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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韩国
旅游须知

 气候及温度

韩国年均气温13℃，四季分明，春、秋两季较短。夏季炎热潮湿，时有台风，8月最为炎热，
首尔曾经最高温度达32℃。冬季寒冷干燥，时而下雪，1月最为寒冷，首尔曾经最低气温为零下
17℃。

 时差

韩国比中国早一个小时。(例如：北京时间为09:00，首尔时间则为10:00)

 电压

韩国的电压和中国一样都是220V，但电源插孔的形状不同，韩国的电源插孔为圆型。因此，
出行前请准备好转换插头。若没有提前准备，则建议向下榻酒店或民宿借用，或前往韩国超市购
买。

 韩国法定节假日商家营业情况

店家休业最多的两个韩国节日为：旧正(正月初一)、秋夕(农历八月十五)，韩国法定连休3天。
但主要观光地区内的餐厅、购物中心等服务业几乎都不休业，即使休业也只休1天。

 韩国电话及WIFI EGG租凭

在韩国国际机场内，有多个韩国移动通信公司服务柜台，任选其一即可办理韩国电话或WIFI 
EGG的租凭服务。如：仁川机场1楼6-11号门周围便有4个KT公司的服务柜台，只需持有护照原件
及本人信用卡即可办理租凭。

 砍价 

在东大门等服饰批发市场及个性小店，虽然可以议价，但可议价的幅度很小，大概为货品价格
的10%~15%左右，且一般议价后需用韩币现金支付。

 小费 

在韩国不需额外支付小费。有些星级酒店及高级餐厅等可能会另收取10%左右的服务费，这种
情况下，服务费会标示在账单上。

 货币

韩国货币的基本单位为：韩元。货币分为纸币和硬币两种；纸币有四种：1,000韩元、
5,000韩元、10,000韩元、50,000韩元(约为人民币：6元、30元、60元、306元)；硬币有4
种：10韩元、50韩元、100韩元、500韩元(约为人民币：0.06元、0.3元、0.6元、3元)。

* 2014年7月汇率参考：1人民币(CNY) = 162.99韩元(KRW)

 换钱

在国内：目前国内的银行几乎都开办了韩元(KRW)现钞双向兑换业务。但由于银行每日兑换额
度有限，所以需提前1~2个工作日预约后才能办理兑换业务。
在韩国：韩国机场内就有银行开设的换钱所，无需预约即可现场兑换。另外，游客较多的旅游

热点地区(如：明洞、东大门、仁寺洞等)内还有许多私营的换钱所。
TIP：不管是在国内银行还是在韩国银行，用人民币兑换韩元都是两次货币转换的程序(人民币先兑
美元再兑韩元)，所以兑换中会有差额。

优中择优，让你轻松掌握
地区人气“吃喝玩乐”场所。

 想获取更多首尔自由行旅行资讯？线上首尔旅游专家“在首尔”来帮你！

旅游网

最新最全的韩国自由行旅游资讯。
住宿预订

首尔最具人气的超值民宿预订。
新概念地陪导游  

和韩国朋友一起畅游韩国。

zaiseoul.com stay.zaiseoul.com zaiseoul.com/dainiwan

包罗有周边景区的地图，免去你寻找周边景点的烦恼。

以当地人的视角，归纳整理出拥有
不同看点的街道及商区。将距离最近的
必看景点串联在一起，让你轻松截选出
旅游行程。

简单易懂的小图标，让你快速了解
店家是否有WiFi、中文服务、银联卡等
便利服务及设施。

所有地址均为韩国最新的新道路名
地址，让你看着路牌便能找到目的地。

一句话推荐，让你一眼了解店家特色。 

地图、地区简介、日程攻略   

地区精选

阅读指南
About this Gui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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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韩国
旅游须知

优点：多地区酒店周边的停靠站点多，人人有座，轻松方便。
缺点：常有堵车的情况发生，延误时间较长。
价位：中等(10,000韩元~15,000韩元)
到达市区所需时间：约为2小时10分钟
运营时间：参考表格
搭乘地点：仁川机场及金浦机场到达大厅门外
注意事项：机场大巴内有中、英、日、韩多国语言的站点提示，因此不用太担心语言问题。

如果怕坐错站点，则可在上车时请司机帮忙提醒一下。

· 一般巴士主要路线(费用约为10,000韩元)：

机场大巴(LIMOUSINE)方法

1

· 豪华巴士主要路线(费用约为15,000韩元)：

路线号码 行经站点 发车时间 候车站(仁川机场)

候车站(仁川机场)

费用

机场方向 04:50~20:35
市区方向 05:35~22:50

1层 5B,12A 10,000韩元

机场方向 04:40~21:00
市区方向 05:35~23:00

1层 6A,12B 9,000韩元

机场方向 04:30~21:00
市区方向 05:30~23:30

1层 5B,12A 10,000韩元

麻浦站,孔德站, 首尔市厅前面,
首尔火车站(首尔站)

永登浦市场地铁站, 新世界百货商店,
永登浦站(乐天百货)

合井地铁站、弘大入口、新村地铁站,
梨花大学入口, 光化门, 钟路3街, 东大
门综合市场, 东大门站, 清凉里站

6015
(明洞)

6008
(永登浦)

6002
(清凉里)

路线号码 行经站点 发车时间 费用

机场方向 05:20~20:00
市区方向 05:30~22:30

机场方向 05:00~18:50
市区方向 04:53~22:46

1层 4A,10B

1层 4B,11A

1层 3B,10A

1层 4B,11A

1层 4B,11A

1层 5B,12A

1层 4B,11A

1层 6A,12B

16,000韩元

16,000韩元

16,000韩元

16,000韩元

机场方向 05:00~18:35
市区方向 04:49~22:56

机场方向 05:00~19:05
市区方向 04:41~22:40

机场方向 05:00~19:15
市区方向 04:45~22:44

机场方向 05:00~18:28
市区方向 04:58~22:32

机场方向 04:50~21:00
市区方向 05:50~22:40

机场方向 05:00~20:00
市区方向 06:30~23:00

16,000韩元

14,000韩元

16,000韩元

15,000韩元

City Air Terminal(Trade Center&coex)

乐天世界, 东首尔巴士终点站,
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

丽亚酒店, 首尔广场酒店, 乐天酒店,
最佳西方首尔花园酒店

派雷斯酒店, 首尔丽思卡尔顿酒店,
江南诺富特国宾酒店, 文艺复兴酒店, 

最佳西方江南酒店

最佳西方首尔花园饭店, 乐天城市酒店,
首尔站, 千禧年首尔希尔顿酒店, 

首尔君悦酒店, 
首尔铂尔曼大使酒店酒店, 新罗酒店

麻浦站, 钟阁站, 明洞入口, 
明洞站(世宗酒店) 西大门、 
市厅、仁寺洞(首尔涌泉树酒店)

皇宫饭店, 首尔华美达酒店,
coex洲际酒店, 首尔柏悦酒店,
宜必思首尔大使酒店, 大洲际酒店

淑大入口首尔站, 南大门市场, 宜必思首
尔明洞酒店, 首尔皇家酒店, 阿卡西亚酒
首尔东大门塔酒店店, 东横Inn酒店

6103
(都市机场客运站)

6705
(蚕室)

6703
(江南&驿三)

6702
(南山)

6701
(首尔市厅)

6704
(江南&coex)

6001
(明洞)

6005
(仁寺洞)

*以下为2014年6月信息，最终票价以实际为基准。

 银联卡

韩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旅游热点地区都可用银联卡结账。虽然相对银联卡来说，VISA卡的可
使用范围更广，但汇率相对较低。
取现：在韩国所有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都可使用银联卡取现。目前为止，支持银联卡

取现的韩国银行为：外换银行、新韩银行、友利银行、韩亚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釜山银
行、大邱银行、乐天ATM、HANNET、NICE。(借记卡单卡每日累计取款不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
等值韩币。)
刷卡消费：门口贴有“银联”标识的店家均可使用银联卡结账。若通过银联通道结算，则可享

受“免货币转换费”的优惠。即：消费金额无需转换为美元，将直接转换为人民币计入账户中。

 退税

韩国的退税项目分为两种： 购物退税、住宿退税。

·购物退税的基本要求为：1.退税对象为访韩外国游客 
2.在支持退税服务的店家内消费满3万韩元以上 
3.自购买日起3个月内，亲自携带商品离境。

·酒店退税的基本要求为：1.来韩旅游的外国游客 
2.在同一可退税酒店内住2~30晚 
3.拿到退税单并在退房日起3个月内离境。

韩国的退税方法分为三种：机器、人工、信件。由于机器退税方便快捷，且能同时处理不同退税公
司(Cube REFUND、Easy Tax Refund、EASY TAX FREE、GLOBAL TAX FREE、环球蓝联)的退税单，
因此建议尽量使用机器退税。(目前只有仁川机场设有机器退税，日后会逐渐增多。)

·购物退税流程(机器)：1.办理登机手续时，先不要托运放有退税品的行李。
2.持护照、登机牌及相关退税单，前往候机大厅的自助退税机所在处。
在自助退税机上，先扫描一遍退税单。
3.前往候机大厅的海关申报处，向海关出示本人护照、登机牌、需退税的
商品及退税单。获得海关确认盖章后，将放有退税品的行李通过海关申报
处托运。
4.通过安检进关后，前往登机大厅的自助退税机所在处，再扫一遍退税单
即可领取退税金。(若单张退税单退税金额在10,000韩元以下，无需获得
海关盖章也可退税。)

·酒店退税流程(机器)：1.入住时，向酒店领取《酒店住宿费说明书》和《确认单(CHECK LIST)》,
并按要求填写酒店住宿费确认单。
2.退房时，符合退税资格的顾客可向酒店提交确认单并索取退税单。
3.出境时，通过安检后前往登机大厅的自助退税机所在处。
4.在自助退税机上，按提示扫描酒店退税单即可领取退税金。

* 人工及信件退税流程请登陆www.zaiseoul.com查看。

 物价

总体来说，韩国的物价比国内物价要高，特别是农副产品相对较贵，但电子产品、化妆品及奢
侈品等商品相对价格较低。例：可口可乐 2,190韩元/1.5L(约13元) ；麦当劳巨无霸汉堡 4,400韩
元/个(约27元) ；兰芝水酷润颜精华露 免税店价格31,047韩元/60ml(约190元) ；LV NEVERFULL中
号手袋免税店价格 975美元/个(约6,053元)。

* 2014年7月汇率参考：1美元(USD) = 1,012韩元(KRW)；1人民币(CNY) = 162.99韩元(KRW)

 紧急电话
中国驻韩大使馆电话：+82-2-738-1038
报警(韩语)：112
火警·救援·应急·灾难应急医疗·医院应急(韩语)：119
旅游咨询及求助(中文)：1330

更多韩国自由行旅游须知，请登陆“在首尔”官网(www.zaiseoul.com)。

机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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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交通 首尔市区交通

