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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大韩民国（대한민국） 简称 韩国 

 

语言 韩语（朝鲜语） 国庆 8 月 15 日 

时区 UTC 9 所属 亚洲 

民族 韩民族（朝鲜族） 人口 5,051.5 万（2011 年） 

宗教 佛教、天主教、基督新教 面积 99,646 平方公里 

国歌 《爱国歌》 时差 比北京时间早 1 小时 

首都 
首尔（英语：Seoul），是韩国最大的城市，国际化大都市。首尔位于韩国西北部的汉江流域，处在朝鲜半岛的

中部。年平均气温为 11.8℃左右，四季分明。春，秋季雨水少，气候温暖，适宜旅游。 

货币 
韩币。韩币有纸币和硬币两种。纸币有 1000 韩元、5000 韩元、10000 韩元、50000 韩元四种，易于根据纸币

上面印的历史人物和颜色加以分辨。 

行政

区划 

现有 1 个特别市：首尔（旧译“汉城”）特别市；9 个道：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

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济州道；6 个广域市：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蔚山。 

电压/

插头 
韩国电压为 220V，使用双孔圆型插座，中国游客需购置插头转换器 

时差 比北京时间早 1 小时 

气候 

韩国各地区之间温差较大，在全年最热的 8 月份，平均温度为 19℃至 27℃。而在全年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温度

则在零下 8℃至 7℃。早春时节常常刮风下雨，大风带来亚洲内陆沙漠的“黄沙”，俗称沙尘暴，近年来有逐渐

增加的趋势。夏秋两季多台风，夏季会有梅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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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办理  低价办理韩国旅游签证 

 免签政策 
持台湾护照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的来访者可免签证在韩国停留 30 天；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游客可在韩国无签证停留 90 天；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护照持有者可免签证在韩国停留 90 天。 
 
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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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领事馆作有具体规定，详情请咨询当地领事馆)。

持有美国、日本有效签证和前往第三国出境机票的中国游客可免（韩国）签证，通过入境审查后可在韩国停留 15 天。(注意！这里的“可”

表可能性，不代表明文规定。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入境审查时检察官的判断。)其它情况均须先向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申请签证

时所需材料等详细情况可向附近的大使馆及领事馆询问。 

   

 工作签证 (Work Visas)  

工作签证的申请在韩国办理（由用人单位），但本人必须在本国拿到签证才可进入韩国。即使本人在韩国也一定要重返一次自己的国家，

再次回到韩国后才可合法就业。工作签证有效期为 1 年，申请需要 2-4 周时间。不换用人单位继续延长签证时，可在韩国境内办理。持

工作签证入境后，需到出入境管理处 (Immigration Office)办理居住许可证(residence permit)。没有工作签证在韩国工作属非法打工，

被发现时，需要交纳罚款。 

 
 延长签证 (Visa Extension)   
除事故、健康恶化、航班取消等特殊情况，旅行签证(tourist visa)一般不给予延长。其它种类的签证，至少要在有效期限结束 1 天之前

到各地区的出入境管理处(Migration Office)提出申请。 

 

 再入境签证 (Re-entry Visas) 

持有工作签证期间去国外旅游时，应该事先办理旅行多次性签证(Multiple Re-entry Visa)或一次性签证，以免签证被取消(forfeit)。可

在各地出入境管理处(Migration Offices) 办理申请和手续，手续费分别为 50000 韩元和 30000 韩元。  

 

基本用语 
안녕하세요  你好！  

发音：an niong ha sae yo 
 

언제 출발합니까？ 什么时候出发？  

发音：on je chul bal ha mi ga 
 

이 곳이 어디입니까？这儿是哪里？  

发音：yi go xi o di yi mi ga 
 

감사합니다  谢谢 

发音：kam sa ha mi da 
 

길을 잃었습니다  我迷路了 

发音：kil yi lo seu mi da 

 

 
안녕히 계세요  再见（自己离开的时候，对

留下的人说）  

发音：an niong hi kae sei yo  

 

안녕히 가세요  再见（别人离开时）  

发音：an niong hi ka sei yo  

 

몇 시간 걸립니까？需要多久时间？ 

发音：mio xigan kolli mi ga 

 

좀 큰 것이 있나요?有大点儿的吗？ 

发音：chom keun go xi yi na yo 

 

입어봐도 됩니까? 我可以试穿吗？ 

发音：yi bo bua do tuae mi ga 

 

얼마입니까? 多少钱？ 

发音：ol ma yi mi ga  

 

너무 비쌉니다.  太贵了。 

发音：no mu pi sa mi da 

 

깎아 주세요.  便宜一点儿吧。 

发音：ga ga chu sei yo 

 

영수증을 주세요.  给我发票。 

发音：yong su chengl chu sei yo 

 

 

http://www.17u.cn/dujia/tours.aspx?id=18157&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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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景点 

景福宫 [경복궁] 
景福宫是太祖李成桂于 1395 年建造的新朝鲜王朝的正宫，位于 东阙(昌德宫)、席阙(庆熙宫)的北侧，因而又称“北阙”。景福宫(第 117

号 历史遗址)在韩国五大宫阙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建筑风格都堪称五宫之首。在勤 政殿里举行过登基仪式的王有第 2 代王定宗、第 4 代王

世宗、第 6 代王端宗、第 7 代王世祖、第 9 代王成宗、第 11 代王中宗、第 13 代王明宗等。   
 
壬辰倭乱时期景福宫的大部分建筑被烧毁，后高宗时期，兴宣 大院君主持恢复并兴建了 7700 多座建筑。但明成皇后暗杀事件以后，随

着王 朝逐渐没落，景福宫也不再作为王宫使用。景福宫内保存有朝鲜时期的代表 性建筑庆会楼和香远亭莲池，勤政殿的月台和雕像代

表了当时的雕刻技艺。 现在兴礼门外西侧是国立古宫博物馆，景福宫内香远亭东侧是国立美术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高佬视觉 提供） 

 

地址： 首尔钟路区社稷路 9 街 22 号(弼云洞) 

开放时间： 
3-10 月 / 09:00 - 18:00(入场截至 17:00)  

11 月-2 月 / 09:00 - 17:00(入场截至 16:00)（※5-8 月 周末/公休日 19:00）  

门票： 成人(19 岁-64 岁) - 个人 3,000 韩元团体(10 人以上) 2,400 韩元 18 周岁以下: 免费   

贴士： 
从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将开始发行首尔四大宫殿(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和宗庙的综合观览通票(10,000

韩元，有效期为 1 个月) 

交通： 地铁 3 号线景福宫站 5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地铁 5 号线光化门站 2 号出口步行 10 分钟 

韩语信息服务： 

周一，周三 - 周六：11:00, 13:00, 14:00, 15:00, 16:00 ( 冬季 15:30) 

周日：另加 12:30, 13:30, 14:30 三次解说 

开始 : 兴礼门里面景福宫介绍室前面 

所需时间 : 1 小时-1 小时 30 分钟 

翻译服务： 

 

英语 : 11:00, 13:30, 15:30   日语 : 10:00, 12:30, 14:30   汉语 : 10:30, 13:00, 15:00 

开始地点 : 兴礼门里面景福宫咨询室前面 

所需时间 : 1 小时-1 小时 30 分钟 

周边景点： 曹溪寺、世宗文化会馆、庆熙宫公园(史迹 2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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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寿宫 [덕수궁] 
德寿宫位于首尔最繁华的街道上，其以富有韵味的石墙路而闻名。在首尔的宫殿中唯有德寿宫与西式建筑并肩而立，构成别样的景致。

德寿宫原来是朝鲜成宗(1469－1494)的哥哥月山大君(1454－1488)的住宅。光海君(1575－1641)即位后将其改称为景云宫，从而使之

具有了王宫的面貌。后来又改称为德寿宫。 
  
经过德寿宫入口处的大汉门就是禁川，河上有禁川桥，桥宽可容王驾通过。中和殿是法殿，古色古香，充分展现了其古老的历史。殿内

的屋顶上画着两条龙。一般而言龙趾数表明着龙的级别。中国和韩国大部分都是以五爪龙象征王，以七爪龙象征皇帝。即祚堂是光海君

和仁祖（1595－1649）曾举行过即位仪式的地方，故得名为即祚堂。堂前的匾额是高宗 1905 年登上皇位后亲笔手书。 
  
咸宁殿是高宗的寝殿，其名之意是祈愿高宗永远平安。现在改装为东面是皇帝的房间，西面是皇后的房间。静观轩是 1900 年建的最早

的西式建筑。高宗曾在此喝咖啡、休闲，后面有一条又窄又长的秘密地下通道，通向俄罗斯公馆，现在依然存在。石造殿与静观轩都是

庆云宫内现存的西式建筑，最初由英国人建造，属于英国公司，1905 年日本掌握韩国后，于 1910 年才竣工。高宗死后，石造殿成为日

本美术作品展览馆，向公众开放。解放后 1946 年 5 月美、苏联合委员会曾在此开会。现在石造馆的东馆是宫中文物展览馆，西馆是国

立现代美术馆分馆。 

 

地址： 首尔市中区南大门路 1 街 57 号(太平路 2 街) 

开放时间： 09:00 - 21:00（周一休息）；售票及入场时间 09:00 - 20:00 

门票： 
成人(18 岁-64 岁)  1,000 韩元青少年(7 周岁-17)  500 韩元团体(大人：20 人以上)  800 韩元 团体(小孩：10 人

以上)  400 韩元   

交通： 
地铁：市厅站 1 号线(2 号出口)、2 号线(12 号出口)，步行 2-5 分钟 

巴士：市厅下车，步行 2-5 分钟 

贴士： 
从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将开始发行首尔四大宫殿(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和宗庙的综合观览通票(10,000

韩元，有效期为 1 个月) 

翻译服务： 古宫文化财免费介绍；韩、英、日、中均可，咨询电话 02-771-9955 

周边景点： 贞洞剧场、英国文化馆、贞洞教会(史迹第 256 号)、旧俄罗斯公使馆(史迹第 253 号)、世宗文化会馆、首尔市议会 

 

 

昌庆宫 [창경궁] 
1418 年世宗(1397-1450)登上王位后，为了奉养退位的太宗(1367-1422)而建造了寿康宫，这便是昌庆宫的稚形。之后，成宗为了奉养

世宗的王妃贞熹王后、德宗的王妃昭惠王后和睿宗的王妃安顺王后，建立了明政殿、文政殿和通明殿，取名昌庆宫。昌庆宫里有许多令

人悲伤的故事。壬辰倭乱时期曾经被全部烧毁过，李适之乱和丙子胡乱时期也被烧过。肃宗时期的仁显王后和张禧嫔，英祖时期被关在

粮柜里而死的思悼世子，这些故事都埋藏在昌庆宫的庭院里。 
  
第 123 号史迹昌庆宫在日帝时期被日帝降格为昌庆院，被当做动物园使用，为了清除日帝的残余，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1987 年开

始将其复原成本来的宫殿面貌。昌庆宫里有弘化门、明政殿、通明殿、养和堂、春塘池等，通过天桥还可以进出宗庙。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昌庆宫路 859(礼智洞） 

开放时间： 

周一休息 

4 月-10 月 09:00-18:30   11 月, 3 月 09:00-17:30   12 月-2 月 09:00-17:00 

售票截止时间：关闭时间前 1 小时 



                          韩国 

5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交通： 

昌庆宫前 - 支线巴士 1018 路 

惠化洞成均馆大学前：① 支线巴士 1011 路 ② 干线巴士 100、101、102、103、104、106、107、140、143、

150、161、162、171、172、272、301 路 ③ 广域巴士 9101、9410 路 

贴士： 
从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将开始发行首尔四大宫殿(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和宗庙的综合观览通票(10,000

韩元，有效期为 1 个月) 

翻译服务： 

英语 : 11:00, 16:0   日语 : 10:00, 14:00   汉语 : 13:00, 15:00    

30 人以上的团体游客需于 2 天前进行电话预约(昌庆宫 02-762-4868)         

出发地点 : 玉川桥前面, 所需时间 :约 1 小时 团体观光讲解随时服务，咨询 02-762-4868 (内线 4) 周六和国庆

日时上述讲解服务不运营，请咨询正门右侧的咨询处 

周边景点： 昌德宫(史迹第 122 号)、宗庙、大学路、东大门、景福宫 

门票： 

 

参观费用 

 

 

 

 

 

 

 

昌庆宫和国立首尔科学馆共同参观费 

 

 

 

 

 

 

昌德宫和后苑 [창덕궁과 후원] 
昌德宫(史迹 122 号)，于 1405 年继景福宫之后建立而成，因位于正宫景福宫的东面，所以也称为“东阙”。锦川桥建于 1411 年，敦

化门建于 1412 年，从朝鲜第 9 代王成宗开始便有许多君王在此居住，于是成为起本宫作用的宫殿。壬辰倭乱时期，昌德宫被烧。宣祖

下令前往义州逃难，百姓对此感到生气，于是放火烧了宫殿。现在的宫殿是 1611 年由光海君重新建立而成的，自然与人工相协调，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内有仁政殿、大造殿、宣政殿、乐善斋等文化遗产。 
  
1997 年 12 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上，德寿宫与水原华城一起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另外，2010 年 11 月在首尔举行的“G20 首脑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的夫人曾到此访问，是展现韩国的魅力的代表性景点。昌德宫后

苑是太宗时期建立的，是王族们休息的地方。后苑也称为北苑、禁苑，高宗以后称为秘苑。在矮山坡和山谷里，将自然完好无损地保存

下来，只在必要的地方稍作修缮，是韩国屈指可数的庭院。有芙蓉亭和芙蓉池、宙合楼和鱼水门、映花堂、不老门、爱莲亭、演庆堂等

众多亭子和泉水。尤其是秋天枫叶变红的时候，景色尤为美丽。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栗谷路 9（劝农洞）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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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时间截至观览结束时间前 1 个小时）         

区分 大人（19-64 岁） 小孩（7-18 岁） 团体 

一般 1000 韩元 500 韩元 

大人 800 韩元（20 人以上） 

小孩 400 韩元（10 人以上） 

※大人、小孩一共 20 人以上时，各自

付相应的团体价格 

 

区分 个人 团体（20 人以上） 备注 

小孩 700 韩元 500 韩元 7-18 岁 

大人 1500 韩元 1000 韩元 19-6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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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地铁 - 1、3、5 号线钟路 3 街站 6 号出口步行 10 分钟, 3 号线安国站 3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 

巴士 - 7025 路支线巴士, 151、162、171、172、272、601 路干线巴士 

韩语信息服务： 
自由观览制 09:30、11:30、13:30、15:30         

受限观览制 10:00、11:00、12:00、13:00、14:00、15:00 

外国人预约： 
自由观览制：英语 10:30, 14:30    日语 12:30           汉语 16:00        

受限观览制：英语 11:30、14:30   日语 10:30、13:30    汉语 12:30 

周边景点： 昌庆宫、宗庙、大学路、景福宫、嘉会洞韩屋村 

门票： 

1） 自由观览制 

宫阙区域(宫阙全域除后苑区外) 大人: 3,000 韩元团体(10 人以上)：优惠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外国青少年等同)和 65

岁以上的老人免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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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韩元(昌德宫一般观览票 3000 韩元 后苑观览票

5000 韩元=8000 韩元) 青少年(7-18 岁) 2,500 韩元 

① 后苑特别观览需同时购买一般观览票(3000 韩元)和后苑观览票(5000 韩元)。  

② 综合观览通票 – 四大宫(昌德宫(包括后苑)、昌庆宫、德寿宫、景福宫) 宗庙 10,000 韩元 / 1 个月内有效  

③ 昌德宫-昌庆宫连带参观(需在涵阳门前单独购票) 

 

南山公园 [남산공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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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顶可俯瞰周围的美丽景致，是市民喜欢的休息场所。

南山顶上有八角亭、首尔塔、海洋水族馆、喷水池，半山腰有南山图书馆等。有缆车上山，游玩方便，也可以走台阶散步到山顶。南山

和南大门、会贤洞、退溪路 3 街、奖忠公园、梨泰院、厚岩洞都有散步小路相连，可以走路上山，另外，开车上山兜风的路线也非常受

欢迎。 
  
南山公园自古以来就是历史意义深远的地方。现在上到山顶还可以看到烽火台，这是因为南山历史上是首都防卫的中心。朝鲜时代

（1392-1910）定都汉阳，就是现在的首尔，当时建筑的城郭以南山、北岳山、仁王山和洛山四大山为主，用于防备敌人的入侵。在南

山上建了 5 个烽火台，把地方报来的消息通报给中央机关。现在南山顶上存留的烽火台的历史意义很大。南山顶上的八角亭是俯瞰首尔

的好地方，可将首尔尽收眼帘。在 479.7 米高的首尔塔上不仅能观赏首尔美景，还能眺望到仁川前面的大海。塔上有旋转餐厅，可以边

用餐，边欣赏首尔的美景。特别是晚上在这里看首尔的夜景，美极了。晚饭后，来欣赏首尔塔的夜景令人愉快。附近还有南山韩屋村，

由五座复原的传统韩屋组成。 

 

 

 

 

 

 

 

 

 

 

 

 

 
 

（图片由网友 @■阿滋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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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公园是不少韩剧热衷的外景地之一，看过《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的朋友一定记得振轩和三顺的南山阶梯之吻。《巴黎恋人》中的男女

主人公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喷 水池前掷铜板，并且高喊“让我们就这样相爱吧”，这个喷水池就位于首尔南山塔下的南山植物园前。正因

为这些热播的电视剧，南山公园成为首尔恋人们的热门约会地。 

 

 

 

 

 

 

 

 

 

 

 

 

 
 

（图片由网友 @■阿滋猫■ 提供） 

 

  

地址： 首尔市中区小波路 46 (会贤洞 1 街) 

开放时间： 

全年无休 

首尔塔展望台(观览时间) 09:00-23:00   缆车运行时间 10:00-23:00   安重根仪式纪念馆 09:00-18:00 

周末、公休日等游客数量多时，缆车运行延长至 24 点 

交通： 
地铁 4 号线会贤站或明洞站下车，步行前往          

乘南山图书馆或南大门市场方向的巴士(0014、402 路)，步行前往   

周边景点： 南大门、南大门市场、梨泰院观光特区、德国文化院等 

门票： 

 

 

 

 

设施名称 
首尔塔展望台 

3455-9288 

缆车 753-2403 
  

单程 往返 

费用 

个人 

(团体) 

大人 9000 (8100) 6000 

(5000) 

7500 

(6000) 

1000 

(700) 

16 座以上的观光巴士

/3000 

青少年 7000 (6300) 15 座以下的汽车/2000 

小孩 5000 (4500) 
3500 

(3000) 

5000 

(4000) 
700 (500) 

16 座以上的观光巴士 

外国人出租车 

残疾人车辆，可以通行 备注 
参观时间 

09:00-23:00 

团体 20 人以上 

运行时间 

10:00-23:00 

团体 30 人以上 

参观时间 

09:00-18:00 

团体 30 人以上 
 
小孩：4 岁-12 岁  青少年：13 岁上下-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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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 [종묘] 
宗庙是供奉朝鲜历代国王牌位、举行祭祀的地方。1394 年太祖（1335－1408）李成桂在创立李氏王朝后，在新的都城即汉阳修建了景

