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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必备旅游信息  

首尔

护照&签证
到大韩民国的所有外国访客必须持有有效的护照和签证。大韩

首尔是大韩民国的首都,
约有2000年的历史,
是历经三国,高丽,朝鲜时期的古都。
她过去是百济,朝鲜的古都,

民国的签证有2种,即,只可以入境1次的单次签证和可以入境2次
以上的多次签证。如果是短期旅游,可以申请自发行日起有效期
为3个月的单次签证。若来自与大韩民国签订免签证协议的国
家,无需签证即可入境。

长久以来起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

汇率&换钱

可以从中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及经济。

1万韩元约为8.7美元(USD)(以2016年11月为准)。可在大部分银

首尔,

行进行货币兑换(换钱),但是,营业时间规定为平日早上9点至下午

让我们了解一下首尔的千姿百态。

4点。若需要在周末兑换,应使用私人换钱所。私人换钱所主要分
布在明洞,梨泰院等外国访客较多的市中心主要地区。

正式名称

首尔特别市

面积

605.21㎢

信用卡&自动取款机

语言

韩语

几乎所有酒店,餐厅,商店,便利店等场所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气候

温带性气候

包括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等可以在境外使用的卡大部

货币单位

韩元(￦)

分也能使用,只需在结算时确认是否为加盟店即可。自动取款

时间

GMT+9(韩国标准时间KST)

机可在大型商店,街道,便利店,酒店等任何地方轻松找到。有

国家代码

+82

“Global ATM”标志的设备支持多国语言服务。

区号

首尔 02

退税
退税是在贴有“Tax Free”标志的商店里最低消费3万韩元以

Basic Information
地址
来访路线
开放时间
门票
咨询

Tax Free

上时返还税金的制度。但是退税,需要退税收据而非普通收
据。出境时,在办理值机手续之前,携带护照和退税收据,所购
物品前往仁川国际机场内的海关申报中心盖章或者在出境审
查后,使用自助设备获取退税。

  市区交通信息  

飞机
仁川国际机场是离大韩民国的首都首尔最近的机场。从全球55个国家,185个主要城市到仁川国际
机场,有84家航空公司执行直飞航班。

《从机场前往市区的交通设施》
机场铁路
机场铁路是仁川国际机场与首尔站之间最快,最便捷的铁路。有到首尔站中间不停站的直达列车
和12个站均停的普通列车。从仁川国际机场站到首尔站,乘坐直达列车需43分钟,乘坐普通列车需

《首尔市区的交通设施》

58分钟。
arex.or.kr

巴士

直达列车成人票价为8,000韩元,儿童票价为6,900韩元

首尔的巴士以颜色区分。有首尔市区长途行驶的干线巴士(蓝色),穿梭在地铁站和干线巴士车站

普通列车900韩元起价,到黔岩站需2,600韩元,到弘大入口站需4,050韩元,到首尔站需4,150韩元

之间的支线巴士(绿色),在市中心主要地区循环运行的循环巴士(黄色),连接首尔和首都圈城市的广
域巴士(红色)。公交站点和详细路线可通过“移动首尔”(提供韩英中日4国语言服务)应用进行查

机场大巴

看。干线,支线巴士：1,300韩元起,广域巴士：2,400韩元起

从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京畿道大部分地区都有机场大巴运行。机场大巴分为：经停市区主要酒
店的高速机场大巴和“KAL机场大巴”以及到首尔市区各地的普通机场大巴。可在1层候机楼的4
号,9号门的内部售票处和4号,6号,7号,8号,11号,13号门前的外部售票处购买车票。
calt.co.kr

地铁
有1~9号线9条地铁线路。每条路线以颜色区分。可以在地铁站的无人售票机购买一次性交通卡
（T-Money）,或进行T-Money卡的充值。购买一次性T-Money卡时会加收500韩元的保证金,但使
用完之后,将卡投入保证金返还机(检票口附近),便可返还保证金。

出租车

成人交通卡为1,250韩元起价,现金为1,350韩元起价

出租车按计表收费。超出起步价后按行驶距离和消耗时间收费。若从机场到首尔市内,加收机场

青少年交通卡为720韩元起价,现金为1,350韩元起价

高速公路通行费6,600（小型车标准）韩元。
普通出租车
价格最便宜,最普通的出租车。起步价为3,000韩元,可在首尔的任何地方轻松搭乘。
模范出租车

出租车
普通出租车的起步价为3,000韩元(2公里以内),模范出租车的起步价为5,000韩元(3公里以内),并根

起步价为5,000韩元,与普通出租车相比,虽然续程价昂贵,但比较舒适。与其它出租车不同,自午夜至凌晨4

据距离和时间追加费用。除模范出租车以外,自午夜至凌晨4点之间额外收取20%的费用。国际出

点之间,不收取附加费。

租车需在机场乘坐,其他要乘坐国际出租车时,需提前通过网上预约。

大型出租车
可容纳6~10名乘客的出租车。费用与模范出租车相同。因外形与Call Van（为了运送货物而以高价运

国际出租车internationaltaxi.co.kr

行）十分类似而容易混淆,需格外注意。大型出租车侧面标有“JUMBO TAXI”。
国际出租车

T-money卡（T-money Card）是可以在机场巴士,首尔•京畿圈巴士,地铁,出租车等使用

是由可以与外国人沟通的司机师傅驾驶的出租车。在英语,日语,中国语中至少会两种语言。可在1层候

的充值式交通卡。在巴士,地铁间可免费换乘5次,按距离的比例收费。可在地铁站或

机楼的4号,8号门附近的国际出租车服务台申请乘坐国际出租车。根据目的地不同,费用规定为55,000韩

普通便利店轻松购买并充值。

元,65,000韩元,75,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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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北村韩屋村
02-2133-1372
钟路区桂洞路37
	3号线安国站2号出口
处徒步7分钟
hanok.seoul.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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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是朝鲜时期王宫附近高官厚爵聚集生活的地

稍许的修缮,但是大部分韩屋基本都保留着原来的形

方,如今成了首尔代表性的旅游胜地,在车水马龙的

态。北村位于昌德宫和景福宫之间,是朝鲜时期汉阳

大都市中央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馨香。

中心“钟路”和清溪川上面的村子,因此被称为“北
村”。现在的北村指的是钟路区的嘉会洞,三清洞,桂

韩屋是韩国的传统房屋。韩屋由木材和土建造而成,

洞,斋洞,苑西洞和八判洞一带。它毗邻王宫,在地理

并铺设“温突”（火炕）取暖。韩屋以大自然为原

风水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当然汇聚了不少朝鲜时期

料,有益健康,地板伸向大院,屋顶的瓦片灵巧地伸向

的王公贵族和身份显贵的“两班”（贵族阶层）在此

天空,二者神韵优美无比。对韩国人来说,韩屋就是

居住。当时的韩屋仿佛是为了彰显其豪门权势,既宽

一个看着也会让人觉得舒适和亲切的家。在北村,就

敞又华丽,但是到了朝鲜王朝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方面

可以欣赏到这样的韩屋。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一共

的原因,土地被分割,那些大型韩屋被改建成居住方便

有999座传统韩屋,经过时代的变迁,为了便利虽有过

Jordan Guanga

的小规模韩屋,一个挨着一个地形成了小巷景观。
北村文化中心 : 首尔市为了弘扬北村的历史和文
化,向人们提供了体验各种传统文化的机会,设立了
北村文化中心。并购入因“桂洞太太府”而闻名的
朝鲜末期的权势之家“闵财务官府”,将其进行修
缮后,于2002年正式开馆。“闵财务官府”由堂屋,
行廊斋和厢房构成,开设各种讲座,进行多种多样的
体验活动。其中有书法,茶道,汉文,板索里等传统讲
座,还有天然染色,乌竹工艺,体现闺房文化的传统结
制作,布艺等工艺技能讲座。

Tip
北村文化中心徒步观光路线
这是一条很充实的路线,能将北村的风景尽收眼底,游览大概需要3小
时30分钟左右。从安国站出发,经过北村文化中心,嘉会洞11番地,韩
尚洙刺绣工房,嘉会漫画工房,北村生活史博物馆“久味”,尹浦善故
居等地,然后再重新回到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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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lo Dungo

Leigh MacArthur

朝鲜王朝的正宫——景福宫重新复活。经过20多年

002

宫,王世子的东宫,宫女生活的内殿一应俱全。

的复原工程,景福宫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姿,站在北
岳山脚下俯视光化门广场,傲然挺立。

景福宫
02-3700-3900
钟路区社稷路161景福宫
	3号线景福宫站5号出口处徒
步5分钟/ 5号线光化门站
2号出口处徒步约10分钟

勤政殿: 国宝第223号,是国王审阅了大臣们的报告
以后颁发命令的法殿。这里也被用作王室举行各种

光化门世宗大路尽头,北岳山脚下,雄伟地耸立着朝

继位仪式的场所,地上铺设的花岗岩上写着王室臣子

鲜王朝的正宫。第117号历史遗迹景福宫在朝鲜王朝

的品阶。

建造的五大宫殿中是首个建成的宫殿。朝鲜王朝的

庆会楼:勤政殿旁边,寂静的莲花池中央是一处楼阁。

第一个王“李成桂”即位的第三年即1394年开始建

以楼阁为中心有三个延伸向莲花池外的石桥,这一美

造,第二年1395年竣工。宫殿的名字蕴有“新王朝洪

丽的景致也被印制在韩币一万韩元的纸币上。

	1-2月 09:00~17:00
3-5月09:00~18:00
6-8月09:00~18:30
9-10月09:00~18:00
11-12月09:00~17:00

福齐天,繁荣昌盛”之意。后来,因壬辰倭乱被烧毁,

	成人(25~64岁)：3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7~18岁)：
1500韩元

解放以后才开始,从1991年起经过20多年大规模的复

	www.royalpalace.go.kr
每周二休息

王朝的最重要的王宫,从规模上来看就很与众不同。

经过漫长的岁月到朝鲜王朝后期高宗时对其进行了
重建,景福宫再次被作为宫殿使用。日本殖民统治时
期又遭到了日本的拆除和损毁。景福宫的复原是在
原工程,终于恢复成了今日的面貌。景福宫作为朝鲜
宫殿周长2404米,是五大宫殿中唯一一个设有四处大
门的王宫。王和官吏们处理政务的正殿,王妃的中

Tip
景福宫夜间观览
在春季和秋季,有两次机会可以在夜间一睹景福宫的风采。通过网络限量售票的方式,在网上可以购买到观
赏各种文化表演的门票。身穿韩服,可以免费进入景福宫。65岁或以上的老人和外国人可以在门口买票。

守门将换岗仪式
每天早上10点和下午2点整点,在光化门内侧的兴礼门前进行换岗仪式。震撼的鼓声响起之后,守门将的队列
排开进行表演。在宫殿内侧还准备了体验穿戴守门将服饰的地方,均免费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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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黎有埃菲尔铁塔,东京有东京塔的话,那么

003

首尔可以说有N首尔塔。耸立在南山最顶端的这座尖
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直默默地守望着首尔的天

N首尔塔
02-3455-9277
	龙山区南山公园路105
N首尔塔
	忠武路站2号出口/东国大学站
6号出口,转乘2路,3路,
5路南山循环大巴

空。
N首尔塔是在1975年3月由当时三家民营电视台共同
出资建造的,是一座综合电视塔,也是一座观光瞭望
塔。2016年9月,首尔市以12000余名首尔市民和国内
外游客为对象实施的“首尔十大韩流名胜”问卷调
查中,荣登前十名的宝座。

	10：00~23：00
（周六延长至24：00）

2005年底,经过内部翻修并增设多种便利设施后,她

	瞭望台：成人（满13周岁以上）
10000韩元 / 儿童（满3周岁-满
12周岁）8000韩元

前来首尔旅游的全世界游客的喜爱。从中央大厅到

	www.nseoultower.com
全年无休

作为“N首尔塔”重新亮相,随着韩流热潮,受到了
4层,这五层是首尔塔广场,从5层到T7层是N首尔塔部
分。首尔塔广场有韩服文化体验馆,星巴克,芝加哥
比萨店等各种设施。N首尔塔除了欧利芙洋（olive
young）,N汉堡店等购物,美食空间以外,最经典的还
是位于T4-5层的瞭望空间。

Tip
瞭望台
在N首尔塔的瞭望台可以360度
全景欣赏首尔的美景,这里还
专为外国游客准备了在瞭望台

顶层露台：位于首尔塔2层,这里有很多环环相扣的
“情人锁”。在这里,登塔的恋人们可以把象征爱情
永恒的锁头锁在一起悬挂起来。
南山缆车：韩国最早的缆车,有40多年的历史,在缆车

可以看到的首尔主要名胜的语

上可以将南山和首尔的美景一览无遗。这里也是恋人

音解说。

约会的首选之地。到南山顶端只需要3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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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尔最复杂的大街中央纵向流淌的长长水路已经

004

清溪川
02-2290-6114
钟路区清溪川路
	4号线东大门站6号出口
1号线钟路5街站8号出口

成为了国内外来客,男女老少流连忘返休息场所。
手捧咖啡走过石桥的上班族,低着头看鱼群游荡的
孩子们,把双脚浸在水里并排坐着的恋人们,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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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首尔灯笼节

塑“弹簧”,从清溪广场开始一直到东边的五间水桥

每年在首尔清溪川一带放几百

右。

一共有22座桥,如果一一都欣赏的话,需用3个小时左

个灯笼的庆典活动。这一庆典
始于2009年,当时为了庆祝韩
国访问之年,之后每年都会有

清溪川街头表演:在享受清凉溪水的同时,让来清溪

幕都是在首尔市中心清溪川常见的风景。流淌在钟

25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来访韩

川散步的人们心悦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各个地方进

路区和中区交界的清溪川原名叫“开川”,日本殖民

国。从清溪广场到水漂桥,灯

行的街头表演。不仅有一人一吉他演奏的流行歌曲

统治时期将其更名为现在的清溪川。从1958年起河

笼的风格每年都不同,大大小

个人秀,也可以欣赏到各种形式的乐队演奏。

道掩盖工程开始实施,上方的高架桥在2003年实施的

小的灯笼也受到了众人瞩目。

踏桥:朝鲜时期“两班”和庶民间流行一种风俗习

清溪川复原工程施工时拆除。清溪川从2005年开始

惯,就是在正月十五月圆夜来到清溪川踏上横贯河水

成为了城市中心的休息场所,复原后的清溪川的水

的12座桥,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各种灾难的发生。正月

是从汉江的一个水库里将水过滤后通过埋在河道下

十五“踏桥”对百姓来说也是“解放的日子”,“踏

面的管道引上来的,所以一年四季都能听到轻快的

桥”以后的深夜会摆上酒席,恋人在此密会,所以在

流水声。光化门附近清溪川的入口处安放了美国波

朝鲜王朝明宗时期也曾被禁止过。

普艺术家克拉斯·欧登伯格的作品——海螺状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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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明洞一直都是流行时尚的领头