首尔地铁不只运行于首尔市内，还通往首尔的周边城市，如：机场铁路(仁川机场及金浦机场)、爱宝线(爱宝乐园)、京春线(南
怡岛)。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可尝试搭乘首尔地铁前往周边城市景点，无疑是一种更特别、更深入的首尔旅行方式哦！

基本费用(10km以内): T-money 1,050韩元  / 一次性交通卡 1,150韩元
* 6至12周岁的儿童可购儿童专用的一次性交通卡，基本费用为500韩元。

各线路主要沿线景点及地区
1号线(1호선): 广藏市场(钟路5街站)、乐天奥特莱斯(首尔站)、鹭梁津水产市场(鹭梁津站)、仁川唐人街(仁川站)、水原华城(水原站)等
2号线(2호선): 明洞购物区(乙支路入口站)、乐天世界(蚕室站)、coex(三成站)、梨大女子大学(梨大站)、弘大(弘大入口站)等
3号线(3호선): 仁寺洞(安国站)、景福宫(景福宫站)、新罗免税店(东大入口站)、狎鸥亭(狎鸥亭站)、林荫路(新沙站)等
4号线(4호선): 明洞购物区(明洞站)、大学路(惠化站)、南大门市场(会贤站)、东大门批发市场(东大门站)、国立中央博物馆(二村站)等
5号线(5호선): 光化门(光化门站)、金浦机场(金浦机场站)、63大厦(汝矣岛站)等
7号线(7호선): 清潭洞(清潭站)、盘浦大桥(高速巴士客运站)、儿童大公园(儿童大公园站)等
9号线(9호선): 金浦机场(金浦机场站)、国会议事堂(国会议事堂站)、汝矣岛(汝矣岛站)、鹭梁津水产市场(鹭梁津站)等
中央线(중앙선): DRAGON HILL汗蒸幕(龙山站)、庆熙大学(回基站)等
机场铁路(공항철도): 仁川国际机场(仁川国际机场站)、金浦机场(金浦机场站)、弘大(弘大入口站)，孔德市场(孔德站)等

首尔的公交车网络非常密集，比起地铁来说，更能到达一些生偏的地点。但由于站牌及报站只有韩语和英语，因此对于没有韩
语基础的游客来说，乘坐起来会有一定难度。

交通卡购买及充值

1) 一次性地铁乘车卡
该乘车卡只能用于搭乘首尔地铁，在各地铁站内的自动购票充值机(有中文菜单)上即可购得。购票时需

缴纳押金(500韩元)，使用一次后一次性地铁乘车卡即会失效，将使用完毕的一次性交通卡投入地铁站内的
押金退还机，即可取回押金。

2) T-money交通卡
T-money卡是韩国人普遍使用的一种预付式交通卡，一般在24小时便利店就能买到，且能当场充值。此

外，T-money卡还能在各地铁站点的自动购票充值机(有中文菜单)上充值。T-money卡不仅能用于搭乘首尔地
铁、公交、出租车，还能在其他多个城市使用。

优点：价格低廉，四通八达。
缺点：遇到地铁使用高峰，就会既没座又拥挤。若需要换乘的话，提行李也是件麻烦事。
价位：便宜(约需3,950韩元)
到达市区所需时间：直通车约为43分钟，一般列车约为53分钟。
运营时间：05:20-24:00
搭乘地点：仁川机场及金浦机场地下1层有连接通道
注意事项：机场铁路分为2种：1.直达弘大或首尔站的直通列车 2.终点站为首尔站，但途中有多个停靠站点的一般列车。两者之间

的乘车时间约差10分钟，票价约差10,000韩元，因此建议选择更为实惠的一般列车。不管是直通列车还是一般列车，
车内都有电子图标显示行程，且每一站都会有中、英、韩、日四种语言报站，无需担心语言问题。到了终点站后再转乘
其他地铁线路即可前往目的地。

优点：轻轻松松，一路直达目的地。
缺点：价位较高，遇到堵车也容易延误。
价位：较高(55,000韩元起)
到达市区所需时间：约为1小时15分钟
运营时间：24小时
搭乘地点：仁川机场及金浦机场1楼出租车停靠点
注意事项：若是几人同行(不超4人)或深夜航班到达，建议选择出租车。首尔市内的出租车分为：一般出租车、模范出租车和大型出

租车。

机场铁路(A’REX) 

出租车(TAXI)

方法

2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一般出租车 模范出租车 大型出租车

3,000韩元(2km)

银色、橘色居多

1~4人

5,000韩元(3km)

黑色

1~4人

5,000韩元(3km)

黑色

1~8人

费用(起步价)

外形

可搭载人数

干线(1,150韩元) 支线(1,150韩元) 广域(1,950韩元) 循环(950韩元)

连接市中心与郊区 市中心循环线路局部地区循环运营并与干线相连 连接京畿道各城市与首尔市区

公交种类

颜色

运营区间

地铁

公交

一般巴士

一般出租车

豪华巴士

模范出租车

一般列车

大型出租车

直通列车

一眼掌握

机场交通全资讯

搭乘方法: 前门上车后投币或刷交通卡。(除机场大巴外，首尔市区公交是不收取大面额韩币的，请自备零钱。)
下车前，请提前按“下车”按钮。(若不按下车按钮，司机可能会跳过该站点，前往下一站。)
到站后，从后门下车。用交通卡搭乘的乘客，请在下车前再次刷卡。(下车时若不刷卡，将无法获得转乘优惠。)

观光推荐公交：273路公交车
273路公交车被首尔当地人称为“青春巴士”，原因是该公交经过多个知名高校及旅游热门地区，乘客又多以学生及出游的年

轻人居多，因此被人们赋予了这个充满能量的昵称。若想要更细腻地感受首尔之旅的话，搭乘273一路游玩也不错哦！

273路公交经过的旅游热门地区站点
弘大: 弘大入口站(홍대입구역) / 新村: 新村五岔路口2号线新村站(신촌오거리2호선신촌역)
梨大: 梨大站(이대역) / 明洞: 钟路1街(종로1가) 步行至明洞约15分钟
仁寺洞: 钟路3街(종로3가) / 广藏市场: 钟路5街(종로5가)/ 大学路: 惠化站马罗尼埃公园(혜화역 마로니에공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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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地铁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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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4夜万能路线
首尔3日游+釜山2日游or济州2日游  

乐天免税店总店 롯데면세점본점(P.21)
一日之计在于晨，明洞的购物乐趣就从免税店开始吧！
怎么去？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을지로입구)站7、8号出口之间有一条直通乐天百货的
通道，进入百货店后上至9楼即是。

高峰参鸡汤 고봉삼계탕

血拼之后，喝一碗用青松山泉和桑黄茸熬煮而成的浓香参鸡汤补充体力。
怎么去？从乐天百货出来后，过马路至乙支路入口站(을지로입구)6号出口，便能看到
前方右手边的星期五餐厅(TGI Fridays)，高峰参鸡汤就位于该餐厅楼上。

明洞购物商区 명동쇼핑구역(P.21)
饱餐之后，就该前往明洞最热闹的购物商区，感受“购物天堂”的终极魅力咯！
怎么去？从高峰参鸡汤出来后，向左转并直行约200米就是明洞购物商区的起点。

王妃家(明洞3号店) 왕비집 명동3호점(P.22)
韩国烤肉对于中国饕客来说魅力无穷，晚餐就美美地吃顿烤肉如何？
怎么去？在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6号出口处左转，沿路直行约50米后再左转，并直
行约200米后便能看见左手边位于2楼的店家招牌了。

选择1：首尔地标建筑——N首尔塔 N서울타워(P.21)
逛了一天街之后，就该正正经经走个景点了。那就上明洞旁的南山看N首尔塔吧！
怎么去？从王妃家出来后返回至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并在3号出口处乘坐05号南
山循环巴士(05번남산순환버스)上南山即可(车程约为15分钟)。

选择2：韩国最棒的演出——乱打 NANTA(P.22)
如果对走景点不感兴趣的话，那就选择看一场百分百好评的乱打演出吧！
怎么去？从王妃家出来后右转直行约150米，再左转走入个性小店一条街并直行，看
见路口的SKINFOOD后右转即可。
乱打剧场就位于SKINFOOD旁UNESCO会馆的3~4楼。

梨花女子大学 이화여자대학

想要感受韩国大学的魅力？古老而又浪漫的梨花女大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怎么去？地铁2号线梨大(이대)站2号出口出来后，左转直行到底便是梨大正门。

女人街 이대거리

梨大女人街上的服装店、饰品店、美甲店多到让人眼花缭乱，最适合淘宝了！
怎么去？从梨大正门出来后，右手边斜对面的一区商业街便是梨大女人街。

马福林奶奶的炒年糕店 마복림할머니떡볶이(P.26)
下午日程是东大门，中午就在东大门附近的“新堂洞辣炒年糕胡同”内找家老字号
尝尝吧！
怎么去？地铁2、6号线新堂(신당)站8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230米便能在左手
边找到店家咯！

10:00 

13:00

14:30

18:00

20:00

10:00 

11:00

13:30

Day1

Day2

LOTTE FITIN&斗塔 doota(P.26)
挑两家男女生都不会失望的中高档东大门零售购物商城，来一场东大门高效购物如何？
怎么去？地铁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1、12号出口
之间有直通LOTTE FITIN的通道；而从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14号出口出来后，直行
约350米便是斗塔。

陈玉华奶奶一只鸡 진옥화할매닭한마리(P.26)
晚餐就去尝尝东大门最火的美食——一只鸡鸡汤吧！
怎么去？从斗塔出来后左转走至清溪川，过了清溪川后再左转沿路直行约300米，再
右转并直行约100米后左转走入一只鸡鸡汤胡同即可找到。

东大门设计广场 동대문디자인플라자(P.25)
若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观一下夜晚灯光映照下的东大门设计广场哦！
怎么去？原路返回至地铁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号
出口处即可。

15:00

20:00

22:00

仁寺洞文化街 인사동문화의 거리(P.29)
逛逛仁寺洞的小纪念品商店、传统工艺店，买点儿伴手礼和纪念品带回家吧！
怎么去？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6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100米后左手边就是仁寺洞
文化街。

星星茶坊MISS LEE 별다방미스리(P.30)
在仁寺洞当然要去一次韩国式的茶餐厅，吃个怀旧便当，喝杯传统茶。
怎么去？该店就位于仁寺洞街入口哦！

林荫路 가로수길(P.37)
上午去了传统仁寺洞，下午就去看看首尔最小资的时尚新天地——林荫路吧！
怎么去？地铁3号线新沙(신사)站8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260米后左转便是林荫路所
在的岛山大路13街(도산대로13길)。

banana tree(P.38)
想要歇脚的时候，就选一家特色咖啡厅，感受林荫路的小资咖啡文化吧！
怎么去？走至林荫路的另一端，看见FOREVER21后走入左手边的论岘路175街(논현
로175길)，直行约250米后即可在与狎鸥亭路4街(압구정로4길)交错的岔路口找到该
店。