福宫，同时也在这里修建了宗庙。由于这里很好地保留了庄严的祭礼、祭礼乐等古老的传统及习俗，因而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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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已故国王的做法是从中国

传来，但将这一传统保持至今的却只有此处。正殿内有 19 间房间，每个房间供奉着一个国王的牌位。正殿墙壁内还有忠于国王的有功

之臣传。提起宗庙必然想到的就是宗庙祭祀乐，它由器乐、歌曲、舞蹈组成，500 年前的旋律至今仍在传唱。这可谓是当今世界上最古

老的综合性祭祀礼仪文化，每年 5 月的第一个周日都可在此看到祭祀典礼。这是一个可以看到规模盛大的传统仪式的绝佳机会。 

  

实行与解说员一起的时间段参观制： 

日语、英语、汉语介绍时间内只允许外国游客入场(与外国游客随行的韩国人可以同时入场)各语言只能在入场时间点入场 
 

入场时间 

韩语 - 09:20, 10:20, 11:20, 12:20, 13:20, 14:20, 15:20, 16:20, 17:00 (9 次) 

日语 - 09:00, 09:40, 10:40, 11:40, 12:40, 13:40, 14:40, 15:40, 16:40 (9 次) 

英语 - 10:00, 12:00, 14:00, 16:00 (4 次) 

汉语 - 11:00, 15:00 (2 次)         

韩语 17:00 和日语 16:40 的入场因日落时间关系，只在 3-9 月份实行 ※ 周六可以不用预约，自由参观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钟路 1 街 155 号   

自由参观时间： 
3-9 月 09:00-18:00   10-2 月 09:00-17:30         

售票截止到参观结束前一小时          

交通： 
地铁：1、3、5 号线钟路 3 街站 6 号出口步行 10 分钟, 3 号线安国站 3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 

巴士：7025 路支线巴士, 151、162、171、172、272、601 路干线巴士 

门票： 成人(19 周岁以上) ：1000 韩元   青少年(7-18 岁)：500 韩元 

贴士： 
从 2010 年 5 月 1 日起，将开始发行首尔四大宫殿(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和宗庙的综合观览通票(10,000

韩元，有效期为 1 个月) 

观览路线推荐： 

第 1 线路(200 名以下参观者时) 正门- 恭愍王神堂- 望庙楼 - 香大厅(建议观览)- 梓宫-正殿-永宁殿-乐工厅(观看

视频资料)-正门 

第 2 线路(200 名参观者时)  正门- 梓宫 –正殿-永宁殿-乐工厅(观看视频资料)- 香大厅(建议观览)-望庙楼-恭愍王

神堂-正门 

交通： 

地铁：1, 3, 5 号线钟路 3 街下车     

干线巴士：143, 150, 160, 161, 200, 260, 262, 270, 271, 300, 370, 601, 705, 720 路 

广域巴士：9301 路     机场大巴：601, 602 路      巴士：钟路 4 街下车     支线巴士：0212 路 

周边景点： 
昌德宫(史迹第 122 号)、昌庆宫(史迹第 123 号)、大学路、塔骨公园、云岘宫(史迹第 257 号)周边文化财 - 正殿(国

宝第 227 号)、永宁殿(宝物第 8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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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台 [청와대] 
韩国政治中心青瓦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靑瓦，一到青瓦台首先看到的是主楼的靑瓦。青瓦台主楼背靠北岳山，靑瓦与曲线型的房顶

相映成趣，非常漂亮。就象青瓦台代表韩国一样，靑瓦和曲线型设计的房顶则代表着靑瓦台。         
 
风格独特的建筑群 

青瓦台由位于中央的主楼、迎宾馆、绿地园、无穷花花园、七宫等组成。値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的外观各不相同，为了能突出韩国特色，

所有建筑都是按照韩国传统建筑模式建造，看上去非常漂亮。主楼的靑瓦和曲线设计的房顶是青瓦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青瓦台共有 15

万块靑瓦，每块都能使用 100 年以上。主楼右侧是春秋馆，春秋馆房顶是是用传统的陶瓦做成的，现在用作总统招见记者的地方。主楼

左侧是迎宾馆，迎宾馆是为外宾准备的地方，共有 18 根石柱，显得威武雄壮。 
  
青瓦台由位于中央的主楼、迎宾馆、绿地园、无穷花花园、七宫等组成。値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的外观各不相同，为了能突出韩国特色，

所有建筑都是按照韩国传统建筑模式建造，看上去非常漂亮。主楼的靑瓦和曲线设计的房顶是青瓦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青瓦台共有 15

万块靑瓦，每块都能使用 100 年以上。主楼右侧是春秋馆，春秋馆房顶是是用传统的陶瓦做成的，现在用作总统招见记者的地方。主楼

左侧是迎宾馆，迎宾馆是为外宾准备的地方，共有 18 根石柱，显得威武雄壮。 
  
这里的绿草地和无穷花花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也是历代总统植纪念树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有 300 年历史的松树。无穷花花园是游

客照像的好地方，尤其在 7-10 月无穷花开放的季节更加绚丽多彩。此外厢房里可参观的就更多了，这里陈列着国外友人赠给总统的礼

物，在这里参观是免费的，在纪念品柜台还可以买到靑瓦台的纪念品。另外，一定不要忘了参观一下七宫，七宫是朝鲜时代七个传统样

式的宫殿和雅致的院落，2001 年对外开放以后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青瓦台的小路       

靑瓦台曲折的小路给整个青瓦台增添了几分美丽，这条路从景福宫一直延伸到靑瓦台，小路左 侧是景福宫的石墙，右侧是美术馆和高层

建筑。靠景福宫一侧的小路两旁是石墙和古木参天的大树，这里的确是散步的好地方。到了秋天，满地的落叶更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

而另一侧则有现代，锦湖等著名美术馆，还有香浓的咖啡馆。如果要欣赏夜间的美景，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在这里的饭馆了，饭馆的内部

装饰非常现代派，其中有一面墙是用玻璃做的，可以淸楚地看到景福宫的石墙和美丽的天空。从这里过去，在到达靑瓦台前还有个三靑

洞公园，这里有许多有名的饭店，韩食馆和美术馆。还有一个专门做疙瘩汤的小店，是这里最有名的小吃。过了这儿，在路的尽头是三

靑公园。这里有很多树，非常适于散步。参观靑瓦台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到这条小路去散散步。这里环境优美，是最具韩国特征的地方，

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游客。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青瓦台路 1 号   

开放时间： 

每周一、周日、国庆节、公休日 

每周二-周五(第二、四周的周六) 10:00、11:00、14:00、15:00         

暑期(7 月 1 日-9 月 16 日) 14:00-15:00、15:00-16:00 

周六：仅限 10 人以下的个人/家庭游客  

外国人预约： 
发送 e-mail 申请成功后可以观览 (发送 e-mail 申请时，要写清楚姓名、出生年月如、护照号码、国籍、到访日期

等信息 e-mail 发送至 : tour@president.go.kr )   

交通： 

地铁：3 号线景福宫站 5 号出口，步行 10 分钟         

巴士：韩国日报社对面的站点：162、272、406、704、0015, 7022、7023、7025 路巴士        

景福宫站点：0015、0212、1012、1020、7012、7020、7025 路巴士        

小区巴士：2 路(光化门开放广场)、11 路(发莲寺)、残疾人和老弱者可乘坐 9 路(首尔市免费班车)，钟路区厅或韩国

日报社下车      

班车： 随时运行 (在景福宫东边停车场内的广场乘坐观光巴士) 

 

 

mailto:tour@president.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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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市民公园 [한강시민공원]  
汉江市民公园位于横贯首尔的汉江边，是市民们常聚集的休息场所。公园是依据 80 年代汉江综合开发计划而建立的，总面积达 210 万

平方公里，拥有各种体育设施和休息设施。 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汉江人民公园里沿着小道慢跑或是散步，还有不少人滑滚轴或骑自行车。

当然在足球场和篮球场运动的人也不少。         
  
汉江市民公园由以广津渡口为首的蚕室、堤岛、蚕院、盘浦、二村、汝矣岛、杨花、望远、仙游岛、兰芝及江西地区等 12 个地区构成，

而每个公园又各有特点。汝矣岛、蚕室、堤岛地区的汉江市民公园内有可供搭乘的游船，因此游客不断。其中人气最旺盛的当属汝矣岛

和堤岛。汝矣岛附近有不少电视台，拍摄电视剧时都将外景设在了岛上。不仅如此，岛上还能观察到栗岛生态保护区的各种鸟类。而堤

岛地区则是有名的购物园地和水上冲浪胜地，有休闲运动天国之称。 
 
夜晚，汉江两岸和市区的霓虹灯，还有来往车辆的灯光将市民公园的夜景点缀得非常迷人。潺潺的江水映衬在这美丽的夜景中更是分外

动人。习习的晚风中凭栏而眺，汉江沿途的美景尽在眼中。 

 

地址： 首尔市龙山区汉南洞汉江周围  

游玩项目： 
游览船、露营场、自行车、游泳池、弓箭场、水上休闲运动、钓鱼场、汉江公园高尔夫球场、摔跤场、陆上练习场、

体育设施(足球场、棒球场、排球场、篮球场、脚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 等 

交通： 
地铁 6 号线汉江镇站 2 号出口       

公交车 6211 号(绿色)110、140、142、144、402、420 号(蓝色)、 9410 号 (红色) 市立汉南职业学校下车  

 

 

大学路 [대학로] 
大学路是以原首尔大学文理大学院所在处为中心所形成的一条年轻的马路，地跨东崇洞和惠化洞。1980 年起多个话剧剧场迁至大学路，

使之开始之为一条文化街。此后，有现场表演的咖啡馆、影院、剧场等和普通咖啡馆、酒吧等都聚集于此，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空间。

特别是具有悠久传统的青鸟剧场、学田小剧场等也在此维系命脉。30 多个剧场汇聚在这一带，使韩国的艺术扎根于此。   
  
此外大学路中心地带举行马罗尼矣演出，年轻人可以在此现场表演舞蹈。正因为如此，此处也常被称为“话剧的麦加”或“年轻街”。

特别是大学路之所以成为年轻人的胜地，是因为景观众多，食品丰富。这里汇集着饭店、快餐店、摇滚酒吧等年轻人喜欢的场所。看完

话剧或现场演出后在附近的咖啡馆或酒家中也可享受快乐时光。这里的独特气氛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惠化洞 (惠化洞环岛 - 梨花洞环岛)  

交通： 搭乘地铁 4 号线，在惠化站下车即可  

周边景点： 

马罗尼埃公园，梨花庄(李承晚博士纪念馆)，昌庆宫，宗庙，东大门 

民俗庆典活动：周六，周日随时会有活动进行         

主要文化财产：旧首尔大学本校(遗迹第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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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谷韩屋村 [남산골 한옥마을]      
乘地铁从忠武路站下车就到了南山谷韩屋村，韩屋村在高楼大厦之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韩屋村复原了 5 幢传统的韩式房屋，配以亭台、

莲花池等，使这里成为散步的好地方。 
  
进入传统式的大门，会看到一个小山坡，山坡左侧的莲花池里有泉雨阁，这里是举行传统演出的地方，莲花池和泉雨阁相映成趣。旁边

有五幢传统韩式房屋，中间有一个小院子。这里的房子是朝鲜末期所建的韩屋，是模仿首尔其它各地的传统房屋，然后集中复原而成的。

这里曾经住着包括国王的驸马、银行官吏等从士大夫到平民形形色色的人。房子里摆着反映出当时房子主人身份的家具和各种生活用品，

由此可以了解到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干净整洁的传统房子里留影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如果想看一看纪念品的话，这里

专门为您准备了传统工艺展览馆，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在茶铺里还可以喝到传统茶。在旁边的院子里还有跳跳板、尤茨等各种传统游

戏，您可以亲自体验一次。 
 
在韩屋村里还有一个値得看的就是传统婚礼，您可以到朴泳孝家去看一看，这里每周六、日都举行传统婚礼。对韩国传统的结婚仪式不

用说外国人，就连许多本国人也感到很新鲜。韩国传统结婚仪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参加人多，除了新人的亲戚朋友外，整个院子里都挤满

了观看的人群。只是婚礼幷不是总在固定时间里进行。在天气寒冷的 11-2 月份婚礼相对较少，而在春天则较多。一般在 12 点到 1 点去

就可以看到传统结婚仪式。如果您是外国人，经过新郎新娘允许还可以和他们合影留念。 

 

地址： 首尔市中区笔洞 2 街 84-1 一带     

开放时间： 

每周二不开放（传统庭院开放，周二是公休日时，第二天改为休息日） 

4-10 月 09:00 - 21:00 

11-3 月 09:00 - 20:00 

交通： 
地铁：乘首尔地铁 3 号或 4 号线在忠武路站下，从 3 或 4 号出口出来走约 5 分钟即到。（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后侧）  

汽车：0013, 0211, 104, 105, 263, 371, 400, 604, 7011 路，在退溪三街极东大厦前下车    

体验活动/项目： 

常设项目 

五人五色体验、外国人传统文化体验教室、韩国传统舞蹈学习、放风筝体验 (11-2 月) 、市民共同艺术舞台、南山

谷开放场地、首尔市无形文化财展示会、韩屋村角色扮演 
  
夜间项目 

戌时音乐坊、南山谷书堂、古代时光、南山谷巡逻军、传统文化讲座 
  
季节活动 

1) 春节活动：祭礼讲座及祭礼供桌展示；分发福笊篱、写家训；切条糕、首尔财数跳神、京畿民谣等 

2) 立春活动：写立春祝文、分发立春祝文；贴立春祝文 、展示立春祝文、农乐公演等 

3) 正月十五活动：烧松枝、踩地神；展示制作五谷饭、吃坚果；羌强水越来公演、安城农乐公演等 

4) 端午活动：端午活动另行计划 

5) 中秋活动：摆中秋供桌、祭礼试演、做松饼；外国人中秋体验活动、民俗游戏；板索里、走绳、农乐等公演 

6) 冬至活动：做冬至红豆粥及试吃；民谣、农乐、假面舞公演等 

 

 

 

 

 

 

 

 

 



                          韩国 

12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北村韩屋村 [북촌한옥마을] 
北村韩屋村位于景福宫，昌德宫和宗庙之间，是在首尔有着 600 年历史的韩国传统居住区。 自古以来由苑西洞、齐洞、桂洞及嘉会洞、

仁寺洞等构成的此地，位于清溪川和钟路的北方，因此被称为‘北村’。在当时是王室的高官们或贵族人士居住的高级住宅区，因而非

常有名。里面的住宅全是朝鲜时代的青瓦房，作为上流层的构造形态保存至今。最初只有几户高耸大门的贵族人家和 30 多户韩屋，而

在日本统治末期和 6.25 韩国收复之后保留了现在的面貌。  
 
    

 

 

 

 

 

 

 

 

 

 

 

 
 

（图片由网友 @鸿果 提供） 
 
 
宏伟的宫殿建筑之间聚集着的这些传统韩屋群，以及数不尽的小巷都保存着原来的样子，完整的呈现出六百年前的迷人风貌。现在虽然

大都作为传统文化体验馆或韩屋饮食店使用，但是在街头巷尾间接的也能感受到朝鲜时代的氛围。这里至今还可随处看到当时残留下来

的几座韩屋，仍旧保留着昔日的名声。许多户韩屋的屋顶重叠起伏，两家共用一墙的精致，让我们感受到那份被遗忘已久的温暖情节。

漫步在北村的此地，随处都可以看到家家屋顶绵延不断的传统美感，体会到巷道内的那份淳朴感情。  
 
    

 

 

 

 

 

 

 

 

 

 

 

 
 

（图片由网友 @鸿果 提供） 

地址： 首尔钟路区嘉会洞      

交通： 
地铁：3 号线安国站下车       

巴士：红色 9710 路，安国站下车 

周边景点： 国立中央博物馆，景福宫，三清公园，曹溪寺，昌德宫，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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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世界 [롯데월드] 
乐天世界是乐天集团为使市民有效利用休闲时间、吸引外国游客而成立运营的主题公园，是以冒险与神秘为主题的室内主题公园，由冒

险世界、湖畔公园魔幻岛、购物中心、民俗博物馆、滑冰场、酒店、百货店等组成，是集旅游、休闲、购物、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复合休

闲场所。 乐天冒险世界里有最高水平的搭乘设施、幻想般的游行表演、激光表演、公演等，还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国的美食。是世界醉倒

的室内主题公演。每年到冒险世界的游客有 600 多万人次，其中 10%为外国游客。民俗博物馆里分为历史展览馆、模型村、游乐区、

店铺街等，将韩国五千年历史与民俗文化很好地再现给游客。乐天世界花园舞台是乐天世界公演的中心舞台，举行季节性音乐表演、公

开广播等各种活动。湖畔舞台是位于乐天世界 Magicisland 的室外舞台，以石村湖为背景，上演各种演出。 

    

 

 

 

 

 

 

 

 

 

 

 

 
 

（图片由网友 @单车旅行的肥猫 提供） 

地址： 首尔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 240 号(蚕室洞)   

开放时间： 周一-周四：09:30-22:00   周五-周日：09:30-23:00  

夜场开场时间： 周一-周四：16:00-22:00、周五-周日：16:00-23:00   

观览路线推荐： 

第 1 线路(200 名以下参观者时) 

正门- 恭愍王神堂- 望庙楼 - 香大厅(建议观览)- 梓宫-正殿-永宁殿-乐工厅(观看视频资料)-正门 

第 2 线路(200 名参观者时)   

正门- 梓宫 –正殿-永宁殿-乐工厅(观看视频资料)- 香大厅(建议观览)-望庙楼-恭愍王神堂-正门   

交通： 

地铁 2 号线、8 号线蚕室站下车后通过地下广场(3 号出口) 

蚕室站乐天世界前下车 

 1) 支线巴士: 3217、3313、3314、3315、3414、3415 路     

 2) 干线巴士：301、360、362、730 路     

 3) 机场大巴：4 号线、606 路     

门票： 

 

种类 成人 青少年 儿童 婴儿 备注 

入场券 

1 日券 25000 22000 19000 —— 下午 4 点后入场 

After 4 21000 18000 15000 —— 下午 7 点后入场 

After 7 14500 12500 10500 —— 

入场及全部娱乐设

施（不含电子游戏） 
自由使

用券 

1 日券 40000 35000 31000 10000 

After 4 31000 27000 23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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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汉山国立公园 [북한산국립공원] 
巨大花岗岩形成的陡峭曲线是北汉山的最大特点，高耸的岩峰和岩峰间流淌着的清澈溪谷美丽迷人。山峰千姿百态，其中海拔 836.5m

