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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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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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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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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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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公共场合购物或者吃饭不要大声喧嚷，哪怕是在繁华的街头巷尾，
这一行为很不受人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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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尔的七月是雨季，所以这个季节来首尔的游客需要准备防雨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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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首尔不必硬是拿着旅游攻略或者跟团走，即便是迷路了，也可
以看到另一处好风景，地铁站的密度很大，想走丢都难(即便是这
样也不要晚上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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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韩国语中所谓的普通话，就是首尔口音了。大多数首尔人都会说一
些简单的英语，但是因为受韩国语发音特性的影响，会导致感觉韩
国人的英语发音让人听不懂。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首尔很多著名
的景点或者地铁的主要站地都会有中、英、日、韩四国语言标识亦
或语音报站，所以中国人来首尔，语言的障碍不是很大。

★ 日常对话
누구? - nu-gu？- 谁？            어디? - ou-di - 哪里？

예 / 네 – Ye / Nei - 是          아니요 – Aniyo - 不是

어떻게? - ou-dou-kei？- 怎么样？

언제? - oun-zh-i-ei - 什么时候？

감사합니다 – Gamsa-hamnida - 谢谢

천만에요 – Cheonmaneyo - 不客气

미안합니다 – Mian-hamnida  - 对不起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 Manaseo Bangap-seumnida - 见到您很高兴

도와주세요 - Dowa-juseyo - 请帮我一下

화장실 어디에 있어요? - Huazangxir Odie Yesuyo? -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얼마나? - our-ma-na -多少/多远?(指量或距离)

안녕하세요 – Annyeong-haseyo - 你好

안녕히 가세요 / 안녕히 계세요 - Annyeonghi-gaseyo / 

Annyeonghi-gyeseyo -再见

★ 文字标识
식당 - 餐厅                출구 - 出口                입구 - 入口

지하철 - 地铁站          은행 - 银行                약국 - 药店

병원 - 医院                슈퍼마켓 - 超市          서점 - 书店

백화점 - 百货商店       경찰서 - 警察局           박물관 - 博物馆

버스 정류장 - 公交车站           택시정거장 - 出租车站

관광안내센터 - 旅游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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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的生活
首尔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城市，这里除了本地人以外，还汇聚了来自
其他城市以及世界各地的人，生活节奏很快，但是不缺乏热情。像我
们从韩剧中感觉到的那样，首尔韩语口音非常的柔和，让人觉得温文
尔雅。“日常中稳重、放松时疯狂”十个字足以概括住首尔人的特
点。如果向他们问路，大部分人都会很耐心的为你说明，哪怕是语言
不通，他们也会帮助你。如果在首尔的街头跟人问路，也许对方会用
谨慎的眼光打量你，不要害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讨厌外国人，而是
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谨慎态度，使人感觉在刚刚接触的时候感到距
离感。大胆的去跟这里的人交流吧，首尔人的热情会让大家感觉到窝
心的。

景点
★ 光化门广场 광화문광장 见地图标识 

如果仅仅针对“光化门”这三个字来讲，光化门在韩国的地位，等
同于天安门在我们中国的地位---这样解释大家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光化门里面就是韩国的第一大古宫——景福宫。光化门广场，是韩
国的象征，是韩国历史的见证。每次拍摄韩国或者首尔的宣传片里
面都会有光化门的镜头。拥有这样的地位，不来这里看看、摄影留
念，等于白来首尔。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世宗路(서울시 종로구 세종로)。

到达方式：搭乘地铁1号线至市厅站(시청역)下车，经由3号出口出

站。朝韩国观光酒店(코리아관광호텔)方向前行；搭乘地铁3号线至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220V 频率：60Hz
首尔的景点很丰富，而且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乘坐大众交通都能到
达。大体可以分为几个类别，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并制定合适
的行程。

什么是首尔的地标级地段？应该就是一提到首尔就马上想到的。比
如韩剧《城市猎人》中男主角第一次回到韩国与女主角擦身而过地
方，就是光化门广场；还有经典韩剧《巴黎恋人》中男主角刚回到
首尔所到的地方，就是首尔广场；更加记得曾经被全世界多个国家
级杂志赞誉的当今城市中的河流——清溪川。这些都是典型的首尔
地标，这就是首尔的三大广场，这三个广场位置几乎就是挨着，所
以完全可以一起逛逛，天气好的时候经常会有活动。是一年四季精
彩不断的地方。来到首尔，一定要来走走，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吧！

都心圈(도심권)和江南圈(감남권)是首尔比较典型的两个地区。所谓

都心，就是首都的中心的意思，政府光华门之类的都在这里。另一
个就是江南区(见地图右下位置)，因为最近《江南style》这首歌曲的
广泛流传，大家对江南是什么东西都很纳闷，“江南Style”一词来
自韩国俚语，是指韩国首尔一个富裕和时尚的地区——江南区的豪
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江南区是首尔，甚至是韩国“高级、权贵和
财富”的象征。歌曲唱出了对韩国社会夸富、穷富差距加大的反
讽。演唱者PSY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不同阶层间的“羡慕嫉妒
恨”——这种心理没有国界，不是吗？

景福宫站下车后，经由6、7号出口出站，往外换银行(외환은행)方

向前行；或选择搭乘地铁5号线至光化门站(광화문역)下车后，经由

1、8号出口出站即是。
开放时间：24小时开放。
门票：免费。
english.seoul.go.kr

★ 清溪川广场 청계천광장 见地图标识 
清溪川，自西至东流淌在首尔市中心，是钟路区和中区之间流淌的
古老河道，全长约为5.8公里。而清溪川广场的修建是当初李明博任
首尔市长的时候的一大创举，很受好评。这里现在是很多市民喜爱
的地方，是大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清溪川广场是清溪川的源
头，这里经常有各种活动，也是游客来首尔必留影的地方。

清溪川广场游览路线
路线一：清溪川广场至五间水桥 
以清溪广场为起点，经八道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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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约有3公里长，大概需花费3个
小时。

路线二：清溪川文化馆至五间水桥 
以清溪川文化馆-无学桥-黄鹤桥(希望墙)-永渡桥-清溪桥-五间水桥(时
装广场)，游览路线约有3公里长，大概需花费3个小时。

地址：首尔中区太平路1街世宗大路119号(서울시 중구 태평로 1가 

세종대로119호) 。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钟阁站(종각역)下车，经由5号

出口出站，步行约3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24小时开放。
门票：免费。
www.cheonggyecheon.or.kr

★ 首尔广场 서울광장  
这里是首尔市的象征地段，位于首尔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正前方，所
以也称为首尔市厅广场(서울시청광장)，这里经常会举办展览或者各

种公益活动。就在10月4号晚，最近风靡全球的《江南Style》演唱
者PSY刚刚在首尔广场举办了个人免费演唱会；另外这里也是2002
年韩日世界杯时韩国人国民助威的地方，场面之轰动是韩国人永生
不能忘却的。

地址：首尔市中区太平路1街首尔市厅前广场(서울시중구태평로1가 

서울광장）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市厅站下车，经由6号出口出
站；或搭乘1号线至钟阁站(종각역)下车，经由5、6号出口出站；或

搭乘2号线至乙支路入口站(을지로입구역)下车，经由1、8号出口出

站；或搭乘5号线至光化门(광화문역)下车，经由5、6号出口出站。

开放时间：24小时开放。
票价：免费。

http://english.seoul.go.kr
http://english.seoul.go.kr
http://www.cheonggyecheon.or.kr
http://www.cheonggyecheon.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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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首尔塔 N서울타워 见地图标识 
         这里被称为首尔的象征，是游览首尔必来的地方，乘坐缆车上
首尔塔，不仅可以看首尔全景、挂同心锁，还可以体验到不一样感觉
的高空餐厅，喝着东西眺望首尔，心情会非常好。这里2层的卫生间
被称为“天空卫生间”，因为隔窗一望便能将首尔的景色尽收眼底，
这样的厕所还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此一游”啊。再加上最近好多
韩国当地的综艺节目都来这里取景，人气更是飙升。除此以外，N首
尔塔还有其它多种设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复合性文化空间。

地址：首尔市龙山区南山公园路105(龙山洞2街)(서울시 용산구 용
산동2가 남산공원로105)。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明洞站(명동역)下车，经由3号

出口出站，沿太平洋酒店(Pacific Hotel)旁边小路，向上步行约10
分钟可到达缆车站。
开放时间：平日、周一至周四、周日：10:00-23:00；

周五、六：10:00-24 :00；泰迪熊博物馆(태극곰박물관 )：

10:00-22:00。
电话：+82-2-3455-9277/9288
www.nseoultower.co.kr

★ Tips：南山缆车
运行时间：10:00-23:00
门票：成人：往返8,000韩元/人，团体6,500韩元/人(30人以上)；
         成人：单程6,000韩元/人，团体5,000韩元/人；
         儿童：往返5,000韩元/人，团体4,000韩元/人；
         儿童：单程3,500韩元/人，团体3,000韩元/人(4岁-小学生)
到达方式：同N首尔塔到达方式
咨询电话：白天，+82-2-753-2403；夜间，+82-2-757-1308
cablecar.co.kr 

★ 63大厦 63빌딩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首尔景点的代表性地段，大厦里除了有韩国最高的展望台
外，还有电影馆、水族馆、餐厅等。天气好的时候，搭乘玻璃制成
的电梯上到展望台，可以看到远处的仁川海边。特别是晚上，这里
的景色非常的好，是一个约会的好地方哟。

地址：首尔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洞63大韩生命大厦(서울 영등포구 여
의도동 63빌딩)。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大方站(대방역)下车后，往汝矣