盘浦大桥月光彩虹喷泉 반포대교 달빛무지개분수(P.37)
去了林荫路，自然不能错过附近的盘浦大桥。一边观看8点场的彩虹喷泉，一边吃炸
鸡啤酒。
怎么去？地铁3、7、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고속터미널)站8-2号出口出来后，右转直走
约560米后再右转，并直行约50米便能看见左手边的盘浦大桥汉江通道，穿过通道
即是。

10:00 

12:00

14:00

17:00

19:00

Day3

午饭 14,000韩元 / 晚饭 15,000韩元 
门票 N首尔塔展望台 9,000韩元 or 乱打A席 40,000韩元  
交通费 南山循环巴士 850韩元

午饭 8,000韩元 / 晚饭 12,000韩元
交通费 1,050韩元

午饭 8,000韩元 / 下午茶 7,000韩元 / 晚饭 8,000韩元
交通费 2,100韩元

首尔3日游

基本预算(1人) 

38,850~69,000韩元

基本预算(1人) 

21,050韩元

基本预算(1人) 

25,1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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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预算(1人) 

35,200韩元

5天4夜万能路线
首尔3日游+釜山2日游or济州2日游 

坐KTX前往釜山

甘川文化村 감천문화마을

釜山之行，就从以涂鸦壁画与五颜六色的小房子而闻名的甘川文化村开始吧！
怎么去？在釜山地铁1号线土城(토성)站6号出口右手边的公交车站，搭乘西区(서구)
2-2路居民区巴士至坎井小学(감정초등학교)站下车即是文化村入口。
地址：釜山广域市沙下区甘川1路 200

부산광역시 사하구 감내1로 200

札嘎其市场 자갈치시장

肚子饿了？继续搭乘釜山地铁1号线去釜山最有名的札嘎其市场吃生猛海鲜咯！
怎么去？釜山地铁1号线札嘎其(자갈치)站10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50米后在札嘎其
路37beon街(자갈치로37번길)右转，再走约50米后便能看见札嘎其市场咯！
地址：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其海岸路 52 

부산광역시 중구 자갈치해안로 52

BIFF广场 BIFF광장

饭后去附近的BIFF广场，逛一下星光大道，找一找明星手印。
怎么去？札嘎其(자갈치)站7号出口附近便是BIFF广场，星光大道靠近光复路(광복로)一
边的街上。
地址：釜山广域市中区BIFF广场路 36 

부산광역시 중구 비프광장로 36

国际市场 국제시장

来到BIFF广场之后，自然不能错过仅一路之隔的国际市场，在此尝尝地道釜山小吃吧!
怎么去？国际市场与BIFF广场仅隔一条光复路(광복로)。
地址：釜山广域市中区国际市场2街

부산광역시 중구 국제시장2길

迎月路 달맞이길

前往海云台之前，先去不远处的迎月路散个步吧！若是4月来此，还能欣赏到满路的
樱花树哦！
怎么去？釜山地铁2号线中洞(중동)站5号出口出来后，沿路直行并过两个十字路口
(约行700米)，在穿过第二个十字路口后会看到右手边有一条红色散步路，那就是迎
月路的起点。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洞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중동

海云台海水浴场 해운대해수욕장

和广安里不同的是，海云台白天的景色更美。散步在白沙海滩上，吹吹海风，看看
海景吧！
怎么去？在迎月路起点旁有一条通往海边的小路，沿小路直行250米就能看见大海，
然后右转沿海直行约200米就是海云台海水浴场的一边咯！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海边路 264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해운대해변로 264

海云台大方之家 해운대 다 퍼주는 집

在釜山自然要多吃点儿当地的海鲜。中午就喝一锅由多种贝壳、大章鱼、鲍鱼等丰富
海鲜煮成的鲜汤吧！
怎么去？在釜山地铁2号线海云台(해운대)站7号出口处直行约500米后，过马路并沿
前方左手边第一条岔路直行约30米即可找到。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海边路209beonna街 12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해운대해변로 209번나길 12

Spa Land
旅行的最后，泡一泡舒适实惠的韩国三温暖，放松一下吧！
怎么去？釜山地铁2号线新世界Centum City(센텀시티)站12号出口出来即是。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Centum nam大路 35 新世界百货Centum City店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센텀남대로 35 신세계백화점 센텀시티점

08:00 
~

11:00

12:00

14:00

16:30

17:30

10:30

12:00

13:30

15:00

Day4

Day5

午饭 20,000韩元
三温暖 14,000韩元
交通费 1,200韩元

基本预算(1人) 

90,800韩元
午饭 20,000韩元 / 晚饭 8,000韩元 / 咖啡 5,000韩元
交通费 KTX 54,000韩元 + 地铁 3,800韩元

釜山2日游
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

釜山虽是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但它带给人们的感觉却和首尔截然不同。比起繁华的都市印象来说，釜山更像是一个度假圣地。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景、俊美的山石，还有美味海鲜、天然温泉和星光熠熠的釜山电影节，多种元素融合出釜山独特的海滨都市魅
力，让许多年轻的旅行者流连忘返。

Café Tokiwa
来到广安里，先找一家位于广安里咖啡街上的咖啡厅，一边欣赏海岸夜景，一边歇歇脚。
怎么去？釜山地铁2号线广安(광안)站3号出口出来后，沿路直行至广安里海水浴场岸
边马路，并左转再步行约150米即是。
地址：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海边路 245-1 

부산광역시 수영구 광안해변로 245-1

广安里海水浴场 광안리해수욕장

小歇之后，就去海水浴场边踏踏海浪，近距离欣赏广安里美丽的夜景吧！
怎么去？咖啡店出来后，朝海岸方向走即是。
地址：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海边路 219

부산광역시 수영구 광안해변로 219

20:0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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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预算(1人) 

138,000韩元

“韩国夏威夷”济州岛
有着“韩国夏威夷”之美誉的济州岛，是韩国最大的岛屿。四面环海的济州岛由火山喷发而成，地貌十分奇特，处处岩浆凝石。

沿海的奇岩和瀑布、白沙海滩及小岛等，都显示着海滨的天然美景。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各色博物馆及海鲜美食也都是该岛的魅力
所在。由于岛上的交通工具较为局限，除了济州岛城市观光巴士之外，建议尝试租借自行车、摩托车或汽车环岛游哦！

5天4夜万能路线
首尔3日游+釜山2日游or济州2日游 

坐飞机前往济州岛

姐妹面餐厅 자매국수

下飞机后，先在机场附近的“姐妹面餐厅”吃一碗济州岛有名的猪肉面垫垫饥如何？
怎么去？建议从机场打的前往，约20分钟车程。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三成路 67

제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삼성로 67

泰迪熊博物馆 TEDDY BEAR MUSEUM
若在飞机上已经吃过飞机餐，那就直接前往济州岛特色博物馆之旅的第一站——泰
迪熊博物馆。
怎么去？在济州国际机场搭乘600路机场大巴至如美地入口(여미지입구)站下车后，直
行约200米即是。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中文旅游区路110beon街 31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중문관광로110번길 31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믿거나말거나박물관

在中文观光区内，信不信由你博物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怎么去？泰迪熊博物馆正门对面就是咯！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中文观光路110beon街 32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중문관광로110번길 32

kraze burgers
由于济州岛交通并不方便，晚饭就在博物馆附近的韩国人气手制汉堡店用餐吧！
怎么去？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后门即是。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中文观光路110beon街 32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중문관광로110번길 32

09:00 
~

13:00

13:30

14:30

16:30

18:00

11:00

13:00

Day4

济州2日游

午饭 11,000韩元 / 晚饭 牛岛冰淇淋 3,000韩元 + 
牛岛王子鲍鱼炒马面 12,000韩元
门票 城山日出峰 2,000韩元 
交通费 市外巴士 1,300韩元 + 打的费 4,000韩元
往返牛岛船票 5,500韩元 + 牛岛环岛巴士 5,000韩元

城山日出峰 성산일출봉

若能起个大早，就上城山日出峰看个日出。若爬不起来，也可上山欣赏一下日出峰的
独特美景哦！
怎么去？搭乘700、710、900路市外巴士至城山里(성산리)站下车后便能看见日出峰。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城山邑日出路 284-12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성산읍 일출로 284-12

五祖海女之家 오조해녀의집

在当地有名的海女海鲜店，吃顿海女们亲手打捞上来的新鲜海鲜吧！
怎么去？建议从城山日出峰出口打的前往，车程约10分钟。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城山邑韩道路 141-13

제주특별자치도 서귀포시 성산읍 한도로 141-13

牛岛 우도

在济州岛的所有观光岛屿中，亮点最多、人气最高的还要数牛岛。在旅行的最后一
天，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牛岛上，好好玩儿一圈吧！
怎么去？从五祖海女之家出来后，走至马路对面搭乘700路市外巴士至城山港(성산항
입구)站下车，并在城山港搭乘前往牛岛的轮船即可。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牛岛面

제주특별자치도 제주시 우도면

到了牛岛后，一定要看这几个景点！
1. 牛岛峰 우도봉

牛岛上唯一一处耸起的山峰就是牛头峰，爬上峰顶便能将牛岛全景尽收眼底，天气晴
朗的时候还能眺望到城山日出峰。
怎么去？搭乘牛岛环岛巴士至指头青沙(지두청사)站下车即可。

2. 珊瑚沙海水浴场 산호사해수욕장

“牛岛八景”之一的珊瑚沙海水浴场以海水的色彩而闻名。由海岸向外，乳白、天
蓝、深蓝、墨绿，层层延伸的海景美轮美奂。
怎么去？搭乘牛岛环岛巴士至珊瑚杀海水浴场(산호사해수욕장)站下车即可。

到了牛岛后，一定要吃这几道美食！
1. 牛岛冰淇淋 우도아이스크림

牛岛上有一家很特别的冰淇淋店，虽然店家制作的冰淇淋和加入的小零食并不出彩，
但相比价格来说，分量十足。在店主制作冰淇淋的过程中，若客人发出喝彩声，店主
便会不停的往冰淇淋上加零食，直到放不下为止哦！
怎么去？搭乘牛岛环岛巴士至珊瑚杀海水浴场(산호사해수욕장)站下车即可。

2. 牛岛王子鲍鱼炒码面 우도왕자전복짬뽕

在牛岛上，有一位和明星一样有名的“牛岛王子”。他开创的鲍鱼炒码面、炸酱面可
是牛岛上非常有名的美食哦！
怎么去？牛岛王子鲍鱼炒码面就在牛岛冰淇淋店的后面

基本预算(1人) 

43,800韩元

08:00

Day5

午饭 6,000韩元 / 晚饭 10,000韩元 
门票 泰迪熊博物馆 8,000韩元 +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9,000韩元
交通费 低价机票 100,000韩元 + 机场大巴 5,000韩元



想必“海淘”一词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了吧？现今韩国又一大流通企业——乐天，也可以海外购
物啦！只需登录乐天网购官网(global.lotte.com)就可以买到各类时尚服饰、化妆品、家店以及食品等
等，从高端到低端，从奢侈到平价，各季最in商品都可网罗的到，让你足不出户，在家动动手指就可
享受到去百货店购物的乐趣！

百分百正品的海淘网
——乐天网购, 让你一次海淘够!