的白云峰，岩峰和林间生存着 1,300 余种动植物。岩峰中的第一高峰是仁寿峰的奇岩，世界闻名的悬崖“仁寿峰”海拔达 200m 以上，

光登山路线就有 100 多条。站在白云台顶上，透过云层，首尔和汉江一眼尽收眼底。 
 
有着悠久历史的北汉山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真兴王巡狩碑、沿北汉山峰线建造的北汉山城，以及名僧元晓大师主持修建的祥云寺等

众多寺庙都位于山内。其中北汉山城更是北汉山之行的必经之地。约 8500m 的城廓北汉山城是为了抵御外敌侵入而修建的朝鲜时期山

城的代表。特别是到了秋天，从山城上远眺北汉山的景色更是格外漂亮。北汉山的寺庙也是著名的文化遗迹，其中有著名的释迦如来磨

岩佛，是在碑峰东面的僧伽寺高 5m 的绝壁上雕刻的，位于文殊峰半山腰的文殊寺则以文殊窟顶滴下来的药水而闻名。总之，由花岗岩、

北汉山城、寺庙而构成的北汉山一年四季都是佳景不断，美不胜收。春天，花儿竞相开放；夏天，葱翠的森林和清澈的溪谷遥相呼应，

尤其是沿着溪谷上行，一路景致如画，是夏天登山的最佳去处；秋天参观北汉山城的古迹也是不错的，在沿着北汉山峰线而建的北汉山

城上眺望山势和首尔的景色更是美妙；冬天还可以欣赏到白雪皑皑的山景。   
  
秀丽的山势和美丽的风景，以及临近首都的优势使北汉山国立公园成为首尔市民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年平均来访客达 500 万名，被赞誉

为“按单位面积计算，访客最多的国立公园”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每逢周末，这座山总是吸引众多首尔市民纷纷而来。 

 

地址： 首尔市江北区牛耳洞道峰区一带     

门票： 

63 Sky Deck，Sky Art : 成人 10,000 韩元 青少年 9,000 韩元 儿童 8,000 韩元 

63 海上世界 : 成人 15,000 韩元 青少年 13,000 韩元 儿童 11,000 韩元 

63 IMAX 电影馆 : 成人 8,000 韩元 青少年 7,500 韩元  儿童 6,500 韩元 

TRIPLE 券(海上世界，Sky Deck，IMAX 电影馆) : 成人 26,000 韩元 青少年 23,000 韩元 儿童 20,000 韩元         

夜间 2 种券(Sky Deck，水族馆) 成人 29,000 韩元 青少年 19,000 韩元 儿童 18,000 韩元 

昼夜套餐券 67,000 韩元 
  
成人(包括大学生) 青少年(14-19 岁)  儿童(5-13 岁) 

66 岁以上老人按青少年费用收取(需持带居民身份证，敬老优待证) 

不满 48 个月的婴儿父母同伴可免费入场(需持带医疗保险证) 

残疾人及同伴 1 人优惠 30%      

交通： 

道峰卖票处     

首尔站 – 150 路(干线公交) 搭乘 – 道峰山站下车 – 步行 10 分钟左右     

首尔站 - 道峰山站下车 - 步行 10 分钟左右 龙山站 - 道峰山站下车 - 步行 10 分钟左右     
 
望远洞.元道峰卖票处    电铁 1 号线望远山站下车 - 步行 10 分钟左右       
 
赐牌山卖票处    乘电铁 3 号线在旧把拨洞站或者延新内站下车전철- 换乘 704 路公交(需 30-40 分钟) 圆觉社站下

车 – 步行至赐牌山卖票处 (约 10 分钟) 
 
松楸.五峰卖票处    搭乘地铁 3 号线在旧把拨洞站或者延新内站下车- 换乘 704 路公交车(需 30-40 分钟)- 绿色村

落大厦/榉木站下车 – 松楸峡谷入口处下车步行进入五峰卖票处(约 10 分钟)或松楸卖票处(约 30 分钟左右) 

自然学习 

探访线路： 

 
北汉山城分所→大西门→北汉山城分所(1.5 ㎞ )         

位于北汉山城的入口处，比起其他城市公园来，游客的数量上要更多一些。 这条线路不仅可以欣赏到周边美丽的

自然景观，而且能够认识很多特有的自然资源，以及临近的北汉山城，大西门等处的文化历史遗产。 特别是通过

丰富多样而又明了易懂的说明内容，不仅是学生，普通市民也可以很容易对此产生兴趣，通过自然的学习，逐步认

识大自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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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购物 

明洞  首尔游第一街 明星出没街区 
韩国明洞一直是外国游客首尔游的第一站，是韩国著名的购物街也是韩国最繁华的地段，日流动人数最高可达 100 万人以上。位于首尔

中心的明洞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铭刻韩国近代史的象征性街区。购物天堂明洞，同时也是外国游客旅韩购物的象征。明洞

的繁华和商业性兼旅游性的成功，为韩国其他地区购物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典范。  
                        
国际性购物街                         

韩国最高级的百货店——乐天、新世界的总店也都位于明洞，以及大规模的综合购物中心、服装、化妆品卖场等也云集于此。特别是各

个胡同内，数之不尽的韩流精品店、各种专卖店等遍布其中，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作为首尔中心街区的明洞，拥有便利的交通和最繁华

的商业区。无论走到何处，都可以很自然地看到外国游客（特别是日本游客），而日语和英语通用的明洞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购物名

处。 
 
时尚制品和化妆品的天国                         

时尚制品和化妆品当然是韩国明洞购物的首选。作为时尚麦加地的明洞，汇集了所有的时尚元素。挤满了世界级名品的百货店、经营各

种国际品牌的专卖店、Migliore 等综合购物中心，还有街边时尚制品店等，各具千秋，充分满足购物达人们的所有时尚需求。 
 
韩国明洞还是化妆品的天国。其中央路和艺术剧场附近的街区内，汇集了各种品牌的大型化妆品卖场。仅化妆品品牌就达数千种，其中

基础护肤品卖场就超过 100 多个。几乎韩国内所有的化妆品公司都在明洞设有营业处，精通外语的店员和各种外语制作的广告纸随处可

见，已经成为韩国明洞独有的风景线，最大限度地为外国游客提供方便。  
 
明洞不仅是购物天堂，其附近还有明洞圣堂和拥有 600 年传统的南大门传统市场等各种旅游名处，是首尔旅游的核心地带。 
 
    

 

 

 

 

 

 

 

 

 

 

 

 
 

（图片由网友 @鸿果 提供） 

 

网友■阿滋猫■游记心得——明洞购买化妆品攻略    

The face shop, Innisfree, Missa,Skinfood 等。据我那个做过化妆品产品的韩国同学介绍，这些品牌虽然价格高低不同但所用的材料不

会有大的变化。平价化妆品在明洞、东大门、南大门还有地铁里面和地铁附近都有，可以去买。                         
  
明洞主要化妆品店位置： 

坐地铁 4 号线明洞站下车后，6 号出口向前，第一个路口转左，在街左面可以找到 Missha 和化妆品商社 21。化妆品商社 21 里的所有

兰芝产品都打 8 折，在这里买兰芝是最合算的，并且它也有说中文的店员。                         
  
这条街继续向前，进入地下道可以到会贤地下商街，这里也有化妆品店，有些东西可以讲价到很便宜。原路回到地铁 6 号出口的那条街，

按最早进入明洞时的方向直走，很快可以看到左边的 theface shop,然后是 beauty credit,继续走 2-4 分钟，就会在左手边发现 skinfood，

右边则可以看到 Etude，bodyshop,还有屈臣氏。屈臣氏里面有一种叫 LUKE 的面膜，只要 500 韩元就可以有两片（约 2 元人民币一片），

听说在台湾要卖 39 台币一片（约 10 元人民币）。出来后继续向前，看到新韩银行的时候向左，可以看到 bodyshop,the faceshop，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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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看到 innisfree,Missha，街道尽头就是一个 information，可以在那里要到很详细的明洞地图，也可以问她们要一本名为韩国旅

游指南的书，有中文版的。                                              
  
The Face Shop 明洞区域的每个分店都有会说中文＆英文的服务人员。请她们跟你介绍吧！此处秘籍其实就是我很牛的直接跟她们说中

文了，呵呵-因为这些姐姐们很多其实都是中国留学生，买了直接还要求她们多给点赠品试用装。                         
         
1. 街上的一般彩妆店，只要有卖化妆品的都可以进去问问，大都可以杀价到 8 折左右。                         

2. Skin Food 大概是国内价格的 6 折、The Face Shop 的乳液、化妝水、粉底...都是便宜很多的，大約在 7 折！Beauty Credit 在韩

国买可以节省一半。                         

3. 明洞乐天免税的 MISSHA 比外面便宜，skin food 我觉得在转角那家比较好。                         

4. etude & Innisfree 可以退税。                         

5. etude 或 missha 或 the face shop 还有一个叫做 beauty credit 的，直接到店里买，已经很便宜了。                         

6. HANSKIN，在明洞有一家，你只要由明洞主街一直靠右边走就会看到。    

 

旅游咨询中心： 

明洞旅游咨询处                         

明洞旅游咨询处位于明洞中央路十字路口。有 2 名会说英语、汉语、日语的咨询员随时恭候。此外，明洞各地

都有会说外语的旅游咨询员在四处走动着进行服务，当您看到旅游咨询标志(i)时进行咨询即可。 

咨询时间 : 夏季 09:00-22:00，冬季 09:00-21:00 （年中无休）        电话号码 : 82-2-774-3238 
 
首尔文化交流旅游信息中心                         

“首尔文化交流旅游信息中心”位于 M PLAZA 大楼的 5 楼。为游览首尔的市民与外国人提供关于首尔的所有

信息，并准备了韩国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另外，还有专门的外语咨询员为游客们提供关于首尔旅游、住宿、

购物、庆典、公演等方面的信息，另外在这里还可以进行简单地上网和寄存物品。                         

咨询时间 : 10:30-22:00（节日期间休息）          电话号码 : 82-2-3789-7961-3            

物品保管处： 

 

地铁 2 号线乙支路入口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地铁 4 号线明洞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位于明洞站内 2、8 号出口方向。                         
 
首尔文化交流旅游信息中心                         

费用： 基本时间按 24 小时计算，小型 1,000 韩元起价，大型 3,000 韩元                         

只有在信息中心的服务时间内（10:30-22:00）才可使用。   

交通-地铁： 
从地铁 2 号线乙支路入口站 6 号出口步行 4 分钟即到（约 230m）                         

地铁 4 号线明洞站 6 号出口   

交通-机场巴士： 
6001 路与 6015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4 号线明洞站 10 号出口世宗酒店前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Kal 豪华大巴在乐天酒店前停车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沿市中心循环路线(Downtown Tour)运行的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地铁 4 号线明洞站 2 号出口王子酒店（Prince Hotel）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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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寺洞  韩国传统文化街 

仁寺洞被外国人评选为首尔旅游印象最深的街区。仁寺洞是韩国古典美术品等多种传统文化、艺术品云集的传统文化街区，是展示韩国

精深的文化古韵及独特艺术气质的高雅空间。这里主要销售韩国古美术品、古董品、民俗工艺品、传统韩服、改良韩服、韩纸及韩国传

统茶等，遍布于仁寺洞的每个胡同和角落，向游客们诉说着韩国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来仁寺洞购物，穿梭于迷宫似的胡同之间，浪

漫有趣，如同来到童话世界一般。   
 
仁寺洞路上与您相遇的韩国传统文化 

仁寺洞路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主要指从安国洞地铁转盘到钟路 2 街的塔古公园之间的，长约 700 米长的仁寺洞街区。从朝鲜时代

(1392-1910) 起，培养画家的图画院就位于此地，仁寺洞是古美术的中心地和画家们活动的街区。随着工艺品家、美术品爱好者陆续涌

入此地，一座座画廊、古董店、民俗工艺品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于是，仁寺洞逐渐发展成了传统文化艺术品的综合流通市场，同时

还是传统文化艺术的展示兼体验空间，这里经常举行各种主题的庆典活动。   
 
韩国传统文化艺术品的天堂 

韩国 40%的古董都聚集在仁寺洞，包括公元前的三国时期，甚至更为久远时期的物品都可以在仁寺洞找到。其中最有人气的商品要数陶

瓷，价位也由 10 万韩元到数百万韩元不等，让人大饱眼福的同时，选择范围也十分广泛。此外，各种漆雕、书法作品、古画、工艺品、

高价家具等也汇集于此。传统饰物、韩纸、韩服、茶、照片、纪念品等韩国传统生活用品等，至今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认可。畅游仁

寺洞，工房、画廊、传统茶屋、餐馆、画房等随处可见，置身其中，很容易被会韩国的传统文化所陶醉，不知不觉地融入在韩国的传统

文化氛围里。   
 
为方便国内外游客自由轻松的游览、购物，仁寺洞是首尔旅游区中唯一一处禁止车辆通行的街区。同时，首尔的旅游名胜清溪川、景福

宫等也都在附近。 

 

旅游咨询中心： 

仁寺洞宣传馆 

从 SSamziegil 向曹溪寺方向走约 100m 即到。提供外语口译、旅游信息、免费上网、试穿韩服等服务，提前一

周预约的话，可提供英语、日语、汉语的文化遗产解说服务。 

咨询时间 : 09:30-18:30（节日期间休息）   电话号码 : 82-2-737-7890-1  
  
南仁寺旅游咨询处 

位于仁寺洞主路南边南仁寺广场前。提供外语口译、旅游信息服务    。 

咨询时间 : 10:00-18:00（年中无休）   电话号码 : 82-2-737-7885  
  
北仁寺旅游咨询处 

位于地铁 3 号线安国站 6 号出口前 50m。提供旅游信息、外语口译、住宿、公演信息咨询服务。 

咨询时间 : 12:00-22:00（节日当天休息）   电话号码 : 82-2-734-0222                

物品保管处： 

地铁 3 号线安国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从地铁 3 号线安国站 6 号出口步行 2 分钟即到（约 50m） 

从地铁 5 号线钟路 3 街站 5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到（约 150m） 

交通-机场巴士： 6011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3 号线 1 号、2 号出口之间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搭乘沿古宫•清溪川路线(Palace Cheonggye Tour)和市中心循环路线运行的市区游巴士 (Downtown 

Tour)。 

乘车处： 钟路警察署对面，地铁 3 号线安国站 1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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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洞  传统韩屋与现代化艺术灵感的完美结合 
三清洞是首尔的特色文化街区。位于朝鲜时代王室居住的景福宫和离宫昌德宫之间，历史悠久。三清洞北侧为青瓦台，南侧与仁寺洞相

连，是首尔著名的旅游名处之一。从前就有自然景观秀美，山清、水秀、人灵的美称，因此称其为"三清洞"。 
  
韩屋古蕴尚存的经典空间——三清洞路         

三清洞因北村韩屋村而闻名，北村（也称三清洞）指的是从前都城的北侧地区。这里曾是朝鲜时代上流层们居住过的地方，至今古典气

息尚存的韩屋建筑仍随处可见。喧嚣复杂的都市中，端庄典雅、古韵精深的韩屋是三清洞的魅力核心，吸引着艺术家、摄影师及文人们

的到来。在保留韩屋外观的同时，内部经过现代化装潢而成的韩屋画廊、餐厅、咖啡屋、时尚饰品店等，渲染着古朴与华丽的美妙结合，

成为三清洞特有的魅力空间，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光顾。 
  
特色咖啡屋和个性独特的时尚饰品店 

三清洞不仅因韩屋而闻名，遍布各个胡同内的异国风情咖啡屋、时尚饰品店铺和画廊等特色空间也是三清洞的高雅所在。散发着独特气

质的各类空间将韩屋的古典、精练、深邃衬托得惟妙惟肖。此外，40 多个主题多样、充满特色的博物馆，可欣赏到世界级作品的综合画

廊、欧式风情的露天咖啡屋、精致端庄的饰品店铺等云集在三清洞。与三清洞路相连的花开路上，挤满了个性派的时尚用品店铺，受到

的购物达人们的宠爱。 
 
与其他大型、定格化的商业街区不同的是，三清洞处处散发着多姿多彩、妙不可言的独特魅力。脱离都市商业区的繁华喧嚣，静逸幽深、

古朴典雅的三清洞是您奔忙旅途中，重温美好回忆的休憩空间。 

 

旅游咨询中心： 

北村旅游咨询处 

在安国站 1 号出口正读图书馆前，主要提供英语、日语口译服务，并介绍北村韩屋村与三清洞的旅游景点。 

咨询时间 : 10:00-18:00 

电话号码 : 82-2-731-7312               

物品保管处： 

地铁 3 号线安国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从地铁 3 号线安国站 1 号出口向精读图书馆方向步行 10 分钟即到（约 570m） 

从地铁 3 号线景福宫站 5 号出口向景福宫十字路口方向步行 20 分钟即到（约 1km） 

交通-机场巴士： 6011 路机场巴士在 1 号与 2 号出口之间的安国站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搭乘沿古宫•清溪川路线(Palace Cheonggye Tour)和市中心循环路线(Downtown Tour)运行的首尔市区

游巴士 。         

乘车处： 钟路警察署对面，地铁 3 号线安国站 1 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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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门市场  无所不有的综合服装购物城 
位于首尔中心街区之一的钟路 5 街和 6 街之间的东大门市场，被称为“韩国东大门综合服装市场”或“韩国东大门服装城”。这里经营

布料、服装材料、新婚用品、饰品等与时尚有关的所有商品，是一处专门性、综合性的服装批发零售市场。韩国东大门市场被称为时尚

诞生地，第一时间向大众展示最新潮的服饰、最流行的面料，是韩国内最多服装商人聚集的地方。这里是关心时尚及梦想成为服装设计

师的追梦族们的必经之地，也是喜好低价轻松购物的大众消费者们的理想之所。不仅国内，国外从事时尚业的游客们访韩时，东大门市

场也成了必不可少的旅游名胜。 
  
韩国东大门市场内保留的一些老建筑内销售服装材料，直接进行服装的制作及加工，类似大型的服装工厂。90 年后期，气派耀眼的现代

化建筑群日益增多，大型购物群（CRERSTAR、美利来 Migliore、Disigner Club、斗山塔 Doosan Tower ）的产生，为东大门带来无

尽的活力和能量。从夜晚至凌晨进行的令年轻人们狂热的音乐、舞蹈公演以及各种时装秀、时尚庆典等大型活动也常常在此举行。 
  
 

旅游咨询中心： 

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旅游咨询处 

位于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 14 号出口前，提供英语、日语、汉语口译服务和市场信息、住宿设施及交通信息服

务。 

咨询时间 : 09:00-22:00 

电话号码 : 82-2-2236-9135-6            

物品保管处： 

地铁 2、4、5 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位于东大门站 14 号出口方向。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地铁 2、4、5 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 14 号出口前 

地铁 4 号线东大门站 9、8 号出口前      

交通-机场巴士： 
6002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1 号线东大门站 10 号出口与钟路 5 街站 4 号出口之间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

场）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沿市中心循环路线(Downtown Tour)运行的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东大门美利来（Migliore）对面的市内公交站点       

 

 

 

 

 

 

 

 

 

 

 

 

 



                          韩国 

20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南大门  与首都首尔共度 600 年岁月的韩国传统市场 