岛(여의도)方向步行约40米，可换乘免费循环巴士或62路巴士；或

搭乘地铁5号线至汝矣渡口站(여의나루역)下车，经由4号出口往

MBC方向80m处三富公寓(삼부아파트)前乘坐循环巴士；或经由汝

矣渡口站1号出口乘坐7611路巴士；汝矣岛站(여의도역)5号出口，

在圣母医院(성모병원)巴士车站前乘坐免费循环巴士或62路巴士。

开放时间：10:00-22:00(根据具体部门时间不同)。
门票：昼夜套餐券67,000韩元。
电话：+82-2-789-5666/5559
www.63city.co.kr 

★ 北村韩屋村 북촌한옥마을 见地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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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至今为止还生活着居民。所以来这里旅行，千万不要
太吵，会吵到里面生活的居民。在这里照相留念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了。来北村韩屋逛，一定要带好相机，去找找北村八景吧！担心找
不到吗？地上会有最佳拍照点标志的就是啦，很贴心吧。

地点：首尔钟路区嘉会洞(서울시종로구가회동)。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至安国站(안국역)下车。

北村文化中心(북촌문화센터)电话：+82-2-3707-8388

bukchon.seoul.go.kr

★ 南山谷韩屋村 남산골한옥마을  
南山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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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这里还经常有很多传统的体验活动。还在特定的时间在韩屋村里看到传
统婚礼，这一点不仅对外国游客，对本地人也很新鲜，如果你是外国
人，经过新郎新娘允许还可以和他们合影留念。如果去过了北村韩屋
村，且停留时间有限，可以考虑不去这里。

地址：首尔市中区笔洞2街84-1一带(서울시 중구필동2가 84-1)。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4号线至忠武路(총무로)站下，经由3

或4号出口出站后，步行约5分钟即可到达(中央大学附属医院중앙대학
교병원后侧)。

开放时间：每周二(传统庭院开放，周二是公共假期时，周三则改为休
息日)，4月至10月，9:00-21:00；11月至次年3月，9:00-20:00
门票：免费。
电话：+82-2-2264-4412
www.visitseoul.net/ck/index.do?_method=main

★ 景福宫 경복궁 见地图标识 
这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王宫，如今呈现给世人它那精小的质感美。平
日里便作为首尔重要的景点供游人参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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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光化门
就可以看到景福宫入口售票处。如果想体验韩国古典文化，还可以
观看这里的换岗仪式，至于精彩度如何？答案见仁见智，不过可以
和换岗士兵免费合影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地址：首尔钟路区社稷路9街22号(弼云洞)(서울시종로구사직동9가 

22호)。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至景福宫站下车，经由5号出口出
站，步行5分钟后即可到达；或搭乘地铁5号线至光化门站下车，经
由2号出口出站后，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3月至10月，9:00-18:00(17:00截止入场)；11月至2
月，9:00-17:00(16:00截止入场)；其中5月至8月，周末及公休日
开放时间延长至19:00；周二休息，根据具体情况，参观时间可能会
有所变动。
汉语解说场次：10:30、13:00、15:00。
门票：成人(19岁至64岁)：3,000韩元/人，团体(10人以上)2,400         

作者推荐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http://www.nseoultower.co.kr
http://www.nseoultower.co.kr
http://cablecar.co.kr
http://cablecar.co.kr
http://www.63city.co.kr
http://www.63city.co.kr
http://bukchon.seoul.go.kr
http://bukchon.seoul.go.kr
http://www.visitseoul.net/ck/index.do?_method=main
http://www.visitseoul.net/ck/index.do?_method=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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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元/人；18周岁以下免费。
         电话：+82-2-3700-3904~5
www.royalpalace.go.kr 

★ Tips： 景福宫换岗仪式
景福宫的换岗仪式不是一直都有，每年的3月至6月、8月至11月的
10:00-15:00期间，逢整点都会有换岗仪式。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
候，一般就简单的形式化走一下，所以想看换岗仪式的游客要挑选
合适的天气。表演者也是人类啊！

★ 昌德宫和后苑 창덕궁과후원 见地图标识 

昌德宫曾是朝鲜王朝的离宫，后经倭乱被毁，又重建于1609年。在
而后的300年里一直是朝鲜王朝的正宫，是首尔众多王宫中维护最
好的一座建筑群。正门“敦化门”是未被烧毁的木质建筑，很具特
色。昌德宫建筑群的特点是自然与人工相协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参观，如果有喜爱古典美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里的后
苑也是韩国屈指可数的庭院。一般游览需60分钟，后苑特别观光需
120分钟。作为首尔的世界遗产之首，你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卧龙洞2-71(서울시 종로구 와룡동 2-71)。
到达方式：可搭乘地铁1、3、5号线至钟路3街站(종로3가)下车，

经由6号出口出站后步行约10分钟；或3号线的安国站(안국역)下  

车，经由3号出口出站后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宫阙全域自由观览制(后苑区有所限制)：4月至9月，
9:00-18:30；10月，9:00-18:00；11月、3月，9:00-17:30；
12月至次年2月，9:00-17:00；周一休息。 
自由观览制门票：宫阙全域(后苑除外)：成人3,000韩元/人；团体
(10人以上)：享受优惠20%；免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包括外国
青少年），65岁以上的老人及残疾人。
受限观览制门票：后苑区域(芙蓉池-爱莲池-观览池-玉流川)，成人
(19岁以上)：8,000韩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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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电话：+82-2-762-8261
eng.cdg.go.kr

★ 宗庙 종묘 见地图标识 
宗庙是供奉朝鲜历代国王牌位、举行祭祀的儒教祠堂。每年5月的第
一个周日都有祭祀典礼。每日的开放时间内，都会针对日语、英
语、汉语游客开放讲解专场，由文化财解说员负责导览。外文讲解
专场时，只允许外国游客入场(与外国游客随行的韩国人可一起入
场)，本国人不得进入。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钟路1街155号(서울시 종로구 종로1가155호)。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3、5号线至钟路3街站下车。 
开放时间：3月至9月，9 :00 - 18 : 00；10月至次年2月，
9:00-17:30，周二休息。
汉语导览时间：11:00、15:00(共2次/天)。

门票：成人(19周岁以上)：1,000韩元/人；青少年(7-18岁)：500
韩元/人，团体游客无优惠。
电话：+82-2-765-0195
jm.cha.go.kr

★ Tips：一天游四大宫+宗庙
喜爱古典美的游客，一定要来韩国的四大宫、宗庙甚至朝鲜王陵(조
선왕릉)逛逛，这里可以体验韩国传统的气息，是了解当地文化的好

途径。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制定四大宫宗庙游，因为可以买联票。
综合观览通票：四大宫(景福宫、昌德宫及其后苑、昌庆宫、德寿宫)
+宗庙10,000韩元/1个月内有效。

★ 国立中央博物馆 국립중앙박물관 见地图标识 
韩国最大最权威的国立中央博物馆内，免费对外开放。这里是了解
韩国文化的另一个好去处。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博物馆是
很好的地方。中央博物馆的儿童博物馆内，开设了一系体验活动和
游戏，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和教育活动，使孩子们学习到更多，所
以深受当地市民好评。

地址：首尔龙山区西冰库洞西冰库路135(서울시 용산구 서빙고동 

서빙고로135)。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4号线中央线(德沼-龙山)至二村站

(이촌역)下车，经由2号出口出站，朝龙山家族公园(용산가족공원)

方向步行150米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9:00-18:00；夜间开放时间：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1
月1日、每周一(节假日除外)。
电话：+82-2-2077-9000
www.museum.go.kr

★ 青瓦台 청와대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韩国的总统府、政治中心。因屋顶的一排青瓦而得名。这里
是风景很独特的地方，再加上独特的地位，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
但是想要访问青瓦台，必须提前在网站上提前21日申请，等到收到
答复邮件以后，才可以如期进入。如果顺利申请成功，游客在进入
青瓦台参观的时候只能在指定地点照相，不允许拍摄视频也不可带
入食物，时刻遵守工作人员的规定。另外，外国游客当天去的时
候，千万不要忘记随身带护照。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青瓦台路 1(서울시 종로구 청와대로1)。

地铁：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至景福宫站(경복궁역)下车，经由5号

出口出站后，前行70米可到达集合点(景福宫的东侧停车场)。

作者推荐

http://www.royalpalace.go.kr
http://www.royalpalace.go.kr
http://eng.cdg.go.kr
http://eng.cdg.go.kr
http://jm.cha.go.kr
http://jm.cha.go.kr
http://www.museum.go.kr/main/index/index003.jsp
http://www.museum.go.kr/main/index/index003.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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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五，10:00、11:00、14:00、
         15:00；夏季7月1日-9月19日，下午时间为15:00，16:00。
(每月第二、四周的周六也开放，但仅限10人以下的个人/家庭游
客)。
门票：免费。
www.president.go.kr

★ Tips：青瓦台参观申请方法与步骤
方法一：
1.游客须在希望参观的日期前21天，在青瓦台的网页上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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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交申请后，等待邮件。接到邮件后，要确认接收的内容中有参
观负责人及申请编号、参观时注意事项等事项。
3.申请内容如有变动，可在希望参观日前一周的周二之前发电子邮
件通知。

方法二：
1.申请人在参观日10天前，用韩文或英文在邮件中填写以下信息：
参加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护照号码、国籍、希望参观的日期和
时间。然后发送邮件至 tour@president.go.kr 
2.确认已经申请成功的方式和方法一样，要确认是否收到发来的有
注明受理号码、参观时的注意事项等内容的邮件。没有收到邮件
时，要再次确认。

★ 盘浦汉江公园 반포한강공원 见地图标识 
首尔的汉江沿岸有很多漂亮的公园，其中的汉江公园(한강공원)之盘

浦汉江公园很值得一提，这里的彩虹喷泉不仅出现在韩版《流星花
园》中，也是很多情侣喜爱的地方。这里白天可以健身、夜晚可以
散步，是一个值得来转转的好地方。 

地点：首尔市瑞草区盘浦2洞115-5(서울시 서초구 반동115-5)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7、9号线，至高速巴士客运站(고속
터미널)下车8-2号出口出站；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铜雀站(동작
역)，经由1号出口出站。