乐天集团作为韩国顶级流通企业之一，旗下拥有包括乐天百货店、免税店、电视购物、网上商城
等，是值得信赖的韩国知名品牌。和其他海淘网站不一样的是，乐天网非个体商户经营，所有商品都
是乐天公司统一配货，百分之百正品保证，顾客可以放心使用网购进行韩淘！

乐天网购里的商品不仅数量丰富，
而且种类多样。在这里你可以购买到时
尚服饰、鞋包、饰品、数码家电用品、
影像书籍等各类商品。人气商品婴儿洗
涤液、深受中国顾客喜爱的韩国本土化
妆品品牌SU:M37°、belif、欧蕙等在
此都可一网打尽，更有款式新颖、种类
齐全的MCM、bean pole等时尚品牌加
盟，让你买得放心，购得开心！

喜欢韩流的亲们也有福了，K-POP、
韩流明星穿戴的时尚服饰等各种潮流单
品或是韩剧中出现的人气单品都可以在
乐天官网里买到！如大红韩剧《那年冬
天风在吹》中宋慧乔房间中挂过的的风
铃、《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女神”全
智贤使用过的艾诺碧口红等等，百分百
原装正品销售，让海淘购物乐悠悠！

使用乐天网购购物，不仅想要的商
品都可买得到，而且结算也非常方便、
快捷。只需把想要的商品放入购物车，
一起结算即可。用电脑登入乐天网购，
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放入购物车，最
后“一次性结算”，购物就完成了！另
外乐天网购还采用了中国顾客熟悉的支
付宝结算功能，使用方便，操作安全，
只需选择支付宝付款方式，之后登陆支
付宝完成付款即可。

另外，乐天网购会不时推出优惠打折活动，让顾客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心仪的产品。海淘就选乐
天网！

点击进入 lo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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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区
은평구

麻浦区
마포구

中区
중구

城东区
성동구

东大门区
동대문구

中浪区
중랑구

龙山区
용산구

广津区
광진구

西大门区
서대문구

江西区
강서구

阳川区
양천구

永登浦区
영등포구

铜雀区
동작구

冠岳区
관악구

瑞草区
서초구

江南区
강남구

松坡区
송파구

江东区
강동구

衿川区
금천구

九老区
구로구

江北区
강북구

道峰区
도봉구

芦原区
노원구

城北区
성북구

钟路区
종로구

弘大(P.32~35)

汝矣岛(P.44~46)

林荫路、狎鸥亭(P.36~43)      

仁寺洞、三清洞(P.28~31) 

东大门(P.24~27)  

明洞(P.20~23)

首尔地图 
Map of Seoul

明洞
明洞——东大门 距离：约为2.13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5分钟)
明洞——仁寺洞 距离：约为1.71km 推荐交通方式：出租车(约需5分钟)
明洞——弘大 距离：约为6.36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15分钟)
明洞——林荫路 距离：约为6.57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5分钟)
明洞——狎鸥亭、清潭洞 距离：约为8.89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30分钟)
明洞——汝矣岛 距离：约为7.44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0分钟)

东大门
东大门——仁寺洞 距离：约为3.09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15分钟)
东大门——弘大 距离：约为7.96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0分钟)
东大门——林荫路 距离：约为7.11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0分钟)
东大门——狎鸥亭、清潭洞 距离：约为6.4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0分钟)
东大门——汝矣岛 距离：约为9.84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0分钟)

仁寺洞
仁寺洞——弘大 距离：约为6.92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30分钟)
仁寺洞——林荫路 距离：约为8.9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0分钟)
仁寺洞——狎鸥亭、清潭洞 距离：约为10.5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35分钟)
仁寺洞——汝矣岛 距离：约为8.49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25分钟)

弘大
弘大——林荫路 距离：约为16.1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35分钟)
弘大——狎鸥亭、清潭洞 距离：约为18.7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40分钟)
弘大——汝矣岛 距离：约为5.29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15分钟)

林荫路
林荫路——狎鸥亭、清潭洞 距离：约为2.11km 推荐交通方式：出租车(约需10分钟)
林荫路——汝矣岛 距离：约为10.76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35分钟)

狎鸥亭、清潭洞 
狎鸥亭、清潭洞——汝矣岛 距离：约为12.57km 推荐交通方式：地铁(约需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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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 명동 明洞不仅是韩国人常去的购物地带，还是访韩外国游客们眼中的“购物天堂”。这里聚集了林林总总的服饰品牌店、韩妆
店、药妆店、韩流明星周边店及免税店、百货店等。除此之外，明洞的商家们为了互相竞争，还会常年促销搞活动，并且几乎每
家店都雇有会多种外语的职员哦!

市厅 시청1

南山 남산3

明洞 명동2

 1-1  德寿宫&德寿宫石墙路 덕수궁&덕수궁돌담길   下午  1小时

德寿宫不仅是韩国咖啡文化的发源地，还是80年代韩国夫妇们的最佳婚纱外景拍摄地。在
德寿宫的右侧有一条石墙路,被韩国人评为“最浪漫的散步路”，但由于小路有一个神秘的“分
手预言”，因此许多韩国恋人都不敢轻易去共赏这份美丽。

TIP：除周一休息之外，每天11:00、14:00、15:30正门口有守门将换岗仪式。
交通：地铁1、2号线市厅(시청)站2号出口出来后，右手边即是德寿宫。

 1-2  首尔市厅&首尔广场 서울시청&서울광장   下午  1小时

虽然政府办公大楼属国家公务机关，但首尔市厅的办公大楼是可以随意参观的，若提前上市厅官网预约，还能获得免费的中文参观向导服务。
而首尔市厅前的“中心绿地”，便是首尔广场。每到周末，常会有首尔市民带上家人一起来此野餐、晒太阳。 

交通：地铁1、2号线市厅(시청)站5号出口出来后，左手边是首尔市政府旧址，右手边便是首尔广场。

 3-1  南山公园缆车 남산공원케이블카   夜晚  30分钟 

虽然明洞站附近有循环巴士可直达南山，但如果想将南山及首尔的迤逦风光一层层地尽收眼底的话，还建议搭乘高空缆车哦!

交通：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4号出口出来后，直行至路口并左转，再沿路直行约300米即可看见上缆车的台阶。

 3-2  N首尔塔&爱情锁墙 N서울타워&자물쇠   夜晚  1小时

作为首尔的地标性建筑，N首尔塔不仅是最佳的首尔夜景瞭望台，还是韩国情侣约会及韩剧取景的热门地点。比如人气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中，都敏俊和千颂伊挂爱情锁的地方，就是N首尔塔下的爱情锁墙，而两人约会用餐的地方就是N首尔塔上的360°旋转餐厅。

交通：在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3号出口坐05号南山循环巴士(05번남산순환번스)上南山，只需十几分钟车程即能到达。

 2-1  乐天免税店 롯데면세점   上午  2~3小时

来明洞购物，自然要从最令人惊喜的免税购物开始! 位于明洞乐天百货9至11楼的“乐天免
税店总店”是明洞地区唯一的一家免税店哦! 

交通：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을지로입구)站的7、8号出口之间，有一条直接通往乐天百货店的通道，进
          入乐天百货后上至9楼便是乐天免税店。

 2-2  百货店购物街 백화점거리   下午  2~3小时

大型综合百货商店“乐天百货”、适合年轻人逛的“乐天青春广场”、走高端路线的奢侈品
百货“新世界百货”⋯⋯这一路的百货商店，定会让注重品质的你“满载而归”哦!

交通：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을지로입구)站7号出口出来后便是百货店购物街。

 2-3  小吃街 간식거리   夜晚  30分钟

傍晚时分(下午4~5点)，明洞的主街道上便设满了各种小吃摊，绝对能让大采购后的你味蕾也得到满足哦!

交通：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을지로입구)站6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250米再左转即是。4号线明洞(명동)

          站6号出口出来后，左手边的“品牌店一条街”上也摆满了小吃摊哦!

 2-4  个性小店一条街 보세거리   下午  1小时 

这条小街上的店家几乎都是私人开设的时尚小店。服装店、饰品店、鞋店⋯⋯一家紧挨着一家的小商铺,让人一不小心就会逛得头晕转向哦!

交通：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을지로입구)站6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250米再左转便是满是小吃摊的“明洞街(명동길)”，右手边第一个岔路便是“个性小店一条

          街”的所在街道——明洞4街(명동4길)。

 2-5  品牌店一条街 메인쇼핑거리   下午  2小时 

品牌店一条街指的便是位于明洞购物商区中央的“明洞8街(명동8길)”。这里是明洞地区内最热闹、商家最多的购物主街，沿路聚集有林林总总
的服饰品牌店、韩妆品牌店，还常年有促销活动哦! 

交通：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6号出口出来后，左手边即是。

 2-6  美食一条街 맛집거리   下午  1小时 

由于明洞是首尔最热闹的地区，因此这里还聚集有许多美食店家。相比寸土寸金的购物主街来说，大部分的美食店家都选择开在这条更窄更偏
的小街上，各式韩式美食都能在此找到哦!  