005

羊,恪守自己身为时尚中心的尊严。特别是对韩流的
粉丝来说,这里可是购买化妆品和寻找美食的必经之

明洞
中区明洞
	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
4号线明洞站

地。
明洞位于首尔中区的忠武路,乙支路和南大门路之
间,受到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发展为商业中心的忠武
路的影响,明洞也逐渐发展为商业中心。一路之隔就
是以韩国银行本部为首的金融产业中心区,对面则
是乐天百货店,新世界百货店等首选购物区。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在当时年轻人的推动下,江南地区曾
经一度人气高涨,为此明洞不得不暂居其次。但到
了本世纪,受韩流热潮的影响,大量外国游客的涌入
让这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时尚购物第一区”。
Migliore购物商城附近的马路边常年有大量经营各
种美食和小商品的摊贩营业,同时这里也有各种时尚
品牌和连锁咖啡店的大规模卖场。根据首尔市流动
人口统计数字,明洞天主教堂周边的流动人口达到每
月150万人次左右。在原有观光酒店的周边,新开了
很多家青年旅舍,商务酒店,观光酒店等,满足游客的
需求。
明洞中心的思索与呐喊
明洞天主教堂
明洞天主教堂是一座尖拱形哥德式建筑,是韩国天主
教的发源地,也是天主教教会的象征。过去这里曾是
抵抗维新独裁等军事政权的民主人士的活动基地。
现在每天仍然会举行数场弥撒,虔诚的钟声悠扬地回
荡在熙熙攘攘的明洞上空。
明洞艺术剧场
其前身是“明洞国立剧场”,在1934年到1973年间曾
引领韩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于2009年重新开业。明洞
艺术剧场有588座,经常举办各种传统话剧,音乐剧,
哑剧等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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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术专业而闻名的弘益大学正门口前罗列的画廊

006

和咖啡厅,不知何时已不再只是弘大美术专业学生光
顾的地方了,这里吸引了许多的年轻人,升化为“青

弘益大学

春街”。
这里是首尔名副其实的热闹地方。到处充满青春与

麻浦区西桥洞一带
	2号线或机场铁路的
弘益大学站

浪漫的艺术和地下文化,经过绘画和设计而完成的各
种形式的文化共存,是一条洋溢着自由气息的大街。
这里独具特色的咖啡厅,小型画廊和美术馆等个性十
足的饰件和时装店,现场演奏的咖啡厅和俱乐部,艺
术市场等各种美味餐厅也颇有名气。许多出版社曾
一度在此行商,所以很多文化人士也经常光顾,后因
坡州出版园区的出现那种氛围逐渐消失。借着弘益
大学培养出众多艺术人才的名声,曾涌现出许多与美
术有关的补习学校,但是最近这种势头也渐渐消退
了。尽管如此,弘大仍然是充满青春与热血的艺术殿
堂。漫步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弘大校园里,能够亲近今

Tip
弘大停车场路

日韩国青年,并且尽情欣赏他们所带来的自由气息。

弘大停车场路是从弘大站到

但是今天的弘大商圈已经扩展到上水站与合井站附

合井站附近的地方,这里直通
弘大各角落的心脏部,停车场

弘大虽然常常被用来指弘益大学附近的一些地方,
近。

两边的美食店,文化场所,现场
表演大厅,人气店排列成行,逛

KT&G想象天堂: 这里是于2007年开馆的综合文化空

一逛也是乐趣。这里还有一些

间,设有销售各种设计作品的买手买手店,放映艺术

知名老店,比如：秀练歌房,炒

电影的电影院和可容纳150人的演出剧场,并开设了

年糕店,现场表演剧场Rolling

人文,设计,艺术等多种讲座。

Hall。

弘大壁画街: 从弘益大学后门的KANAEMAYA制面所到
四季之屋卧牛山路22路,是一条长长的壁画街。根据
墙壁的状况画着个性洋溢的画和涂鸦,虽然也有很多
随意涂抹的意味,但也有许多艺术感十足的壁画,所
以这里也被称为“毕加索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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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保护朝鲜首都汉阳城和百姓的石砌城墙。对

007

钟路区栗谷路283
	1号线和4号线东大门站
1号和10号出口
	seoulcitywall.seoul.go.kr

季访客最多。

21世纪朝鲜的后世子孙来说,这里是品味历史和俯瞰
城市风景的漫步胜地

汉阳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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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都城的原始功能: 汉阳都城的功能首先是城市
的边界线,同时也用来防止外来入侵。城门的开关时

漫步在这条围绕首尔的悠久城墙路上,首尔的自然和

间是凌晨和晚上,通过坐落于钟路的普信阁钟声告

城市风景尽收眼底,这里也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由

知,而城墙内百姓们的生活也被钟声所支配。过去为

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了考科举,来到汉阳的书生会围着城墙转一圈祈求考

登记在世界文化遗产暂定目录中。汉阳都城原来是

试顺利通过,而城中百姓们随时会登上城墙亲近自

朝鲜时期城市的警戒线,用来阻止外来的侵略。沿着

然,欣赏美景。

围绕现今首尔市中心的北岳山,乐山,南山,仁王山的
山脊修筑后,又经过了数次的重筑。城墙的平均高度
约为5~8米,全长约18。6公里,从1396年到1910年近
514年间始终担当着城墙的守护作用,是全世界历史
最悠久的城墙。汉阳都城有四大门和四小门。现今
成为东大门购物区里程碑的兴仁之门和敦义门,南大
门市场入口处的崇礼门和三清洞的肃靖门是四大门,
惠化门,昭义门,光熙门,彰义门是四小门。其中敦义

Tip
汉阳都城散步路线（共6条路线）
白岳路线：从彰义门起,经过肃靖门,马石问讯处,卧龙公园,延伸到惠化门的路线,难度较高。
骆山路线：从惠化门起,经过骆山公园,汉阳都城博物馆,东大门城廓公园,延伸到兴仁之门的路线,难度较低。
兴仁之门路线：从兴仁之门起,经过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光熙门,延伸到奖忠体育馆的路线,难度较低。
南山路线：从奖忠体育馆起,经过奖忠体育馆后街,木梯路,N首尔塔,延伸到白凡广场,难度适中。

门和昭义门已经佚失。70%的古道已重新铺设,共构

崇礼门路线：从白凡广场起,经过崇礼门,昭义门门岗,贞洞,延伸到敦义门,难度较低。

建了6条散步路线,在樱花烂漫的春季和满山红叶的秋

仁王山路线：从敦义门起,经过月岩近邻公园,仁王山顺城路,延伸到彰义门,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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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P的前身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东大门运动

008

场。2014年,在各界的高度关注下,DDP正式开张营
业。转眼间,这里已经成为首尔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和

东大门
设计广场
DDP
02-2153-0000
中区乙支路281
	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
公园站1,2号出口
www.ddp.or.kr

综合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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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DDP解说服务

并决定把这种活力通过曲线的流动美展示出来。DDP

如果你到了DDP,却不知从何看

大区域。艺术展示区主要举行各种时装秀,公演,艺

起的话,可以尝试一下DDP提供
的解说服务。这项服务无需提
前预约,现场申请即可,周二至

可以分为艺术展示区,创意交流区,生活体验区等三
术节,博览会,展示会,企业新品发布会等活动；创意
交流区以创意设计为主,有设计展示馆,设计展示环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造型独特,是由曾获得普利

周日每天两次,每次用时约1小

路,环路休息区,设计游乐区等,可以亲身体验设计的

兹克建筑奖的全球知名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

时20分钟,可以在专职解说员

丰富多彩；生活体验区则以购物,交流,分享为主。

（Zaha Hadid）设计建造的。DDP的前身是具有代表

的带领下详细参观DPP。

性的综合市场,和南大门市场齐名。在2016年的今

玫瑰花园&各种展览: 玫瑰花园每晚19:00~00:00亮

天,她依然保持着现代时尚发源地的盛名,又同时兼

灯,推荐大家在这段时间前往观赏。另外,DDP经常会

具精致的时尚美感,受到了广大游客的喜爱。DDP无

举办“首尔时装周”,“首尔国际音乐节”等在国内

论外观还是内部装饰,都充满了流畅的线条美。扎

外备受关注的文化展示活动。

哈·哈迪德强调,她感受到东大门自身特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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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南大门市场购物步行街

民以食为天,美食加人心

CULTURE MAP

南大门市场里有一条专卖辣炖带鱼的小胡同,辣炖带

为了让游客能够更高效的游览

鱼是把新鲜的萝卜和厚厚的带鱼段放在黄色的小铝锅

面积达66000平方米的南大门
市场,政府特设此步行通道。
在南大门市场1-8号入口,大都

辣烧带鱼胡同和手擀面胡同

或者砂锅里,浇上辣辣的调料炖煮而成。每家饭馆的
阿姨手艺都略有不同,可以细品其中的差异。另外,附

综合商场,中央商场和E世界

近还有一条专营手擀面的小胡同,在这条胡同的饭馆

商场前均设有地图“CULTURE

里,如果你点了手擀面,饭馆阿姨还会附送凉拌冷面,

MAP”,介绍这条步行街。

大麦拌饭或者大酱汤,分量很足。这两条美食胡同在
南大门市场里都很有名。从地铁会贤站5号出口出来,
在附近就可以找到。

南大门市场是国际大都市首尔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市

009

场,每天的访问人数高达40万人次。这里号称“除了
没有的,什么都有”,里面的商品玲琅满目,应有尽

南大门市场
02-753-2805
南大门市场4路21
	从地铁4号线会贤站
5,6,7号出口,步行5分钟
	namdaemunmarket.co.kr

有,其魅力实在无法抗拒。
南大门市场位于中区南仓洞一带,在明洞和首尔站之
间,和东大门市场一样都是首尔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市
场。2014年,南大门市场举办了600周年纪念庆祝活
动,向人们展示了其600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
朝鲜时期的商业中心为钟路地区,后来逐渐扩大至南
大门市场和东大门市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
规模销售服装,餐具等生活用品,一直受到人们的欢
迎。
地铁4号线会贤站前的各条胡同中,有大量经营批发,
零售业务的商店,一年365天每天都是人头攒动,门庭
若市。销售的商品多种多样,种类繁多。从新鲜果
蔬,水产海产,文具,玩具,厨房用具和生活用品,到服
装,皮包等时尚商品,再到人参,传统工艺品,金银饰
品,家用电器,进口化妆品和加工食品等,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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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首尔唯一一个外国人比韩国人还要多的地方,这

010

里有充满异国风情的世界各地美食,丰富多彩的夜生
活,是一个能让您轻松愉快享受“血拼”快感的娱乐

梨泰院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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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Tip
时尚天堂——梨泰院
从梨泰院地铁站前的汉密尔顿
酒店到绿莎坪站的大路,可以
说是梨泰院的时尚购物中心。
传统的西装专卖店,需要特制

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
6号线梨泰院站

自朝鲜时期,以梨泰院为中心的龙山地区就是一个交

的特大号服装专门卖场,以及2

通重地,这里毗邻汉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军为

层规模的梨泰院服装市场,都

了方便殖民统治,曾将此地辟为军事基地,解放后此

集中在这里。这条路的两边和

地又成为美军驻军基地。近几年,美军基地虽从梨泰

周围的小胡同里遍布着各种个

院迁至平泽,但此处仍然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外国

性十足的商店。

人。梨泰院集中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国公馆,官邸
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各种异国风味的饭馆和商店自然
而然也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在这里,法国风味,意大利风味,泰国风味,印度风味,
土耳其风味等各种各样的美食餐馆鳞次栉比,可以买
到专为体型健壮的外国人准备的特大号服装和各种
国外进口商品。很多专卖老式古典家具和各种小物
件的商店也比比皆是。梨泰院1997年即被指定为首
尔五大观光特区之一,这里每年10月都会举办地球村
庆典,绝对不负“首尔小地球村”的盛名。
古典家具街
从汉密尔顿酒店对面的梨泰院地铁站3号出口和4口
出口之间,在青花公寓右拐一直到克朗观光酒店这条
“L”字型的街道上,集中了80多家经营高档古典风
格家具和各种小物件的商店。
美食街
梨泰院的“美食店”主要集中在汉密尔顿酒店后面
的小胡同里,这里很多经营异国美食的餐馆大厨都是
各国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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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前往北村韩屋村和西村的路上,景福宫的东侧。

012

虽然现在已是布满漂亮咖啡厅和美食屋的旅游景点,
但仅在20年前还只不过是青瓦台附近北村的一个小地

三清洞
钟路区三清洞一带
	3号线安国站
1号,2号,3号出口

方。三清洞原来是指三个方面清明的地方,蕴含着山
清水秀人心善之意。也传说它曾是掌管国家祭祀的官
府昭阁署的三清殿所在地而得名。如今的三清洞到处
都是各具特色的古街,美术馆,画廊,从三清洞派出所
开始延伸到古老银杏树下的路旁布满了咖啡厅,时装
店和美食屋,是年轻人经常来约会的地方。
三清公园: 由绿荫,花草和散步小路构成的市中心公
园。公园内设置了各种便民设施,还有儿童游乐场和
林中图书馆,和孩子们一起来将是个不错的选择。

昌德宫是继景福宫后于1405年建成的第二个宫殿。它

011

位于景福宫的东侧,与昌庆宫一同被称为“东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经历了无数的灾难,但是

昌德宫
02-3668-2300
钟路区栗谷路99
	1,3,5号线钟路3街站6号出口
处徒步10分钟
	2-5月,9-10月09:00~17:00
6-8月 09:00~17:30
11-1月 09:00~16:30
	普通票
成人(25~64岁) 3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24岁以下)
免费(不包括外国人)
www.cdg.go.kr
每周一休息

与其他宫殿相比,各个建筑物还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了
下来。现面积为43万4877平方米。宫殿在建造时并不
是在平地而是在山脚下,遵从大自然的规律,体现了
朝鲜时期特有的建筑样式和造景模式,深受建筑学者
喜爱。特别是作为朝鲜王室庭院的后园风景优美,远
近闻名。树林,莲池,凉亭,花坛等悄然与自然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昌德宫和后园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昌德宫后苑: 位于昌德宫后面的后
苑是王族的庭院,被称为“秘苑”,与
大自然和谐相融。体现建筑完美比例
的“芙蓉池”和“芙蓉亭”是摄影家
们最为热衷的场所。为提高观赏质
量,后苑的游览限制了人数和时间,所
以必须提前预约。