开放时间：9:00-21:00
门票：免费。
电话：+82-2-591-5941~3
hangang.seoul.go.kr/park_banpo

★ 乐天世界 롯데월드   
还记得当年《天国的阶梯》中浪漫的旋转木马吗？那就是拍摄于这个
乐天世界哦。乐天世界是一个带有神秘主题色彩的室内＋室外主题公
园，园区很大看起来很像迪士尼乐园，每天在园区里都会有花车表
演，深受外国游客喜爱。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来这里玩玩哦。

全世界的游乐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太多、排队排好久。所以
来这里要把行程延长，有些人气高的体验项目，大家都要排队等好
久，所以进去了至少要四个小时，甚至一天，时间太短不够用。周
末的时候，人会较多，选择平日里去游玩比较好。

地址：首尔市松坡区蚕室洞奥林匹克路240号(서울시 송파구 잠실
동 올림픽로240호)。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蚕室站(잠실역)下车，经由4号

出口出站。
运营时间：9:30-23:00
票价：
1日券：成人25,000韩元；青少年22,000韩元；儿童19,000韩元；
After4(即16:00之后开始进场)：成人21,000韩元；青少年18,000
韩元；儿童15,000韩元；
After7(即19:00之后开始进场)：成人14,500韩元；青少年 
12,500韩元 ；儿童10,500韩元；
1日券通票：成人40,000韩元；青少年35,000韩元；儿童 31,000
韩元；幼儿10,000韩元。
电话：+82-2-411-2000
www.lotteworld.com

★ 世界杯公园 월드컵공원  
世界杯公园是当年在首尔举办的世界杯后留些的地址，现在这里有
很多运动设施。世界杯公园和场馆是单独分开的，世界杯体育场内
部还有世界杯纪念馆可以参观，进入的时候需要支付1,000韩元。里
面没什么纪念品可以买，只是看看旧照片、参观场地。这里一般常
年运营，休息日馆内自定。世界杯公园外面的风景非常的棒，是市
民非常喜爱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几大公园，环境好的没话说，也
是拍照的好地方。与后面介绍的其他公园相较来说，有些单一，不
是很有意思。

地址：首尔市麻浦区城山洞兰芝岛路45-1(서울시 마포구 성산동 난
지섬로45-1)。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6号线至世界杯体育场站(월드컵체육장
역)下车，经由2号出口出站。

开放时间：9:00-18:00
门票：免费。
电话：+82-2-300-5500~2
worldcuppark.seoul.go.kr

★ 首尔大公园 서울대공원  
首尔大公园绝对是全家郊游的好去处，里边面积非常的大，有很大
的动物园，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小孩子去了会很开心。最近几
年也有越来越多的情侣常去约会，因为安静亲近自然的气氛会给人
美好的感觉，赞一个。如果在首尔会停留一段时间，不妨去这里过
个周末吧。

地址：京畿道果川市莫溪洞首尔大公园159-1(경기도 과천시 막계동)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首尔大公园站下车，经由2号出
口出站。
开放时间：夏季，9:00-19:00；冬季，9:00-18:00；关门前1个小
时停止入场。
门票：成人：2,000韩元/人(团体1,400韩元/人)；青少年：1,500
韩元/人(团体1,100韩元/人)；儿童：1,000韩元/人(团体700韩元/
人)。
电话：+82-2-500-7338
grandpark.seoul.go.kr/main.do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http://www.president.go.kr
http://www.president.go.kr
http://www.president.go.kr
http://www.president.go.kr
mailto:tour@president.go.kr
mailto:tour@president.go.kr
http://hangang.seoul.go.kr/park_banpo
http://hangang.seoul.go.kr/park_banpo
http://www.lotteworld.com
http://www.lotteworld.com
http://worldcuppark.seoul.go.kr
http://worldcuppark.seoul.go.kr
http://grandpark.seoul.go.kr/main.do
http://grandpark.seoul.go.kr/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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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旅游发展局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来首尔旅游，这里是最给力的地方。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咨询服务中
心是笔者去过的面积最大、旅游信息最强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建
议大家在来首尔的第一站就到这里看看。这里可以获得免费的旅游
地图，如果在每个月的第三周来，还可以免费体验韩国传统文化、
试穿韩服、让老先生给写韩文名字，这里的服务通通都是免费的，
还有免费的国际长途电话、电脑可以使用，是来韩旅游不能错过的
重要信息站。

地址 首尔市中区清溪川路40号韩国旅游发展局地下1层(서울시 중
구 쳥계천로 40호 한국관광공사 지하1층)。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钟阁站下车，经由5号出口出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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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9:00-20:00
电话：+82-2-7299-497~499
chinese.visitkorea.or.kr

首尔旅游中文服务电话
无论是在首尔生活还是短期旅游，都建议大家活用首尔的中文服务
热线。买东西不能沟通、吃饭不会点餐、乘坐出租车与司机沟通等
等，在首尔的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120茶山服务热线
电话：(+82)-02-120，按9+2即可接通汉语服务。
服务时间为每日的9:00-22:00

1330TT呼叫中心
电话：(+82-2)-1330，按4可接通汉语服务。
服务时间：全年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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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22:00
电话: +82-32-743-2600~3

首尔市政厅旅游咨询中心
地点：首尔中区太平路1街市政厅本馆2层(서울시 태평로1가 서울
시청본관2층)。

服务时间：3月至10月，9:00-22 :00；11月至次年2月，
9:00-21:00
电话：+82-2-735-8688

东大门旅游咨询中心
地址：首尔东大门区东大门运动场前(서울시 동대문구 동대문운동
장 앞)。

服务时间：3月至10月，9:00-18 :00；11月至次年2月，
9:00-17:00
电话：+82-2-2236-9135/6

明洞旅游咨询中心
地址：首尔中区南大门路2街Metro Midopa前(서울중구 남대문로
2가)。
服务时间：3月至10月，9:00-18 :00；11月至次年2月，
9:00-17:00
电话：+82-2-757-0088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 骆山公园/梨花庄 낙산공원/이화장  
         骆山公园位于大学路(대학로)的后山上，曾是首尔城郭，就是

古代的围墙，在大学路有沿路的指示牌。一直沿着指示牌上坡就能找
到。是首尔赏夜景的好地方，很多韩剧也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另外，
最有名的还要数旁边的梨花庄，《屋塔房王世子》中王世子来过的壁
画台阶，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来到壁画村，来摄影留念吧！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东崇洞2-10号(서울시 종로구 동숭동2-10

호)。

到达方式：地铁4号线惠化站2号出口出来, 沿着骆山公园路步行即
可到达。
开放时间：24小时开放。
门票：免费。
parks.seoul.go.kr

路线
★ 首尔三日游推荐路线
第一天：可以安排以韩国代表性景点为主，景点比较集中，游览起
来很方便。首先是参观景福宫(包括换岗仪式)，再到北村韩屋、三清
洞，再到仁寺洞品尝传统韩食物、传统茶，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光化
门、清溪川广场一带看夜景，再到南山首尔塔(首尔全景、旋转餐
厅)，最后到明洞夜间购物。 

第二天：这一天的行程可以以公园为游览重点，首先到韩剧中经常
上镜的首尔城郭、骆山公园，然后下来到梨花庄的壁画村拍摄留
念，之后到大学路感受青春律动。在大学路附近午餐后，直奔汉江
公园，夜晚看盘浦大桥彩虹喷泉顺便体验韩国人的外卖文化，晚餐
在江畔草地上吃了外卖以后，可以去搭乘汉江轮渡(한강유람선，轮

渡上也提供江上自助餐)。

第三天：接下来的行程应该就是以流行时尚为中心了，梨大、弘
大、新村这路的景点，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韩国大学文化，秀外慧中
的梨花女子大学、热情奔放的弘益大学都是青春的典型代名词，逛
过了这里可以选择在新村享用午餐，之后直奔江南新沙洞林荫大道
体验优雅咖啡厅，下午时分去清潭洞、狎鸥亭，接下来可以选择江
南站夜间购物之后晚餐，最后找到夜间高档酒吧体验一下所谓
的“高雅”。

上述三日游行程，是一个理想的行程，笔者个人一直主张旅途中行
程不要太紧，可以依照个人兴趣进行删减，走马观花不值得推荐。
出来放松，开心最重要，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像赶任务一样。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来首尔旅游最方便之处就是旅游信息服务非常到位，各种详细贴心
的旅游地图或者杂志都可以领到。主要的景点和火车站都建有游客
中心(Information Center)，这里提供免费的首尔地图，以及相关
的旅游咨询服务；另外，在首尔的几大代表性地段，每天都有身穿
红色衣服的外语服务人员，游客可以根据其背后的文字辨别自己需
要的语种服务；在前往首尔之前，也可以根据当地的韩国旅游发展
局网站了解基本信息。
chinese.visitkorea.or.kr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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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话

         来首尔旅游，有手机当然方便，从众多游客的经验中可以得
知，在入境后在仁川机场直接租赁手机是最方便的。节省时间，当
面选择通讯公司和手机样式也是很直截了当。而且在回国登机之前
也很方便就可以在仁川机场退还。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租赁的时
候一定要搞清楚收费准则，每家通讯社不同，可以根据需要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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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三个公司提供服务，分别是：
KT：roaming.kt.com/renewal/chn_s/main.asp?channel=KTO 
Roaming：www.sroaming.com/cn/main.asp?kind=1
SK：www.skroaming.com/cn_s/main.asp

SIM Card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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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首尔市江南区驿三洞606-10希望广场2层(Sim Card 
Korea)。
营业时间：9:00-18:00
电话：+82-505-648-7000(韩)
服务中心：+82-10-7979-3479(韩、英)
kimjin@simcardkorea.com(韩、英、日)