 交通：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8号出口出来后，前方左手边的小路便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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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洞地区精选  优惠券 * %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Wi-Fi 深度游旅行笔记

1  议价 韩国的个性小店虽可议价，但幅度很小，大概为货品价格的10%~15%左右，且需现金付账。

2  换钱 疯狂购物之后，韩币现金不够怎么办？明洞内的韩国银行几乎都有支持银联卡的ATM机。此外，明洞内还有许多私营的换钱所，身上若有
    人民币现金的话，也可去那儿换。但由于每家给出的汇率不一样，建议多比较几家并选择汇率最高的一家。

3  商家营业时间 明洞地区店家的营业时间参差不齐，大致可归纳为3个部分：韩国百货店 10:30-20:00、免税店 09:30-20:00、明洞购物街上小店 11:00-
    22:00。而明洞街边小吃一般从下午4点开始出摊，因此喜欢街边小吃的朋友选择晚上来逛明洞也不错哦！

4  语言 明洞购物区内的店家几乎都雇有会中文的店员，因此无需担心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只需一心购物即可。

5  日程安排 一般第一次来明洞的女生，都会在明洞与免税店之间耗上1天，有严重“购物症”的朋友甚至会耗上2天，因此建议女性朋友们做好再来明洞“补
    货”的准备！

+ TIP +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MCM SPACE

肥牛辣章鱼
 
차돌박힌쭈꾸미

Red Sun

OLIVE YOUNG Lifestyle 
Experience Center

开花
 
개화

TEENIE WEENIE

乱打
 
NANTA

比免税店的款式更齐全、更新颖。更棒
的是，游客还能办理退税哦!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8街路17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명동8가길 17 +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
동)站8号出口 +营业时间：10:30-22:30中秋、
春节当天休息 +电话：02-753-7010

满满一锅用特调韩式辣酱炒制而成的肥
牛片、章鱼块，不仅辛香鲜辣，还伴着淡淡
的烟熏香气，十分下饭哦！

+ 人均/门票：15,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中区退溪路16街 5 서울특별시 중구 퇴계로 16길 

5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4号出口 +营
业时间：11:30-23:00(点餐截止至22:00) 中
秋、春节期间连休两天 +电话：02-3789-7677

由韩国美食节目选出的“辣炒年糕最强
达人”创立的餐厅，仅凭食客口碑便创下了
30家分店，足见其美味！

+人均/门票：8,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
区明洞4街 16-1 2~3F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명동4길 

16-1 2~3F +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6
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22:00 全年无休 +电
话：02-773-8988

这里网罗了超多好用的韩国、日本及其
他国家的平价美容保健品、化妆品、洗护用
品等带给人们美与健康的商品哦!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街53 서울특별시 중

구 명동길 53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6
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22:30全年无休 +电
话：02-736-5290

位于明洞的50年老字号人气炸酱面店，
价格实惠、味道好。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
其味道说过“no”哦！

+人均/门票：8,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
区南大门路 52-5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남대문로 52-
5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5号出口 +营
业时间：11:15-21:30 每月第二、第四周周一休
息中秋、春节期间连休两天 + 电话：02-776-
0508

TEENIE WEENIE品牌的最新商品都
能在此找到，价格却比国内百货店便宜不只
一点点哦!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街38 서울특별시 중

구 명동길 38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6
号出口 +营业时间：10:30-23:00全年无休 +电
话：02-776-7578

在43个国家的280个城市举行过演出的

+人均/门票：S席50,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
市中区明洞街 26 UNESCO会馆 3~4F 서울특별

시 중구 명동길 26 UNESCO 3~4F +交通：近地
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6号出口 +营业时间：周一~
周五、周日17:00、20:00 周六 14:00、17:00、
20:00 全年无休 +电话：02-739-8288

《乱打》，是百分百好评的韩国无言音乐喜剧哦!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掉进烤炉里的鸡(明洞店) 
오븐에빠진닭(명동점)

吃炸鸡怕胖？怕油腻？那来只低卡的油
烤鸡如何？口感和炸鸡一样，但比炸鸡更健
康、更美味！

+ 人均/门票：15,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中区明洞7街21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명동7길 21 +交
通：近地铁2号线乙支路入口(을지로입구)站6号
出口 + 营业时间：13:00-03:00全年无休 + 电
话：02-3789-5892

中%

王妃家(明洞3号店)
 
왕비집명동3호점

这家就是明洞的超人气宫廷烤肉店。该
店午餐时间还有1万韩元的特惠烤猪排韩定
食套餐哦！

+人均/门票：15,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
区明洞8na街 45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명동8나길 45 
+ 交通：近地铁4号线明洞(명동)站5号出口 + 营
业时间：11:30-22:30 中秋、春节当天休
息 +电话：02-776-2361

+关键字：餐厅、韩国烤肉

中%

+关键字：餐厅、炸鸡和啤酒、油烤鸡

+关键字：餐厅、肥牛片炒章鱼、鲜辣

+关键字：餐厅、韩国辣炒年糕、辛辣

+关键字：餐厅、韩式炸酱面

+关键字：品牌服装店、韩国品牌、维尼熊

+关键字：名品店、韩国品牌、MCM +关键字：韩国人气演出、哑剧、打击乐、幽默+关键字：药妆店、CJ旗下、平价

在个性小店一条街上，
聚集有超多服装店、饰品店、
鞋店等私营小店，从学生族到
上班族的韩范服饰鞋包都能在
此轻松找到。

常春藤风的TEENIE W-
EENIE、轻熟女风的Roem、
韩国的“美特斯邦威”TOP10
以及中高档的BEAN POLE
⋯⋯只要是韩国服装品牌，在
这儿不仅款式更新更多，定价
也比国内便宜许多。

在韩国，兰芝、梦妆、艾诺碧(IOPE)等爱茉莉
太平洋旗下的美妆品牌，几乎不单独设立门店，
而是集合在由爱茉莉太平洋打造的综合品牌美妆
店——ARITAUM内出售。

在品牌店一条街上，满街都是悦
诗风吟、伊蒂之屋、菲诗小铺、谜尚
之类的平价韩妆店，且每家都支持外
国游客退税服务，如果遇上店家对折
促销或买一送一的话，价格算下来会
比免税店还便宜呢！

明洞最有名的韩国
药妆店是由CJ打造的OL-
IVE YOUNG，其次则是
BOONS。两家店都以出
售来自韩日、欧美等多国
的平价药妆、化妆品、日
用品、洗护用品等商品为
主，而OLIVE YOUNG内
还有许多CJ出品的美容美
体保健食品及药品哦！

亮
点

4

常年促销的平价韩妆店

亮
点

1

网罗兰芝、艾诺碧(IOPE)等超多

爱茉莉太平洋旗下美妆产品的ARITAUM

亮
点

2

亮
点

3

亮
点

5

超好逛平价药妆店

明洞购物笔记明洞购物笔记

让你的明洞购物更快、更省、更全面！

TIPTIP

定价比国内便宜许多的

韩国品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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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鸡鸡汤胡同& 烤鱼胡同 닭한마리골목&생선구이골목

新堂洞辣炒年糕胡同 신당동 떡볶이골목

奖忠洞猪蹄胡同 장충동 족발골목

新罗免税店 신라면세점

2

4

5

6

 1-1  美食街 먹자거리   上午  1小时

面积相当于8个足球场的“广藏市场”不仅是一个能买到农产品、工艺品、韩服的综合市
场，还是一个男女老少饕客们常常小聚的美食天地哦！

TIP：来到这里，一定要尝尝最具人气的绿豆饼、麻药紫菜包饭和巨型米肠哦!
交通：地铁1号线钟路5街(종로5가)站8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100米便能看到市场的北2门，从北2门进入 
          后便是美食街咯!

 1-2  韩服市场 한복시장   上午  1小时

在广藏市场的西南区聚集有许多韩服商会，普通韩服成衣在这儿只卖12~25万韩元，相比普通韩服店便宜20%~30%。

交通：地铁1号线钟路5街(종로5가)站7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40米便能看到市场的东门，从东门进入市场后再走约200米便能看到韩服市场！

在东大门综合市场旁，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美食胡同，这里一边全是一只鸡鸡汤店，而另一边则全是烤鱼店，且家家都价格实惠、味道好哦！

TIP：这里最不能错过的美食店家是“陈玉华奶奶一只鸡”，他家可是不管什么时段去都座无虚席的哟！
交通：地铁1、4号线东大门(동대문)站8号出口出来后右转，沿路直行约300米后再右转并前行约100米，左手边的小胡同就是咯！

想要品尝各式韩国辣炒年糕？这里就是首选之地！这条约200米的小巷内，聚集了大大小小
各式的炒年糕店哦！
交通：地铁2、6号线新堂(신당)站8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200米便能看到辣炒年糕胡同入口的招牌咯!

这条胡同是拥有50多年传统历史的猪蹄一条街，在此不仅能尝到最传统的韩国猪蹄风味，还
能吃到创新的猪蹄口味哦！
交通：地铁3号线东大入口(동대입구)站3号出口出来后，沿路走约150米后便能看到右手边的猪蹄胡同入口咯!

隶属于三星集团的“新罗免税店”是韩国最有名的两大免税店之一。出国旅游，免税店多逛
几家总是好的，若在明洞有没买到的商品，就去新罗免税店补货吧！
TIP：新罗免税店有前往东大门、明洞、N首尔塔等热门景点的免费班车哦！
交通：地铁3号线东大入口(동대입구)站4号出口处有新罗免税店的免费班车。若想步行前往的话，从5号出
          口出来后，朝新罗酒店方向走需5分钟即可到达。

广藏市场 광장시장1

东大门购物区 동대문쇼핑구역3

 3-1  零售商城区 소매쇼핑구역   夜晚  2~3小时

东大门零售商城区内的商店几乎都是从白天开始通宵营业至凌晨5点左右。来到首尔，又怎
能错过东大门通宵购物带来的乐趣呢？

交通：地铁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4号出口出来后，一路都是零售商城哦！

 3-2  批发商城区 도매쇼핑구역   夜晚  2~3小时

这里不仅是国内许多标榜韩国代购网店的进货基地，还是许多明洞、梨大等地区的个性小店进
货地点哦!

交通：地铁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号出口出来后便是东大门设计广场，批发商城就位于东大门设计广场的东面。

 3-3  东大门设计广场 동대문디자인플라자   夜晚  1小时

外观奇特的东大门设计广场(DDP)是首尔的新晋地标建筑，这里常会举办新品发布会、时装秀、演出等文化商务活动，将东大门的时尚文化再升级!

