元，苹果1个1500

韩元，贝果面包1份1600 韩元，辛拉面1包600-1320韩元，鲜虾条1包(小)700-1000

韩元，必胜客无敌大比萨(F)32900韩元，STARBUCKS咖啡Americano_Tall 3300 韩元，麦当劳Big

Mac Set5000韩元，全州拌饭5000-8000 韩元

住宿：特级饭店(150,000韩元~)，观光饭店(80,000韩元~150,000韩元)，旅馆(20,000韩元~50,000韩元

)，民居(20,000韩元~40,000韩元)

其他：国产香烟2700-3000韩元，国立博物馆门票不到3000韩元，电影票7000-8000韩元，咖啡厅的

咖啡3000-5,000韩元，超市的冰淇淋500韩元，矿泉水(500ml) 600-700韩元，纸巾500韩元，网吧1小

时1000-2000韩元，练歌房1小时15000-20000韩元，可乐250ml850韩元，牛奶

(1L)2100-2600韩元，啤酒(瓶)1600-3500韩元

   

6、通讯网络

通讯：

韩国国际电话代码：82，首尔区号：02

用中国国内号码拨打当地座机：0082-64-号码；拨打韩国手机：0082-手机号；

用当地号码打往国内的座机：0086+区号（区号首位为0需省去）+号码；拨打国内手机0086+手机

号。

公用电话：

首尔的公用电话一般在主要街道、客运站、机场、火车站等地区能找的到。一般的公用电话有蓝

色、银灰色、磁卡三种。蓝色和银灰色为投币式，可打市内和国内长途电话；磁卡电话可打国内

、国际电话。电话卡可以在附近的便利商店买到，面额为2000、3000、5000、10000韩元等。

国际电话使用方法，先按国际长途接入号码（用一般电话拨打：001，002，008，用手机拨打：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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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0365，00388，00700，00727，00766，00770等），然后再按国家代号-区号-电话号码即可。

例：拨打北京长途电话，号码为12345678，则拨打方法为001-86-10-12345678

市内通话费：3分钟70韩元

市外通话费：8 :00 -21 : 00， 43秒70韩元； 0 :00 - 8 : 00

、21:00-24:00，61秒70韩元。更多公用电话使用方法参见：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2_5.jsp。 

首尔之外的城市区号

手机租赁：

现在来韩国旅游，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租赁手机服务，在入境之

后，在仁川国际机场可以租赁到在韩期间使用的手机；另外游客也

可以在来韩之前在网上预约，具体的预约流程以及通信公司的信息都可以在预约板块上看到：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9_2_4_1.jsp。

SIM卡：

虽然越来越多的游客使用手机租赁业务，但是SIM Card卡也是可以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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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国际机场

A 一般卖场

K-Books：候机楼1层(入境区) "7"号出口附近

Tel：032-743-0091, 运营时间：07:00~21:00

K-Books：候机楼3层(出境区) "F" 柜台附近

Tel：032-743-0092, 运营时间：07:00~21:00

CU(Family Mart): 候机楼3层(出境区) "G"柜台附近

运营时间 ：24小时

CU(Family Mart): 候机楼交通中心地下1层(机场铁路)

运营时间 ：24小时

B 免税卖场

K-Books: 候机楼3层免税区东面(Tel:032-743-0095)

西面(Tel:032-743-0096)

中央("28"号门附近) (Tel:032-743-0097)

搭乘洞3层中央(Tel:032-743-0098)

运营时间：07:00~21:00

金浦机场 (国内线)

A 一般卖场

CU(Family Mart)：国内线候机楼1层(到达区)

运营时间：24小时

B 免税卖场

CU(Family Mart)：国内线候机楼3层(出境区) 候机室

运营时间：24小时

N 首尔塔

A. CU(Family Mart) 南山公园店

地点：首尔龙山区龙山洞2街 1-1 (N首尔塔山顶巴士站牌附近)

运营时间：24小时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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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的网吧很容易找到，同时全首尔到处覆盖了3G、4G信号。一般的咖啡厅都会免费提供WIFI，

密码都会被标识在咖啡厅内墙上较显眼的位置，如果没有可以去收银台询问。

邮政：

首尔邮局的营业时间为9:00-18:00，邮筒是红色的，虽然在很多街道拐角或是公共设施处可以找到

，但是最方便的还是去邮局。在韩国，邮寄信件、物品等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均按照克(g)为

单位进行价格的核计。但明信片的费用与重量无关，根据种类，空运350韩元/张，海运250韩元/张

。在邮局或文具店买好邮票，粘贴好后，投入街上的信筒或邮局内的国际mail箱内即可。首尔经

常举办免费明信片活动，如果打算邮寄明信片，可以在去旅游咨询中心处先咨询是否有免费明信

片可以邮寄，这样会简便、实惠很多。

   

7、电压与时差

电压：

韩国电压有220V和110V两种，前者电源插头和插座是圆形，后者为扁形

。如果没准备变压器或转换插头，可向酒店服务台借用或提前准备。

时差：

韩国比中国早1小时。

   

8、语言帮助

常用语：

��? - nu-gu？谁？ ��? - ou-di哪里？ � / � – Ye / Nei是 ��� – Aniyo不是 ���? -

ou-dou-kei？怎么样？ ��? - oun-zh-i-ei什么时候？ ����� – Gamsa-hamnida谢谢 ����

– Cheonmaneyo不客气 ����� – Mian-hamnida对不起 ��� ����� – Manaseo

Bangap-seumnida见到您很高兴 ����� - Dowa-juseyo请帮我一下 ��� ��� ���? -

Huazangxir Odie Yesuyo?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 - our-ma-na多少/多远?(指量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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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nyeong-haseyo你好 ��� ��� / ��� ��� - Annyeonghi-gaseyo

/Annyeonghi-gyeseyo再见

文字标识：

�� - 餐厅 �� - 出口 �� - 入口

��� - 地铁站 �� - 银行 �� - 药店

�� - 医院 ���� - 超市 �� - 书店

��� - 百货商店 ��� - 警察局 ��� - 博物馆

�� ��� - 公交车站 ����� - 出租车站

������ - 旅游咨询中心

   

9、出入境须知

出入境：

2012年1月开始所有年满17周岁的外国人在韩国入境时必须在机场或港口的入境审查台处提供指纹

和面部信息才可进入韩国。未满17周岁者和海外政府人员、国际机构人员及其家属，以及受韩国

中央政府首长邀请入国的外国人可以免去该程序。

入境审查步骤：

1、提交入国申告书和护照

2、采集两手食指指纹

3、脸部拍照（拍照时不可打电话，不能戴眼镜和帽子等）

4、入境审查官确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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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申告书

入境时须提交资料：

提前填写好机内服务员发给的申请书，可以节省办理入国手续的时间和步骤。

1）入国申请书：所有外国人都须填写 (持韩国护照或外国人身份证者除外)

2）游客携带物品申报单：单个人时1份/家族时可统一填写1份

3）检疫报告：来自霍乱，黄热病，鼠疫等感染区域的乘客或乘务员

其它信息：

1）入境时海关检查分为无申报通道（绿色）和申报通道（红色），若旅客所持外币不超过10000

美元、携带品的总价格不超过600美元（只限酒1瓶、烟10盒、香水2盎司）、没有携带禁止出入境

的物品（包括枪炮、火药、毒品、动植物、危害公共安全之物品、伪造货币或证券、仿冒品、无

线电机用品、肉类制品等），可走绿色通道。出境时如携有贵重物品必须填写“携带出境物品申

报单”。

2）报关原则上为书面申报，但游客所携带的随身行李可口头申报，利用口头申报进行走私的违法

者将加重刑责。韩国的古董及重要文物必须获得文化财鉴定官室的批准才可出境。具体可向仁川

海关查询，电话：0082-32-452-3114

3）进入韩国时，如带有10000美元以上的钱款，须向海关人员申报。离开韩国的非居住旅客如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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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相当于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或韩币（包括旅行支票和银行支票），必须得到韩国银行或海关的许

可。但在入境时申报的金额不需再次申报。违反此规定者将按照外汇买卖法予以罚款或处罚。

4）一切进口的动植物及其制品均须在入境时在机场和入境口岸接受检疫。

更多携带受限物品信息参见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1_7.jsp。 

海关申报单

退税（Tax Refund）

在标有“Tax Free Shopping”标志的商店里购物，可以享受返还增值税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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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在相关税务机关指定的商店中，购物30000韩元以上，在购买之日起的3个月内出境。

步骤一：在标有“全球退税(Global Blue TAX FREE)”或“韩国退税(Tax Free

KOREA)”标志的指定商店中购物后，取得退税(TAX

REFUND)发票。（商店内的服务员都会非常热心的主动提供这样的服务）

步骤二：出境时在机场先不要托运装有所购商品的行李，向海关出示发票和商品并加盖“物品出

境(ALL GOODS EXPORTED)”图章后再托运。

步骤三：在机场就近的退税窗口 (CASH REFUND)出示发票，获取退还所购商品增值税总额的现

金。如因时间紧张无法在出境时退税，也可回国后在国内的退还所出示机场的确认图章领取退税

金额的现金。

仁川机场退税窗口在3楼出境处，28号口（Gate28星巴克咖啡的后面）。

   

10、紧急救援

紧急电话：

火警：119

紧急情况：1339（韩语）

报警：112

使用路边的公用电话时，先按红色紧急通话键，然后拨112，通话免费。（不懂韩语的游客，也同

样可以拨打112使用中国语等外语举报。警察将会在接到举报3-10分钟内赶到现场）因案件或者事

故需要和警方合作调查的时候，不要慌张，可马上打电话联系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申请大使馆的

帮助。

中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孝子洞54番地

电话：0082-2-738-1038

韩国旅游咨询热线：1330

为了方便外国游客，韩国旅游发展局与全国的旅游咨询中心共同实施1330旅游咨询热线服务，在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免费与韩国的服务员直接咨询旅游信息。用手机时先拨地区号，在拨1330，

例：首尔旅游咨询热线 02+1330。在国外拨打要加国家区号，例：首尔旅游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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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330，此时按当地通话标准收取费用。

失物招领：

丢失物品时可与首尔警察厅失物招领中心联系。

地址：城东区弘益区102

电话：（02）2299-1282 (韩语)

传真：（02）2298-1282

韩国旅游发展局旅游不便投诉中心

地址：首尔市中区清溪川路40号韩国旅游发展局地下1层

电话：+82-2-735-0101

传真：+82-2-777-0102

E-mail：tourcom@knto.or.kr

韩国旅游发展局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韩国旅游发展局地下1层的旅游咨询中心除了免费提供关于韩国旅游景点、住宿、餐饮等方面的信

息手册（英语、日语、韩语）外，还有旅游地图、宣传单页等，并且还推出了简单的医疗服务和

免费使用网络等贴心服务。

韩国旅游发展局在首尔有两家直属旅游咨询服务处：市中心本部和仁川国际机场。

市中心本部 

市中心发展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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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首尔市中区清溪川路40号韩国旅游发展局地下1层

运营时间：09:00~20:00 (365天)

1330TT呼叫中心： +82-2-1330(韩、英、日、中) (24小时运营)

电话：82-2-7299-497~499

交通：1）地铁1号线：钟阁站5号出口，经永丰文库过人行横道便是韩国旅游发展局大厦(3分钟距

离)

2）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2号出口，往清溪川方向步行便可到达韩国旅游发展局大厦(5分钟距

离)

3）地铁5号线：光化门站5号出口，向东亚日报方向步行便可到达韩国旅游发展局(6分钟距离/位

于广桥交叉路右边)

仁川机场咨询服务处

地点：仁川机场入境厅5号与10号门之间

服务时间：07:00 ~ 22:00

咨询服务处电话：+82-32-743-2600~3

医院及紧急联系处：

首尔到处都是药房，文字标示为：�。一般药店的药剂师都会说一些英文。他们会为你诊断病情

，并告诉你需要购买什么药品。看病的花费一般比较昂贵，所以要确保有全面的旅游保险。 

首尔医院及紧急联系处

2013年韩国的法定节假日：

元旦：1月1日 春节：2月9-11日 三一独立纪念日：3月1日 儿童节：5月5日

释迦诞生日：5月17日 显忠日：6月6日 光复节：8月15日 中秋节：9月18-20日 开天节：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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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日：10月9日 圣诞节：12月25日

春节， 中秋节：放假3天。

法定节假日期间韩国的公共机关，银行等都会停止营业，但是博物馆等旅游景点大都会开放。

其它实用信息：

1）旅途中要将自己的重要物品随身携带、或者寄存于住处的前台或者保险箱内。随时确认自己的

背包以及钱包内的所有物品。

2）所有的门票、参观券、车票一定要在指定的购票处购买（尤其是KTX

高铁车票），不要在外面乱付钱买票。

3）尽可能不要走黑暗的小路，首尔的胡同、巷口比较多，一定要结伴同行或者要找人多的地方行

走。可能的话，在出门之前最好确认周边是否有警察署、消防局等。出门之前最好是确认手机电

池足够用，没电的时候可以在韩国的任何一个店里充电，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可以随身携带充

电器）。

4）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尤其是夜间，尽可能确认车牌号码，或者司机以及车辆的信息再乘坐（在

出租车副驾驶位置的前方立着一个牌子，上面会有司机信息）。

5）首尔的饭店里服务员端上来的都是冰水，这是因为韩国人无论什么季节都喜欢冰水，而并不是

因为店家对你没礼貌。

6）来首尔前最好提前预订好住处，所有的住处都有电话或者邮箱。因为首尔常年会有很多来自海

外的游客，临时找住处可能会抓瞎，更多信息可参考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GK/GK_CHG_1_9_1_1_4.jsp。

7）首尔演出信息及网上预定：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performance.kto?cmd=intro&md=chs&lang_code=C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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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机构工作时间

   

11、风土人情

家庭生活：

韩国的传统家庭通常是一家3～4代，但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控制政策的确

立，大家族式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到1980年，平均每户人家的子女数减少为1人或2人。但重男

轻女的思想至今仍有迹可寻，如“长男为重”、“儿子为重”。现在韩国的家庭形态主要是以夫

妇为中心的小家庭构成。

姓名：

韩国人的姓氏以金(21%)、李(14%)、朴(8%)、崔、郑、张、韩、林为最，姓名多由姓氏及双音节

名字构成。韩国妇女婚后并不随夫姓，但子女须随父姓。

婚姻：

虽然有统计显示近代韩国的离婚率激增，但离婚对当事人及双方各自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不太光

彩的事情。韩国现在的婚礼方式同以往有所不同: 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和身着燕尾服的新郎在婚礼

厅或教堂按西方仪式举办典礼后，再转移到名为“币帛室”的房间，换上华丽的传统婚礼服饰进

行传统的结婚典礼。（币帛，可理解为韩国的一种传统，指婚礼时新郎新娘向男方家长及亲戚长

辈行礼的风俗，是新娘首次正式地拜见男方亲属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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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

在韩国人的传统信仰里，人死后是有灵魂存在的。因此，除先祖的忌辰外，每逢春节、中秋等传

统节庆日，子孙后代都会通过祭拜来召唤先祖的灵魂。韩国人相信凭借这种特殊的仪式能和逝去

的亲人再次相聚，并借此祈愿得到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

暖炕（ondol）：

韩国住宅设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Ondol”式的暖炕。原本是利用厨房或屋外设置的炉灶，烧

柴产生的热气通过屋底下的管道而烘暖整个房间。“Ondol”式的暖炕，冬暖夏凉，有益于健康

。因此现代化的城市高级公寓区或建筑中，依然使用现代化暖气设备传热的“Ondol”式的取暖

方式。

韩服：

韩服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式韩

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在春节秋夕（中秋节）等节庆日，或行婚礼时，有许多

人喜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女性的韩服是短上衣（jeogori）搭配优雅的长裙（chima）；男性则是

短褂搭配长裤，而以细带（daenim）缚住宽大的裤脚。上衣，长裙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的甚至加

刺明艳华丽的锦绣。

   

12、江南区与江南style

鸟叔Psy的《江南Style》以近乎疯狂地趋势席卷着全球，尤其在欧美掀起一股狂潮。透着滑稽的马

式舞步、让人听后会上瘾的旋律，一面表达着对奢侈招摇、浅薄炫富人群的嘲讽和不屑，一面也

在以眼花缭乱的镜头展示着首尔江南富人区诱人的生活。

随着神曲《江南Style》的迅速蹿红，韩国首尔江南富人区也引来了无数关注。许多人开始憧憬着

到韩国江南区旅游，亲身领略一下真正的江南style，照此看来，首尔的江南区接下去必然会成为

驴友一族们非去不可的目的地。踏着Psy喜感的节奏去感受一下这个物欲横流的街区，这里有着最

先进的整容诊所、最昂贵的咖啡和最光彩夺目的奢侈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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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江南区是韩国首都首尔的一个行政区，“江南”自然是指江之南，这江自然指的是汉江。江南区

的面积只有美国曼哈顿的一半大小，居住着占首尔人口1％却是最富有的居民。这里聚集了导演、

政客、演员，各大企业总部及金融机构。江南区的新沙、驿三、论岘、三成都是不少跨国企业的

办公室所在地。狎鸥亭是本地著名的高级时装集中地，论岘洞是不少电影公司的所在地。因为财

富集中，其被称为韩国的“比佛利山庄”。江南区的公寓均价为每套71.6万美元，相当于一个韩

国普通家庭18年的收入总和。

对所有国外的旅游者来说，去江南区逛奢侈品店，喝昂贵的咖啡，或者是看富人们极致奢华的日

常生活，或羡慕，或嘲笑，无论你怀着怎样的心情，这都将是一次趣味十足的旅行体验。

整容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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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区的最最富贵和高级室第云集的狎鸥亭洞就是首尔闻名的整容医院聚集地，也有人管这里叫

“整容一条街”。假如你从首尔地铁三号线的狎鸥亭洞站下车，走出地铁口，不管朝哪个方向走

都能看到三两两的整容外科店的广告牌竖立在路边。以狎鸥亭洞的十字路口为中，东至清潭十字

路口，西至新社十字路口，约3千米的半径范围内堆积了200余家整容机构，使狎鸥亭的洞成了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整容一条街”。全国共500家的整容外科这里就占了40%。

   

13、跟着韩剧游首尔

        除却泡菜和拉面，或浪漫或唯美的韩剧旅行地也是韩剧迷们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

所在。跟着韩剧游不一样的思密达国，你会想到什么？是时尚时装？是多元化的韩国文化？还是

精致化妆品？那么就让我们当一次主角，去体验一下剧中那些帅哥“欧巴”和漂亮“欧尼”出没

过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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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大长今》

        电视剧《大长今》以平均47%的收视率在韩国电视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世

界文化遗产的昌德宫便出现在该剧当中，中宗同长今一路交谈绵绵情意的场景与深厚文化底蕴的

古建筑相得益彰，让人记忆深刻。

《屋塔房王世子》

        该剧为朝鲜时代穿越到现代“千年之爱”的男子篇，剧中一个“柿子”与朴荷约

会的地方，让很多喜欢韩剧的人心动了一把。拍摄中，朴荷走着，“柿子”静静跟着，墙壁上的

各种壁画美得无法形容。到了这里你就会知道，壁画村中幽静的小巷及难爬的阶梯经过彩绘的点

缀所呈现的浪漫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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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编自漫画的电视剧《宫》从一开始就广受关注，彩景和信生活的皇室内部场面

取景于乌山的布景，外部的样子却是拍摄于首尔钟路区的德成女子大学东国洋馆。该建筑虽属于

云岘宫，目前却是德成女大的一部分。白色的墙面，呈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风格，更与庭院

建筑相吻合。

《仁显王后的男人》

        这场热门韩国穿越古装剧让人们深深感动于穿越百年来爱你的情深意切，更让人

记住了剧中无数浪漫场景。剧中频繁出现的景福宫，给人以庄严浩渺的感觉。春天这里到处绽放

着的迎春花、杜鹃花，让人仿若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假若真能穿越到这里，与王子来一场轰轰

烈烈的生死恋，也算不枉此行~

        北村，可谓是韩国的富人聚居地了，仁显王后的男人金鹏道的家就在北村。在北

村的很多拐角处都有特色小店、咖啡店，走累了可以在此享受难得的宁静，是非常理想的休闲放

松之地。

《天国的阶梯》

       《天国的阶梯》讲述了诚俊和静书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而剧中那场男女主角乘

坐旋转木马的唯美场景相信也使众多韩剧迷们所动容。而这浪漫的场景就发生在LOTTE WORLD

，乐天室内游乐园。它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游乐园，是一个流光溢彩、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的游艺大

厅。

《灿烂的遗产》

        瞬间发生父亲过世、家族没落等不幸事件的主角高银星在经历一番坎坷之后终于

成功的故事，相信让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在剧中，男女主角就在这里一起逛街一起吃龙须糖，那

个场景就是在仁寺洞里名气最大的SSamziegil拍摄完成。仁寺洞最吸引游客的是卖着各种传统韩国

礼品的小店，而这里的每家店都采用通透的玻璃，游客一眼便能一看究竟，即使不买这份赏心悦

目也能让人难以忘怀。

《咖啡王子一号店》

        要问首尔最有名的咖啡店是哪一个？恐怕很多人都会说：是�《咖啡王子一号

店》！这部人气韩剧不仅捧红了多位演员，更带动了几大取景地的经济。“弘大咖啡王子1号店”

便是由此而来，老咖啡店改装的韩式特色咖啡厅，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梦幻温馨的现代气氛。昔日

拍电视剧的遗痕历历在目，在柔和的光影中沉浸于谈情说爱的浪漫，这样的店面想不火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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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剧中，崔瀚成的家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高恩灿的N次造访，崔瀚成