公用电话 
韩国的手机普遍率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自从有了手机，首尔的公
用电话很明显在减少。尽管这样，现在在譬如主要街道、客运站、
机场、火车站等地区还是可以找到。一般的公用电话机有投币式和
插卡式。电话卡可以在附近的便利商店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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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
韩国的网络覆盖率早已在全世界是领先地位，首尔市直到现在网吧
也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对于游客来说，笔者不是很建议去网吧，
因为全首尔到处覆盖的3G、4G信号已经足够可以满足大家的网络需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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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货币帮助
韩国的货币被称为韩元，英文缩写为KRW。目前市面流通的韩币面值
可分为：纸币50,000韩元、10,000韩元、5,000韩元、1,000韩元；
硬币500韩元、100韩元、50韩元、10韩元。
韩币与人民币的大致汇率：1元人民币=177韩元(2012年9月23日
为准)。

兑换
一般的观念来讲，兑换都是在本地的银行或者在国内的中国银行换完
带到韩国，但是来韩国旅游笔者却又不同的建议。在首尔的很多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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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首尔旅游，可以在国内少换点钱，剩下的来当地换。

★ Tips：兑换提示
韩国的很多银行都有外币兑换业务，如果觉得在银行换钱放心，那
就在工作时间去银行的指定窗口兑换。另外“365 ATM机”也是可
以使用银联卡的。还有便利店内设置的自动提款机(ATM)均提供24
小时服务。南大门市场、梨泰院、明洞等首尔有名的旅游区内，都
有标有“两替”的换钱所。

银联
截止到现在，中国银联卡的相关业务在韩国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很
多游客也已经免去了外币兑换的程序，直接在首尔刷银联卡购物。在
很多购物区的商店门或者ATM取款机里都有“银联”的标志。刷银
联卡无需支付额外手续费，消费的韩币金额将按照当日银联交易汇
率，直接折算为人民币后扣款或记账，便捷实惠。

刷卡
在首尔的刷卡支付也是非常普及，但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要准备点现
金。因为首尔的一大特色就是街边摊文化，这里都是使用现金的。另
外，因为税金的关系，如果你使用现金结算，无论是在哪里，老板都
会非常高兴，还有可能赠送一些小优惠哦！

★ Tips：现金支付优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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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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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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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ps：免费明信片活动
首尔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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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邮局
地址：地铁4号线会贤站(회현역)7号出口新世界百货(신세계백화점)

街对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电话：+82-2-2278-5019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几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一份放在自己邮箱里，防止丢失。

http://roaming.kt.com/renewal/chn_s/main.asp?channel=KTO
http://roaming.kt.com/renewal/chn_s/main.asp?channel=KTO
http://www.sroaming.com/cn/main.asp?kind=1
http://www.sroaming.com/cn/main.asp?kind=1
http://www.skroaming.com/cn_s/main.asp
http://www.skroaming.com/cn_s/main.asp
mailto:kimjin@simcardkorea.com
mailto:kimjin@simcardkor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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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首尔的四季很分明，气温和季节变化大体和中国的山东地区类似。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特点，春天可以欣赏漂亮的樱花；夏季可以参
与很多室外活动；秋天可以上山赏枫叶；冬天可以感受到雪色王国
的浪漫。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每年的七月份是韩国的雨季，出门
要准备好雨具，但也不会严重影响到大家行程的。如果偶遇台风、
暴雨天气，要适当的减少外出。根据笔者多年来在首尔的生活经
验，台风、暴雨天气少之又少，大可不必担心，如果真让你赶上
了，回国赶紧买彩票。

★ 节日
汝矣岛春花节 여의도 봄꽃축제 每年4月
汝矣岛轮中路樱花隧道是著名的樱花大道，每年春暖花开的四月都
会举行汝矣岛樱花节。这里是很多情侣热衷的地段，樱花不只是日
本才有哦，首尔也可以看到。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5号线至汝矣渡口站下车，经由1号出口
出站，朝双子大楼(LGLG Twin Tower)方向步行便可到达；或选择
搭乘地铁5号线至汝矣站下车，经由从2号出口出站，朝国会议事堂
方向前行即可到达。
电话: +82-2-670-3410 

清溪川庆典 청계천축제  
每年的夏季都会举行清溪川庆典，在清溪广场和清溪川边一带会有
很多活动供市民以及游客体验，是一个气氛很High的联欢式庆典。
清溪川庆典的日期可点击清溪川官网查阅。
电话：+82-2-2290-7111~3

燃灯会燃灯庆典 연등회 연등축제
燃灯庆典已经有很多年的传统，每年都在钟路一带举行，是首尔的
代表性传统庆典。在每年释迦诞生日(阴历4月8日，佛祖诞生日)可
以直接体验韩国佛教文化的传统燃灯庆典(Lotus Lantern Festival)
开幕，很多外国游客都很喜欢。
www.llf.or.kr

首尔世界烟花庆典 서울세계불꽃축제 2012年10月6日
在汝矣岛汉江公园(63大厦前)，每年大约在秋季都会有一次国际性
的烟花庆典，每年这一天的到来，就会有很多喜爱摄影的市民以及
专业摄影师早早的来这里占位置等待晚上的盛宴，届时地铁的汝矣

岛站是封闭的，要在附近的站下车后步行来到这里。活动将会在10
月6日这一天的13:00开始，烟火表演时间为19:30~21:00，整场活
动会在22:00结束。
咨询电话：+82-2-120
www.bulnori.com 

首尔灯节 서울등축제 2012年11月2日－11月18日
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节日，会持续很多天，在清溪广场及清溪川
一带，如果在首尔灯节的这几天来首尔，一定要感受一下。因为会
看到好多的水上灯饰。

地点：首尔清溪川一带1.5公里(清溪广场~世运桥)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2号线至市厅站，经由 4号出口出
站；或搭乘地铁5号线至光化门站，经由5号出口出站；或搭乘地铁
1号线至钟阁站，经由4、5号出口出站；搭乘2号线至乙支路入口站
下车，经由 2、3号出口出站。
开灯时间 17:00-23:00
www.visitseoul.net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光化门邮局
         地址：地铁5号线光化门站下车光化门广场与清溪川广场中间
的街头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8:00
电话：+82-2-3703-9012

★ 厕所 
在首尔上厕所很方便，首尔的咖啡厅遍布街头巷尾，可以进去借用厕
所，即便是不消费也不用担心店员会赶你出来；类似于公园的地段，
便利式公厕也很多，而且都是免费的；另外，首尔的地铁站很密集，
地铁站内几乎都设有厕所，但是有些个别地铁站将厕所设于内部，是
需要刷卡进站的。总之，在首尔旅游，上厕所不成问题，而且厕所环
境也很干净。

城际交通
★ 机场  
✈ 仁川国际机场 인천국제공항 / Incheon'Airport，ICN
仁川国际机场连续很多年被国际专业部门评为“世界最佳机场”称
号。在这里乘机感觉非常的舒服，人性化的服务，多元的便利设
施，口碑非常不错。
www.airport.kr/chn

机场巴士
往返于首尔和仁川国际机场的巴士非常多，间隔最多半个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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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川机场的到达大厅(1层)可以
购买到巴士车票。从机场出发的巴士路线非常多，建议游客事先在
交通咨询中心确认好相关的站点编号及位置。
www.airport.kr/airport/traffic/bus

机场快轨 
往返于首尔站和仁川国际机场站的机场快轨非常便利，所需时间约
为：普通列车53分钟，直达列车43分钟。机场快轨和机场大巴都是
非常受欢迎的交通方式，而且价钱最实惠，也很舒服。
china.arex.or.kr/jsp/chi

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也是很便利的交通方式，在到达大厅(1层)出去就可以看
到站台。以从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市厅为例，一般出租车在大约
50,000韩元左右，而模范出租车即有外语服务(车门有标注)的出租
车大约80,000韩元左右。行李不多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必要乘坐出
租车。
chinese.visitkorea.or.kr/chs/TR

★ Tips：机场交通建议
仁川国际机场和首尔市区的往返，如果行李不是特别的多，笔者强
烈建议乘坐地铁(机场快轨)。因为实在太划算了，坐机场大巴要
10,000韩币左右的路费，地铁也就几千块钱，而且在首尔站乘坐非
常方便，速度也很快。如果乘坐大巴遇到堵车，结果还没有地铁快
岂不很坑爹！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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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1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租车
       仁川机场到达大厅(1层) 2、8号出口附近设有租车公司办公
点，如果有意想租车自己必须事先持有国际驾照(有韩国驾照当然最
好)，中小型车辆的租车条件为，必须本人年龄超过21岁，而且有一
年以上的
          驾驶经验。一日的租赁费为50,000韩元。在此再次强调一          
         下，前往首尔旅游，不推荐租车游玩，如果一定要租车，一定
要注意保险。租车的费用包含综合保险费，但是车辆受损的保险费要
单独交。
chinese.visitkorea.or.kr/chs

✈ 金浦国际机场 Gimpo International Airport，KAC / 김포공항
金浦机场是1958年被指定为金浦机场的。随着国际线路的开发，正
在被广大的海外游客所熟识。金浦机场是真正韩国国内机场的老
大，不仅仅只扮演着机场的角色，还是文化、购物、休息的综合空
间，又因为离首尔市内比较近，所以方便了很多市民，被称为“空
中城市”。但是这里的整体设施和环境肯定是没办法和仁川机场比
较的，算是普通机场的水准。
www.airport.co.kr 

机场到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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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仁川机场中提到的机场快轨，也是一样
可以到达金浦机场站的，而且路程差不多比仁川机场少一半。

★ 火车站 见地图标识 
从首尔的火车站发出的列车，主要往返于首尔到韩国各地方城市之
间。可分为韩国高速列车KTX(Korea Train Express)、无穷花号
(무궁화호)，新村号(신촌호)。可以在每个车站大厅的售票窗口购