在首尔被定为首都的 600 年前，南大门（原名崇礼门）是都城 4 大关门中南部的正门，迄今为止是首尔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物，堪称首尔

的象征。被指定为国宝 1 号的南大门对韩国人特别是首尔市民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南大门市场就在南大门的东侧，位于首尔站和明洞之间的韩国最大的传统型综合市场。以前主要销售谷物、水果蔬菜及小百货等，如今

各种服饰、纤维制品、厨房用品、家电产品、民间艺术品、土特产品及各种进口产品在此销售。特别是儿童服装，可以占全国流通量的

90%以上。共 5400 多个小规模的店铺直接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兼备批发零售，缩减流通费用低价销售，且可以讨价还价。这里

从韩国国内批发商品到东南亚、美国、欧洲的商人，平均每天最多 50 万人访问南大门进行频繁活跃的商务往来。南大门市场不像首尔

其他购物区的建筑物及专卖店那样华丽而现代化韵味十足，这里多是简单朴素的平民型传统商家及露天店铺。传统市场特有的自然而朴

实的商人们和各地各阶层的购物客及行人们，可以让人感受到最为朴实、勤劳、善良的韩国平民的一面。 
  
此外，这里还销售泡菜、猪蹄、刀鱼等韩国人喜爱料理的小吃胡同也为南大门增添了亲切感和活力。这里还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语言

交流自不用担心，热情且面对外国游客经验丰富的店主人们会让您满意而归。但南大门所在的中区南大门路作为金融街区，其观光及购

物路线多样复杂，特别是南大门市场的胡同内也经常是拥挤不堪。因此去南大门购物之前，请提前了解好相关信息并制定购物计划后前

往。 

 

旅游咨询中心： 

南大门旅游咨询处 1 

位于从会贤站 5 号出口向市场方向约 50m 处，提供英语、日语、汉语口译服务和市场信息、住宿设施信息、交

通信息等服务，游客还可以从此领取包括南大门市场在内的首尔市旅游指南地图。 

咨询时间 : 09:00-18:00 

电话号码 : 82-2-752-1913 
 
南大门旅游咨询处 2 

位于南大门市场 BURDENG 童装商街与中央商街之间，提供英语、日语口译服务。这个旅游咨询处是由南大门

市场株式会社直接管理运营的，关于南大门的很多具体方面都可以获得详细的介绍。 

咨询时间 : 09:00-17:00 

电话号码 : 82-2-753-5728        

物品保管处： 

地铁 4 号线会贤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位于会贤站 1、2、6、7 号出口方向。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地铁 4 号线会贤站 5、6、7 号出口      

交通-机场巴士： 6001 路和 6015 路机场巴士在韩国银行前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沿市中心循环路线(Downtown Tour)运行的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新韩银行总行前、韩国银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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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大 · 新村  洋溢着校园浪漫的韩国大学街 

位于首尔中心西北部的新村是韩国私立综合性大学聚集的地方，被称为“新村大学街”。其中地铁 2 号线新村站和梨大（梨花女子大学

简称）站之间，及其周 边一带的街区最为繁华、有名。这里集中了典型的大学商业区，充满着年轻、感性和前卫气息的各种时尚用品随

处可见。且价位多样，可满足各层次消费者的需要。 时尚街区周边的美食胡同、酒家及小有名气的各式街道也是一年四季熙熙攘攘，尽

显韩国大学街特有的活泼、自由和个性。 
  
女孩子们的最爱——梨大前购物街         

从地铁梨大站到梨花女子大学正门前的商业街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女孩们最爱的购物街。美容室、时尚用品路边店、咖啡屋和美食胡同

等都遍布于这里。最近大型购物建筑的兴建为街区增添许多都市感，符合年轻女性审美的装潢设计及餐饮料理等，更是彰显女子大学前

的独有风景线。 
  
大学街的名处——新村火车站 

位于梨大和延世大之间的新村站是首尔最悠久的火车站。作为京义线的简易站，建于 1920 年，比首尔站要早 5 年，且连接至北韩的新

义州。南北分裂后，新村站成 了开往军事分界线临近城市汶山的火车起始站。如今，带有历史色彩的火车站被关闭保存，之后又建起了

新的新村站。逐渐，这里挤满了繁华的商铺和各种文化空间，精彩有趣的街头公演和哑剧表演等也在这里频繁举行，使这里成为大学街

的名处。 
  
延世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校园 

从地铁新村站（新村火车站徒步 15-20 分钟）到延世大学正门的商业街上，书店和氛围优雅的咖啡屋是大学生们见面聚会的佳选。这里

经常是活力四射、行人拥挤。建于 20 世纪初的延世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校园美丽浪漫，国内外有名，是不错的旅游景点。 

 

旅游咨询中心： 

西大门区外国人旅游咨询处 

位于新村火车站前。提供英语、日语、汉语咨询以及梨大与新村地区的交通指南、地区旅游介绍及分发地图和

资料等服务。 

咨询时间 : 09:00-18:30（法定公休日休息） 

电话号码 : 82-2-363-7833     

物品保管处： 

地铁 2 号线梨大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地铁 2 号线梨大站 2、3 号出口 

地铁 2 号线新村站 2、3 号出口   

交通-机场巴士： 
6002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2 号线梨大站 4 号出口方向的，中央巴士专用车道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6011 路机场巴士在延世大学正门前的中央巴士专用车道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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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鸥亭 清潭洞  梦想着“亚洲香榭丽舍”的名品时尚第一街 

如同巴黎的香榭丽舍和意大利的米兰、韩国的狎鸥亭和清潭洞可谓引领尖时尚的中心街区。首尔以汉江为界，分为江南和江北地区。其

中心地区（汝矣岛、钟路、市政府等）为政治和行政的枢纽，而位于首尔东南部的江南地区则堪称韩国的第一富人区。在韩国，提到江

南的话，多指除了传统的富人区（城北洞、汉南洞、平昌洞）以外的新兴富有阶层。而这里要为大家介绍的豪华购物区——狎鸥亭和清

潭洞，则相当于江南的入口，带您进入高雅华贵的名品购物世界。 
  
狎鸥亭和清潭洞是江南上流层们代表性的购物街区，这里时尚前卫、经典极致的地方处处可见。关注美容时尚，挚爱文化和艺术的中产

层以上的年轻人们引导着最新的潮流和社会趋势，可谓首尔的热门街区（hot place）之一。 
  
被称为“时尚麦加”、“名品时尚第一街”的狎鸥亭路（连接狎鸥亭和清潭洞的时尚街）上汇集了最高级的百货商店和世界名品店，国内

外有名设计师们的专营店、画廊及每条胡同内的综合时尚店、一站式休闲购物（One-stop slow shopping）等复合型购物空间。狎鸥

亭路是时尚产业从业者和前卫明星们常到的流行特区，每年这里还会举行与时尚相关的各式庆典等多种活动。 
  
令狎鸥亭和清潭洞声名远扬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丝毫不逊色于时尚领域的美容领域。包括美甲、美发、美肤、美容整形的综合性 beauty

管理，最高级的专业店内为游客量身定做从头到脚的特色美容套餐，令旅途更加美丽愉快，受到外国游客们的欢迎。 

 

旅游咨询中心： 

地铁 7 号线清潭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物品保管处： 

地铁 2 号线梨大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从地铁 3 号线狎鸥亭站 1、2 号出口步行 20 分即到（约 1km） 

从地铁 7 号线清潭站 8、9 号出口步行约 30 分即到（约 1.40km）    

交通-机场巴士： 6010 路机场巴士在 Galleria 百货商店前和地铁 3 号线狎鸥亭站 1 号出口处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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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  方便海外购买商的购物名处 

COEX 是“会议 Convention & 展览 Exhibition”的合成词，指的是位于江南三成洞的亚洲最大规模的会议中心和综合展示馆，同时三

成洞也是首尔最具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区。COEX 一带拥有完备的交通和尖端的商务通讯设施，作为全球商务的麦加，起着贸易和国际交

流的中心的作用。 
 
COEX MALL 是 COEX 中最值得骄傲的韩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地下购物城 shopping complex，相当于奥林匹克主赛场的 14.5 倍。这里

销售内衣品牌、运动服饰、饰品类、化妆品、眼镜、表类、照片、通讯、文具等流行时尚和生活所需的所有物品。价格合理的休闲品牌

众多，关心高价名品的游客可光顾一下与 COEX 相连的现代百货店和 COEX SKM 免税店。 
  
COEX 的另一大魅力是集游戏娱乐、文化体验、展览、会议等多种主题体验为一体的空间。2004 年被选为亚洲最棒的电影院的

“MEGABOX”内，随时举行各国电影节、试映会、颁奖典礼等丰富多彩的电影文化活动。还有可欣赏有趣神秘的水生物世界的 COEX

水族馆，让您遨游书海并适合休憩的“Bandi & Luni's”书店及展示韩国传统饮食——泡菜文化的泡菜博物馆等，都是这里值得推荐的

名处。 
 
COEX MALL 规模宏大，设施完善，想在一天内逛完是不可能的，有时还会迷路。因此建议大家在购物之前，在旅游咨询处索取相关地

图等资料，制定好计划，确认好路线后再出发。 

 

物品保管处： 

COEX MALL 

使用费： 基本 12 小时，小型 1,000 韩元，中型 1,500 韩元 

位于从 COEX MAL 与三成站 5、6 号出口间，基本费用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按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

每 12 个小时会加算基本费用。只可硬币和纸币支付。 

交通-地铁： 地铁 2 号线三成站 5 号出口 

交通-机场巴士： 
6000 路和 6006 路机场巴士在韩国综合贸易中心对面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Kal 豪华大巴在首尔洲际大酒店和 COEX 洲际大酒店前的站点停车。 

 

 

 

 

新沙洞林荫路  独特的文化倾向和艺术感受 

汇集了各式办公大楼的繁华街区江南（首尔的东南部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区便是新沙洞，而从地铁新沙站附近到狎鸥亭方向不到 1

公里的距离，遍布着银杏树的 街道便是新沙洞的林荫路。春秋季节，黄色的银杏叶子带给人们无限的情趣和韵味，而路两旁精致华丽的

店铺和充满特色的街道氛围，更是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到 来。 

  

新沙洞林荫路在 80 年代时曾以画廊而闻名，进入 90 年代，时尚设计师们的个性时装店越来越多，到了 2000 年后，精品装潢店也来此

增添气氛和看点，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繁华的商业街区。如今这里汇集了艺术家们的摄影室、各种咖啡屋、画廊、餐厅、酒吧、综合时尚

店、装饰品店、首饰 店等空间，每座建筑都彰显出独特的气质，带给人新鲜高雅的别样感受。如果说江南的代表性商业区带给人华丽炫

目和浓浓的现代化味道的话，新沙洞的林荫路则展 现出另一番清新和干练的氛围。街貌似是纽约的休斯顿街，还好似欧洲的胡同迁移到

这里。海外留学归来的年轻设计师、艺术家及形象设计师们亲自运营的精品店铺 日益增多，从而形成了林荫路独有的高雅氛围。这里是

韩国新派设计师、艺术家们汲取灵感进行创作，并与韩国固有的文化底蕴巧妙结合的地方。同时还作为恋人的 约会场所、朋友聚会、摄

影留念及电视剧、电影拍摄地而受到大众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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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繁华复杂的大型购物区来，略带闲情逸致的散步路，再品上一壶香茶或咖啡，尽享悠闲购物的最好地方莫过于新沙洞的林荫路了。

但首尔市内名为“新沙洞”的地方有 3 处，因此请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是“江南区的新沙洞”哦。 

 

物品保管处： 

地铁 3 号线新沙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从地铁 3 号线新沙站 8 号出口步行 15 分即到（约 800m）   

交通-机场巴士： 6009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3 号线新沙站 6 号出口处（Riverside 酒店对过）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梨泰院  世界时尚 & 世界料理 

梨泰院是首尔市内多民族、多文化主题的复合型空间。在外国人中流行着“不知道首尔但知道梨泰院”的说法。被指定为首尔最早的旅

游特区的梨泰院，是专为外国游客准备的集旅游购物及多种文化体验为一体的趣味空间，体现多国文化的同时，蕴含着韩国历史性背景

的国际旅游特区。 
  
梨泰院街多指梨泰院 1 洞到东侧的汉南 2 洞约 1.4 公里距离的街区，街区上各种餐厅、服装店、品牌店及露天店铺众多，热闹有趣。梨

泰院的时尚店内被称为“梨泰院式（style）”的个性突出，气质非凡的各种服饰用品及针对各国文化的时尚制品，优质高档的毛皮、包

类、鞋类及古董家具等人气商品，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此外，在其他地区难寻的超大加肥 big & tall 款也可在梨泰院轻松找到，

这里有 20、30 年经验的裁缝师们还会为您量身制作，直到您满意为止。 
  
梨泰院的另一大魅力是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国的特色料理。 Hamilton Hotel 酒店后侧的美食街可谓是全世界美食的展示场，纽约、伦敦、

印度、泰国、中国、巴基斯坦、希腊、意大利、法国、墨西哥、澳洲等世界各国料理俱全。各国独有的色彩标志及与梨泰院风相呼应的

装潢设计，世界人种聚集的梨泰院，洋溢出独特魅力和迷人的情调，是“首尔市内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旅游咨询中心： 

梨泰院旅游咨询处 

位于地铁 6 号线梨泰院站的站务室旁边。有 4 名会说英语、汉语、日语的咨询员，提供旅游信息咨询和外语口

译服务。 

咨询时间 : 09:00-22:00（春节和中秋节当天休息） 

电话号码 : 82-2-3707-9416-7 

物品保管处： 

地铁 6 号线梨泰院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1,000 韩元，中型 2,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地铁 6 号线梨泰院站 1、2、3、4 号出口 

交通-机场巴士： 
6030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6 号线梨泰院站 4 号出口前的“汉密尔顿 Hamilton 酒店”前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

国际机场） 



                          韩国 

25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沿市中心循环路线(Downtown Tour)运行的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地铁 6 号线梨泰院站 4 号出口（汉密尔顿 Hamilton 酒店对过） 

 

弘大  少数独特文化迷们的天堂 

韩国年轻人常说起的“弘大”不仅是“弘益大学”的简称，还代表了这里独特的文化范畴。弘大周边的大学街文化，早已被大众认可和

喜爱，其名气要远远超过“弘益大学”本身。其原因是：弘大聚集了区别于大众文化的少数独特文化爱好者们活动聚集的 live 咖啡屋和

俱乐部等空间，展示出弘大的自由和前卫。 
  
俱乐部文化的麦加 

俱乐部是弘大文化的象征。在这里随处可见彻夜享受 Techno、 Hip Hop、Acid jazz、R&B 等各式音乐，挥洒青春、狂欢娱乐的年轻

人们。同时，标榜独立的乐队或活动于大众文化之外的地下音乐家们，在咖啡屋、酒吧或俱乐部进行的小规模的舞台演出，还向人们展

示出弘大俱乐部文化的另一番独特景致。自 2001 年起，只需购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自由活动于弘大各个俱乐部的“俱乐部日 Club Day”

（每月最后一周周五晚上 9 点-第二天凌晨 6 点），吸引着众多俱乐部迷们的到来。最近，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也在日益增多。 
  
弘大前的跳蚤市场 

弘大街上到处可见体现年轻人感性及文化倾向的咖啡屋、酒吧及时尚用品店，从手工制品、怀旧情结、波希米亚风（Bohemian Style）

到高级精品店等无所不有，风格各异。与之相呼应的是各种新主题的复合型文化空间，随时进行展示、公演及文化沙龙等活动，可谓弘

大的一大亮点。此外，每周日弘大正门附近的跳蚤市场更是这里的名处。艺术家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绘画、怀旧物品及特色制品等，

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品，游客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到精致无比，充满了感性和灵气的各种作品。不论是淘宝购物，还是悠闲地

赶场逛街，弘大跳蚤市场都是您浪漫旅程的必经之处。 

 

旅游咨询中心： 

明洞旅游咨询处 

从地铁 2 号线弘大入口站 5 号出口前行 160m，然后左转走 130m 即到。提供英语、日语、汉语的弘大周边旅

游信息服务。 

咨询时间 : 12:00-2:00（节日期间休息） 

电话号码 : 82-2-323-2240 

物品保管处： 

地铁 2 号线弘大入口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2,000 韩元，中型 3,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从地铁 2 号线弘大入口站 5 号出口步行 10 分钟即到（约 500m） 

交通-机场巴士： 6002 路机场巴士在西桥宾馆（Hotel Seokyo）前，中央巴士专用车道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文井洞  以优惠价格购买国内外名品 

文井洞位于首尔东南部的最边缘地区。从前是闲散的住宅区，自 1990 年中期起各种著名的服装品牌折扣卖场进入文井洞，使之发展成

为今天的罗德奥街，是时尚达人们集中购物的宝地。 
  
韩国最大的常设优惠卖场 

文井洞罗德奥街是韩国最早的经营折扣服装的专业商街，是所有常设优惠卖场的总集合。以文井 1 洞居民自治中心（Town office）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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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中央通路和胡同商街内，遍布了 200 多个优惠卖场。主要销售男女正装、休闲、运动服饰、鞋类及饰品等。与针对年轻人进行营业

的商街不同的是，这里的销售范围广，年龄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消费者都可在这里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商品。 
  
购买百货店知名品牌的最好机会 

文井洞最大的特点是可用优惠 30%～70%的价格，购买到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即使是新上市的品牌，也可以用 30%的优惠价格进行购

买。百货店内销售的高昂的世界名品服饰，在这里可用优惠价选购，足以令名牌迷们兴奋不已。此外，日本、中国、香港的团体游客也

会经常光顾这里。文井洞为外国游客准备了专用停车场（免费），以及周边各种美食小吃、公园等便利设施，会让您的购物更加轻松愉快。

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时装秀和各种有趣的庆典活动。 

 

物品保管处： 

地铁 8 号线文井站内 

费用： 基本 4 个小时，小型 1,000 韩元，中型 2,000 韩元 

基本费用以 4 小时为单位，按照后付方式结算，超过 12 小时后，以 12 个小时为单位加收费用。可以用 T-money

卡（可当作交通卡及电子货币使用的电子卡）、信用卡和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从地铁 8 号线文井站 1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到（约 550m） 

 

 

永登浦时代广场  超大型复合购物区 

时代广场（times square）是集百货店、酒店、购物城、办公室及都市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空间为一体的超大型综合购物区。在纽约、

香港等繁华都市，时代广场都是富有代表性的地标。永登浦时代广场自 2009 年 9 月开放以来，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首尔的新地

标。 
  
最大规模的综合购物城 

时代广场位于永登浦中心街区，即地铁 1 号线永登浦站附近。其规模是江南三成洞 COEX 的两倍，至今为止可谓韩国最大。时代广场还

兼备舒适的构造和多样的空间，独特的装潢和为消费者提供的差别化的管理等，让您的购物之旅更加惬意舒心。 
  
无所不有的时代广场 

永 登浦时代广场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购物、商务、住宿、医疗、文化体验、娱乐演艺及休息等都市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从中低价的品牌卖场到 高昂的百货商店购物，多样的购物设施，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剧场、书店、健身俱乐部、超市、饮食