与韩宥珠的甜蜜回忆，都成为了这里的亮点所在，而且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山末同一

”。

《原来是美男啊》

        明洞是首尔代表性的购物旅游区，是时尚潮流的中心，也是受人们青睐的约会地

点。剧中与黄泰京约在明洞圣堂前见面却被放了鸽子的“高美男”，“偶然”获得新禹的帮助。

在新禹的“关照”下，“高美男”一个人在明洞吃饭、购物，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冬季恋歌》

        《冬季恋歌》于2002年1月在韩国播放，引起轰动。如今，冬季恋歌的外景地已成

为众人寻迹而去的地方了，设立于1910年的中央高中时首尔市有名的高中，在剧中是男女共上的

混合高中，实际上中央高中是男子高中。在这样的校园里是不是会勾起人甜美的初恋回忆呢？

         首尔Plaza酒店，是剧中李民亨停留的酒店。就在该酒店附近，民亨第二次经历

车祸，恢复记忆。豪华的设施与凄美的故事带给人淡淡的离别之苦与相遇的冲击带给人分外的感

伤情怀。

《我叫金三顺》

        一部幽默而浪漫的电视剧《我叫金三顺》让看到该剧的女人们都为剧中的三顺那

样开朗自信地面对生活的生活而感动。在剧中三顺与玄彬爱情的开始便是南山公园，公园南上右

方是烽火台，前方是八角亭，左边是首尔塔，八角亭与首尔塔中间就是有名的情人锁。护栏上挂

满了象征爱情永恒的连心锁，成了一大观赏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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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首尔不得不做的N件事

   

1、探访古代宫殿 与朝鲜王朝面对面

记得《宫》吗？尽管那只是花痴女主臆想出来的故事，但在君主制度下，皇子与平民联姻的浪漫

童话依旧能引起很多人前往探寻的好奇之心。 

图为卫兵换岗仪式、昌德宫及景福宫(图片由网友 @懒得穿越 提供)

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庆熙宫和宗庙，历经了600年的风霜与劫难后仍毅然挺立在世

人面前。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福宫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具韩国代表性宫殿姿态的昌德宫与最受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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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筑风格影响的德寿宫一个传统，一个西化，也很受游客喜欢。五大宫殿作为首尔的守护神，

凝聚了浓厚的韩国文化和历史，所以来到首尔一定要去参观一下，特别是景福宫和昌德宫，千万

不要错过。另外，不要以为只有伦敦和雅典才有神秘隆重的卫兵换岗仪式，参观首尔的宫殿，你

同样能见证这穿越时空的神奇一刻。

   

2、幸福像“首尔之花”一样绽放

迷人的首尔塔(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首尔塔不仅是首尔市的标志，更是韩国人心中的爱情胜地。

韩国人赋予了情人锁更多的色彩，五彩缤纷各式各样蕴涵着不同爱情故事的情人锁系满了首尔塔

观景平台两边的护栏。在这里，不同地域不同的人以相同的形式祈祷自己的爱情终将圆满。

晚上的首尔塔很漂亮，不断变幻着璀璨的灯光，整个塔成了一朵美妙的花儿，被人们称为“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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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花”。在塔上俯瞰首尔全城，流光异彩的街道，汉江两边的万家灯火，夜晚的首尔，有着不同

与白天的特别魅力。

欣赏首尔夜景，除了N首尔塔外，大韩生命63大厦的展望台与汉江夜游都是不错的选择。

   

3、“美”与“味”的韩式演绎

韩式美味(图片由网友 @美的惊动了党 提供)

提到韩国，一般人都会想起泡菜，泡菜被称为韩国的第一美食，是韩国人顿顿离不了的菜。除了

泡菜，韩国人还离不开辣酱，泡菜里有，烤肉上有，面条里有，生菜黄瓜蘸辣酱就是一道菜。有

了泡菜和辣酱的点缀，韩国人的饭桌上，就像是一场色彩的盛宴。

很多看过《大长今》的人对剧中展示的宫廷料理肯定印象深刻，不仅形式唯美，而且配料多样，

一看就引人食欲。首尔有很多这样的高级餐厅，专门提供传统韩国宫廷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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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请客，一般都会请吃烤肉，腌好的肉放在铁架上，下面是炭火，油水直接渗下去，烤好后

外焦里嫩，并无油腻之感。吃时用大剪刀把肉片剪成小块，包以芝麻叶，夹上肉、蒜头、酸萝卜

，当然少不了辣椒酱，卷在一起吃。肉香与菜香混合，再加上酸甜的辣酱，味道实在不错。

还有一种是固定的小摊，有些象我们的大排档，长长的桌子排开去，食客们挤坐在一起，一边喝

烧酒一边享受美食，景象颇壮观。

   

4、视听与体感 乐在首尔的多重体验

如果你觉得走马观花会意兴阑珊，那能给你别样感受的，一定是两种体验的极端，一种是极度的

视听刺激，一种是极度的放空与慵懒。游在首尔，这两种欢愉，你都可以轻易获得。锅碗瓢盆和

大酱桶承载着欢乐，刀与叉合奏出动人的音乐奇迹，打蛋器刮着平底锅，锅碗刀叉横飞，菜叶漫

天飞舞，看到这些，你除了惊叹与爆笑，别无选择。而行程最后，给自己安排一场来自汗蒸幕的

宠爱之旅，你会发现，五星级酒店的大床给不了你的全身通透，西餐厅昂贵的餐食给不了你的生

活的味道，汗蒸幕都能给你。这就是首尔，连享受旅程都是接地气的，都是无时无刻不牢记着要

展示生活最真实最美的一面给你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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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汗蒸幕吃的鸡蛋、浴室内搓背，右为乱打秀海报(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5、在传统民俗中阅读首尔

古香古色的茶具，刺绣精致的韩服，展示着韩国精深的文化古韵及独特艺术气质的高雅；假面舞

的欢动，磨红豆和做打糕，是游走景点之余关于文化与民俗的美好记忆。不论是仁寺洞的街头，

还是韩国之家的院落之间，不管是南山谷韩屋村的亭台楼阁，还是俞氏之家自制的辣白菜以及俞

奶奶正堂中华丽的衣柜，韩国祖先生活的面貌，韩国人的前世今生，都在这一处处景致中被复原

。也许你听不懂那云里雾里的韩语，没有力气做出韧劲十足的打糕，或者模仿行大礼时差点后仰

跌倒，但那虽在异国却感觉身心都融于其中的滋味，怎一个美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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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传统茶道、婚典仪式以及服装(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6、掏空钱袋 做个潮人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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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购物街(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首尔可谓是购物天堂，是最能激发人们购物欲望的地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价廉物美的货品

，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世界各地的旅客吸引到首尔去。

韩国的购物场所有很多，明洞、仁寺洞、江南等都是受世界人瞩目的购物名处，而且每个购物街

区都有着各自的文化与特色。

在首尔购物血拼，肯定会有“花钱的感觉真爽!回国才知道疼”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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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典景点TOP

   

1、景福宫 ���

首尔五大宫指的是朝鲜时代遗留下来的王公贵族们曾经生活过的宫殿。包括景福宫、昌德宫、昌

庆宫、德寿宫、庆熙宫。这些宫殿都是根据风水的原理所建造的坐落于山与水之间的调和之中的

朝鲜历代王与王妃等居住的华丽空间，是在历经了600年的风霜与多次劫难之后仍毅然挺立在世人

面前的珍贵的历史见证之宝。

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最大的宫殿，规模为五大宫殿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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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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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宫游览线路图

王宫守门将士交接班仪式

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整点时间，在景福宫兴礼门前，都会举行再现当时负责开关宫门、守卫

及巡逻任务的守门将士守卫仪式和交接班仪式，游客可以一睹朝鲜时期守卫王宫将士们井然有序

的仪式表演场景。交接班仪式约需时10分钟左右，结束后，将立于兴礼门前进行守卫，之后，游

客可以和守卫将士们一起合影留念。

景福宫内还建有国立民俗博物馆和古宫博物馆，在国立民俗博物馆可以体验韩国的传统文化，在

古宫博物馆可以欣赏到朝鲜王室生活方面的所有文物。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世宗路1号

电话：82-2-723-4268（汉语专线）

网站：http://www.royalpalace.go.kr(韩文/英文)

交通：地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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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票：成人（19岁以上）3000韩元/人；青少年（7-18岁）1500韩元/人；五大宫通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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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宫、德寿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通票）：成人 (19岁以上)10000韩元；青少年 (7-18岁)

5000韩元，通票自购买之日起有效期为一个月

开放时间： 6 ~ 8月 09:00-18:30（17:30以后禁止入场）；12 ~ 2月 09:00-17:30

（16:30以后禁止入场）；每周二休息日

旅人提示：1）参观时禁止使用DV摄像，只能拍照。

2）每天的10:30，13:00，15:00会有免费中文导游，出发地点是兴礼门里面景福宫咨询室前面。

3）游览时间：1~1小时30分钟

   

2、昌德宫和后苑 ���� ��

昌德宫建于1405年，是正宫景福宫的离宫。因为位于景福宫的东侧，昌德宫与昌庆宫一起被称为

“东阙”。所有宫殿在壬辰倭乱时期被烧毁后，昌德宫被光海君重建后充当了正宫的角色，直到

高宗重建景福宫为止，昌德宫也因此成为了国王居住时间最长的宫殿。在现存的朝鲜王朝的宫殿

中，原貌保存得最良好的昌德宫体现了自然与和谐，并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开放时间和进馆程序较为繁琐，但是以此为由而放弃观览，那就太可惜了。

第383号宝物敦化门是国王巡幸时所使用的门，通过这座门之后即可在东侧看到首尔历史最悠久的

桥——锦川桥，走过锦川桥就到达了昌德宫的心脏仁政殿(第225号国宝)。宣政殿、熙政堂后便是

王妃们居住的内殿中首屈一指的大造殿，游览完大造殿走到殿后，一个美丽的庭院便在眼前展开

。据说在宫殿后建造庭院是出于王妃入宫后不能走出宫门的原因，由此可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出

国王的人生多么凄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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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德宫徒步观光路线地图

后苑

后苑是昌德宫的后花园，是文化游最值得一去的地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后苑内葱郁的树林与

莲池、大大小小的亭子充分利用了周围的自然景致，并且很好地体现了先贤们建造庭院的方法，

具有珍贵的历史及建筑史价值。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栗谷路99 (劝农洞) 1

电话：82-2-762-8261

交通：3号线安国3号出口徒步5分钟；5号线钟路3街7号出口出来后步行10分钟

门票：a）自由观览制：宫阙区域（宫阙全域/但后苑区有所限制）大人3000韩元团体（10人以上

）优惠20%；18岁以下的青少年、65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免费。

b）受限观览制：后苑区域（芙蓉池-爱莲池-观览池-玉流川），成人票（19岁以上）8000韩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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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宫一般观览票3000韩元+后苑观览票5000韩元=8000韩元）；青少年（7~18岁）2500韩元

开放时间：自由观览制（宫阙全域/但后苑区有所限制）4~9月09:00-18:30；10月

09:00-18:00；11月和3月09:00-17:30；12~2月09:00-17:00，每周一休息

旅人提示：1）一般游览需60分钟，后苑特别观光需120分钟

2）自由观览制中文解说1次-16:00；后苑特别观览中文解说1次-12:30。

   

3、昌庆宫 ���

昌庆宫是圣宗（朝鲜第9代国王）1483年为先王王妃们所建宫殿。与其他宫殿相比，雅致简捷。昌

庆宫与昌德宫互相连接，位于正宫——景福宫东侧，因此与昌德宫并称为东宫。昌庆宫为独立宫

殿，同时还可以补充昌德宫所缺居住空间。正殿（即国王上朝、颁发政令以及接待外国使臣之地

）——明政殿为17世纪朝鲜时期代表建筑风格，在朝鲜王宫法殿中历史最为悠久。昌庆宫与昌德

宫一同观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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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庆宫徒步观光路线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卧龙洞2-1

电话：82-2-762-8261

网址：cgg.cha.go.kr

交通：4号线惠化站4号出口

门票：普通票成人（19岁以上)1000韩元，青少年（7-18岁）500韩元；昌庆宫和国立首尔科学馆共

同参观费成人（19岁以上)1700韩元，青少年（7-18岁）700韩元

开放时间：4月-10月售票时间9:00-17:30，参观时间9:00-18:30；11月和3月售票时间:

9:00-16:30，参观时间9:00-17:30；12月和2月售票时间9:00-16:00，参观时间9:00-17:00；每周一休息

旅人提示：每天的13:00，15:00会有免费中文导游；团体游客可随时进行解说，咨询电话82-2-762-

4868（内线4）

   

4、德寿宫 ���

韩国传统宫殿中唯一一座刻有近代“篆刻(意为在树上、石头上、金玉之上雕刻)”，建有西洋式

庭院和喷泉的宫殿，中世和近代和谐共存。

德寿宫守门将换岗仪式

该仪式每天定期举行三次，时间分别为上午10点30分到11点，下午2点到2点半，下午3点到3点半

。仪式时间为30分钟，每周一、酷暑天气或严寒天气不举行仪式。

仪式开始伊始，伴随着传统乐器的演奏，换岗守门将徐徐登场。两队守门将互对暗号，确定身份

。之后是为时8分钟的守门将仪式和为时7分钟的换岗仪式。最后仪式结束，守门将们以巡逻的形

式退场。换岗仪式中，担任6种官职的18名士兵，一边击鼓，一边喊着高昂的口号行进，整个过程

形象逼真，给观众一种肃穆威严之感。

地址：首尔市中区南大门路1街57号(太平路2街)

电话：82-2-771-9951, 9952

交通：地铁1号线市厅站2号出口/ 地铁2号线市厅站3号出口

网址：www.deoksugung.go.kr

门票：成人（19岁以上）1000韩元，青少年（7-18岁）5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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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魅力之都
开放时间：09:00-21:00，售票及入场时间09:00-20:00，每周一休息

中文讲解：13:40（周二~周五、单月的周六、双月的周日） 

德寿宫徒步观光路线地图

漫步石墙路上的浪漫

连接贞洞路的德寿宫石墙路优雅有致，是值得推荐的散步路，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恋人们的约会

场所。去过的人们都表示，石墙路是一个可以让人忘记快速走路方式的幽静之处。

首先可以去的是首尔市立美术馆，美术馆内庭院内具有500年历史的丹枫树展示了一个带有雄壮气

势的秋景。在这里小憩，享受一下阳光和庭院的幽静是个不错的选择。继续走，从德寿宫的石墙

路出来，将会来到传统公演常设机构的贞洞剧场和韩国代表性的公演《乱打》的专用剧场，游客

可以尽情挑选合意的公演观看。而到了路的尽头，Star six剧场的电影也会吸引人们的眼球。

   

5、庆熙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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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熙宫位于法宫(法宫：国王起居及处理政务之宫)景福宫西侧，因此也被称为西宫。在最鼎盛时

期，庆熙宫拥有100余栋建筑，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宫阙。庆熙宫在五大宫殿中历经灾难最多，大多

数建筑都被移至他处或流失。经过复原部分建筑后，庆熙宫自2002年开始对外开放，与首尔历史

博物馆、首尔市立美术馆庆熙宫分馆毗邻。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新门路2街1号

电话：82-2-724-0121

交通：5号线西大门站下车，4号出口；5号线光化门站下车，1, 8号出口。

网址：http://museum.seoul.kr/chi/hh_main.jsp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庆熙宫09:00-18:00；博物馆3-10月平日09:00-18:00，周六，公休日09:00

-17:00；11-2月平日09:00-17:00，周六，公休日09:00-17:00；每周周一，1月1日休息

   

6、宗庙 ��

宗庙是供奉朝鲜历代国王牌位、举行祭祀的地方。进入宗庙正门后，有三条路，中央稍高一些的

路是为去世的国王所设，东边和西边的道路分别是国王和太子专门行走的。中间的路直接通往正

殿。两边的路则连接到沐浴、斋戒及准备祭祀的房间。国五和太子在洁身净心后进入曲祀厅。这

里是准备祭祀用食物的地方，中间有院落，整个建筑呈“口”字形。宗庙的中心是正殿，这里是

供奉历代国王的牌位及举行祭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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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魅力之都

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

宗庙最大的活动——宗庙祭礼与宗庙祭礼乐同时进行。宗庙祭礼乐华丽完美，艺术性佳，名列韩

国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1号。在儒教中，祭祀及相应仪式是对祖先尽孝的重要标志，宗庙祭

礼是这种仪式中发展最完善的仪式。作为宗庙旅游最大的看点，宗庙祭礼在每年5月第一个周日举

行。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宗庙祭礼，其庄严肃穆不亲身体会是无法感受的。祭礼分两次举

行，上午在永宁殿、下午在正殿，外语讲解也别在上午和下午进行。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钟路1街155号

电话：82-2-765-0195

网址：www.jongmyo.net

交通：地铁1、3、5号线钟路3街下车

门票：成人（19岁以上）1000韩元，儿童（7~18岁）500韩元，售票截止到参观结束前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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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自由参观：3-9月09:00-18:00；10-2月09:00-17:30，每周二休息

一般参观：按语言实行时间制参观，即与文化财解说员一起的时间段参观制：1次参观人员最多30

0名/在宗庙网站上预约参观；日语、英语、汉语介绍时间内只允许外国游客入场（但与外国游客

一起的韩国人可以同时入场）；各语言入场时间外不能入场

汉语入场时间：11:00, 15:00（2次），周六可以不用预约，自由参观。

   

7、国立中央博物馆 �������

世界六大博物馆之一，馆藏丰富，历史悠久。博物馆地下一层、地上六层，建筑设计新颖，以现

代视角重新诠释了韩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受到普遍好评。

博物馆藏品多达14余万件。博物馆外部有瀑布和绿地，其中尤以“石制作品庭院”景色最为优美

，年轻恋人们喜欢来此约会。

常设展览馆由于规模巨大，很难一次游览完毕，建议按路线分次游览。展览馆按不同主题，共分1

2条路线，主要有考古馆、历史馆、美术馆、捐赠馆、亚洲馆等。

地址：首尔市龙山区龙山洞6街168-6

电话：82-2-2077-9000

网址：http://www.nfm.go.kr:8080/chinese/main.jsp

交通：中央线二村站2号出口出来后，向龙山家族公园方向步行150米；4号线二村站2号出口出来

后，向龙山家族公园方向步行150米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四、五09:00-18:00；周三、六09:00 -21:00；周日、公休日09:00-19:00 闭馆一小时

前禁止入场；每周一（中秋/春节假期期间开馆，如周一为公休日时，则次日休息），1月1日休息

中文解说服务：10:30-11:30(周二至周五), 10:30-11:30/14:30-15:30(周六至周日,每天2回)02-2077-9681

   

8、北村韩屋村 ������

北村是指景福宫和昌德宫之间的区域。在朝鲜时代（1392~1910），统治阶级多在这里居住，遗留

下许多传统房屋。现在的北村并非是供游客观赏修建的民俗村，而是人们实际居住生活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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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魅力之都
包括11个洞900多座韩屋，在此可以领略到用瓦片建造的韩国传统韩屋之美。首尔市选取了值得观

赏的8处风景为“北村8景”。

北村1景：墙外的昌德宫全景 北村2景：苑西洞工坊路

北村3景：嘉会洞11号博物馆巷路 北村4景：有着瓦房顶的嘉会洞31号风景

北村5景：从下往上看的嘉会洞31号胡同 北村6景：嘉会洞31号，在胡同往下看到的首尔

北村7景：嘉会洞31号旁的胡同风景 北村8景：三清洞，石阶

徒步路线推荐：安国站→韩国美术博物馆→嘉会洞11号韩屋村→韩尚洙刺绣工房→嘉会民画工房

→嘉会洞31号韩屋村→北村生活史博物馆→宗亲府（正读图书馆）→安国洞尹潽善家→安国站，

时间：3小时30分钟

地址：首尔钟路区桂洞105号北村文化中心一带

电话：82-2-3707-8388

交通：3号线安国站3号出口出来后步行10分钟

网站：http://bukchon.seoul.go.kr/chi/index.jsp

门票：嘉会洞1万韩元，三清洞15,000韩元，自选票可在各博物馆处购买

开放时间：上午09:30-12:30，下午14:00-17:00，晚上19:00-21:30；每周日休息

汉语讲解：每周一、四、日平日10点、14点，周末10点、14点、1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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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魅力之都

北村韩屋村景点分布图

旅人提示：1）在“北村文化中心”，可以买到详细介绍北村的旅游手册，旅行前登录北村韩屋村

官网，也可获取详细信息。

2）距北村文化中心不远处的“桂洞街”，是著名韩剧《冬日恋歌》的拍摄地——中央高中和幼真

的家，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游览。

   

9、南山谷韩屋村 ��� ����

南山谷韩屋村是把散布于市区各地的5幢韩式传统房屋统一搬迁此处修建的村子。既有朝鲜时代（

1392~1910）的统治阶级——两班们的住宅，也有平民百姓的生活住宅，房屋的规模与家具摆放完

全实现原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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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首尔中区笔洞2街84-1

电话：82-2-2266-6923

网站：www.hanokmaeul.org

交通：4号线忠武路站3,4号出口出来后步行10分钟；3号线忠武路站3,4号出口出来后步行10分钟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三-周一09:00-21:00，冬季11月-3月09:00-20:00，每周二休息

旅人提示：原在庆熙宫内举办的跆拳道表演，现已改至南山谷韩屋村泉雨阁，拨打120首尔旅游热

线可咨询详情并预约外语解说。也可登陆网站查询详情www.taekwonseoul.org。

   

10、N首尔塔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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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景台：N首尔塔的观景台格外特别，站在数字化观景台上，首尔全景将以一幅全景图的形式展