买；也可以提前在网上预订(有英文页面)。
www.korail.com 

首尔站 서울역 
这里是首尔最重要的火车站，是连接首尔与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
KTX之京釜线的始发站。从首尔站开往釜山的火车每周一、周四、
周五、周日，在5:00-23:00期间少则10分钟、多则半个小时内不间
断的运行的。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首尔站下车，经由1号出口出
站；或搭乘地铁4号线至首尔站，经由14号出口出站。
电话：1544-7788
www.korail.com

龙山站 용산역  
龙山站也是首尔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许中国游客对这里并不陌
生，由梁朝伟主演的《韩城攻略》当年就在这里拍摄，这里也是首
尔的大站，笔者甚至认为这里和首尔站同样重要，因为很多KTX列
车都从这里发车，例如首尔至木浦(목포)的湖南线就从这里发车。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龙山站下车；或搭乘地铁4号线
至新龙山站4号出口出站，步行约250米即为龙山站。
电话：1544-7788

清凉里站 청량리역  
这里有公交车换乘中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枢纽地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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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花号列车，每日在
6:00-23:00之间，由首尔行至海云台(해운대)，约50分钟/班。票

价视距离长短而定，大约需花费2,500-15,700韩元。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清凉里站下车，经由4号出口出
站；或搭乘中央线至清凉里站下车，经由1号出口出站。
电话：+82-2-3299-7208/7151~2；或1544-7788

江南高速巴士总站 강남고속터미널 见地图标识 
韩国的轨道交通非常的方便，旅行的时候又可以观看沿途的风光，
所以现在选择搭乘长途巴士出行的反而不是特别的多。即便这样，
也还是给大家介绍首尔的长途公交总站的信息。

地址：首尔市瑞草区新盘浦路190(서울시 서초구 신반포로190)

到达方式：首尔地铁3号线高速长途客运站(고속터미널역)2号出口

www.kobus.co.kr 

市内交通 
首尔的市内公共交通非常的便利，尤其是公交和地铁换乘时免费

的政策更是方便了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首尔没有到不了

的地方。首尔大众交通所覆盖的面积密度也是非常大，再加上景

点或是购物区相对集中、特区分明，让你仅仅乘坐大众交通就可

以轻松游走于首尔城。让你体会到无限的乐趣，不仅是首尔当地
人，就连外国游客也都非常喜爱首尔的公共交通。

★ T-Money卡

T-Money交通卡现在在首尔的
使用率非常的高，在地铁和巴
士相互换乘的时候可以享受换
乘优惠价格。携带方便，实用性强是它的特点。使用T-Money卡的
时候可以比用现金付费优惠100韩元。如果在首尔市内旅游，推荐
此卡。而且这张卡可以在便利店买东西、也可以乘坐出租车。T-
Money卡可以在便利商店购买到，售价为2,500韩元，在购买时卡
里面储存的金额为零。所以在购买卡的同时，需要另外充值预存交
通费(使用起来就像北京的一卡通)。
www.t-money.co.kr 

★ 地铁 见地图标识 
首尔的地铁交通就像纽约和东京这些城市一样将触
角伸向了首尔的各个角落，就连附近的京畿道一带
也可以到达，而且地铁站的密度非常大，在每一个
地铁站也都有中英文的名称标记，非常方便，尤其
给外国游客提供了不少的便利。首尔地铁可以视为有
普通地铁和中央线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央线速度很快、在大站
停靠，但是列车的间隔要等很久。所以乘坐普通地铁就足够了，如果
恰好赶上中央线地铁来就乘坐，要等很久的话就没必要了(有等车那
功夫搭乘普通地铁已经到了)。

http://www.kobus.co.kr/web/eng/index.jsp%22%20%5Ct%20%22_blank%22%20%5Co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TR/TR_CHG_5_12.jsp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TR/TR_CHG_5_12.jsp
http://www.airport.co.kr
http://www.airport.co.kr
http://info.korail.com/2007/eng/eng_index.jsp%22%20%5Ct%20%22_blank
http://info.korail.com/2007/eng/eng_index.jsp%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korail.com
http://www.korail.com
http://www.kobus.co.kr/web/eng/index.jsp%22%20%5Ct%20%22_blank%22%20%5Co
http://www.kobus.co.kr/web/eng/index.jsp%22%20%5Ct%20%22_blank%22%20%5Co
http://www.t-money.co.kr
http://www.t-money.co.kr


P 12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地铁的运营时间根据具体的线路和站有些不同，一般为 
        5:00-24:00左右截至，如果错过了地铁时间可以只能选择出
租车了。具体的站别地铁运营时间可以参考下面的网站了解。地铁
除了可以使用正常的公交车卡以外还可以购买一次性交通卡，但是
这种卡不可以换成公交车，在地铁的刷卡口出的机器上可以买到，
出站退还卡时退还500韩元押金。

票价：现金支付(1次性交通卡)：19岁以上1,150 韩元(刷卡1,050 
韩元)；13至18岁1,000韩元(刷卡900韩元)；7至12岁500韩元(刷
卡450韩元)；6岁以下免费。但是超过10公里，需要加钱。(比如地
铁一号线从回基站，经过换乘到达四号线的首尔大公园站，就要加收
200韩元。)
traffic.visitkorea.or.kr/lang

★ 公交
首尔的公交车路线很清晰，分黄红蓝三种常见车型，黄色和蓝色是
最常见的市内运行公交车。搭乘公交车的刷卡方式、票价和地铁几
乎没有区别(差别就在于公交车可以投现金，而地铁是用现金买一次
性卡)。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韩国的公交车上车刷卡后，下车也要刷
一次卡，不要忘记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首尔的公交车站牌不像地
铁站牌那样会有中文名称。所以如果不懂韩语，建议不要乘坐公交
车，搭乘地铁就足够了。

运行时间：5:00-24:00；每隔10分钟左右发车一次。
票价：成人1,150/1,050韩元(现金/刷卡)；青少年1,000/720韩元
(现金/刷卡)；儿童450韩元。
首尔交通信息中心：topis.seoul.go.kr 

★ TAXI
首尔的出租车干净安全，是相对方便的交通工具，在路边或者出租
车站台可以打到出租车。首尔的出租车可分为一般出租车、模范出
租车、大型出租车和国际出租车，也有打电话叫车(CALL 
TAXI)，但价格稍贵。其中国际出租车还可以使用英语为游客服
务，很方便。

首尔市的大部分出租车都可以用信用卡或交通卡付费。不过为了保
险起见，乘坐出租车时最好提前备好现金。另外，近来首尔地区也
偶尔会有出租车诈骗现场，所以打车之前要谨慎，以免上当受骗。
费用：一般出租车费用是根据路程和时间计算的。2公里以内为基本
费用2400韩元，超过2公里以后，每增加144米加收100韩元。以
低于时速15公里的速度行驶时，每35秒加收100韩元。0:00-4:00
之间乘车时需多支付20%的深夜附加费。
如果在打车的时候遇到不合理待遇，马上拨打下面电话投诉，决不
姑息！
电话咨询：+82-2-1330-4

★ Tips：CALL TAXI电话号码
CALL TAXI的电话号码是1588-4388，这个虽然是CALL TAXI的
电话，同时也是残疾人叫出租车的电话，但是只提供韩文服务。在
首尔旅游，对于外国人来说，1330和120茶山热线最好用，事无巨
细都提供中文服务。包括去医院，让他们帮忙联系效率更高。 

体验 
★ 体验传统汗蒸房 찜질방
汗蒸房在最近几年突然特别受海外游客欢迎，是来到韩国可以参与
的既有趣又健康的一种独特体验。很多韩剧中也都出现过的。汗蒸
的时候经过各种温水池和多功能汗蒸室的作用，体内的废泄物和各
种毒素可一同被排出体外。这里不仅有基本的汗蒸设施，还有水上
公园和各种附带设施，非常受全家游客的青睐，24小时开放的特点
又使其成为暂时性的住宿场所。旅行的途中往往会比较疲惫，汗蒸
房最好不要作为留宿场所，睡不好。

龙山SPA汗蒸房 见地图标识 
到达方式: 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龙山站下车，该店就在旁边的广
场后面，背向龙山站位于右侧。
电话：+82-2-792-0001(日语专用 +82-2-792-0002)
营业时间：24小时 。
费用：5:00-20:00，10,000韩元/人；20:00-次日5:00，12,000
韩元/人，用餐、按摩费用另算。
www.dragonhillspa.co.kr

★ 弘大夜店
首尔的弘益大学是夜店文化最盛行的地段，几十个俱乐部密集在该
地区，这里有着最多的年轻夜店咖在此，青春气息极强的地段。如
果喜欢夜店文化，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M2俱乐部 见地图标识 
这里的音响很棒，除了舞池，2楼的VIP专座还有为客人提供的休息
和私聊的空间，约可容纳1000人。这里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DJ常
驻于此。而且活动也非常的多。来到这样的地方，你完全不用看别
人的眼光，忘我陶醉的疯狂吧。这里有很多真正热爱热舞的朋友。
不过这里禁止19岁以下人士进入哦，进入之前要出示身份证。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西桥洞367-11 ohoo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弘大入口站下车，经由5号出口
出站后，步行7分钟即可到达。 
电话：+82-2-3143-7573
营业时间及门票：周日至周二，21:30-次日5:00；周三、四，
21:00-次日6:00；周五、六，21:00-次日超过6:00
门票：周日至周四，10,000韩元；周五、六，15,000韩元(特别演
出除外)
www.clubm2.co.kr 

★ Tips：去夜店提示
1.穿着尽量放松，炫一点没有关系！
2.想体验夜店的朋友，建议提前在网站上了解清楚地形，否则夜色
降临很难找到，再加上夜店内部光线很暗，不熟悉的朋友一定要提
前准备。