036

SEOUL BEST 100

这是将零散在首尔各地的5栋传统房屋迁移后复原

013

的韩屋村。在这儿不仅有韩服体验,韩文体验,楮纸

德寿宫是朝鲜4大宫殿之一。原名为庆云宫,后来改

014

制作体验,还设有跳板,放风筝等多种民俗游戏活

南山谷韩屋村
02-2261-0500
	中区退溪路34路28南山韩屋村
	3号和4号线忠武路站3号出口
	www.hanokmaeul.or.kr

动,还可以举办以申请者为对象的传统婚礼。其中
还选出了可以反映首尔市民生活景象的600多件物
品并放到了时光机内,埋藏于15米以下的时光机广
场里,预定于400年后的2394年打开。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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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德寿宫,有“祈求高宗皇帝长寿”之意。德寿宫
曾作为圣宗的哥哥月山大君的个人府邸,是最先引进

德寿宫
02-771-9951
中区世宗大路99德寿宫
	1号和2号线市厅站
2号, 12号出口
09:00~21:00
	普通票：成人(25~64岁)
1000韩元
	www.deoksugung.go.kr
每周一休息

Timothy F. Hartley

西式建筑的地方,该建筑就是1910年建造的石造殿。
石造殿的西侧建筑现在被用作美术馆,长期以来恋人
们经常来约会的石墙路和正门门卫换岗仪式都深受
游客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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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庆宫修建于朝鲜圣宗时期,是继景福宫和昌德宫

016

之后,在昌德宫东侧为三位皇后建造的宫殿。与其
他正门在南侧的宫殿不同,昌庆宫的特点是正门在

昌庆宫
02-762-4868~9
钟路区昌德宫路185昌庆宫
	4号线惠化站4号出口处徒步
15分钟
	2-5月,9-10月09:00~18:00
6-8月09:00~18:30
11-1月09:00~17:30
	普通票：成人(25~64岁)
1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
(7~18岁) 500韩元
cgg.cha.go.kr		
每周一休息

修建于1617年,当时的国王光海君为了预防意外的

015

事故而建造了该宫殿。规模之大,几代君王都在此
处理国事,甚至被称为“西侧宫殿”,足见其重要

庆熙宫
02-724-0274
钟路区庆熙宫路31
	5号线西大门站4号出口
处徒步10分钟/5号线光化
门站1号出口处徒步10分钟
09:00~18:00
免费		
每周一休息

性。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拆除,又被用作日本
人的学校,宫殿的痕迹全然消失。1988年复原工程
启动,被迁移的正门兴化门再次被迁回远处,举行正
式活动的崇政殿得以重建,庆熙宫的原貌被慢慢复
原。附近有省谷美术馆,首尔历史博物馆等景点,也
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

东侧,这是为了更好地与昌德宫连接。在日本殖民
统治时期被用作动物园和植物园,宫殿的权威一落
千丈,虽经历了如此痛苦的历史,但复原工程于1986
年开始启动后,宫殿原来的美丽景象正在恢复之
中。从正门兴化门沿着墙壁惬意前行就能到达话剧
胜地——青年街大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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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恩寺是被首尔江南高层建筑环绕的千年古寺。许

017

多人前来许愿的大雄殿前面的弥勒大佛和为出版佛
教书籍,保存经版而设立的“版殿”名扬天下。特别

奉恩寺

是版殿悬板上的书法则是在奉恩寺里度过晚年的朝
鲜著名书法家秋史金正喜的墨宝。设有专为外国访
客准备的寺院寄宿和3个小时左右的寺庙生活体验活

02-3218-4800
江南区奉恩寺路531奉恩寺
	9号线奉恩寺站1号出口
2号线三成站6号出口处徒 步
10分钟 / 7号线清潭站		
2号出口处徒步15分钟

动,每周四还进行钵盂供养,参禅礼佛,拓本等活动。

www.bongeunsa.org

宗庙是安放朝鲜王朝历代君王和王妃牌位的祠堂,说

018

朝鲜王族的魂魄聚集于此也不足为过。从建筑方面
来看,体现出了排除装饰的最低限度的空间构成。建

宗庙
02-765-0195
钟路区钟路157
	1,3,5号线钟路3街站8号和
11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2-5月,9-10月09:00~18:00
6-8月09:00~18:30
11-1月09:00~17:30
	普通票：成人(25~64岁)
1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
(7~18岁) 500韩元
jm.cha.go.kr		
每周二休息

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迁都后,最先建造的就是宗庙,
新国君继位后也是最先来到宗庙跪拜祭祀。在宗庙
进行的祭祀叫做“宗庙祭礼”,这是早在三国时期就
有的国家性活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也是统治秩
序的根本。“宗庙祭礼”和祭祀中使用的舞蹈和音
乐“宗庙祭礼乐”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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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天主教堂是韩国天主

019

教遗产生生不息之处,也
是首尔市中心明洞的标

明洞天主教堂

志。建筑由法国神父考斯
特设计,于1898年竣工。
哥德式的建筑外观,红砖

02-774-1784
中区明洞路74(明洞2街)
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5号出口
2号线和3号线乙支路3街站
12号出口
4号线明洞站5号和8号出口
www.mdsd.or.kr

墙体现出建筑的坚固与牢
靠,教堂的地下安放着因
天主教而遭害牺牲的殉教
者的遗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这里曾是众多民主化运动的战士们
为躲避政府迫害的藏身之地,因此这里成为了民主化
运动的胜地,除了做弥撒的时间以外,向普通人开放,
想要感受韩国天主教气息的人们络绎不绝。

吉祥寺位于因富有而闻名的城北洞中心地带。建

020

021

造于1997年,虽然历史不长,但有着著名酒楼变成寺
庙的特殊履历。该寺是酒楼“大苑阁”的主人金寗

宣陵和靖陵

吉祥寺

汉赠给法政师父的礼物,据说金寗汉读了法政师父
的《无所有》,深有感触,恳请法政师父收下。每年
“佛诞日”那一月,数千只莲灯连接在一起,形成傲

02-568-1291
江南区宣陵路100路1
	2号线宣陵站10号出口
处徒步6分钟
	2-10月06:00~21:00
11-1月06:30~21:00
成人(25~64岁) 1000韩元

02-3672-5945
	城北区先蚕路5路68
吉祥寺(曹溪宗)
	4号线汉城大学站2号出口
换乘城北2路社区巴士

朝鲜时期君王的尸体埋葬于此。宣陵是朝鲜王朝第9
代王圣宗和他继妃贞显王后的陵墓,靖陵是圣宗第二
个儿子第11代君王中宗的陵墓。两座陵墓位于山丘
之间,前后排列,如果说前面的宣陵体现出的是市中
心公园一样的温馨氛围的话,那么靖陵则充分展现出
贞操自守的寂静情怀。一般来说宫殿都建于城市中
心地域,而皇陵则平均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特别是
宣陵在壬辰倭乱时遭到掘墓和焚烧,历经磨难。

www.kilsangsa.or.kr

人的美丽景观,在寺庙内也有一种想要静静漫步的气
氛。晚年的法政师父起居的“真影阁”里保存了师
父的遗像和遗物,前来纪念他和爱戴他的人络绎不
绝。
白石和子夜：大苑阁的主人金寗汉是一位名叫“子
夜”的艺妓,她是韩国著名的诗人,从日本殖民统治
时期开始,她一直是白石诗人的恋人,直到解放后白
石诗人因逃到北韩后命丧黄泉。她把一生积累的财
产赠给了法政师父,对于此事,她曾留下此言“1000
亿韩元（当时酒楼2。3万平方米的价格）也比不上
他（白石）的一句诗。”

热潮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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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从企业银行新沙洞分行到新沙洞居民中心连接南

022

北700米的大街。茂盛的行道树下密密麻麻地布满了
著名的买手买手店和购物店。林荫路原来只是有一

纵横林荫路
02-3445-0111
江南区新沙洞一带
	3号线新沙站8号出口
3号线狎鸥亭站5号出口

些画廊和影楼的安静街区,后来出现了时尚服装店和
温馨的咖啡厅,人们开始聚集此地,现在大型的快速
时尚和资金雄厚的餐厅,咖啡厅,酒吧也加入其中,林
荫路逐渐繁华起来。
纵向林荫路: 由于林荫路的店铺出现饱和状态和租
金上涨等原因,商圈向周围胡同小路延伸而形成了纵
向林荫路。个性十足的小型咖啡馆和餐厅比比皆是,
很多在林荫路买完东西的人们会来这里休息。

乐天世界,乐天塔位于蚕室公寓区中心地区,是首尔

023

市规模最大的主题公园。乐天世界由室内和室外主
题公园两部分构成,室内主题公园包括民俗博物馆,

乐天世界,
乐天塔

剧场,购物店和溜冰场；室外主题公园以石村湖水为
背景的一座魔法岛,是带孩子一起来玩的好地方。乐
天塔位于乐天世界的对面,被称为第二乐天世界,它
是韩国最高,世界第5高的建筑。其中将设有6星级酒

乐天世界
1661-2000
松坡区奥林匹克路240
2号和8号线蚕室站4号出口
	工作日09:30~22:00
周末09:30~23:00
www.lotteworld.com		

店,酒店式公寓和瞭望台,将于2017年初竣工。
乐天世界塔瞭望台：设置于乐天世界
塔的第120层~123层,特别是在122层
还设置了室外瞭望台。它是将首尔市
内全景尽收眼底的经典之作,其设有

乐天塔
02-3213-5000
松坡区奥林匹克路300
	2号线,8号线蚕室站
1号和2号出口
	工作日09:30~22:00
周末09:30~23:00
www.lwt.co.kr

“SKY DECK”可以让你在透明地板上
体验漫步云端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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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市厅和市民厅是综合管理首尔特别市自治行政

024

的官方机关。现在的新办公楼于2012年完工,日本殖

拥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光化门广场位于首尔市中心

025

民统治时期建成的旧办公楼被用作市民的图书馆,受

首尔市厅,
市民厅,
首尔广场
中区世宗大路110一带
	1号线和2号线市厅站5号和
6号出口/ 2号线乙支路入口
站1号和8号出口/ 5号线光
化门站5号和6号出口/ 1号
线钟阁站5号和6号出口
	首尔市厅 www.seoul.go.kr
市民厅
www.seoulcitizenshall.kr
	首尔广场 plaza.seoul.go.kr

到市民的欢迎。市民厅位于新办公楼的地下空间,是
首尔市政府和市民进行沟通交流的地方。在这里为
市民举行讨论,展览,表演,讲座,文化等各种活动,为
了表达倾听市民心声之意,把标志做成了耳朵模样。
首尔广场:市厅前面的首尔广场曾是3。1运动,6月民
主化运动的主要舞台,2002年足球世界杯赛期间,拉

049

热潮胜地

街区世宗路的中心地带。16车道中的6车道被建设成
广场,以广场为中心周围分别排列着光化门,世宗文

光化门广场
钟路区世宗大路172
	5号线光化门站1号,2号,8号
出口/ 3号线景福宫站6号和
7号出口
	plaza.seoul.go.kr/gwanghwamun

化会馆,美国大使馆,教保生命大厦等。广场两侧的
边缘有一条宽1米长365米的“历史水路”,东侧纪录
了从1392年朝鲜建国到2008年的主要历史。北侧的
草坪广场种植了各种花卉和植物,让您尽饱眼福,到
了冬天还会被用作溜冰场或滑雪场。南侧的李舜臣
将军铜像周围有凉爽的地下喷泉,夏天市民们在这里
乘凉休息,孩子们在这里嬉戏玩耍。

拉队红色浪潮的壮观曾展现在此地。以喷泉为中心
的绿色草坪成为了首尔市民休息的好去处,深受大家
的喜爱。

Danilo Du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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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首尔市民主要的约会场所,一年四季景色宜

027

人,特别是秋季一地的落叶更是诉尽了秋日情趣。这
条路从京乡新闻社前延伸到贞洞剧场所在的贞洞路

贞洞路

转盘道,全程步行虽只需30分钟,但一路上的石墙和
小巧美丽的行道树却展现出一丝幽静的情调。贞洞
路中间的旧俄罗斯公馆是朝鲜时期的王妃明成皇后

中区贞洞路2 (忠正路1街)
	1号线市厅站1号,11号,12号
出口处徒步5分钟
5号线西大门站5号,
6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遇刺后,高宗避难的俄馆播迁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3
层高的尖塔。贞洞剧场旁边2层的建筑重明殿是高宗
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也是在日本的逼迫下签订“乙
巳条约”的悲凉之地。
贞洞教会: 基督教第一个西式建筑,位于贞洞路中
心。1885年美国监理教传教士亚扁薛罗(Appenzeller, H。G)将它作为礼拜场所而创建,当时教会的周
边有培材学堂和梨花学堂,所以主要以学生为对象进
行新教育和新文化的传播,也是独立运动家们秘密集
会的场所。

纽约的曼哈顿有中央公园,而首尔的麻浦区延南洞则

026

有“延南洞公园”。“延南洞公园”的正式名称叫
京义线林间路。自从连接首尔和新义州的京义线电铁

京义线林间路
麻浦区延南洞一带
	2号线或机场铁路的弘益大学
站3号出口处徒步7分钟
www.gyeonguiline.org

铁轨铺设于地下以后,地面上部的废旧铁路被改建成
了林间路公园,成为城市再生工程的产物,于2015年6
月正式开放。从龙山区的元晓洞到麻浦区的延南洞,
林间路总长66300米,最受欢迎的区间是林间路两边充
满着各色各样的流行音乐,西餐厅和咖啡厅的延南洞
一侧。很多人带着孩子来这里散步,到了晚上,铺上凉
席,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听着音乐或喝着啤酒,
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麻浦区京义线书廊: 书廊从弘大门口到卧牛桥全长
约250米,是利用弘大附近出版设计文化设施,效仿火
车模样而建成的展位,在展位里可以阅读,展览,买卖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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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Ground是位于首尔市广津区建国大学附近的

028

集装箱商城。该商城由200多个大型集装箱组合而

金泰希,bigbang的t.o.p,申敏儿,李钟硕等艺人生活

029

成，其独特的外观远近闻名。建造时，把事先制造

Common
Ground

的特殊集装箱搬运到现场,运用了“模块化工艺”进
行组合。1~2层卖场不仅有东大门和梨泰院等时装
街有名的新设计师的品牌，而且国内受欢迎的网上
商城品牌也加入了其中,个性十足的时装商品琳琅满

02-467-2747
广津区峨嵯山路200
	2号线建国大学站6号出口
处徒步4分钟
11:00~22:00
	www.common-ground.
co.kr

目，在3层的开放式餐厅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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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国国内最高级的住宅小区“UN Village”,附近
最受欢迎的地方被称为“读书堂路”。印度尼西亚