现在眼前。

爱情同心锁：位于分馆顶端的屋顶露台上铺着巨幅木地板，是恋人们的约会胜地。栏杆上挂满了

恋人们挂上去的象征爱情的同心锁，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泰迪熊博物馆：这里用萌态的泰迪熊讲述整个韩国的历史，非常逼真形象。

N首尔塔灯光秀演出时间：每天19:00~21:00期间，整点5分钟内3次演出(冬季)

地址：首尔市龙山区南山公园路105(龙山洞2街)

电话：02-3455-9277

网址：www.nseoultower.co.kr

开放时间：平日、周一~周四/周日10:00-23:00，周五/六10:00-24:00，泰迪熊博物馆10:00-22:00

费用：9000韩元，泰迪熊博物馆8000韩元

交通：a）首尔城市观光巴士，出发地：光化门东和免税店前（地铁5号线光化门站6号出口前）；

b）02路黄色南山循环巴士：忠武路站（3、4号线）2号出口（大韩剧场前），东大入口（3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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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魅力之都
6号出口前搭乘，发车间隔5-8分钟/08:0024:00运行；03路巴士运行时间45分钟/发车间隔8-12分钟/07

:30-23:30运行

南山缆车：1）时间：10:00-23:00

2）费用：成人往返个人 7500韩元，团体 6000韩元；成人单程个人 6000韩元，团体

5000韩元；儿童往返个人5000韩元，团体4000韩元；儿童单程个人3500韩元，团体3000韩元

3）乘坐地点：地铁4号线明洞站3号出口，行至Pacific Hotel右转，步行十分钟左右到达南山缆车 

南山巴士循环路线图

南山公园

南山海拔265米，位于市中心，是首尔的象征。虽然山不高，但是因为在市中心，在山顶可以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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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美丽景致，是市民喜欢的休息场所。南山顶上有八角亭、首尔塔、烽火台、喷水池、南山

图书馆等。南山公园自古以来就是历史深远的地方。 

 “烛光1978”西餐厅

位于离南山空中缆车不远处的“烛光1978”西餐厅。据说，白天由于很多车辆停靠在路边所以不

太容易找得到，但到了夜晚烛光会点亮周围，给人们呈现一种别样的风景。走入其内，就仿佛进

入了一间间公主屋般小巧漂亮的房间，足以令女孩子们心旷神怡、为之陶醉。

这间“烛光1978”独有的特色就是烛光节目。这里有用于求婚的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如果

选择得当足以让女友感动地落泪。据说，笑星徐世源、金龙万，以及棒球明星李承烨也都曾在这

里向所爱的人求婚。

   

11、大韩生命63大厦 63��

63大厦是汝矣岛的地标性建筑，视野极佳。这是一座地上60层、地下3层，集观赏、餐饮、娱乐于

一体的综合摩天大楼。大厦便利设施齐备，水族馆、观景台、剧场一应俱全，家长们喜欢带孩子

前来游玩，恋人们则喜欢来这里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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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海洋世界

63海洋世界里不仅有水族馆，还是一个能够欣赏以海洋为主旋律的各种动物表演和音乐会的综合

空间。

63天空艺术

63天空艺术位于63大厦最顶层的观景台，是在外国游客中享有盛誉的旅游景点。站在这里可以欣

赏到美丽的金色汉江夜景。

另外，这里还有一座全球最高的美术馆——艺术空间，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不同主题且极具特色的

艺术品展览。展览主要以动漫、媒体艺术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为主。

蜡像馆

蜡像馆空间宽大，共有70尊蜡像展出。它们全部出自全球著名蜡像艺术家松崎贤之手，大小与真

人一样，非常逼真。

地址：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洞60号

电话：82-2-789-5663

网站：www.63.co.kr/63chn/63Main.jsp

交通：地铁1号线大方站下车后往汝矣岛方向40m处乘坐免费循环巴士或62路巴士；5号线汝矣渡

口站4号出口往MBC方向80m处三富公寓前乘坐循环巴士，汝矣渡口站1号出口乘坐7611路巴士，

汝矣岛站5号出口圣母医院巴士车站前乘坐免费循环巴士或62路巴士

门票：63 Sky Deck，Sky Art：成人10000韩元，青少年9000韩元，儿童8000韩元；63海上世：成人1

5000韩元，青少年13000韩元，儿童11000韩元；63

IMAX电影馆：成人8000韩元，青少年7500韩元，儿童6500韩元；TRIPLE券（海上世界，Sky

Deck，IMAX电影馆）: 成人26000韩元，青少年23000韩元，儿童20000韩元；夜间2种券（Sky

Deck，水族馆）成人29000韩元，青少年19000韩元，儿童18000韩元；昼夜套餐券67000韩元

开放时间：天空艺术/海洋世界/蜡像馆10:00-22:00；IMAX电影院10:00-18:25；63艺术厅20:00-21:00

（每周一，第一、第三个周二没有演出）

   

12、东大门 ���

东大门（Dongdaemun）是韩国受保护文物第1号，原来叫兴仁之门，是首尔城墙东面的大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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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特点是门外有拥城相围，而屋檐上方有多种动物的雕像，据说能驱恶鬼，十分有趣。东大

门的建筑细节技法较为柔和，以装饰为主，反映了朝鲜后期典型的建筑风格。

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钟路6街 69

电话：008227310114

开放时间：全天

网站：english.jongno.go.kr

交通：支线巴士0013, 2013, 2112路；干线巴士 105, 163, 261, 262, 270, 271, 300, 370, 420路；广域巴士

9301路；地铁1, 4号线东大门站下车。

   

13、西大门独立公园 �������

首尔四大城门之一，是远近闻名的历史观光胜地。西大门独立公园（Seodaemum Independence Par

k）内有“独立协会”于1897年建造的“独立门”、“独立馆”和“3�1独立宣言纪念塔”（“3

�1运动”是处于日本统治时期的韩国1919年3月1日爆发的全国性独立运动）。公园内建有日本统

治时期著名独立运动家们的铜像、纪念塔，“西大门刑务所”（前日本刑务所）则作为历史馆向

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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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公园免费；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15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统一路

电话：008223644686

开放时间：公园全天；历史馆3月-10月：09:30-18:00；11月-2月09:30 -17:00

交通：蓝色巴士471, 701, 703, 704, 720, 752路；绿色巴士7019, 7021, 7023, 7025, 7712, 7737, 155, 156,

157, 158, 158-2, 158-3, 159, 205路；红色巴士9701, 9703, 9705, 9709, 9710, 9711,

9712路；乘地铁3号线从独立门站5号出口出站后步行1分钟。

   

14、青瓦台 ���

青瓦台（Cheongwadae）是大韩民国总统官邸，也可以说是韩国的心脏。青瓦台由总统办公室、

接待室、会议室、居住区及其它配套建筑构成。从周二到周六，青瓦台会允许普通市民和外国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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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前来参观。

青瓦台的房顶覆盖青瓦，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普通市民和外国游客均可前来参观游览。游客如提

前预约，便可免费参观青瓦台，参观时间为每周二到周六，一天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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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前在

http://english.president.go.kr/tours/cwd_tours/cwd_tours.php#none

上申请，选择到访日期后填写姓名、电子邮箱、护照号码、护照发给日期、护照结束日期等信息

即可。参观当日一定要带好护照。

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青瓦台路1号

电话：008227305800

交通

：乘162、272、406、704、0015、7022、7023、7025路在韩国日报社站下车；或乘0015、0212、1012

、1020、7012、7020、7025路在景福宫站下车。

开放时间：每周二~周五(第二、四周的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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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10:00, 11:00, 14:00, 15:00

夏季(7月1日~9月19日)：14:00->15:00, 15:00->16:00

   

15、乐天世界 ����

(图片由网友 @流浪的花瓣 提供)

位于首尔汉江东边的乐天世界（Lotte World）修建于1989年，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主题公园之一。

乐天世界是众多儿童与年轻人的天堂，在这里您可以找回童年的快乐，感受到惊险与刺激，还可

以和家人及情侣共享浪漫时分。是名副其实的"假日天堂"。玩儿过了各种刺激惊险的娱乐设施，

你可以乘小火车（monorail）来到户外，也可以沿着通道慢慢走着欣赏周边的风景。"魔幻岛"的夜

晚十分美丽，特别是傍晚时分，太阳的余晖落在美丽的城堡尖上，映衬着青青的湖水，相信那种

壮景只能在动画片中才看得见。你还可以在湖中荡小舟，体会让我们荡起双桨那股浪漫与惬意。

乐天世界充满着欢笑、快乐与浪漫，来到这里你应该也会被这股浓浓的浪漫与欢乐所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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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24000韩元

平日入场费 (开放~ 关闭时间)

19岁以上24,000韩元，13~18岁21,000韩元, 12岁以下18,000韩元

平日自由券(入场费+ 游乐设施免费利用/开放~关闭时间) :

19岁以上34,000韩元, 13~18岁28,000韩元, 12岁以下25,000韩元

夜间入场费(17:00以后~ 关闭时间)

19岁以上21,000韩元, 13~18岁18,000韩元, 12岁以下16,000韩元

夜间自由券(入场费+游乐设施免费利用/ 17:00以后~ 关闭时间)

19岁以上26,000韩元, 13~18岁22,000韩元, 12岁以下20,000韩元

moon light券 : 19岁以上13,000韩元, 13~18岁11,000韩元, 12岁以下10,000韩元

(限19:00以后入场的游客,入场费+3种游客设施利用可能)

平日和夜间自由券价格内均包括入场费

47个月以下儿童免费入场(团体入场客除外)

满65岁以上(敬老优待证, 居民登录证出示)适用于青少年收费标准

和溜冰场共同使用时可享受优惠价格

购买自由券时溜冰场可优惠2,000韩元(仅限当时使用)

利用溜冰场后，购买自由券时也可获2,000韩元的优惠(仅限当时使用)

残疾人及国家有功者(包括同伴1人时)优惠30%

地址：首尔松坡区蚕室洞40-1

电话：008224112000

开放时间：周一~周四09:30-23:00；周五~周日, 公休日09:30-23:00

网站：www.lotteworld.com

交通：2号线蚕室站4号出口

旅人提示：

1、游玩时应注意兜里的物品(如硬币)及松垮的鞋，且最好不要穿裙子。

2、入门经售票处记得取份导游图，表演、活动时间一目了然。

3、保管好通票，每次乘坐游艺器械都须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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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盘浦大桥月光彩虹喷泉 ���� �������

首尔市在盘浦大桥上修建的“月光彩虹喷泉”，共设380个喷嘴，一同喷放时，场面非常壮观。目

前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已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月光彩虹喷泉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喷

泉，而是一个音乐喷泉，在音乐的伴奏下喷出的水流会做出各种造型，使游客耳目一新。另外，

白天和夜间喷放的方式也不相同：白天，喷泉会做出100多种造型，夜间，200多个灯全部打开，

在灯光的映衬下，演绎出炫丽的七色彩虹夜景。

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市瑞草区盘浦洞

电话：0082237800678

开放时间：4月-10月

网站：hangang.seoul.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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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地铁3, 7, 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站下车8-2号出口；地铁4号线铜雀站1号出口

   

17、汝矣岛公园 ��� ��

汝矣岛公园（Yeouido Park）地处繁华闹市区，是由“韩国传统园林”、“草坪”、“文化园”、

“自然生态园林”等构成的休闲空间。公园从南至北四个空间主题鲜明，特色突出。许多喜爱休

闲运动的人和附近的上班族都喜爱用空闲时间来这里散步休息。

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市永登浦区汝矣公园路120号

电话：008227614078

开放时间：全天

网站：parks.seoul.go.kr/park/

交通：循环巴士61路、干线461、753路、支线

5534、5711、5713、6621、6623、6628、6630、7611路、广域9409路 ，在汝矣渡口站下车；地铁5号

线汝矣岛站3号出口，国会议事堂方向步行5分钟即到；或汝矣渡口站1号出口，SBS电视台方向步

行5分即到。

   

18、清溪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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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川（Cheonggyecheon）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是贯穿首尔南北、有600多年的历史。它为人们

提供了一处感受文化、亲近大自然和观察、学习生态的理想天地。同时，这里汇聚了各色商业，

包括传统商铺、餐饮和购物之地；它还是一片体验韩国文化、艺术的展示场所。沿河风景秀丽，

其中尤其以"清溪八景"最为著名。"清溪广场"和"广通桥"、"正祖斑次图"、"时尚广场（文化墙）"、

"清溪川洗衣点"、"许愿墙"、"遗留桥墩（隧道喷泉）"、"柳林湿地"等是游清溪川不可不看的美景

。

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钟路区瑞麟洞141

电话：00882222907111

开放时间：全天

网站：cheonggyecheon.or.kr

交通：

乘坐光化门或钟路方向的巴士；1号线市厅站、钟阁站、钟路3街站、钟路5街站、东大门站等

；2号线市厅站、乙支路1街站、乙支路3街站、乙支路4街站、新堂站、上往十里站； 3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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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路3街站 ；4号线 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5号线 光化门站等。

旅人提示： 

清溪川示意图

推荐路线1：清溪川广场~五间水桥 2.9km，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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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路线2：清溪川文化馆~ 五间水桥 2.9km，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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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骆山公园 ����

骆山公园是一座集休闲、运动、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公园。公园内有展览馆、六角亭、老人亭等休

闲设施，羽毛球场、篮球场等运动设施，以及多处广场和各种便利设施。骆山虽然只是一座刚过1

00米的小山，但在朝鲜时代却是守护首都的四座山（北岳山、南山、仁王山、骆山）之一。"骆山

"原名"骆驼山"，因山势形似骆驼而得名。该公园原是过去"两班"（朝鲜时代的统治阶层）们的休

闲场所，因霞光秀丽闻名天下。2000年时，通过整修、扩大绿地面积，建成为今天的骆山公园。

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东崇洞50-111

电话：008227437985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

4号线惠化站2号出口步行前往；1号线东大门站5号出口出和6号线昌信站3号出口出均可换乘03路

公交车，在骆山终点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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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山徒步观光路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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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尔周边景点

   

1、爱宝乐园 ���� ���

爱宝乐园（Everland）是一个集休闲、娱乐、教育与文化等功能于一身的国际性度假胜地。爱宝乐

园由庆典世界、加勒比海湾、速度之路（赛车场）组成，拥有韩国最高水平的超大型娱乐设施。

庆典世界由40多种游乐设施和一座综合野生动物园构成，并且随着不同的季节而展开不同的庆典

活动。

门票：40000韩元 

备注：老人：65周岁以上，青少年(13~18周岁)，小孩(36个月~12周岁)

地址：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前垈里 310号

电话：0082313205000

开放时间：09:30-22:00

网站：www.everland.com

交通：

乘坐60、66路汽车，至终点站下车；首尔地铁2号线江南站6号出口前乘坐5002路，每30分钟发一

班；首尔地铁3号线换乘站13号出口前乘坐1500-1路，每25分钟发一班；首尔地铁1号线水原站对面

乘坐6000路，每20分钟发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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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平滑雪场 �� ���� ��

龙平滑雪场（YongPyong Resort）位于太白山山脉的发旺山山麓，又称龙平度假村，是韩国最著名

的滑雪胜地。拥有韩国第一流的滑雪设备，还是著名韩剧《冬季恋歌》的拍摄外景地（《冬季恋

歌》主题游）。这里拥有韩国第一流的滑雪设备：长3700米的8人乘封闭缆车可到达海拔1458米的

发旺山顶——龙峰，还有得到国际滑雪联盟（FIS）认可的适合各等级滑雪爱好者的专属滑道。

地址：江原道平昌郡道岩面龙山里

电话：0082333355757

网站：www.yongpyong.co.kr

交通：从首尔的东首尔综合巴士客运站乘坐市外巴士约需3小时。

   

3、韩国民俗村 �����

韩国民俗村再现了李朝后期的生活，是韩国人以及外国人都经常前往的一处名胜。民俗村生动地

再现了当时不同阶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村内有传统住宅260余座，展出了3万多件民俗资料。通

过参观农宅、民宅、官宅、书院、中药店、书塾、铁匠铺、集市街、99间两班家等，可以了解李

朝时期人们的生活。此外休假日期间还将上演丰富多彩的民俗游戏，如跳板、打陀螺、荡秋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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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5000韩元

大人：15000韩元（门票）20000韩元（通票）

初、高中生：12000韩元（门票）17000韩元（通票）

儿童3周岁-小学生：10000韩元（门票）15000韩元（通票）

持通票可免费进入民俗村、传统民俗馆、世界民俗馆、历史剧电影院等地观览，并免费体验13种

游乐设施等(冬季含雪橇场)。博物馆、美术馆有时会闭馆，雪橇场也会由于天气原因而不开放。

门票出售截至结束前30分钟；通票出售截至结束前2小时(在结束前1小时入场时，可按照团体游客

的票价计算)

地址：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甫罗洞韩国民俗村 107

电话：0082312862116

开放时间：09:00-19:00

网站：www.koreanfolk.co.kr

交通：

乘坐开往地铁1号线的天安或饼店方向的电车至水原，下车后从市内巴士站37路公交车至民俗村前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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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吃不尽的首尔美味

说到首尔的美食，你的第一感觉会是什么？泡菜？烤肉？还是石锅拌饭？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美

食外，作为韩国的首都和经济中心，在首尔有机会品尝到韩国各地的特色菜。从宫廷御膳到街边

大排档，可谓应有尽有。想要对首尔的记忆更深刻，那么多吃这儿的美食吧，或许你会更爱首尔

。 

美与味的结合体(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韩国菜肴以炖煮和烤制为主，基本上不炒菜。一日四餐的饮食习惯，分别安排在早上、中午、傍

晚、夜晚。韩国人普遍爱吃凉拌菜，凉拌菜是把蔬菜直接切好或用开水焯过后，加上佐料拌成的

。还有生拌鱼肉、鱼虾酱等菜肴。生拌鱼肉，是把生肉、生鱼等切成片，加上作料和切成丝的萝

卜、梨等，再浇上加醋的酱或辣酱拌成。汤也是用餐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通常用蔬菜、山菜、

肉类、大酱、咸盐、味素等各种原料烹调而成。韩国人还爱吃辣椒，家常菜里几乎全放辣椒。

   

1、不能错过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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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的饭桌上就像一场色彩的盛宴。也许韩国的美食不一定会合你口味，但其中浓浓的文化韵

味，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各色美味(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泡菜：

吃韩食，不能没有泡菜。韩国的泡菜种类繁多，除了我们常吃的辣白菜和萝卜块泡菜，还有黄瓜

泡菜、小萝卜泡菜、萝卜缨泡菜、包卷泡菜、白泡菜、萝卜水泡菜等等种类高达100多种。

泡菜吃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直接食用的，也有烤着吃的，陈年的泡菜则做成汤。对于韩国人来讲

，泡菜不仅仅是一道道小菜，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文化的体现。

拌饭：

与泡菜一同被列为韩国代表饮食的拌饭，作为韩国最高传统饮食，是在白米饭上拌上炒肉，各种

各样的青菜，与辣椒酱或调料等一起拌着吃。不仅可口，有益健康，而且制作容易，食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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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飞机上的最佳饮食。拌饭的故乡全州有很多著名的小吃店，在首尔也有很多知名的拌饭店。

 烤肉：

烤肉是深受韩国人喜爱的肉类饮食，是将牛肉或猪肉放进由大酱，蜂蜜（或糖），大葱，蒜，芝

麻，盐，胡椒粉等做成的调味里浸泡之后烤成的料理。在烤肉中，烤排骨是最高级的料理，价钱

也相对贵一些。

 参鸡汤

参鸡汤，是在童子鸡的腹中塞满糯米、高丽人参、大枣和栗子等，经过长时间炖煮而成的。鸡肉

软嫩爽滑，似乎用筷子轻轻一拨，就会剥落开来。鲜美可口的鸡汤，融入了鸡肉的精华。即使在

没有食欲的时候，这道菜也能让你为之一振。

 炒鸡：

用调味料处理过的鸡肉和各种蔬菜放在铁锅上炒，大多数店里都是选择的去骨鸡肉，为原料，店

家会帮顾客炒好，吃的时候可以就着菜叶一起吃。吃完之后还可以炒饭吃，韩国炒鸡最有名的就

是春川炒鸡，大街小巷以“春川炒鸡”为招牌的店也不在少数。

部队汤：

部队汤是朝鲜战争以后，从美军流传下来一种放有午餐肉和脆皮肠的韩式火锅。据说这就是部队

汤的原型。而现在的部队汤，是可以随意放入自己喜爱的东西的，比如泡菜、蔬菜、奶酪、年糕

等。因其多重的口感、十足的分量深受年轻人欢迎。

大酱汤 

大酱汤是使用韩国大酱制成的汤料理。从牛肉、蛤仔、鳀鱼干中提取汤汁，再配上蔬菜、豆腐、

大酱熬煮而成。大酱汤作为韩国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在餐厅中也是基本菜品。吃完烤肉后，

韩国人一般也会将大酱汤和炒饭一同食用。

   

2、首尔餐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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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烤肉：

延南站着吃的牛排骨店 ���������

地址：首尔特别市新村

电话：008227162520

人均消费：20000韩元

推荐理由：这一家有着四十余年历史的烤牛排骨店。店家对自家的牛排骨非常自信，因此店内的

菜单只有一种--烤牛排骨，香嫩多汁的牛排骨蘸取独家调制的酱汁，十分美味。此外，店内最大

的特色便是“站着吃”，没有桌椅、没有油烟机、只有一个个一米多高的铁皮圆桶，人们可以自

由地站在圆桶周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享受轻松的气氛。

如何到达：新村地铁站下

延南站着吃的牛排骨店(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姜虎东678烤肉 678� ���

