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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旅遊必備資訊  

首爾
護照&簽證
入境大韓民國時,所有外國人皆須持有護照及簽證。大韓民國簽

首爾是大韓民國的首都,
約有2000年的歷史,
是歷經三國,高麗,朝鮮時期的古城。
她過去是百濟,朝鮮的古都,

證分為僅限可以入境1次的單次簽證,以及可以入境2次以上的複
數簽證。進行短期韓國旅遊的旅客,申請於簽發日算起,3個月內
有效的短期簽證即可。而與大韓民國簽訂免簽協議的國家,即可
免持簽證入境。

長久以來扮演著國家中心城市的角色。
首都是一個國家的心臟,

匯率&兌幣

可以從中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及經濟。

韓幣1萬元約等同9.7美元（以2016年11月為基準）。於大部分的
銀行皆可進行兌幣,銀行營業時間為平日上午9時至下午4點。週

首爾,

末期間如需兌幣,請前往私人換錢所。於外國遊客常到訪的明洞,

讓我們了解一下她的萬姿風情。

梨泰院等熱門地點皆設有私人換錢所。

信用卡&現金提款機

正式名稱

首爾特別市  

面積

605.21㎢

語言

韓語

消費。而於大部分的店家,亦皆可使用VISA,MASTER,美國運通

氣候

溫帶性氣候

卡等海外信用卡消費。請於消費前確認是否為加盟信用卡公

貨幣單位

韓元(￦)

司的業者。此外,於大型商店,街頭,便利商店等處皆設有現金提

時間

GMT+9(韓國標准時間KST)

款機,並且可輕鬆地尋找到其所在的位置,而且標示有「Global

國家代碼

+82

ATM」的提款機,則有提供多國語言的服務。

區號

首爾 02

於飯店,餐廳,商店,便利商店等的所有場所,幾乎皆可使用信用卡

退稅制度（TAX REFUND）
一但外國旅客於貼有「TAX FREE」標誌的商家消費滿3萬韓
元以上,則可辦理將稅額自該購買金額中扣除退還的制度,即為

Basic Information
地址
路線指引
開放時間
門票費用
電話

Tax Free

退稅制度。辦理退稅時,須憑退稅收據進行辦理（一般收據無
法辦理）。出境時,於辦理登機手續前,須持護照,退稅收據,購
買物品等前往仁川國際機場內的海關申報櫃台蓋驗證章,或於
出境審查後,利用自動化設備辦理。

  市區中心交通資訊  

飛機航班
仁川國際機場為距離大韓民國首都首爾最近的機場,航班飛行往來全世界55國,185個主要都市,並
有多達84家航空公司的直營航班皆直達仁川國際機場。

＜由機場前往市區的交通方式＞
機場鐵道
機場鐵道為連接仁川國際機場與首爾車站之最快速方便的鐵道交通,有分首爾車站發車的直達列

＜首爾市區的交通方式＞

車及停靠12站的一班列車二種。而由仁川國際機場站前往首爾站的交通時間,直達列車為43分鐘,
一般列車為58分鐘。
arex.or.kr
直達列車 成人8,000韓元 兒童6,900韓元
一般列車票價自900韓元起,黔岩站2,600韓元,弘大入口站4,050韓元,首爾車站4,150韓元

公車
首爾的公車以顏色區分。往來首爾市內較長距離的幹線公車（藍色）,連接地鐵站與幹線公車停
靠站的支線公車（綠色）,巡迴往來於主要市中心地區的循環公車（黃色）,連接首爾與首都圈都
市的廣域公車（紅色）。公車站和詳細路線資訊,可以透過提供韓,英,中,日4種語言的”首爾移
動”app進行確認。而乘車費用的部分,幹線,支線公車是1,300韓元,廣域公車是2,400韓元起跳。

機場大巴

幹線,支線公車票價為1,300韓元起,廣域公車為2,400韓元起

從仁川國際機場到首爾,京畿道大部分地區都有機場大巴運行。機場大巴分為行經停靠市區主要酒店
的高速機場大巴和“KAL機場大巴”,以及到首爾市區各地的普通機場大巴。旅客可在機場大廳1樓的4
號,9號門內部的售票處,以及4號,6號,7號,8號,11號,13號門前方的外部售票處購買車票。
calt.co.kr

地下鐵
有1至9號線的9條地鐵路線。各條路線以顏色區分。可在地鐵站的無人售票機購買一次性交通卡
（T-Money）,也可進行T-Money卡的充值。購買一次性T-Money卡時會加收500韓元的保證金,但

計程車
計程車採依哩程收費的制度,於基本收費後,依行駛距離及交通時間收取車資。由機場前往首爾市

使用完之後,如果將卡投入檢票口的保證金返還機,便可返還保證金。
成人交通卡起價為1,250韓元起價，現金起價為1,350韓元
青少年交通卡起價為720韓元，現金起價為1,350韓元

區,需收取包含機場高速公路過路費的車資6,600韓元（以小型車為基準）。
一般計程車
為價格最低廉的計程車,基本車資為3,000韓元,可輕鬆搭乘前往首爾所有的地方。
模範計程車

計程車
一般計程車的基本車資為3,000韓元（2公里以內）,模範計程車的基本車資為5,000韓元（3公里以

基本車資為5,000韓元,雖收費較一般計程車昂貴,但更加舒適便利,並且有別於一般計程車,於凌晨00:00自

內）,並依距離與時間加收費用。除模範計程車以外,自午夜起至淩晨4點之間將額外加收20%的夜

04:00不額外收取夜間加成費用。

間加成費用。可於機場直接搭乘國際計程車,而其它地方則是視情況,需提前線上預約。

大型計程車
可乘載6至10名乘客的計程車,收費與模範計程車相同,但其外型類似以運送貨物為主,並且收費昂貴的客

國際計程車internationaltaxi.co.kr

貨車,易被誤認,敬請多加小心注意。通常大型計程車側面標記有「JUMBO TAXI」的字樣。
國際計程車

T-money卡（T-money Card）適用於機場巴士,首爾•京畿圈公車,地鐵,計程車,為儲值型

計程車駕駛具備英語,日語,中國語中一種以上的外語能力,能與外國乘客溝通。旅客可在位於旅客航站大

交通卡。使用T-money乘車者,可於公車,地鐵間免費換乘5次,依距離按一定比例收費。

廈1樓的4號,8號Gate附近的國際計程車櫃位搭乘,車資依目的地區,而為55,000韓元,65,000韓元及75,000韓

於地鐵站或一般便利商店,即可方便地購買到T-money,以及進行儲值。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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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北村韓屋村
02-2133-1372
鍾路區桂洞路37
	3號線安國站2號出口徒步
7分鐘
hanok.seoul.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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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王宮附近,此地乃為朝鮮時期達官貴族們聚居

所。雖然韓屋隨著時代的更替,以及為更便於使用與

之處。時至今日,此地已成為首爾代表的觀光景點,

居住,而改良更新,但大體上仍維持原貌,並承續著舊

並且在紛擾的大都會市中心中,流露出古色古香的韻

有韓屋社區內999棟韓屋的傳統。北村位於昌德宮與

味。

景福宮間,即過去作為朝鮮時代漢陽中心的鍾路及清
溪川之上方（即北方）,故被命名為北村。而今日的

韓屋為韓國的傳統住宅,由木材,泥土等建造而成,並

北村則相當於鍾路區的嘉會洞,桂洞,齋洞,三清洞,

鋪設暖炕以供取暖。其取材自然,有益健康的地板,

苑西棟及八判洞一帶。北村位於王宮之側,並占有絕

以及延展向天的屋瓦,都呈現及洋溢著別緻的景致與

佳的風水位置,在朝鮮時代理所當然成為達官貴族們

韻味。哪怕只是靜靜地看著韓屋,都能使內心趨於寧

的聚居之處。當時的韓屋也代表著名門世家的顯赫

靜,如同身處在溫馨的「家」,這也就是韓國人心目

地位,因此在建築風格上也極為寬敞華麗。到了朝鮮

中韓屋所代表的意義。北村,一個讓您與韓屋邂逅之

Jordan Guanga

時代末期,由於社會經濟的動盪,土地分割,此後為了
住居方便,韓屋多採小規模形式重建,因此才形成今
日的韓屋巷弄的風情。
北村文化中心：以介紹北村的歷史與文化,並提供各
式各樣傳統文化體驗為宗旨,在首爾市建立了北村文
化中心。當時買下以「桂洞大人宅」聞名的朝鮮末
期權貴豪門宅邸「閔財務官宅」後進行修繕,於2002
年開館,由主屋,廂房,別屋等組成。北村文化中心不
僅舉行書法,茶道,漢文,板索里等傳統文化講座；更
有自然染色,竹藝以及閨房文化的編結,拼布工藝技
能講座等各式各樣的體驗方案與活動。

Tip
北村文化中心周邊步行旅遊路線
一次飽覽北村風景的路線安排約需3小時30分左右。於安國站出發
後,步行前往北村文化中心,嘉會洞11番地,韓尚洙刺繡博物館,嘉會
博物館,以及散發古老香氣的北村生活史博物館,尹潽善故居等景點
後,再重返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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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lo Dungo

Leigh MacArthur

重現朝鮮王朝的正宮－－景福宮。20年前,修繕復原

002

的中宮,世子的東宮,宮人們生活的內殿等組成。

工程竣工後,景福宮重拾過往莊嚴面貌,再次巍峨聳
立於北嶽山腳,俯瞰光化門廣場。

景福宮
02-3700-3900
鍾路區社稷路161景福宫
	3號線景福宫站5號出口
處徒步5分鐘/5號線光化门
站2號出口處徒步约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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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25~64歲) 韓幣3,000元
兒童(7~18歲) 韓幣1,500元
	www.royalpalace.go.kr
每週二休館

勤政殿：為國寶第223號,此殿是君王聆聽大臣們的報
告及發號施令的法殿；並作為王室的典禮場所,舉行

編號史蹟第117號的的朝鮮王宮--景福宮,巍峨聳立

各種登基儀式。殿前廣場的地面立有花崗岩,並於上

於光化門世宗大路的盡頭,北嶽山前,係為朝鮮時代

刻著王室大臣們的品階。

建造的五座宮殿中最早建造的宮殿。此宮殿於朝鮮

慶會樓：座落於寧靜荷塘上的閣樓,位於勤政殿之

王朝首任君王李成桂於即位3年後（1394年）開始修

側。以閣樓為中心打造3座石橋於荷塘上,延伸至荷塘

建,而於1395年竣工。景福宮此一名稱蘊含有「新王

外,因其美麗的景致,而被印製於韓幣萬元紙鈔上。

朝萬福繁盛」之意。後來,曾於壬辰倭亂時期被燒
毀,並長期荒廢,直到朝鮮末期高宗時期再開始進行
重建後,重新使用。然而,又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遭
受拆除與損毀,因此景福宮的復原工程直至解放後才
得以著手進行。而今日的景福宮是自1991年起,歷時

Tip
景福宮夜間開放
為了讓民眾們能感受宮殿的夜間之美,景福宮於春,秋各開放兩次夜間特別觀覽,並限量販售能觀賞各種文化
公演的門票,但僅限於網路上購買。此外,若著韓服者可免費入場；年滿65歲以上的老人及外國人則可於現

20餘年,經過多次的復原工程後的面貌。景福宮曾經

場購買。

為朝鮮王朝的中心,擁有與眾不同的規模。宮殿圍

守門將士交接儀式

牆全長高達2,404公尺,為五宮中唯一保有4大門的宮

每日上午10點及下午2點整,於光化門內的興禮門前進行守門將士交接儀式。以大鼓聲敲響著儀式的進行,旅客們

殿。景福宮是由君王與官員們處理政務的官舍,王妃

可觀賞守門將士隊伍交接的英姿。此外,於宮殿內部,更有提供可免費親自體驗穿著守門將士服裝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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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巴黎有艾菲爾鐵塔,東京有東京鐵塔的話,那

003

麼首爾則有N首爾塔。豎立在南山山頂上的這個鐵塔
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裝飾著首爾的天際。

N首爾塔
02-3455-9277
	龍山區南山公園路105
N首爾塔
	忠武路站2號出口或是
東大入口站6號出口轉乘2號,
3號,5號南山巡迴巴士

1975年由三家民營電視台共同出資建造的這一綜合
型轉播塔兼觀光展望台,在2016年9月由首爾市針對
首爾市民和國內外觀光客1萬2000多人所進行“首爾
的十大景點”問卷調查中,登上了前十名的寶座。
在2005年底,以“N首爾塔”的名字重新迎向遊客以
來,進行了翻修和增設了多種設施,現在隨著韓流的

	10:00～23:00
〈星期六延長到24:00〉

流行,受到了來自各國觀光客的歡迎。

	眺望台票價
成人〈滿13歲以上〉10,000韓元
兒童〈滿3歲-12歲〉8,000韓元

首爾塔。經過韓服文化體驗館,星巴克,芝加哥比薩

	www.nseoultower.com
年中無休

從大廳到4樓及5樓爲首爾塔廣場,自5樓到T7樓則是N
等商店後,即來到可以享受眺望美景的N首爾塔。雖
有Olive Young藥妝店,N漢堡等購物店,餐廳,但最重
要的仍是位於T4-5樓的眺望台。

Tip
眺望台
N首爾塔眺望台是一個可以360
度全景觀覽首爾的地方。在
此處可以看到首爾主要景點,並

環形露臺：位於首爾塔2樓的此處是懸掛情人鎖的地
方,讓登上首爾塔的情人們可以懸掛他們希望永遠相
愛的情人鎖。
南山纜車：是韓國最早的纜車,40年來這裡是可以同

向外國觀光客提供語音導覽資

時眺望首爾和南山風景的名地,亦是約會聖地。到南

訊。

山山頂只需要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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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爾市區最繁忙的街道中,一條清新潺潺的水道成

004

為本國人,外國人,男女老少不可缺少的休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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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首爾燈節

東至五間水橋為止,共有22座橋樑,全程步行觀賞約
需費時3小時左右。

每年秋季於清溪川一帶都會舉

清溪川
02-2290-6114
鍾路區清溪川路
	4號線東大門站6號出口
1號線鍾路5街站8號出口

手拿咖啡走過石橋的上班族們,低頭觀賞魚兒的孩童
們,並肩坐著泡腳的情侶們,這一幕幕都是清溪川流

辦展示數百個花燈的慶典。自
紀念2009年韓國旅遊之年開始
舉辦以來,每年吸引約250萬名

清溪川的街頭藝人：一邊感受清涼的流水,一邊散步
的民眾,亦可四處觀賞街頭表演,包含以一把吉他進

淌過首爾市中心的同時,所帶來的溫暖風景。清溪川

以上的遊客到此賞燈。由清溪

行流行樂曲,歌謠的一人演奏,至各式曲風的樂團演

為鍾路區與中區的界河,原名為開川,後於日據時代

廣場至水標橋為止,以各色各

奏,在清溪川皆可一飽耳福。     

更名至今。1958年起開始興建覆蓋工程,上方原有的

樣,並且多元規模的設計方式

踏橋：流行於朝鮮時代貴族與平民間的風俗,若於圓

高架道路隨著工程進行於2003年拆除。2005年,清溪

所裝飾出來的花燈盡收眼底,

月高掛的元宵節踏過清溪川的12座橋樑,即可避免各

川以都市中心休憩場所之姿重生,四季都可聽見潺

美不勝收。

種災難。而於元宵節「踏橋」,對當時百姓們而言,

潺的流水聲。復原後的清溪川,其水流引自漢江取水

亦象徵著「解放之日」,因「踏橋」後,即使已是深

站,經過沉澱處理後,透過管線傳送至清溪川。於光

夜,仍可持續參加各種的酒宴,並且戀人們都會暗自

化門附近的清溪川入口處,設有美國POP藝術家克拉

進行密會等,然而此項風俗於朝鮮明宗時期被明令禁

斯˙歐登伯格的作品－－以貝殼模樣設計的公共藝

止。

術裝置「spring」,以此處作為清溪廣場的起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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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明洞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購物,時尚的中心