交通：地铁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号出口出来即是。

   下午  1小时

   下午  1小时

   下午  1小时

   上午   2~3小时

东大门 동대문 自从东大门被指定为韩国服装批发商业区之后，便迅速成为了韩国潮男潮女们必然要报到的地方。这里不仅是国内许
多标榜韩国代购网店的进货基地，还是许多明洞、梨大等地区的个性小店进货地点。更有趣的是，这里的商家几乎都是通
宵营业，因此晚上的东大门比白天更为热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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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门地区精选

这一区的商城几乎都是从中午开始通宵营业至凌晨5点左右，
所以相比白天来说晚上更为热闹。除了私人开设的服饰商铺之外，
个别零售商城内还入驻有品牌服饰商铺。因此这一区的商品层次、
价位参差不齐，建议有选择性地逛几栋商城。在零售商城区中最有
特色也是人气最高的有三家，分别是hello apM、斗塔和LOTTE 
FITIN。偏爱实惠淘宝的朋友，可以去价位较为实惠、个性小店较
多的hello apM多转转。对韩国新晋设计师服饰或品质较好的服饰
感兴趣的朋友，则建议去斗塔多看看。爱逛品牌服饰店、私人精品
小店的朋友，便可去LOTTE FITIN多逛逛。

这里不仅是国内许多标榜韩国代购网店的进货基地，还是明
洞、梨大等多个首尔地区的个性小店的进货地点。在这一片批发商
城区内，U:US、apM和NUZZON是人气较高的三家。比起价格来
说，更注重服饰的设计及面料的话，U:US和apM便是最佳的批发
场所。但若偏重于实惠批发的话，则建议去NUZZON多逛逛。需要
注意的是，这里的店家都谢绝单卖，偶尔会有店主允许顾客单买一
件作样品，但可能价格就会比批发价高出许多哦！

批发商城区

1  营业时间 每家商城的营业时间都不太一样，人气商城营业时间为：

    hello apM 10:30-05:00 每周二休息 / 斗塔 周一 19:00-05:00 周二~
    周六 10:30-05:00 周日 10:30-23:00 / LOTTE FITIN 11:00-24:00

2  休业日 大部分商城都没有休业日，但每星期会有半天的短暂休业，且

    各商城不太统一。

3  议价 除品牌商铺之外，私人商铺可适当议价，但幅度很小，大概为货

    品价格的10%~15%左右，且需现金付账。

4  支付方式 虽然几乎所有商城都支持银联卡支付，但价位较低的店家可

    能会个别规定只收现金。

doota U:US

LOTTE FITIN hello apM maxtyle apM Luxe  

1  营业时间 U:US、apM、NUZZON等大部分批发商城的营业时间都是
    晚8点至早8点。

2  休业日 每周六及每年中秋、春节都是批发商城的统一休业日。此外，

    批发市场每年8月都会有一个长达10天左右的休业期，且每年休业日期
    都不太一样，需上各家商城官网查看。(一般会在6月公布)

3  议价 按批发量的多少，可适当议价。

4   支付方式 在批发商城区内，几乎所有店家都只能用现金交易。

5  国际快递 在批发商城区内，有许多专为批发人士开设的国际快运公司,

    如apM旁的小巷内就聚集了许多。大批量进货的朋友，可选择在这些地
    方直接发货回国。

The Parkview

该自助餐厅位于韩国顶级酒店——新罗
酒店的1楼，可谓是至尊级的自助餐。

+人均/门票：100,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
中区东湖路 249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동호로 249 + 交
通：地铁3号线东大入口(동대입구)站4号出口前
搭乘新罗酒店往返巴士即可。+ 营业时间(晚餐)
：周一~周四18:00-21:30周五17:30-22:00 周
末及节假日 17:00-21:30 + 电话：02-2230-
3374

%

+关键字：酒店自助餐厅、韩国顶级自助晚餐

顺熙家绿豆煎饼
 
순희네빈대떡 陈玉华奶奶一只鸡 

진옥화할매원조닭한마리
马福林奶奶的炒年糕店 
마복림할머니떡볶이

被称为“韩国匹萨”的绿豆煎饼是一种
便宜又好吃的韩国传统美食。而在广藏市场
内多家绿豆煎饼店中，还数顺熙家绿豆煎饼
最好吃哦!

+ 人均/门票：6,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昌庆宫路 88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창경궁로 

88 + 交通：近地铁1号线钟路5街(종로5가역)站8
号出口+营业时间：08:00-23:00中秋、春节当
天休息 +电话：02-2268-3344

原汁原味的一只鸡鸡汤，是令众多韩
国饕客和外国游客竖起大拇指的韩国经典美
食。而这儿就是首尔最具人气的一家!

+ 人均/门票：12,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钟路40街路 18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종로40가

길 18 +交通：近地铁1、4号线东大门(동대문)站
9号出口 +营业时间：10:30-01:00(点餐截止至
23:30) 中秋、春节期间连休两天 + 电话：02-
2275-9666

这里就是新堂洞辣炒年糕胡同内最具人
气的一家。60年的老字号辣炒年糕店，不仅
分量十足，口味也是纯正一级棒哦!

+ 人均/门票：8,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中区茶山路35街 5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다산로 35길 

5 + 交通：近地铁2、6号线新堂(신당)站7号出
口 + 营业时间：09:30-24:00中秋、春节期间 
连休三天 +电话：02-2232-8930

中 中

+关键字：餐厅、绿豆煎饼 +关键字：餐厅、韩国辣炒年糕、辛辣+关键字：餐厅、一只鸡鸡汤

samho fish cake
 
삼호어묵

这是一家位于东大门CJ公司地下美食城
的日式手工鱼丸店，却因美味又实惠的“自助
回转火锅”而大红大紫。

+人均/门票：午餐19,000韩元晚餐27,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东湖路 330 CJ FOOD
WORLD 서울특별시 중구 동호로 330 CJ FOOD
WORLD +交通：近地铁2、6号线新堂(신당)站7
号出口 +营业时间：午餐11:00-14:30 晚餐17:3
0-22:00 全年无休+电话：02-6740-4556中

+关键字：餐厅、自助回转火锅、手工鱼丸

LOTTE FITIN
 
롯데피트인

这是一个中高档商城，在此不仅能买到
韩国品牌的人气品牌，还能买到私人精品小
店的时尚单品。

+ 地址：首尔特别市区清溪川路 246 서울특별시 

중구 청계천로 246 +交通：近地铁2、4、5号线
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1、
12号出口 + 营业时间：11:00-24:00(7F~8F美
食城 11:00-23:00) 中秋、春节当天休息 + 电
话：02-6262-4000 中

+关键字：品牌商城、中高档、美妆、电子、服饰

斗塔
 

Doota

斗塔内不仅有许多品质较好的服饰小
铺，还有一些韩国新锐设计师开设的时尚店
铺。因此，在这儿你能买到许多别的东大门
商城找不到的时尚单品。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奖忠坛路 275 서울특별

시 중구 장충단로 275 +交通：近地铁1、4号线东
大门(동대문)站8号出口 +营业时间：周一 19:00-
05:00 周二~周六 10:30-05:00 周日 10:30-
23:00 全年无休 +电话：02-3398-3114 中

+关键字：服饰商城、中高档、新晋设计师店铺

hello apM
 
헬로에이피엠

hello apM是东大门平价服饰商城中
最具人气的一家，可以说是爱美一族的扮
靓天堂!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奖忠坛路 253 서울특별

시 중구 장충단로 253 +交通：近地铁2、4、5号
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동대문역사문화공원)站14
号出口 +营业时间：10:30-05:00 周二休息 中
秋、春节期间连休两天+电话：02-6388-1114

中

+关键字：服饰商城、平价

东大门综合市场-配件商街 
동대문종합시장부자재상가

东大门综合市场5楼，是一个可批发可
零售还可现场DIY饰品的饰品配件商街。想
了解韩国最近流行的饰品？来这儿就对咯!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路 266 东大门综合
市场B栋 5F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종로 266 B 5F +交
通：近地铁4号线东大门(동대문)站9号出口 + 营
业时间：09:30—19:00 周日、元旦、中秋、
春节休息每年有一周的夏季休业 + 电话：02-
2262-0114 中

+关键字：批发零售商城、饰品配件、DIY饰品

 优惠券 * %  Wi-Fi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深度游旅行笔记

来到东大门，自然不能错过东大门通宵购物所带来的乐趣。但面对十几栋大型商城，如何才能在短暂的旅程中高效购物？来看看《东大门
批发零售攻略》，让自己逛街、批发、旅游三不误吧！

批发零售攻略批发零售攻略
东大门

TIPTIP TIPTIP

零售商城区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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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五大宫阙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建筑风格，景福宫都堪称五宫之首。景福宫内保存有朝
鲜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庆会楼和香远亭莲池、勤政殿，许多韩国古装剧都曾来此拍摄。

TIP：除周二休息之外，每天10:00、13:00、 15:00在景福宫正门前能看到具有韩国特色的守门将换岗仪式。
          另外，周一~周五10:30、13:00、15:00有免费中文解说，从兴礼门里面景福宫咨询室前开始哦！
交通：地铁3号线景福宫(경복궁)站5号出口出来后便是景福宫咯！

韩国的青瓦台是韩国总统办公的地方，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美国的白宫。总统府可不是到哪儿都能随便参观的地方，有机会自然要参观一番!

TIP：青瓦台内部参观需要提前官网预约，目前至少提前三个月预约。若只想简单参观，则建议去青瓦台正门前免费开放的总统博物馆“青瓦台舍廊房”。
交通：地铁3号线景福宫(경복궁)站4号出口出来后，朝景福宫方向直走约100米后过马路并左转，再沿着景福宫边墙直走到底即是。

景福宫 경복궁

青瓦台 청와대

1

2

 3-1  咖啡街 카페거리   下午  1小时

喜好咖啡文化的旅友们，可以从三清洞主街——三清路(삼청로)开始逛起。这条长约300米的
街道被称为“咖啡街”，虽然街上的咖啡厅分布并不集中，但每一间都是独具特色、看点颇多。

交通：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1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100后并右转沿栗谷路3街(율곡로3길)直走到底，过

          马路并沿前方左手边的岔路直行约250米后便是三清洞。

 3-2  嘉会民画工坊 가회민화공방   下午  1小时

这里不仅是国内许多标榜韩国代购网店的进货基地，还是许多明洞、梨大等地区的个性小店进货地点哦!

TIP：需提前预约，杯垫制作费：6,000韩元，纸扇制作费：10,000~12,000韩元。
交通：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2号出口出站后，沿路直走约400米便是北村韩屋村，嘉会民画工坊就位于韩屋村内。

 3-3  北村8景第5景 북촌8경 중 5경   下午  30分钟

在北村8景中，最有名的要数位于北村路11街(북촌로11길)上的第5景。在此，不仅能欣赏到北村韩屋的传统雅致之景，还能瞭望到首尔都市的繁
华风貌。                                               
交通：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2号出口出站后，沿路直走约400米便是北村韩屋村，8景就隐藏在其中。

 3-4   美食街&石墙路 먹자거리&돌담길   下午  1小时

从三清洞前往仁寺洞的路上，有一条非常有趣的小街。靠近三清洞的一端延续了三清洞的韩屋小资风格，聚集了许许多多由韩屋打造而成的美
食餐厅。而靠近仁寺洞的一端则为具有韩国传统特色的幽静石墙路。

交通：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1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100后右手边的栗谷路3街(율곡로3길)就是咯！

三清洞&北村 삼청동&북촌3

   上午  1小时

   上午  2小时

仁寺洞文化街 인사동문화의거리

光化门广场 광화문광장

清溪川 청계천

4

5

6

位于仁寺洞的主干道——仁寺洞街(Insadong-gil)就是“仁寺洞文化街”，街道两侧分布有
许多小纪念品商店、传统工艺店、传统茶店等韩国传统特色商铺。若想要寻找独一无二的旅游纪
念品，则推荐去仁寺洞街上的“森吉街”逛逛。

交通：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6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100后左手边右手边仁寺洞街。

站在广场源头朝北望去，韩国爱国英雄李舜臣将军铜像、创造韩文的世宗大王铜像、景福宫、青瓦
台、北岳山一路延伸，像一幅充满故事的历史画卷，将首尔乃至韩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景色展现在人们
面前。

交通：地铁5号线光化门(광화문)站9号出口出来即是。

每到夜晚清溪川的岸边便会有柔美的灯光照明，特别是从光化门广场至钟阁这段河道，还设有特效灯光，更为美轮美奂。

交通：地铁5号线光化门(광화문)站5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100米便能看到清溪川源头的标志性螺旋雕塑——Spring哦！

   下午  2小时

   夜晚  30分钟

   夜晚   30分钟

三清洞&仁寺洞 삼청동&인사동 三清洞是一个充满着韩国传统韵味的小资新天地。韩屋咖啡厅、韩屋西餐厅、韩屋时尚小店⋯⋯
截然不同的古今元素，在三清洞却能碰撞出一种独具的魅力。而三清洞南面的仁寺洞则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韩国传统文化街区，内有许多小纪念品商店，是访韩游客们购置纪念品的最佳地点。



30  31 

仁寺洞&三清洞地区精选

黑色字体手工印章
 
까망글씨 수제도장 GLASSBORN

 
글라스본 首尔教育博物馆

 
서울교육박물관

在这间韩文手工印章小铺内，不仅可以
刻韩语印章，还可以刻汉字印章。把你的韩
文名字或是首尔印象刻在图章上，作为独特
的纪念品带回家吧!