地址：首尔江南区新沙洞6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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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8225406678

人均消费：32000韩元

推荐理由：韩国知名搞笑艺人姜镐童（姜虎东）开的店，许多演艺界人士都经常来捧场。店内墙

上到处都贴有明星们的照片和签名，如果运气好的话也有可能碰得上明星。这里的主要菜单有里

脊肉、五花肉等，都是未经冷冻的，价格比首尔市区一般烤肉店稍贵，量也要小一些。

如何到达：上水地铁1号出口出来后一直向前走3分钟后便可以到达。

徐来烤肉店 �����

地址：首尔市东大门区回基洞60-63

电话：008229673451

人均消费：10000韩元

推荐理由：一家很有特点的烤肉店，“���”在韩语中有海鸥的意思，所以直到现在都有很多

在韩生活的华人，会把这家店的名字翻译错，实际上在这里指的是猪的护胸肉（猪的横膈膜和肝

脏之间的肉）。一般来讲这部分的肉无论怎么腌制都很难入味，但是这家店就是因为突破了这一

难题才使其在全韩国出名。这家店的主打烤肉就是烤护胸肉，这家连锁店并不是全国统一售价，

所以推荐既便宜又是起源店的回基店，每斤肉为14,000韩元，总体人均消费10,000韩元。

如何到达：地铁1号线至回基站下车，经由1号出口出站即可

 乐园 ��

地址：首尔市江西区外钵山洞426号

电话：0082226609010

人均消费：70000韩元

推荐理由：一家专门韩式餐馆，也是一座乐园，能令人从城市中解放出来感受大自然所赐予的轻

松与舒适。由茂盛树木和碧绿草坪所构成的乐园为Mayfield酒店的前身，至今开业已达26年，为传

统排骨名店。

如何到达：地铁5号线松亭站4号出口

（二）、炒鸡：

韩成熙铁板炒鸡������

电话：008222123083

推荐理由：这家店的首推菜单是起司铁板炒鸡，原味的炒鸡熟了以后，在上面盖上一层鲜美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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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过几秒钟，就可以品尝美味的起司铁板炒鸡了，如果吃过后还是不够，还可以按照人份再叫

上炒饭，更是不错。

如何到达：地铁1号线至清凉里站下车，经由4号出口出站，餐厅位于首尔市立大学正门

春川家辣炒鸡排 ���������

地址：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沧川洞 57-8

电话：008223252361

人均：10000韩元

春川家铁板鸡是传说中中国背包客来新村最爱找的一家铁板鸡店。这家店创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在新村这样商铺变换频繁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元老级店铺。在韩国一提到“铁板鸡”就会想到

江原道春川，是因为铁板鸡这种料理发源于春川，那里铁板鸡的味道最正宗也最好吃，因此很多

铁板鸡餐馆招牌上会自然而然加上“春川铁板鸡”这个名字，不过春川家铁板鸡荞麦面是其中比

较著名的一家。

如何到达：新村站3号出口，步行5分钟

（三）、参鸡汤：

土俗村 ���

地址：首尔钟路区体府洞 85-1号

电话：00822377444

人均消费：15000韩元

推荐理由：景福宫附近著名的参鸡汤。“土俗村”位于韩国代表性古宫“景福宫”附近。曾被多

家电视、新闻和杂志等媒体采访报道过的名店。每到用餐时间和周末，店里便排起长队，人气极

高。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为代表，其他政界名人和艺人据说也曾“微服私访”过本店哦！

如何到达：3号线景福宫站2号出口出来后往孝子洞方向前行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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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俗村参鸡汤(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百济参鸡汤 �����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2街50-11

电话：008227763267

人均消费：14000韩元

推荐理由：老字号的参鸡汤店，这里的日本客人和中国客人很多。因为在很多电视节目和书籍中

经常提到，所以这里的知名度很高。味道不错，人均消费14,000韩元左右。

如何到达：地铁4号线明洞站6号出口，往明洞中央路直走，兰芝店左看即可看到。

营养中心 ����

地址：首尔中区忠武路1街23-16号

电话：008227762015

人均消费：12000韩元

推荐理由：1960年开张至今，一直以烤全鸡和参鸡汤而受到食客的喜爱。用电炉烤出来的全鸡在

翻转时充分去掉了鸡身的油腻，却又保留了酥脆的外皮和鲜嫩的肉质。而这家餐厅的参鸡汤常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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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魅力之都
、8月最热的时节，引出门前食客们等候的长龙。

如何到达：地铁4号线明洞站下车后5号出口

（四）、部队汤

松炭部队煲 ������

地址：首尔江南区三成洞153-35号

电话：008225661211

人均消费：20000韩元

推荐理由：这个餐厅食物量大味美，所用的香肠和火腿都是直接从美国进口，调料是用全罗南道

海南生产的绿色无污染原料制作，顾客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是否残留有农药。餐厅虽然小，但是很

清洁干净。这里曾被《中央日报》选为味道好服务亲切的优秀餐厅，还在报上介绍过。

松炭部队煲(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挪夫部队锅 ������

电话：00822757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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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费：25000韩元

推荐理由：挪夫部队锅是用充足的肉汤，放上新鲜的蔬菜、豆腐、通心粉、火腿肠、午餐肉等农

夫特色的原料做成的。内容物丰富，香辣可口。

（五）、韩定食：

三清阁 ���

地址：首尔城北区城北2洞330-115

电话：008227653700

人均消费：100000韩元

推荐理由：三清阁，位于首尔繁华的市中心，却非常幽静。曾是韩国高级政治人士举行重要政治

协商会议和晚宴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传统韩屋的建筑之美，品尝韩国宫廷的美食料理。

石兰餐厅 ��

地址：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大新洞50-5

电话：008223934690

人均消费：40000韩元

推荐理由：石兰是一家有20多年经营传统的韩定食店。作为一家大型传统韩食店，以韩定食为特

色的石兰，经常登上国内外杂志、报刊，是韩国代表性的饮食店，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主要有

宫廷定食、班家定食、石兰定食和昼饭床等特色菜品。午餐吃“昼饭床”比较合适。

如何到达：3号线 : 独立门站4号出口下车 - 搭乘7737路-同门会馆下车

   韩国之家

地址：首尔中区笔洞2街80-2号

电话：0082222669101

人均消费：150000韩元

推荐理由：一家可以同时欣赏传统民俗表演、文化商品馆和传统文化体验的韩国传统料理店，经

常成为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地。主要菜单为首尔和京畿道为主的传统餐桌料理，还有国王用膳的

宫中料理等。从12:00到14:00点营业的午餐是宫中拌饭套餐和排骨套餐、恩惠套餐等，晚上17:30到

19:00和19:20到20:50点间的菜单则为绿吟套餐、听雨套餐、海隣套餐等。想要就餐的顾客可选定菜

单提前电话预约后再来访。

如何到达：地铁3、4号线忠武路站下车后3号出口，2分钟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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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拌饭：

 古宫仁寺洞店 �� ����

地址：首尔中区宽勋洞38 Ssamziegil地下1层

电话：008227363211

人均消费：30000韩元

推荐理由：这里的拌饭是用米饭、豆芽、辣椒酱等三十多种材料做成的，味道纯正，营养丰富，

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店铺位于仁寺洞Ssamziegil的地下1层，出入口没有门槛，室内坐席采用的是

连体桌椅桌，并建有残疾人专用停车位、电梯等设施，为残疾人朋友提供了最大的便捷。在Ssamz

iegil的一层，还有残疾人卫生间。

如何到达：地铁3号线安国站6号出口仁寺洞方向Ssamziegil地下1层

古宫餐厅(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全州刘奶奶家 ��������� �����

电话：00822752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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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费：8000韩元

推荐理由：在首尔可以品尝正统的全州拌饭的饭店——全州刘奶奶家，且由于备受首尔市政府公

务员们的爱戴，因此十分有名。特别是前一天喝过酒后，最为最佳醒酒汤的全州豆芽汤饭，由刘

奶奶亲自栽培的黄豆芽制成，46年间名声远扬。到了周末，清闲的时候，平时提供的3种小菜，一

个人营业的刘奶奶会特别提供6种，更是温暖人心。而平日午餐时间去的话，要提前去排好队。

（七）、手工刀切面

明洞饺子

地址：首尔市中区明洞2街25-2

电话：008227765348

人均消费：7000韩元

如果喜欢劲道美味的手工刀切面，请来“明洞饺子”吧。“明洞饺子”（旧明洞刀切面）始于196

9年，本来是家里做的手工刀切面经商品化后,成了刀切面店的始祖。“明洞饺子”最大的卖点，

当然就是饺子啦！不过，除了饺子之外，此店的手工刀切面可是比饺子更受欢迎。

   

3、首尔美食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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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街边小吃(图片由网友 @凉冷冰冻 提供)

仁寺洞美食区

逛仁寺洞的一个乐趣是去韩国传统料理餐厅和传统茶馆，那里仍保留着韩国独具的风格和特色，

受到韩国和外国游人的青睐。

 江南区美食

有些人觉得正宗的韩国小吃不一定是贵的，于是街边的各类小吃很是让他心动，但另一些人还是

喜欢传统料理店的美食，觉得既有品味又很享受，比如以精致著称的日式料理，总是有着新口味

的意式料理，还有纯正地道的美式汉堡以及韩国传统料理等，这里总有让你吃一次就难忘的美食

，当然，一些害怕吃太多会长胖的女生，还有许多低热量的食物供你选择。

鹭梁津水产市场

1天24小时，1年365天，鹭梁津水产市场的灯光永不熄灭，这里也是在首尔市区唯一能闻到海洋气

息的地方。鹭梁津水产市场是首尔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它的历史已经有85年了。如果闲来无

事，或感到身心疲倦，到水产市场逛一圈，也是个好主意。闻一闻大海的气息，观赏海鱼在玻璃

缸里游来游去，立即会觉得精神抖擞、神清气爽，为身体注入了新的能源，而感到精神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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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忠洞猪蹄街

到了这条街上，你会发现猪蹄店的招牌上大都写着“元祖”、“老奶奶店”等字样，都称自己是

最老、最正宗的。其实，不少店都是在差不多的时期开张的，所以到底哪家才是真正的始祖已经

不得而知了。而走进店里，也都会看到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在那里掌勺，所以说是“老奶奶店”也

不为过。可见这些店都是颇有些年头的老店。走过各家猪蹄店，都会传出诱人的香味，但是品尝

起来，味道不尽相同，其秘诀便在炖煮猪蹄的汤汁中。

新堂洞辣炒年糕街

在清淡而筋道的年糕中，加入甜辣可口的辣椒酱制成的辣炒年糕是一种令韩国人为之狂热的饮食

，在韩国全国各地随处皆可品尝到。在韩国辣炒年糕的中心——新堂洞辣炒年糕街，其味道无人

敢质疑。这里在桌子中间放上一口大锅，里面放入年糕、饺子、面条、洋葱、球葱、鱼饼等一起

煮着吃。新堂洞辣炒年糕街的气氛异常活跃。

新林洞米肠城

这里有不少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小餐馆，前往光顾的多是附近的学生和上班族。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便是韩式炒米肠。这里所售的韩式米肠价格却都味道不错，一人份六千韩元。一般点上一人份

，就够两人吃饱，店家还会免费赠送一瓶可乐。

 广藏市场美食街

繁华的钟路是首尔的传统购物中心，这里有东大门市场、仁寺洞，还有依旧保持着昔日风味的广

藏市场，广藏市场目前是韩国市内规模最大的市场，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在市场中心地带，

更聚集了售卖各种地道韩式小吃的摊贩，这儿的食物经济实惠，气氛亲民，感觉特别的接地气。

 明洞美食区

明洞是一个美食的聚集地，什么明洞饺子，部队锅，海鲜锅，安东鸡，各种美食应有尽有。明洞

的路边摊也有不少，可以随便吃点。当然价格会比其他的地方贵。不论是路边小摊红彤彤的炒年

糕，还是沾满糖粉的甜甜圈都能解你一时饥渴。吃饭呢，有时也讲个缘分，推荐不如大家跟着感

觉走，自己去发掘了。

   

4、边吃饭 边与明星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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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豪’s 凤酒楼

地址：首尔市江南区新寺洞 600 ISA建筑地下1层

电话：0082234470001

人均消费：30000韩元

推荐理由：掀起韩流旋风的电视剧《大长今》，大家都还记得吧? 剧中饰演‘王’角色的仁豪开

办了中国餐厅引起话题。剧中尝尽天下美食的‘王’开办的饮食店会怎样呢？午餐特选可以说是

此店的热门食谱。蟹肉汤，八宝菜，牛肉和蔬菜，炒饭或面类（2中选1），与餐后果盘儿相结合

而成的A套餐为20,000韩元，根据搭配不同，还有价格稍高一些的B,

C套餐，都是不错的午餐之选。

如何到达：地铁3号线狎鸥亭洞3号出口

 裴勇俊’s Gorilla in the Kitchen �������

地址：首尔市江南区新沙洞650

电话：0082234421688

人均消费：30000韩元

推荐理由：韩流明星裴勇俊运营的此餐厅一开张就引起了大众的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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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干练、精典的装潢设计、高水平的服

务质量，以及以健康为主题的食谱更是受到大众的好评。特别是此处“健康餐”的主题和裴勇俊

肌肉发达，健美身材的健康形象十分符合，且饮食不用油炸，在盐类等佐料的投入上，也充分考

虑人体每天的平均射入量而慎重投放，且在材料、料理方法、热量等方面，也充分为用餐者的健

康着想，甚是讲究。

如何到达：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3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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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勇俊’s Gorilla in the Kitchen(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安贞焕夫妇’s Tovou

地址：首尔市江南区清潭洞83-19 

电话：008225433980

人均消费：30000韩元

推荐理由：韩国有名的帅男足球选手安贞焕和韩国美女选举出身的夫人李慧媛共同运营的此餐厅

是名为Tovou的韩定食餐厅。Tovou名字的含有上帝创造了天地，让人深感世间的美好的意义。以

一般韩国家庭式住宅为标本建成的此餐厅带给您家庭般的温馨和暖流。以韩食为主的此处还兼备

了意大利和日式料理相结合的汇菜样式。因此外国人也可以尽情挑选合乎自己口味的料理。

如何到达：地铁3号线狎鸥亭洞3号出口

 申智和李成真’s 慎诚餐厅

地址：首尔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洞36

电话：008227862692

人均消费：20000韩元

                                             89 / 16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283&do=album&picid=62349


�������

首尔：魅力之都
推荐理由：歌手申智和李成真共同运营的慎诚餐厅也凭借人气旺盛的2位明星和餐厅简洁，庄重的

氛围而获得公众的关注。此处的主要菜单是肉类和家庭类饮食。特别是肉质柔软，口感好，品尝

过的人们都会难忘其美味。除了里脊肉以外，还有烤肉等多种菜谱可供选择。此外，还有带有亲

切感的家庭型食谱酸黄瓜包饭等，也很受欢迎。

如何到达：地铁5号线汝矣岛站5号出口

   

5、菜单上的菜是什么？

烤猪肉 ���� 烤牛肉 ���

参鸡汤 ���    辣白菜 ����

一只鸡 ����    宫廷韩定食 ��(��)���

家庭韩定食 ��� �� 泡菜汤 ����

大酱汤 ����    部队汤 ����

醒酒汤 ���    紫菜包饭 ��

冷面 ��    排骨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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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废寝忘食Shopping到天亮

这两年电视上最火爆的是啥？毋庸置疑是韩剧。早在10年前就势头强劲的韩流，不仅给我们带来

了一群群韩国制造的俊男美女，更是将韩国如诗如画的风景、精致时尚的服饰，还有性价比极高

的化妆品带到了我们的眼前⋯⋯

去韩国旅行，购物是必不可少的。而首尔是最能激发人们购物欲望的地方，免税店、东大门、明

洞、新世界百货——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每一处都会让你成为不折不扣的“购物狂”。

   

1、首尔商圈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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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韩国首尔旅游购物的话，首先要考虑的是去哪些地方买东西，这些购物选择让人头疼。下

面就来介绍一下韩国首尔几个比较著名的购物商圈，去首尔明洞购物的话最佳购物选择是服装、

化妆品和饰品，去首尔东大门购物的话最佳购物选择是服装和饰品，首尔梨花女大前街的最佳购

物选择是服装和各种可爱的饰品杂货。要买韩国传统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就去首尔仁寺洞，首尔

清潭洞和首尔狎鸥亭是奢侈品的天堂。

推荐地之一—明洞

如果你是购物狂的话，明洞一定会让你更疯狂！它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购物街区，不仅可以

购买服装、鞋类、杂货和化妆品，还有各种饮食店云集于此。和商品中低档的南大门、东大门相

比，明洞的商品以中高档为主。明洞大街两旁都是高级名牌的店铺，明洞大街两侧的胡同里都是

中档品牌的店铺和保税商店以及大量的地摊。附近还有乐天青春广场百货店、新世界百货店和很

多综合购物中心。如果想把整个区域逛完至少需要半天多的时间。

特色介绍：明洞的化妆品专柜非常多，到了傍晚还会有很多的小商贩，十分热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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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洞云集了非常多的品

牌店和饮食店，最好脑子里有个大概地图，分地区逛比较好。

交通：乘地铁在4号线明洞站出口、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6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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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地之二—狎鸥亭和清潭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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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每条小巷中都满是昂贵的外国进口品商店、氛围独特的保税服装商

店，这里有装修十分独特的咖啡馆、韩食餐厅、泰国料理、日本料理等各种饮食店，可根据自己

的口味进行选择，美容店也比其它地方要更为密集，据说许多影视明星都经常光顾这里，很有可

能遇到哦。

交通：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下车。

推荐地之三—三清洞

三清洞，用首尔的南锣鼓巷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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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钟路区司谏洞 126东十字阁至三清公园路段

交通：3号线安国站1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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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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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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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在地铁4号线的会贤站下车，从5号出口出来，向首尔火车站走10钟。

南大门购物指南

南大门市场的庆祝活动每年5-6月中举行，为期半个月，有游行表演、优秀商品集市、抽奖活动等

丰富多样的活动。

南大门每周日休息(周六下午5点——周日晚上10点)，另外，春节、中秋和夏季休假季节也休息。

但是，STREET商厦没有休息日，各店铺的开关门时间也不同。

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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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门最明显的特征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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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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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大门

以东大门市场为中心，周围共汇集了8个市场，包括批发零售手工艺品和餐具的“兴仁市场”，经

营厨房用具及登山用品的“东大门市场”，经营缝纫制品的“广场市场”，经营服装类的“平和

市场”，合称“东大门综合市场”。如果对韩流服装和饰品感兴趣的话，建议重点逛“HELLO A

PM”、“DOOTA”和“美利来”三大商场（并排在地铁东大门站出口），那里集中了韩国很多

年轻服装设计师和公司的产品，价格也不算贵。由于规模庞大，想一口气逛遍所有的地方可不是

容易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以深夜造访了，韩国人好像都不休息，很多店到凌晨4－5店才关门。

特色介绍：东大门的东西真的非常多，很多人会拿它和上海的七浦路比较，但是我觉得东大门的

东西相较韩国的专卖店是便宜很多，但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并不是很便宜。同时，我觉得虽然东

大门的东西不便宜，但是质量都还挺不错的。

交通：乘坐2号、4号、5号线地铁东大门运动场站下；或1、4号线地铁，在东大门站下。

推荐地之五—梨泰院

是位于南山南麓的商街，由于邻近驻韩美军基地，商店招牌大多使用英文，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

也呈现出多国情调。商街以哈密顿饭店为中心，向东西延伸。梨泰院的畅销商品是牛仔装及毛皮

、皮革制品，价格比一般市场低廉。顾客可随意订制，自行设计款式，尺寸也可自由修改。鳄鱼

皮制成的皮包、皮夹是韩国的特产。牛仔装饰有华丽的刺绣和缀珠。毛皮免税专卖店廉价出售名

牌毛皮大衣和夹克，但款式质量和香港的不能比。

建议先整体逛一圈后，再仔细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也只有这样，你才会购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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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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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地铁6号线梨泰院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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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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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遍布时尚感敏锐的小服饰店和各类饮食店，汇集了首饰店、服装店、餐厅、咖啡厅和美发厅

的小胡同向四周分散开去，很多小店，都很有特色。

交通：地铁2号线梨大站2,3号出口出，直行徒步5分钟。  

   

2、带你游遍首尔传统集市

车水马龙，人声喧闹，操着各种腔调叫卖的商贩和仔细挑拣、讨价还价的顾客；一天到晚，迎送

着一批又一批人潮，终日熙熙攘攘的传统市场，是观察市井众相的最佳去处。

推荐1—广藏市场

 1905年开业的广藏市场是韩国首个常设市场，当时主要进行农、水产品贸易。现在进行包括绸

缎、服装、衣料、韩服(韩国传统服装)、进口服饰、螺钿漆器、厨房用品、进口用品水果、蔬菜

、干海产品、祭祀用品等多种商品的销售。市场上销售韩服、幣帛(结合时送给父母的饮食)等婚

礼用品的传统商店很多，是市场上一道特有的风景。一提到“广藏市场”，韩国人一般首先都会

想到这里形形色色的饭店，通向市场的小胡同里，满是菜色多样的饭店。前来用餐的客人常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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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前大排长龙。绿豆饼、紫菜包饭、拌饭、血肠、豆腐、汤面等风味小吃十分美味，值得品尝。

代表商品：订做韩服、进口服饰、螺钿漆器、厨房用品、祭祀用品、水果和蔬菜、绿豆饼等。

        

推荐理由：这里是一个已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市场，在这里游人可以体验真正的韩国。