区及最高级的酒店、婚纱影楼、宴会场、会议和可以提供租赁 服务的商务办公室等，无所不有、样样周到。此外，内科、牙科、皮肤科、

整容外科等设施的兼备也为您的旅途提供保证。 
   
都市花园式的休息空间 

永 登浦时代广场拥有占地面积达 21%的自然亲和型休息空间。这里建有广场、庭院、喷水池和顶楼庭院等亲环境空间，如公园一般自

然亲切是这里的又一大魅力所 在。充满特色的中厅（Main Atrium）也是游览路线之一。开放式的建筑、全面的玻璃处理、带给人望穿

天空的视野享受。此外，中厅内进行的名音乐家们的免费公演及各种活动，作为地 区内新的互动空间而受到关注。位于首尔西部，汉江

以南的交通要地永登浦，是汉江中心的岛屿城市，与国会议事堂所在的汝矣岛相邻。 

 

物品保管处： 

地铁 1 号线永登浦站内 

使用费： 一天，小型 1,200 韩元，中型 1,500 韩元，大型 2,500 韩元 

以 24:00 点为准，超过时加算 1 天的费用。只可用 100 元硬币支付。 
  
E-MART(永登浦站)入口（地下 1 楼，地下 2 楼） 

使用费： 免费（所用的 100 韩元硬币将退还。） 

当天 10:00-24:00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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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地铁： 
从 地 铁 1 号线 永 登浦 站 3 号出 口 走地 下 通 道到 永 登浦 转 盘 地下 购 物中 心 (Yeongdeungpo Rotary 

Underground Shopping Center)，步行需 5 分钟（约 250m）。 

交通-机场巴士： 6008 路机场巴士在新世界百货商店前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I’PARK MALL  电子产品的天国 

位于汉江边的龙山是首尔地区的交通枢纽，连接地铁 1 号线、火车站（高速铁路 KTX）及主要公交路线。很久以前就是韩国有名的电子

商街，2006 年 8 月，位于龙山站舍后侧的亚洲最大的复合型购物中心——现代“ I'PARK MALL”开业，使龙山成为首尔新的购物中心。 
  
拥有 3600 多个卖场的尖端购物中心—— I'PARK MALL 

龙 山 I'PARK MALL 购物中心的规模十分可观，是首尔最高建筑 63 大厦的 1.6 倍，江南 COEX MALL 购物中心的 2.3 倍，共 3600 多

个卖场入店，可谓是东方最大的复合型购物中心。从地下 3 层到地上 9 层，服装饰品、生活用品、百货店形态的多种购 物空间及廉价

超市、电影院 CGV IMAX 11 个馆等遍布各处。此外，韩国内最大的数码制品零售店“数码专卖店”也位于其中。集购物、 游戏、文

化及各种便利设施为一体的最尖端的复合型娱乐空间—— I'PARK MALL，受到国内外游客的宠爱。I'PARK MALL 购物中心内还为外国

游客提供英语、日语、汉语广播指南及咨询处、周末购物中心之旅等活动项目，为您的购物增添更多的方便和乐趣。  
  
韩国最大的电子ㆍ电器产品批零商街——龙山电子商街 

龙山是韩国著名的、最大规模的电子、电器产品批零商街。经销产品包括小型电器到最新型电脑、音响等数码产品的所有电子、电器商

品。价格也比一般购物中心或电子产品卖场便宜，受到消费者们的好评。 

 

物品保管处： 

地铁 1 号线龙山站内 

使用费： 一天，小型 1,200 韩元，中型 1,500 韩元，大型 2,500 韩元 

以 24:00 点为准，超过时加算 1 天的费用。只可用 100 元硬币支付。  

交通-地铁： 
与地铁 1 号线龙山站直接相连 

从地铁 4 号线新龙山站 3、4 号出口步行 10 分钟即到（约 150m） 

交通-机场巴士： 
Kal 豪华大巴(3B COEX 方向)在首尔洲际酒店前的站点停车。 

6001 路机场巴士在地铁 4 号线新龙山站 3 号出口的站点停车。（开往仁川国际机场）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沿市中心循环路线(Downtown Tour)运行的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龙山站正门前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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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行程线路  特价韩国旅游线路 
 
 
 
 
 

10:00 景福宫 [경복궁]   

景福宫最大的看点当属城门开/关仪式及守门士兵的换岗仪式，3-12 月间每天早上 10 点开始，现场感受和检验阅兵差不多哦！每天

11:00/15:00 还有中文讲解，游客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早上 10 点前往观看换岗仪式的游客就可选择 11 点随讲解员一起游览。 
钻进前人的衣裳里 

景福宫庆会楼前有个专门拍摄传统照片的地方，租一套韩服拍一张照片需 15,000 韩元，30 分钟后就可取走。 
 
步行 15 分钟  

12:40 Jihwaja [지화자]   

餐厅的朝鲜宫廷料理不仅味美，更因使用天然调料而闻名。整个就餐时间约为 1 个半小时，分为前菜料理、主料理和后食，依次而上。 

交通：3 号线景福宫站 5 号口→沿景福宫石墙往三清隧道方向步行→街尽头金融研修院再往前 100 米左右→位于金融研修院方向对面(需

步行 20 分钟左右) 
 
步行 5 分钟 

14:30 三清洞 [삼청동] 

欣赏茶具、品茗茶香的中国茶博物馆以及展示前外交官所搜集的各地饰品的博物馆等，默默地散落在三清洞各个角落。还有年轻人自己

设计、制作并售卖的服装店以及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画廊，一定叫你眼花缭乱。 
 
步行 10 分钟 

16:00 仁寺洞传统茶屋 [인사동 전통찻집]   

位于仁寺洞的传统茶屋‘仁寺洞’内部竟是地道的传统韩屋构造呢，还带有小小的花园，可以品尝到 20 多种传统茶。仁寺洞一带的传

统茶屋大多带着往日的古典气息，上茶的同时也会附送小盘的韩式糕点。 
 
步行 

17:00 仁寺洞街 [인사동거리] 

从古董到复古饰品、纪念品，整条仁寺洞街上随处可见。质量上乘的画纸、文具、茶具等也可以在这里寻到，街边还有流动的摊位，与

卖方讨价还价也是购物的乐趣之一。 
 
步行 

18:00 仁寺洞 [인사동] 

仁寺洞算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街道，画廊、古董店、纪念品店密集。2004 年又新出现一处名为 Ssamjigil 的复合性文化空间，带来

更多精彩的看点。 

 

 

 

 

 

 

 首尔传统
一日游 

景福宫 朝鲜宫廷料理餐厅 三清洞 仁寺洞 传统料理餐厅 

http://www.17u.cn/dujiatag/suzhou/chujingyou/hanguo/136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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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COEX 

进到 COEX 里，除了回家以外，再没有离开的理由。一切你能够想到的娱乐设施，COEX 里应有尽有。演出、展览、博物馆、水族馆、

多媒体剧场以外，更有世界各国的丰富食品供顾客挑选。此外，现代百货、免税店和购物中心也一并聚集在 COEX 中。游览前，到咨询

服务台去领份 COEX 的地图(韩、英、中、日)为佳，因为 COEX 实在太大了，即使常去的人也有找不到路的时候哦！ 

（COEX 里有两个地方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一是 COEX 水族馆，还有一个就是以韩国泡菜为主题开设的泡菜博物馆） 

 

12:00 KRAZE 汉堡 [크라제버그]   

KRAZE 汉堡是 COEX 里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该店不使用冷冻材料、罐头食品和化学调料，现做现卖新鲜健康的汉堡包。 
地址：首尔市江南区三成洞 T-9 COEX MALL ASEM TOWER 159    营业时间：11:00am-11:00pm 汉堡包、三明治   
 
从 COEX 通往 ASEM TOWER 方向的出口出来后，过人行横道。从 COEX MALL 到奉恩寺只需步行 5 分钟左右   

13:00 KRAZE 奉恩寺 [봉은사] 

至今已有 1200 年历史的奉恩寺位于江南最中心的繁华地带，一年四季各种佛教活动不断。是江南地区最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的旅游景点

之一。提前致电(+82-2-3218-4895 韩、英、日)预约的游客，可在上午 10 点到下午 5 点间，听取有关奉恩寺的英文或日文讲解。 
 
在奉恩寺前的汽车站乘坐 4411 路、2225 路或 361 路汽车[车票 900 韩元]至狎鸥亭 Galleria 百货店下即可。所需
时间随交通状况而有所不同，通常在 20-30 分钟 
 

15:00 Galleria 百货店 [갤러리아 백화점] 

位于狎鸥亭大道的 Galleria 百货店是一家只卖名牌的高级百货店。百货店由 2 栋各具特色的建筑物组成，中间由人行横道相隔。顾客可

在这里找到 Gucci、Channel 等国际一流知名品牌的最新产品。对于喜欢名牌、追求时尚的人来说，Galleria 百货店绝对是不可错过的

购物天堂。 
 
在 Galleria 百货店前穿过人行横道，面朝麦当劳店向右，步行 5 分钟左右即来到了狎鸥亭罗德奥街。街道入口有一
座拱桥型的标牌 
 

16:00 狎鸥亭罗德奥街 [압구정 로데오거리] 

狎鸥亭洞可谓是韩国时尚流行文化的最前沿，从街头行人的穿着打扮上，你甚至都能看出一些当前流行品牌和时尚趋势的走向。此外，

这里也是各国风味餐厅云集的地方，不少知名连锁店最先在韩国开设的餐厅就位于这里。而 Galleria 百货店和马路对面的罗德奥街则是

深受购物族喜爱的名牌服饰集散地。因此，狎鸥亭一带常年拥挤着喜爱购物或喜爱美食的人们。 
  
从 Amelie 往左，过罗德奥街另一个入口，在街道与马路相交的地方左转，然后在十字路口右拐即可。Numaru 就位
于 Bennigans 餐厅对面、CineCity 剧场前。前方即有汽车站，找起来并不难，步行约 10 分钟左右 
 

17:00 Amelie   

取美少女意味而命名的 Amelie 咖啡厅，主要售卖新鲜的时令果汁和甜美可口的蛋糕。咖啡厅位于罗德奥街中间地段，走累了坐下来喝

杯咖啡，吃口点心，也是种幸福的享受呢。地址: 江南區新寺洞 663-28 

位于罗德奥街尽头的丁字路口左侧，从入口处开始步行需 5 分钟左右 

18:30 韩餐厅 Numaru(누마루)   
位于岛山大路的 Numaru 餐厅就在 Bennigans 餐厅的对面，CineCity 剧场的前面。Numaru 主要提供炭火烧烤的里脊和排骨，主食则

有米饭、冷面和 nurongji(用滚烫的开水浸泡石锅锅巴而成)。餐厅还提供简单的英文菜单说明。地址: 江南区新寺洞 652-16 

 
狎鸥亭 

  COEX
文化游 

COEX 奉恩寺 Galleria 百货店 狎鸥亭罗德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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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昌德宫 [창덕궁] 

为保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昌德宫，游客 须跟随导游以团体为单位进行参观。中文导游的讲解时间为 11:00 和 15:00，依时间前往

最好。游览昌德宫约需 1 小时 20 分钟左右。 

步行 10 分钟 

12:30 传统寺庙斋食店 山村 [산촌]   

韩国内首屈一指的斋食店山村按时间分为 12:00-16:20 间 18,700 韩元的和 17:00-22:00 间 31,900 韩元的两种规格(价格已含税)，晚间

的价格因包含观看表演(20:15-21:00)的费用，较中午贵。斋食主要是各种蔬菜，就餐时间约需 1 小时左右。 

步行 3 分钟 

14:00 仁寺洞 Ssamziegil [인사동 쌈지길] 

仁寺洞是有名的韩国传统街，数十家画廊、古董店、传统茶屋、纪念品店聚集于此。而 2004 年末，新开张的复合文化空间 Ssamziegil 

不仅建筑本身设计独特，内部装饰精美的商家、展馆更是吸人眼球，多种新奇的小玩意儿尤其受到年轻人和观光游客的喜爱。观览

Ssamziegil 约需 1 小时左右。 

步行 3 分钟 

15:00 打糕厨房博物馆 [떡부엌살림박물관] 

从昌德宫步行 5 分钟左右就能看到 独具特色的 打糕厨房博物馆。这家既有休憩的茶点店又带观览的博物馆，让人沉浸在茶香美味的同

时，又能满足视觉享受缓解疲劳。在博物馆 1 层的茶点 店消费后，就可携发票免费参观 2 层。在博物馆停留的时间根据个人情况而定，

但大致需 40 分钟左右。 

 

 
 
 
 

13:00 宗庙 [종묘] 

1995 年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宗庙是供奉朝鲜王朝历代王和王妃神位的地方。宗庙的建筑简洁、干练，以衬托其庄严、肃穆的气氛。

每年 5 月底 4 个星期天，宗庙内都举行祭礼。祭礼上演奏的音乐、表演的歌曲及舞蹈则统称宗庙祭礼乐。2001 年，宗庙祭礼和宗庙祭

礼乐被指定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没有祭礼的日子到宗庙参观，只需 20 分钟即可。 

步行 1 分钟 

13:20 昌庆宫 [창경궁] 

由宗庙经云桥到昌庆宫很近，而昌庆宫与昌德宫也只有一墙之隔。昌庆宫的明政殿、风旗台、观天台等均是韩国指定的宝物，而 1909

年建成的植物园则是拍照的好地方。游览时间随人不同，慢慢欣赏的话大约需要 4-50 分钟。 

步行 10 分钟 

14:30 Nolbu 家 

 传统文化 
  半日游 昌德宫 打糕厨房博物馆 传统寺庙斋食店山村 昌德宫 

 历史文化 
  半日游 宗庙 昌庆宫 大学路 Nolbu 家（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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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学路的 Nolbu 家以韩国传统料理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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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韩元的价格可以品尝 18 种菜。此外，每天中午 12:20-14:0 间、晚上 18:30-20:30 间前往就餐的游客，

还能欣赏到精彩的现场表演。 

营业时间 : 11:30-22:00(点餐截止至 21:00)   休息日 : 中秋、元旦、春节当天 

交通 : 首尔地铁 4 号线惠化站 1 号出口出，往前步行 2 分钟左右边可看到 Pizza Hut 所在建筑。餐厅便位于该建筑地下 1 层。 

步行 3 分钟 

16:00 大学路 [대학로] 

Nolbu 家其实就在大学路，上面的 3 分钟是指从餐厅到大学路中心的马罗尼埃公园所需时间。大学路是韩国有名的话剧街，大大小小的

剧院有 300 多个，每天都有题材多样的话剧上演。除此以外，精美的咖啡厅与特色餐厅、酒吧也是让韩国年轻人流连忘返的原因。去往

成均馆大学的路两侧还有不少购物的小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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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景点 

海云台海水浴场 [해운대해수욕장]     
位于釜山海云台区的海云台海水浴场，其海岸沙滩长达 1.8km，宽 50m，平均水深 1m，面积达 58,400 ㎥。这里最出名的是其规模广

阔的沙滩和美丽的海岸线，加之水深较浅且清凉，可谓是釜山具有代表性的观光地。每年夏季，都会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形成

人潮高峰。 
  
特别是沿海岸线周边高矮各异，现代气息浓重的高级宾馆，伴随着海云台的声名远播，逐渐被海外游客所认知，不仅是夏季假期，每个

季节均有大量游客来此休闲放松。作为国内一流的海水浴场，其周边豪华高级的各式宾馆在住宿、娱乐等方面的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 
  
每年的正月十五，这里会举行赏月庆典、沙雕展、釜山大海庆典等大大小小的活动，并且海云台周边的冬柏岛、五六岛、水族馆、快艇

赛场、BEXCO、迎月岭路、兜风路线等景点也值得游人观赏。 

 

地址： 釜山海云台区佑 1 洞 中洞 

开放时间： 24 小时 

门票： 淋浴场：1000 韩元  

交通： 

釜山站 - 海云台/ 市内巴士 139、140、239、240、302 路，大约需要 40 分钟 

机场 - 海云台(KAL 机场大巴)，需要 50 分钟         

西部(沙上)客运站 - 海云台(市内巴士 31、31-1 路)，需要 45 分钟   

周边景点： 五六岛、五六岛灯塔、釜山水族馆、海云台温泉、东柏公园、海云台东柏岛游览船、海云台迎月岭路、左水营城址 

 

 

广安里海水浴场 [광안리해수욕장]     
广安里海水浴场位于釜山水营区广安 2 洞，在海云台海水浴场的西部，拥有总面积达 82,000 ㎡的优质沙滩，是一处长 1.4km，宽 64m

的都市中心浴场。这里一直在坚持实施净水措施，因此水质清澈透明，鱼类可自由遨游，是年轻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广安里，不仅可

以享受到海水浴的乐趣，周围的西餐厅、咖啡厅等地，也不亚于城市中心的时尚地带，味道也颇独具特色。尤其是作为避暑胜地的这里，

每当夜晚来临时，璀璨的夜景更是引人入胜。 
  
在海水浴场的周边，咖啡街区和 300 多处生鱼片酒店，吸引着游客的瞩目，而户外舞台的设置，更将这里的文化氛围推向高潮，通过釜

山大海庆典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让到此避暑的游人畅享清凉夏日。并且，在附近的水营江上，可以进行钓鱼活动。品尝新鲜的海鲜、

玩汽船等活动也是游人喜爱这里的原因之一。 
 
随着近年的发展，周边的高级酒店也逐渐兴起。而除了酒店，附近的金莲山少年修练院，也是一处不错的场所。这个地方既可以设置帐

篷，也可以进行炊事，各种设施完备。 
  
在海水浴场附近，还建有 KBS、MBC 等广播电台以及剧院等，以便丰富游人的精神生活。 

 

地址： 釜山水营区广安 2 洞 

开放时间： 上午 9 点-下午 6 点  

交通： 
火车 (从釜山站出发)40, 41, 42, 139, 1001, 1003 路市内巴士 - 广安里入口下车，搭乘地铁在西面站换乘 2 号线 - 

金莲山站，广安里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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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从金海机场出发) 搭乘开往海云台方向的机场大巴(发车间隔 15 分钟)，在南川洞(和睦大厦前)下车         

从釜山站乘坐 42, 139, 1001, 1003 路市内巴士，在广安里入口下车 

从高速巴士客运站(东莱)乘坐 131,131-1 路市内巴士 

地铁(2 号线)广安站下车 - 3,5 号出口出来，步行 5 分钟即到   

附近住宿： 

旅馆：Royalbeach 旅馆(051-746-2785)、Queen 旅馆(051-751-4419)         

酒 店 ： Dawn Beach 观 光 酒 店 (051-760-1500) 、 Sydney 观 光 酒 店 (051-756-0202) 、 Silver 观 光 酒 店

(051-758-8888)、Utopia 观光酒店(051-757-1100)、Marina 酒店(051-758-5670)    