汉南洞
龙山区汉南洞一带
6号线梨泰院站2号和3号出口
6号线汉江镇站

使馆,墨西哥使馆等外国大使馆也密集于此，异国情
调油然而生。奢华的时装店,买手店,明星厨师的餐
厅及早午餐咖啡厅等也很受外国人的欢迎。这里不
仅有国内最大规模的葡萄酒卖场“Wine & More”,
还有老式酒吧和鸡尾酒酒吧，是爱酒人士喜欢的去

享受颇有情调的用餐时光。

处。自从大林美术馆的“D博物馆”开业以后,各种

附近还有借着SNS最近人气

新生画廊也相继开业,新的“美术之路”已正在形

剧增的圣水洞大街和首

成。

尔林,也受到了众多年轻
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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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台舍廊房以大韩民国现代史的心脏“青瓦台”

030

为中心,是可以将历代总统的行踪和首都首尔的发展

付岩洞位于青瓦台后面仁王山脚下,高高的山丘和曲

031

史尽收眼底的地方。青瓦台舍廊房附近的西村因位

青瓦台舍廊房,
西村(世宗村)

于景福宫的西侧而得名,每个巷子里都隐藏着宁静的
韩屋,这里的大林美术馆,小型画廊,咖啡厅,美食屋
里来客络绎不绝。

09:00~18:00
免费
www.cwdsarangchae.kr
	每年1月1日,每周一休息
西村(世宗村)
钟路区通仁洞一带
	来访路线3号线景福宫站
2号出口处徒步8分钟

折蜿蜒的小巷体现出其独特之处。它与景福宫相邻,
美景引人入胜,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文人墨客和艺术大

付岩洞
(石坡亭,
汉城美术馆)

青瓦台舍廊房
02-723-0300
钟路区孝子路13路45
	3号线景福宫站4号出口
处徒步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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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聚集生活的地方。如今,高级住宅小区之间分布着
一些餐厅和咖啡馆。在下面托着付岩洞的紫霞门隧
道,左侧是首尔美术馆,在这里可以看到李仲燮的作
品“黄牛”,挨着美术馆的是朝鲜末期权势之家兴宣
大院君的别墅——石坡亭。

02-395-0100
钟路区付岩洞201
	在3号线景福宫站3号出口换
乘公交车(在章义门隧道入口
处下车)/ 在5号线光化门站
2号和3号出口换乘公交车
(在章义门隧道入口处下车)
	美术馆-夏季11:00~19:00
冬季(11-2月) 10:30~18:00
石坡亭-夏季11:00~18:00
冬季(11-2月) 10:30~17:00
	普通成人9000韩元
大学生7000韩元
学生(中小学生) 2500韩元
儿童(3~7岁) 1500韩元
www.seoulmuseum.org
每周一休息

白沙室溪谷: 白沙室溪谷被称为首尔最后一个秘密
庭院,位于付岩洞寂静住宅区的后面山路上,仿佛一
个隐藏的都市绿洲。虽然规模不大,但溪水清澈无
比,五趾小鲵和尖头鱥鱼能够在这里生存,溪谷的中
央因“鳌城和汉阴”的故事而家喻户晓的朝鲜时期
门神李恒福的别墅遗址仍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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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善洞是首尔第三大韩屋村,北面是昌庆宫和云砚

033

宫,右面是宗庙,西面与乐园乐器商家和仁寺洞相
邻。与有钱人生活的北村和西村不同,益善洞的韩屋

益善洞

是小而朴素的庶民的住处。起先因居住环境落后而
没有受到关注,后来年轻的艺术家聚集于此对韩屋进
行了改造,开设了咖啡厅,餐厅,综合文化空间等,吸

钟路区益善洞一带
	1号线,3号线,5号线
钟路3街站6号出口

梨泰院在过去如果指的是以梨泰院站汉密尔顿饭店

032

为中心的后巷的话,那么现在则包括绿莎坪站一带的
经理团路和被称为“后经理团”的解放村。在精巧

经理团路,
解放村

的住宅区间出现的经理团和解放村的店铺原封不动
地继承了梨泰院的特点,充满异国风情的餐厅,咖啡
厅和酒吧比比皆是。大口吃着手工汉堡,漫步在小巷
之间,在南山的夜景里品尝鸡尾酒或来个烤鸡翅加啤

经理团路
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
	6号线梨泰院站1号出口
处徒步14分钟
解放村
龙山区龙山洞2街
	6号线绿莎坪站2号出口
处徒步9分钟

酒,都是这里特有的乐趣。其具有小巷商圈的特点,
所以走路比开车更方便。

引了众人的关注。在传统韩屋里展示现代美术作品
的画廊咖啡厅也比较有名。

饮食
特色街

034		广藏市场
035		梨泰院世界美食街
036		通仁市场
037		鹭梁津水产市场
038		新堂洞炒年糕小巷
039		南大门刀削面,焖带鱼小巷
040		延南洞,大林洞
041		钟路避马街
042		钟路5街一只鸡小巷
043		奖忠洞猪蹄小巷
044		往十里小肠小巷

广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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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特色街

首尔地铁6号线梨泰院站2号出口前,“汉密尔顿饭

035

店”后面又窄又长的纵路两旁排列着各种各样的餐
厅。泰国,印度,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中

梨泰院
世界美食街

国,日本餐厅多得密密麻麻数不清,销售清爽生啤或
手工啤酒,并且散发着异域风情的酒店和咖啡厅也比
比皆是。夜风清凉的春天,或者秋天房门大开的商店
里传出的音乐声和绚烂的霓虹灯光,还有在露天餐桌

龙山区梨泰院洞108-3
6号线梨泰院站2号出口

广藏市场位于东大门市场前面,清溪川边,是一个小

034

吃天堂。平时白天来这里的外国游客,附近的上班族
和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摩肩接踵,甚至都无插足之处。

广藏市场

在广藏市场绝对吸引顾客的是绿豆煎饼。特别是倒
满油煎的,几乎是炸出来一样,外酥里嫩的绿豆饼是
最棒的美食。如果蘸着加入洋葱和清扬辣椒的酱油

02-2267-0291
钟路区昌庆宫路88
	1号线,3号线,5号线钟路
3街站7号出口处徒步4分钟
09:00~18:00
	kwangjangmarket.co.kr
每周日休息

调料汁吃,则不会感到油腻,香味倍增。生拌牛肉也
是代表广藏市场的超级明星。美食街的另一重轴戏
则是小吃,特别是蘸芥末酱吃的“毒品紫菜包饭”是
其中的代表作。除此以外,广
藏市场与其他的传统市场
一样,也挤满了农水产
品,海鲜酱,糕点,水果
和干鱼贝类的商店。

上用餐或者散步的行人们,这些汇集成了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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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 Ershov

从地铁3号线景福宫站2号出口往前走5分钟,就有一个

036

小巧雅致的传统市场。一米宽的狭窄市场路两侧是各
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干鱼贝,小菜店铺。通仁市场之所

通仁市场
02-722-0911
钟路区章义门路 15路18
	3号线景福宫站2号出口
徒步8分钟
	07:00~21:00(各店铺不同)
11:00~17:00 便当咖啡厅
tonginmarket.co.kr
	每周一便当咖啡厅休息
每个月第三周的周日
整个市场休息

以有名是因为这里有吸引附近上班族,学生和外国人
的风味小吃。尤其是通仁市场又因“铜钱盒饭”这一
别名而名声鹊起。这个充满创意的系统让因为想要把
各种饮食都放在空间有限的肠胃里而烦恼的“流浪食
客”们的心瞬间被套牢。炒年糕,毒品紫菜包饭,各种
饼,油炸食物,小菜,年糕串,冰淇淋,甜蜜露等都是市
场人气菜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的超级明星还是非
“油炒年糕”莫属。
铜钱盒饭的食用方法: 在市场尽头的“顾客服务中
心”购入铜钱就会得到一个盒饭容器。那就可以在市
场里各个写有“饭盒CAFÉ加盟店”的店铺里向吃自助
餐一样选择与购入铜钱金额相当的小吃享用。

037

这是韩国最早出现的水产
市场,形成于1927年。首尔
属内陆没有海鲜,但全国八个道的

鹭梁津
水产市场

水产品都汇集在首尔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品尝水产
品的过程首先从挑选水产品开始。销售活鱼,鲜鱼,
海贝,冷冻水产品和鱼干贝的700多个店铺密集。选
好想吃的水产品后,在满意的店铺里按每公斤的价格

02-2254-8000
	铜雀区NODEULRO 674
鹭梁津水产品批发市场

购买,然后店主就会马上开始料理。可以包好带走,
也可以问“饭店在哪儿？”有时人们会用鹭梁津的

	1号线和9号线鹭梁津站
2号出口处徒步10分钟

话告诉你“醋酱店”的位置。醋酱店为您提供可以

00:00~24:00
	www.susansijang.co.kr
全年无休

从鹭粱津7号出口出来直走,可以看到右侧的水产市场

享用购入的水产品,各种调料和酒的地方。
招牌。最近建造了新的建筑,看起来更干净整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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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大门,口袋里即使没有多少钱也不用担心。南大

039

门小吃街包括刀削面小巷和焖带鱼小巷。南大门刀
削面的标志“韩顺子手工刀削面”坚持手工揉面,

南大门刀削面,
焖带鱼小巷

并将其发酵后用擀面杖碾成面条的方法。肉汤不放
任何调料,保持其原有的鲜香。位于会贤站5号出口
南大门市场入口处,营业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
8点。焖带鱼小巷从会贤站5号出口处出发,经过刀

	南大门刀削面
- 中区南大门市场4路42-1
	带鱼胡同
- 中区南大门市场路16-17
4号线会贤站5号出口

削面小巷,一直往里走,就在大道综合商场的对面。
其在1988年首尔奥运会期间形成。创始店铺是“喜
乐”和“旺盛饭店”。在铜盆里咕噜咕噜煮出来的
焖带鱼又辣又甜,是下饭的好菜。另外还会给您上一
个鸡蛋羹和炸带鱼。

在这条小巷里能够品尝到韩国代表性饮食之一“炒

038

年糕”的原始味道。鲜红的炒年糕汤里浸出了韩国
人放学后填饱肚子的学生时光。学校前常去的小吃

新堂洞
炒年糕小巷

店里炒年糕的味道和色泽虽然也各有特色,但是在小
火上咕嘟咕嘟煮着吃的火锅炒年糕的始祖则在新堂
洞的炒年糕小巷里。从新堂洞的8号出口出来沿着往
左延伸的路一直走进去,可以看到炒年糕的标志牌。

中区新堂洞退溪路76路
	5号线和6号线青丘站1号出口
处徒步5分钟/ 2号线和6号线
新堂站7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在人见人爱的又辣又甜的汤水里不仅可以加入鸡蛋,
粉条,鱼饼,劲道面还可以放鱿鱼和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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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列车轨道上面延伸的公园,青年艺术家的商店

040

和小巷各处的特色美食屋,这里就是延南洞。虽然没

这里有填饱老百姓肚子的醒酒汤和情深意切的传统

041

有什么代表性的饮食,但是每个饭店都有各自的风

延南洞,
大林洞

格。在弘益大学站3号出口就能看到公园和其后面的
小巷,沿着小巷排列着各种美食屋。另外在大林洞能

延南洞
麻浦区延南洞一带
	来访路线 京义中央线加佐站
1号和4号出口/ 2号线和机场
铁路弘益大学站3号出口
大林洞
永登浦区大林洞一带
	2号线大林站/ 1号线和2号线
新道林站2号和4号出口

背景上写的汉字招牌。大林洞是首尔中国人最多的
地方。棕色的烤鸭头整齐地摆放着等待客人的到来,
还能看见要买薄薄的豆皮的人,最近韩国人也常来这
里。

饮食,是百姓饮食的中心地。朝鲜时期,老百姓们为
了避开经过钟路的高官们的马而走这条路,所以这里

钟路避马街

品尝到中国本土饮食,是真正的唐人街。从大林站12
号出口出来走到大林市场的话,就能看到许多在红色

067

饮食特色街

被称为“避马街”。避马街原来指从1街到6街的路,
但是商圈得以重新开发后,则指钟路1街教保文库后
侧到钟路3街之间的一段。尽管如此,在那个地方仍

	钟路区钟路1街洞,2街洞,
3街洞,4街洞
	1号线钟阁站1号出口处徒
步5分钟/ 5号线光化门站
2号和3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保留着避马街特有的韵致。醒酒汤,绿豆煎饼,烤鱼,
猪蹄店等历史长久的饭店和人们喝着马格利酒觥筹
交错的热闹景象独具特色。这个地方的饭店填饱了
百姓们饥肠辘辘的肚子。其中把足够的牛内脏,牛血
和干菜叶,充分地煮过之后,就做成了醒酒汤,即使住
在很远的地方的人为喝上一口这样的醒酒汤也会远
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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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韩国最大的服装专卖市场东大门综合市场和平

042

和市场附近。如果点一只鸡,就会上一碗完好的整

从地铁3号线东国大学站3号出口处一直走过去,即可

043

鸡,汤水充足,但是其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就这样端

钟路5街
一只鸡小巷

上来吃,而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可放一些泡菜和调料或
蔬菜等后再吃。一般比较喜欢吃一点辣的人可以放
些辣椒粉,喜欢干辣口味的人可以放一些酸泡菜。肉
完以后,用剩下的汤水煮刀削面也是另一番特色。附
近的所有饭店短则5年,长则有30年的历史。从东大

看到高挂猪蹄元祖的招牌,那里就是猪蹄小巷的开
端。这里的猪蹄要放入生姜和大蒜,在酱汤里一天要

奖忠洞
猪蹄小巷

汤是由很好的原材料熬制而成,味道浓厚。鸡肉都吃
钟路区钟路5街247-3
	1号和4号线东大门站9号出
口处徒步5分钟/1号线
钟路5街站5号和6号出口
处徒步6分钟

069

饮食特色街

煮几遍。肉没有腥味,肉质柔软劲道更是美味一绝。
蘸着虾酱吃,味道好极了。再有猪蹄的伴侣“荞麦凉
面”的陪伴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了。用酸甜的荞麦
凉面卷着猪蹄的吃法,就是食客之间流传的著名的