+ 人均/门票：3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仁寺洞街 50-1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인사동

길 50-1 + 交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6号
出口 + 营业时间：09:30-21:00全年无休 + 电
话：02-766-3608

这里既有简单的玻璃彩绘，也有极具
挑战的玻璃工艺制作。在仁寺洞，亲手做一
个玻璃工艺品，给自己一份独一无二的旅行
纪念吧!

+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仁寺洞路 44 SSa-
mzigil, B1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인사동로 44 쌈지

길, B1 + 交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6号出
口 +营业时间：10:30-20:30 中秋、春节当天休
息 +电话：02-737-6222

想要寻找“老”首尔的风貌？那就来首
尔教育博物馆，穿上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校服,
站在仿古的韩国教室内，用相机定格70年代
风的韩国“青葱年代”吧!

+人均/门票：免费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北
村路5路 48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북촌로5길 48 +交
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1号出口 + 营业时
间：周一~周五 09:00-18:00 周末 09:00-17:00 
全年无休 +电话：02-736-2859

在仁寺洞文化街上，大大小小的纪念
品商店排满一整街。其中，还有许多如超
市一样的大型纪念品专卖店。不管是二三
十元的小纪念品，还是制作精美的传统手
工艺品都能在此找到，方便游客一次购全
所有亲朋好友的旅行伴手礼。

在为自己挑选旅行纪念品时，建议
选择在SSamzigil的DIY工坊内，亲手设
计并制作一份如：彩绘玻璃、香皂之类的
DIY纪念品，为自己的旅行打造一份有型
的纪念。若在时间不够充裕的情况下，则
可选择在SSamzigil拍一份韩服大头贴或
是刻一个有自己韩文名字的印章哦！

除了购买伴手礼，制作纪念品之外，
在仁寺洞还有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就是通
过味蕾感受仁寺洞独有的韩国传统文化。
在仁寺洞文化街及街两旁的小巷内，聚集
有许许多多的传统茶坊，其数量之多会让
你误以为全首尔的传统茶坊都开在了这
里。选一家客人最多的传统茶坊，点一杯
酸酸甜甜的五味子茶或芳香清纯松叶茶，
歇脚的同时静静感受仁寺洞的传统韵味吧!

在纪念品超市买伴手礼 在传统茶坊喝杯韩茶在SSamzigil为自己DIY一份旅行纪念品

比起匆匆浏览北村，选一间有文化体
验项目的韩屋工作室，学做一把韩画扇子或
学泡一杯韩式茶会是更好的选择。若还想更
深入的感受北村文化，则可入住一间三清洞
内的传统韩屋民宿。不仅是因为许多韩屋民
宿屋主会为住客免费提供茶道、国乐等多样
的韩国文化体验项目，还因为入住韩屋后你
才能真正了解到北村韩屋的古韵魅力哦！  
韩屋民宿信息可参考：stay.zaiseoul.com

在三清洞这个古今元素交融的小资新
天地内，开设在韩屋内的西餐厅可谓是最
集地区特色精华的地方。在这些看似充满
东方韵味的餐厅内，你能品尝到的却是极
具西方魅力的美食。到底传统餐厅会为食
客们制造出怎样的心境，并为美食带去怎
样的升华效果呢？答案还有待你亲自去韩
屋西餐厅，感受一下这份由古朴韩屋和西
式美食碰撞出的独特魅力咯！

三清洞的街边巷角隐藏着许多有趣的
涂鸦。它们偶尔会出现在墙面上，偶尔会
出现在路边的消防栓上，想要找到它们，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唯一能给出的建议就
是：多逛逛咖啡街两旁的小巷，你会迷上
那里充满小资气息的小店，并发现一些路
边的小惊喜！

在韩屋内学做一项文化体验 在韩屋西餐厅饱餐一顿 在闲逛中找出路边的小惊喜

中中

+关键字：纪念品店、韩国手工印章 +关键字：生活博物馆、体验馆、老首尔

土俗村参鸡汤
 
토속촌 삼계탕 北村手工饺子

 
북촌손만두 铁匠火炉Fabbro

 
대장장이Fabbro

韩国前任总统卢武铉也曾多次光顾过的
人气参鸡汤店。用一个月左右的童子鸡、四
年生人参、红枣等大补食材熬制而成的参鸡
汤，绝对是旅行中补充体力的最佳美食。

+人均/门票：17,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紫霞门路5路 5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자하문로

5길 5 +交通：近地铁3号线景福宫(경복궁)站2号
出口 + 营业时间：10:00-22:00 全年无休 + 电
话：02-737-7444

这里便是韩国著名饺子连锁店“北村
手工饺子”的鼻祖。由蒸饺、炸饺及滚圆
饺子组成的“综合套餐”是店内最具人气的
套餐哦!

+ 人均/门票：8,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北村路4路 10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북촌로4
길 10 + 交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1号出
口 +营业时间：11:00-20:00中秋、春节当天休
息 +电话：02-735-1238

这间用韩屋改造而成的传统意大利手
工匹萨店，可谓是北村内最有名的韩屋西餐
厅。想要感受北村的“混搭”美食文化，来
这儿准没错!

+人均/门票：10,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
钟路区北村路42-4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북촌로 42-
4 +交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2号出口 +营
业时间：12:00-22:00(点餐截止至21:30) 中
秋、春节当天休息 +电话：02-764-4297中中

+关键字：餐厅、韩国参鸡汤 +关键字：餐厅、韩屋匹萨店+关键字：餐厅、韩国饺子

+关键字：DIY工坊、韩国玻璃工艺

星星茶坊MISS LEE
 
별다방미스리 悦诗风吟济州屋(三清洞店) 

innisfree JEJU HOUSE(삼청동점)
韩国观光名品店

 
한국관광명품점

这里就是《我们结婚了》里“红薯夫
妇”吃怀旧便当的韩国茶餐厅。店内不仅有
多种韩国传统茶，还有怀旧便当、传统点心
之类的餐点。

+人均/门票：8,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
路区仁寺洞路 59，2F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인사동

로 59, 2F +交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안국)站6号
出口 + 营业时间：10:00-23:00全年无休 + 电
话：02-739-0939

结合了美妆与美食的悦诗风吟概念店,
让你自肌肤至舌尖都沉醉在济州自然元素的
怀抱中!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三清路 104 서울특별

시 종로구 삼청로 104 + 交通：近地铁3号线安国
(안국)站1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22:00 全年
无休 +电话：02-734-0585

这里是隶属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韩国
纪念品店。店内汇聚各种实用又美观的韩国
特色纪念品，让你不再为伴手礼烦恼!

+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仁寺洞路 24 서울특

별시 종로구 인사동로 24 + 交通：近地铁1号线钟
阁(종각)站3号出口，或3号线安国(안국)站6号出
口 +营业时间：09:30-20:00中秋、春节当天休
息 +电话：02-735-6529

中 中

+关键字：韩国茶餐厅、怀旧便当 +关键字：纪念品店、韩国手工艺品+关键字：品牌概念店、化妆品咖啡店

 优惠券 * %  Wi-Fi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1

1

2

2

3

3

深度游旅行笔记

必做的6件事必做的6件事
去三清洞&仁寺洞

去仁寺洞

去三清洞 一定要做的3件事！

一定要做的3件事！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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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大活力街 홍대젊음의거리

购物街&弘大牛小肠美食街 쇼핑거리&홍대 곱창거리

弘益儿童公园&涂鸦街 홍익어린이공원&벽화거리

夜生活地带 밤문화Zone

4

5

6

7

这条街上有许多很合年轻人口味的炸鸡啤酒店和烤肉店，且家家实惠美味，因此是韩国年轻
人经常聚餐的地方。另外，周五至周日的傍晚，许多年轻的街头艺人会选择在此表演，让小街更
具弘大式活力。

交通：地铁2号线、机场铁路、京义线的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9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70米即是。

并排的两条街道位于弘大最热闹的中心地带。购物街上聚集有许多价格较为便宜的小店，是学生族们最爱的淘宝地。而狭窄的美食街内聚集了
大大小小十几家牛小肠店家，是偏爱烤牛肠的饕客们最爱的觅食地。

交通：地铁2号线、机场铁路、京义线的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9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70米后再右转，并沿路直行约120米后过马路即是。

弘益儿童公园和涂鸦街是最能体现弘大地区特色街头文化的地方。弘大正门旁的小胡同被街
头涂鸦爱好者当成天然“画板”。而3月~11月每周六13:00-18:00，弘益儿童公园便是成为了艺
术人的“作品贩卖地”。

交通：地铁2号线、机场铁路、京义线的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9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70米后右转,
          沿路直行约120米后过再左转并直行约200米，右转过马路直行约17米便能看见弘益儿童公园咯！

在弘大购物街&弘大牛小肠美食街过后的地区内，聚集有许多western bar、house music 
club等娱乐场所，是首尔“夜猫子”们的活动地带。这里的一天始于中午，晚饭饭点才开始真正
苏醒。

交通：地铁2号线、机场铁路、京义线的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9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70米后再右
          转，并沿路直行约120米后过马路，再直走约200米后即是。

   夜晚  1~2小时

   下午   2~3小时

   下午   1~2小时

   夜晚   2~3小时

株)在首尔公司 (주)짜이서울

弘大民宿地带 홍대게스트하우스구역

弘大小资街 홍대빈티지샵거리

1

2

3

“在首尔”是一个由70、80后中韩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公司，工作氛围十分轻松，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哦！

TIP：您现在所阅读的 《 <在首尔>自由行掌上攻略》 就诞生于此。另外，首尔旅游月刊杂志《在首尔》、首尔旅游地图《口袋地图》及“‘在首尔’韩国旅游网”
         也都是“在首尔”出品哦！