★ 大学路 대학로 
大学路的特点，当然是青春律动的高人气公演啦！这里是韩国最具
演剧气氛的地段。每到夜幕降临，惠化站地铁站的2号出口就挤满了
看似一群大一新生的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争相给路人介绍公演
的“使者”，他们介绍的很细心，如果喜欢韩国公演，不妨去让他
们推荐一个精彩的公演哦！

http://traffic.visitkorea.or.kr/lang/cg/Subway
http://traffic.visitkorea.or.kr/lang/cg/Subway
http://www.dragonhillspa.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dragonhillspa.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clubm2.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clubm2.co.kr%22%20%5Ct%20%22_blank


P 13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餐饮 
来首尔游玩，品尝当地美食是一定不能少的。韩国人讲究食物疗

法，所以韩国的著名美食都是很补的食物，使用的食材也都是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除了一些本地的正统餐桌料理，另一大特色就

是街边摊位，这在韩剧中不难见到，辣炒年糕、米肠、鱼丸、鸡蛋

糕等等，来到首尔，街边摊的小吃也一定要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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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喝热

水，可以跟店员要。另外，在韩国很多的饭店里，如果墙上有标识

水或者小菜是“셀프(Self)”，这是自助的意思，就要自己动手去

拿。每个饭店都有冷热饮水机，小菜吃多少拿多少不要浪费。

韩国料理店和中国的有些不同，韩国人认为只有专门店才会做出美

味的食物，菜单太多会很不受人眷顾，会被看作分食(분식)店。而专

门店，就要显得正宗些。比如参鸡汤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参鸡汤，

但没有其他料理。

★ Tips：分食店 분식
在韩国，一般以填饱肚子为目的的店成为分食店，比如“紫菜包饭
天国(김밥천국)”，里面的菜单都是一些诸如拉面、面条、紫菜包饭

之类的简单日常饮食，价钱便宜很受欢迎。

★ 烤五花肉 삼겹살
这是一道中国人最喜欢的韩国料理，看起来很腻，但是吃起来特别
的香，而且非常健康。五花肉是指在肉和脂肪部位3次重叠的猪腹部
的肉。五花肉是将生肉放在铁板上烤得脆脆的，然后用生菜包着
吃，这是韩国肉类料理中最普遍的一种。特别是男生们朋友相聚，
烧酒相伴的美味。 

★ Tips：吃五花肉技巧

将烤得脆脆的五花肉包上生菜，按照个人喜好加入辣椒酱，蒜瓣，
青菜，泡菜等，放上调料酱包着吃。当然也可以蘸着调料直接吃。

烤肉的时候不要老是翻肉，一共翻两次就够了，翻多了肉汁的新鲜

度就减分了。另外把泡菜和蒜放在烤炉上和着肉汁一起烤更香。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惠化站下车即可。
         营业时间：餐厅10:00-24:00(酒吧会到深夜)；公演
14:00-23:00(具体公演有不同)。

★ 弘益大学 홍익대학교 见地图标识 
看过前几天的精彩韩剧《绅士的品格》的穷游er也许并不陌生，有
好多镜头在弘益大学的周边取景。除了好吃的餐馆和时尚的年轻人
服饰，这里最最著名的还数街头的文艺气息。弘益大学的艺术系是
韩国最有名气的，也许是受其影响，附近的街头文化非常兴盛。每
天都会看街头表演到深夜，人挤人的状态。这里的夜店也很受欢
迎，如果想趁着年轻High一下，快狂奔到这里吧！

营业时间：18:00-次日6:00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宏大入口站(홍대입구역)下车，

经由9号出口出站。

★ 青春律动公演《爱舞动-Sachoom》(사춤)
如果你想体验首尔的时尚与律动，看场公演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爱舞动》公演作为最受年轻人欢迎的青春时尚演出，早已成为首
尔的公演届的象征。中国观众口碑非常的好，最近也开始在中国活
动。这个公演是非语言性表演，为了让观众更好的理解演出剧情，
还特意在屏幕上精心准备了中英日韩字幕，与其他演出不同，只要
不影响剧场秩序是可以在演出过程中拍照的，演出结束后，还可以
和喜爱的演员合影留念。

《爱舞动》专用场馆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乐园洞284-6乐园商家4楼(서울시 종로구 낙원
동 284-6 낙원빌딩 4층)

公演时间：周一-周五16:00，周六16:00、19:30，周日和公休日
16:00。
演出时间：85分钟。
票价：R席50000韩元。
到达方式：地铁三号线仁寺洞站4号出口出来直走乐园商家楼上；地
铁五号线钟路3街站，由5号出口出，步行3分钟即到。
电话(中文)：+82-2-3676-7616~7
手机(中文)：+82-10-2629-0331
www.lovedance.co.kr

★ Tips：行程安排

因为《爱舞动》公演的专用场馆在仁寺洞附近，所以下午时间可以
安排去仁寺洞逛街吃饭，晚上看演出，这是很棒的行程。

★ 乱打 난타
乱打是韩国时间最久的演出，以四物打击乐的旋律为基础，结合西
洋演出形式给观众带来超High的演出。没有台词，所有外国人都可
以看懂。演出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演出模式都可
能会有不同。

票价：VIP席60,000韩元，S席50,000韩元，A席40,000韩元。
电话：+82-2-739-8288
nanta.i-pmc.co.kr/nanta/cn/intro.aspx

明洞专用馆
地址：首尔市中区明洞2街50-14 3楼，UNESCO大厦(서울시 중구 

명동2가 50-14 유네스코빌딩 3층)

到达方式：地铁四号线明洞站六号出口。
座位规模：总386个座位(1层239席，2层147席)；
演出时间：每天17:00、20:00 (周六14:00、17:00、20:00)。
售票时间：从演出开始1小时前到演出开始后30分钟。

弘大专用馆
地址：首尔麻浦区西桥洞357-4北合文化空间地下2.3(서울시 마포
구 서교동 357-4 옐로다이아몬드 지하2.3)

到达方式：地铁二号线弘大入口九号出口。
座位规模：总364个座位。
演出时间：每天17:00、20:00。
售票时间：从演出开始1小时前到演出开始后30分钟。

http://nanta.i-pmc.co.kr/nanta/cn/intro.aspx
http://www.lovedance.co.kr
http://www.lovedance.co.kr
http://nanta.i-pmc.co.kr/nanta/cn/intro.aspx
http://nanta.i-pmc.co.kr/nanta/cn/intro.aspx


P 14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烤肉 불고기
      一般情况下韩国人说的烤肉是指经过料腌过的肉，在用炭火烤
熟的这种使用方式。韩国当地人非常喜欢，在家里也很容易做，是
很受欢迎的家庭饮食。但是按照中国人的口味不见得一定喜欢，因
为韩国人喜欢用甜料，所里是否好吃这个因人而异。这种烤肉可以
和米饭一起吃，也可以单独吃。

姜虎东烤肉 강호동백정 见地图标识 
韩国综艺界的人气主持人姜虎东爱吃五花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了，他本人也在节目中说过连早饭都会吃五花肉。虎东大叔本人运
营的连锁美食店，在韩国人气也是非常的高，最想给大家推荐的还
数这家姜虎东烤肉，人均消费在10,000韩元。在首尔有很多家连锁
店，在此给大家推荐很有人气的位于大学路的一家分店，其他分店
地址可点击官网查阅。

地址：首尔钟路区明轮2街20-2(서울종로구명륜2가20-2)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惠化站下车，经由4号出口出站
后直行约2分钟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10:00-23:00
电话：+82-2-741-6788
www.baekjeong.co.kr

徐来烤肉店 서래갈매기살
这是一家很有特点的烤肉店，“갈매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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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갈매기)，和其他连锁不同的是，这家店并不是全国统一售

价，比如江南富人区的分店就要比其他地区的价钱高。所以在这里
推荐既便宜又是起源店(总店)的回基店，每斤肉为14,000韩元，总
体人均消费10,000韩元。

地址：首尔市东大门区回基洞60-63(서울시동대문구회기동 

60-63)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回基站下车，经由1号出口出站
即可。
营业时间：16:00-次日4:00
电话：+82-2-967-3451
www.seoraester.co.kr

★ 参鸡汤 삼계탕 

韩国人遵循以热治热的原理，喜欢夏季吃参鸡汤。一般的参鸡汤是
幼龄鸡洗干净，放进人参等特殊食材炖制而成。特别是在初伏，中
伏，末伏时节，韩国人就是靠吃参鸡汤来补充体力。鸡肉可以蘸着
盐吃，否则会很干；肚子里的米饭可以放在汤里一起吃；大枣和人
参直接扔掉就可以了，营养都到汤里了。吃的时候可以根据咸淡适
量加入盐和胡椒粉来调味。 

土俗村 토속촌 见地图标识 
这家店很有名，很多中国的贵宾来到韩国都会在这里被招待。在首
尔可谓是无人不晓。前韩国总统卢武铉在世时常去的地方,赶到吃饭
的时间点去的话会经常排队。人均消费价格在13,000韩元。
地址：首尔钟路区体府洞 85-1号。

到达方法：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2号出口出来后往孝子洞方向前行
120米。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82-70-37-7444

百济参鸡汤 백제삼계탕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老字号的参鸡汤店,这里的日本客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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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首尔中区明洞2街 50-11(位于明洞中心街)。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明洞站下车，向高丽剧场方向步
行5分钟，位于明洞派出所旁胡同里。
营业时间：9:00-22:00
电话：+82-2-776-2851/3267

★ 菜包肉 보쌈 
这是韩国料理中很大胆的一道，因为它就是赤裸裸的白肉，让人看
着很腻。但实际上这道菜的料理方式非常的复杂，要经过精心调配
的料把肉煮熟，这个过程中肉的油腻就已经不见了，然后再精心的
切成小片装。最主要的是在吃的时候是配着各种小菜一起包在生菜
叶里吃的，所以非常的受欢迎，绝对的健康美食。