中区奖忠坛路174
	3号线东国大学站3号出口
处徒步3分钟

门9号出口出来向钟路5街站直走,经过东大门综合市
场,在企业银行往左转后,在单行道的中间部分进入

“猪蹄的最佳吃法”。
Tip
饭后冰淇淋甜点
在距离“平安道猪蹄店”3分钟处,猪蹄店胡同

右边的小巷即可。

的对面有家开了70年的老店“太极堂”,菜单
中有名的是莫纳卡冰淇淋,您可以用冰霜的冰
淇淋来去除口中的肉味。

过去,往十里曾是

044

最具代表性的老
百姓居住区。不

往十里
小肠小巷

能随意吃到肉的
老百姓以低廉的
价格可以吃到营
养丰富的小肠,进

城东区杏堂洞古山子路
	2号线和5号线往十里站
2号出口处徒步6分钟

而小肠开始渐渐
受到众人的喜爱,牛小肠专卖店也继而出现。牛或猪
的小肠富含蛋白质和铁,在老百姓之间是代表性的保
养食物。往十里的小肠选用新鲜材料,没有膻味,初
次吃小肠的人也会很容易喜欢上它。利用小肠店秘
制调料腌制的小肠也是一绝。小肠都吃完以后,不要
忘了用锅里剩下的油炒饭吃,炒饭的味道也很独特。

购物

045		地铁地下商场(江南站,高速巴士客运站)
046		仁寺洞
047		东大门时装城
048		新村,梨大街
049		COEX商场
050		首尔风物市场,东庙跳蚤市场
051		狎鸥亭罗德奥时装街
052		自由市场
053		汝矣岛的IFC商场
054		清潭洞名品街
055		加山数码园区时装品牌折扣店
056		首尔药令市场

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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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高速巴士客运站地下商场位于地铁3号线高速巴士客

045

运站,是最具代表性的地下商场。1985年建成,虽然
是代表首尔的地下商场,但在30多年间没有经过特别

地铁地下商场
(江南站,
高速巴士客运站)

的装修一直运营着,最近才以“高级购物街”的面貌
焕然一新。这里独特的优势在于人们可以以较低的
价格买到各种服装,除了服饰以外,还有床上用品,餐
具,室内用品和鲜花。江南站地下商场的消费主体主
要是上班族,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职业时装店。同

江南站
02-553-1898
	江南区江南大路396
江南站地下购物中心

时还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休闲正装,利用下班时间可
以在这里方便,轻松地购物。

2号线和新盆唐线江南站
hellogangnam.com
高速巴士客运站
	瑞草区新盘浦路176
中央地下商家
3号线和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站

仁寺洞是一个代表性的旅游胜地,小型画廊,素雅的

046

古玩商店和传统小吃鳞次栉比。走在仁寺洞的路上,
出售毛笔,扇子,古书籍,陶瓷等的传统工艺品商店和

仁寺洞

小巧美丽的小商品会让人尽享逛街的乐趣,这种乐趣
只有在仁寺洞才能感受到。糖贩子的剪刀声和给人
看生辰八字和姻缘的小摊位也都散发出仁寺洞特有

02-737-7890~1
	钟路区仁寺洞,贯勋洞,
安国十字路口一带
	1号线钟路3街站4号和5号
出口处徒步10分钟
3号线安国站1号和6号出口
处徒步5分钟

的气息。传统茶店的茶香和餐饭葱煎饼的香气更增
添了一份韵味。每周六和周日被指定全街区无机动
车日,是全家人一同漫步的好地方。
森吉路: 仁寺洞的一个综合文化空间,在这里可以看
到并感受韩国手工艺作品和各式设计商品。从1层到
4层没有楼梯,而是由外部开放式的路线连接起来,这
里还会举行各种展览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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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时装的中心地东大门由服饰,面料市场和众多的

047

购物商场密集而成。其中,销售面料和服装辅料的东

虽然现在有些落寞,但新村和梨大一带曾一度是年轻

048

大门综合市场,户外舞台展开内容丰富的活动而带来

东大门时装城
中区奖忠坛路253
	4号线东大门站8号出口处徒
步5分钟/ 4号线东大门历史
文化公园站1号和14号出口

欢乐的“斗塔”,以低廉的价格体验最新流行项目的
“美利来”,批发零售商汇聚的东大门早市的元祖第
一和平市场等都是东大门时装城的名胜之地,随时随
地都吸引着国内外的购物族。在这里可以买到名牌服
饰的仿效品,或者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国内设计师的产
品,这也都是东大门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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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人购物和就餐的代表性商圈。延世大学和梨花女子
大学都位于新村,借着梨大周边便利的交通,这里散

新村,梨大街
西大门区沧川洞
	2号线和京义中央线新村站
2号线梨花女子大学站
1号出口

发着大学文化的自由奔放的气息。与新村一带密集
的餐厅和酒吧不同,梨花女子大学周围具有一种女子
大学特有的精巧优美的气质,这里有很多饰品店,时
装店和气氛温馨的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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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庙跳蚤市场是在《三国志》里的人物关羽的祠堂

050

东关王庙周边形成的古典市场。沿着祠堂的石墙一
直到清溪川,排列着数百个摊位,胡同的角角落落里

首尔风物市场,
东庙跳蚤市场

都是旧衣服,古董,LP唱片,日用杂货等,这里是除了
没有的,该有的一应俱全的跳蚤市场。为了买到好东
西,赶着开集的时间去比较好,一千韩元的纸币要准
备充足。新设洞站附近的古典市场——首尔风物市

首尔风物市场
02-2232-3367
	东大门区千户大路4路21
首尔风物市场
	1号线和2号线新设洞站
6号,9号,10号出口
	10:00~19:00
(餐厅营业到22:00)
pungmul.seoul.go.kr
每个月第二个,
第四个周二休息
东庙跳蚤市场
钟路区崇仁洞239-9
1号线东庙前站1号出口

首尔三成洞159号一带的地下设有大规模的购物区,

049

有蚕室主竞技场的15倍大。这里有韩国最大规模的
多厅电影院Megabox电影中心,大型水族馆Coex水族

COEX商场
02-6002-5300
	江南区永东大路513
COEXMALL
	2号线三成站5号和6号出口
9号线奉恩寺站7号出口
10:30~22:00
www.coexmall.com
全年无休

馆,大型书店永丰文库,还有各种品牌店,美食广场,
咖啡厅和餐厅。地上部分还有会展中心,也是举行
各种商业展览活动的商务场所。COEX商场内有5个广
场,是人们休息和见面的地方,还会根据各自不同的
主题举行多种多样的文化表演供人们观赏。

场,包括今天的首尔风物市场2层规模的商场里密密
麻麻的店铺和周围的商圈。商场使用了紫色灯,黄色
灯,绿色灯等不同颜色的灯,按灯的颜色分区。这样
不仅便于逛街,而且还可以一次性地看到各种旧物
品,土产以及以前的小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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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鸥亭洞是象征上世纪90年代青年的标志。号称可

051

与比佛利山庄的罗迪欧大道齐名,因曾是富家子弟坐
豪华轿车,穿名牌时装来往的地方而闻名,又名“橙子

狎鸥亭
罗德奥时装街

族”的这些人引领者“韩国的流行时尚”。大街的每
个小巷都有名牌商店,保税服装店和皮鞋,饰品商店等
与时装有关的卖场,还有很多著名发型设计师的个人
美发厅和皮肤科,整形外科医院。还有一度是追潮年

02-3445-6402
江南区彦洲路172路
	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站
5号出口/3号线狎鸥亭站
2号出口处徒步20分钟

轻人常常光顾的酒吧和美食屋。

rodeostreet.alltheway.kr

首尔常年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开设开放的自由市场。

052

具有代表性的是自由市场的始祖弘大前的跳蚤市场
和韩式农夫市场“Marche @ Hyehwa”。在弘大前的

自由市场
东庙跳蚤市场
麻浦区卧牛山路21路
	2号线或机场铁路的弘益大
学站9号出口处徒步9分钟
6号线上水站1号出口处徒步
8分钟
www.freemarket.or.kr
Marche @ Hyehwa
钟路区大学路8路1
4号线惠化站2号出口
www.marcheat.net

儿童游乐场开设的弘大前跳蚤市场有每周日开集的
希望市场和隔周周六开集的自由市场。在这里可以
看到弘大周边业余艺术家的各种手工作品,坐在椅子
上的画肖像画也深受人们的喜爱。“Marche @ Hyehwa”是大学路代表性的自由市场,是城市农夫们参
与的农夫市场。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交易,销售新鲜
的食材和小吃,于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马罗尼埃公
园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1点到
下午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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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商场是位于汝矣岛的综合购物商场。商场共有3

053

层,1层是时装卖场,2层是时装卖场和书店,3层是电

这里是韩国代表性的名品街。从清潭站十字路口到

054

影院。直接与地铁汝矣岛站相连,交通便利,与其他

汝矣岛的
IFC商场

的购物商场相比卖场的空间比较大,路线也很宽敞,
是购物人士常来的地方,也是全家人一同游玩的好地
方。特别是IFC商场自2015年以来每年秋季都会举办
“时装周”,协世界时装品牌面向大众举行时装秀。

02-6137-5000
永登浦区国际金融路10
5号线和9号线汝矣岛站3号出口
10:00~22:00 (各店均不同)
www.ifcmallseo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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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Galleria百货商店的道路两旁密集着普拉达,路易威
登,古奇,卡地亚和爱马仕等奢华品牌店,在小巷的两

清潭洞名品街
江南区狎鸥亭路448
	狎鸥亭罗德奥站
2号和3号出口处徒步7分钟

边是有名的买手店和餐厅。SM,JYP等娱乐公司也在
这里,所以也是切实感受韩流文化的好地方。由于林
荫路的人气大增,这里的商圈层一度消沉,但为了相
遇韩流明星,游客们依然络绎不绝。

082

SEOUL BEST 100

083

购物

这是代表首尔东大门区的

056

超大型传统市场。京东市
场里划分出了韩药专区,

首尔
药令市场

被称为首尔药令市场。首尔
药令市场规模很大,韩药材交易
量占全国的70%。该市场形成于1960
年,有很长的历史,所以来到这儿的人

02-969-4793~4
东大门区药令中央路10
	1号线祭基站2号出口
处徒步5分钟
09:00~18:00

各色各样,目的也各不相同。全国各地的
韩医院都来向京东市场专门药材商购买韩药材。普
通市民为了购买每个季节需要的药材来到此地,游客
们可漫步在洋溢着浓郁药材味道的大街,也可去游览
“东医宝鉴大厦”的韩医药博物馆。

从地铁加山数码园区站4号出口走几分钟就能看到时

055

装品牌折扣店,在这里可以低价购买到著名品牌的过
季商品。2001开业的玛奥力品牌折扣店作为这里资

加山
数码园区时
装品牌折扣店

格最老的店铺,马里奥折扣店入驻了600余家品牌,可
通过合理的价格购买时尚服装商品。这里购物空间
宽敞,设有儿童游乐场等便利设施,是全家一同逛的
游客们喜爱的现代品牌折扣店,同时定期举行新设计
师的服装秀的现代品牌折扣店也很有人气,最近乐天

衿川区数码路9~10路
	1号线和7号线加山数码团地站
3号和4号出口

的品牌折扣店也开业了,不仅价格便宜,只要肯跑腿,
肯定能买到满意的衣服,所以这里可谓是实用时装的
天堂。

夜生活

057		三光岛,月光彩虹喷泉
058		桑拿房
059		弘大俱乐部
060		都市夜之旅(古宫,首尔市区游巴士)
061		汉江依恋游览船
062		骆山公园
063		练歌房
064		63 Square
065		夜猫子夜市
066		北岳Skyway
067		屋顶酒吧

首尔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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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行者来说夜晚的到来是另一种魅力的展现。被

057

形形色色渲染的城市夜景更是如此。盘浦大桥南端
的三光岛和盘浦月光的彩虹喷泉是首尔屈指可数的

三光岛,
月光彩虹喷泉

著名夜景游览地。建在汉江上的世界最初水上文化
空间三光岛是包括“彩岛”,“佳岛”,“帅岛”等
3个岛。其因曾是《复仇者联盟2》的拍摄场地而闻
名。盘浦大桥下面喷射的月光彩虹喷泉,从喷泉水柱

三光岛
1566-3433
瑞草区奥林匹克大路683
	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站8-1号
出口处徒步21分钟/在6号
出口乘坐三光岛换乘巴士
(间隔40分钟循环运行)

间洒下的LED灯光通过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将汉江的夜
晚渲染得更加耀眼。

09:00~23:00
www.somesevit.co.kr
月光彩虹喷泉
02-3780-0541
瑞草区盘浦2洞115-5
	4号线铜雀站1号和2号出口
处徒步3分钟/ 9号线新盘浦
站1号出口处徒步15分钟
9号线旧盘浦站2号出口处
徒步15分钟/ 3号线,7号线,
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站		
8-1,8-2号出口出现后步行,
或者在道路中央的乘车处换
乘8401路
hangang.seoul.go.kr

坐在高温的桑拿房里,放松身心的韩国汗蒸文化别具

058

特色,最近来汗蒸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在SNS上传
头上戴着羊角毛巾,吃着麦板石烤鸡蛋的照片的人数

桑拿房
德龙宫龙山汗蒸幕
02-792-0001
龙山区汉江大路21 na街 40
	1 号线龙山站1号出口处徒
步2分钟/4号线新龙山站
3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白天05:00~20:00
晚上20:00~05:00
	白天- 成人12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不满24个月)
6000韩元 
晚上,周末和公休日成人14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不满24个月)
6000韩元
	(若超过12个小时,每超时
1个小时补交1000韩元)
	www.dragonhillspa.com

不胜数。在汗蒸房里汗蒸,身体里的垃圾和毒素随汗
液一起排出,肩膀和脖子的肌肉痛得到缓解,血液循
环加快,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解除疲劳和压力。
汗蒸房使用小贴士：在汗蒸房里蒸了30分钟以后最
好休息30分钟,为了头发和头皮的健康,必须用毛巾
包住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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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夜色中的古宫做一次时光之旅,或者乘坐个性十

060

足的巴车到城市的各个地方看一看,这也是一种欣赏
首尔夜景的好方法。首尔的代表性宫殿景福宫和昌

都市夜之旅
(古宫,
首尔市区游巴士)

德宫每年秋天都会开放宫门,将静寂风雅的风景展现
在人们面前,通过网络可以申请夜间游览或者穿着韩
服就可以免费入场。巡回在首尔市中心景区的首尔
市区游巴士每天晚上8点在光化门出发,顺着夜间路
线让您欣赏到首尔的绚丽夜景。

中区太平路1街61-1
	5号线光化门站6号出口处徒
步2分钟/ 1号线和2号线市厅
站3号出口处徒步4分钟
	市中心循环票 –
成人12000韩元
高中生以下 10000韩元
	夜晚路线票 – 成人6000韩元
高中生以下4000韩元
www.seoulcitybus.com
	每 周一休息(若周一为公休
日,正常运行。)
夏季休假期间(7月第三周~
8月15日)午休

弘大周围汇集着200多个俱乐部,弘大可谓是韩国国

059

内俱乐部文化的中心地。这里不分星期几,年轻人聚
集于此尽情享受音乐和舞蹈,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人气