005

地。特別是對韓流的粉絲們來說,明洞是他們購買化
妝品和尋找美食的必到之處,這讓明洞一直保持著流

明洞
中區明洞
	2號線乙支路入口站
4號線明洞站

行教主的光環。
位於首爾市中區忠武路,乙支路和南大門路之間的
明洞在受到日據時期發展為商業區的忠武路影響之
下,也開始發展成為商業區。它的對面是以韓國銀行
本部為中心的金融產業中心地,另一邊則是樂天百貨
公司,新世界百貨公司等購物天堂。1990年代江南地
區因為受到當時年輕人的喜愛,一度人氣高漲。但到
了2000年代因為韓流影響,觀光客大量湧入,讓明洞
再度成為“美容購物第一區”。Migliore購物中心
兩旁馬路常年都有攤販營業,販賣著一些小吃和紀念
品。一些大型時尚品牌和咖啡連鎖店也進駐在此。
根據首爾市流動人口統計,明洞聖堂一帶的流動人口
一個月高達150萬人左右。在原有的觀光酒店周邊陸
續新開了青年旅舍,商務旅館,觀光酒店等。

在明洞的中心思索
明洞天主教堂
明洞天主教堂是一棟尖聳美麗的哥德式建築物,同時
是韓國天主教的發源地,亦是韓國天主教會的象徵。
過去也曾是抗拒軍事獨裁的民運人士們的基地。如
今仍每天舉行著數次彌撒,鐘聲貫穿著熱鬧的明洞隱
隱地傳來。
明洞藝術劇場
1934年到1973年引領過韓國文化藝術的‘舊明洞國
立劇場’於2009年重新開館。具有558席規模的明洞
藝術劇場,時常上演著傳統話劇,音樂劇,默劇等多樣
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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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益大學,以美術學院聞名。其校門口的畫廊,特色漂

006

亮咖啡館已不再僅僅是弘大美術學院學生們的活動場
所,更成為了一般年輕人們最喜歡的聚集之處,時至今

弘益大學
麻浦區西橋洞一帶
	2號線或機場線
弘大入口站

日,此地已晉升為首爾代表性的「青年街」。
這裡洋溢著年輕,浪漫,非主流的文化,更因獨立音
樂,繪畫,設計等各階層各式文化在此地共存著,因此
已成為「自由街道」的代名詞,並且是名符其實的首
爾熱門景點。此地有特色咖啡館,小規模藝廊,畫廊,
個性商品店,時尚店,駐唱咖啡館及club,並且不僅僅
有與藝術市場相關的店家,還有各式特色美食餐廳也
相當著名。此外,這個地方也一度被眾多出版社相
中,於此立足,因此文藝青年們也常常往來此處。然
而,之後由於坡州出版園地崛起,因此文學氛圍趨於
緩和。另外,弘益大學因栽培出許多藝術人才而名聲
遠播,因此也引來了許多相關補習班的聚集。雖然,
最近補習風氣漸趨緩和,但是弘大仍一如往常般,散
發著年輕,熱情的藝術氣息。弘大此地,隨時都有年

Tip
弘大停車場路

輕人群聚集,並且已成為今日年輕人們相約碰面的熱

由弘大站至合井站附近的弘大

化上特色。如今弘益大學商圈已不再僅止於弘益大

停車場路是往來弘大各地區的
樞紐,停車場兩側的美食餐廳,

門景點,年輕人們在此享受自由的氣息,形成一種文
學附近,已逐漸擴展到上水站及合井站一帶。

文化場所,LIVE表演場,人氣名
店林立,在此處散步閒逛也別

KT&G想像庭園：2007年以複合性文化空間之姿開館,

有趣味。除此之外,此地更有

內有販售各式設計商品的小舖,上映藝術電影的電影

許多知名老店,如秀戀歌房,辣

院,以及多達150席的直播大廳,並開設了人文,設計,

炒年糕店,LIVE表演場Rolling

藝術等各式講座專題。

Hall。

弘大壁畫街：壁畫分布於弘大後門的かねまや
（KANEMAYA）製麵所到四季屋的臥牛山路22街一
帶。依牆面實況畫著各式不同個性風格的繪畫及塗
鴉,雖然多數作品看似隨意塗鴉,但其中不乏有充滿
藝術氣息的作品,因此也被稱為「畢卡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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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朝鮮時代首都漢陽城及百姓的石砌城牆。在21

的原有城道,並且規劃共6條的散步路線,在櫻花爛漫

世紀的朝鮮後代子孫眼中,漢陽都城成為了感受歷史

的春季和滿山紅葉的秋季時節,訪客最多。

風情及俯瞰市中心風景的散步名勝。

漢陽都城
鍾路區栗谷路283
	1,4號線東大門站
1,10號出口
	seoulcitywall.seoul.go.kr

漢陽都城的原始功能: 漢陽城牆的功能最初為都市
漫步在這條圍繞首爾的悠久城牆路上,可將首爾的自

防線,防止外敵入侵。城門的開關時間為淩晨和晚

然美景和城市風情盡收眼底,而且此地也同時深受許

上,以鍾路的普信閣鐘聲作為提示聲,有次序地規劃

多外國人們的喜愛。此外,由於此地具有極高的歷史

著漢陽都城內百姓們的生活節奏。為了科舉考試,遠

價值,因此於201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記在世界

到而來,進京趕考的儒生們會沿著都城繞一圈後,來

文化遺產暫定的目錄中。漢陽城牆原為朝鮮時期城

到漢陽的書生會,然後全體圍著城牆一圈祈求考試順

市的防衛警戒線,以防止外敵入侵。漢陽城牆的修築

利,而城中百姓們也會登牆觀景,親近自然,作為休閒

圍繞現今首爾市中心的北嶽山,樂山,南山,仁王山的

活動。

山脊,並且又經過過了數次修整。城牆的平均城高約
為5至8m,全長約18.6km；自1396年到1910年,將近514
年期間始終肩負著保家衛國的重大責任,並且也是全
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城牆。漢陽都城有四大門和四小
門。作為東大門購物區地標的興仁門及敦義門,南大
門市場入口處的崇禮門及三清洞的肅靖門是四大門,

Tip
漢陽都城散步路線（共6條）
北嶽山路線：由彰義門出發,經肅靖門,末岩諮詢處, 臥龍公園後,至惠化門為止的路線。難易度：難。
駱山路線：由惠化門出發,經駱山公園,漢陽都城博物館,東大門城郭公園後,至興仁門為止的路線。難易度：易。
興仁門路線：由興仁門出發,經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光化門後,至獎忠體育館為止的路線。難易度：易。
南山路線：由獎忠體育館出發,經獎忠體育館後方道路,林木階梯道,N首爾塔後,至白凡廣場為止的路線。難易度：中。

而惠化門,昭義門,光熙門,彰義門則是四小門。其中

崇禮門路線：由白凡廣場出發,經崇禮門,昭義門址,貞洞後,至敦義門為止的路線。難易度：易。

敦義門和昭義門已不復存在。在經整頓後,恢復70%

仁王山路線：由敦義門出發,經月岩近鄰公園,仁王山巡城道後,至彰義門為止的路線。難易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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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傳統和歷史意義的東大門運動場在經過改建之

008

後,2014年改名為DDP重新開館,受到各界的高度關
注。轉眼間它已成為首爾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和綜

東大門
設計廣場
DDP

合文化中心。

www.ddp.or.kr

Tip
DDP導覽服務

活力,利用非定型曲線來展現出東大門不斷變化的

當你到了DDP,卻不知道從何逛

部分,展示區主要是舉行各種時裝秀,公演,藝術節,

起,怎麼逛的時候,可以嘗試一
下DDP的導覽服務。無需事先
預約,可以個別申請,週二至週

活力。DDP內部分為展示區,交流區及體驗區等三個
博覽會,展示會,企業新產品發表會等活動；交流區
以設計為主,有設計展示館,設計展示環道,環道休

東大門設計廣場(DDP)是由曾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的

日每天兩次,和專門解說員一

息區,設計遊樂區等,可以親自體驗設計的多樣性；

世界知名女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所設

起參觀,需要1小時20分鐘。

體驗區則是以購買設計相關商品及分享設計資訊為

計的獨特建築物。並且和南大門市場一起成為代表
02-2153-0000
中區乙支路281
	2,4,5號線東大門
歷史文化公園站1,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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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首爾綜合市場的雙壁。2016年現今,DDP除了保持東
大門原來的現代時尚而負盛名之外,還添加了精緻之

玫瑰花園&展示活動: 玫瑰花園每晚19:00–00:00亮

時尚美感,越來越受到歡迎。DDP的內外部沒有任何

燈,推薦大家盡量配合時間前去觀賞。另外,DDP還會

以直線構成的空間,充滿了非定型曲線美。建築師札

舉辦像“首爾時裝周”,“首爾國際音樂節”等在國

哈．哈蒂強調她的設計靈感緣於東大門本身特有的

內外都受到矚目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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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南大門市場購物步道

民以食為天,美味再加上人情味。

為了讓觀光客更有效率地逛完

南大門市場裡有條巷子,專賣辣燉白帶魚。是用白銅

2萬坪大的南大門市場,政府開
闢了步道。並且在南大門市場
1-8號門,大都綜合商街,中央商

辣燉白帶魚巷子及刀切麵巷子
小鍋或砂鍋把白蘿蔔和白帶魚一起燉煮做出來的。每
家店的手藝多少有些不同,具有嚐鮮的樂趣。另外還

街,E-世界商街的前面皆設置了

有條刀切麵巷子,如果點刀切麵會附送拌冷麵和大麥

圖片地圖來介紹步道。

拌飯或是豆醬湯。這些都是南大門市場巷弄內的美食
名店,位於會賢站5號出口附近,易於前往。

僅一天的到訪人數就高達40萬人的這裡是首都首爾

009

的綜合市場代表。號稱“什麼都有”的此處其令人
無法抗拒的是它令人震撼的魅力,恰如市場裡多不勝

南大門市場
02-753-2805
南大門市場4路21
	4號線會賢站5,6,7號出口,徒步5
分鐘。
	namdaemunmarket.co.kr

數的商品數量般。
位於明洞和首爾站之間,中區南蒼洞一帶的南大門市
場和東大門市場一樣都是首爾的綜合市場代表。2014
年曾舉辦過南大門市場開業600周年慶典,由此事可知
其歷史和傳統是不可輕忽的。朝鮮時期起以鍾路為中
心而發展的市場商圈,進一步擴展成南大門和東大門
市場,到了1980年代以後大規模地銷售服飾,廚房器具
等各種生活用品,持續受到了歡迎。
在首爾地鐵4號線的會賢站前的巷弄裡聚集著眾多的
批發店和零售店,一年365天都是門庭若市。以全國
為對象銷售各式各樣的商品,從新鮮蔬果,海鮮到服
飾,皮包等流行飾品,文具,玩具,廚具及生活用品,再
到人蔘,傳統工藝品,金銀飾品,家電製品,進口化妝
品以及加工食品等,種類繁多,無所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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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首爾唯一一個外國人比韓國人還要多的地

010

方。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充滿異國風情的美食,多彩
多姿的夜生活文化,亦是一個等著您盡情購物的娛樂

梨泰院

天堂。

031

TOP 10

Tip
時尚天堂,梨泰院
從梨泰院地鐵站前的漢密爾頓
酒店到綠莎坪站的這條大道,
可以說是梨泰院的時尚購物中
心。從傳統的西裝專賣店,特

龍山區梨泰院洞一帶
6號線梨泰院站

以梨泰院為中心的龍山地區,自朝鲜時期起,就是一

大號服裝賣場,到具有2層樓規

個交通重地。這裡毗鄰漢江,在日據時期,日軍為了

模的梨泰院服裝市場,這條大

便於殖民統治,曾將此處用為軍事基地,解放後此地

路的兩旁巷弄內遍佈著多種具

又被用為美軍駐軍基地。近幾年,美軍基地雖從梨泰

有個性化的商店。

院遷移至平澤,但此處仍然到處可以見到金髮碧眼的
外國人。包括聯合國在内的各國公館,官邸和他們的
工作人員都聚集在此處,因此各種異國風味的餐廳,
商店也就順應而生了。

法國風味,意大利風味,泰國風味,印度風味,土耳其
風味等各國美食餐廳鱗次櫛比,以及專為高大體型的
外國人準備的特大號服装,各種國外進口商品等都可
以在這裡輕易地買到,而且到處都是專賣老式古典家
具和各種小飾品的商店。梨泰院早在1997年就被指
定為首爾五大觀光特區,每年10月這裡都會舉辦地球
村慶典,非常熱鬧,不負它享有“首爾小地球村”的
盛名。
古典家具街
沿著漢密爾頓酒店對面的梨泰院地鐵站3號出口和4
號出口之間,經過青花社區,一直到克朗觀光酒店這
一條“ㄱ”的街道上,密佈著80多家商店,賣著高價
位的古典風格家具和各種小飾品。
美食街
梨泰院的“必吃美食”主要集中在漢密爾頓酒店後
面的巷弄裡,這些異國風味餐廳的大廚們大都是當地
人。

傳統遺產

011		昌德宮
012		三清洞
013		南山谷韓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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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慶熙宮
016		昌慶宮
017		奉恩寺
018		宗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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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吉祥寺

德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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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遺產

位於景福宮東側,在前往北村韓屋村和西村的途中。

012

雖然現在此地已成為漂亮咖啡廳和美食屋遍佈的旅遊
景點,然而在20年前,此地仍只是青瓦台附近北村的一

三清洞
鍾路區三清洞一帶
3號線安國站
1,2,3號出口

個小社區。原來三清洞意指三處明亮清靜的地方,即
山清水清人心清淨善良之意。亦有傳聞指出,三清洞
命名由來是此地原為掌管國家祭祀的官府--昭閣署三
清殿所在之處。時至今日,三清洞放眼皆為各具特色
的巷弄,美術館,畫廊,從三清洞派出所開始延伸到古
老銀杏樹下的道路兩側,充滿了咖啡廳,時裝店和美食
名店,是年輕人約會的熱門聖地。
三清公園：是由綠蔭,鮮花和步道組成的市中心公
園。公園內設置了各式便利設施,以及兒童遊樂場和
森林圖書館,適合親子同遊。

昌德宮建於1405年,是繼景福宮後建造的第二座宮

011

殿。昌德宮位於景福宮東側,與昌慶宮被合稱為「東
宮殿」。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雖然經歷了數次浩劫,

昌德宮
02-3668-2300
線鍾路區栗谷路99
	1,3,5號鍾路3街站6號出口
處徒步10分鐘
	2-5月,9-10月：
09:00~17:00
6-8月：09:00~17:30
11-1月09:00~16:30
	一 般 票 成 人 ( 2 5 ~ 6 4 歲 )
3000韓元 / 青少年兒童
(24歲或以下),
免費(不包括外國人)
www.cdg.go.kr
每週一公休