推荐2—京东市场

韩国战争结束后，京畿道北部和江原道地区的农民们常常拿自己收获的农产品到集市上买卖，后

来自然就形成了市场。20世纪60年代，因韩药材的主产地江原道修通了公路，市场迅速发展壮大

，变成一处专门的市场。京东市场是东大门区祭基洞、龙头洞的多个市场的统称，主要由以销售

韩药材为主的首尔药令市场和以销售人参、蜂蜜、杂粮等为主的传统市场构成。国内流通的70%

的韩药材都是在韩医专家聚集的京东市场上交易的，是京东市场的代表性传统药材市场。益于健

康，又被用作食材的人参、沙参、桔梗，及五味子、山茱萸等在市场上都有销售，边参观边采购

也是别有一番意趣的。

代表商品：韩药材、人参、菜蔬、药草、杂粮等。

        推荐理由：这里是被称为“韩方药宝库”的韩方商街，每天往来客商游人很多。

推荐3—鹭梁津水产市场

已有80多年值得自豪的经营历史，是韩国最大的水产品专门零售市场。一年365天，都是人声鼎沸

、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凌晨时进行竞买，一天24小时灯火通明，竞争交易激烈、火爆。搭乘1号

线，出站后从与鹭梁津站相连的天桥往上走，就可看到散发着海鲜气息的水产品市场了。市场上

共有800余家店铺，售价一般都比市价便宜。在水产市场的饭店内，可以十分优惠的价格品尝到新

鲜的生鱼片，非常受日本等外国游客的青睐。

代表商品：贝类、虾类、蟹类、章鱼、海参、广鱼、真鲷等鱼类与各种水产等。

       

推荐理由：首尔最大的水产市场，在这里游人可以品尝海味，感受更深的韩国文化。

   

3、首尔化妆品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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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是来韩国旅游必买的东西，其特点在于只需花少量的钱就可以买到一大堆物美价廉的化妆

品，对年轻女孩子的诱惑程度远远高于其他事情。韩国化妆品种类繁多，牌子也多种多样，从BB

霜到指甲油，从粉饼到描眉笔，不管是基础化妆品还是彩妆化妆品，只要你想到的，在这里就一

定可以找到。明洞大街上有很多化妆品店，The Face Shop,Skin

Food等店里永远是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推荐1-Missha

谜尚这个牌子大家肯定不陌生了，这个开创了韩国低价化妆品的开山之祖，其掀起的价低质高的

旋风几乎刮变了大半个地球，其产品不仅在韩国销售，更是出售到了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

。

明星产品：

M系列BB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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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尚M系列的BB霜很不错，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两瓶，价格为16000韩币一瓶。

新生极致乳霜

这是一款通过给肌肤补充充分的营养，达到除皱效果的面霜，价格为28000韩币

交通：地铁2号线乙支入口站6号出口，地铁4号线明洞站6号出口。

推荐2—The Face Shop

这是谜尚的主要竞争品牌，所以也要提一下，它的人气已经慢慢超过谜尚，全世界19个国家有800

多家店。The Face Shop

一直以来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化学成分，可以说是一款对肌肤温和不刺激的化妆品。

明星产品：

宝黛胶原系列：

主要采用亲肤性强的天然胶原复合体(植物性胶原蛋白+海洋性胶原蛋白)滋润肌肤。以粉底液为代

表的底妆产品，因其贴合肌理的使用感而广获好评。防晒和抗皱功能优异，打造健康美肌。价格

为14900韩币。

BB霜：

兼有防晒、底妆、隔离、保湿、遮瑕等五种功效的“菲诗小铺”BB霜给您打造完美裸妆。无油BB

霜特别适合粉刺及敏感肌肤，对有这些肌肤问题的MM强烈推荐哦，价格为8800韩币。

交通：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Euljiro1(il)-ga)站6号出

推荐3—Skin Food

光听这家店的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清新了，来到这家店一看，果然店如其名。这里的化妆品多以水

果和蔬菜为原料研制而成，900多种产品深受大家喜爱，从除角质的黑砂糖到补水的黄光，或是营

养丰富的南瓜，所以产品只要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明星产品：

“皇家蜂蜜”系列

将皇家黑蜂蜜和皇家蜂王浆的营养注入肌肤，是备受欢迎的保湿系列。粘稠浓厚的啫喱状质地，

涂在脸上倍感滋润，让您的肌肤光彩夺人、吹弹可破。价格为17000韩币左右。

抗衰老首选—“铂金葡萄籽”系列

这款系列的化妆品中含有抗氧化功能显著的铂金成份和能促进细胞再生的葡萄籽萃取物，因此，

能有效地抗衰老。是受到较高年龄层顾客好评的优质产品。它不仅有基本系列，还有兼具美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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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皱纹功效的美白系列。价格为30000韩币左右。

交通：地铁4号线会贤(Hoehyeon)站7号出口，步行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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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力首尔 随韩悦动

首尔的白天，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市都五光十色，绚丽纷呈；首尔的夜晚，也比任何一个国家的

都市都动感劲爆、活力四射。

游玩首尔及饕餮血拼之余，韩流风行的首尔也有着不同的娱乐面孔。时而让你在大学、艺术、夜

生活、bar、咖啡、年轻人这些元素的排列组合下发现一个有故事的弘大，时而在汗蒸房里包着羊

头，吃着鸡蛋，仿似摇身变作一个地地道道的韩国人，时而在江边的观景咖啡厅、首尔塔的赏景

空间、汉江上荡漾的游船上发现一个夜色如水的首尔，时而在驰骋而过穿越街道的观光巴士上体

会极速的首尔、动感的首尔。想体验拉斯维加斯式疯狂的，有华克山庄的赌场供你消遣，想体验

韩国传统文化的，有乱打体验馆用打击乐器表现韩国与西洋的激情碰撞；夏季有绿荫环抱下的茶

馆和咖啡馆享受慢动作的杯语生活，冬季可以在滑冰场上自由驰骋，在被雪覆盖的山坡上尽情的

翱翔。

玩在首尔，悦动无限。

   

1、羊角帽、煮鸡蛋，蒸出来的首尔

韩国电视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有一个桥段，爷孙三代在澡堂里泡澡，爷爷问，什么是最

幸福的时刻？有人回答是老婆生了大胖小子，有人回答是在公司升职，轮到爷爷回答，他说：“

就现在！看着你们和我一起坐在澡堂里最幸福，我才是最幸福的人！”

冲着这韩剧的场景，也必须去韩国澡堂憧憬幸福一下。韩国澡堂也叫三温暖或汗蒸房、汗蒸幕。

有传说这是朝鲜时代世宗大王为替百姓治病而发明的，也有说是从600年前烧制陶瓷的窑屋衍生而

来。传统的韩式汗蒸是将黄泥和各种石头加温，人或坐或躺，用于驱风、袪寒、暖体活血，在古

代是贵族的特权享受。不过现在，汗蒸幕早已经从黄泥土窑的旧形式，发展成团聚会友、消磨时

光的养生场所。

对韩国人来说，洗澡不仅能舒缓压力、美容健体，还有联络感情的社交意义，澡堂里有洗浴、桑

拿、餐厅、健身房、游戏厅，甚至可以过夜。国内也有大众浴池，但却都不如韩国的澡堂一般，

人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一起看电视、洗浴、睡觉，这是因为韩国还保留着对于共同体的深深情怀。

只要打开门进入汗蒸房，所有人就成了一个样子。换上的衣服一样，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一样，头

下的枕头也一样。没有人在意周围的视线，地位高低、男女老少的森严界限忽然都消失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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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很放松地躺下，就像是躺在自家的炕头上一样。统一浴服不觉中成了舒适的睡衣，虽然身处

家外却可以像在家里那样随意自在，无拘无束。

汗蒸的仪式感很强，得按照先后次序来。冲洗身体，泡药浴，更衣，包头巾，在不同的主题房里

好好蒸一下，再到公共休息室看电视、聊天、打游戏，还没享受够的话，去捏脚、美甲，肚饿，

吃个煮鸡蛋，喝大杯米甜汤，最后到休息区席地而睡，香甜地过一夜。

洗浴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体验，如果你不去亲身体会下是不会了解汗蒸房的魅力的！游在韩

国，抽出多半天的时间蒸一蒸，既可以放松身心的疲惫，又可以感受韩国的洗浴文化，最实惠的

就是可以省下高昂的住宿费，何乐不为？ 

图为首尔的汗蒸幕以及特色羊角帽(图片由网友 @太原张无忌  提供)

汗蒸幕推荐：

龙山汗蒸幕 Dragon Hill Spa

龙山汗蒸幕是首尔最大的洗浴中心，位于首尔市区，乘坐首尔地铁1号线在龙山站下车，从车站走

                                           101 / 16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47&do=album&picid=62269


�������

首尔：魅力之都
出来就能看到。龙山汗蒸幕可以同时享受汗蒸幕和SPA水疗美容，是外国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之

一。龙山汗蒸幕打出的口号是“市区的康复中心”，主大厅布置得相当豪华，名为“龙华殿”的

大厅再现了中国皇宫的装饰，是拍照留念的好地方。道路两旁种了很多翠绿的竹子，地面铺的是

木板和石子，汗蒸幕的内部和外部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似乎是突然从杂乱的闹市区，走入了一片

静谧的世外桃源。

在前台先付入场费，前台会给柜子的钥匙和睡衣裤，1楼是大厅、韩式传统土窑、餐厅、贩卖部和

游泳池；2-3楼是女士专用区域，有专门可以让你光着身体直接到澡堂的楼梯，2楼是洗澡、泡澡

和美容室，3楼是更衣室，4楼是用户专用，5楼是男士专用区域，6楼是餐厅和露天阳台。毛巾由

洗澡的地方提供，如果觉得不干净可以自备。

进门先换拖鞋，锁在一个柜子里，再上到各自的楼层对应的更衣室去换衣服，然后洗澡，洗完澡

，就可以随自己心意，带着面膜（可买可自备），买好鸡蛋（鸡蛋要用对方的头敲开才够意思，

一定要稳准狠），拿着米酒到一楼大厅吃吃喝喝，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就行，大厅有枕头，随便拿

着就可以用了，不放心卫生的话可以用毛巾铺在上面。

地址：首尔龙山区汉江路3街40-713

电话：008227920002

人均消费：30000韩元

交通：地铁1号线龙山站3号出口街对面

汗蒸幕小贴士：

1）换完衣服记得在口袋里揣点零钱，一万以内应该就够了；

2）货架上有两种鸡蛋售卖，都是熟的，剥皮即可使用，一种是白蛋，一种是经过处理的，旁边有

椒盐，只有撒上椒盐才会好吃，不过那个盐很咸，一次不要洒太多；

3）韩国的汗蒸房里一般只提供香皂，其他的像洗发、润发、沐浴露等洗浴用品是要自己准备的，

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些东西太重，或者没有带的话，在这里可以买到袋装的，价格也不贵一般都500

-1000韩元（人民币3-6元）一袋，牙刷也是要自备的，牙膏在洗浴的地方有免费的提供；

4）入口先交费，过夜的话还会再加钱，服务员会给你戴上感应手环，在里边要买吃的喝的全通过

手环来消费；

5）韩国人最喜欢的“山羊头”包头巾方法：毛巾折三分之一，再折三分之一，一边往里卷，另一

边往里卷，戴在头上，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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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些汗蒸房规模很大，桑拿浴、露天浴池、温泉游泳池以及按摩美容室等应有尽有，如果要在

汗蒸幕享受这一切，恐怕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来韩国旅游的游客，最好在行程的最后一天来蒸一

蒸，能消除旅途上的疲劳；

7）想拍照的话，建议先玩，把能玩的都玩遍了，再回更衣室拿相机出来，因为进“蒸笼”是肯定

不方便带的；

8）近视眼的同学，一定要带框架眼镜，不要带着隐形眼镜；

9）要和朋友或家人一起去，自己去会很无聊的⋯⋯

   

2、韩国乱打秀，超乎想象的视听盛宴

乱打秀，是大韩民国最欢乐的代表演出，是90分钟尖叫不止的盛大秀场！

乱打秀把韩国传统音乐“四物游戏”作为题材，幽默地演出了在厨房里发生的故事，它是韩国最

初的默剧。乱打秀由刀和案板升华为乐器的华丽的演奏、令人惊异的传统婚礼、观众与演出者共

同参与的“馒头积木”、韩国传统舞蹈与节奏融为一体的“三面击鼓舞”、架子鼓的精彩结尾曲

子来组成，它是一种不分男女老少，而超越国籍与年龄的充满力量的表演。

乱打秀在韩国首次把目标定位十年长期演出，并且相继在全国建立了四个专用剧场，这实在是很

牛啊！别的演出都是租一个剧场用一段时间，乱打秀直接建专用剧场，不干别的，就演乱打，可

想而知人气爆棚！如今乱打专用剧场已经成为国外旅客来韩国的必经之地，15年来迄今为止的600

多万观众里，外国观众占到了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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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韩国乱打秀演出现场、海报以及乱打剧场(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什么是“乱打”？

“乱打”的舞台背景是厨房，内容是四名厨师在准备婚宴的过程中，利用各种炊具演奏传统的四

物农乐。正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厨师们，突然接到总管的命令，下午6点之前必须为一个婚宴准备

好晚餐。蛮横不讲理的总管甚至把自己的侄子拉到厨房里，支使厨师们教他厨艺。面对突如其来

的状况，厨师们既不满又无奈。他们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得不加紧行动，结果在准备

晚餐的过程中闹出了无数笑话。最后，厨师们团结一致，制作好婚宴蛋糕，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是盛大隆重的婚礼场面。厨房里，五位厨师轻松幽默的表演以及娴熟的打击乐演奏将会把

观众带到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世界。

乱打剧场推荐：

目前乱打的专用剧场在首尔有3处，弘大剧场，贞洞剧场，明洞剧场。

弘大乱打秀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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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大乱打秀剧场是首尔3个专用剧场中最新的剧场，周边是著名的弘益大学校区，在观看公演之后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大学氛围，弘益大学周边有很多有特色的咖啡屋，书店，酒吧，服装

店。

地址：首尔麻浦区西桥洞357-4 北合文化空间（yellow stone）地下2、3层

票价：VIP席6万韩元

S席5万韩元

A席4万韩元

交通：地铁2号线（绿色线）弘大入口站下车，9号出口往合井方向直走350米左右

演出时间：每天17:00、20:00

明洞乱打秀剧场

明洞乱打秀剧场位于著名的购物天堂明洞大街。购物后再好好看一场幽默精彩的乱打秀，相信会

是很不错的选择。

地址：首尔市中区明洞2街50-14号UNESCO建筑物3层

票价：PREMIUM席7万韩元

VIP席6万韩元

S席5万韩元

A席4万韩元

交通：地铁2号线（绿色线）乙支路入口站下车，5号或者6号出口往明洞大街方向走200米左右；

地铁4号线（蓝色线）明洞站下车，6号出口出来后直走200米左右

演出时间：每天14:00、17:00、20:00

贞洞乱打秀剧场

贞洞乱打秀剧场是首尔3个专用剧场中最早成立的乱打专用剧场，周边有德寿宫和光化门等著名的

观光景点。体验韩国的历史文化之余，来乱打秀剧场看一场公演，再体验韩国的现代公演文化，

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呢？

地址：首尔市中区贞洞22号京乡报社1层

票价：VIP席6万韩元

S席5万韩元

交通：地铁5号线（紫色线）西大门站下车，5号出口往江北三星医院方向走15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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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时间：每天17:00、20:00

   

3、首尔咖啡馆，韩剧最青睐的拍摄地

相信大家在看韩剧的时候，能感觉到咖啡店是韩国人常去的休闲场所，主人公无论谈公事还是见

朋友，都会选在咖啡店里进行。韩国人对咖啡的喜爱已经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了，他们习惯在餐

后来杯咖啡，所以韩国咖啡店的生意一般很兴隆。走在韩国的大街上，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想喝

咖啡，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而且，韩国咖啡店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不仅有诸如星巴克这样的

国际连锁，巴黎贝甜等西点店也都附设贩卖咖啡的便利式服务。其中，各色富有创意的文艺范儿

小咖啡店，最是让人惊喜。

在韩国，咖啡店的咖啡价格和中国差不多，基本是在3000韩元到5500韩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20-4

0元一杯。去超市买内装有很多小袋的咖啡，平均算下来也只是50-100韩元，约合人民币0.3-0.6元

，算是很便宜了。现在很多韩国的咖啡店也开始尝试提供多样服务，出现了各种主题咖啡馆，比

如猫咖啡馆，爱犬咖啡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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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首尔各特色咖啡馆(图片由网友 @遇到潜力股  提供)

咖啡馆大推荐：

最闲情逸致——banana tree、咖啡爱

banana tree

比起繁华熙攘的大型购物区来，新沙洞的林荫路则展现出另一番清新和小资的氛围。在略带闲情

逸致的咖啡店里享受一杯惬意的咖啡，更让人产生仿佛置身于英伦的错觉。这里有家有名的咖啡

店banana tree，不仅漂浮着棉花糖的拿铁咖啡好喝，最有创意的是用花盆取代碗碟，用巧克力乔装

成泥土制作的水果蛋糕。摘下装饰的花朵，用形似小铲子的小勺，吃着这巧克力的浓香与水果的

清爽融合为一体的蛋糕时，是不是瞬间很有身在普罗旺斯欧式小花园里的感觉呢？

地址：首尔市江南区新沙洞526-102

交通：3号线新沙洞8号出口

电话：008223442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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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爱

在“咖啡爱”的店名下写着一排小字——“陷入豆芽中”，因为豆芽貌似音符，这里指的是在音

乐中沉醉。“咖啡爱”是一家氛围很好的咖啡厅，宽敞的空间隔为两部分，一部分非常适合情侣

约会，温馨的桔黄灯光，酒红色的沙发，7点半到9点还有钢琴现场演奏；另一部分则有宽敞明亮

的落地窗，整齐的书架，适合一个人安静享受自由时光。这里的Hand Drip咖啡最为出名，用手工

一点一点地滴水做出的咖啡，不仅保持了醇香，咖啡因含量也最少，在这里沉醉于咖啡的醇香和

音乐的世界，时光仿佛流淌得很缓慢。

地址：首尔市中区明洞2街28号Jiam大厦5F

电话：008227772301

交通：4号线明洞站6号出口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00-23:30

周日11:00-23:00

最接近韩星——cafe de moi、Tea'us、咖啡王子一号店

cafe de moi

在娱乐公司云集的江南清潭洞，每天都有大量的粉丝守候在娱乐公司门外，期待着能见偶像一面

。不过在清潭洞幽静的小巷里，繁茂的树木和一家“混淆视听”的服装店后，有一个位置隐蔽的

咖啡店cafe de moi，成为韩流明星们会友、休憩的绝佳地点。SM旗下的偶像组合和多位韩流明星

都是该店的常客，如果你期待能和韩流明星来一次邂逅，或是在寒冷的冬季里苦于没有一家追星

的落脚点，这家店绝对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地址：首尔市江南区清潭洞96-5

交通：7号线清潭站8号出口

电话：008225437014

Tea'us

TEA’US是韩流巨星权相宇在明洞投资开设的咖啡店，店名是TEA和Us的合成词，有着“与重要

的人一起喝茶”的意思。TEA’US店面相当宽敞，设计也独具匠心，从楼梯到店内，随处可见权

相宇的照片。除了美味的华夫饼和冰激凌，该店的权相宇照片蛋糕也相当值得一试。此外，TEA

’US里还能找到不少有意思的周边商品，如印有TEA’US的T恤及其他明星的签名商品等，T恤的

价格大约为35000韩元，各式的水杯从1万到3万韩元不等。一边与偶像近距离接触，一边品尝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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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的意大利咖啡与精致美味的蛋糕与冰激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妙感觉呢？

地址：首尔市中区忠武路2街65-9Hiharriet 2F

交通：4号线明洞站6号出口

电话：008222079099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08:00-23:00

                   周末08:00-24:00

咖啡王子一号店

《咖啡王子一号店》取景拍摄的咖啡馆位于首尔弘益大学附近，在拍摄电视剧时，常常会吸引来

众多只为一睹偶像风采的fans，即使平时没有拍摄日程时，该咖啡馆也能吸引众多热心观众。13年

前，这家咖啡馆的店主将自家居住的宅院改建成咖啡馆，总面积大约130平，是一所2层建筑，此

外咖啡店还有一个小的庭院，在这里能感觉到自然的气息。自从电视剧播出之后，经常有观众在

这里逗留到很晚，为了那些照相留念的观众，即使到了晚上这里也照常营业，这里俨然已经成为

人们享受悠闲时光的好地方。

地址：首尔麻浦区西桥洞358-116

电话：008223354015

交通：2号线弘大站4号口出，沿evensprings胡同右转经过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左转，沿游乐园上侧

的路步行100米左右后，右侧道路方向直行大约五百米即到

最人气火爆——Hello Kitty Café、星茶房Miss李

Hello Kitty Café

弘大是首尔这座城市年轻的动感地带，这里也聚集了各型各色的咖啡店。当中最具人气的莫属Hel

lo Kitty Café这家经授权的凯蒂猫主题咖啡店了。店里随处可见凯蒂猫可爱的身影，凯蒂猫窗户、

凯蒂猫玩具、连咖啡和甜点上也有凯蒂猫。店里的拿铁饮品系是许多客人必点的人气菜单，在丰

盈的奶泡上用可可粉洒出的凯蒂图案，栩栩如生。另外，这里三种不同口味的凯蒂蛋糕和华夫饼

也值得一试哦！如果旅行到弘大这一站，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它的人气！

地址：首尔市麻浦区西桥洞358-112

电话：008223346570

交通：2号线弘大入口站9号出口

星茶房Miss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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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们结婚了》中徐贤与郑容和情侣约会时一起吃怀旧便当的小店吗？店的标志是一个戴