弘大俱乐部

DJ打碟和独立乐队的表演。这里的以电子音乐为主
的WERA,在Hiphop音乐中轻松舞动的HARLEM,弘大游乐
场附近的热潮澎湃之地COCOON以及外国人主要去的

麻浦区卧牛山路18路
	2 号线弘益大学站9号出口
处徒步13分钟/ 6号线
上水站2号出口处徒步6分钟

CLUB NAKED等非常有名。

首尔无轨电车夜包: 乘坐粉红外观的无轨电车,去欣
赏首尔夜景最美的汉江,南山塔,光化门清溪川,拥有
20多年夜间导游经历的国际导游将为您提供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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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存朝鲜时期的城墙,曾是市民公寓的骆山公寓

062

拆除后,在其位置上建造了这座公园。沿着连接东大
门到惠化门的城墙修建了散步的小路,小路的各处都

骆山公园
02-743-7985
钟路区骆山路41
	4号线惠化站2号出口
处徒步9分钟/ 6号线昌信站
2号出口处徒步23分钟

备有供人们休息的长椅,在这儿安静地约会也是个不
错的选择。公园的入口处为市民提供了锻炼身体的
场所,还有记录着朝鲜时期到现代的骆山变迁史的骆
山展览馆。骆山是钟路区和城北区的界山,朝鲜时期
的汉阳都城就是沿着骆山山脊修建而成。
在骆山展望台上俯瞰东大门一带,令人觉得畅快无
比,到了晚上这里就变成了一座不夜城,呈现出绝佳
的夜景。

来首尔的外国客人都想乘坐这艘汉江游览船。依恋

061

游览船是1986年航的汉江代表性游览船品牌,在汝
矣岛,蚕室,蠧岛等有7个码头和两个客运站正在运

汉江
依恋游览船

营?之中。衣恋游轮推出的多种游览项目可按季节和
时节感受汉江的不同魅力。主要运行以下几种游览
船：有小提琴手尤金·朴进行船上表演,并且可以观
赏到盘浦月彩虹喷泉秀的“尤金·朴浪漫游览船”,

02-3271-6900
	永登浦区汝矣岛路280
汉江游览船登船处

边品尝专业厨师做的美食边慢慢欣赏夜景的“晚餐

	5号线汝矣渡口站3号出口
处徒步9分钟

供鸡尾酒表演的“鸡尾酒游览船”,深夜欣赏首尔夜

09:00~22:00
	成人15000韩元/ 青少年15000
韩元/ 儿童10500韩元(根据具体
的路线,时间安 排会有所不同)
www.elandcruise.com		
全年无休

游览船”,在船上进行烟花表演的“烟花游览船”,提
景的“深夜游览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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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没有比练歌房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了。韩民

063

族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喜欢饮酒歌舞的民族。只要是

对韩国人来说,人们更熟悉的是以前的名字“63大

064

韩国人无论谁都有自己在练歌房里喜欢唱的歌曲。

练歌房
弘大秀练歌房
070-4405-9971
麻浦区卧牛山路21街37
	2 号线弘益大学站9号出口
处徒步9分钟/ 2号线合井站
3号出口处徒步12分钟
6号线上水站1号出口处徒步
11分钟
00:00~24:00
www.skysu.com

为了安慰与恋人离别的心怀,为了解除压力或只是为
了寻找快乐的人们都会来到练歌房。和家人一起,恋
人一起,朋友一起聚在练歌房里唱歌跳舞的情景非常
多见。最近受单身家庭文化的影响,掀起了硬币练歌
厅的热潮,在窄小的空间里一个人进去放进几个硬
币,一个人即可享受唱歌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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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现在虽说它是代表汝矣岛的高层建筑,但过
去却曾一度是韩国高速发展的象征,无论是谁都想上

63 Square
02-789-5663
	永登浦区63路50
韩华金融中心_63
6号线三江站3号出口
处徒步21分钟
10:00~22:00
	63ART–成人13000韩元
儿童11000韩元
	水上星球63–成人25000韩元
青少年23000韩元
儿童21000韩元
	www.aquaplanet.co.kr/63
展览更换时间休息

去眺望一次。地上60层地下3层的建筑规模内部设有
韩国第一个水族馆“水上星球63”,在海拔264米的
高空设有与天空最近的美术馆“63艺术眺望台美术
馆”,在这里可以眺望美丽的首尔,还可以同时欣赏
美术作品。特别是在水上星球里,每天晚上都有上演
由国内最高级别的爵士艺术家演奏和与海景完美结
合的“All that jazz”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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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北岳Skyway
02-725-6602
钟路区北岳山路267(平仓洞)
	4号线吉音站3号出口处徒步
22分钟

这是一条沿着景福宫背面的北岳山北侧山脊向东北

	bukak-palgakjeong.
tistory.com

在海拔342米的山顶有一处八角亭休息站。在那儿不

侧延伸的长达11。8公里的2车道公路。1968年开通,
仅能看到“63大厦”,还能看到蚕室的乐天世界塔,
在能将首尔全景尽收眼底的八角亭里还设有餐厅和
便利店,是市民的休息空间,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
这里还是附近居民运动的路线,喜欢兜风的恋人们约
会的好去处,到了周末也是“摩托党”出没的地方。

一口酒一眼夜景的味

067

道！这又是另一个欣
赏首尔之夜的好方

屋顶酒吧
把它叫做“夜猫子夜市”是因为到了夜里就开门,到

065

了早上就关门,向小鬼一样消失。起初是在汝矣岛
的汉江公园临时开放的市场,后来由于反应很好,从

夜猫子夜市
汝矣岛夜猫子夜市
永登浦区汝矣岛洞84-9
	5号线汝矣渡口站1号出口
处徒步12分钟
周五,周六18:00~23:00
www.bamdokkaebi.org

2016年开始扩大到DDP,木洞体育场和清溪广场。各
个场地适用不同的概念,汉江各种各样的外国饮食,
东大门DDP的服饰,木洞体育场的休闲运动,季节性运
营的清溪广场以5月“家庭”,7月“惊悚之夜”等概

PP SEOUL
02-749-9195
龙山区素月路44街路32楼
	6号线汉江镇站1号出口
处徒步21分钟
	平日14:00~24:00
周末 14:00~24:00
	www.facebook.com/
ppseoul

法。没有比首尔各地
的屋顶酒吧更能体验
这种乐趣的地方了。
在人们喜爱的屋顶酒
吧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梨泰院PP SEOUL,这里
的装饰突出了自然主
义的特色；“Platoon Sonnendeck”的屋顶铺设了人
工草坪,充满了魅力；歌手郑晔运营的“Oriole”则

念体现季节的特点。各个场地的夜市都在晚上6点

让您在欣赏首尔夜景的同时还能品味到鸡尾酒和麦

到11点开始,汉江,东大门DDP和木洞体育场这三个地

芽威士忌。钟路的四季酒店在首尔也开放了15层的

方每周五和周六两天夜市开放,清溪广场5月,7月,9

门廊,向顾客提供香槟和厨师亲手烤制的各类烧烤,

月,10月星期五和星期六夜市开放。

在酒店卡布奇诺17层的屋顶酒吧里,还可以一边喝着
奎宁杜松子酒,一边欣赏江南的夜景。

韩流

068		上岩DMC & MBC World
069		SM沟通中心
070		乱打秀专用剧场
071		SM COEX atrium
072		江南旅游信息中心韩流体验馆
073		K-Star Road
074		K-Style Hub
075		首尔蜡像馆(Grevin Museum)
076		Klive
077		B-boy的专用剧场

SM COEX at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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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数字媒体和娱乐事业的发展而建成的信息

068

媒体技术园区。园区里有广播媒体中心“世界梦广

这里是韩国代表性的娱乐公司SM的新办公楼,也是韩

069

场”和MBC,SBS,YTN,CJ等广播电台的办公楼,还有展

上岩DMC &
MBC World

示和体验各种ICT技术的数字馆,并设有可以查阅韩
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像资料院以及备有美食店和时装
店的“世界梦商场”等。兰芝川公园,水杉林荫大
道,汉江公园,世界杯竞技场也在附近,骑着免费自行

上岩DMC
麻浦区上岩洞一带
	6号线,机场铁路,京义中央线
的数码媒体城站
MBC World
02-789-3705
首尔麻浦区星岩路267
	机场铁路数码媒体城站
9号出口处徒步13分钟
	每日10:00~18:00
(入场时间截至16:00)
	成人 18000韩元/ 青少年
13000韩元/ 儿童9000韩元
mbcworld.imbc.com
	除了农历年,中秋节以外,
全年无休

车游览一下,暂歇片刻。媒体城内由电视台建造的第
一个主题公园“MBC World”是游客们欣赏以韩流文
化为中心的MBC电视剧和人气娱乐节目的地方,深受
大家的喜爱。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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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明星和粉丝们进行交流的地方。1层的咖啡厅用白
色和粉色的光线作为装饰,这里出售各种SM艺术家们

SM沟通中心
02-6240-9800
江南区三成路648
	7号线清潭站5号出口处徒步
6分钟/ 9号线三成中央站
2号出口处徒步9分钟
www.smtown.com

的作品,进而汇聚了众多游客,感性和简约的显示器
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地下1层的超市,这里有“EXO
手工炸酱面”,“红色天鹅绒碳酸水”,“SHINEE嘣
友”,“少女时代啤酒”等设计独特的菜单备受欢
迎。为见到韩流明星,游客蜂拥而至,可谓是最具代
表性的韩流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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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世界位于三成洞COEX商场内,1层“welcome zone”

071

在灯光映射下显得梦幻般的媒体墙,备受访客的喜
爱,2层是名人提倡的独特时尚生活馆,3层是艺术体

SM COEX
atrium
02-6002-6200
	江南区永东大路513
COEXMALL B1
	2号线三成站5号,6号出口
之间的COEXMALL
地下1楼徒步8分钟
	

10:00~20:00
(入场时间截至19:00)
	成人25000韩元/ 中学生
22000韩元/儿童19000韩元
老人18500韩元
www.coexaqua.com
全年无休

070

乱打秀
专用剧场
02-739-8288
	弘大专用馆-麻浦区杨花路
16路29 弘益购物商场
	明洞专用馆-中区明洞路26
(明洞2街) UNESCO大厦3楼
	忠正路专用馆-西大门区
忠正路7救世军大厦

只用节奏,拍子和情景演绎出来的韩国代表性演出,

	弘大专用馆-2号线弘益大学站
9号出口处徒步8分钟
	明洞专用馆-2号线乙支路入
口站2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忠正路专用馆-2号线和5号
线忠正路站7号和8号出口

动。观众也可以直接登上舞台参与表演,这一点也是

nanta.i-pmc.co.kr

以在厨房发生的骚乱为主展开故事情节,刀,菜板和
盘子等厨房器具被用作乐器,韩国的传统艺术“四物
游戏”（四物是指四种锣鼓）也只用节拍来演奏,所
以能够克服语言的障碍,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与互
《乱打》的独特之处。1997年10月第一次公演以后,
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还设立了《乱打秀》专用馆。
仅在首尔就有三处《乱打》专用剧场,分别在明洞,
弘大和忠正路。

验影楼,4层是利用SM的信息内容设计的各种商品,5
层和6层是最新的科技和信息相结合的韩国国内最大
的全息影院,举行魔幻般的全息音乐剧和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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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访江南的外国游客提供便利服务的江南旅游

072

信息中心内,设立了让你当一次韩流明星的体验空
间——韩流体验馆。游客可以亲自穿上引领世界韩

江南旅游
信息中心
韩流体验馆

流热潮的电视剧或电影中的戏服,展台里还展示着与
韩流明星有关的物件,还可以看到韩流纪念品和韩流
明星的珍藏品。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参加韩流明星
的粉丝签名活动。

02-3445-0111
江南区狎鸥亭路 161路
	3号线狎鸥亭站6号出口
处徒步4分钟
10:00~19:00
kr.tour.gangnam.go.kr
每周日休息

“K-Star Road”

073

是江南区为喜爱韩
流文化和明星的外国游客特别设立的项目。正如其

K-Star Road
	江南区狎鸥亭路与清潭洞一
带约1000米区间
	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站2
号出口

名,一切都以“明星”为焦点,在江南区的清潭洞,
新沙洞,论岘洞一带,韩流明星平时喜欢的商店和培
养出韩流明星的演艺公司等,在这条路上都可以看
到。从狎鸥亭画廊和百货商店书馆开始到SM娱乐办
公楼,全长大约400米,东方神起,少女时代,SHINEE,
EXO,4Minute,FT island,Super Junior,CNBLUE,2PM
等K-pop明星的形象被制作成的动画玩偶吸引了众人
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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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体验韩国风姿和特色的综合体验空间。利用高

074

科技信息通信技术,直接体验韩国的文化,饮食,传统

拥有133历史的法国蜡像博物馆首次于亚洲开馆。这

075

和景点等,而冬季奥运会举行的平昌跳台滑雪,景福

K-Style Hub
02-729-9499
	中区清溪川路40
韩国观光公社2~5楼
	5号线光化门站3号出口
处徒步12分钟/1号线钟阁站
5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3号出口
处徒步7分钟
	3楼韩餐展览馆
10:00~20:00 / 4~5楼
韩餐体验馆,韩餐销售馆
10:00~18:00
门票免费
	korean.visitkorea.or.kr/
kor/bz15/kstylehub/overview.jsp
每周二5楼闭馆

宫,明洞,南怡岛,济州岛等韩国的有名景区则可以通
过虚拟现实的方式体验。特别是在韩流体验室里,利
用了增强现实技术,可以与BIGBANG和鸟叔等韩国明

馆和体验馆,通过预约可以亲自体验制作各种韩国饮
食。

里陈列着李敏镐,金秀贤,权志龙,金妍儿,RAIN等韩
流明星的蜡像,还有玛丽莲·梦露,乔治·克鲁斯,迈

首尔蜡像馆
(Grevin Museum)

星互动,还可以与其合影。在“K Style hub”最受
瞩目的就是可体验韩国食材和饮食文化的韩餐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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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杰克逊等好莱坞明星的蜡像,另外还有安迪·
沃霍尔,梵·高,达芬奇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历史
人物和世界有名人士的蜡像,共80多个。蜡像仅制作
就用了6个月的时间,不仅对脸部还对衣服和发型都

02-777-4700
中区乙支路23 乙支路辅楼
	2号线乙支路入口站1-1号出口
徒步3分钟/ 1号线市厅站6号出
口处徒步6分钟/ 1号线钟阁站
5号出口徒步10分钟/5号线
光化门站5号出口处徒步15分钟
	周日-周四10:00~19:00
周五,周六10:00~21:00
	成人16000韩元
大学生 13000韩元
青少年儿童/老人13000韩元
www.grevin-seoul.com/ko