元祖奶奶生菜包肉 원할머니보쌈  
位于庆熙大学附近的元祖奶奶生菜包肉店，是笔者认为最好吃的菜
包肉连锁店，里面的韩国泡菜非常的美味，和菜叶一起包着吃更是
好吃的不得了，这里经常有很多的客人。此店人均消费在15,000韩
元左右。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回基站下车，经由1号出口出站，
位于十字路口处。
营业时间：10:00-23:00

★ 炒鸡 닭갈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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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的以“春川炒鸡”为招牌的店也不在少数。另外，这
道菜辣的程度一般可以选择。

韩成熙铁板炒鸡 한성희닭갈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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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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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时间：10:00- 23:00
人均消费：10,000韩元。

★ 部队汤 부대찌개
在没吃过部队汤之前，可能有些人对它的评价不是很好，因为看它
的材料，除了火腿肠就是方便面。但是实际上在吃的时候是特别美
味的。而且可以吃得很饱，是一道经济实惠的韩国料理。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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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炭部队煲 송탄부대찌개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位于江南的餐厅，很有人气。所有的材料都是原装进
口，餐厅面积不大，但是令人很舒服，听说每天早上社长和职员一
起接受30分钟的亲切服务教育，然后再开门营业。这里曾被《中央
日报》选为味道好服务亲切的优秀餐厅，还上过报纸哦！人均消费
15,000韩元左右。

地址：首尔江南区三成洞153-35号(서울시 강남구 삼성동 153-35호)
到达方式：在江南机场巴士客运站(고속터미널)对面(COEX展览厅

西门前)。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82-2-566-1211

★ 海鲜市场

鹭梁津水产市场 노량진전통시장 见地图标识 
如果你喜欢吃海鲜，来首尔一定不要错过这里，这里的海鲜绝对新
鲜，绝对过瘾。在市场亲自挑选新鲜的海货，然后直接到二楼的店
里加工，没有什么比这更爽啦。相比海鲜行业，这里的价钱很实
惠，而且摊位上都有中文服务，完全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地址：首尔铜雀区688号(鹭梁津洞)(서울시 동작구 노량진동688호)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鹭梁津站下车后，利用与鹭梁津
市场连接的天桥步行100米即可到达。
电话：+82-2-814-2211-2
www.susansijang.co.kr

★ Tips：新鲜的海鲜要上午去才能吃到

虽然这里是24小时营业，但是一般的游客想去吃海鲜的话，最好白

天去，因为凌晨是海产品批发的时间，白天去更好。

广藏市场 광장시장 见地图标识 
首尔广藏市场应该算是传统小吃的聚集地，极力推荐的地方。笔者

没有关心过传统市场的历史有多悠久，因为比这里悠久的传统市场

不止一家，但是传统小吃最棒的还数这里，喜欢吃韩国的街边摊，

那就来这里吧，这里是韩国街边摊的鼻祖，所有的小吃都集聚在这

里，有口福啦。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昌庆宫路88号(礼智洞)(서울시 종로구 예지로 

창경궁로 88)。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至钟路5街站下车，经由8号出口

出站；或搭乘地铁2号线、5号线至乙支路4街站下车，经由4号出口

出站后步行100米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7:00-19:00，周日休息。

电话：+82-2-2267-0291- 5

www.kwangjangmarket.co.kr 

新村 신촌   
新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吃的太多了。这里有很多美食店家，只要
过来这里，就会有吃不完的美食。新村的店家个人认为不容单独推
荐，因为如果不好吃，是不会在这里站住脚的。所以想吃韩国美食
的朋友们，来到新村，只要找到了自己想吃的菜肴，就放心大胆迈
步进去吧。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新村站(신촌역)下车。

营业时间：11:00-24:00(具体店有不同，酒吧一般到深夜)。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住宿 
首尔的住处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钟路(종로)地区，所以不用担

心交通问题。来首尔旅游之前，建议提前预定住处，因为每个种类
的住处都有网站和订房邮箱，尤其是韩屋，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话或
者邮箱预定，入境后就不用担心住宿问题啦。

★ 韩国酒店
从三星级到超豪华分有不同的等级，首尔的酒店根据位置，季节和
设施条件的不同价格也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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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推荐

★ 咖啡厅

三清洞 삼청동 见地图标识 
三清洞位于北村韩屋村旁边，是一个极具了众多经典咖啡厅的地
段。这里适合街拍，所以经常汇聚了摄影爱好者。这里很适合和北
村韩屋村放在同一天的行程里，先到北村韩屋村游览，再到三清洞
喝咖啡、拍照是不错的选择。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至安国站(안국역)下车，经由1号

出口出站后步行前往即可。
营业时间：10:00-23:00(一般主要指咖啡厅)。

传统酒
说到韩国的传统酒，最有特色的还数烧酒(소주)和米酒(막걸리)。

烧酒是韩国特有的酒，主要原料是大米，度数在18°-22°之间，
韩国人喜欢一口一杯的畅饮。虽然喝着度数不大，甚至初试的朋友
觉得和水差不多，但是不要小看了这酒的威力，喝的时候没什么太
大反应，后劲起来很上头，所以韩国人经常会在喝醉后的第二天早
上吃汤饭以便醒酒；其次就是米酒，米酒的普及度是很高的，尤其
是在不胜酒力的女性或者大妈群体中特别的受欢迎，甚至在韩国的
坊间，经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大妈或者大叔坐在小区门口一起喝米
酒，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韩国人很喜欢在下雨天吃葱饼(파
전)，就着米酒一起，因为葱饼在煎制的时候会发出滋滋的声音，

韩语中和雨声很像，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这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很有
情调。

★ Tips：韩国的酒文化
众所周知，韩国酒桌上的礼仪讲究也是非常的多的，这一点在韩剧
中多有体现。特别是和长辈在同一桌喝酒的时候，一定要紧随长辈
的动作，反应要快。跟长辈碰杯的时候，双手托着酒杯，杯沿要在
长辈酒杯(杯沿)的下方，喝酒的时候身体侧向右侧。当然，这是韩国
本土的礼仪，我们作为外国人，只是了解本地的文化，不一定要百
分之百做到，韩国友人都会理解的。韩国人喝酒讲究“次(차)”，一

般来讲在中国，大家聚餐会痛快的喝一顿，然后再去KTV(노래방),

必要的时候点些啤酒，但是在韩国，只要条件允许，一晚上有可能
喝很N顿“次”，酒吧一家接一家的换，醉意逐渐加深，这就是韩国
酒文化最有特色的部分。

韩国酒桌上点酒的时候，一般是一瓶一瓶点的情况比较多，喝完一瓶
再来一瓶，这一点和在中国一般一次性按照人头点的情况有些差异。

http://www.susansijang.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susansijang.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kwangjangmarke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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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   放慢你的脚步，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购物 
★ 购物用语
옷 - Ot - 衣服

바지 - Ba-ji - 裤子

치마 - Chi-ma - 裙子

티셔츠 - T-sheo-cheu - T恤

신발 - Shin-bal - 鞋

영수증 - Yeong-su-jeung - 发票

얼마예요? - Eol-ma ye-yo? - 多少钱？

비싸요 - Bi-ssa-yo - 有点儿贵

좀 깎아주세요 - Jom ggak-a-ju-se-yo - 便宜点儿吧。

좀 입어봐도(신어봐도) 될까요? - Jom ibeo-bado(xino-bado) 

doel-ka-yo? -可以试穿吗？(ibeo-bado是试穿服装而xino-bado是
试穿鞋)

★ 购物街

明洞 명동 见地图标识 
这里被称为购物的摇篮，这里的化妆品销售额每天都是惊人的数
字。来自世界各地的爱美者都会主动找到这里挑选自己喜爱的化妆
品；另外，这里还有很多美食店和服饰店，也满足了更多游客购物
的需求。这里的确是购物的好地方，尤其是到每年每个季度的购物
季的时候，会有很多打折优惠。但是真心不建议在这里吃东西，不
是不好吃，只是人多排队等很久，其实同样的食物其他地方也有，
而且人没有明洞复杂。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明洞站6号出口出站。
营业时间：11:00-24:00(根据各店家情况有不同)。

仁寺洞 인사동 见地图标识 
仁寺洞有着首尔最多的纪念品商店和最有特色的韩国传统茶店，来
仁寺洞喝韩国传统茶一斤成为一个特殊的行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韩国传统茶以及传统点心。在加上这里的气氛特别的好，在这里逛
街后找一间传统查房坐下还真是一件美事。除此之外，如果你想淘到

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韩国纪念品，那就在这里费些功夫转转吧，
肯定不会失望而归。就连韩国当地人，都不是很熟悉仁寺洞的物
件，看过金来沅的电影《仁寺洞丑闻》吗？这里就是有一种独特的
神秘感，值得你来推究。
营业时间：10:00-23:00(各家店情况不同)。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4号线至钟阁站下车，经由3号出口出站，
往塔谷公园(답골공원)方向步行，左拐便可看见仁寺洞街的入口。

东大门 동대문 见地图标识 
在前不久播出的韩剧《时尚王》中，反复提到的地点就是东大门，
提起韩国的时尚，东大门是不能不提的。这里白天可以逛正常的服
装市场，晚上还可以逛批发市场，也就是说一天的任何一个时间，
去东大门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收获。听说很多台湾和内地的艺人也很
喜欢逛东大门哦，因为这里的衣服样式真的超级赞！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4号线至东大门站下车即可。
营业时间：24小时。

清潭洞/狎欧亭 청담동/압구정 
清潭洞和狎鸥亭洞的的购物街可以和明洞相媲美，但是这里的品味
或许更高一些。这里有着最高级的服饰商家和美味的餐厅。一切的
一切都是带着高级的标签，这里也时常会有演艺界人士光顾，是首
尔著名的时尚指标地带。
营业时间：10:00-20:00(根据不同店家情况不同)。
到达方式：搭乘地铁不能直达狎鸥洞和清潭洞。目前可选择搭乘地铁3
号线在狎鸥洞站下车后，改乘出租车即可到达。出租车费用约为 
2,500韩元以内。(如果是想随便逛街，也可步行前往，大约需20分钟)