着黄色星星发卡的小女孩，那就是“星茶房Miss李”。在店内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怀旧小物品，

比如公仔、旧式便当盒以及类似课桌椅式的彩色木桌等，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韩国

校园。店内人气最高的美食当属“怀旧便当”，一个旧式饭盒里面装着泡菜炒肉、煎蛋和铺着一

层紫菜的米饭，据说这就是韩国七八十年代的经典便当。这个便当的吃法也是颇有讲究的，要先

放一勺大酱汤，握紧饭盒摇晃后再吃，是不是很有趣呢？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宽勋洞144号2F

电话：008227390939

交通：3号线安国站6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24:00

最爱心爆棚——宠物狗咖啡、猫咪阁楼咖啡店

宠物狗咖啡

在弘大附近，可以看到一处黄色招牌写着SUNNYNE的宠物咖啡店。店里一般会有小狗10只左右

。这家咖啡店里的狗主要以中型，大型为主，但也有马尔济斯犬和约瑟犬小型狗。平时这些狗都

很温顺，但当有人走进店里的时候，他们就会一哄地叫起来，可千万不要被他们吓到啊！软饮料

和啤酒等饮料大约在5000韩元左右，还准备了比萨饼等快餐。同时也设有修剪室和宠物旅馆。

地址：首尔市麻浦市东桥洞169-29号3层

电话：008223343712

交通：2号线弘大入口站4号口出，进入右边的大街，在第一个拐角处左拐，沿着右侧走到头，右

手方向即是

猫咪阁楼咖啡店

去过明洞的人记得街头那只憨态可掬的加菲猫吗？它便是猫咪阁楼咖啡店的代言，这家主题店是

限制人数的，进门需交8000韩元，时间无限制，含一杯饮料，有咖啡、果汁可选。屋内有专人清

扫，虽然养了20多只猫，却没有太大的异味，室内随处可见猫爬架和宠物用品，甚至有专为猫咪

准备的卫生间，简直是猫的天堂。在这不到50平米的范围内生活着22只形态各异的猫咪，可以近

距离与它们玩耍嬉戏、拍照留念等，在猫咪阁楼咖啡店里，看那些猫悠然自得的样子，给人一种

心神宁静的感觉。

地址：首尔市中区明洞2街51-14号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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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8223183123

交通：4号线明洞站6号出口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3:00-22:00

                   周末12:00-22:00

   

4、弘大夜店，属于年轻人的天堂

首尔的夜生活是出了名的。见过北京的三里屯，去过香港的兰桂坊，都不及首尔的弘大酒吧街热

闹。而几乎所有的首尔攻略都会告诉你，弘大，是韩国年轻人的天下，是街头文化爱好者的聚集

地，也是俱乐部、酒吧汇集，夜生活丰富的时尚地带。

那么，什么是“弘大”呢？韩国最有名的艺术院校“弘益大学”，人们习惯简称为“弘大”，弘

大周边林林总总的俱乐部，人们习惯统称为“弘大俱乐部”，再本土一点，俗称为弘大夜店也很

合适，只不过这些夜店，未沾染商业的铜臭，永远只是年轻人才能享受的天堂。它是年轻人夜生

活的中心地区，每到晚上，总是人潮涌动，人气非凡。晚上十点时间尚早，差不多两小时之后，

这条街才活跃起来，是名副其实的”越夜越美丽”。午夜钟声响过，年轻男女们穿戴时尚，走上

街头，开始他们真正的夜生活。置身弘大闹市，仅仅观察路过的行人，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各种肤色的人，各种风格的装扮，时尚与复古，怪异与简约，绝对让人大饱眼福。

迷幻的色彩，配合诱人的舞姿，气氛热烈不用多言，光是里面盘儿靓条儿顺的姑娘和小伙，就能

让你兴奋起来了。因此，来到首尔，绝对不可错过这独具韩国特色的夜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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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首尔各特色夜店、酒吧(图片由网友 @我显影你定影  提供)

弘大酒吧推荐：

弘大澡堂酒吧

到底是澡堂还是酒吧？听到名字，你不想一探究竟嘛？从店内装修到客人的帐单，这家酒吧都是

以几十年前的大众澡堂为主题制作的。另外，澡堂每晚还会有现场DJ热场，气氛超high。想要来

弘大玩的朋友，不如来这里开个“澡堂趴”吧！

地址：首尔市麻浦区西桥洞363-9

电话：008223258781

交通：2号线弘大入口站9号出口

营业时间：18:00-06:00

M2酒吧

The Club M2在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可容纳千人的舞池、顶级的音响和灯光、二层的VIP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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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知名DJ和不定期举办的特别活动，让它足可以和清潭洞富人区或星级酒店里昂贵的夜总会媲

美。夜里9点，巷子深处的M2还没有开始入场，门口便已经排起了一条等候入场的长龙。在这里

，游戏规则很单纯——年轻就是王道。

地址：首尔麻浦区西桥洞367-11

电话：0082231437573

交通：乘坐地铁2号线在弘大入口站下车，从5号出口出来，步行7分钟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周日、一、二、三、四20:30-04:30，门票10,000韩元，特别演出除外

周五、六19:30-06:00，门票15,000韩元，特别演出除外

NB CLUB

NB位于江南大道后面的一条小吃街上。白天的NB安静的隐蔽在巷角，到了晚上则披上了闪亮的

钻石外套，喧闹是这里的代名词。各个地方的年轻人都会在晚上聚集到这里狂欢。韩国的酒吧一

般在地下，外面看似平和慢慢走近里面，音乐猛烈敲击着心脏。拥挤的人群，闪亮的灯光high翻

全场。NB的门票可以用来领取5000韩币的酒水，可以换一般的啤酒或者果汁和冰红茶。卸下所有

的担子，卖命的舞动一把。随着音乐摇摆身体，有种说不出来的快感，就像在山顶将所有的埋怨

大喊出来的痛快一样。

地址：首尔市麻浦区西桥洞402

电话：008223332769

交通：乘坐地铁2号线在弘大入口站下车，朝弘大正门极东广播局方向步行50米左右即可到达，俱

乐部位于地下1楼

营业时间：周一至四、周日20:00-04:00

周五、六20:00-06:00

   

5、赏夜景，游船巴士一个也不能少

夜幕降临，喧哗的城市亮起万家灯火，夜景应该说是城市独有的美景。五彩缤纷的照明使横跨在

汉江上的桥梁变得更加华丽，而江对面建筑物所散发的朦胧灯光与汉江合而为一，营造出美丽风

光。那么，想观赏首尔的夜景我们应该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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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首尔夜景、夜景观赏地及观光巴士(图片由网友 @泰国青草膏  提供)

赏夜景之瞭望城市：

清溪川

从清溪川到毛廛桥的路上有灯火辉煌的城郭，从毛廛桥到光桥的路上则有照明绚烂的华丽宫殿，

如梦如幻的美景让人赞不绝口。清溪川的源头世宗路东亚日报社附近有700多坪的清溪广场，广场

上有三色照明喷泉与4m高的瀑布蔚为壮观。瀑布两侧有从全国运来的8道石铺设而成的“八石潭

”。一到夜晚，灯光映照在水面上，营造梦幻的美景。

北岳sky way

北岳sky way是沿著北岳山棱线，途径紫霞门到达贞陵阿里郎山岭的旅游行程，开车大约需要20~30

分钟，男女老幼皆喜爱，称得上是首尔代表性兜风路线。尤其是爬上八角亭展望台，可以俯瞰韩

国的中心区光化门一带，在这里眺望的夜景与在汉江和南山眺望的角度不同，经常作为电视剧里

的背景，备受人们的喜爱，八角亭休息室里有洗手间、小卖店、餐厅、眺望台等便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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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首尔塔

N首尔塔是南山的自然景观与21世纪尖端科学技术绝妙融合在一起的首尔市标志性景点。乘坐电

梯往上走，2层有瞭望台、空中咖啡厅等。3层的数字瞭望台和5层的旋转餐厅“N快餐”也绝不能

错过。

63City瞭望台

首尔最高的63City位于汉江上的小岛即金融中心汝矣岛上。在夜晚，灯火辉煌的63City建筑本身就

可谓是一道风景，同时在63City瞭望台俯望的汉江与南山风景，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非常适合以

家庭为单位的游客进行游览。

赏夜景之穿行城市：

首尔城市观光巴士

如果想欣赏美景却又懒得费力，不妨乘坐从光化门十字路口出发的首尔城市观光巴士。首尔有可

将市里的主要旅游景点大致游览一遍的市区游巴士，分日间和夜间两种路线运行，途经N首尔塔

、汉江大桥、清溪广场等首尔主要代表性场所，夜间游览车有1层和2层的巴士两种：1层巴士经汉

江大桥和N首尔塔等夜间主要观光景点；2层巴士和1层巴士差不多，中间都不停车，采用Nｏ-stop

式运行。巴士各个座位配有具有翻译功能的手机式电话。游客可坐在位置上，聆听对景点的介绍

，解说语言有韩、英、日、中四种。

观光巴士的具体车次、线路等信息请参照旅人首尔攻略交通部分详细介绍。

赏夜景之乘坐游船：

蜿蜒流淌在首尔市中心的汉江从很早以来就是首尔人引以自豪的象征。能欣赏汉江美景的游览船

从1986年开始运营。游览首尔一般感受到的是拥挤的人群和繁华的景色，但是在汉江休闲地欣赏

首尔的风景也别有一番情趣。汉江游览船有几条不同的路线，每次搭乘都会有不同的乐趣。

游船的具体线路及乘坐时间等信息请参照旅人首尔攻略交通部分详细介绍。

   

6、运动首尔，沁凉的冰雪乐趣

雪上运动

韩国的滑雪场主要集中在冬季降雪量丰富的江原道地区和可利用周末游玩的首尔近郊一带。江原

道作为韩国最先降雪的地区，高山众多，是滑雪和单板滑雪的最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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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滑雪场的度假村大部分是四季型的综合休养地，食宿设施以及各种便利设施齐全，再加上地

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大山中，大部分度假村一年四季客人不断。但在冬天的旺季12月中旬到2

月末，度假村的住宿费会变贵，房间也很难订到，最好提前确认预订好滑雪场周围的酒店、旅馆

和别墅等住宿设施。

韩国的主要滑雪场一般在每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初开门营业，直到第二年3-4月份才陆续停止营业

。所有的滑雪场都可以体验滑雪和单板滑雪，同时专门为单板滑雪配备各种便利设施的滑雪场也

很多。滑雪度假村不仅是人们享受休闲运动的地方，同时也是欣赏美丽雪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近年来正逐渐成为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的代表性休养地。 

图为首尔的滑雪场、溜冰场(图片由网友 @大唐标准美人  提供)

冰上运动

早晚气温低于零度的寒冬里，在室内逗留的时间增多，运动不足导致体质下降，但是却有天气越

冷越能尽情享受的冬季活动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滑冰和滑雪撬是不分年龄谁都能轻松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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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享受的冬季活动。在滑冰场上自由驰骋，在被雪覆盖的一个个山坡上尽情的翱翔，自然就能忘

了冬天的寒冷。让我们一起去附近的滑冰场和雪橇场尽情享受冬天的乐趣，留下一些在韩国难忘

的回忆吧。

强烈推荐：乐天世界室内滑冰场

地址：首尔松波区蚕室洞40-1乐天世界地下三楼

电话：008224114591

交通：2号线、8号线蚕室站下车后从4号出口出站即是

营业时间： 

租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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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首尔住宿推荐

首尔作为韩国的首都，选择住宿场所非常方便，从便宜的旅馆到豪华的特1级、特2级、1级、2级

、3级的宾馆酒店，应有尽有。

被观光协会认定为有资格接待游客的旅馆共有287家，大多集中在首尔的江南地区（三星洞、明洞

和奖忠洞一带）；而大众化的旅馆，可往市中心的江东一带寻找。

首尔的风情万种不言而喻，可这需您亲自探访，一窥这座城市的多彩多姿。那么，在一些著名景

点附近的观光住宿，将是您不错的选择。

首尔商业发达，从传统的老式市场到现代的百货商场和免税店，多样的购物场所几乎可以满足各

种游客的任何需要。不仅如此，为了您愉快的“血拼”之旅，首尔的一些商业区还为您提供了方

便的购物住宿。   

   

1、豪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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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市拥有很多设施及服务方面均能与世界级酒店相媲美的一流酒店。韩国酒店中的超豪华酒店

每晚大约为20-40万韩元（提供特殊服务和设施时，可贵到上千万韩元），豪华酒店大约为15-25万

韩元。豪华级以上的酒店大多均设有健身房、桑拿浴、商务中心、西式餐厅、咖啡厅等附属设施

，在这些地方，增付房费10%的税和其他10%的服务费。

推荐1—首尔乐天酒店(Lotte Seoul Hotel)

这家酒店位于首尔明洞区，可以说位置相当不错，离机场也只有60公里的距离。这里的房间很多

，每间房间的装修又那么的考究。住在这里不管是购物还吃吃饭都相当方便，酒店旁就是著名的

乐天免税店，如果想吃夜宵，从酒店里出来只需步行5分钟。

推荐理由：位置好，吃饭购物都很方便。

价格：1300人民币

电话：008227711000

地址：30 Euljiro Jung-Gu, Jung-Gu, 100-842

推荐2—广场酒店 (The Plaza Hotel)

明洞区的豪华酒店真的很多，这家广场酒店也是很多旅客的首选之地，这里位置极佳，紧邻著名

的南山公园、皇宫和首尔市政厅。整个酒店现代感很强，对面的市政府还有溜冰场，家长们可以

带着孩子去那里玩。

推荐理由：该酒店的西餐厅具有国际水平，做出的牛排非常鲜嫩，喜欢美食的游客一定要选择这

家酒店。

价格：1400人民币

电话：008227575510

地址：25-3 Chungmuro 1(il)-ga, Jung-gu, Seoul, 韩国

推荐3-首尔花园凯越酒店（Grand Hyatt Seoul ）

这是一家位于梨泰院的酒店，也是游客来到首尔短途旅游的理想出发地。酒店位于一个半山腰的

位置，景色一流，能看到首尔全景。酒店背面还有一个滑冰场，时常有一些小孩子在那里玩耍。

酒店四周被大大小小的树木所包围，看上去然感到那么的温馨。

推荐理由：著名酒店连锁品牌，服务周到，景色一流。

价格：2000人民币

电话：00822797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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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747-7, Hannam-dong, Yongsan-gu, Seoul, 韩国

   

2、精品酒店推荐

在旅游地选择住宿设施就像选择旅游地一样重要。如果想选择拥有舒适的空间和高品质服务的特

级酒店，却又因高昂的价格而犹豫的话，不妨参考一下推荐给大家的精品酒店吧，无论是设施还

是装修、服务都不亚于特级酒店，而且价格合理。

推荐1-首尔IP精品酒店

位于被称作“首尔里的地球村”的梨泰院附近。在梨泰院有可以品尝到各个国家美食的餐厅和独

特的时装秀，是一条游客和本国人都经常前去的繁华街之一。IP精品酒店不在繁华街内部，位于

南山公园脚下，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宁静氛围。

推荐理由：每间客房都有现代美术装饰，能感受到年轻活力的酒店气息，而且可以使用无线网络

。

价格：1000人民币

电话：0082237028000

地址：737-32, Hannam-dong, Yongsan-gu, Seoul, 韩国

首尔特里亚酒店(Tria Hotel) 

这家酒店的位置真是好，位于首尔和交通的主要中心地区三洞Teheran路上。附近有清潭洞、狎鸥

亭、COEX等高级购物街和文化街，可以这么说住在这里首尔的购物和文化生活能全方位的感受

。酒店的1楼有T-Bar和商务中心，可以处理个人业务，享受休闲舒适的晚餐。另外，据说该酒店

最近换了新的换气系统，让每一个住在这里的顾客感到更加的惬意。

推荐理由：酒店客房里有设计独特的照明和波普艺术绘画作品，客人可以充分享受这个属于自己

的文化空间。

价格：500人民币

电话：008225532471

地址：677-11 Yeoksam 1(il)-dong, Gangnam-gu, Seoul

   

3、青年旅舍和廉价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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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韩国全国有52个青年旅馆，这些旅馆大多坐落于著名城市和地区，但有些地方去景点或市中

心不太方便。多青年旅馆的规模很大，甚至有几家的设施几乎可与高级饭店媲美。

推荐1-U & I旅舍（U&I Hostel）

一家廉价的酒店，价格不贵，但是每个房间都非常舒适，配套设施也很齐全，无线网络、餐厅、

商务中心应有尽有。这个酒店的位置还很好，离市中心只有1公里不到的距离。

推荐理由：位置好，离地铁站近，性价比高。

价格：230人民币

电话：00827078013525

地址：71-8, Cheongpa-dong 2-ga, Yongsan-gu

推荐2-维尔招待所（2Nville Guest house）

这个旅舍不大，据老板说一共只有14间房间，但是每间房间都很干净，加上这里地理位置优越，

来这里住的客人自然不少。

推荐理由：地理位置好，老板友善，房间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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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240人民币

电话：00827088856417

地址：Yeonnam-dong, Mapo-gu, Seoul

推荐3-K旅馆（K Hostel)

旅舍的名字很简单也很容易记，难关我第一眼看见这个名字，就喜欢上了它。房间虽然小了点，

但是价格便宜，而且干净，对于喜欢穷游的年轻人来说是在适合不过了。

推荐理由：价格便宜，适合喜欢穷游的年轻人。

价格：70人民币/晚

电话：008227955200

地址：200-25, Sungin-dong, Jongro-gu

   

4、韩国特色住宿—韩屋

在首尔选择住宿时韩屋住宿是不得不说的。韩屋住宿指的是在传统的韩式房屋中留宿，是体验传

                                           123 / 163



�������

首尔：魅力之都
统韩国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好机会。提供住宿的传统韩屋都有着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的历史。

年代久远的老家具、糊着韩纸的窗户、酱缸台等使得传统的氛围更加浓郁。提供住宿的传统韩屋

大部分都有电视机等家电产品和西式卫生间。但是卫生间大都在户外，是公用的。如果想要配备

室内西式卫生间和淋浴室的房屋，最好在去之前确认信息，事先预约。有一些地方还提供茶道体

验、制作陶器、韩国传统民俗游戏等各种能接触感受韩国文化的活动。也提供简单的餐饮，一般

需要另外付费。现在整个首尔有将近50家韩屋住宿旅馆，想更进一步了解韩国文化的朋友可以选

择这种方式。

推荐1—泡菜客房旅馆

光听这名字是不是就很有韩国范儿？但是进入这家韩屋发现它和泡菜也没什么太大关系，除了吃

饭时可以提供免费泡菜以外。这家店经营有些年头了，但是2012年重新装修过，不仅配备了很多

现代设施，还为每个房间加装了独立的洗浴设施，方便了很多住客的需求。

推荐理由：房东擅长英语和日语，房间内有单独的洗浴设施。

价格：330人民币

电话： 0082263396062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紫霞门路1路45-10号

推荐2—朋友客房旅馆

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这个旅舍也正借用了这句话起了一个好的名字，不

过这家店的老板也确实热情，把每位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当做来自远方的朋友。旅舍虽然不大，但

是设施齐全，从厨房到洗衣房那是应有尽有，晚上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和老板一家还有其他客

人围坐一起可真是其乐融融。

推荐理由：地处市中心，员工热情，住宿包早餐。

电话：0082236731515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惠化路9路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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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首尔交通

   

1、航空

韩国首尔主要有两座机场分别是仁川机场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金浦机场 Gimpo Airport。

由首尔至全国各地的交通网密集，交通非常便利。只要避开中秋节及春节，可随时动身，游览各

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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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到首尔约需1小时50分，北京到首尔约需2小时。首尔飞往其他城市根据路线，一般需40分钟

至1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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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国际机场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地址：仁川市中区云西洞

电话：0082215772600

网址：http://www.airport.kr/chn/

国内飞抵仁川国际机场的主要城市有北京、上海（浦东）、成都、深圳等地的航班。

咨询中心：

1、机场咨询中心

位置：1层A~F之间各一处；3层机场中央以及C与K柜台旁

24小时提供外语服务：英语、日语、中文（深夜乘客可在C柜台旁的咨询处进行咨询）

2、旅游咨询中心

位置：旅客客运站（1层）B与C之间，D与E之间

开放时间时间：07:00 -10:00

提供英语、日语、中文、德语等旅游宣传手册

交通：

1、巴士

从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或金浦机场的机场巴士每隔10-15分钟运行。前往首尔最便利最省钱的方式

之一就是乘坐机场巴士了。到首尔的高级机场巴士费用在7,000-15,000韩元之间，一般机场巴士费

用在5,000-10,000韩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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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站示意图

旅人提示：

机场大巴票可以网上订购http://www.airportbus.or.kr 但在网上订购时，除巴士票费用以外，需另交

2,000韩元手续费，而且只限于开往地方城市的大巴。

2、机场快线

运行线路：仁川国际机场站 � 机场货物厅舍站� 云西站 �--黔岩站� 桂阳站 � 金浦机场站 �

数码媒体城战 � 弘大入口站 � 首尔站 

所需时间：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站直达列车43分钟，一般列车53分钟

机场快线咨询(英、日、中)： http://china.arex.or.kr/jsp/chi/index.jsp

3、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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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国际机场目前运营着分别隶属于首尔、仁川、京畿地区(富平、光明、金浦、高阳)等地区的

出租车。从首尔、仁川、京畿地区前往仁川国际机场无须缴纳额外费用，但从仁川国际机场到首

尔、仁川、京畿地区时，则需按乘车时间不同缴纳相应的附加费。

旅人提示：

1、出租车乘车点：旅客客运站入境场（1层）4D ~ 8C号乘车点

2、高速道路过路费由乘客支付。

金浦机场 Gimpo Airport

地址：首尔市江西区空港洞150

电话：0082226602114

网址：http://www.airport.co.kr/mbs/kaccha/

国内飞抵仁川国际机场的主要城市有上海（虹桥）等地的航班。

交通：

1、巴士

各个出口及乘车点都有前往首尔及仁川国际机场的机场巴士、市外巴士、金浦市内巴士。特别是

开往贸易中心（三成洞）、蚕室、明洞、光化门等首尔主要地区的巴士均可在8号门前的3、4、5

号站点乘坐，费用为4,000-7,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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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铁

金浦机场与首尔地铁5、9号线相连，乘坐地铁是前往首尔最便捷、最省钱的交通方式。想要了解

首尔市地铁相关信息的话，请点击下列链接。

地铁1、 2、 3、4号线 (Seoul Metro)

地铁5、6、7、8号线（首尔特别市城市铁路公社）

地铁9号线 (Metro 9)

3、出租车

普通计程车：国內线航厦1楼1号计程车站。

豪华(模范)计程车：国內线航厦1楼2号计程车站。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2、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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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铁路交通示意图

在首尔有5个火车站：

首尔站

首尔站是首尔最重要的火车站，是连接首尔与釜山的复线铁路京釜线的始发站。京釜线主要途经

大田站、东大邱站、新庆州站、釜山站等。除通往韩国西南部地区的湖南线(龙山站始发)以外，

其余铁路线大多都是从首尔站出发的。

电话:0082215447788

位置:首尔站广场。地铁1号线首尔站1号出口，4号线首尔站14号出口

龙山站

自从ktx在龙山站开通后，龙山站成为和首尔站平起平坐的要站。是连接首尔和木浦的复线铁路湖

南线的始发站。湖南线主要途经西大田站、论山站、光州站、木浦站等。另外，还有从龙山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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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经益山站到达丽水expo站的全罗线也在运行中。乘车时请一定确认车票上的地点是否正确。

电话:0082215447788

位置:地铁1号线1龙山站或4号线新龙山站4号出口，步行约250m即为龙山站。

清凉里站

清凉里站是通往江原道江陵和旌善、庆尚北道安东和庆州等旅游城市的一般列车的始发站。高速

列车ktx不在此站停靠。

电话:0082232997208

位置:地铁1号线清凉里站4号出口，中央线清凉里站1号出口

永登浦站

永登浦站是首尔的主要火车站之一，满足首尔西南部地区的乘车需求，1990年成为首尔最早的民

间企业家运营的民资车站。所有的新村号、无穷花号列车都在永登浦站停靠，2010年11月开始从

首尔到釜山的ktx列车每天在此停靠2次(08:31, 19:13).