做了仔细的模仿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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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ve
02-2265-0810
中区乙支路26
LOTTE FITIN9楼
	2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
站11号出口处徒步1分钟
4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
10号出口处徒步2分钟
13:30~22:00
(各表演时间均不同)
各表演票价不一
www.klive.co.kr
每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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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ve”是用最尖端的全息内容展示K-POP,娱乐,
教育,艺术等多种类型的的文化空间。在Klive展现
K-POP全息演唱会,将BIGBANG,鸟叔等韩流明星的表
演用虚拟现实的方法进行再现,供您体验,通过数字
技术再现的K-pop的激情节奏必定让你完全沉浸在其
中。270度的全景大屏幕将填满你的视野,14。2频道
的音响环绕系统,华丽的照明和镭射灯光,将给你带
来超乎想象的震撼。

B-boy的
专用剧场
02-323-5233
	麻浦区卧牛山路121
SAMJIN制药办公大楼
	2号线弘益大学站9号出口
处徒步10分钟
	公休日和周日16:00~17:30
周二~周五20:00~21:00
周六18:00~19:30
所有座位统一票价55000韩元
www.sjbboys.com
每周一休息

这是在青春和文化之路弘大开设的B-boy专用剧场。
韩国作为街舞的强国,这一剧场不仅在国内,在世
界上也是最早设立的地方。国际大会中最优秀的
B-boy舞者通过舞蹈展现沟通与融合的肢体剧,可以
让你在欣赏激情四射的B-boy的同时,也能欣赏到
Poppin,Rocking和Hip-Hop等多种形式的舞蹈。除了
表演以外,在与专业讲师学习了K-POP舞蹈以后,还会
留给你在舞台上实际表演的时间。

自然

078		汉江公园
079		首尔的山
080		首尔的环山步道(南山,安山,中浪环山步道）
081		世界杯公园
082		石村湖水公园,奥林匹克公园
083		首尔林
084		首尔乐园,首尔大公园
085		北首尔梦想林
086		兰芝露营区
087		仙游岛公园

首尔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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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有很多山。其中北汉山,道峰山,南山和冠岳山

079

等山脉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优美风景的地方。北汉
山是首尔近郊的山中海拔最高,山势最为雄壮的山。

首尔的山
北汉山
02-909-0497
高阳市德阳区北汉洞山1-1
	3 号线旧把拨站2号出口处
换乘704路,34路公交车
(孝子洞村会馆,孝子派出
所车站下车)
bukhan.knps.or.kr
清溪山
京畿道果川市莫溪洞
	新盆唐线清溪山入口站2号
出口处徒步7分钟
清溪山
02-954-2566
道峰区道峰洞
1号线道峰山站

汉江公园始于江东区下一洞止于江西区开花洞,共由

078

12个区间组成。公园里设置了运动设施和钓鱼场,铺
设了自行车路,建造了码头。公园各种设施一应俱

汉江公园
02-3780-0561
永登浦区汝矣岛洞8
	5号线汝矣渡口站3号出口
处徒步3分钟
	hangang.seoul.go.kr/
park_yoido

全,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连接江南和江北的汉江大
桥上独具特色的照明让汉江公园的夜晚变得更加迷
人。春天,汝矣岛在樱花节时,轮中路被白色的樱花
覆盖,秋天63大厦周围举行的烟花节将汉江装扮得绚
烂夺目,一春一秋的景象使汉江市民公园变得更加韵
味十足。

登上主峰白云台后,首尔市内和近郊将会一览无余。
每处山谷里都有风景绝美无比的小溪,白云台北侧的
仁寿峰因其攀岩线路而备受欢迎。清溪山在围绕首
尔的山中位于最南端,可以欣赏到郁郁葱葱的树木,
幽静溪谷,公园和寺庙等景致,也是和家人一起登山
的好地方,现已形成许多登山路线。道峰山因其美丽
的岩石而得名,最高的山峰是紫云峰,因攀岩路线而
闻名的则是仙人峰。附近有许多美丽的溪谷和寺庙,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是天竺寺,交通便利,绝对是
一日完成登山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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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首尔一周的首尔环山步道共8路线,是一条能够

080

体验首尔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的步行路。环山步道

世界杯公园由和平公园,天空公园,晚霞公园,兰芝

081

的各个地方都备有休息设施,书屋和休息区,供游客

首尔的环山步道
(南山,安山,
中浪环山步道）

方便地休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可以很容易地来
到首尔环山步道,路面为土路,坡度较缓,行走起来安
全舒适,老少皆宜。首尔环山步道的代表性区间是位
于西大门区较矮的安山山腰处的散步路“安山山脚
路”,沿着这条路走上烽火台,可以俯瞰到高楼大厦

首尔环山步道咨询中心(菖蒲园)
070-4465-7905~6
道峰区MADEUL路916
(道峰洞4-2)
1楼首尔环山步道咨询中心
	7号线道峰山站2号出口
(菖蒲园公园内)
	gil.seoul.go.kr/walk/main.
jsp

与绿树山林和谐融合的首尔风景。经过墨洞川,忘忧
山,龙马山,峨嵯山的“中浪环山步道”,沿着山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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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公园和兰芝汉江公园构成。和平公园与世界杯
竞技场相邻,在莲池周边铺设了散步小路,可以在这

世界杯公园
02-300-5500
麻浦区蓝天公园路108-1
	6号线世界杯竞技场站1号
出口处徒步11分钟
	worldcuppark.seoul.go.kr

里玩轮滑或滑板。在世界杯公园中地理位置最高的
是天空公园。向着天空公园往上去的路是呈之字形
的对角线台阶,这一台阶甚为有名,在此地你可以一
览周边地区的美景。深秋开花的紫芒田散发着银色
的光辉,景色美不胜收。兰芝川公园是沿着兰芝川
河道建成的平地公园,里面有散步路,草坪广场,儿
童乐园等空间,是适合一家人一同轻松游览的好地

散步路线是首尔环山步道中眺望远景最好的路线。

方。这里是世界杯公园的骄傲,在晚霞公园可以看

峨嵯山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峨嵯山生态公园等地

到首尔最漂亮的晚霞。看着浸入晚霞中的风景,心

也很值得一看,各处的美景数不胜数。

灵也将得到洗礼。

环山步道图章: 在首尔环山步道散步的乐趣还在于

天空公园紫芒节：每年10月都在世界杯公园的天空

穿梭在各个区间时,盖图章的乐趣一定不要错过。在

公园举行紫芒节。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一直限制夜

02-779-7904
	龙山区葛月洞夹心岩石路7
国际大厦2楼

各个路线的起点都可以收到一个图章册子,在每个区

间出入的天空公园,在节日期间会在晚上开放。

	4号线淑大入口站2号
(2号出口第2东大楼2楼)

走完全程了。

首尔环山步道咨询中心(龙山)

间设置的红色邮筒处盖齐28个图章的话就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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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村湖水公园经过汉江填埋工程修建而成,公园周

082

围营造了绿地,铺设了散步路和休息区,再次作为公
园呈现在市民面前。以松坡大路为准分为东湖和西

石村湖水公园,
奥林匹克公园

湖。东湖因散步路和造景路线备受人们的喜爱,西
湖有乐天世界的魔幻岛,看点,玩点非常多。春天,这
里是樱花绚烂的樱花胜地之一。奥林匹克公园是为
了纪念奥林匹克而建成,包括当年奥运会时建成的6

石村湖水公园
02-412-0190
松坡区蚕室路148
	2号线蚕室站1号出口处徒步
15分钟
	seokchonlake.alltheway.kr

个竞技场,美术馆,野外雕塑公园,梦村土城和散步路
等。奥林匹克公园可让人同时感受到文化与艺术,历
史与体育的综合性公园。奥林匹克9景是奥林匹克公
园最美的9个地方,也是摄影留念的好地方。通过“9
景旅游”可以留下很多与众不同的回忆。

奥林匹克公园
02-410-1114
	松坡区奥林匹克路424
奥林匹克公园
	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3号
出口处徒步2分钟
	www.olympicpark.co.kr

首尔林是首尔的中央公园,由于首尔林的出现,首尔

083

最具代表性的老百姓居民区圣水洞也一起成了热潮
的地方。市民树林本来在对纛岛进行再开发时建造

首尔林
02-460-2905
城东区纛岛站路273
	盆唐线首尔林站3号出口处
徒步7分钟/ 2号线纛岛站
7号出口处徒步14分钟
	parks.seoul.go.kr/seoulforest

而成,大片的树林当中有各种主题公园。散步的时候
会看见獐和梅花鹿,它们是首尔林的宝贝！这里有各
种体验活动,周六上午进行的周末家庭生态游是任何
人都可以体验的活动。这里四季浪漫的风光把此处
营造成了市民休息养生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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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乐园是韩国国内主题公园中的代表之地,其主题

084

独特,设有娱乐和游玩设施。另外,年中还会举行郁

北首尔梦想林是首尔第四大山林,在以前的Dream

085

金香,樱花,菊花等华丽的花卉展,还开设了夜间开场

首尔乐园,
首尔大公园

的烟花和激光表演,为游客提供绚烂多姿的景观。位
于首尔乐园旁边的首尔大公园是一个综合性大公园,
这里有国内最大规模的动物园和温室植物园,设有山
林浴场和自然露营区。公园到各处设有休息区,动物

首尔乐园
02-509-6000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首尔乐园
	4号线大公园站2号出口
处徒步19分钟
	4月-10月09:30~21:30
(周末与公休日 09:30~22:00)
11,3月09:30~19:00
(周末09:30~20:00)
12月-2月09:30~18:00
(周末与公休日09:30~19:00)
www.seoulland.co.kr
首尔大公园
02-500-7338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园广场路
102首尔大公园
	4号线大公园站2号出口
处徒步7分钟
	<动物园>夏季09:00~19:00
冬季09:00~18:00
	<动物园> 成人5000韩元
青少年3000韩元
儿童2000韩元
grandpark.seoul.go.kr

园尽头有从清溪山流下来的溪水,您可以用散步的心
情观赏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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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所在地建造而成。林里有美术馆,博物馆,在这
儿不仅可以散步,还可以体验各种文化生活。乘坐电

北首尔梦想林
02-2289-4001
江北区月桂路173
北首尔梦想林
	东门(来访者中心方向)
4号线弥阿丁字路口站1号出口
江北换乘9路和11路
	
社区巴士(北首尔梦想林站下车)
	西门(艺术中心方向)
4号线弥阿丁字路口站3号出口
换乘江北方向的5路公交车
(北首尔梦想林站下车)
4号线弥阿丁字路口站1号出口
处徒步19分钟
dreamforest.seoul.go.kr

梯可以上到瞭望台,这是公园的名胜之地,乘坐直梯
往上走,可以看到北汉山,道峰山,水落山和南山等地
方,整个首尔都能尽收眼底。欣赏美丽的夜景也很不
错,这里因曾是韩剧《IRIS》的拍摄地而闻名。公园
入口的老宅子和古老的榉树也被指定为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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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芝露营区位于上岩世界杯竞技场周围的汉江公园,

086

以汉江为背景,是可享受休闲的露营之乐的地方。特
别是这里备有做烧烤的用具,可以和家人一起来度过

兰芝露营区

一个美味的夜晚。游客可以自己带来帐篷,也可以租
用已经设置好的帐篷。兰芝生态公园和晚霞公园,水
杉林荫大道和蓝天公园等都在附近,全家人都可以一

02-304-0061
	麻浦区汉江兰芝路22 汉江
野营探险中心

起来,或者和恋人,朋友一起编织美好的回忆。

	9 号线堂山站8号出口处搭
乘9707路广域公交(兰芝汉
江公园站下车)/ 6号线世界
杯竞技场站2号出口处搭乘
8777路公交车
(兰芝汉江公园站下车)
	<野炊游客> 入营时间10:30
结束时间第二天09:30
	<营帐游客> 入营时间11:00
结束时间第二天09:30
	<野炊游客> 入营时间10:30
结束时间第二天09:30
	<营帐游客> 入营时间11:00
结束时间第二天09:30
www.nanjicamp.com

传说位于汉江之上名为仙游峰的小丘是神仙们经常

087

游览的小岛。仙游岛是首尔独具特色的名胜之地。
仙游岛是重新利用过去的净水厂建筑物,构建而成的

仙游岛公园

国内首个生态公园“水公园”,这里无比独特,不仅
可以体验汉江生态,文化,历史,还能在汉江内部欣赏
汉江的风景,同时更美的首尔夜景也将会尽收眼底。

02-2631-9368
永登浦区仙游路343
	2号线堂山站1号出口
处徒步21分钟
	parks.seoul.go.kr/template/default.jsp?park_
id=seonyudo

仙游桥：汉江市民公园里连接陆地和仙游岛的步行
专用桥,桥呈拱形,所以又被称为“彩虹桥”。下面
由红,黄,绿,蓝4种颜色的灯光提供照明,夜景更加
迷人。

美术馆与
博物馆

088		国立民俗博物馆,国立古宫博物馆
089		国立中央博物馆
090		首尔历史博物馆
091		国立现代美术馆首尔馆
092		首尔市立博物馆
093		特丽爱立体美术馆,会动的博物馆
094		战争纪念馆
095		艺术殿堂
096		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
097		三星美术馆LEEUM
098		西大门刑务所历史馆
099		泡菜博物馆
100		年糕博物馆

国立中央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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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国立民俗博物馆,可以亲身感受韩国传统生活

088

文化。博物馆内的大部分珍藏品,都与当时的生活密

国立中央博物馆是一家世界级的博物馆,韩国的珍贵

089

切相关。有出自江原道小山村用来腌泡菜的木缸,新

国立民俗
博物馆,
国立古宫
博物馆
国立民俗博物馆
02-3704-3114
钟路区三清路37
	3号线安国站1号出口
处徒步13分钟/3号线景福宫
站5号出口处徒步16分钟
	3月-5月, 9月-10月
09:00~18:00
6月-8月09:00~18:30
11月-2月09:00~17:00
周末5月-8月期间的周末和
公休日09:00~19:00
免费
www.nfm.go.kr
国立古宫博物馆
02-3701-7500
钟路区孝子路 12
	3 号线景福宫站4号出口处
徒步3分钟/ 3号线安国站
1号出口处徒步18分钟
5号线光化门站2号出口
处徒步13分钟
	周中09:00~18:00
(17:00后禁止入场)
周末09:00~19:00
(18:00后禁止入场)
免费
www.gogung.go.kr
全年无休

娘结婚时穿的传统服装以及各式各样的农具等。这
些展品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韩国的传统文化。景
福宫代表着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历史和文化,国立民俗