周边景点： 
景点：奥林匹克公园、广安大桥、UN 公园、民乐水景公园、玉莲禅院 

庆典：广安里鱼坊节、广安里海边音乐会、正月十五水营传统月亮房游戏 

 

 

松亭海水浴场 [송정해수욕장]     
松亭海水浴场的沙质好，海水浅，适宜与家人一起享受海水浴。沙滩长 1.2 公里，宽 57 米，面积达 62150 平方米，可容纳 14 多万人。

从松亭川运来的优质沙子和丽文蛤等贝壳受风化作用后形成的碎石共同组成的沙滩，如同铺上了一层细珠碎玉。加上浓郁独特的南国风

味，可谓是一个完美的海滨浴场。此外海水浴场入口处的竹岛上有着茂密的松林和休闲空间，东北端则可以享受垂钓之乐。夏天可以在

码头乘坐水上摩托及游船。松亭海水浴场中有一处叫松日亭的亭子，这里的日出和月出可谓是闻名全国。 
  
这里离釜山有一段距离，因此与釜山的海水浴场不同，显得十分幽静。每年在这里举行正月十五海藻节和松亭海边节，夏天，许多游客

经常到这里来避暑。 

 

地址： 釜山市海云台区松亭洞   

开放时间： 24 小时 

交通： 

首尔->釜山->松亭海水浴场 

① 首尔->釜山       

火车: 首尔站(地铁 1 号或 4 号线)乘火车至釜山(KTX 需 2 小时 40 分钟；新村号需 3 小时 40 分钟；无穷花号需 5

小时 20 分钟) 

首班车：05:25, 末班车： 23:00, 发车间隔 5-10 分钟 

② 釜山站->松亭海水浴场 

乘坐 139, 140, 239, 302-1 路汽车。 

乘坐地铁 2 号线至海云台站(7 号出口)下，换乘 100, 100-1, 139, 142 路汽车即可。 

搭乘巴士于松亭站下车后徒步 600M 左右即可。 

周边景点： 竹岛、三光寺、土岩瓷器公园、清沙浦、梵鱼寺、海东龙宫寺、海云台观月路 

 

 

影岛太宗台游园地 [영도 태종대 유원지]     
影岛是绝影岛的简称。很久以前，这一带就是有名的牧马场，盛产像风一样快，连影子都看不清的名马，也就是“绝影名马”，这就是绝

影岛名字的由来。太宗台是釜山市的受保护文物，与五六岛一起都属于代表釜山的岩石海岸，十分有名。以海拔 250 米的最高峰为中心，

长有松树等 200 多种茂密的树木。好似鬼斧神工削凿而成的悬崖峭壁，怪石奇岩，险峻奇丽，“太宗台”郁郁葱葱的树林和粼粼的波涛，

绿蓝交映，在明丽的天空下，十分迤逦。天气晴好的日子，还能看到海对面的日本领土。这样一个山景、海景皆美的地方，文人墨客自

然是经常光顾。尤其是灯台下形态奇特的神仙岩是太宗台的代表性景观，据说是迄今约 12 万年前第 4 期最后一次干冰期的产物。最后

一次干冰期后，釜山地区隆起，太宗台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因此，太宗台不仅仅是一处美丽的景点，在了解釜山的自然史方面，也

有相当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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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釜山市影岛区东三洞山 29-1 

开放时间： 04:00-24:00（平时禁止车辆通行） 

门票： 免费   

周边景点： 绝影海岸散步路、东三洞贝塚展示馆、青鹤洞城隍堂、东三洞颂德碑、朝岛等 

 

梵鱼寺 [범어사] 
梵鱼寺位于釜山的名山金井山麓，是距今约 1300 年前的新罗(BC59-AC932 年以庆尚道地区为中心的国家)文武王(661-681)18 年(678

年)时期义湘大师(625-702)所建。地理志《东国与地胜览》中对梵鱼寺的来由是这样记载的：金井山的山脊上有一井，呈金色，有金色

鱼乘五色云自天而下至井内玩耍，故得名金井山、梵鱼寺。 
 
梵鱼寺最初的建筑在壬辰倭乱(1592-1598)时被毁，现在的建筑是 1713 年重建的。大雄殿建筑手法细腻而华丽，堪称朝鲜时期

(1392-1910)建筑之顶峰。寺内有建于 9 世纪左右的三层石塔和由四根柱子支撑的一柱门，还有 7 座殿阁、楼阁，3 扇门，11 座庵堂等。

此外还有受保护植物－藤树林与其间的溪谷融为一体，每年 5 月周围的景致尤显美丽。         

 

地址： 釜山金井区青龙洞 546 号 

开放时间： 08:30-17:30 

徒步路线： 梵鱼寺停车场 - 内院寺 - 高唐峰 - 定水岩 - 山城村（9km，2 小时 40 分钟）   

交通： 

釜山地铁 1 号线梵鱼寺站 5 号或 7 号出口出站后沿两个出口之间的道路步行 5 分钟，即有三辰交通汽车站，乘坐

90 路汽车可至梵鱼寺售票处入口。 

乘坐 37, 47, 48, 49-1, 50, 50-1, 80-1, 147, 148, 247, 301 路汽车，在终点下车后换乘 90 路汽车。       

梵鱼寺从站到梵鱼寺入口，搭乘计程车需要 5-10 分钟。 

周边景点： 东莱温泉、釜山大学等 

 

 

海东龙宫寺 [해동용궁사] 
海东龙宫寺位于釜山东海岸，是韩国唯一一座位于海边的寺庙，周边景色非常优美。 龙宫寺由曾经做过恭民王的王师的懒翁大师于 1376

年创建，该寺庙依山傍海，内有海水观音、大雄殿、龙王堂、窟法堂、四狮子三层石塔等景观。大雄殿重建于 1970 年，建筑表层涂有

丹青，多年来见证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大雄殿右侧石窟内是样式奇特的窟法堂，正面则是四狮子三层石塔。石塔的每一层都有 4 个分别

代表喜怒哀乐的狮子，因此被称为“四狮子”。         
  
龙宫寺最特别的景致当属 108 阶和日出岩。从龙宫寺入口必须下 108 阶才能来到寺庙，而日出岩就位于 108 阶中间。站在岩石上可以

聆听到海浪拍打岩壁的声音，欣赏日出的壮观美景。每当新年，不少人都来到这里面对日出许下心愿。而农历 4 月时，龙宫寺入口樱花

繁盛。到了释迦摩尼诞辰， 寺庙被电灯装扮起来，呈现出幻想般美丽的夜景。         

         

地址：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邑侍郎里 

开放时间： 04: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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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免费 

交通： 

釜山站: 乘坐 139, 140, 2003 路市内巴士或 239, 302-1 路座席巴士至松亭海水浴场，换乘出租车或 181 路市内巴

士至龙宫寺下车，共需 1 小时。   

高速巴士客运站: 同客运站站相连的地铁 1 号线至东莱站，对面车站换乘 100, 100-1 路市内巴士至松亭海水浴场，

再换乘出租车或 181 路市内巴士至龙宫寺下车，共需 1 个半小时。     

在金海机场乘坐 310 路汽车在釜山站下车，然后换乘 139, 140, 2003 路市内公交, 或者 239, 302-1 路直达巴士，

在松亭海水浴场下车, 搭乘计程车或者乘坐 181 路公交汽车在龙宫寺下车, 需要 1 小时 30 分钟。 

周边景点： 海云台温泉，观月岭，瓷器公园，水产科学馆，松亭海水浴场，侍郎台等 

 

 

海云台迎月路 [해운대 달맞이길] 
海云台迎月路位于海云台海滨浴场通向松亭海滨浴场的路口(卧牛山山腰)，是一条樱树与松树林茂密的小道。在这条路上，有 15 个以上

的弯儿，因为也被称作 15 曲道，并且还有长达 8km 的兜风路线。每逢正月十五，明亮的月光照在宁静的海面，更显得娇媚诱人。         
 
在 1997 年 2 月，这里修建了可以赏月的亭子“海月亭”，沿传至今已经成了这条路的一处象征，亭子的建筑风格是沿用了古时的手法，

显得高雅朴素。2000 年 1 月，又在此建了新千年纪念钟塔，这座塔不仅仅是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还是为了纪念过去，象征着釜山

人要在新千年之际，怀揣希望，誓将釜山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海洋城市。       

        

地址： 釜山海云台区中洞 

开放时间： 24 小时 

交通： 在海云台海水浴场乘坐市内巴士(100、139、140、141、142、239、302 路)，5 分钟后在美浦下车 

 

 

五六岛 [오륙도]
五六岛位于釜山南区的一端，每天随潮水涨退情况不同会露出五个或六个小岛，系釜山市的受保护自然区。该岛是岩石岛，由两部分组

成。从陆地延伸的五个岛中除灯塔岛外都是无人居住的岛屿。这五个岛分别是雨朔岛(32m)、鹰岛(33m)、锥岛(37m)、牡蛎岛(68m)、

灯塔岛(28m)，其中雨朔岛也称为盾牌岛和松岛，两岛的下部几乎相连，涨潮时看起来就是一个岛，而退潮时就成为两个岛。岛的名字

大概也正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现象。五六岛是进入釜山港的各种船只必经之地，因此也是釜山港的象征。      

        

地址： 釜山市南区龙湖洞 936-941 号 

交通： 海云台游览船(051-742-2525) 运行时间/09:00 ~ 日落, 1 小时一班(休日，夏季 40 分钟一班) 

 

 

UN 纪念公园 [유엔기념공원] 
UN 公园是安放 1950-1953 年韩国战争间战死的联合国士兵英灵的墓地公园。约 135,000 ㎡的公园内，一片碧绿的草地，追慕馆、纪

念馆、土耳其纪念碑、希腊纪念碑、澳大利亚纪念碑等及联合国军慰灵塔和池塘排列有序。追慕馆和纪念馆分别于 1964 年和 1968 年

由 UN 建造，而公园的大门则是由釜山市民捐助修建的。UN 公园每年都举办很多活动，4 月有参战勇士参拜式，5 月最后的周一有美军

显忠日(American Memorial Day)，6.25 日有 6.25 纪念式，10 月 24 日则有联合国日纪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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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釜山广域市南区大渊 4 洞 779 号 

开放时间： 
10 月-5 月 09:00-17:00 (入场截止至 16:30)       

6 月-9 月 09:00-18:00 (入场截止至 17:30) 

交通： 

机场：在国际旅客站乘坐 201 路座席巴士，在伽倻 1 治安中心下车后换乘 68 路一般巴士, 在 UN 公园下车       

火车站：在釜山站乘坐 134 路一般巴士在 UN 公园下车(距离 7.6km)         

高速巴士客运站：在老圃洞综合巴士客运站乘坐 50 路巴士后，在东莱电信局换乘 51-1 路巴士，在市立博物馆下车

（距离 20.9km）       

市内巴士：① 在西面乘坐 68 路，在 UN 公园下车 ② 在釜山站前乘坐 134 路，在 UN 公园下车         

地铁：乘坐开往广安里的地铁 2 号线在大渊站下车，3 号出口出来后步行 15 分钟         

 

 

龙头山公园 [용두산 공원]
釜山塔所在的龙头山公园内约有 700 多种生长繁茂的植物，是深受釜山市民喜爱的休憩场所。公园位于貌似出海蛟龙的龙头山上，面积

约 69,000 ㎡。釜山塔高 120m，可一览釜山市内及釜山港口的全景。而龙头山公园最有名的正是在釜山塔上观看到的釜山夜景。夜间，

蓝色的照明灯不仅将塔体装扮得更加迷人，也为釜山的夜景增添了几分迷幻的色彩。釜山塔内除展望台外，还有水族馆和咖啡厅。此外，

公园内还竖立着朝鲜时代(1392-1910 年)名将李舜臣将军的铜像和 4.19 纪念塔。      

        

地址：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洞 2 街 

交通： 

火车：釜山站 - 对面乘坐巴士 - 南浦洞下车 - 步行 10 分钟 - 乘坐光复洞电梯到达 

地铁：南浦洞站下车 - 步行 10 分钟         

市内巴士：南浦洞云雨堂/剧场街下车 - 步行 10 分钟         

1) 西部客运站 8, 13, 15, (座席)8, 15, 13, 310, 309 路   

2) 龟浦站 15, 126, 126-1, (座席)15, 126 路   

机场大巴：310 路大厅洞 旧)美文花园下车 - 步行 10 分钟   

周边景点： 白山纪念馆、扎噶其市场、中央公园 

 

 

洛东江候鸟栖息地 [낙동강하류 철새도래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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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阔的河口上，分布着日雄岛、乙淑岛等众多岛屿以及三角洲、

沙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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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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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釜山江西区明旨洞海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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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乙淑岛候鸟公园 08:00-20:00 

洛东江候鸟栖息地 09:00-18:00(入场时间截止至 17:00)   

休息日：1 月 1 日，周一（跟法定节假日重叠时，次日休息）      

门票： 
个人：青少年 500 韩元；成人 1000 韩元 

团体：青少年 300 韩元；成人 500 韩元 

交通： 
地铁 汽车（约需 30 分钟）：釜山地铁 1 号线下端站 5 号线出来，乘坐 58 路、 520 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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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购物 

扎噶其市场  快来品尝海鲜盛宴 
札嘎其市场是釜山乃至全国有名的水产品市场。札嘎其市场是形成于19世纪末期的鱼市场，历史悠久，如今已发展成为供应全国30~50%

左右的水产品、干鱼量的庞大规模。从釜山港滨临的南海及附近沿岸海域捕捞的各种海产品一年四季供应丰富，游客们可以随时来这里

购买及品尝到活生生的海鲜。活蹦乱跳的海鱼、肉质肥美的螃蟹、喷水的海鞘等，如同海洋大会，样样齐全。 
  
市场内的另一大魅力要数市场的形象人物——卖海鲜的大婶儿们。用略微刺耳的釜山方言叫卖的大婶们，和客人们热情地讨价还价，将

釜山平民们最真实、最自然的一面展示给人们，令人倍感亲切。每年 10 月这里还会举行“札嘎其庆典”，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美食

家们，可以品尝到各种新鲜美味的海鲜料理，还可以参加和体验到多姿多彩的趣味活动。 
  
釜山露天店铺村的独有美味 

去过札嘎其市场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露天店铺”内品尝到的美味。札嘎其市场前，鱼市场左侧对面的数十家露天店铺内，可以品尝到各

种生鱼片、鲸鱼肉、烤鳗鱼等釜山才有的海鲜珍味。特别是将入味的鳗鱼用火烤后，微辣喷香，是札嘎其市场的著名料理，受到外国游

客的欢迎。从露天店铺往鱼市场里面走，还有很多海鲜料理店、烤鱼店、烤蛤蜊店、生鱼片店等，丰富多样、各式料理令人垂涎三尺。 
  
将美味进行到底——干鱼市场 

如果您品尝过釜山味美绝伦的海鲜的话，一定会想“在家里也能随时吃到如此鲜美的海味就好了”。那么不难，札嘎其市场附近的鱼干

市场就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以深受日本游客欢迎的紫菜为代表，海菜、海带、鱿鱼、干贝、干黄花鱼等各种干鱼类食品供应齐全，携带

方便，为您的餐桌增添美味。 

 

旅游咨询中心： 

札嘎其市场旅游咨询处 

备有札嘎其市场介绍手册，有日语翻译咨询员常驻，提供咨询服务。 

咨询时间 : 06:00-21:00 

电话号码 :  82-51-713-8024           

物品保管处： 

釜山地铁 1 号线札嘎其站内 

使用费： 一天小型 1,000 韩元，大型 1,600 韩元 

位于札嘎其站 10 号出口方向。以 24:00 点为准，超过时加算 1 天的费用。只可用现金支付。                      

只有在信息中心的服务时间内（10:30-22:00）才可使用。   

交通-地铁： 
从地铁 1 号线札嘎其站 10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到（约 300m） 

从地铁 1 号线南浦洞站 2 号出口步行 6 分钟即到（约 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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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机场巴士： 机场豪华大巴（西面、釜山站方向）在札嘎其市场入口前停车。（开往金海机场）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驶往太宗台方向(Taejongdae-bound Course)的釜山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PIFF 广场前 

 

 

Centum-City  同享时尚购物与休闲娱乐 
釜山 Centum City 是韩国各地购物达人们喜爱的休闲购物名处，作为釜山新都市的 Centum City 还拥有着“世界最大百货店”的殊荣。

以新世界 Centum City 为代表，乐天 Centum City 等大规模的百货商店汇集于此，向顾客们展示走在时尚前沿的世界名品。Centum City

本身就是一座集建筑、艺术、购物、娱乐、文化等各种设施为一体的新型都市，其周边的旅游胜地更是釜山游的必到路线。韩国内最大

规模的海水浴场——海云台海水浴场、釜山水族馆、APEC House 等著名景区均位于附近，使 Centum City 成为名副其实的 100 种乐

趣、100 般精彩的“旅游新都市”。 
  
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新世界 Centum city 店 

釜山 Centum city 购物一号店——新世界 Centum city 店，拥有超乎想象的庞大规模和各种豪华设施，获得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世界

最大百货店”的殊荣。这里以休闲购物为中心，拥有画廊、溜冰场、公园、文化中心等休闲娱乐兼文化设施，体现了韩国一站式复合型

购物文化空间的精髓。新世界 Centum city 的名品卖场内，顾客们可以购买、欣赏到最前沿的时尚名品，受到全世界购物达人们的宠爱。

百货店内还会经常举办时装秀等多种时尚活动，来韩之前提前确认的话，会令您的 Centum city 之行更加精彩有趣、收获更丰哦。新世

界 Centum city 店虽然经营历史短暂，但其规模和人气已受到世界的认可，荣登世界级的购物中心的宝座。 
 
釜山市民的购物中心——乐天百货店 Centum city 店 

乐天 Centum city 店也是釜山 Centum city 的亮点之一，乐天百货店在釜山的历史悠久，一直受到市民们的认可和喜爱。位于乐天百货

店正门处的文化广场，拥有活动舞台和广阔的空间，特别受到家庭游客们的青睐。汇集世界顶级名品的乐天百货 Avenuel，是名牌达人

们的购物乐园。此外，受到年轻人宠爱的青年品牌卖场也是乐天百货店的人气所在及魅力之一。 

 

旅游咨询中心： 

BEXCO 釜山旅游咨询处 

从釜山地铁 2 号线 Centum City 站 1 号出口步行 3 分钟即到，位于 BEXCO 会展中心内。设置了宣传资料摆放

架，可以提供英语、日语的口译服务。 

咨询时间 : 09:00-18:00 

电话号码 :  82-51-740-7339        

物品保管处： 

釜山地铁 2 号线 Centum City 站内 

使用费： 一天小型 1,000 韩元，大型 2,000 韩元 

以 24:00 点为准，超过时加算 1 天的费用。只可用纸币支付。   

交通-地铁： 与地铁 2 号线 Centum City 站直接相连 

交通-机场巴士： 
机场豪华大巴（开往南川洞、海云台方向）在釜山会展中心前停车。 

307 路座席巴士在釜山会展中心(BEXCO)前停车。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驶往海云台方向(Haeundae-bound Course)的釜山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釜山会展中心(BEXCO)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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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浦洞  釜山第一名胜 
釜山的南浦洞是国内外游客们都喜爱的旅游名胜。每年秋季，世界范围的著名电影人相聚一堂、群星闪耀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就在这里举