但比起其他宮殿,昌德宮的各個建物相對而言保存得
較為完整,而現存面積為43萬4877平方公尺。宮殿在
建造之初,並非位於平地,而是在山腳下,並保有朝鮮
特有的不違反自然潮流的傳統建築格局與造景風格,
深受建築學者們的喜愛,並以經典的朝鮮王室庭園
──「後苑」之美而聞名於世。庭園中林木,蓮塘,
涼亭,花壇等與自然完美結合。昌德宮與後苑於1997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UNESCO世界文化遺產。
昌德宮後苑：位於昌德宮後方的後
苑,作為王室的庭院被稱為秘苑。秘
苑內的庭園設計與自然完美結合。
其中表現出建築完美比例的矚目代
表——芙蓉池和芙蓉亭更是攝影家
們鍾愛之所。為確保遊覽品質,後苑
的遊覽採時間,人數限制,故須提前
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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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散佈在首爾各地的5座傳統屋房遷移至此,並復原

013

修築的韓屋村。此處不僅提供韓服體驗,韓文體驗,

德壽宮為朝鮮4大宮殿之一,原名為慶雲宮,後來以

014

韓紙製作體驗,並設有跳板,放風箏等多項民俗遊戲

南山谷韓屋村

活動。並且透過申請,可以舉辦傳統婚禮。此外,特
別精選600多項可探視首爾市民生活樣貌的文物置

	3,4號線忠武路站3號出口
	www.hanokmaeul.or.kr

預計於400年後,即2394年開封。

「祈求高宗皇帝長壽」之意易名為德壽宮。德壽宮
最早作為成宗之兄月山大君的宅邸而建,並且此地也

德壽宮

入時空膠囊中,埋藏於地下15公尺的時空膠囊廣場,
02-2261-0500
	中區退溪路34路28
南山韓屋村

037

傳統遺產

是韓國有史以來最早西式建築的聳立之處,即為1910
年建造的石造殿。石造殿的西側建物今日改建為美
術館,長期以來因成為情侶們約會景點而聞名的石牆

02-771-9951
中區世宗大路99德壽宮
	1,2號線市廳站
2,12號出口
09:00~21:00
	一般票成人(25~64歲)
1000韓元
	www.deoksugung.go.kr
每週一公休

Timothy F. Hartley

路（或稱石板路）以及正門守衛交接儀式,都受到遊
客們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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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成宗時期修築的宮殿--昌慶宮是繼景福宮及昌

016

德宮之後,於昌德宮東側為三位皇后打造的宮殿。
昌慶宮有別於其他宮殿,並非將正門設置於南側,而

昌慶宮
02-762-4868~9
鍾路區昌德宮路185昌德宮
	4號線惠化站4號出口
處徒步15分鐘
	2-5月,9-10月 09:00~18:00
6-8月 09:00~18:30
11-1月 09:00~17:30
	一般票成人(25~64歲) 1000
韓元 / 青少年兒童(7~18歲)
500韓元
cgg.cha.go.kr		
每週一公休

修建於1617年,當時的國君光海君為了預防不測而

015

建造了該宮殿。此宮殿規模廣大,幾代君王都在此
處理國事,甚至被稱為「西側宮殿」,頗受重視。但

慶熙宮
02-724-0274
鍾路區新門路2街1
	5 號 線 西 大 門 站 4 號 出 口
處徒步10分鐘 / 5號線光化
門站1號出口
處徒步10分鐘
09:00~18:00
免費		
每週一公休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被拆除,亦曾作為日本人的學
校,因此宮殿的景象消失殆盡。1988年啟動復原工
程,被遷移的正門──興化門被重遷回原址,並且重
建過去舉行正式活動的崇政殿,慶熙宮的原貌才被
逐漸復原。附近的省谷美術館,首爾歷史博物館等,
是散步的好去處。

是設置於東側,此一特別設計是為了與昌德宮相連
接。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昌慶宮淪為動物園和植
物園,宮殿威嚴一落千丈,雖然遭遇如此的歷史傷
痛,但自1986年啟動修復工程後,正逐一尋回原有宮
殿之美。從正門弘化門沿著石牆慢慢走下來,即是
年輕人們喜愛的小劇場聖地－大學路商圈,歡迎您
前往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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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被首爾江南高樓大廈環繞的千年古寺--奉恩寺,

017

以眾多信眾前來祈願的大雄寶殿前的彌勒佛以及為
了出版佛教書籍,保存經板而建立的板殿而聞名。特

奉恩寺

別是板殿匾額上的題字出自在奉恩寺裡度過晚年的
朝鮮著名書法家秋史金正喜的墨寶。奉恩寺設有以
外國訪客為對象的寺院寄宿及大約3小時左右的寺廟

02-3218-4800
鍾路區慶熙宮街31
	9 號線奉恩寺站1號出口 /
2號線三成站6號出口處徒
步10分鐘 / 7號線清潭站
2號出口處徒步15分鐘

生活體驗活動,並於每周四進行缽盂供養,參禪,禮佛
拓本等活動。

www.bongeunsa.org

宗廟是安放朝鮮王朝歷代君王和王妃牌位的祠堂,可

018

謂朝鮮王族的魂魄均聚集於此也不足為過。從建築
風格來看,捨棄了華麗的裝飾,而突顯了最小限度的

宗廟
02-765-0195
鐘路區鐘路157
	1,3,5號線鍾路3街站
8,11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2-5月,9-10月 09:00~18:00
6-8月 09:00~18:30
11-1月 09:00~17:30
	一般票成人(25~64歲) 1000
韓元 / 青少年兒童(7~18歲)
500韓元
jm.cha.go.kr		
每週二公休

空間設計感。建立朝鮮王朝的李成桂遷都後,最先建
造的就是宗廟,新一代國君繼位後也必須最先來到宗
廟跪拜祭祀。在宗廟進行的祭祀稱為「宗廟祭禮」,
此為早在三國時期就有的國家活動,不但是一國的精
神支柱,亦為統治秩序的根本。「宗廟祭禮」與祭祀
中的所使用的舞蹈和音樂──「宗廟祭禮樂」,共同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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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天主教堂是韓國天主

019

教會誕生地,同時亦是首
爾市中心明洞的地標。該

明洞天主教堂
02-774-1784
中區明洞路74(明洞2街)
	2號線乙支路入口站
5號出口/ 2,3號線
乙支路3街站12號出口
4號線明洞站5, 8號出口
www.mdsd.or.kr

建築由法國神父考斯特設
計,於1898年竣工。哥德
式的建築外觀,紅磚牆展
現出建築的堅固與牢靠,
教堂的地下安放著因天主
教而遭迫害犧牲的殉教者
的遺骨。十九世紀80年代
和90年代,這裡曾是許多民主战士們為躲避政府迫害
的藏身之地,因此成為民主化運動的勝地,除了做彌撒
的時間以外,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為感受韓國天主教
氣息,而來踏訪的人們絡繹不絕。

吉祥寺位於因富有而聞名的城北洞中心地帶。建造

020

021

於1997年,雖然歷史不長,但吉祥寺的前身為知名料
理店「大苑閣」。該寺為知名料理店「大苑閣」的

宣陵和靖陵

吉祥寺

02-568-1291
江南區宣陵路100路1
	2號線宣陵站10號出口
處徒步6分鐘
	2-10月 06:00~21:00
11-1月 06:30~21:00
成人(25~64歲) 1000韓元

02-3672-5945
	城北區先蠶路5路68吉祥寺
(曹溪宗)
 號線漢城大入口站2號出口
4
換乘城北2路社區巴士

朝鮮時期君王的遺體埋葬於此。宣陵為朝鮮王朝第9

www.kilsangsa.or.kr

老闆金英韓贈與法政師傅,傳聞金英韓聽了法頂禪
師誦讀《無所有》,深有感觸,懇請法頂禪師笑納餽
贈。每年「佛誕日」該月,數千盞蓮燈相連,形成傲
人的美麗景觀,寺廟內亦散發出寂靜溫馨的氣氛。法
頂禪師晚年寄居的「真影閣」裡保存了禪師的遺像
和遺物來紀念他,而至今愛戴他的人們的腳步仍絡繹
不絕。

代君王成宗和他的繼妃貞顯王后的陵墓,而靖陵則為

白石和子夜：大苑閣的主人金英韓是一位名為「子

成宗次子第11代君王中宗的陵墓。兩座陵墓位於山

夜」的藝妓,她也是韓國著名的詩人,從日本殖民統

丘之間,前後排列。如果說前面的宣陵展現出的是市

治時期開始,她一直作為白石詩人的戀人直到解放

中心公園一樣的溫馨氛圍,那麼靖陵則展現出寂靜的

後,白石詩人因越北而命喪黃泉。

情懷。一般來說宮殿都建於城市中心地域,而皇陵則
平均分佈在城市郊區。特別是宣陵在壬辰倭亂時,曾
遭到挖掘和焚燬,歷經磨難。

熱門景點

022		林蔭大道
023		樂天世界,樂天世界塔
024		首爾市政府,市民廳,首爾廣場
025		光化門廣場
026		京義線林間路
027		貞洞路
028		Common Ground
029		漢南洞
030		青瓦台舍廊房,西村（世宗村）
031		付岩洞（石坡亭,首爾美術館）
032		經理團路,解放村
033		益善洞

Common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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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景點

林蔭大道係指從企業銀行新沙洞分行到新沙洞居民

022

中心的南北向700m的大街。茂盛的行道樹下聚集着
著名的品牌商店和個性商店。林蔭路原來只是有一

林蔭大道
02-3445-0111
江南區新沙洞一帶
	3號線新沙站8號出口
3號線狎鷗亭站5號出口

些畫廊和工作室的安靜街區,後來出現了時尚服裝店
和溫馨的咖啡廳,人們開始聚集此地,隨著大型時尚
精品店和資金雄厚的餐廳,咖啡廳,酒吧的入住,林蔭
路變得更加的繁華。
縱向林蔭路：由於林蔭大道的店面呈現飽和狀態,以
及租金上漲等原因,商圈向周圍巷弄延伸而形成了縱
向林蔭路,而個性十足的小型咖啡館和餐廳俯首即是,
很多在林蔭大道購物後的人們都會到此地休息。

樂天世界,樂天世界塔位於蠶室公寓園區中心地區,

023

是首爾市區規模最大的主題公園。樂天世界由室內
和室外主題公園兩部分組成;室內主題公園包括民俗

樂天世界,
樂天世界塔

博物館,劇場,賣場和溜冰場；室外主題公園以石村
湖水為背景修築成一座魔法島,是適合帶孩子們一起
遊玩的好地方。樂天世界塔位於樂天世界的對面,被
稱為第二個樂天世界,它是韓國最高,世界第5高的建

樂天世界
1661-2000
松坡區奧林匹克路240
	2號和8號線蠶室站4號出口
	平日 09:30~22:00
週末 09:30~23:00
www.lotteworld.com		

築。其中將設有6星級酒店,酒店式公寓和瞭望台,將
於2017年初竣工。
樂天世界塔瞭望台：設置於樂天世界
塔的第120層至123層,特別是在122層
還設置了室外瞭望台。它是能將首爾

樂天世界塔
02-3213-5000
松坡區奧林匹克路300
	地鐵2,8號線蠶室站
1, 2號出口
	平日09:30~22:00
週末 09:30~23:00
www.lwt.co.kr

市內全景盡收眼底的經典之作,其設有
「SKY DECK」可以讓你在透明地板上
體驗漫步雲端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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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市政府（即首爾市廳）和市民廳是正式綜合管

024

理首爾特別市自治行政的機關。現在的新辦公大樓

擁有600多年悠久歷史的光化門廣場位於首爾市中心

025

於2012年竣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建成的原市府辦公

首爾市政府,
市民廳,
首爾廣場

大樓改作市民圖書館,並受到市民們普遍地喜愛。首
爾市廳和市民廳位於新辦公樓的地下層,是首爾市政
府和市民進行溝通交流之所。在這裡為市民舉行討
論,展覽,表演,講座,遊戲等各種活動,為了表達傾聽
市民心聲這一理念,以耳朵的模樣作為其標誌。

中區世宗大路110一帶
	1,2號線市廳站5,6號出口
2號線乙支路入口
站1,8號出口/5號線
光化門站5,6號出口
1號線鐘閣站5,6號出口
	首爾市廳 www.seoul.go.kr
市民廳
www.seoulcitizenshall.kr
	首爾廣場 plaza.seoul.go.kr

首爾廣場: 市廳前面的首爾廣場曾是三一運動,6月

049

熱門景點

街區世宗路的中心地帶。將16車道中間的6車道建設
成廣場,以廣場為中心,周圍分別排列著光化門,世宗

光化門廣場
鍾路區世宗大路172
	5號線光化門站1,2,8號出口
3號線景福宮站6,7號出口
	plaza.seoul.go.kr/gwanghwamun

文化會館,美國大使館,教保生命大廈等。廣場兩側的
邊緣有一條寬1m長365m的「歷史水路」,東側紀錄了
自1392年朝鮮建國以來至2008年的主要歷史。北側的
草坪廣場種植了各種鮮花和植物,引人欣賞,在冬季,
此地則被用來作為溜冰場或者滑雪場。南側的李舜臣
將軍銅像周圍有涼爽的地下噴泉,夏天市民們於此乘
涼休息,孩子們於此嬉戲玩耍。

民主化運動的主要舞臺,2002年足球世界盃時,啦啦
隊紅色浪潮的壯觀即在此展現。以噴泉為中心的綠
色草坪成為首爾市民休息的好去處,受到大家的喜
愛。

Danilo Du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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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景點

貞洞路為首爾市民主要的約會場所,一年四季景色宜

027

人,特別是秋季,一地的落葉更是訴盡了秋日情趣。
這條路自京鄉新聞前延伸到貞洞劇場所在的貞洞路

貞洞路
中區貞洞路2 (忠正路1街)
1號線市廳站1,11,12號出口
處徒步5分鐘
5號線西大門站5,6號		
出口處徒步5分鐘

圓環,全程步行雖只需30分鐘,但一路上的石牆和小
巧美麗的行道樹卻展現出寂靜悠閒的氛圍。貞洞路
中間的舊俄羅斯公館是朝鮮時期的王妃明成皇后遇
害後,高宗避難的俄館播遷的所在地,現在只剩下3層
高的尖塔。貞洞劇場旁兩層樓的建築「重明殿」是
高宗接見外國使臣的地方,同時亦是在日本的逼迫下
簽訂「乙巳條約」的悲劇場所。
貞洞教會：是基督新教第一個西式建築,位於貞洞
路中心。1885年美國監理教傳教士亞扁薛羅(Appenzeller, H.G)修築的禮拜場,當時教會的周邊有培材
學堂和梨花學堂,所以主要以學生為對象進行新教育
和新文化的傳播,也是獨立運動家秘密集會的場所。

紐約的曼哈頓有中央公園,而首爾的麻浦區延南洞則

026

有「延南洞公園」。「延南洞公園」的正式名稱為
「京義線林間路」。連接首爾和新義州的京義線電

京義線林間路
麻浦區延南洞一帶
	2號線或機場快線的弘大入口
站3號出口處徒步7分鐘
www.gyeonguiline.org

車鐵軌地下化後,地面上的廢棄鐵路被改建成林間路
公園,是城市再生工程的作品。2015年6月正式對外
開放。從龍山區的元曉路洞至麻浦區的延南洞,林間
路總長6.3km。最受歡迎的區間是林間路兩旁充滿著
各色各樣的pub,西餐廳和咖啡廳的延南洞一側。很
多人帶著孩子來這裡散步,到了晚上,鋪上野餐墊席
地而坐,年輕人三三兩兩的坐在一起聽著音樂或者喝
著啤酒,形成一幅悠閒美麗的景象。
麻浦區京義線書店街：書店街是利用弘大附近出版
設計文化基礎設施,以火車模樣建造的空間,於此可
以閱讀,展覽,購買書籍,從弘大門口到臥牛橋全長約
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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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Ground是位於首爾市廣津區建國大學附近的