电话:0082215447788

位置:地铁1号线永登浦站

类型和价格 

在线购票地址：http://www.korail.com/kr_pass.jsp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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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铁

首尔地铁从1号线到9号线，一共有9条线路。这9条线与国铁中央线、盆唐线、京义线等相连接，

形成了首都圈的铁路网。地铁的每条线都有自己的代表性颜色，车厢、路线图、以及地铁站里的

标示等大部分都用了统一的颜色。正因为如此，首尔市民以及外国游客，都可以方便地乘坐地铁

。

地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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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地图：http://www.smrt.co.kr/program/cyberStation/main2.jsp?lang=c1

地铁票： 

旅人提示：

从2009年5月开始，车票改成了“一次性交通卡”。购买时，交500韩元押金，在还卡时可以拿回5

00韩元押金。

购票方法：

1、自动售票机上可以选择不同的服务语言。在这里选择“中文”。

2、点击画面的最左边橙色的“一次性交通卡”，会出现地铁的各个站名。

3、选择目的地站名。

4、选择购买的张数后，支付包含押金的金额后，取出找零硬币和一次性交通卡。

旅人提示：

1、所有地铁站的出入口都有标识和站名。由于很多站名用中文和英文表示，方便了外国人寻找地

铁站。另外，每站使用了各路线的代表颜色和编号，这些都可以很容易找到。

2、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需要换乘时，确认好换乘站，下车后顺着“�����（换乘处）”的标

志，换乘即可(每条路线都有不同的颜色，很容易区分)。不用出站台，也不需另购入一次性交通

卡。

3、1次性交通卡在以下区间不能换乘。首尔站(京义线火车�地铁1、4号线),

鹭梁津站(1号线�9号线), 桂阳站(仁川地铁�机场铁路)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4、长途巴士

                                           133 / 163

http://www.smrt.co.kr/program/cyberStation/main2.jsp?lang=c1


�������

首尔：魅力之都
在首尔乘坐长途公车，基本上能到韩国的大部分城市。与火车相比较而言，有着车辆班次多，价

格便宜的优势，但是在周末和探亲高峰期（中秋及正月）由于堵车，路上所需要的时间比预计要

长很多。长途巴士主要分为：高速长途汽车和市外长途汽车。

高速长途汽车

除了途经的休息站以外，沿途是不停车的，直达目的地。高速公车分为普通高速公车和高级高速

公车两种。高级高速公车比普通高速公车的价格贵5%，但是高级车的位置较宽敞舒适。并且晚上

10点以后，只有高级高速公车运行。

市外长途汽车

中长途的汽车为了避开高速公车，每一个车站都会停车。

首尔巴士站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站

地址：地铁3号7号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站

电话：+82-2-535-4151(8：30～20：30)

网址：http://www.kobus.co.kr/web/eng/index.jsp （英文/韩文）

东首尔综合客运站

地址：地铁2号线江南站3号出口步行1分钟

电话：1688-5979(录音服务)、+82-2-446-8000(平日9：00～18：00(12：00～13：00除外)）

网址：http://www.ti21.co.kr/ （韩文）

南部巴士客运站

地址：地铁3号线南部巴士客运站5号出口步行1分钟

电话：+82-2-521-8550(平日8：00～19：00)

网址：https://www.nambuterminal.co.kr/ （韩文）

上凤客运站

地址：地铁7号线上凤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中央线忘忧站1号出口步行5分钟

电话：+82-2-323-5885、+82-2-323-5885(录音服务)、+82-2-435-2129(9：00～18：00)

网址：http://www.sbtr.co.kr/ （韩文）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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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航运

2007年开通的水上出租车一共有17个停靠码头。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堵车等情况，与此相比较，水

上出租车可以选择停靠点，速度会更快一些。并且在行驶的过程中，可以欣赏汉江的风景也是独

特的魅力之一。

水上出租：

水上出租车分为能方便观光的“个别观光线”、直达目的地的“直航线”、针对上班族的“上下

班专线”三个种类。

1、个别观光线

个别观光线主要为希望观光的游客提供服务，并且可以选择上下船的地点。（需要提前预约租赁

）

运营时间：年中无休 (※ 乘船的截止时间为每天停航的30分钟前)

4月~10月平日：10：00~17：30, 20：00~22：00／ 周末公休日：10：00~22：00

11月~3月平日：10：00~17：30，20：00~21:00／ 周末公休日：10：00~21：00

运营时间会因具体情况产生变化，请在出发前致电＋82-2-1588-3960，确定运营时间。

费用(1艘船定员7名)

20分钟（5万韩元/1艘船）、30分钟（7万韩元/1艘船）、40分钟（9万韩元/1艘船）、1小时（13万

韩元/1艘船）

2、上下班专线

根据平日上下班时间调整运营时间。（合乘制，需要提前预约）

费用：单程统一价5,000韩元／人

路线：

上班路线：蚕室→ 纛岛游园地 → 汝矣渡口

运营时间：（蚕室出发时间为准） 7:30、7:50

下班路线：汝矣渡口→纛岛游园地→蚕室

运营时间：（汝矣渡口出发时间为准）18:40、19:00

运营时间会因具体情况产生变化，请在出发前致电＋82-2-1588-3960，确定运营时间。

可以通过电话和在线预约。费用可以在乘船时用现金、t-money(交通卡)、信用卡等方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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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方法：

联系电话：＋82-2-1588-3960

预约时间：9：00~22：00（年中无休）

预约网站：http://www.pleasantseoul.com/ （韩文）

预约内容：乘船时间、选择上下船停靠点、确认费用

汉江旅游船：

1、往返路线

汝矣岛→�岛→杨花→汝矣岛

汝矣岛→汉江大桥→盘浦→汝矣岛

蚕室→纛岛→汉江大桥→蚕室

杨花→上岩→蚕头峰→仙游岛→杨花

所需时间：60~70分钟

费用：成人11,000韩元,儿童5,500韩元（※儿童：满3岁~小学生）

2、单程路线

路线名1:

汝矣岛→蚕室

蚕室→汝矣岛

所需时间：70分钟

费用：成人13,000韩元,儿童6,500韩元

路线名2:

汝矣岛→纛岛

纛岛→汝矣岛

所需时间：60分钟

费用：成人11,000韩元,儿童5,500韩元

3、现场表演路线

现场表演路线每天晚上运营，并且也有魔术表演。（周一除外）

路线：

纛岛→蚕室→盘浦→纛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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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矣岛→盘浦→�岛→汝矣岛

蚕室→纛岛→盘浦→蚕室

出发时间:

纛岛：19:40

汝矣岛：19:30/20:40

蚕室：19:30

所需时间：70~90分钟

费用:

成人15,000韩元,儿童7,500韩元

4、自助餐路线

游客还可以选择能够欣赏首尔美丽夜景的自助餐路线。(需要提前预约)

路线：

汝矣岛→铜雀大桥→杨花→汝矣岛

运营时间:19:30

所需时间:90分钟

费用:平日（周二~周五）成人60,000韩元,儿童30,000韩元

周末（周六周日）成人65,000韩元,儿童33,000韩元 

时间表1

时间表2

往返路线和单程路线每天运营，以上的时间表经常会有所变动。在搭乘游览船之前，建议打电话

给码头确认所搭乘路线的出发时间，也可以上官方网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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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方法：

电话预约：提前10天预约，预约后，向指定银行账号汇款。

3人以下→全款，4~10人→至少付全款的30％，11人以上→至少付全款的20％。

取消预约的退款金额：出发3天前→全额退还，2天前→全额的70％退还，1天前→全额的50％退还

，出发当日→不退还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6、公共汽车

首尔街道上一辆接一辆的出租车和公车特别引人注目。韩国公车的费用便宜、路线发达，是非常

便利的交通手段之一。公车可以到很多地铁和出租车到不了的地方。

首尔市内公车

蓝色公车（干线公车）蓝色公车连接了首尔中心地区和郊外。公车路线为3位数，车体为蓝色。

绿色公车（支线公车）地铁和支线公车在换乘时非常方便。公车路线为4位数，车体为绿色。

小区公车（支线公车）在有限范围内循环的小型公车。车费比较便宜，公车路线为2位数，车体为

绿色。

黄色公车（循环公车）在首尔中心地区有限范围内循环的公车。公车路线为2位数，车体为黄色。

红色公车（广域公车）连接首尔中心地区与郊外的公车。沿途停车站较少的快行车，公车路线为4

位数，车体为红色。

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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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1、首尔的公车都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制度，上车时支付车费。

2、快到站之前，记住要按下车按钮，提示司机停车。

3、韩国公车关门的速度很快，在到站之前，最好提前准备好。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7、出租车

出租车在韩国是非常方便的交通手段。虽然有人会认为在外国乘坐出租车会不太安全，但在韩国

旅游时，坐出租车会让您受益匪浅。

出租车分类:

普通出租车：

普通出租车以白色和银色的为主，有部分已改成橙色为主。出租车顶上有橙色的标志写着“出租

车”字样。

模范出租车：

模范出租车的车体是黑色的，车顶上“出租车”的字样是金色的。虽然费用比普通出租车贵，但

在安全性和服务上都比普通出租车要优秀。

大型出租车：

大型出租车最多可以乘坐8个人。当乘客或者行李很多时，选择大型出租车比较方便。

国际出租车

为了方便外国游客而专设的出租车，可以提供英文和中文等外语服务。车体是橙色的，还贴有首

尔象征物“獬豸”的图标。（国际出租车实行的是预约制。在专用服务中心或者网站上可以进行

预约。http://www.intltaxi.co.kr:8099/intltaxi/html/cn/main/main.jsp 中文网上预约）

出租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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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出租车的前方有“空车（��）”的红色字样。如果有“预约（��）”的字样，则是已经

被预约的出租车。

2、有“FREE INTERPRETATION”字样的出租车，是可以用手机提供免费翻译服务的出租车（中

文、英文、日文）。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8、首尔观光巴士

首尔城市观光巴士分为单层巴士和双层巴士。与普通巴士相比较，观光巴士的座位宽敞，每个座

位都配备有耳机。游客可以使用耳机收听古宫及文化遗产等景点的解说，还可以从中文、英文、

韩文、日文中选择自己想要收听的语言。

首尔城市观光巴士分为市中心循环路线、清溪川�古宫路线及夜间2条路线共4条路线。乘坐单层

巴士可以游览市中心循环路线和夜间路线，乘坐双层巴士可以游览清溪川�古宫路线和夜间路线

。

1、市中心循环路线（单层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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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循环路线行驶于首尔市中心地区和主要景点名胜之间。

全程时间：2小时

车费：成人10,000韩元,儿童8,000韩元

儿童票：5岁-高中生

运营时间：9：00-19：00（每30分钟发一趟车）

车站：光化门→德寿宫→南大门市场→首尔站→美军基地→龙山站→国立中央博物馆→战争纪念

馆→美军龙山基地→梨泰院→crown酒店→明洞→南山韩屋村→grandambassador酒店→国立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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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首尔塔→君悦大酒店→新罗酒店→东大门市场→大学路→昌庆宫→昌德宫→仁寺洞→青瓦台→

国立民俗博物馆→景福宫→光化门

2、清溪川古宫路线（双层巴士） 

双层巴士是穿行于首尔古宫之间的路线，乘坐双层巴士可以浏览首尔市内人们的休息场所、清溪

川还有城市的繁华景象。

全程时间：1个半小时车费：成人12,000韩元,儿童8,000韩元

儿童票：5岁-高中生

运营时间：10：00-17：00(每1小时发一趟车)

高峰时期(1245781012月)运营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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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广场每周六（下午14：00起）、节假日将实行车辆出入管制，上述日期及时间内观光巴士将

不会经过德寿宫和清溪广场。

车站：光化门→德寿宫→清溪广场(地区宣传中心)→东大门市场(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清溪川文

化馆→首尔风物市场(黄鹤桥)→大学路→昌庆宫→昌德宫→仁寺洞→首尔历史博物馆→农业博物

馆→光化门

周六下午2点以后和周日、公休日清溪川附近部分地区是车辆禁行的，观光巴士会绕道而行。

3、夜间路线1（单层巴士） 

以经济实惠的费用欣赏首尔夜景的路线。

全程时间：1个半小时

车费：成人5,000韩元,儿童3,000韩元

儿童票：5岁-高中生

运营时间：20：00（1天1班）

车站：光化门→德寿宫→bestwestern酒店→国会议事堂→西江大桥→江边北路→圣水大桥→汉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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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n首尔塔(休息20分钟)→南山图书馆→南大门市场→清溪广场→光化门

4、夜间路线2（双层巴士） 

乘坐双层巴士感受首尔的夜景。

全程时间：1个半小时

车费：成人10,000韩元,儿童6,000韩元

运营时间：20：00（1天1班）

车站：光化门→西小门→麻浦大桥→西江大桥→江边北路→汉南大桥→奥林匹克大桥→盘浦汉江

公园→铜雀大桥→江边北路→圣水大桥→奥林匹克大桥→汉南大桥→北汉山三岔路→南山循环路

→南山图书馆→南大门市场→清溪广场→光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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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站：观光巴士从光化门东和免税店前出发，每个车站都可以下车。

车票购买：游客既可以在光化门售票处购买车票，也可以上车后在巴士内向导游购买。

1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1名未满5岁的儿童

10名以上的团体票享受9折优惠

用T-money交通卡购票享受95折优惠

只有光化门售票处接受信用卡结算

车票不含景点门票

旅人提示：

1、夜间线路全程不停站，中途禁止下车

2、巴士出发前15~20分钟开始可以上车，座位是不指定的，任意挑选。

3、很多景点从下午4点开始禁止参观，希望能早点乘车出发。

4、高峰期会出现没有座位的情况

5、网站：http://cn.seoulcitybus.com/（中文/英文/韩文/日文）

以上时间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9、首尔交通卡

1、T-Money M-Pass（外国人专用交通卡）

T-Money M-Pass交通卡在Korail（包括机场铁路）、首尔地铁、首尔都市铁路、仁川地铁等范围内

可以使用。1日之内最多可以使用20次。外国游客可以在仁川国际机场国际到达厅内的首尔旅游信

息中心购买M-Pass交通卡。除了定额功能以外，充值以后也可以在接受T-Money的便利店和出租

车等地方使用。

使用范围：

地铁1-9号线、机场铁路、仁川地铁（新盆唐线、机场铁路直通车不可以使用）。

在搭乘公车、机场大巴和出租车时使用，需充值后使用。

T-Money交通卡每次充值金额为1,000韩元~90,000韩元，最多充值金额为50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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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oul City Pass Plus（首尔游一卡通升级版）

City Pass Plus是在交通卡T-money的功能上又增添了旅游观光功能的充值卡。购买City Pass

Plus的价格为3,000韩元（手机挂绳型5,000韩元），要预先充值才可以使用。持有City Pass

Plus可以在首尔市内的地铁和公车使用，最近还可以在公用电话、一部分网吧及便利店使用。City

Pass Plus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如乐天世界及N首尔塔等景点，甚至美食店都可以享受折扣优惠。

使用范围：

使用City Pass Plus，可以在不携带现金的情况下轻松游遍首尔。最初plus只有交通卡的功能，但最

近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在便利店和部分书店也可以接受City Pass Plus。简而言之，在有 T-money

标志的地方都是可以接受City Pass Plus的。

地铁：首尔地铁、仁川地铁、新机场线

公车：首尔、仁川、京畿道内的市内公车、社区巴士、广域公车以及天安、牙山、济州等地区，

全国使用范围还在扩大中。

出租车：首尔市内有T-money标志的出租车

便利店：GS25、7-11、Buy the way、Ministop等

书店：教保文库

景点：景福宫、昌德宫等古宫及乐天世界等

购买：

在首都圈GS25便利店、旅游信息中心、韩国铁路公社（Korail）等地可以购买到City Pass

Plus，但是也有的地方只卖普通的T-money交通卡（价格为2,500韩元）。在地铁站有专门卖City

Pass Plus的自动售卖机。虽然售卖机的说明文字只有韩文和英文，但触屏式画面使得购买程序变得

非常简单明了。

充值：

在大部分便利店和公车站附近有T-money标示的地方可以充值。充值金额为1万韩元~50万韩元。

在地铁站内也有自动充值机器。最近基本所有的自动充值机器都变成交通卡和City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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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兼用的了。

3、City Pass （首尔游一卡通）

City Pass （首尔游一卡通）是为了游客而设的交通卡。City Pass与T-money一样可以用来支付首都

圈的地铁和首尔市内公车的车费,而且不需要在每次乘车时付款。City

Pass与T-money不同之处就是一张City Pass可以在一天内任意搭乘20次地铁和首尔市内公车,还可以

搭乘首尔市内途经主要景点的首尔城市观光巴士市区循环路线。

使用范围：

首尔城市观光巴士＜市区循环路线＞

首尔地铁

仁川地铁

首尔市内公车

不能乘搭红色公车、机场铁路、地铁9号线以及京畿和仁川地区的巴士。

乘搭首尔城市观光巴士夜间路线可享受20%折扣优惠。

种类：

City Pass分为1天票、2天票和3天票三种。价格分别为15,000韩元、25,000韩元和35,000韩元。1天票

的时间从凌晨00:00至凌晨24:00,请注意计算方法并不是指购买后的24小时。2天票和3天票也是一天

的24小时为一天计算。 

购买地点：

1、韩国smart卡总部: 中区南大门路5街首尔城市游览大厦10楼（地铁1号/4号线首尔站10号出口)

2、旅游服务中心（光化门综合旅游服务中心、梨泰院旅游服务中心、金浦旅游服务中心、三一桥

旅游服务中心、南大门旅游服务中心、蚕室旅游服务中心）

特殊优惠：

免费参观首尔市立美术馆

贞洞剧场10％折扣优惠

乱打10％折扣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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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游览船（汝矣岛码头）10％折扣优惠

63大厦瞭望台10％折扣优惠

N首尔塔10％折扣优惠

餐厅美食优惠等

4、T-money（首尔交通卡）

tmoney是乘坐公车和地铁时可以节省交通费用的卡。购买tmoney时充值后，在巴士、地铁下车时

刷卡即可计算乘车费用。有了交通卡非常便利，会省去准备硬币或者零钱购买车票的繁琐过程。

购买：

普通卡：基本型“有设计感的tmoney"；2,500韩元。

购买地点：

地铁站（仁川地区除外）、有tmoney标志的商店、有tmoney标志的便利店

手机挂绳型：有多种设计和形状；5,000韩元～8,000韩元。

购买地点：

有tmoney标志的商店、有tmoney标志的便利店

充值方法：

1、购买t-money的地方可以充值，在购买t-money的地方充值，直接说“请充值”即可。

公车站旁边的商店，在公车站旁边有销售报纸和饮料的小型商店，在那里也可以充值。

地铁站，一次性交通卡销售机可以提供充值服务。

使用范围：

公车、地鉄、出租车、其他包括：景福宫、昌德宫等文化景点、23个小剧场

；游乐园(乐天世界)、化妆品、书店(教保文库)；快餐(misterdonut),面包房(crownbakery)；便利店(

gs25、cu(旧称family mart）、711、buy the way、mini stop、iga mart、cspace、with me等)；公用电话

、自动售货机、证件快照机、市厅区厅等公共设施；有可使用标示的coinlocker。

旅人提示：

地铁10公里以内是基本费用，每5公里，交通费用多100韩元

在换乘下车时，一定要刷卡。否则无法享受优惠，要重新扣除基本交通费用。

换乘有效时间是下车后的30分钟以内（21点~第二天早上7点是一个小时）

换乘上限是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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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地铁站再重新坐地铁以及换乘同样号码的公车无法享受换乘优惠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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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程推荐