文物皆藏于此。这里不仅展示韩国的历史和变迁,还
展示文化和艺术。这里的文物涵括古石器时代,高丽

国立中央
博物馆

博物馆恰设在此处。内有朝鲜王朝有关藏品2000余
件。在这里,可以一窥朝鲜王室文化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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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朝鲜时代和近代等各个时期。如果要一个个仔
细欣赏完这里的所有文物,大概要花上一周以上的时
间。所以大家可以有选择性地鉴赏,比如重点选择
“重要文物100项”,或者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制定计

02-2077-9000
	龙山区西兵库路137
国立中央博物馆

划。这里还有常设展示厅,策划展示厅,剧场和图书

	4号线二村站2号出口处徒步
7分钟/ 京义中央线二村站
2号出口处徒步8分钟

闲暇之余放松的好去处。

	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09:00~18:00
周三09:00~21:00
周六09:00~21:00
周日09:00~19:00
公休日09:00~19:00
免费
www.museum.go.kr
1月1日,春节,中秋节闭馆

馆等多种文化体验设施。博物馆周围有湖和公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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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历史博物馆是一个了解首尔历史的好去处。在

090

这里以朝鲜时代的首尔为主,可以看到从史前时代到

国立现代美术馆开馆于1969年,洋溢着近现代美术气

091

现代的首尔历史和文化。通过首尔人各个时期的服

首尔历史
博物馆

装和使用的工具等物品,为大家展示首尔的生活全
貌。亲身感受一个城市的历史,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馆内还有刺绣和木偶等藏品,全面为大家展示朝鲜时

	工作日09:00~20:00
周六,周日,公休日
09:00~19:00
免费
www.museum.seoul.kr
每周一,每年元旦休馆

息,紧追时代潮流。这里是韩国唯一一家可以同时
欣赏到韩国和世界美术作品的国立美术馆。位于首

国立现代
美术馆首尔馆

代首尔人的手艺和风采。
02-724-0274
钟路区新门內路55
	5号线西大门站4号出口处徒
步10分钟/ 5号线光化门站
7号出口处徒步11分钟
3号线景福宫站6号出口
处徒步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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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大公园内的果川馆率先开馆。馆内修建了韩国古
代的城廓和烽火台,露天雕塑场等,十分亮眼。进入
展示厅,首先看到白南准的视频艺术作品“多多益
善”。此外,还有位于钟路昭格洞的首尔馆。首尔馆

02-3701-9500
钟路区三清路30
	3 号线景福宫站4号出口处
徒步12分钟/ 3号线安国站1
号出口处徒步12分钟
	周三,周六10:00~21:00
周日-周二,周四-周五
10:00~18:00
通票4000韩元
www.mmca.go.kr
全年无休

内设有展示厅,资料馆,画廊,电影馆和多用途礼堂等
综合设施。美术馆的入口采用“庭院”的设计理念,
让参观者都可以尽情放松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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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首尔市立博物馆之余,可以悠闲穿梭于德寿宫的

092

“特丽爱立体美术馆”利用错视技

093

石头小道。首尔市立博物馆不仅代表首尔,也代表亚
洲。内藏有海量现代美术作品,备受众人瞩目。博

首尔市立
博物馆

物馆具有70年的悠久历史,收藏了两百多名艺术家作
品,约四千余件。在首尔市内,各个地区分别散落着
不同特点的分馆。南首尔分馆位于德寿宫附近,是一
个以设计为主的生活美术馆。北首尔美术馆则与大

02-2124-8800
	中区德寿宫路61
首尔市立美术馆

自然融为一体,被评为“社区友好型博物馆”。博物

	1 号线市厅站2号出口处徒
步9分/ 2号线市厅站9号出
口处徒步9分钟/ 5号线西大
门站4号出口处徒步14分钟
5号线光化门站6号出口处
徒步17分钟

和美术教室,诚心诚意为大众服务。

	夏 季(3月-10月)周二~周
五 10:00~20:00 (周六,周
日,公休日截至 1 9:0 0)冬
季(11月-2月)周二~周五
10:00~20:00 (周六,周日,公
休日截至18:00)
	夜间开放(延长至晚上10点)：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三和最后
一个周三
免费
sema.seoul.go.kr
每周一,每年1月1日闭馆

馆为了让大众更好地享受美术文化,设立了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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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2D画面变得具有3D立体效果,
是一个文化和娱乐的体验空间。参

特丽爱立体
美术馆,
会动的博物馆

观者可以自由创造作品,尽情拍照。
位于弘大的特丽爱美术馆,购买一张门
票可以体验到特丽爱展示主馆和雪之
城等多种服务。“会动的博物馆”则位
于仁寺洞,能看,听,触摸,很值得一去。馆

特丽爱立体美术馆
02-3144-6300
	麻浦区弘益路3路20
西桥广场B2 特丽爱美术馆
	2号线弘大入口站9号出口处
徒步7分钟/ 6号线上水站1
号出口处徒步13分钟
	

09:00~21:00
(入场截止时间：20:00)
成人：15000韩元/ 青少年
儿童：12000韩元
www.trickeye.com
全年无休

会动的博物馆
02-2034-0600
	钟路区仁寺洞路12
	地铁 1∙3∙5号线5号出口步行
3分钟
9:00~20:30
www.alivemuseum.com/
branch/insa
全年無休

内不仅只有错觉艺术馆,还能体验到大型立体
作品和数字媒体作品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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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殿堂位于瑞草洞,是韩国国内数一数二的综合文

095

化艺术空间,内设有歌剧院,音乐厅,美术馆,书法馆,
艺术资料馆和露天剧场。艺术殿堂中的歌剧院,建筑

艺术殿堂

外观为“宝盖型”,代表着艺术先驱精神。音乐厅则
为扇形建筑。艺术殿堂坐落在牛眠山山麓,参观者在
体验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同时,还能享受轻松的闲暇

02-580-1300
	瑞草区南部循环路2406
艺术殿堂
	3号线南部客运站5号出口
处徒步11分钟
www.sac.or.kr
全年無休
(美術館、博物館 :
每月最後一個週一休息)

战争纪念馆的目的在于记录战争的惨痛,珍惜和平

094

生活。纪念馆一共有三层,六个室内展示区。一楼
设有战争历史室,二楼设有“6•25（韩国战争）战争

战争纪念馆

室”。内有文化讲解员,每天讲解两次,可以边参观
边听讲解。每逢周末下午和纪念日,会举行韩国军队
仪仗队表演和军乐队演出。参观者可以在这里了解

02-709-3139
龙山区梨泰院路29战争纪念馆
4号线三角地站1号出口处徒步
8分钟/ 6号线三角地站12号出口
处徒步5分钟/ 1号线南营站1号
出口处徒步19分钟
	周中09:00~18:00
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延长开放
时间09:00~20:00
免费
www.warmemo.or.kr
每周一闭馆

韩国的战争史,十分具有教育意义。

时光。内设有各个类型不同的艺术体验空间,让参观
者完美地体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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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可以亲身感受从十九世纪末

096

开埠期至今的韩国近现代史。博物馆主要展示韩国
近现代的发展,近代韩国经历的苦难和历史,韩国的

大韩民国
历史博物馆

工业化历史和民主运动以及经济发展等内容。内设
专为小朋友设计的“韩国历史文物仓库”,让小朋友
亲身体验和学习历史。博物馆内还举办多种学习项
目和文化活动。博物馆位于钟路区世宗路,在博物馆

02-3703-9200
钟路区世宗路82-1
	3 号线景福宫站6号出口处
徒步9分钟/ 5号线光化门站
2号出口处徒步5分钟/ 1号
线钟阁3-1号出口处徒步13
分钟

顶层可以观赏到景福宫的全景。博物馆附近还可以
参观世宗文化会馆,光化门广场等景点。

	周中09:00~18:00
周三,周六09:00~21:00
(闭馆一个小时前禁止入场)
免费
www.much.go.kr
每周一,每年1月1日闭馆

三星Leeum美术馆位于南山脚下。可在和自然融为一

097

体的城市里,欣赏韩国传统美术,现代美术,外国现代
美术等艺术作品。美术馆的设计由世界知名建筑家

三星美术馆
LEEUM

马里奥·博塔,让·努维尔,雷姆·昆哈斯等操刀设
计,观赏性极强。一号博物馆主要是用来展示韩国古
代艺术品,二号博物馆用来展示韩国现代艺术品。这
两个博物馆的外观设计十分有个性,远近闻名。

02-2014-6900
	龙山区梨泰院路55路60-16
	6号线汉江镇站1号出口
处徒步7分钟/ 6号线梨泰院站
2号出口处徒步12分钟
	周中10:30~18:00
(售票截止时间17:30)
	<常设展览>普通10000韩元
优惠5000韩元
数码讲解机1000韩元
	<特别策划>普通8000韩元
优惠4000韩元
数码讲解机1000韩元
	<Daypass>普通14000韩元
优惠7000韩元
数码讲解机免费
www.leeum.org
每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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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门刑务所直到1945年韩国独立之前,一直被用

098

来关押力争国权的民族独立运动家。从韩国光复后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充分感受泡菜的历史和发展。品

099

到1987年,被用作首尔拘留所,专门关押民主运动人

西大门刑务所
历史馆

士,是韩国近现代史上屈辱的象征。之后首尔拘留所
搬至京畿道义王市,西大门刑务所则改为历史馆,对

02-360-8590
	西大门区统一路251
独立公园
	3号线独立门站5号出口处徒步
6分钟
	工作日夏季(3月-10月)
09:30~18:00 / 工作日冬季
(11月-2月) 09:30~17:00
	<个人>普通3000韩元
青少年/军人1500韩元
儿童1000韩元
	<团体>普通2400韩元
青少年/军人1200韩元
儿童800韩元
	
65岁或以上,6岁或以下,残疾人,
对国家有功者均门票免费
	www.sscmc.or.kr/culture2/
sphh.modoo.at
每周一休息

尝从高丽时代到现代,各个时期不同种类的泡菜,了
解泡菜的味道,功效,制作泡菜的过程。在体验制作

泡菜博物馆

民众开放。向大众宣传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和平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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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感受到韩国的饮食文化。为
方便外国游客,馆内为参观者免费提供中,英,日三种
语言的电子导游讲解机。体验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具

02-6002-6456
	钟路区仁寺洞路35-4
	3 号线安国站6号出口处徒
步8分钟
5号线钟路3街站5号出口
处徒步7分钟
1号线钟阁站3-1号出口
处徒步7分钟
	10:00~18:00
	19岁或以上：5000韩元
8-18岁：3000韩元
36个月-7岁：2000韩元
(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
65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
免费)
	www.kimchikan.com
每周一休息

体日程需向博物馆方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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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城市观光巴士  

在年糕博物馆内可以了解到韩国年糕的一切！年糕

100

是韩国的传统美食,种类繁多,口味鲜美,营养丰富。
在馆内分别展示制作年糕的不同方法,以及制作年糕

年糕博物馆

的工具等物品。同时还开设了制作年糕和传统美食
等多种文化体验项目。博物馆周围有昌德宫,宗庙,
仁寺洞等多个观光景点,参观者可以边游玩边体验各

02-741-5447
	钟路区敦化门路71号
5号线钟路3街4号出口处徒步
7分钟/1号线钟路3街站8号出
口处徒步8分钟/3号线安国站
3号出口处徒步11分钟
10:00~18:00
	成人：3000韩元
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
高中生：2000韩元
www.tkmuseum.or.kr
春节,中秋节当天闭馆休息

种文化项目。

城市观光巴士是以光化门为起点,沿着规定的路线循环运行的类似穿梭巴士的观光巴士。购买1日
车票后,可乘坐城市观光巴士在任意车站下车观光,然后再乘坐下一辆城市观光巴士继续旅程。

路线及费用介绍
单层巴士市中心-故宫路线
光化门(起点) → 德寿宫 → 南大门市场 → 首尔站 → 战争纪念馆(U.S.O) → 龙山站 → 国立中央博
物馆 → 梨泰院 → 明洞 → 南山谷韩屋村 →首尔大使铂尔曼酒店 → 新罗酒店•奖忠坛公园→ N首
尔塔 →首尔君悦酒店→ 东大门设计广场 → 大学路 → 昌庆宫 → 昌德宫 → 仁寺洞 → 青瓦台 →
景福宫, 民俗博物馆, 现代美术馆(首尔馆) → 世宗文化会馆 → 光化门(终点)

单层巴士夜间路线
光化门 → 德寿宫 → N首尔塔→ 清溪广场

无轨电车+双层巴士首尔全景路线
光化门 → 明洞 →首尔动漫中心→ 南山缆车前 → 千禧首尔希尔顿酒店 → 南山图书馆 →君悦酒
店→ 江南站→ 三光岛 →鹭梁津站→ 63大厦, 汉江游览船→汝矣渡口站→ 弘大前 → 机场铁路弘
大入口站 →梨大入口→ 农业博物馆 → 首尔历史博物馆,庆熙宫 → 世宗文化会馆

双层巴士夜间路线
光化门 →麻浦大桥→ 西江大桥 →江边北路→汉南大桥→ 三光岛 →铜雀大桥→圣水大桥→南山
循环路→ 南大门市场前→清溪广场

江南区观光环线
江南站 →岭东市场→新沙站→林荫道(南）→ 观光信息中心 →罗德奥时装街→清潭时尚街→ 奉
恩寺 → COEX会展中心→ 三成站 →七乐娱乐场→韩流明星街→ 观光信息中心 → 林荫道(北)→
三光岛→ 高速客运站/ 新世界百货店 →瑞来村→ 法院•教大站→三星城

票价
分类
单层巴士
无轨电车+双层巴士
无轨电车+江南区观光

路线
市中心循环巴士
夜间路线
首尔全景路线
夜间路线
江南区观光环线

成人
12,000￦
6,000￦
15,000￦
12,000￦
5,000￦

学生
10,000￦
4,000￦
10,000￦
7,000￦
3,000￦

  非语言表演     
非语言表演没有台词,所以外国人也能方便观赏。在首尔各处都能观看到各种非语言表演。

乱打
乱打以韩国传统曲调——四物游戏的旋律为素材,将厨
房中发生的故事通过戏剧手法表现的韩国最早的非语
言表演。2003年进军美国,在百老汇开设了亚洲首个乱
打专用剧场。
•剧场信息

	明洞乱打专用剧场/忠正路乱打专用剧场/弘大乱打
专用剧场
咨询：02-739-8288

JUMP
作为韩国文化产品的代表,《JUMP》是以跆拳道和武
术表演为主的一种东洋功夫艺术, 极高难度的身体技
巧混合有趣的故事情节,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非语言类武
术喜剧。
•剧场信息

明宝艺术厅3楼JUMP专用剧场
咨询：02-722-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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