028

貨櫃商場。該商場由200多個大型貨櫃組合而成,並

金泰希,BIG BANG的t.o.p,申敏兒,李鐘碩等藝人生活

029

以其獨特的外觀遠近馳名。建造時是將事先製造的

Common
Ground

特殊貨櫃搬運至現場,運用了「模組化工藝」進行組
裝。1至2層商場不僅有東大門和梨泰院等時裝街著
名的新設計師品牌,並且國內受歡迎的線上購物品牌
也加入其中,個性十足的時裝商品琳琅滿目,在3層的

02-467-2747
廣津區峨嵯山路200
2號線建大入口站
6號出口處徒步4分鐘
11:00~22:00
	www.common-ground.
co.kr

開放式餐廳內更可以享受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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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韓國國內最高級住宅社區「UN Village」,周邊炙
手可熱的地方被稱為「讀書堂路」。印尼使館,墨西

漢南洞
龍山區漢南洞一帶
	6號線梨泰院站2,3號出口
6號線漢江鎮站

哥大使館等外國大使館也密集於此,異國情調油然而
生。奢華的時裝店,品牌名店,明星廚師的餐廳及早
午餐咖啡廳等也很受外國人的歡迎。這裡不僅有國
內最大規模的葡萄酒賣場「Wine & More」,更有舊
式傳統酒吧和雞尾酒酒吧,是愛酒人士喜歡的去處。

有情調的用餐時光。附近

大林美術館的「D博物館」開館以來,各種新生畫廊

還有借著SNS人氣遽增的

也相繼開幕,新的「美術之路」正在形成。

聖水洞大街和首爾森
林,受到大多數年輕人
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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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台舍廊房為大韓民國現代史的心臟部位——以

030

青瓦台為中心,可以將歷任總統的行蹤和首都首爾的

付岩洞位於青瓦台後方仁王山腳下,高高的山丘和曲

031

發展史盡收眼底。青瓦台舍廊房附近的西村因位於

青瓦台舍廊房,
西村(世宗村)

景福宮的西側而得名,每條巷弄裡都隱藏著寧靜的韓
屋,大林美術館,小型畫廊,咖啡廳,美食餐廳林立,遊
客絡繹不絕。

09:00~18:00
www.cwdsarangchae.kr
	每年1月1日,每周一公休
西村(世宗村)
鍾路區通仁洞一带
	來訪路線,3號線景福宮站,
2號出口處徒步8分鐘

折蜿蜒的小巷體現出其獨特之處。付岩洞與景福宮
相鄰的地理位置,以及引人入勝的美景,自古以來就

付岩洞
(石坡亭,
首爾美術館)

青瓦台舍廊房
02-723-0300
鍾路區孝子路13路45
	3號線景福宮站4號出口
處徒步1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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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許多文人墨客和藝術大師聚集生活之處。如今,高
級住宅社區之間分佈著一些餐廳和咖啡館。下方托
載付岩洞的紫霞門隧道,左側為首爾美術館,於此可
欣賞李仲燮的作品「黃牛」,緊連著著美術館的是朝
鮮末期權勢之家興宣大院君的別墅——石坡亭。

02-395-0100
鍾路區付岩洞201
	3號線景福宮站3號出口換乘
公車(在紫霞門隧道入口處下
車)/在5號線光化門站2號和
3號出口換乘公車
(在紫霞門隧道入口處下車)
	美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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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成人9000韓元/大學生
普
7000韓元/ 學生(中小學生)
2500韓元/ 兒童(3~7歲)
1500韓元
www.seoulmuseum.org
每周一休息

白沙室溪谷: 白沙室溪谷被稱為首爾最後的秘密庭
園,位於付岩洞寂靜住宅區的後方山路上,仿佛一個
隱藏得像謊言般存在的都市綠洲,世外桃源。雖然規
模不大,但溪水清澈無比,蠑螈和桃花魚在此生存,溪
谷的中央因「鼇城―漢陰」的故事,而家喻戶曉的朝
鮮時期門神李恒福的別墅遺址仍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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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善洞是首爾第三大韓屋村,北面是昌慶宮和雲硯

033

宮,右面是宗廟,西面與樂園樂器商家和仁寺洞相
鄰。有別於貴族富人們生活的北村和西村,益善洞的

益善洞
鍾路區益善洞一帶
	1,3,5號線鍾路3街站
6號出口

如果說梨泰院以前指的是梨泰院站漢米爾頓飯店為

032

中心的後巷,那麼現在則延伸至包括綠莎坪站一帶的
經理團路及被稱為「後經理團」的解放村一帶。在

經理團路,
解放村

精巧的住宅區間出現的經理團和解放村的商店,忠實
繼承了梨泰院的特點,充滿異國風情的餐廳,咖啡廳
和酒吧俯首即是。大口吃著手工漢堡,漫步在小巷之
間,在南山的夜景裡品嘗雞尾酒或者點個烤雞翅加啤

經理團路
龍山區梨泰院洞一帶
	6號線梨泰院站1號出口
處徒步14分鐘
解放村
龍山區龍山洞2街
	6號線綠莎坪站2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

酒,享受這裡特有的樂趣,因其小巷商圈的特點,走路
比開車更方便。

韓屋是小而樸素的庶民住宅。起先因居住環境落後
不受重視,後來年輕的藝術家聚集於此對韓屋進行了
改造,開設了咖啡廳,餐廳,綜合文化空間等,吸引眾
人的目光。在此有許多著名的於傳統韓屋裡展示現
代美術作品的畫廊咖啡廳。

特色
美食街

034		廣藏市場
035		梨泰院世界美食街
036		通仁市場
037		鷺梁津水產市場
038		新堂洞炒年糕小巷
039		南大門刀削麵,燉白帶魚街
040		延南洞,大林洞
041		鍾路避馬街
042		鍾路5街一隻雞街
043		獎忠洞豬腳街
044		往十里小腸街

廣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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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街

首爾地鐵6號線梨泰院站2號出口前,「漢米爾頓飯

035

店」後方又窄又長的縱路兩旁林立著各式各樣的餐
廳。泰國,印度,西班牙,法國,義大利,保加利亞,中

梨泰院
世界美食街

國,日本餐廳多得密密麻麻數不盡,主要販售清爽生
啤或手工啤酒,並且散發著異國風情的酒店和咖啡廳
也比比皆是。夜風清涼的春天,或者秋天店門大開的
商店裡傳出的音樂聲和絢爛的霓虹燈光,以及在露天

龍山區梨泰院洞108-3
6號線梨泰院站2號出口

廣藏市場位於東大門市場前,清溪川側,是一個小吃

034

天堂。平時白天也因外國遊客,附近的上班族和成群
的年輕人而非常擁擠。在廣藏市場吸引顧客的是綠

廣藏市場
02-2267-0291
鍾路區昌德宮路88
	1,3,5號線鍾路3街站7號出口
處徒步4分鐘
09:00~18:00
	kwangjangmarket.co.kr
每週日公休

豆煎餅。特別是以倒滿油煎出來幾乎像是炸出來一
般,外酥內軟的綠豆煎餅是絕佳美食。如果沾著加入
洋蔥和青陽辣椒的特調醬油沾醬食用,則可鎖住油
膩,香味倍增。生拌牛肉也是代表廣藏市場的超級明
星。小吃街的另一重軸好戲則是「特色小吃」,特
別是沾芥末醬吃的「鴉片紫菜包飯」是其中的代表
作。除此以外,廣藏市場與
其他的傳統市場一樣,
充滿著農產,水產,海
鮮醬,糕點,水果和海
鮮乾貨的商店。

餐桌上用餐或者散步的行人們,這一切匯集成一片生
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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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 Ershov

地鐵3號線景福宮站2號出口往前徒步5分鐘後,有一

036

個小巧雅緻的傳統市場。一米寬的狹窄市場路兩側
為各種新鮮的蔬菜水果,海鮮乾貨,小菜店鋪。通仁

通仁市場

市場以吸引附近上班族,學生和外國人的風味小吃而
聞名。尤其是通仁市場又因「銅錢便當」這一別名
而名聲遠播。這個充滿創意的點子,讓因為想要把各

02-722-0911
	鍾路區紫霞門路15路18
	3號線景福宮站2號出口
徒步8分鐘
	07:00~21:00各家店不同
11:00~17:00 便當咖啡廳
tonginmarket.co.kr
	每週一便當咖啡廳公休
每個月第三週的週日休市

種飲食都放在空間有限的腸胃裡而煩惱的「流浪食
客」們的心瞬間被套牢。包括炒年糕,鴉片紫菜包
飯,各式煎餅,炸物,小菜,年糕串,冰淇淋,甜米露等
市場人氣菜單,然而此地的超級明星非「油炒年糕」
莫屬。
銅錢盒飯的食用方法: 在市場盡頭的「顧客服務中
心」購入銅錢就會得到一個盒飯容器,之後便可在市
場裡各家標註「飯盒CAFÉ加盟店」的店鋪裡像吃自助
餐一般選擇與所購銅錢金額等值的小吃進行享用。

037

鷺梁津水產市場是韓國
最早出現的水產市場,於
1927年開市。首爾不靠海,

鷺梁津
水產市場

因此全國八道的水產都彙集在首
爾的鷺梁津。在此品嘗水產的過程,首先從挑選水產
品開始。銷售活魚,鮮魚,貝殼,冷凍水產品和魚干貝
的700多家店鋪林立。選定想吃的水產品,在喜歡的

02-2254-8000
	銅雀區Nodeul-ro 674
鷺梁津水產品批發市場

店鋪按秤斤論兩方式入,店家即會幫您處理。可以打

	1,9號線鷺梁津站2號出口
處徒步10分鐘

津方言告訴你「醋醬店」的位置。醋醬店是能為您

00:00~24:00
	www.susansijang.co.kr
全年無休

包帶走,也可以問 飯店在哪兒？有時人們會用鷺梁
料理您所購入的水產品,並且提供給您各種調料和酒
類飲品的地方。
從首爾地鐵鷺粱津7號出口出來直行,即可看到右側
的水產市場招牌。最近建造了新建物,看起來更整潔
美觀。

064

SEOUL BEST 100

065

特色美食街

在南大門,口袋裡即使沒有多少錢也不用擔心。南大

039

門小吃街包括刀削麵街和燉白帶魚街。南大門刀削
麵的招牌「韓順子手工刀削麵」堅持用手工揉麵,並

南大門
刀削麵,
燉白帶魚街

將其發酵後用擀麵杖碾成麵條的工法製麵。麵湯不
放任何調料,保持其原有的鮮香。位於會賢站5號出
口南大門市場入口處,營業時間為每天早上7點至晚
上8點。燉白帶魚街從會賢站5號出口處出發,經過刀
削麵街,一直往裡走,位於大道綜合商場對面,於1988

	南大門刀削麵
-中區南大門市場4路42-1
白帶魚街
-中區南大門市場路16-17
4號線會賢站5號出口

在這條小巷裡能夠品嚐到韓國代表性飲食之一——

038

炒年糕原始滋味。鮮紅的炒年糕湯裡浸出了韓國人
放學後填補肚子的學生時代記憶。學生時代常去學

新堂洞
炒年糕小巷

校前的小吃店裡吃的回憶裡的炒年糕,雖然也色香味
美,但是在小火上咕嚕嚕沸騰煮著吃的炒年糕鍋的始
祖則在新堂洞的年糕街裡。從新堂洞的8號出口出來
左轉直行後,可以看到炒年糕的招牌。在又辣又甜的

中區新堂洞退溪路76路
	5號線和地鐵6號線青丘站
1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2,6號線新堂站7號出口
處徒步 5分鐘

鍋物裡不僅可以加入雞蛋,冬粉,黑輪,麵條,還可以
放魷魚和起司。

年首爾奧運會期間形成燉白帶魚街,創始店鋪是「喜
樂」和「旺盛飯店」。在銅盆裡咕嚕嚕煮出來的燉
白帶魚又辣又甜,是下飯的好滋味。另外還會呈上一
份蒸蛋及炸白帶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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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的列車軌道上面延伸的公園,青年藝術家的商店

040

和小巷各處的特色美食餐廳,這裡就是延南洞。雖然

這裡有填飽老百姓肚子的醒酒湯和親切的傳統飲食,

041

沒有特別代表性的飲食,但是每家餐廳都有各自的風

延南洞,
大林洞

格。在弘大入口站3號出口就能看到公園和其後面的
小巷,沿著小巷排列著各種美食餐館。另外在大林洞

延南洞
麻浦區延南洞一帶
	京義中央線加佐站1, 4號
出口/ 2號線和機場線
弘大入口站3號出口
大林洞
永登浦區大林洞一帶
	2號線大林站 / 1,2號線
新道林站2,4號出口

色背景上寫的漢字招牌。大林洞是首爾中國人最多
的地方。烤得金黃的烤鴨頭整齊的擺放著等待客人
的到來,還能看見要買薄豆皮的消費者,最近韓國人
也常到訪此處。

是百姓飲食的聖地。朝鮮時期,為了避開路經鍾路的
高官們的馬匹,百姓們改走這條路,因此這裡被稱為

鍾路避馬街

能可品嚐到中國本土飲食,是真正的唐人街。從大林
站12號出口出來走到大林市場,途中能看到許多在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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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街

「避馬街」。避馬街原指從1街到6街的道路,但商圈
重新開發以後則指鍾路1街教保文庫後側到鍾路3街
之間的一段。儘管如此,此地仍保有避馬街特有的韻

	鍾路區鍾路1街洞,2街洞,
3街洞,4街洞
	1號線鐘閣站1號出口處徒
步5分鐘 / 5號線光化門站
2,3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致。醒酒湯,綠豆煎餅,烤魚,豬腳店等歷史長久的餐
廳,以及人們喝著馬格利酒觥籌交錯的熱鬧景象獨具
特色,並能填飽庶民百姓們饑腸轆轆的肚子。將分量
十足的牛肉下水,牛血和乾菜葉,充分地熬煮後,醒酒
湯美味上桌了。這也是即使住在遠處,只要為了喝上
一口這樣的醒酒湯也會不遠來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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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韓國最大的服裝專賣市場東大門綜合市場及和平

042

市場附近。如果點一隻雞,就會送上一鍋完整地全雞,

從地鐵3號線東大入口站3號出口處直行,你我都能

043

雞湯濃郁,但是其特殊之處並非上桌即食,而是根據個

鍾路5街
一隻雞街

人的喜好,放入泡菜和調料,或者蔬菜等然後再食用。
喜歡辣味者可以放些辣椒粉,喜歡酸辣口味者可以放
一些酸泡菜。雞湯是由上好的原材料熬煮而成,味道
色。附近的所有餐廳短則5年,長則具有30年歷史。從
東大門9號出口出來向鍾路5街站直走,經過東大門綜

看到豬腳元祖林立吶喊的招牌,該處即是豬腳街的
開端。這裡的豬腳佐以生薑,大蒜,在滷汁裡反覆燉

獎忠洞
豬腳街

濃厚。雞肉食畢,以剩下的雞湯煮刀削麵也是一大特
鍾路區鍾路5街247-3
1,4號線東大門站
9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1號線鍾路5街站5,6號出口
處徒步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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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街