行。电影节的主要舞台之一“PIFF 广场”也就成了南浦洞的一大亮点。这里不仅是享受电影等文化生活的好地方，南浦洞各个胡同内挤

满的特色小吃等美食店，更是随时诱惑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客人。此外，乘坐自动扶梯就可以来到附近的龙头山公园。除了散步路外，

将釜山美景尽收眼底的展望台是游客们的必经路线，超有人气。 
   
南浦洞 PIFF 广场——与世界明星相聚 

提到南浦洞，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每年 10 月在这里举行的“釜山国际电影节 PIFF”。今年迎来第 15 届的釜山国际电影节是亚洲

地区规模最大且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期间，国内外的电影明星们纷纷亮相红地毯，争芳斗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电影迷

及粉丝们的到来。因电影节而扬名的釜山南浦洞 PIFF 广场也成为电影节的麦加地，其附近的釜山剧场、大荣影院、 Cinus、CGV 等多

个电影院聚集在一起，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最便利的电影观览设施，尽显电影节举办地之风采。 
  
购物天堂别样体验 

南浦洞的又一大魅力是购物之乐。以主街为中心，街边大型的品牌专卖店，促销过季商品及国际品牌制品的名牌特价购物中心等，吸引

着购物族们的脚步。但这里物美价廉、尽显时尚元素和创作气质的各种特色商品，才是南浦洞购物的真正魅力。服装、饰品、包类、鞋

类……挤满了各个胡同的时尚制品，受到十几岁到三十岁左右购物达人们的喜爱。在街边的露天店铺内挑选各种服装、饰品，也是只有

在南浦洞才能体验到的风景之一。即使不购物，随便走走逛逛，这里活跃、热闹的气氛也会让您陶醉其中，乐不思蜀。 

 

旅游咨询中心： 

釜山综合旅游咨询处 

釜山综合旅游咨询处位于地铁 1 号线南浦洞站 2 号出口前，有会说英语、汉语、日语、俄语的旅游咨询员，常

年不休提供旅游咨询服务。拥有尖端的旅游指南系统、旅游纪念品展示、休息空间和网吧等设施，还设置了崔

智友照片区供游客们拍照。 

另外在南浦洞、札嘎其市场、国际市场、龙头山公园等周围游客比较多的地区，也有巡回走动的旅游咨询员，

提供口译、旅游咨询、分发地图、介绍饭店等咨询服务。 

咨询时间 : 09:00-20:00（年中无休） 

电话号码 :  82-51-253-8253    

物品保管处： 

釜山地铁 1 号线南浦洞站内 

使用费： 一天 1,000 韩元 

位于南浦洞站 1、2 号出口方向。以 24:00 点为准，超过后加算 1 天的费用。只可以用现金支付。 

交通-地铁： 地铁 1 号线南浦洞站 2 号出口 

交通-机场巴士： 机场豪华大巴（西面、釜山站方向）在凤凰酒店(PHOENIX HOTEL)前停车。（开往釜山火车站）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驶往太宗台方向(Taejongdae-bound Course)的釜山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昌善旅游咨询处前 

 

 

釜山国际市场  进口产品购物乐园 
釜山最大的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是釜山最大规模、历史悠久的传统市场。1950 年韩国战争时期，人们开始在这里销售物品进行商务往来，天长日久自然而然

地形成了市场。釜山国际市场同首尔最大规模的南大门传统市场类似，市场内批发零售各种新旧产品、二手货等多种商品。因此，无论

是批发商还是一般的顾客，都可以低廉的价格进行购买。特别是战后，美国的军用物资等各种进口产品通过国际市场向全国流通，使釜

山综合市场的名声大振。釜山国际市场的附近还有富平市场、札嘎其市场、南浦洞等釜山有名的购物兼旅游景点。 
  
五花八门、趣味不断的富平市场 



                          韩国 

40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釜山国际市场对面就是有名的罐头市场——富平市场。以前，这里流通的进口产品中尤以罐、瓶装的产品居多，因而得此名。当然，现

在这里流通着更多的进口产品，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多，可让人走马观花逛上一天，还会觉得时间短暂。富平市场内，孩子们的零食小

吃、华丽美观的厨房用品，质优价廉的服装、包类等，遍布于各个建筑和胡同里，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旅游咨询中心： 

昌善旅游咨询处 

这个旅游咨询处位于光复洞的中心，与治安中心一起实行年中无休制。从南浦洞站 1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到，

配备有电子地图和屏幕地图，并提供英语、日语、俄语口译服务。 

咨询时间 : 09:00-20:00 

电话号码 :  82-51-242-8253 

交通-地铁： 
从地铁 1 号线札嘎其站 7 号出口步行 7 分钟即到（约 450m） 

从地铁 1 号线南浦洞站 2 号出口步行 6 分钟即到（约 330m） 

交通-市区游巴士： 
可以乘坐驶往太宗台方向(Taejongdae-bound Course)的釜山市区游巴士。 

乘车处： 昌善旅游咨询处前、PIFF 广场前 

 

 

釜山行程线路  特价韩国旅游线路 
 
 
 
 
 

09:00 首尔站   

从首尔站乘 KTX 到釜山只需 2 小时 40 分左右。首尔站里有不少特色餐厅和商店、大型购物中心。提前到达车站的游客，也不用担心会

无聊。 

11:40 釜山站 

从首尔乘坐 KTX 高速列车至釜山，只需 2 小时 40 分就可到达。到站即可发现位于售票处右侧的综合旅游咨询处，在那里，游客可免费

获得旅游指南及釜山交通、庆典活动等的相关信息。此外，咨询处还发放广安里游船的优惠券，需要的游客不要忘了领取哦！ 
 

出釜山站后往前约 100 米后乘坐釜山地铁 1 号线→至札嘎其站下→从 7 号出口出，往前步行 5 分钟左右 

12:20 南浦洞国际市场  복   

国际市场曾是韩国战争时难民们聚集起来，销售当时美军军需品的地方。 如今的国际市场已成为釜山最大的集贸市场，不仅物品的种类

繁多，价格也优惠、实在，规模与首尔南大门市场齐名。釜山国际市场内除售卖各种生活必需品、服 装、家电等以外，还提供多种物美

价廉的小吃，尤其受到游客的喜爱。釜山最有名的鱼丸串当然也可以找到，千万别忘了一品为快！ 
 

在南浦洞站乘坐地铁→至西面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到世纪城(centum city)站下→从 1 号出口出，步行 5 分钟左右 

15:30 BEXCO  

Pm 15:30 BEXCO BEXCO 作为专业性的国际会展中心，不仅拥有高 3 层、可容纳 5,800 人的会议厅和面积大 4,843 ㎞  的玻璃(glass)

厅，还有足球场 3 倍大小的展厅。会议厅预计将被用于本届 APEC 峰会和阁僚会议。 
 

步行至 BEXCO 正门对面的现代市立美术馆 

 第一天 釜山站 国际市场 BEXCO 市立美术馆 海云台冬柏岛 

http://www.17u.cn/dujiatag/suzhou/chujingyou/hanguo/136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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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釜山市立美术馆 [Busan Museum of Modern Art] 

釜山市立美术馆年年都推出形式多样的美术作品展，建筑物外设雕像和座椅。看过展览腿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呼吸一下露天清

新的空气。 
 

地铁 2 号线市立美术馆站→海云台站→3 号出口出→往海云台海水浴场方向步行 

Pm 18:30 海云台冬柏岛 

冬柏岛位于朝鲜饭店入口处，与海云台沙滩相连。从冬柏岛上可眺望不远处 APEC 会场和广安里大桥的景色，不仅深受各地游客喜爱，

也是当地居民钟爱的漫步路线。 
 

从朝鲜饭店旁的海云台海水浴场路出→步行至水族馆前的铁轨对面 

19:30 晚餐  복  

Y 在釜山，要吃新鲜美味的海味，就得到海云台小吃城、广安里生鱼片中心或札嘎其市场等地。靠近海云台海岸的八道观光海鲜店位于

大路旁，很容易便能找到。海鲜的价格随时节而变化，通常 2~4 人享用的海鲜价格在 4~6 万韩元之间。 
 

 
 
 
 
 

Pm 08:00 釜山港沿岸客运码头 

位于釜山市内的沿岸客运码头每天都有 1~2 趟开往巨济岛、外岛的客船和数趟往返于济州的客船。 购买船票后，登船前，游客还须填

写护照号、国籍、姓名、住址等简单的个人信息，以作备案记录之用。 水波荡漾时，船身摇晃得比较厉害，1 层的游客应注意防止晕船。

2 层设有座椅，相对更安稳。 
 

乘船 55 分钟  

09:00 长承浦客运码头 

从釜山乘船前往巨济岛时，船一般停靠在长承浦客运码头。如果提前办理了租车手续，或报名参团的游客，就可在长承浦与相关人员碰

面。当然，没有提前报名参加旅游团的游客也可到长承浦内的旅行社报名申请。 返回釜山时，也在长承浦乘船，每天上午 8 点到下午 6

点间有船开往釜山。 
 

沿长承浦客运码头右侧大路往前→长承浦游船码头对面，步行 5 分钟 

09:10 铁锅海鲜汤  복 

要慰劳在海浪起伏中荡漾的胃，最好的选择就是巨济特色之一的海鲜汤。加入虾、蟹、蛤蜊等海物熬煮而成的海鲜汤味道鲜美，更能缓

解乘船带来的疲惫。除海鲜汤外，店家还准备有海鲜大酱汤、营养石锅拌饭等。 

电话: +82-55-681-8222(韩), +82-55-1330(中)     

路线: 往长承浦游船码头右侧步行 2~3 分钟    地点: 庆尚南道巨济市长承浦洞 692-3 
 

过餐厅前人行横道后步行 2-3 分钟 

10:00 长承浦游船码头  

开往外岛、海金刚、每勿岛、红岛等地的游船都从长承浦游船码头出发。买好游览外岛和海金刚的船票后，登船。 需要注意的是，船票

和外岛的门票(国立公园)需要单独购买。码头不接受个人的船票预订，游客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乘船。大雨大风天气，受海面波涛影响，

 第二天 
釜山沿岸客运码头 长承浦 外岛/海金刚 海上游船 豆腐村 

巨济岛俘虏收容所遗址公园 巨济市内 长承浦 札嘎其市场 龙头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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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可能不开，应事先打电话确认天气状况。 
 

乘游船至外岛/海金刚(路线 A) 共需 3 小时 

外岛海上农园 

因电视剧<冬季恋歌>最后一幕取景于此而广为人知的外岛海上农园，是个像童话世界般美丽的地方。精巧的房子为绿色所簇拥，走进去

就像走进梦境。 站在观景台上能欣赏到外岛与远处海金刚的景色，慢慢绕岛一周大约需要 1 小时 30 分钟左右。欣赏完岛上风光后返回

游船即可。 

海金刚  

从外岛海上国立公园返回乘船，向海金刚这个海上景致与韩国名山金刚山相媲美的地方出发。由于船身在波浪中起伏很厉害，游客从舱

内到甲板上去时应注意安全，尤其要小心管理手中的相机，以免波浪拍打的海水溅入相机中。不过，游船上仅提供韩语广播。 

 
在铁锅海鲜汤店对面的汽车站乘坐开往古县长途客运站的汽车(需 40 分钟)→到站乘坐出租车→至巨济岛俘虏收容所
遗迹公园前下车 (需 10 分钟)→ 巨济岛俘虏收容所遗迹公园正门对面，需 50 分钟 
 

14:00 豆腐村 

位于巨济岛俘虏收容所对面的豆腐村采用巨济当地种植的黄豆为原料，当天榨取，新鲜又健康。随豆腐而上的小菜也以蔬菜类为主，友

谊身心健康。 餐厅的外观颇像草屋，内部座椅均为座席。 

地点: 庆尚南道巨济市新县邑上洞里 476-17 
 

豆腐村前人行横道对面 步行 2~3 分钟 

15:00 巨济岛俘虏收容所遗址公园  

1950 年间曾收容 17 万 3 千名战争俘虏的收容所，如今只有小部分建筑保留下来，其余的全部为新建。微缩并还原的巨济岛俘虏收 容

嫌已建成公园对游人开放。收容所内陈列着当年富路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生活用品和日常照片等。巨济岛收容所公园重现了当时的历史，

尤其受到学生和团体游客的喜爱。 
 

沿巨济岛收容所对面大路往前→左转后往前 步行 15 分钟 

16:00 巨济市内  

游览巨济市区，大概需要一天左右时间。不过，由于大众交通不太发达，游客最好还是报名参加当地的旅游团。 巨济市内几乎没有高层

建筑，但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服装、家电类产品以及医院等便利设施应有尽有。此外，市内集贸市场多，到处可见土特产品的身影。游

览完巨 济市内，在古县长途客运站乘车返回长承浦码头即可。长承浦码头开往釜山的客船每天下午 6 点前结束航运，游客应注意安排

好乘船时间。 

 

古县长途客运站乘车至长承浦(需40分钟)→在长承浦码头乘船到釜山(需1小时)→从釜山客运码头步行至札嘎其市场
(需 20 分钟) 
 

18:00 札嘎其市场  복 

韩国规模最大的札嘎其市场已是釜山知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里不仅售卖各种新鲜的海产，也有刚出炉的美味小吃刺激食欲。 既有新鲜

生鱼片、寿司、鱼汤等海味，也有红豆粥、土豆汤等名特小吃。不过，要说到了札嘎其市场绝不能错过的就还得属烤鳗鱼。晚餐就来品

尝一下众人称道的札嘎其美味吧！ 

21:00 龙头山公园  

龙头山公园是釜山的知名景点，釜山塔、水族馆等均位于公园内。从龙头山公园还能眺望到釜山市内的景色。APEC 会议期间，预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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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在此举办。 龙头山公园一直开放到夜间 10 点，住在附近的游客抽空去看看釜山的夜景将是不错的选择。釜山塔

和水族馆需另行购买门票，龙头山公园免费。 

 

 

 
 
 
 
 

08:00 首尔泡萝卜  복 

开业于 1974 年的餐厅因牛肉汤而深受食客喜爱，即使非就餐时间，也是人来人往。餐厅自制的泡菜尤其值得称道。牛肉浓汤(雪浓汤)

量大，并有面条，每份 6,000 韩元。 
电话: +82-51-245-3950    地点: 釜山市中区南浦洞 2 街 11-0 

 

在南浦洞站乘地铁 →到西面换乘开往广安方向的 2 号线至 Motgol 下(乘车时间 25 分钟)→Motgol 站 4 号出口出，
往前步行至第一个三岔口右转 → 按大韩地籍公社、UN 纪念公园标志牌往前即可 (10 分钟左右) 
 

10:00 UN 纪念公园  

乘坐 KTX 返回首尔只需两个多小时，趁着上午的时间还可以再看看釜山的景点。UN 纪念公园是韩国 6.25 战争联合国军队的墓 地，时

常有人前来参观。旁边的 UN 雕刻公园因着幽静的庭院设计，也逐渐成为游客喜爱的景点之一。如果还有时间，到公园前面的釜山市立

博物馆去看看也不错。 

 

步行 15 分钟左右到 25 号线站乘坐铁 → 在西面站下 → 换乘 1 号线至釜山站下 (乘车时间 22 分钟)→ 在釜山站乘
坐 KTX 返回首尔 (KTX 需 2 小时 40 分钟) 
 

14:40 首尔站  

首尔站有不少美味的餐厅和购物场所。此外，KTX 建筑旁的旧首尔站也将作为首尔站文化馆向游客开放。 

 

 

 

 

 

 

 

 

 

 

 

 

 

 

 

 

 

 

 第三天 首尔泡萝卜 釜山 UN 纪念公园 首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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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景点 

汉拿山国立公园 [한라산국립공원] 
汉拿山巍然耸立于济州岛的中部, 海拔 1950 米, 是代表济州岛的名山, 又称瀛州山，意思是高得可抓住银河。汉拿山分布着各种植物，

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1970 年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周围分布着 368 座寄生火山山峰（当地语为“Oreum”）。  
  
汉拿山以其从温带至寒带的垂直植物生态分布系统而闻名。这里有着 1800 多种植物和 4000 多种动物（昆虫类 3300 多种），并有多条

登山路线，可很好地观察周围的山势。汉拿山的登山路线在 10 公里以内，当天即可登上山顶，但由于天气变化十分剧烈，加上风大，

登山者应带上足够的装备。 

 

地址： 济州道济州市海安洞 

徒步线路： 

御里牧登山路 

利用济州市和西归浦市中文洞连接的 1139 号道路(1100 道路) 

济州市 - 御里牧探访咨询中心 约需 35 分，中文-御里牧探访咨询中心，约需 50 分 

灵室登山路 

利用济州市和西归浦市中文洞连接的 1139 号道路(1100 道路) 

济州市-灵室探访咨询中心 约需 50 分，中文-灵室探访咨询中心，约 30 分 

城板岳登山路 

利用济州市和西归浦市连接的 1131 号道路(516 道路) 

济州市-城板岳探访咨询中心 约需 30 分，西归浦市-城板岳探访咨询中心，约需 40 分 

观音寺登山路 

利用济州市我罗洞山川坛和耽罗教育院、天王寺连接的 1117 号道路 

济州市-观音寺探访咨询中心 约需 25 分，西归浦市-观音寺探访咨询中心，约需 50 分(路线公共汽车仅限周末运行) 

顿乃克登山路 

利用西归浦市顿乃克游乐场和耽罗大学连接的 1115 号道路 

济州市-顿乃克探访咨询中心 约需 1 个小时，西归浦市-顿乃克探访咨询中心，约需 25 分    

门票： 
门票: 免费 

观音寺野营场: 小型 3000 韩元、中型 4500 韩元、大型 6000 韩元 

交通： 

首尔 → 济州岛 

在金浦机场（地铁 5 号线金浦机场站）搭乘飞机前往济州岛 

金浦机场大巴 ( http://www.airport.or.kr/  82-1577-2600: 韩英日中) 
 
汉拿山登山路众多，详情请参考 汉拿山国立公园中文网站，下面仅列出其中的几条交通方式 

1） 从济州市外巴士客运站( 82-64-753-1153 한 )乘坐大巴前往城板岳(首班车 06:00/末班车 21:30,发车间隔为

10 分钟,需要 35 分钟)，在城板岳入口下车。         

2） 从516国道汽车站( 82-64-762-4345)乘坐开往城板岳的郊外汽车(首班车06:00/末班车21:30,发车间隔10~12

分钟,需要 30 分钟~40 分钟)，在城板岳入口下车韩元。 

3） 从济州郊外汽车站乘坐开往奥利木的郊外汽车(首班车 06:30/末班车 16:50,发车间隔 1 小时,需要 30 分钟)，在

奥利木入口下车即可。 

 

 

 