梨泰院 이태원 见地图标识 
梨泰院就是首尔中的小外国，深处梨泰院街区，浓浓的西方文化氛
围让人产生身在西方的错觉，这里是首尔最大的多元文化区域，各
种商品令人眼花缭乱，这里的大号码衣服也很有特色，而且各种各
样的服饰和非韩国的外国美食让这里充塞着不一样的魅力。这里的
另一大特点就是，这里积聚着首尔最多的Gay Bar和变性人俱乐
部，里面的人都非常的友好，不会有一点异样的眼光。如果有时
间，真心推荐来这里转转。非常过瘾的精彩“世界”。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六号线至梨泰院(이태원역)站下车。

营业时间：服饰店9:00-19:00；美食店10:00-凌晨不等；Gay Bar
和夜店也是通宵。

梨花女子大学购物街 이화여자대학교쇼핑거리 见地图标识 
梨花女子大学附近的购物街，就像是梨花女子大学一样独具“柔
美”的气质。也许是因为在女子大学附近，像是美甲店、女装店特
别的多。当然男生的服饰这里也不比其他地方少，但是最最推荐
的，还是这里小巧秀气的女装服饰店。梨花女子大学可是培育国母
的摇篮，附近的店家当然要周到喽！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2号线至梨大站下车。
营业时间：10:00-23:00

新沙洞林荫大道 신사동 가로수길 见地图标识 
介绍首尔的景点，这里是不得不提了。目前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也
是大增，因为2011年湖南卫视《我是大美人》节目组就在这里拍摄
过，因为何炅和吴昕的到来，是新沙洞林荫大道在国内名气大增。
这里一样是时尚街拍的好地方，比起三清洞，这里有更高雅的感
觉，而三清洞则是小巧安逸。两个都是好地方，至于来哪个，你自
己决定！

         ★ 青年旅馆
        无论到哪个国家旅行，青年旅馆都是很受欢迎的。首尔的大多
数青年旅馆的规模很大，持有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Card者可
享受20-30%的优惠。

★ Tips：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Card的申请

在向自己所在国的青年旅馆联盟(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或在

韩国的青年旅馆联盟(Korea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交付

20,000韩元(25岁以下15,000韩元)后，申请获得Hostelling 

International Card。

★ 韩屋客房体验

来到韩国旅游，体验韩屋是你不错的选择，酒店哪个国家都有，青
年旅舍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但是韩屋可不常见。即便是首尔本地
人，也经常会和家人一起体验韩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体验。而且
全国的体验房价基本一致，所以不会存在费用负担问题。可以在韩
国旅游发展局的网站上参考信息预约。
chinese.visitkorea.or.kr/chs

作者推荐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SI/SI_CHG_2_11.jsp?cid=299520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SI/SI_CHG_2_11.jsp?cid=299520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SI/SI_CHG_2_11.jsp?cid=29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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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3号线至新沙站(신사역)下车，经

          由8号出口出站。
营业时间：10:00-23:30(一般主要指咖啡厅)。

★ 龙山电子商城 용산 전자상사 见地图标识 
韩国的电子产品是很多游客青睐的对象，龙山电子商城和江边电子
商城是本地人非常爱去的地方。但是笔者首推龙山电子商城，因为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全。电脑商家主要顾客是上班一族和学生。直接
提供安装，质量可靠。年中一两次大减价时会打折30%左右，更实
惠。在这里提醒大家哦，这里有些摊位是可以砍价的，所以如果可
能的话最好带一个懂韩文的朋友去。

营业时间：10:00-22:00(各商家略有差异)。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1号线或中央线(중앙선)至龙山站(용산
역)下车，地铁站与电子商城相同。

电话：+82-2-704-3060
www.yongsan.co.kr

★ Tips：关于购物砍价

在韩国购物，实际上可以砍价的地方不多，价格较为统一。但是像

东大门，偶尔还是可以小砍价的。夜间服装批发市场原来只是给服

装店主提供货源，但是现在如果一次性可以买的很多，私人也是可

以购买的。但是在东大门非批发区域，服装的单价就高低不一了，

这里的价钱是可以商量的。随着这里外国顾客的增多，很多摊位的

主人都用计算机跟顾客沟通，既然这样，那我们也用计算机沟通就

好了。他说出的价钱，可以先尝试砍下1/3的价钱，再不行就1/4，

到最后总会给便宜点的。东大门市场因为随意性很强所以可以砍
价，但是其他地段的店铺不建议这样。

★ 百货公司
如果想要购买名品，那一定要去百货公司和免税店，首尔比较有名
的几大百货商场有，乐天百货店/免税店、新罗免税店、新世界百货
商店、现代百货商店。

乐天百货店、免税店
无论是乐天免税店还是百货店，最几年都是备受中国游客青睐的，
所以每到中国的大节日，这里都会举办各种活动。尤其是在明洞的
乐天百货店总店，这里便利的交通和特设的中文服务台更是吸引了
广大的华人游客。而且在乐天百货总店的9F,10F,11F为免税店，每
次进去的时候都感觉是在中国购物，因为到处都能听见中文。来这
里购物还真是没有语言障碍。
地址：首尔市中区小公洞1号 서울 중구 소공동 1 

到达方式：地铁二号线乙支路站7、8号出口均可

乐天免税店总店 롯데면세점 본점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30-20:00；周六周日9:30-21:00
电话：+82-2-759-6600；总店，+82-2-759-6600-2 
en.lottedfs.com

乐天百货商店总店 롯데백화점 본점
营业时间：10:30-20:00
电话：+82-2-771-2500
store.lotteshopping.com/handler/HongboIntroChi-Start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安全
韩国报警电话 112
火灾救助 119
旅游指南 (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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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免费的。(不懂韩国语的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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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市、大卖场
首尔的便利超市算是很密集，大家常去的是7-11、全家(从2012年
年中开始名字已陆续改为CU)以及GS 25等等。这些便利超市的服务
都很好，而且东西比较全，是当地人也都很喜欢去的生活好帮手。

大卖场一般有易买得、乐天、Home Plus等，和便利超市比起来大
商场的打折活动比较多，而且单价比较便宜，建议游客朋友如果想买
些带回国内的食品，可以考虑来这类商场逛逛，而且很卖场里面的
广播中也都有中文播报。

★ 纪念品、小店

首尔一般卖纪念品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仁寺洞和南大门市场，虽然在
仁川机场也可以买到，但是仁寺洞和南大门市场的纪念品是种类最
多的，可选择的范围很大，如果喜欢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好好的转一
转，淘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回去。

★ 退税

在首尔购物，一般购买的商品价格中都包含着一部分税金。这些税
金一般被用做韩国居民的社会福利金，而非韩国居民所购商品在出
境时，经确认后，通过相关法定步骤可获得返还。首尔的各领域商
店在退税这一部分做的也是非常贴心，游客在购物的时候都会主动
提醒。下面为大家介绍退税的条件。

退税手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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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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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关出示所购商品，发票经确认后加盖“物品
出境(ALL GOODS EXPORTED)”图章。 

一般情况下，都是托运行李后再进海关。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在
机场退税服务台盖章的时候，要给工作人员看所购买的物品，所以
一定不要着急托运。到了机场先到退税柜台盖了章以后再办理托
运，然后入海关的时候只拿着发票就可以得到退税了。只要不着急
托运，顺利在发票上盖章，拿着发票入海关其他就没问题了。仁川
机场退税窗口在3楼出境处，28号口。

http://store.lotteshopping.com/handler/HongboIntroChi-Start
http://www.yongsan.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yongsan.co.kr%22%20%5Ct%20%22_blank
http://en.lottedfs.com
http://en.lottedfs.com
http://store.lotteshopping.com/handler/HongboIntroChi-Start
http://store.lotteshopping.com/handler/HongboIntroChi-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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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安

          首尔一直都是治安非常好的，所以来首尔旅行还是可以完全

放心的，24小时都有警察巡逻，而且每隔一段距离都有有一家警察
局。但是尽管这样，编者还是希望各位来首尔游玩的朋友能够更加
安全的度过愉快难忘的行程，了解基本的安全电话还是有必要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 주한 중국 대사관 见地图标识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孝子洞54番地 서울시 종로구 효자동 54번지
电话：+82-2-738-1038
领事部地址：首尔市中区南山洞2街50－7
电话：+82-2-756-7300；755-0453/0456
www.chinaemb.or.kr/chn

★ 医疗应急 

Severance 医院
地址：首尔西大门区新村洞134(서울시 서대문구 신촌동 134)。

电话： +82-2-361-5114 
外语服务电话：(02)361-6540
服务时间：平日9:30-11:30；14:00-16:30 ；周六 9:30-11:30。
www.severance.or.kr

峨山中央医院 Asan Medical Center
首尔松坡区风纳洞388-1(서울시 송파구 봉납동388-1)。

电话 : +82-2-3010-3114 
外语服务电话： +82-2-3010-5001
服务时间：平日9:00-17:00；周六9:00-12:00。
www.amc.seoul.kr

三星医院 Samsung Medical Center 
首尔江南区逸院洞50(서울시 강남구 일원동50)。

电话 : +82-2-3410-2114
外语服务电话： +82-2-3410-0200
服务时间：平日9:00-16:00；周六9:00-11:00
www.samsunghospital.com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www.chinaemb.or.kr/chn
http://www.chinaemb.or.kr/chn
http://www.severance.or.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severance.or.kr%22%20%5Ct%20%22_blank
http://www.amc.seoul.kr
http://www.amc.seoul.kr
http://www.samsunghospital.com
http://www.samsunghospital.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mailto:guideeditor@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m.qyer.com/
http://m.qy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