煮。肉鮮不腥,肉質柔軟,Q彈有勁。沾著蝦醬食用
更能凸顯美味。在此地,有豬腳涼拌──蕎麥涼麵
相伴,用酸甜的蕎麥涼麵包著豬腳食用,對於到訪此
處的人們而言,這就是著名的「豬腳的最佳食用方

中區獎忠壇路174
	3號線東大入口站3號出口
處徒步3分鐘

法」。

合市場,在企業銀行左轉後,在單行道的中段左側右轉
進入右邊的小巷即可。

Tip
飯後冰淇淋甜點
在距離「平安道豬腳店」3分鐘處,豬腳街對面
有家開了70年的老店「太極堂」,菜單中有名
的是：莫納卡冰淇淋,可以用冰淇淋一掃口中
殘留的肉味。

往十里在過去曾

044

是百姓代表性的
住宅區。無法隨

往十里
小腸街

意吃肉的百姓們
以低廉的價格就
可以吃到的營養
豐富的小腸,小腸

城東區杏堂洞古山子路
	2,5號線往十里站2號出口
處徒步6分鐘

開始受到大家的
喜愛,牛小腸專賣店繼而出現。牛,豬的小腸富含蛋
白質和鐵質,是百姓們代表性的保養食物。往十里的
小腸選用新鮮材料,味美不腥,初次吃小腸的人也會
很容易喜歡上它。小腸店秘制調料醃制的小腸堪稱
一絕。小腸食畢後,千望別忘了用鍋裡剩下的油炒飯
吃,別具風味。

購物

045		捷運地下商街（江南站,高速巴士客運站）
046		仁寺洞
047		東大門時裝批發市場
048		新村,梨大商圈
049		COEX商場
050		首爾風物市場,東廟跳蚤市場
051		狎鷗亭羅德奧時裝街
052		自由市場
053		汝矣島IFC商場
054		清潭洞名牌精品街
055		加山數位園區流行Outlet
056		首爾藥令市場

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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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

高速巴士客運站地下商場位於地鐵3號線高速巴士客

045

運站,為首爾代表性的地下商圈。此商圈興建於1985
年,雖然是代表首爾的地下商場,但30多年來沒有經

捷運地下商街
(江南站,
高速巴士客運站)

過特別的裝潢持續營業著,然而最近則換上了「高級
購物街」的新裝。這裡獨特的優勢在於人們可以買
到物美價廉的服裝,除了服飾以外還有寢具,餐具,室
內用品和鮮花。江南站地下商場的消費族群主要是
上班族,因此有眾多各式各樣的上班族正裝店。於此

江南站
02-553-1898
	江南區江南大路396
江南站地下購物中心

地也可以買到價格實惠的休閒正裝,利用下班後回家
途中可輕鬆方便購物。

2號線和新盆唐線江南站
hellogangnam.com
高速巴士客運站
	瑞草區新盤浦路176
中央地下商家
3,9號線高速巴士客運站

仁寺洞是首爾代表性的旅遊勝地,小型畫廊,素雅的

046

古玩商店和傳統小吃櫛比鱗次。走在仁寺洞的路上,
出售毛筆,扇子,古書籍,陶瓷等的傳統工藝品商店和

仁寺洞

小巧美麗小物的攤位,可體驗仁寺洞獨有的逛街樂
趣。龍鬚糖店家的剪刀聲和八卦算命的小攤位都散
發出仁寺洞特有的氣質。傳統茶店的茶香和餐廳蔥

02-737-7890~1
	鍾路區仁寺洞,貫勳洞,
安國十字路口一帶
	1號線鍾路3街站
4, 5號出口處徒步10分鐘
3號線安國站1,6號出口
處徒步5分鐘

煎餅的香氣更增添了一份韻味。每週六和周日被指
定全街區無汽機車,此地是全家人一同漫步的好地
方。
森吉街: 森吉街為位於仁寺洞的一個綜合文化空間,
在這裡可以欣賞韓國傳統的手工藝品以及小巧精緻
的設計商品。從1樓到4樓並未設置樓梯,而是由外部
開放式的路線串聯起來,此地也會舉行各種展覽和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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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時裝批發中心地──東大門由服飾,布料市場和

047

眾多的購物商場聚集而成。其中包括販售布料和衣

雖然現在較為沒落,但新村和梨大商圈曾經為年輕人

048

服飾品材料的東大門綜合市場,以及戶外舞臺展示內

東大門
時裝批發市場

容豐富的活動帶來歡笑的Doota;以低廉的價格體驗
最新流行服飾的美利來;批發零售商匯聚的東大門早
市的元祖──第一和平市場等,都是東大門時裝批發
到名牌服飾的同款商品,或以較低的價格買到國內設
計師的產品,這也是東大門的獨特之處。

購物和聚餐的代表性商圈。延世大學和梨花女子大
學都位於新村,藉著梨大周邊便利的交通,這裡散發

新村,
梨大商圈

市場的景觀,吸引著國內外的消費者。在這裡可以買
中區獎忠壇路253
	4 號 線 東 大 門 站 8 號 出 口
處徒步5分鐘/4號線東大
門歷史文化公園站1號和
14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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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學文化自由奔放的氣息。有別於新村一帶密集
的餐廳和酒吧,梨花女子大學周圍具有一股女子大學
特有的精巧優美氣質。此地有很多飾品店,時裝店和
氣氛溫馨的咖啡廳。

西大門區滄川洞
	2號線和京義中央線新村站
2號線梨大站1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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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廟跳蚤市場位於出現在《三國志》裡的關羽的祠

050

堂──「東關王廟」周邊形成的復古市場。沿著祠
堂的石牆一直到清溪川排列著數百個攤位,巷弄的角

首爾風物市場,
東廟跳蚤市場

角落落裡都是舊衣服,古董,LP唱片,日用雜貨等,為
一個應有盡有的跳蚤市場。為了買到好東西,建議一
開市集就馬上前往,並記得準備充足的一千面額韓元
紙幣。新設洞站附近的復古市場——首爾風物市場

首爾風物市場

滿的店鋪,周圍也形成商圈。商場使用了紫燈,黃燈,

	1,2號線新設洞站
6,9,10號出口

便而且還可以一次性的看完各種中古物品,土產,傳

	10:00~19:00(餐廳到22:00)
pungmul.seoul.go.kr
每個月第二,四週的週二公休
東廟跳蚤市場
鍾路區崇仁洞239-9
1號線東廟前站1號出口

首爾三成洞159番地一帶的地下所規劃的大規模購物

049

區,面積足足為蠶室主競技場的15倍。這裡有韓國最
大規模的綜合影城──MEGA BOX影城和大型水族館

COEX商場
02-6002-5300
	江南區永東大路513
COEXMALL
	2號線三成站5,6號出口
9號線奉恩寺站7號出口
10:30~22:00
www.coexmall.com
全年無休

Coex水族館,大型書店永豐文庫,以及各種品牌門市,
美食廣場及咖啡廳,餐廳。地上建物部分設有展覽,
會議中心,是舉行各種商業展覽活動的商務場所。
COEX商場內有5個廣場,提供給人們作為休息和相聚
的地方。並根據各不相同的廣場概念,舉行多種多樣
的文化表演供人們觀賞。

包括今天的首爾風物市場2樓規模的商店,裡面有滿

02-2232-3367
	東大門區千戶大路4路21
首爾風物市場

綠燈等,依不同的顏色分區。這樣不僅逛街時比較方
統小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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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鷗亭洞是象徵上世紀90年代青年的標誌。號稱可與

051

比佛利山莊的羅迪歐大道齊名,因曾是富家子弟乘坐
豪華轎車,穿名牌時裝來往的地方而聞名,又名「柳丁

狎鷗亭
羅德奧街

族」的這些人引領者「韓國的流行時尚」。大街的每
條巷弄都有名牌商店,免稅服裝店和皮鞋,飾品商店等
與時裝有關的賣場,以及眾多著名髮型設計師的個人
美髮工作室,皮膚科,整形外科醫院,還有年輕人青睞

02-3445-6402
江南區彥洲路172路
	盆唐線狎鷗亭羅德奧站5號出
口/ 3號線狎鷗亭站2號出口
處徒步20分鐘

的隱蔽式酒吧和美食餐廳。

rodeostreet.alltheway.kr

首爾近一年來,在城市的各地皆陸續開放的自由市

052

場。具有代表性的是自由市場始祖弘大前的跳蚤市
場和韓國式農夫市場Marche @ Hyehwa。在弘大前的

自由市場
弘大前的跳蚤市場
麻浦區臥牛山路21路
	2號線或機場快線的弘大
入口站9號出口處徒步9分鐘
6號線上水站1號出口
處徒步8分鐘
www.freemarket.or.kr
Marche @ Hyehwa
鍾路區大學路8路1
4號線惠化站2號出口
www.marcheat.net

兒童遊樂場開放的弘大前跳蚤市場為每週日開市的
希望市場,隔週六開市的自由市場。在這裡可以看到
弘大周邊業餘藝術家的各種手工作品,坐在椅子上的
人像素描也受到人們的喜愛。Marche @ Hyehwa是大
學路代表性的自由市場,亦是城市農夫們參與的農夫
市場。以消費者與生產者直接交易,銷售新鮮的食材
和小吃的概念,於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天在馬羅尼亞公
園開市,時間為上午11點到下
午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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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 mall係為位於汝矣島的綜合購物中心。購物中心

053

共有3層,1層為時裝賣場,2層為時裝賣場和書店,3層

韓 國 代 表 性 的 名 牌 精 品 街 。 從 清 潭 站

054

為電影院。此地與地鐵汝矣島站相連,交通便利,比

汝矣島IFC商場
02-6137-5000
永登浦區國際金融路10
5,9號線汝矣島站3號出口
10:00~22:00(各大商家各不相同)
www.ifcmallseoul.com

起其它的購物商場,賣場的空間較大,路線寬敞,為消
費者和家庭活動時常常到訪之處。特別是IFC商場自
2015年以來,每年秋季都會與世界時裝品牌攜手,共
同舉辦時裝秀——「時裝週」。

081

購物

十字路口到Galleria百貨公司的道路兩
旁,Prada,LV,Gucci,Cartier,Hermès等高級名牌精

洞名牌精品街
江南區狎鷗亭路448
	狎鷗亭羅德奧站
2,3號出口處徒步7分鐘

品店林立,在小巷的兩邊是有名的品牌商店和餐廳。
SM,JYP等娛樂代理公司也位於此處,因此,此處也是
切實感受韓流文化的地方。由於林蔭路的人氣大增,
這裡的商圈曾一度沉寂,但為了看到韓流明星,遊客
們依然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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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

這是代表首爾東大門區的

056

超大型傳統市場。京東市
場裡劃分出了韓藥專區,

首爾
藥令市場

被稱為首爾藥令市場。首爾
藥令市場規模廣大,韓藥材交易
量占全國的70%。該市場於1960年開
市,歷史悠長。形形色色的人們到訪

02-969-4793~4
東大門區藥令中央路10
	1號線祭基站2號出口
處徒步5分鐘
09:00~18:00

此處,目的也不盡相同。全國各地的韓醫
院都前來向京東市場專門藥材商購買韓藥材。普通
市民為了購買每個季節需要的藥材而前來,遊客們可
以在濃郁藥材味道從鼻尖擦過的大街上漫步,或是前
往參觀《東醫寶鑒》塔的韓醫藥博物館。

從地鐵加山數碼園區站4號出口走幾分鐘就能夠看到

055

流行Outlet,在這裡可以以較便宜的價格購買知名品
牌的過季商品。2001開幕的Mario Outlet為此地最

加山數位園區
流行Outlet

資深的商家,可以以10多萬的低廉價格買到名牌正裝
的地方。這的購物空間寬敞,設有兒童遊樂場等便利
設施,因此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遊客們喜愛的現代品牌
折扣店。同時定期舉行新秀設計師的服裝秀之現代

衿川區數碼路9~10路
	1,7號線加山數碼團地站
3,4號出口

Outlet也十分受歡迎,最近樂天Outlet也於此開幕,
價格經濟實惠只要肯多走幾步路,保證能買到滿意的
衣服,因此,此地是實用時裝的天堂。

夜生活

057		三光島,月光彩虹噴泉
058		汗蒸幕
059		弘大club
060		城市夜間之旅（古宮,首爾市區觀光巴士）
061		漢江依戀遊覽船
062		駱山公園
063		練歌房
064		63 Square
065		夜貓子夜市
066		北嶽Skyway
067		屋頂酒吧

首爾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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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遊客來說夜晚有另一種魅力油然而生。再加上這

057

個城市已經被各色的城市夜景渲染。盤浦大橋南端
的三光島和盤浦月光彩虹噴泉是觀賞首爾夜景的勝

三光島,
月光彩虹噴泉

地。三島是建於漢江之上的世界第一個水上文化場
所,亦因被作為《復仇者聯盟 2》的拍攝地而聞名。
3個島嶼分別被稱為「彩島」「帥島」「佳島」。從
盤浦大橋向下噴發的月光彩虹噴泉,在水柱之間出現

三光島
1566-3433
瑞草區奧林匹克大路683
	9號線高速巴士客運站8-1
號出口處徒步21分鐘
在6號出口乘坐三光島換乘
巴士(間隔40分鐘循環運行)

的五色光,搭配著音樂,點綴著漢江的夜色。

09:00~23:00
www.somesevit.co.kr
月光彩虹噴泉
02-3780-0541
瑞草區盤浦2洞115-5
	4號線銅雀站1,2號出口處徒
步3分鐘/9號線新盤浦站1
號出口處徒步15分鐘
9號線舊盤浦站2號出口
處徒步15分鐘
3,7,9號線高速巴士客運站
8-1,8-2號出口出站後步行,
或者在道路中央		
的乘車處轉乘8401路公車
hangang.seoul.go.kr

坐在高溫的汗蒸幕裡,放鬆身心的韓國汗蒸文化別具

058

特色,最近前來體驗汗蒸幕的外國遊客越來越多,在
SNS上傳頭上戴著羊角毛巾,吃著麥飯石烤雞蛋照片

汗蒸幕
DRAGON HILL SPA
02-792-0001
龍山區漢江大路21Na街40
	1號線龍山站1號出口處徒步
2分鐘 / 4號線新龍山站3號
出口處徒步5分鐘
	白天05:00~20:00
晚上20:00~05:00
	白天 - 成人 12,000韓元 /
	青少年及兒童(未滿24個月)
6,000韓元
	晚上,週末和公休日
成人 14,000韓元
青 少年及兒童(未滿24個月)
6,000韓元
	(若超過12個小時,每超時1個
小時追加 1,000韓元)
	www.dragonhillspa.com

的遊客與日俱增。在汗蒸幕裡進行汗蒸,身體裡的廢
物通過汗液一起排出,肩頸的肌肉僵硬疼痛得到緩
解,血液循環加快,促進新陳代謝,有助於消除疲勞和
釋放壓力。
汗蒸幕使用小提示：在汗蒸幕裡蒸了30分鐘以後建
議休息30分鐘；為了頭髮和頭皮的健康,必須用毛巾
包覆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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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夜色中的古宮進行一次時間旅行,或者乘坐個性

060

十足的公車到城市的各地遊覽,亦是一種欣賞首爾夜
景的好方法。首爾的代表性宮殿景福宮和昌德宮每

城市夜間之旅
(古宮,
首爾市區觀光巴士)

年秋天都會夜間開放,將寧靜風雅的風景展現在人們
面前。通過網路可以申請夜間參觀,或者穿著韓服即
可免費入場。巡迴在首爾市中心景區的首爾市區觀
光巴士每天晚上8點於光化門出發,沿照夜間路線讓
您欣賞到首爾的夜景。