   

1、首尔精华初体验

线路设计：

D1：景福宫→仁寺洞→古宫仁寺洞店→昌德宫→昌庆宫→大学路→Nolbu家→清川溪→明洞→N首

尔塔

线路特色：

在首尔这座繁华的现代都市里，古韵悠远的精美古建与N首尔塔这样的现代建筑标交相辉映。花

上一天的时间让“首尔精华初体验”带你畅游首尔，寻古韵、品美食。

行程安排：

上午：乘坐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5号出口出前往景福宫

。景福宫是首尔五大宫殿之首，建筑风格独特尽显韩国风范。景福宫是首尔五大宫殿之首，建筑

风格独特尽显韩国风范。从10点开始的整点时间，都会在兴礼门前进行守门将士交接班仪式，非

常值得一看。之后步行约10分钟到仁寺洞

。这里是韩国古典美术品等多种艺术品云集的传统文化街区，是个淘宝的好地方。之后在

古宫仁寺洞店

品尝韩国拌饭。这里的拌饭是用米饭、豆芽、辣椒酱等三十多种材料做成的，味道纯正，营养丰

富。

下午：午饭过后步行约10分钟前往昌德宫和后苑

。昌德宫是五大宫里唯一有后苑的宫殿，此外，它还是韩国著名电视剧《大长今》的取景地。时

间合适的话还能赶上后苑的中文讲解。从昌德宫出来步行约10分钟前往昌庆宫

。这里有朝鲜王宫法殿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殿宇，在这些宫殿之后还隐藏着历代朝鲜王朝的王与王

妃的故事。之后步行约10分钟抵达大学路

。这条路享有亚洲百老汇之称，汇聚了各式剧场，是韩国首屈一指的文化街，是感受韩国潮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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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好地方。然后在街上的Nolbu家

吃晚饭。Nolbu家以韩国传统料理为主，这里的特色是餐厅内不设餐桌。顾客坐在宽敞的房间里

，等身着朝鲜时代下人服饰的服务员将放满食物的小餐桌整个端上来。之后在惠化站乘坐地铁在

东大门站下前往清溪川

。这是一条印证朝鲜王国500年间发展历史的河流，溪边不乏很多很好的景色。之后在东大门站乘

坐地铁在明洞站下前往明洞

。这里是韩国代表性的购物街，各种潮流服饰应有尽有。逛完明洞步行20分钟前往N首尔塔

。它最大的亮点就要属梦幻般的灯光了，晚上的这里比白天更加华美而活力四射。在观景台更可

以俯瞰首尔全城。

   

2、首尔欢乐亲子游

线路设计：

D1：景福宫→仁寺洞→古宫仁寺洞店→N首尔塔→泰迪熊博物馆→首尔动画中心→南山谷韩屋村

→乱打明洞专用剧场

D2：乐天世界→coex mall

线路特色：

首尔作为美食与购物的天堂，早已享有盛名，同时它还十分适合举家出游。趣味十足的动画片中

心、韩国最新奇的主题乐园、有趣的泰迪熊博物馆等都将带给全家人无限欢笑。

行程安排：

D1：

上午：乘坐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5号出口出抵达景福宫

。景福宫是首尔五大宫殿之首，建筑风格独特尽显韩国风范。从10点开始的整点时间，都会在兴

礼门前进行守门将士交接班仪式，非常值得一看。之后步行约10分钟仁寺洞。

这里是韩国古典美术品等多种艺术品云集的传统文化街区，在这里游玩可以快速了解韩国文化。

之后前往古宫仁寺洞店

吃饭。中午一家人在这里品尝韩国拌饭。这里的拌饭由豆芽、辣椒酱等三十多种材料做成的，味

道纯正，营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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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午后在安国站乘坐地铁在忠武璐站下抵达N首尔塔

。首尔塔大厅内设有播放电影预告片和音乐录影带的多媒体区可以带着孩子体验，在观景台还能

俯瞰首尔全城美景。位于首尔塔PO层展示馆的泰迪熊博物馆

里有着众多的泰迪熊，在这里泰迪熊化身为主人公，向大家展示首尔的历史及近代发展。之后步

行10分钟前往首尔动画片中心

。这里随处可见大型的卡通人物，绝对是小朋友的幻想世界，同时也是家长们回忆童年乐趣的好

地方。步行约10分钟抵达南山谷韩屋村

。在能能够一次性参观5座朝鲜时代韩国民居，还能够随时观赏韩国传统文化演出，参与射箭等韩

国传统游戏等真是寓教于乐。在忠武路站乘地铁在明洞站下前往乱打明洞专用剧场

。明洞乱打剧场是各乱打剧场中面积最大的。韩国乱打幽默地演出那些在厨房里发生的故事，玩

了一天看场乱打表演让全家身心放松。

D2：

上午：乘坐地铁2号线在蚕室站下前往乐天世界

。这里是韩国最新奇、刺激的主题公园。不论是室内的探险世界还是露天的魔幻岛都充满了新奇

有趣的有了设施。

下午：在蚕室站乘坐地铁在三成站下前往Coex

Mall

。这是一个集文化、娱乐、购物于一体的生活文化空间。拥有时装、化妆品、饰品、餐厅等共260

家卖场和便利设施。

   

3、时尚首尔shopping行

线路设计：

D1：仁寺洞→明洞→乐天百货总店→南大门市场→梨泰院

D2：东大门市场→梨大学生街→王子咖啡一号店→弘大自由市场

D3：新沙洞林荫路→狎鸥亭和清潭洞→Coex Mall

线路特色：

首尔是个购物天堂，从专营服装饰品的东大门到以女性品位为主的梨大，从一站式复合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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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到奢华时尚的江南区，各有各的特色，无处不展示着首尔独有的购物魅力。

行程安排：

D1：

乘3号线在安国站下车，步行5分钟到达仁寺洞。

要买韩国传统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仁寺洞

是首选。建议在仁寺洞路口的旅游咨询处免费领取一份仁寺洞地图，上面有仁寺洞好吃好玩的地

方。

然后乘3号线在忠武路站换乘4号线明洞站6号出口到明洞。

去明洞

购物的话最佳购物选择是服装、化妆品和饰品。Avenuel、美利来等大型购物中心和一些个性时尚

小店，让人眼花缭乱。

明洞的乐天百货

是整个首尔的乐天总店，超市食品区是很多外国游客选择旅行纪念礼物时的必到之处。

接着步行至市政府站乘1号线在东大门站9号出口到达南大门市场。

南大门市场

是卖一些琐碎物品和小吃的地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店铺，很多人都会来这里买手信，比较便宜

且款式多样。

接着1号线在三角地站换乘6号线梨泰院站下前往梨泰院。

梨泰院

的畅销商品是牛仔装及毛皮、皮革制品，价格比一般市场低廉。顾客可随意订制，自行设计款式

，尺寸也可自由修改。

D2：

乘1、4号地铁在东大门站下车后8，9号出口前往前往东大门市场。

去东大门

购物的话最佳购物选择是服装和饰品，以东大门市场为中心，集中了8个市场，按货品种类划分区

域。各种头饰及豆类食品的专卖店星罗棋布，其中尤以登山用具最为价廉物美，备受喜爱。

然后乘地铁2号线梨大站2、3号出口出，直行徒步5分钟到梨大学生街。

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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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商品都是符合女性品位的时尚制品，且大多风格上比较自由和醒目。另外这儿的商品在首

尔是最便宜的，即使是和明洞比也是如此。

接着乘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Hongik Univ）站8号出口，步行8分钟可到咖啡王子一号店。

这里是韩剧《咖啡王子一号店》的拍摄地！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

从咖啡王子一号店步行前往弘大自由市场

。很小的一个街心花园里面到处是现场手工艺术品，价格并不是很贵，每样都是hand

made。要注意的是，弘大自由市场每年的3月-11月每周六下午开市。

D3：

乘坐地铁3号线新沙站8号出口直走100米后左转前往新沙洞林荫路。

新沙洞林荫路

被称为著名的设计者之路。遍布着银杏树的大路两旁云集了艺术家的摄影棚和设计师们的综合性

时尚饰品店，有点象上海的衡山路，非常小资的地方。

   

4、恋恋首尔经典四日游

线路设计：

D1：光化门广场→景福宫→土俗村参鸡汤→青瓦台→三清洞文化街→北村韩屋村→仁寺洞

D2：宗庙→昌德宫和后苑→昌庆宫→大学路→n首尔塔

D3：东大门市场→清溪川→德寿宫→乐天百货→明洞→龙山汗蒸幕

D4：梨大学生街→咖啡王子一号店→弘大自由市场→汝矣岛公园→63大厦

线路特色：

从知名的五大宫到首尔的地标N首尔塔，从知性美女集中的梨大到韩剧拍摄地之一的新村，从老

巷深深的三清洞到亚洲最大的服装市场东大门，经典四日去感知一个真实的首尔。

行程安排：

D1：

乘坐5号线光化门站1号出站前往光化门广场。

光化门广场

是韩国的代表性广场，是首尔市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周围集中了韩国主要的政治、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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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化门广场步行前往景福宫。景福宫

是韩国五大宫之一，备受瞩目的是兴礼门前守门将士守卫仪式和交接班仪式，时间为每天上午10

点至下午4点的整点时间，仪式需时10分钟，结束后可以和守卫将士们一起合影留念。

从景福宫后门出来到土俗村步行大概10-15分钟。"土俗村"是首尔市内无人不知的著名参鸡汤店

。特别还是卢武铉总统在世时常去的地方，因此更加知名。

如果提前预约了参观青瓦台

，就从土俗村回到光华门，一般都会在此乘观光车前往。如果没有预约，可从土俗村向北步行前

往。青瓦台是韩国总统官邸，预约才能进入，否则只能在外拍照，但青瓦台舍廊房是可以随意参

观的。

三清洞

距离青瓦台不远，可步行前往。这里是兼容传统韩屋色彩与异国风情现代美术馆色调的新文化街

，沿着韩屋间狭窄的人行道漫步，可感受三清洞路的历史魅力。

在三清洞的旅游咨询处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中文的“北村旅游地图”，上面有从三清洞到北村

的步行地图。这里有许多韩国传统房屋，现在仍有居民居住，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历史遗迹、画廊

等，是体验韩国历史文化的绝佳地。

北村到仁寺洞可以步行前往。仁寺洞

是代表韩国传统文化的一条商业街，有很多画廊、艺术品店、古董店和有趣的茶室和餐厅。建议

在仁寺洞路口的旅游咨询处免费领取一份仁寺洞地图，上面有仁寺洞好吃好玩的地方。

D2：

乘1、3、5号地铁在钟路3街下前往宗庙。

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是亮点，宗庙祭礼现在每年5月（公历）的第一个周日举行一次。

从宗庙步行5分钟到达昌德宫

。后苑是昌德宫的精华所在，它集凉亭、池塘、树木、怪石于一体，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从昌德宫步行5分钟到达昌庆宫

。昌庆宫与昌德宫相连，形成作为王宫宫域，既是独立的王宫，同时也起到补充昌德宫居住空间

的作用。

然后步行10分钟左右来到大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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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路是韩国有名的话剧街，这里有三多：咖啡馆多、小剧场多、创意小店多，随便逛逛就能

消磨不少时间。

4号线明洞站3号出口下车，沿太平洋大酒店右侧道路步行10分钟到达乘坐缆车的地方。

踏上南山缆车，透过缆车上的窗户，首尔的霓虹悦色就开始渐入眼底了，而来到N首尔塔

上的户外花园和展望台餐厅，更可在浪漫的氛围中欣赏到绚烂的夜景。塔内还有泰迪熊博物馆，

带孩子的话不要错过。

D3：

乘1、4号地铁在东大门站下车后8，9号出口前往东大门市场。

以东大门市场

为中心，集中了8个市场，按货品种类划分区域。各种头饰及豆类食品的专卖店星罗棋布，其中尤

以登山用具最为价廉物美，备受喜爱。

之后步行10分钟到达清溪川。清溪川有八景，可以沿着河流从东到西一一游览。

来到清溪川最西边的清溪广场后，向南步行5分钟左右来到德寿宫

。它以富有韵味的石墙路而闻名，这里也有守门将换岗仪式，除了周一，每天三次，分别为10:30

分，14:00，15:00定期举行，仪式需30分钟。如果错过景福宫的换岗仪式，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的。

从德寿宫步行10分钟前往明洞区域的乐天百货

，这个是乐天百货店的总店，超市食品区是很多外国游客选择旅行纪念礼物时的必到之处。

明洞除了乐天百货，还有Avenuel、美利来等大型购物中心和一些个性时尚小店，是很多人首选的

购物地。

然后乘地铁4号线在新龙山站3号，4号出来，在中大十字路口右转龙山汗蒸幕。

逛了一天的街，可以体验一下韩国的汗蒸，好好放松一下。很多人都会选择龙山汗蒸，这是首尔

最大的汗蒸屋，其辉煌华丽的主厅，常被作为电视剧或娱乐节目的拍摄背景地使用。

D4：

乘坐地铁2号线梨大站2、3号出口出，直行徒步5分钟前往梨大学生街。

梨大

同样是很多人购物地之一，这里的很多商品都是符合女性品位的时尚制品，且大都风格上比较自

由和醒目。另外这儿的商品在首尔是最便宜的，即使是和明洞比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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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乘坐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Hongik Univ）站8号出口，步行8分钟可到咖啡王子一号店。

韩剧《咖啡王子一号店》的拍摄地！很多人都会慕名而来。

从咖啡王子一号店步行前往弘大自由市场

。很小的一个街心花园里面到处是现场手工艺术品，价格并不是很贵，每样都是hand

made。要注意的是，弘大自由市场每年的3月-11月每周六下午开市。

之后地铁2号线换乘5号线，在汝矣岛站3号出口，国会议事堂方向步行5分钟抵达汝矣岛公园。

汝矣岛

是首尔人气很旺的公园，设有自行车和滑轮专用线及散步小路，更有一条6公里长的樱花街，每年

4月都是人潮涌动。

从汝矣岛公园步行前往63大厦

。63大厦是韩国第一高楼，一个综合性的观光景点，除展望台外，还备有大量娱乐设施。

   

5、首尔城中心徒步游

线路设计：

景福宫→三清洞文化街→北村韩屋村→昌德宫和后苑→昌庆宫→宗庙→仁寺洞→清溪川

线路特色：

首尔的大部分经典景点都集中在城中心区域，相距不远，非常适合徒步游玩。且有繁华的购物街

区穿插其间，从景福宫开始，边逛景点边购物，晚上来到清溪川观看漂亮的景观灯。

行程安排：

乘坐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5号出口步行5分钟前往景福宫。

韩国五大宫之一，备受瞩目的是兴礼门前守门将士守卫仪式和交接班仪式，时间为每天上午10点

至下午4点的整点时间，仪式需时10分钟，结束后可以和守卫将士们一起合影留念。

之后在景福宫坐免费的区间巴士到三清洞。

这里是兼容传统韩屋色彩与异国风情现代美术馆色调的新文化街，沿着韩屋间狭窄的人行道漫步

，可感受三清洞路的历史魅力。

从三清洞步行15分钟可达北村韩屋村。北村韩屋是目前首尔体验韩屋文化最赞的地方，而且这里

有很真实的感觉，至今为止还生活着居民。到了这里，千万不要太吵，会吵到里面生活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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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村韩屋村步行10分钟左右到达昌德宫。后苑是昌德宫的精华所在，它集凉亭、池塘、树木、

怪石于一体，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从昌德宫步行5分钟到达昌庆宫。昌庆宫与昌德宫相连，形成作为王宫宫域，既是独立的王宫，同

时也起到补充昌德宫居住空间的作用。

从昌庆宫步行5分钟到达宗庙。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是亮点，宗庙祭礼现在每年5月（公历）的

第一个周日举行一次。

从宗庙步行15分钟到达仁寺洞。仁寺洞最大的魅力所在是商品多出自设计师之手，在这里可以找

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饰品。

仁寺洞的一个入口是和钟路2街相连的。从仁寺洞的中央路出来看到钟路的大路后向右转，约步行

5分钟后，即看到可到达首尔地铁1号线钟阁站的地下道入口，进入里面后，从5号出口处韩国旅游

发展局方向出来，直行1分钟即可看到清溪川。

此时如果还有精力，就前往清溪川吧。清溪川有八景，可以沿着河流一一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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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盘点首尔节庆活动

药令祭

时间地点：每年5月中旬，在首尔东大门区祭基洞京东药令市场。

活动：主要的活动有韩医免费诊疗、韩药材展示和韩方茶试饮等。

看点：优惠价格买卖药材，传统韩医坐堂诊脉。

交通：地铁1号线祭基站下车后步行5-10分钟。

端午民俗庆典

时间地点：端午节时，首尔中区笔洞2街84-1号南山谷韩屋村。

活动：体验各种民俗活动。摔跤、荡秋千、传统清唱、凤山见面舞、康翎假面舞等传统民俗表演

。此外，韩屋村的各处将举行菖蒲水洗头、染桃红指甲、年糕试尝等别开生面的端午民俗体验活

动。

看点：观看楮纸工艺品、陶瓷、传统乐器制作表演，甚至亲身体验。

交通：乘坐地铁3号线或4号线在忠武路站下车，从3号出口出来，沿每日经济大厦往前步行200米

左右即可。

镇海军港樱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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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每年春暖花开的四月，首尔樱花大道汝矣岛一带。

  活动：镇海军港祭自1963年起开始举办，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樱花节，每年春天都会吸引成千

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樱花。镇海军港祭最初是为了纪念1953年李舜臣将军铜像在镇海市落成而举

行的庆典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樱花节。现在镇海军港祭还为前来观赏樱花的游客们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使节日期间的镇海变得更加热闹。

看点：镇海军港祭作为韩国最有名的樱花节，每年春天都会吸引百万以上的游客前来参加，游客

们最好避开周末，选择周中前来观赏。如果您想更加深切地感受镇海市的樱花美景，可以乘坐105

路镇海市内公交，在鱼隐洞站下车，然后搭乘长福山缆车观赏。从长福山顶峰天子峰向下俯瞰，

可将镇海市的樱花大道缤纷艳丽的美景尽收眼底。

  交通：首尔站每天发车5次，（08：35，09：50，10：35，15：40，18：17）/需要时间：新村号

4小时45分钟，木槿花号5小时10分钟/票价：新村号35，600韩元，木槿花号24，000韩元）→在马

山站下车→在马山站前的汽车站乘坐开往镇海的市内公交汽车762，760，162路→到达镇海市可随

意选择樱花大道，步行观光。

燃灯节

时间地点：5月6日佛诞节来临之际，首尔市中心钟路一带。

活动：从奉恩寺举办的传统灯展开始，在钟路的曹溪寺和仁寺洞一带将举行若干天的狂欢，伴以

丰富多彩的佛敎文化活动。燃灯节的高潮是庆典最后一天傍晚开始的“提灯游行”。

看点：最后一天傍晚7点以后，从东大门运动场到曹溪寺一带将会举行规模宏大的莲灯巡游，从手

提的莲花灯、龙灯，到架在车上的佛灯、大象灯，各式彩灯应有尽有。

 交通：

1.东大门运动场：首尔地铁1号线东大门运动场站下2路出口。

2.市厅前广场：首尔地铁1号线市厅站5号出口。

3.曹溪寺：地铁1号线钟阁站2号出口，向安国洞方向步行约10分。

宗庙大祭

时间地点：每年5月第一次星期天，首尔钟路区薰井洞宗庙。

活动：祭祀历代君王和王妃的宗庙祭礼仪式，此外，还有宗庙祭礼乐（包括音乐和舞蹈）。祭礼

分别在永宁殿和正殿举行2次。

看点：在景福宫和宗庙之间进行的御歌队列，以及宗庙祭礼和宗庙祭礼乐，都名列世界无形遗产

名录。

御歌队列再现：庆福宫→中路1、2、3街→宗庙（11：30～12：30）。

交通：1、3、5号线地铁钟路3街站11号出口出来，步行10分钟左右。

仁寺洞传统文化节

时间地点：每年4月底、5月初，在首尔钟路区仁寺洞一带。

活动：期间会举办各种观众们能够直接参加的活动，传统婚礼仪式表演、捕盗大将巡游、伽倻琴

弹唱、农乐表演、太平舞、教坊舞、民谣演唱等节目，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浓郁的传统气息。

看点：古代美术作品大拍卖活动，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极具收藏价值的古代美术作品。不过，请

留意韩国海关对古董出入境的有关规定。

交通：乘坐地铁1号线在钟阁站下车，从3号出口出来，往塔谷公园方向前行，步行150米左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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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鼓乐节

时间地点：每年10月初，在庆熙宫、世宗文化会馆露天舞台等地。 

活动：鼓乐节主要在首尔广场、世宗文化会馆露天舞台等地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闭幕式

、演出、展览以及鼓乐演奏、乐器体验活动。

看点：位于首尔广场附近的世界打击乐器展览体验馆将展出世界各国的一千多种乐器；观众们可

以和专业人士一同参与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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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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