 

http://www.airport.or.kr/
http://www.hallasan.go.kr/chinese/content.php?page=02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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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日出峰 [성산일출봉] 
城山日出峰海拔 182 米，系 10 万年前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位于济州岛东端，是一块高耸的巨岩，其顶部有巨大的火山口。火山口直

径 600 米，深 90 米，面积达 8 万多坪。99 块尖石围绕在火山口周围，如同一顶巨大的皇冠。东南面及北面是悬崖，只有西北面是草

坪山脊，与城山村相连。由于山脊上铺了草坪， 既可散步，也可骑马。   
  
城山日出峰顶观日出可谓是叹为观止。附近的油菜花一到春天就开得黄灿灿，在其间观看日出更是美妙无比。城山日出峰于 2000 年 7

月 19 日被指定为地方天然纪念物，200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 

  

地址： 济州道西归浦市城山邑城山里 114 

开放时间： 
冬季: 日出 1 小时前∼20:00 

夏季: 日出 1 小时前∼21:00 

门票： 
个人票：成人 2000 韩元、青少年 1000 韩元、儿童 1000 韩元    

团体票：成人 1200 韩元、青少年 600 韩元、儿童 600 韩元 

交通： 

机场 : 济州机场 - 济州市外客运站 -经由城山的市外巴士 - 咸德 - 城山(下车) -日出峰循环巴士 - 城山日出峰 

中文 : 中文邮局 - 西归浦 - 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 - 东回线一线道路市外巴士 - 南原 - 表善 -城山(下车) - 

日出峰循环巴士 - 城山日出峰 

西归浦 : 西归浦 - 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 - 东回线一线道路市外巴士 - 南原 - 表善 -城山(下车) - 日出峰循环

巴士：城山日出峰 

济州市及西归浦市出发至城山邑东南丁字路口下车，换乘循环巴士。 

大众交通咨询电话： 064-710-6241 

周边景点： 摄支考地、日出乐园、城邑民俗村、济州民俗村博物馆、牛岛 

 

 

山房窟寺 [산방굴사] 
传说汉拿山白鹿潭的山峰被拔起来抛至此处，便成为了山房山（395m）。山房山与济州其它的山不同，它没有火山口。西南侧的悬崖上

的这个高五米的岩 石洞，原来称山房窟，后因其内供奉着佛像，故称之为寺。高丽（918－1392）时期的慧日法师(964~1053)曾在此

居住。高丽是王建 （877~943）将分裂的朝鲜半岛统一后建立的国家。    
  
在洞内可沿着海岸线看到马罗岛以及呈龙头形的海岸。洞顶上一年四季都有水珠滴下，积于洞内。山房山悬崖峭壁上的植物地带为指定

为自然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济州独一无二的黄杨木。 
  
朝鲜(1392~1910) 后期的学者金正喜（1786~1856）经常前来此处，龙头海岸方面还有一块 Hamel 漂流纪念碑，纪念因台风而漂流

至此的荷兰人 Hamel(?~1692)。 

 

地址： 济州道南济州郡安德面沙溪里 

门票： 

个人：成人 2500 韩元、青少年和儿童 1500 韩元 

团体(10 人以上)：成人 1500 韩元、青少年和儿童 800 韩元 

山房窟寺和龙头海岸，河麦日展示馆等观览凭门票即可观览 

交通： 
济州市-山房窟寺，市外巴士需 55 多分钟。 

西归浦-中文-四季间的巴士，需 40 多分钟。 



                          韩国 

46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龙头海岸 [용머리 해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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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砂岩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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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着海边有

一条路，可在其上散步。    

 

开放时间： 冬季 08:30-18:00   夏季 08:30-18:30    

门票： 

山房山、龙头海岸、Hamel 纪念馆综合门票 

个人：成人 2500 韩元；青少年、军人、儿童 1500 韩元 

团体（30 人以上）：成人 1500 韩元；青少年、军人、儿童 800 韩元 

交通： 
济州市 - 和顺，沙溪间市外巴士，需 40 多分钟 

西归浦 - 中文 - 沙溪间环行巴士，需 30 多分钟 

周边景点： 山房山、和顺海水浴场、济州雕刻公园、松岳山、下摩海水浴场、马罗岛郡立公园等 

 

 

城邑民俗村 [성읍민속마을] 
城邑民俗村位于汉拿山麓，是完全保存了韩国传统的一处民俗村。这里有许多文化遗产，很好地保留了古代村庄的原貌，因而被指定为

民俗村并受到保护。 
  
这里至今仍保留着民居、乡校、古代官公署、石神像、碾子、城址、碑石等有形文化遗产及民歌、民俗游戏、乡土食品、民间工艺、济

州方言等无形文化遗产。村子中间几百年树龄的榉树、朴树已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对象。在这里散步时，就会让人感觉仿佛时间在倒流。

此外这里还可以接触到韩国独特的土种文化，十分受外国人的青睐。 
  
城邑民俗村由于位于济州岛上，因而也完全反映了济州岛独特的居住文化。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那看似堆得稀稀疏疏的挡风石墙(黑熔岩

石)，为了防止风直接进入里屋而建得又直又弯的“奥来”(窄胡同)，还有成为济州岛之象征的石神像(Dolharubang)。济州岛特有的东

西中尤为有名的是黑毛的土种猪和“通西”（猪圈兼厕所）。这里的土种猪营养丰富，肉味可口，十分有名。这里都是现代社会已难得一

见的传统，因而更增添了几分别样风味。  

 

地点： 济州西归浦市表善面城邑里    

体验活动： 制作布衣、编绳、打糕、酿酒   

门票： 免费 

交通： 在济州市外巴士客运站乘坐表善行巴士到城邑下车，全程需 40 分钟 

周边景点： 新阳海水浴场、表善海水浴场、山君不离、济州民俗村、城山日出峰、日出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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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罗岛 [마라도] 
马罗岛是韩国南端的一个小岛，位于大静邑慕瑟浦港口向南 11 公里处，面积为 0.3 平方公里。马罗岛的海岸线长 4.2 公里，最高点海拔

39 米，呈山芋形。岛上的居民从事渔业，同时也为游客们提供民宿来赚取收入。 
 
马罗岛上挖不到水，因此只好在下雨时接雨水以备使用。岛上利用太阳能发电。1883 年三户人家首次入岛居住。开始时靠吃海产品为

生，后来粮食不够了，就开始耕田，为此焚毁了茂密的山林。据说那场大火把蛇和青蛙全部烧死了，因此至今马罗岛上都看不到蛇和青

蛙。这里也是有名的海上垂钓园。慕瑟浦港口每天有 1、2 班轮船运行。 

 

地点： 济州道南济州郡大静邑马罗里    

交通： 

济州市 → 慕瑟浦 

济州郊区汽车总站乘坐开往慕瑟浦的汽车(每隔 20 分钟发一班/需 1 小时)至慕瑟浦下车后步行约需 10 分钟左右。

从慕瑟浦港乘坐游船前往马罗岛。（约需 50 分钟）  

慕瑟浦港口 → 马罗岛 

定期客轮（三英号：064-794-3500/ 慕瑟浦 1 号：064-794-5490）游览船（064-794-6661） 

周边景点： 松岳山、小人国主题公园、雪绿茶博物馆、秋史谪居址、山房山 

 

 

涉地可支 [섭지코지] 
涉地可支(Sopjikoji)位于济州岛东部海岸的一端。“涉地”是这一地区古代时的名称，“可支”是济州岛方言，意思是向外突出的地形。

涉地可支所在的海岸悬崖上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这里一棵树也看不到，海岸上耸立着一块叫仙石的岩石。 
 
涉地可支一端有灯塔，在通向灯塔的路上有防风用的石墙。石墙内是油菜田，每年四月，你就会看到最耀眼的一片黄色。灯塔上有铁台

阶，很轻松地就能登上。扶栏而立，涉地可支海岸的风景便尽收眼底。辽阔平缓的考地山坡上有石结构的烽燧台(高约 4 米，边长 9 米的

正方形）, 至今保留着原貌。 

 

地点： 济州道南济州郡城山邑新阳里     

交通： 

济州机场 - 济州市外客运站 - 经由城山 - 咸德 - 城山(下车) - 日出峰循环巴士 - 涉地可支中文邮局 - 西归浦

市外巴士客运站(换乘) - 东回线一支路行市外巴士 - 南原 - 表善 - 城山(下车) - 日出峰循环巴士 - 涉地可支 
 
西归浦市外巴士客运站 - 东回线一支路行市外巴士 - 南原 - 表善 - 城山(下车) - 日出峰循环巴士 - 涉地可支 

周边景点： 红色山路、城山日出峰、牛岛海上郡立公园、济州民俗村、城邑民俗村、山君不离等 

 

 

正房瀑布 [정방폭포] 
同天地渊瀑布、天帝渊瀑布并称济州岛三大瀑布的正房瀑布，位于西归浦市中心大街约 1.5 米的东南方向。  
  
正房瀑布是亚洲唯一的直接流入海中的海岸瀑布，高 23 米，宽 8 米。正房瀑布的悬崖上刻有徐福（中国人，曾奉秦始皇（BC259－BC210）

之命寻找长生不老药，经过此处）过此几个字。西归浦的得名也是取自徐福由此向西而归之意。   
 
正房瀑布所在悬崖倚海而立，其上有古松斜长，仿佛就要落入海中。这里向东 300 米有一处高 5 米的小正房瀑布，夏天十分适合疗养。

海岸悬崖上还有了望台，可观赏海边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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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济州道西归浦市东烘洞 278     

开放时间： 07:30-19:00 

门票： 
成人票：个人 2000 韩元、团体(10 人以上)1400 韩元     

学生、儿童：个人 1000 韩元、团体 500 韩元 

交通： 沿西归浦市中央路搭乘甫木方向公交车，西归浦 KAL 大酒店入口处下车即是正房瀑布 

周边景点： 天地渊瀑、三梅峰公园、蚊岛、森岛、鸟岛、法岛等 

 

 

泰迪熊博物馆 [테디베어 뮤지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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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时光。展馆大体可分成历史馆和艺术馆，以及企划展厅。 
 
在历史馆中，有与百年历史中有名的场面相结合而再现历史人物的玩具熊、古董玩具熊等，其中米可朗基罗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和蒙

娜丽莎的泰迪玩具熊造型尤其引人注目。在艺术馆中，可以欣赏到将玩具熊引入世界艺术之路的大师们的鲜活作品，还有深受孩子们喜

欢的动画人物。这里更有世界上最小的玩具熊，它只有 4.5 毫米大，应当去看一下。企划展厅展示的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主题而展出各种

泰迪玩具熊。         
 
如果想欣赏济州道的风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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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品着香浓的茶水，一边浅尝

美味的食物。酒吧是只在夏季、只对成年人开放的高级场所。除去消费较高的咖啡屋和酒吧，还有许多可去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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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馆 - 历史馆：介绍泰迪熊从 100 年前诞生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由大型历史场面泰迪熊、古董造型泰迪熊、历史人物泰迪熊等组成。 

2 馆 - 艺术馆：全世界著名设计者们将泰迪熊升华为艺术作品，主要以深受世界儿童喜爱的动漫形象为造型。 

3 馆 - 企划展览室：不断地策划准备新的企划展，可以在泰迪熊博物馆内体验新的尝试。 

电视剧“宫”特别展示：可以欣赏在人气电视剧“宫中活跃的“宫泰迪熊”。 

博物馆商店：不仅有只有在泰迪熊博物馆中才能看到的多种多样的正品泰迪熊，还有 T 恤、包、文句等很有纪念价值的商品。 

 

地点： 济州道西归浦市中文观光路 110 号路 31 号(穑达洞)   

开放时间： 

画廊：09:00-20:00 

夏季旺季(7.18-8.23) 09:00-22:00 

售票截止到闭关前 1 小时 

门票： 
个人票：成人 8000 韩元、青少年 7000 韩元、儿童 6000 韩元 

团体票（20 人以上）：成人 6000 韩元、青少年 5000 韩元、儿童 4000 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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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济州市 

机场 - 乘坐机场大巴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 55 分钟) 

市外巴士客运站 - 乘坐西归浦行巴士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 60 分钟) 

西归浦市         

庆南酒店 - 乘坐大巴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 20 分钟) 

市外客运站 - 乘坐济州市行巴士在中文旅游区入口下车(需 20 分钟), 座席巴士 100 路(需 40 分钟)     

周边景点： 天帝渊瀑布、如美地植物园、太平洋乐园、中文海水浴场等 

 

 

济州行程线路  特价韩国旅游线路 

游济州最好的就是自己租车或是借出租车，只是价格稍贵。因此，在这里要推荐的旅游路线就是乘坐大巴(trolleybus)2
天游济州的行程。 
 
 
 
 
  
 

 
 

08:10 金浦机场出发   

从金浦到济州的飞行时间不到 1 个小时，不过因为去济州旅行的游客较多，最好能提前预订机票。  

09:15 到达济州机场 

只有早上 9 点半以前到达济州国际机场才能乘坐大巴。于机场入境厅 4 号口乘坐即可。 
 

09:20 搭乘大巴   

大巴游览为东西部各 1 天，要看济州当然是申请两天东西部兼顾的最好。该大巴旅游还提供酒店、机场接送服务，事先没申请的游客到

济州(ramada 酒店或韩华 Condo 内大巴咨询处)后再申请也行。  

 第一天 
金浦机场 济州机场 小人国主题乐园 

柱状节理 观光农园 西归浦游船 天帝渊瀑布 

Magic Wolrd 

http://www.17u.cn/dujiatag/suzhou/chujingyou/hanguo/136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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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团体游客申请预定时没有随行外语导游，不过游客可在旅游咨询处等地获取免费指南等。 

乘车 40 分钟 

10:00  Magic Wolrd    

呈现中国杂技团高超技艺的 Magic World 每年推出 2 大表演项目。表演时间约为 1 小时。 
 

11:50 小人国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内可看到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澳洲的悉尼歌剧院、韩国的佛国寺、中国的万里长城等著名景点的微缩模型，

不出公园大门就能将世界名景看个遍了。 

乘车 25 分钟 

12:55  Suites 酒店午餐  복 

到位于中文旅游区的 Suites 酒店的韩餐厅就餐，决不能错过济州地区的红烧青花鱼(고등어조림)。每 4 人一桌时，每桌一条，此外还有

豆芽、泡菜、蕨菜、煎饼等小菜。 

乘车 5 分钟 

13:45 柱状节理 

通往柱状节理的路上，可以看到 2002 年竣工的世界杯体育场。背靠大海的六边形石柱相聚成群，让人叹为观止。拍照留影 20 分钟就够

了。 

乘车 20 分钟 

14:25 观光农园 

除观看桑黄蘑菇和橘子的种植过程外，游客还能直接购买产品、品尝桑黄与蜂蜜调兑的茶和金橘的美味。不过，关于农园的说明目前还

只有韩语服务。 

乘车 10 分钟 

15:30 西归浦游船 

每天有 18 趟次游船载着游客观赏西归浦的美景。海风凉爽宜人，1 小时左右的观览时间很快就过。游船 1 层售卖啤酒和其它饮料，票

价为 12,000 韩元(20%优惠价)，需另行支付。 

乘车 3 分钟 

16:30 天帝渊瀑布 

作为济州名景之一，不仅瀑布直泻 22 米而下的景观为人称道，瀑布所在公园的景致也值得一看。漫步于林荫道的浪漫与惬意前往不要

错过哦！瀑布流水形成的溪谷中，还有鲤鱼、水鸭等动物。 

 
济州的住宿设施主要分布在中文旅游区、新济州区、塔洞和西归浦四个地方。中文旅游区主要是乐天、新罗等特级酒

店和度假村集中的高级设施区；塔洞和新济州区内则多为 35,000 韩元起价的汽车旅馆；西归浦内就主要集中着
pension、公寓酒店等。游客可根据预算和需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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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 搭乘大巴   

前一天若有提前告知住宿的地方，大巴可前来接人。若住处所在位置不太好找的话，通常大巴会在附近大道和明显的建筑物前停靠。因

此，选择 2 天游程的游客最好能提前告知住处的位置。 

乘车 10 分钟 

09:00 龙头岩   

高 10 米、状似龙头的岩石也是济州著名景点之一。沿台阶可一直下到海边。 

乘车 25 分钟 

09:45 土产购物中心   

钥匙链、像框、油菜花香水、巧克力等土特产中心，相似的购物店分布于济州各个角落。 

乘车 40 分钟 

10:50 大象秀   

去看大象秀的途中，经过了横穿汉拿山的 5.16 道路，这条杉树林立的道路可是韩国广告片的常客。大象秀约为 50 分钟，包括大象足球、

大象话剧等内容。表演结束后还可拍照留念。 (需另行支付 12,000 韩元旅费) 

乘车 20 分钟 

12:10 矮马牧场    

穿戴好马靴、马甲后翻身上马，先慢慢绕牧场踱步一周后再扬鞭驰骋。骑马的 30 分钟内，最好能将身上的物品掏空另行保管。 

 第二天 
龙头岩 大象秀 城邑民俗村 

摄支考地

 

东风里海女村 济州农水产购物中心 

矮马牧场 日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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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 20 分钟 

12:50 城邑民俗村内的餐厅  복 

该餐厅招牌菜是济州有名的黑猪肉，加调料后现炒现吃。一起上的还有多种蔬菜叶与免费的米酒，味道一绝。 

乘车 5 分钟 

13:40 城邑民俗村   

浓缩济州民俗的城邑民俗村内排列着传统的房屋，游客可进到居民生活的空间里参观，还能就着茶水品尝韩国传统的打糕。 

乘车 15 分钟 

14:55 日出公园(美千窟)   

游览美千窟的同时还能欣赏日出公园美丽的庭院景致。为数众多的盆栽和带有喷泉的池塘营造出舒适的休憩空间。日出公园内设有小卖

部和纪念商品店。 

乘车 20 分钟 

16:15 摄支考地  

作为电视剧的外景地，摄支考地为越来越多的游客所熟悉。All-in 之家就位于可俯瞰大海的山坡上，只是需要另付门票才能进入参观。  

作为电视剧的主要外景地，摄支考地上有一座 all-in 之家。剧中举办婚礼的场面均拍摄于此。现在，当时的摄影棚已变为由纪念品商店、

电视剧展览厅和婚宴场、赌场及咖啡厅组成的旅游景点，面向游客开放。 

乘车 30 分钟 

17:30 东峰里海女村   

东峰里海女从海里捕获的海物一盘售价 1 万韩元，分量十足。大巴在东峰里停靠 30 分钟，可在此解决晚餐。 

乘车 45 分钟 

18:45 农水产购物中心(渔父人)    

距离机场仅 10 分钟车距的渔父人(www.eobuin.co.kr)是专门销售济州农水产品的商店，产品包括汉拿峰、橘子等。 

乘车 5 分钟 

19:00 机场   

结束所有的参观日程后，大巴会送游客至机场和住处。若觉得 2 天 1 夜还没玩够，也可租车再游览一天。在济州租车，拿车和还车时都

在机场停车场，非常方便。 

 

 

http://www.eobuin.co.kr/

	Word 书签
	德寿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