中區太平路1街61-1
	5號線光化門站6號出口
處徒步2分鐘/1,2號線市廳站
3號出口處徒步4分鐘
	市中心迴圈票
成人 12000韓元
高中生以下 10000韓元
	夜晚路線票
成人 6000韓元
高中生以下 4000韓元
www.seoulcitybus.com
	每週一公休 (若週一為國定
假日,正常營運。)
夏季休假期間
(7月第三周~8月15日)無休

以弘大為中心,彙集的200多個club的弘大是韓國

059

club文化的聖地。這裡不分平日週末,年輕人們聚集
此地盡情享受音樂和舞蹈,在這裡還可以看到人氣

弘大club
麻浦區臥牛山路18路
	2號線弘大入口站9號出口處
徒步13分鐘/6號線上水站2號
出口處徒步6分鐘

DJ打碟和獨立樂團的表演。此地以電子音樂為主的
WERA,在Hip-Hop音樂中輕鬆舞動的HARLEM,弘大遊樂
場附近的熱門去處COCOON,以及外國人主要去的CLUB
NAKED等非常有名。

首爾無軌電車夜間包套行程: 乘坐具有粉紅色外觀
的無軌電車,去欣賞首爾夜景最美的漢江,南山塔,光
化門,清溪川,擁有20多年夜間導遊經歷的國際導遊
將為您導覽。

090

SEOUL BEST 100

091

夜生活

為了保存朝鮮時期的城牆,曾作為市民公寓的駱山公

062

寓被拆除後,在其位置上建造了這座公園。沿著連接
東大門到惠化門的城牆修建了散步步道,小路的各處

駱山公園
02-743-7985
鍾路區駱山路41
	4號線惠化站2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6號線昌信站
2號出口處徒步23分鐘

都備有供人們休息的長椅,於此地進行安靜的約會也
是不錯的選擇。公園的入口處為市民提供了鍛煉身
體的場所,以及紀錄著朝鮮時期至今的駱山變遷史的
駱山展覽館。駱山是鍾路區和城北區的界山,朝鮮時
期的漢陽城牆即是沿著駱山山稜線而修建成的。
在駱山展望臺上俯瞰東大門一帶,令人覺得暢快無比,
到了晚上這裡就變成了一座不夜城,呈現出一流的夜
景。

每一位到訪首爾的外國遊客都想乘坐的漢江遊覽

061

船。依戀遊覽船是1986年首度出航的漢江代表性遊覽
船品牌,在汝矣島,蠶室,蠧島等有7個碼頭和2個客運

漢江
依戀遊覽船

站,提供了多種特別企劃,讓遊客們可以感受到不同
季節與時期漢江千變萬化的魅力。遊覽船包括了一
邊品嚐專業廚師特製美食,一邊慢慢欣賞夜景的「晚
餐遊覽船」；在船上進行煙火表演的「煙火遊覽

02-3271-6900
	永登浦區汝矣島路280
漢江遊覽船登船處
	5 號線汝矣渡口站3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
09:00~22:00
	成人15000韓元 / 青少年
15000韓元 / 青少年兒童
10500韓元 (根據具體的路
線,時間安排會有所不同)
www.elandcruise.com		
全年無休

船」；提供雞尾酒表演的「雞尾酒遊覽船」；深夜
欣賞首爾夜景的「深夜遊覽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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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沒有什麼比練歌房令人感到更印象深刻。韓

063

民族從古代開始,就是一個喜歡飲酒歌舞的民族。只

對韓國人來說,人們更熟悉的是以前的名字「63層大

064

要是韓國人無論誰都有自己在練歌房高歌一曲的經

練歌房

驗。為了安慰與戀人離別的心靈;為釋放壓力,或只
是為了尋找快樂的人們會來到練歌房。和家人,戀

070-4405-9971
麻浦區臥牛山路21街37
	2 號線弘大入口站9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 / 2號線合井
站3號出口處徒步12分鐘
6號線上水站1號出口
處徒步11分鐘
00:00~24:00
www.skysu.com

見。最近受單身家庭文化的影響,刮起了銅板練歌房
的潮流,在窄小的空間裡,單人投幣歡唱,享受一個人
的快樂時光。

廈」。現在雖說它是代表汝矣島的高樓大廈,但過去
卻曾一度被作為韓國高速發展象徵的代表性建築。

63 Square

人,朋友一起聚在練歌房裡唱歌跳舞的的情景非常多
弘大秀練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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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誰都想走訪一遭。地上60層地下3層的建築規
模內部,設有韓國第一個水族館「水上星球63」,在
海拔264米的高空設有離天空最近的美術館「63藝術

02-789-5663
	永登浦區63路50
韓華金融中心_63
9號線三江站3號出口
處徒步21分鐘
10:00~22:00
	63ART – 成人 13000韓元
兒童 11000韓元
	水上星球63 – 成人 25000韓元
兒童 21000韓元
	www.aquaplanet.co.kr/63
展覽更換時間休息

眺望台美術館」。於此可眺望美麗的首爾,同時欣賞
美術作品。特別是在水上星球裡,每個夜晚都將由國
內最高級的爵士藝術家進「與海景完美結合的『All
that jazz』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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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北嶽Skyway
02-725-6602
鍾路區北嶽山路267
(平倉洞)
	4號線吉音站3號出口處徒步
22分鐘
	bukak-palgakjeong.
tistory.com

此為一條沿著景福宮後方的北嶽山北側山陵,向東北
側延伸的長達11.8km的2車道公路。於1968年開通,
在海拔342m的山頂處有一座八角亭休息站。在那兒
不僅能看到63Square,還能看到蠶室的樂天世界塔。
在能將首爾全景盡收眼簾的八角亭內設有餐廳及便
利店,其作為市民的休息空間,深受好評的同時亦為
附近居民運動的路線,亦是喜歡兜風的戀人們約會的
好去處。但到了週末也成為飆車族出沒的地方。

一口酒一眼夜景的味

067

道！此為另一個欣賞
首爾之夜的方法。沒

屋頂酒吧
把此地稱作夜貓子夜市是因為這裡每逢夜裡就開門,

065

到了早上就關門,像鬼怪一樣消失的市場。最初為在
汝矣島的漢江公園上臨時開放的市場,後來由於受到

夜貓子夜市

好評,從2016年開始擴大到DDP,木洞體育場,清溪廣
場。各個場地適用不同的概念,漢江各種各樣的外國
飲食,東大門DDP的服飾,木洞體育場的休閒運動,運

汝矣島夜貓子夜市
永登浦區汝矣島洞84-9
	5號線汝矣渡口站1號出口
處徒步12分鐘
週五,週六 18:00~23:00
www.bamdokkaebi.org

營Season zero的清溪廣場以5月「家庭」,7月「驚

PP SEOUL
02-749-9195
龍山區素月路44街路32樓
	6號線漢江鎮站1號出口
處徒步21分鐘
	平日 14:00~24:00
週末 14:00~24:00
	www.facebook.com/ppseoul

有比首爾各地的屋頂
酒吧更能體驗樂趣的
地方了。人們所喜
愛的屋頂酒吧中,具
代表性的是梨泰院PP
SEOUL,裝潢風格展現
了自然主義的特色；
Platoon Sonnendeck的屋頂鋪設了人工草坪,獨具魅
力；歌手鄭曄營運的Oriole則讓您在欣賞首爾夜景

悚之夜」等概念呈現季節特點。各個場地的夜市皆

的同時,能品味雞尾酒和麥芽威士卡。鍾路的首爾四

於晚間6點開始營業到11點；漢江和東大門DDP,木洞

季酒店也開放了15層的門廊,提供了香檳,廚師更將

體育等新場地每週五,六二日營業；清溪廣場5月,7

直接烤製各類燒烤,在飯店卡布奇諾17層的屋頂酒吧

月,9月,10月週五和週六夜市都不開放。

裡,提供一邊喝著奎寧杜松子酒的同時,一邊欣賞江
南的夜景。

韓流

068		上岩DMC & MBC World
069		SM通信中心
070		亂打秀專用劇場
071		SM COEX atrium
072		江南旅遊資訊中心韓流體驗館
073		K-Star Road
074		K-Style Hub
075		首爾蠟像館（Grevin Museum）
076		Klive
077		B-boy的專用劇場

SM COEX at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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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數位媒體和娛樂事業的發展,特地建造的資

068

訊媒體技術園區。園區內有廣播媒體中心世界夢廣

此地為韓國代表性娛樂公司SM的新辦公大樓,亦是

069

場,以及 MBC,SBS,YTN,CJ等廣播公司辦公室。還有設

上岩DMC &
MBC World

置可以展示和體驗各種ICT技術的數位館;可以查閱
韓國電影發展史的影像資料院,園區內更有餐廳和時

上岩DMC
麻浦區上岩洞一帶
	6號線,機場線,京義中央線的
數位媒體城站
MBC World
02-789-3705
麻浦區聖岩路267
	機場線數碼位體城站
9號出口處徒步13分鐘
	每日10:00~18:00
(入場時間截至16:00)
	成人 18000韓元 / 青少年
13000韓元 / 兒童 9000韓元
mbcworld.imbc.com
	除了農曆春節,中秋節以外,
全年無休

遊覽後可作休息。媒體城內的首個電視臺建造的主
題公園MBC World是遊客們體驗和觀賞以韓流文化為
中心的MBC電視劇和人氣娛樂節目的地方,受到大家
的喜愛。

韓流明星和粉絲們進行交流的地方。1樓的咖啡廳
以白色和粉色的光線作為裝飾,這裡販售各種SM藝術

SM通信中心

裝店的世界夢商場等。蘭芝川公園,水杉林蔭大道,
漢江公園,世界盃競技場也在附近,騎著免費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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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們的作品,因此所以匯聚了許多遊客,感性和簡約
的指標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地下1樓的超市,那裡
販售著「EXO手工炸醬麵」,「紅色天鵝絨碳酸水」,

02-6240-9800
江南區三成路648
	7號線清潭站5號出口
處徒步6分鐘
9號線三成中央站2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
www.smtown.com

「SHINEE米菓」,「少女時代啤酒」等設計獨特的商
品很受歡迎。最重要的,此地也是為了見到韓流明
星,遊客湧入的代表性韓流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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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三成洞COEX商場的SM世界。1樓「welcome zone」

071

燈光映射下如夢似幻的媒體牆受到訪客的喜愛；2樓
是名人提倡的獨特時尚生活館；3樓是藝術體驗影

SM COEX
atrium
02-6002-6200
	江南區永東大路513
COEXMALL B1
	2號線三成站5,6號出口
之間的COEXMALL
地下1樓徒步8分鐘
	

10:00~20:00
(入場時間截至19:00)
	成人25000韓元 / 中學生
22000韓元 / 兒童19000韓
元 / 老人18500韓元
www.coexaqua.com
全年無休

070

亂打秀
專用劇場
02-739-8288
	弘大專用館:麻浦區楊花路
16路29弘益購物商場
	明洞專用館:中區明洞路26
(明洞2街)UNESCO大廈3樓
	忠正路專用館:西大門區忠正
路7 救世軍大廈

只使用節奏,拍子和情景布置的韓國代表性表演。以

	弘大專用館:2號線弘大入口站
9號出口處徒步8分鐘
明洞專用館:2號線乙支路入口站
2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忠正路專用館:2,5號線忠正路站
7,8號出口

亦可直接登上舞臺參與表演,此點也是亂打的獨特

nanta.i-pmc.co.kr

在廚房發生的騷動為主線展開的故事情節,刀和砧
板,盤子等廚房器具被用來作為樂器,韓國的傳統節
拍四物遊戲也只用節拍來演奏,因此能夠克服語言的
障礙,男女老少任何人都可以一起參與互動。觀眾
之處。1997年10月舉辦首度公演以後,受到廣泛的喜
愛,後來還設立了亂打秀專用館。僅在首爾就設有明
洞,弘大,忠正路3處亂打專用劇場。

城；4樓是利用SM的資訊內容設計的各種商品；5,6樓
是最新的科技和資訊結合的韓國國內最大的全像電影
院,舉行魔幻般的全像音樂劇和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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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來訪江南的外國遊客提供便利服務的江南旅遊

072

資訊中心,中心內設立了能直接體驗韓流明星的空
間——韓流體驗館。遊客可以親自穿上引領世界韓

江南旅遊
資訊中心
韓流體驗館

流的電視劇或者電影中出現的服裝；展臺裡展示著
與韓流明星相關的物件,以及可以看到韓流紀念品和
韓流明星的珍藏品。如果運氣好還有可能參加韓流
明星的粉絲簽名活動。

02-3445-0111
江南區狎鷗亭路161街
	3號線狎鷗亭站6號出口
處徒步4分鐘
10:00~19:00
kr.tour.gangnam.go.kr
每週日公休

“K-Star Road”

073

是江南區專為喜愛
韓流文化和明星的

K-Star Road
	江南區狎鷗亭路與清潭洞
一帶約1km區間處
	盆唐線狎鷗亭羅德奧站
2號出口

外國遊客特別設立的專案。如同命名中可窺見的「明
星」這一關鍵字一般,以此為聚焦在江南區的清潭洞,
新沙洞,論峴洞一帶,韓流明星平時喜歡的商店,以及
培養出韓流明星的傳媒公司等,在這條路上都可以看
到蹤跡。自狎鷗亭畫廊和百貨商店書館開始,一直到
SM娛樂辦公樓,全長大約400公尺,其中東方神起,少女
時代,SHINEE, EXO,4Minute,FT island,Super Junior
,CNBLUE,2PM等K-pop明星被製作成的動畫公仔吸引了
民眾的目光,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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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體驗韓國風采和韻味的綜合體驗空間。利用高

074

科技資訊傳播技術,直接體驗韓國的文化,飲食,傳

擁有133歷史的法國蠟像博物館首次於亞洲開館。此

075

統,景點等。包括冬季奧運會舉行的平昌滑雪跳臺,

K-Style Hub
02-729-9499
	中區清溪川路40 韓國觀光
公社2~5樓
	5 號線光化門站3號出口處
徒步12分鐘 / 1號線鐘閣站
5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2號線
乙支路入口站3號出口處徒
步7分鐘
	3樓韓食展覽館
10:00~20:00
4~5樓韓食體驗館,
韓食販賣館 10:00~18:00
門票免費
	korean.visitkorea.or.kr/
kor/bz15/kstylehub/overview.jsp
每週二5樓休館

景福宮,明洞,南怡島,濟州島等韓國的有名景區則可
以通過虛擬實境的方式進行體驗。特別是在韓流體
驗室裡,利用了增強擬真技術,可以與BIGBANG和鳥叔

館和體驗館,事先預約者,可體驗各種韓國飲食的製
作。

處陳列著李敏鎬,金秀賢,權志龍,金妍兒,Rain等韓
流明星的蠟像,以及瑪麗蓮夢露,喬治克魯斯,邁克爾

首爾蠟像館
(Grevin Museum)

等韓國明星互動,並可與其合影。K-Style Hub的亮點
在於它含括體驗韓國食材和飲食文化的的韓食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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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遜等好萊塢明星的蠟像,另外還有安迪˙沃霍
爾,梵谷,達文西,美國總統歐巴馬等歷史人物及世界
知名人士的蠟像。全館共有共80多尊蠟像,只花了6
個月的時間,除臉部外,更對衣服和髮型都進行了仔

02-777-4700
中區乙支路23 乙支路分館
	2號線乙支路入口站1-1號出
口徒步3分鐘 /1號線市廳站
6號出口處徒步6分鐘 / 1號
線鐘閣站5號出口徒步10分
鐘 / 5號線光化門站5號出口
處徒步15分鐘
	週日-週四 10:00~19:00
週五,週六 10:00~21:00
	成人 16000韓元 / 大學生
13000韓元 / 青少年兒童
老人13000韓元
www.grevin-seoul.com/ko

細的模仿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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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ve
02-2265-0810
中區乙支路26
LOTTE FITIN9樓
	2號線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
站11號出口處徒步1分鐘
4號線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
站10號出口處徒步2分鐘
13:30~22:00
(各大表演時間不同)
各大表演票價不同
www.klive.co.kr
每週一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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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ve涵蓋K-POP,娛樂,教育,藝術等多種形式,展現最

B-boy的
專用劇場

尖端的全像內容的文化空間。在Klive所展現的K-POP
全像演唱會是將BIGBANG,鳥叔等韓流明星的表演以
虛擬實境的方法進行體驗的演唱會,通過數位技術再
現的K-pop,其激情節奏必定令您完全沉醉其中。270
度的全景大螢幕填滿了您的視野,14.2頻道的立體音
響系統,華麗的照明和鐳射燈光,帶給您超乎想像的
震撼。

02-323-5233
	麻浦區臥牛山路121
SAMJIN製藥辦公大樓
	2號線弘大入口站9號出口
處徒步10分鐘

B-boy專用劇場開設在青春和文化之路弘大商圈。
作為街舞的強國,不僅是在韓國國內,同時亦是世
界上最早設立的專用劇場。國際大會中最優秀的
B-boy舞者通過舞蹈展現溝通與融合的肢體劇,在

	公休日和週日 16:00~17:30
週二~週五 20:00~21:00
週六 18:00~19:30

讓您欣賞激情四射的B-boy演出的同時也能欣賞到

所有座位均一票價55000韓元
www.sjbboys.com
每週一公休

演以外,在與專業講師學習了K-POP舞蹈以後,更為您

Poppin,Rocking,Hip-Hop等多種形式的舞蹈。除了表
提供在舞臺上實際表演的時間。

自然

078		漢江公園
079		首爾的山
080		首爾的環山步道（南山,安山,中浪環山步道）
081		世界盃公園
082		石村湖水公園,奧林匹克公園
083		首爾森林
084		首爾樂園,首爾大公園
085		北首爾夢想之林
086		蘭芝露營區
087		仙遊島公園

首爾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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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多山。北漢山,道峰山,南山,冠嶽山等,是擁有

079

悠久歷史和優美風景之處。其中北漢山是首爾近郊
山群中海拔最高的山巒,山勢最為雄壯。登上北漢山

首爾的山

的主峰白雲台,即可將首爾市內和近郊一覽無遺。每
處山谷裡都有風景絕美無比的小溪,白雲台北側的仁
壽峰因其攀岩線路而倍受歡迎。清溪山在圍繞首爾

北漢山
02-909-0497
高陽市德陽區北漢洞山1-1
	3號線舊把撥站2號出口
處換乘704路,34路公車
	(孝子洞村會館,
孝子派出所車站下車)
bukhan.knps.or.kr
清溪山
京畿道果川市莫溪洞
	新盆唐線清溪山入口站
2號出口處徒步7分鐘
道峰山
02-954-2566
道峰區道峰洞
1號線道峰山站

自江東區下一洞至江西區開花洞皆為漢江公園,共由

078

12個區間組成。公園裡設置了運動設施,釣魚場,鋪
設了自行車道以及碼頭。公園內各種設施一應俱全,

漢江公園
02-3780-0561
永登浦區汝矣島洞8
	5號線汝矣渡口站3號出口
處徒步3分鐘
	hangang.seoul.go.kr/
park_yoido

為休閒娛樂的好去處。連接江南和江北的漢江大橋,
其獨具特色的燈光照明令漢江公園的夜晚更加美麗
迷人。春天汝矣島的櫻花節時,輪中路被白色的櫻花
覆蓋,秋天63層大廈周圍舉行的首爾煙火節將漢江裝
扮得絢爛奪目,一春一秋的景象使漢江市民公園變得
更加韻味十足。

的山群中,位於最南端,鬱鬱蔥蔥的樹木,幽靜溪谷,
公園,寺廟等,景點眾多,為和家人一起登山的好選
擇,因此形成了許多登山路線。道峰山因其美麗的岩
石而得名,最高的山峰為紫雲峰,因攀岩路線而聞名
者為仙人峰。附近有許多美麗的溪谷和寺廟,其中歷
史最久遠的建築為天竺寺,交通便利,絕對是登山一
日行程的首選之地。

112

SEOUL BEST 100

環繞首爾一周的首爾環山步道共有8條路段,為一條

080

能夠體驗首爾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的步行路。環山

世界盃公園由和平公園,藍天公園,晚霞公園,蘭芝川

081

步道各處都備有休息設施,書屋和休息區,可以舒適

首爾的環山步道
(南山,安山,
中浪環山步道）

地休息。乘坐大眾交通工具即可便捷地來到首爾環
山步道,路面為土路,坡度較緩,行走起來安全舒適,

路」,沿著這條路走上烽火臺,可以俯瞰到高樓大廈
首爾環山步道諮詢中心(菖蒲園)
070-4465-7905~6
道峰區Madeul路916
(道峰洞4-2) 1樓首爾環山
步道諮詢中心
	7號線道峰山站2號出口
(菖蒲園公園內)
	gil.seoul.go.kr/walk/main.
jsp

與綠樹山林和諧融合的首爾風景。經過墨洞川,忘
憂山,龍馬山,峨嵯山的「中浪環山步道」。沿著山

公園和蘭芝漢江公園等組成。和平公園與世界盃競
技場相鄰,在蓮池周邊鋪設了散步步道,可以在這裡

世界盃公園

老少皆宜。首爾環山步道的代表性路段,位於西大
門區較矮的安山山腰處的散步步道──「安山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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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輪滑或滑板。世界盃公園中地理位置最高的是藍
天公園。著名的是向著藍天公園往上的是呈之字形
的對角線臺階,等待著您的是俯瞰周邊地區美麗的風

02-300-5500
	麻浦區天空公園路108-1
	6號線世界盃競技場站
1號出口處徒步11分鐘
	worldcuppark.seoul.go.kr

景。深秋開花的紫芒田散發著銀色的光輝,景色美不
勝收。蘭芝川公園是沿著蘭芝川河道建成的平地公
園,內有散步步道,草坪廣場,兒童樂園等,適合以家
庭為單位的遊客輕鬆遊玩的好地方。世界盃公園的

稜的散步步道是首爾環山步道中眺望遠景最佳的路

驕傲是在晚霞公園可以看到首爾最漂亮的晚霞。看

線。峨嵯山的歷史,文化資源豐富,峨嵯山生態公園

著浸入晚霞中的風景,心靈也得到了洗禮。

等值得觀賞的景點也不少。
藍天公園紫芒節：每年10月都在世界盃公園的藍天
環山步道紀念章: 在首爾環山步道散步的樂趣,在於

公園舉行紫芒節。節日期間為了保護野生動植物,限

首爾環山步道諮詢中心(龍山)

穿梭於各個路段時,蓋紀念章的樂趣,千萬別錯過。

制夜間出入的藍天公園會在夜間開放。

02-779-7904
	龍山區葛月洞夾心岩石路
7國際大廈2樓

在各個路線的起點皆可取得一本紀念章手冊,在每條

	4號線淑大入口站2號
(2號出口第2東大樓2樓)

完全程。

路線設置的紅色郵筒處蓋齊28個紀念章,即可證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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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漢江回填工程修建了石村湖水公園,公園周圍營造

082

了綠地,鋪設了散步步道和休息區。以松坡大路為基
準分為東湖和西湖。東湖因散步步道和造景路線受

石村湖水公園,
奧林匹克公園

到民眾歡迎,西湖有樂天世界的魔幻島,觀賞,玩樂景
點非常多。到了春天，此地亦是櫻花綻放的勝地之
一。奧林匹克公園是為了紀念奧林匹克所建造,包括
當時6個競技場,美術館,野外雕塑公園,夢村土城和

石村湖水公園
02-412-0190
松坡區蠶室路148
	2號線蠶室站1號出口處徒步
15分鐘
	seokchonlake.alltheway.kr

散步步道等。奧林匹克公園是同時感受文化與藝術,
歷史與體育的綜合性公園。奧林匹克9景是奧林匹克
公園最美的9處,更是攝影留念的好地方。通過「9景
旅遊」可以留下一個與眾不同的回憶。

奧林匹克公園
02-410-1114
	松坡區奧林匹克路424
奧林匹克公園
	5號線奧林匹克公園站
3號出口處徒步2分鐘
	www.olympicpark.co.kr

首爾森林是首爾的中央公園,由於首爾森林的的出

083

現,首爾代表性的居民居住區聖水洞都成了炙手之
地。此地原來是對纛島進行在開發時建造的市民樹

首爾森林
02-460-2905
城東區纛島站路273
	盆唐線首爾森林站3號出口
處徒步7分鐘
2號線纛島站7號出口
處徒步14分鐘
	parks.seoul.go.kr/seoulforest

林,大片的樹林當中有各種主題公園。散步的時候會
看見獐和梅花鹿,他們是首爾森林之寶！此地有各種
體驗活動,週六上午進行的週末家庭生態旅遊是所有
人都可以體驗的活動。首爾森林四季風光浪漫,成為
市民休息養生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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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樂園是韓國國內的代表主題公園,其主題獨特,

084

設有娛樂和遊樂設施。另外,年中還會舉行鬱金香,

北首爾夢想之林是首爾第四大森林,由Tree Land原

085

櫻花,菊花等華麗的花卉展,並開設了夜間開場的煙

首爾樂園,
首爾大公園

火和鐳射表演,帶給遊客們絢爛多姿的景觀。首爾樂
園旁的首爾大公園是一個綜合性大公園,公園內有韓
國最大規模的動物園和溫室植物園,森林浴場和自然

02-509-6000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首爾樂園
	4號線大公園站2號出口
處徒步19分鐘
4月-10月 09:30~21:30
(週末與公休日 09:30~22:00)
11, 3月 09:30~19:00
(週末09:30~20:00)
12月-2月 09:30~18:00
(週末與公休日 09:30~19:00)
www.seoulland.co.kr

溪山流下來的溪水,適合以散步的心情觀賞動物園。

北首爾
夢想之林

02-500-7338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園廣場路
102首爾大公園
	4號線大公園站2號出口
處徒步7分鐘
	<動物園>夏季 09:00~19:00
冬季 09:00~18:00
	<動物園>成人 5000韓元
青少年 3000韓元
兒童 2000韓元
grandpark.seoul.go.kr

登上瞭望台,此為公園一寶。乘坐手扶梯往上走,可
以看見北漢山,道峰山,水落山,南山等整個首爾美景
盡收眼底。此地亦為欣賞美麗夜景不錯的場所,這裡
也因韓劇《愛麗絲》的外景地而聞名。公園入口的

02-2289-4001
	江北區月桂路173
北首爾夢想之林
	東門(訪客中心方向)-4號線
彌阿丁字路口站1號出口
江北換乘9路和11路社區巴士
(北首爾夢想之林站下車)
	西門(藝術中心方向)-4號線
彌阿丁字路口站3號出口
換乘江北方向的5路公車
(北首爾夢想森林站下車)
	
4號線彌阿丁字路口站1號出口
處徒步19分鐘
dreamforest.seoul.go.kr

首爾大公園

址改建而成的公園。森林裡有美術館,博物館,於此
處不僅可以散步更可體驗各種文化生活。乘坐電梯

露營區。公園到各處設有休息區,動物園盡頭是從清
首爾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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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老宅和古老的櫸樹也被指定為寶貴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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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芝露營區位於上岩世界盃競技場周圍的漢江公園,

086

以漢江為背景,可享受休閒的露營樂趣之處。特別是
這裡備有烤肉器具設施,可以和家人一起來度過一個

蘭芝露營區
02-304-0061
	麻浦區漢江蘭芝路22
漢江野營探查中心

美味的夜晚。遊客們可以自己攜帶帳篷,或租用已經
設置好的帳篷。蘭芝生態公園,晚霞公園,水杉林蔭
大道和藍天公園等都在附近,適合全家出遊,或和戀
人,朋友一起留下美好的回憶。

	9號線堂山站8號出口出搭乘
9707路廣域公交(蘭芝漢江公
園站下車)/6號線世界盃競技
場站2號出口出搭乘8777路
公車(蘭芝漢江公園站下車)
	<野餐遊客>入營時間 10:30
結束時間轉天 09:30
	<露營遊客>入營時間 11:00
結束時間轉天 09:30
	15000韓元 / 需要在留言板上
預約 (關於當天帳篷的預訂剩
餘數量等事宜,可以撥打電話
預約,或於現場購買)
www.nanjicamp.com

傳說中,位於漢江之上名為仙遊峰的小丘是神仙們喜

087

愛及常游之島,仙遊島是首爾獨具特色的名勝。仙遊
島改建過去的淨水廠建築物,是韓國第一個生態公園

仙遊島公園
02-2631-9368
永登浦區仙遊路343
	2號線堂山站1號出口
處徒步21分鐘
	parks.seoul.go.kr/template/default.jsp?park_
id=seonyudo

「水公園」。於此地,可以體驗漢江生態,文化,以及
歷史,並能在漢江內部欣賞漢江的獨特之地,並可在
這欣賞到絕佳的首爾夜景。
仙遊橋：漢江市民公園裡連接陸地和仙遊島的步行
專用橋,橋呈拱形所以也被稱為彩虹橋。下面由紅,
黃,綠,藍4種顏色的燈光提供照明,夜間更加迷人。

美術館與
博物館

088		國立民俗博物館,國立古宮博物館
089		國立中央博物館
090		首爾歷史博物館
091		國立現代美術館首爾館
092		首爾市立博物館
093		特麗愛3D立體美術館,愛來魔相4D藝術館
094		戰爭紀念館
095		大韓民國歷史博館
096		三星美術館LEEUM
097		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
098		泡菜博物館
099		年糕博物館
100		年糕博物馆

國立中央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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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於國立民俗博物館,可以親身感受韓國傳統生活

088

文化。博物館內的大部分珍藏品,都與當時生活密切

國立中央博物館是一座世界級的博物館,韓國的珍貴

089

相關。有出自江原道小山村用來醃泡菜的樹樁,新娘

國立民俗
博物館,
國立古宮
博物館
國立民俗博物館
02-3704-3114
鍾路區三淸路 37
	3 號線安國站1號出口處徒
步13分鐘 / 3號線景福宮站
5號出口處徒步1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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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月期間的週末和公休日
09:00~19:00
免費
www.nfm.go.kr
國立古宮博物館
02-3701-7500
鍾路區孝子路 12
	3號線景福宮站4號出口
處徒步3分鐘 / 3號線安國站
1號出口處徒步18分鐘
5號線光化門站2號出口
處徒步13分鐘
	平日 09:00~18:00
(17:00後停止入場)
週末 09:00~19:00
(18:00後停止入場)
免費
www.gogung.go.kr
全年無休

結婚時穿的傳統服裝以及各式各樣的農具等等。這
些藏品,將幫助大家更快速理解韓國的傳統文化。景
福宮代表著朝鮮王朝五百年的歷史和文化,國立民俗

文物皆珍藏於此。這裡不僅展示韓國的歷史和變遷,
並展示文化和藝術。館內的文物涵蓋古石器時代,高

國立中央
博物館

博物館恰位於此處。內有朝鮮王朝相關珍藏品2000
餘件。於館內可以一探朝鮮王室文化和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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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與博物館

麗時代,朝鮮時代,近代等各個時期。如果要一一仔
細欣賞完這裡的所有文物,約莫要花費一週以上的時
間。因此大家可以選擇性欣賞,例如重點選擇「重
要文物100項」,或者根據自己的時間來擬訂參觀計

02-2077-9000
	龍山區西兵庫路137
國立中央博物館

劃。館內還有常設展示廳,企劃展示廳,劇場,圖書館

	4號線二村站2號出口處徒步
7分鐘 / 京義中央線二村站
2號出口處徒步8分鐘

閒暇之餘放鬆的好去處。

	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09:00~18:00
週三 09:00~21:00
周六 09:00~21:00
周日 09:00~19:00
公休日 09:00~19:00
免費
www.museum.go.kr
1月1日,春節,中秋節休館

等多處文化體驗設施。博物館周圍有湖水和公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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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歷史博物館為一個瞭解首爾歷史的絕佳場館。

090

館內可以看到青銅,石器,朝鮮等各個不同時期的首

國立現代美術館於1969年開館,充滿近現代美術氣

091

爾風貌。通過首爾居民各時期的服裝,使用的工具

首爾歷史
博物館

等等,為大家展示首爾的生活全貌。並能夠親身感受
一個城市的歷史,趣味十足。館內更有刺繡等珍藏
品,全方位為大家展示朝鮮時代首爾居民的手藝和風

	平日 09:00~20:00
週六, 周日, 公休日 9:00~19:00
免費
www.museum.seoul.kr
每週一,每年元旦休館

息,緊追時代潮流,亦是韓國唯一一座可以同時欣賞
到韓國以及世界美術作品的國立美術館。位於首爾

國立現代
美術館首爾館

采。
02-724-0274
鍾路區新門內路55
	5號線西大門站4號出口處徒步
10分鐘 / 5號線光化門站7號
出口處徒步11分鐘
3號線景福宮站6號出口
處徒步1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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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與博物館

大公園內的果川館率先開館。館內修建了韓國古代
的城廓,烽火臺,露天雕像場等,引人注目。進入展示
廳中,首先看到來自白南準的視頻藝術作品-「多多
益善」。此外,還有位於鍾路昭格洞中心的首爾館。

02-3701-9500
鐘路區三清路30
	3號線景福宮站4號出口處
徒步12分鐘/3號線安國站
1號出口處徒步12分鐘
	週三,週六 10:00~21:00
週日-週二,週四-週五
10:00~18:00
通票 4000韓元
www.mmca.go.kr
全年無休

首爾館內設有展示廳,資料館,畫廊,影像館,多功能
禮堂等綜合設施。美術館的入口採用「庭院」的設
計理念,讓參觀者能盡情放鬆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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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首爾市立博物館,可以悠閒漫步於德壽宮的石牆

092

路。首爾市立博物館不僅僅代表首爾,亦是代表亞洲

特麗愛立體美術館利用錯視技法,

093

的美術館。館內藏有大量現代美術作品,十分引人注

首爾市立
博物館

目。博物館具有70年的悠久歷史,收藏了兩百多名藝
術家作品,約四千餘件。不同特點的分館散佈於首爾
各個角落。南首爾分館位於德壽宮附近,是一個以設
計為重點的生活美術館；北首爾美術館則與大自然

02-2124-8800
	中區德壽宮路61
首爾市立美術館

融為一體,被評為「社區友好博物館」。博物館為了

	1號線市廳站2號出口處徒步9
分鐘/2號線市廳站9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5號線西大門站
4號出口處徒步14分鐘
5號線光化門站6號出口
處徒步17分鐘

教室,竭誠為民眾服務。

	夏季 (3月-10月)週二~週五
10:00~20:00 (週六,週日,
公休日19:00休館)
冬季(11月-2月)週二~週五
10:00~20:00 (週六,週日,
公休日18:00休館)
	夜間開放(延長至晚上10點)：
每個月的第二個,
最後一個週三
免費
sema.seoul.go.kr
每週一,每年元旦休館

讓民眾更盡情地享受美術文化,設立美術學院和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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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2D畫面變得具有3D立體效果,為
一個文化和娛樂體驗空間。參觀者

特麗愛立體
美術館,
愛來魔相藝術館

可以根據自己的想像力,創造出各種
作品,盡情拍照。位於弘大的特麗愛美
術館,購票後,可體驗特麗愛展示主館
以及雪之城等多種服務。「愛來魔相藝
術館」的本館位於仁寺洞,能看,聽,觸摸,

特麗愛立體美術館
02-3144-6300
	麻浦區弘益路3路 20
西橋廣場 B2 特麗愛美術館
	2號線弘大入口站9號出口處
徒步7分鐘 / 6號線上水站
1號出口處徒步13分鐘
09:00~21:00
(入場截止時間：20:00)
	成人：15000韓元
青少年兒童：12000韓元
www.trickeye.com
全年無休
愛來魔相藝術館
02-2034-0600
	鍾路區仁寺洞街12
	1∙3∙5號線5號出口徒步3分鐘
9:00~20:30
www.alivemuseum.com/
branch/insa
全年無休

此地是個不可錯過的好地方。館內不僅有錯
覺藝術館,更有能體驗視覺震撼的大型立體作品和數
位媒體作品等等,內容十分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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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殿堂位於瑞草洞,為韓國國內屈指可數的綜合型

095

文化藝術空間,其內設有歌劇院,音樂廳,美術館,書法
館,藝術資料館和露天劇場。藝術殿堂中的歌劇院,建

藝術殿堂

築外觀為「儒生帽笠型」的圓形建築,代表著藝術先
驅精神。音樂廳則為扇形建築。藝術殿堂座落於牛眠
山之下,參觀者在體驗各類文化藝術活動的同時,亦能

02-580-1300
	瑞草區南部迴圈路2406
藝術殿堂
	3號線南部客運站5號出口
處徒步11分鐘
www.sac.or.kr
全年無休
(美術館、博物館 :
每月最後一個週一休息)

戰爭紀念館的目的在於記錄戰爭的慘痛,珍惜和平生

094

活。紀念館一共有三個樓層,六個室內展示區。一
樓設有戰爭歷史室,二樓設有6•25（韓戰）戰爭室。

戰爭紀念館

內有文化講解員,每天講解兩次,可以邊參觀邊聽講
解。每逢週末下午和紀念日,則會舉行韓國軍隊儀仗
隊表演及軍樂隊演出。參觀者可以在這裡瞭解韓國

02-709-3139
	龍山區梨泰院路29戰爭紀念館
	4號線三角地站1號出口處徒
步8分鐘 / 6號線三角地站
12號出口處徒步5分鐘
1號線南營站1號出口處徒步
19分鐘
	平日 09:00~18:00
每月最後一個週三
延長開放時間09:00~20:00
免费
www.warmemo.or.kr
每週一休館

的戰爭史,十分具有教育意義。

休閒放鬆。其內設有各式各樣藝術體驗空間,讓參觀
者擁有完美的藝術體驗。

130

SEOUL BEST 100

131

美術館與博物館

在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可以親身感受十九世紀及近

096

現代的韓國。博物館主要展示韓國近現代的發展,近
代韓國經歷的苦難和歷史,韓國的工業化歷史和民主

大韓民國
歷史博物館

運動,經濟發展等。館內設有專為小朋友設計的「韓
國歷史文物倉庫」,讓小朋友親身體驗並學習歷史新
知。博物館內還舉辦多項學習活動和文化活動。博
物館位於鍾路區世宗路,在博物館頂樓可以觀賞到景

02-3703-9200
鍾路區世宗路82-1
	3號線景福宮站6號出口
處徒步9分鐘 / 5號線
光化門站2號出口處徒步
5分鐘 / 1號線鐘閣站
3-1號出口處徒步13分鐘

福宮的全景。博物館附近還可以參觀世宗文化會館,
光化門廣場等景點。

	平日09:00~18:00
週三,週六 09:00~21:00
	(從參觀截止時間前一小時
起停止入館)
免費
www.much.go.kr
每週一,每年元旦休館

三星Leeum美術館位於南山腳下。在和自然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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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裡,欣賞韓國傳統美術,現代美術,外國現代美
術等藝術作品。美術館的設計由世界知名建築家馬

三星美術館
LEEUM

里奧•博塔 ,讓•努維爾,雷姆•昆哈斯等操刀設計,因
此極具觀賞性。一號博物館主要是用來展示韓國古
代藝術品；二號博物館用來展示韓國現代藝術品。
這兩個博物館的外觀設計個性十足,遠近聞名。

02-2014-6900
	龍山區梨泰院路55路60-16
	6號線漢江鎮站1號出口處徒
步7分鐘 / 6號線梨泰院站
2號出口處徒步12分鐘
	平日10:30~18:00
(售票截止時間17:30)
	<常設展覽>一般 10000韓元
優惠 5000韓元 / 數位導覽
1000韓元
	<特別企劃>一般 8000韓元
優惠 4,000韓元 / 數位導覽
1000韓元
<Daypass>一般 14000韓元
優惠 7000韓元 / 數位導覽免費
www.leeum.org
每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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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門刑務所直到1945年韓國獨立之前,一直被用來

098

收押為從事民族獨立運動的民族鬥士。從韓國光復

參觀者們在泡菜博物館中可以充分了解泡菜的歷史

099

後到1987年,曾作為首爾拘留所,專門用來關押民主

西大門刑務所
歷史館

鬥士,為韓國近現代史上屈辱的象徵。之後首爾拘留
所搬至京畿道義王市,西大門刑務所則改為歷史館,
對一般民眾開放,向大眾宣傳獨立精神,自由精神,和
平精神。

02-360-8590
	西大門區統一路251獨立公園
	3號線獨立門站5號出口
處徒步6分鐘
	夏季(3月-10月) 09:30~18:00
平日冬季(11月-2月)
09:30~17:00
	<個人>一般 3000韓元
青少年,軍人 1500韓元
兒童 1000韓元
	<團體>一般 2400韓元
青少年,軍人 1200韓元
兒童 800韓元
	www.sscmc.or.kr/culture2
sphh.modoo.at
每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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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與博物館

和發展。品嚐從高麗時代到現代,各個時期,不同種
類的泡菜,並且瞭解泡菜的味道,功效,製作泡菜的過

泡菜博物館
02-6002-6456
	鍾路區仁寺洞街35-4
	3 號線安國站6號出口處徒
步8分鐘 / 5號線鍾路3街站
5號出口處徒步7分鐘 / 1號
線鐘閣站3-1號出口處徒步
7分鐘
	10:00~18:00
	19歲以上：5000韓元
8-18歲：3000韓元
36個月-7歲：2000韓元
	(未滿36個月的嬰幼兒,
65歲以上的老人,
身障人士免費。
註：上述年紀以虛歲計算)
	www.kimchikan.com
每周一休館

程。在體驗製作泡菜的過程中,可以充分體驗到韓國
的飲食文化。為提供外國旅客更好的服務,館內為
參觀者免費提供中,英,日三種語言的電子導覽講解
機。體驗專案需要提前預約,具體行程表敬請向博物
館方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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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市區觀光巴士  

您可以在年糕博物館內瞭解韓國年糕的一切！年糕

100

是韓國的傳統美食,種類繁多,口味多元,營養價值極
高。館內展示年糕的製作方法,年糕的分類,製作年

年糕博物館
02-741-5447
	鍾路區敦化門路71號
	5號線鍾路3街4號出口處徒步7
分鐘 / 1號線鍾路3街站8號出口
處徒步8分鐘/ 3號線安國站3號
出口處徒步11分鐘
10:00~18:00
	成人：3000韓元 / 學齡前兒童,
中小學生：2000韓元
www.tkmuseum.or.kr
農曆春節,中秋節當日休館

糕的工具等。館內更準備了製作年糕和傳統美食等
多項文化體驗項目。博物館周圍有昌德宮,宗廟,仁
寺洞等多處觀光景點,參觀者可以在觀光的同時,邊
體驗各類文化活動。

首爾市區觀光巴士以光化門為基準點出發,依循環路線行駛,類似接駁巴士類型的觀光巴士。旅客於
購入1日券後,可任意搭乘觀光巴士,於任一站下車觀光後,再搭乘另一輛觀光巴士前往下一個行程。

路線及費用介紹
單層巴士 市中心-古代宮殿觀光路線
光化門（起點）→ 德壽宮 → 南大門市場 → 首爾站 → 戰爭紀念館(U.S.O) → 龍山站 → 國立中央
博物館 → 梨泰院 → 明洞 → 南山谷韓屋村 → 國賓飯店 → 新羅飯店•獎忠壇公園 → N首爾塔 →
君悅酒店 → 東大門設計廣場 → 大學路 → 昌慶宮 → 昌德宮 → 仁寺洞 → 青瓦台 → 景福宮,民俗
博物館,現代美術館(首爾館) → 世宗文化會館 → 光化門（終點）

單層巴士 夜間觀光路線
光化門 → 德壽宮 → N首爾塔 → 清溪廣場

無軌電車+雙層巴士 首爾全景觀光路線
光化門 → 明洞 → 首爾動畫中心 → 南山纜車前 → 千禧希爾頓酒店 → 南山圖書館 → 君悅酒店
→ 江南站 → 三島 → 鷺梁津站 → 63大廈,漢江遊覽船→ 汝矣渡口站 → 弘大前 → 機場鐵路弘大
入口站 → 梨大入口 → 農業博物館 → 首爾歷史博物館,慶熙宮 → 世宗文化會館

雙層巴士 夜間觀光路線
光化門 → 麻浦大橋 → 西江大橋 → 江邊北路 → 漢南大橋 → 三島 → 銅雀大橋 → 聖水大橋→ 南
山循環路 → 南大門市場前 → 清溪廣場

江南周邊市區觀光路線
江南站 → 嶺東市場 → 新沙站→ 林蔭大道（南） → 觀光資訊中心 → 羅德奧時裝街 → 清潭時尚
街 → 奉恩寺 → COEX會展中心→ 三成站 → 七樂娛樂場 → 韓流明星街 → 觀光資訊中心 → 林蔭
大道（北） → 三島 → 高速巴士站 / 新世界百貨公司 → 瑞來村 → 法院,教大站 → 三星城

車資票價
類別
單層巴士
無軌電車+雙層巴士
無軌電車+江南市區旅遊

路線
市區觀光循環路線票
夜間觀光路線票
首爾全景觀光路線票
夜間觀光路線票
江南周邊市區觀光路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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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票
10,000￦
4,000￦
10,000￦
7,000￦
3,000￦

  非語言性公演     
非語言性公演為無臺詞演出。因此,其優點在於外國人亦能輕鬆觀看。於首爾市區各處皆可享受
各式各樣的非語言性公演。

亂打秀
亂打秀以韓國傳統節拍——四物遊戲的節拍為素
材,以誇示幽默滑稽喜劇的方式,將一連串於廚房發
生的故事搬上舞臺的公演,為韓國首創的非語言性
公演。2003年進軍美國,在百老匯打造全亞洲第一
個專用場館。
•劇場資訊

	明洞亂打專用劇場／忠正路亂打專用劇場／弘大亂打專用劇場
諮詢專線：02-739-8288

JUMP
作為韓國文化產品的代表,《JUMP》是以跆拳道和武
術表演為主的一種東洋功夫藝術,極高難度的身體技巧
混合有趣的故事情節,展現了一種全新的非語言類藝術
喜劇。
•劇場資訊

	明寶藝術廳 3F JUMP 専用劇場
諮詢專線：02-722-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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