交通：地铁2号线、机场铁路、京义线的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2号出口出来后，左转并直行约150米后，过马路并向右直行约70米，再左转并直行约170米后，在
          十字路口左转并步行约80米即可。

与弘益大学附近活力面貌不同的是，2号线弘大入口站西北边主要为居民区，首尔大部分的
民宿都聚集于此。由于往来的游客较多，因此这里还聚集有许多实惠的私人咖啡厅。

TIP：想要预订首尔最具人气的超值民宿？登录stay.zaiseoul.com一步搞定!
交通：地铁2号线、机场铁路、京义线的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1号出口出来后，步行约380米后在庆南结婚
          礼堂(경남예식홀)处右转，再直行约100米即是。

在弘大入口站8号出口附近，有一条很受女大学生喜爱的小资街，由于位置稍偏，因此来往
的游客较少。但与弘大中心区的购物街相比，这里的服饰小店、咖啡厅、饰品店等都更精致、更
好逛。

交通：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8号出口出来后，往右走约120米后，朝马路对面的7-ELEVEn便
          利店旁的卧牛山路27街(와우산로27길)前行即可，小资街就位于该路的后半段。

   上午  30分钟

   上午  30分钟

   下午   1~2小时

弘大 홍대 想要体验更为激情活力的旅程，那就一定不能错过弘大。在街道墙面上的涂鸦前留影，欣赏街头乐队、B-BOY们的露天表
演，在CLUB内释放自己的能量⋯⋯总之，弘大似乎每一处都充满了吸引青春活力的魅力，因此这里也是首尔年轻人最爱的集聚
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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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大地区精选

HOZ Trickeye特丽爱3D美术馆 
트릭아이미술관

戒指村(弘大总店)
 
반지마을(홍대본점)

该品牌主打内增高休闲鞋，设计简单、
用色鲜艳，给人一种活力时尚感。独家的
内增高鞋垫与休闲鞋衔接完美，穿起来很是
合脚。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浦区卧牛山路27路 43 서

울특별시 마포구 와우산로27길 43 + 交通：近地
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8号出口 + 营业时
间：13:00-22:00周日休息 +电话：02-337-91
40

借助高品质错视作品，足不出户也可摆
拍出周游世界的梦幻纪念照哦!另外，夏日里
最具人气的立体冰雕展馆也很值得一看。

+ 人均/门票：15,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麻浦区弘益路3路 20，B2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홍

익로3길 20, B2 +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
(홍대입구)站9号出口 +营业时间：09:00-21:00 
(入场截止至20:00) 全年无休 +电话：02-3144-
6300

这是一家教客人制作戒指的DIY工坊，
《我们结婚了》中的“脸赞夫妇”也曾在此
制作过情侣戒呢!

+ 人均/门票：5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麻浦区卧牛山路19路 6-11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와

우산로19길 6-11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
(홍대입구)站9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18:10 
全年无休 +电话：02-324-7310

弘益大学是韩国非常有名的艺术类大学，而弘大地区独有的街头文化及文艺气息，正是热爱艺术的弘大学生们建立起来的。例如：弘大周边
的街道围墙成为了美术系的“画板”，小区儿童公园成为设计系的“作品贩卖地”，地铁站旁的街道成了声乐系的“舞台”⋯⋯这些象征青春、自
由、时尚的元素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弘大街头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弘大的一天始于中午，且晚饭饭点时才开始真正苏醒。这里的服饰店、化妆品店及部分餐厅一般中午11点才开始营业。而当夜幕降临，酒
吧、夜店等夜生活文化的“主角”们才开始营业，此时整个弘大街头也随之high到沸点。不管你是喜欢重低音的electronic house夜店，还是
偏爱hippop旋律，在弘大每隔一条马路，你就能找到一家不同风格的夜店。若对韩流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找一下韩国三大娱乐公司之一——
YG Entertainment的老板梁铉锡所开的hippop夜店nb1和nb2哦！

民宿(guest house)是指利用当地居民住宅空间、结合当地人文风情打造的家庭式旅店。相对于星级酒店而言，民宿并没有高级奢华的设
施，但它能让人切身感受到当地风情、体验当地生活，且价格实惠，基本价格从每人每天100多元人民币起。首尔目前有约900多家民宿，其中
一半以上都聚集在弘大，因此弘大可谓是引领首尔民宿的风向标。在弘大地区的民宿中，你不仅能找到以特色装修为卖点的个性民宿，突出家庭
氛围的温馨民宿，还能找到独具韩国特色的传统韩屋民宿。虽然民宿的装修风格会因主人的生活阅历与喜好不同，但他们异曲同工的温馨氛围会
使来自他乡的旅友们倍感舒适安逸。

此外，民宿文化中的另一大魅力就是：老板。许多民宿的老板自身就是爱旅游、爱美食、爱生活的“热心肠”。他们会为客人做免费的旅
游建议，告诉客人周围有哪些当地人才知道的地道美食，让客人感觉像是遇见了久违的当地好友一般，忘却了自己“住客”的身份，并更爱弘大
这片随性、温暖的地方。如果你还不太了解什么是民宿的话，不妨来弘大亲自感受一下这里的民宿文化，给自己一个制造旅行故事的机会，寻找到
属于你的弘大惊喜。                                                                                                       以上民宿图片来源于民宿预约网站：stay.zaiseoul.com中% %

+关键字：潮牌鞋店、内增高休闲鞋 +关键字：DIY工坊、手工戒指、情侣戒

TukTuk Chicken 朴明秀猪蹄的名手
 
박명수 족발의 명수 Hello Kitty Café

外酥里嫩的招牌啤酒鸡，透着淡淡的啤
酒香，鲜嫩多汁、清爽不油腻。除了啤酒鸡
外，店内还有其它口味的炸鸡也很不错哦!

+ 人均/门票：1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麻浦区游乐广场路 74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어울마당

로 74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
9号出口 + 营业时间：周日~周四 16:00-01:30
周五~周六 16:00-02:00全年无休 + 电话：02-
338-5315

韩星朴明秀经营的美味猪蹄店。独家
“炸猪蹄”，在酱香猪蹄的制作基础上，轻
微过油煎炸后，猪皮香脆，猪肉鲜嫩!

+ 人均/门票：16,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麻浦区卧牛山路17路 25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와우

산로17길 25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대

입구)站9号出口 + 营业时间：周日~周四 12:00-
02:00 周五~周六 12:00-04:00 全年无休 + 电
话：02-326-2329

店内随处都有凯蒂猫的影子，凯蒂猫玩
具、凯蒂猫窗户、连咖啡及甜点上也都有凯
蒂猫。超级梦幻，超级萌!

+人均/门票：6,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
浦区游乐广场路 94-3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어울마

당로 94-3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대입

구)站9号出口 + 营业时间：10:00-23:00 (点餐
截止至22:00) 全年无休 +电话：02-334-6570

中

+关键字：餐厅、啤酒烤鸡、炸鸡 +关键字：主题咖啡店、凯蒂猫+关键字：餐厅、猪蹄、明星朴明秀的店

TANG
 
탕 STYLE NANDA

 
스타일난다 GENTLE MONSTER(弘大店)

该店从内到外都以老式韩国公共澡堂为
主题打造而成。想要体验特色弘大酒文化，
就来这儿挂个澡堂手牌，喝杯韩国烧酒吧!

+ 人均/门票：1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
市麻浦区小桥路 10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잔다리로 

10 +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대입구)站9
号出口 +营业时间：18:00-06:00 全年无休 +电
话：02-325-8781

韩国第一女性网购品牌STYLENANDA
在弘大建造的“时尚帝国”，也是人气韩妆
品牌3ce的实体店哦!

+人均/门票：8,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
浦区卧牛山路29da路23 서울특별시 마포구 와우

산로29다길 23 +交通：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홍
대입구)站8号出口 +营业时间：11:00-23:00全
年无休 +电话：02-333-9215

该品牌的墨镜在时尚博主圈内人气很
高，店内多款墨镜还是全智贤、李敏镐、金
宇彬、权志龙等韩星佩戴的同款哦!

+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浦区瓮幕路7路 48 서울

특별시 마포구 독막로7길 48 +交通：近地铁2、6
号线合井(합정)站3号出口 + 营业时间：13:00-
22:00 全年无休 +电话：02-3144-0864

+关键字：主题酒吧、复古澡堂 +关键字：潮牌眼镜店、韩星同款、时尚博主追捧+关键字：潮牌服装店、潮牌化妆品、3ce

+关键字：特色美术馆、3D错试效果壁画

 优惠券 * %  Wi-Fi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深度游旅行笔记

爱上弘大的 3个理由3个理由

街头文化1

夜生活文化2

民宿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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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鸥亭整形一条街 압구정성형외과거리1

如果你对江南整形很好奇，则可以前往林荫路东北方向的“狎鸥亭整形一条街”参观一下哦！
交通：地铁3号线狎鸥亭(압구정)站3、4号出口均可，出来即是整形一条街。

   下午  30分钟

林荫路 가로수길

盘浦大桥 반포대교

2

3

 2-1  设计师品牌购物区 디자이너편집샵거리   下午  1~2小时

由于新晋设计师及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大多位于林荫路北面路段，因此就形成了这一带以设计师品牌店为主的特色购物区。

交通：地铁3号线狎鸥亭(압구정)站5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600米后左转便是设计师品牌购物区的狎鸥亭路12街(압구정로12길)咯！

 2-2  下午茶 Tea time   下午  1~2小时

林荫路上的咖啡店从店内装修到餐点，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讲究。在此，随便选一家咖啡店坐下，喝个下午茶，绝对是一种浪漫的小资享受哦！

TIP：P.39有推荐店家哦！

 2-3  时尚精品店购物区 부티크쇼핑거리   下午  1~2小时

许多林荫路才有的精品服饰店及人气网店的实体店，都集中在林荫路的南面路段。喜欢精品购物的白领们可不能错过咯！

TIP：下午1点左右，这里会有许多韩国网店模特拍外景照片哦！
交通：地铁3号线新沙(신사)站8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260米后左转便是时尚精品店购物区的岛山大路13街(도산대로13길)咯！

 3-1  双人自行车沿江游 강변자전거투어   下午  1小时

白天来盘浦大桥，除了野餐之外，还要骑一骑这里的双人自行车。迎着江风，踏着双人自
行车，欣赏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绝对无限浪漫哦！

交通：地铁3、7、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고속터미널)站8-2号出口出来后，右转直走约560米后再右转，并
          直行约50米便能看见左手边的盘浦大桥汉江通道，穿过通道的右手边便有租借自行车的地方哦！

 3-2  盘浦大桥月光彩虹喷泉 반포대교 달빛무지개분수   夜晚  1~2小时

来到盘浦大桥，自然不能错过最负盛名的“月光彩虹喷泉”，特别是夜间的彩虹喷泉，五
彩灯光映照下的喷泉水帘如孔雀开屏一般绽放在宽阔的江面之上，凌空勾勒出水珠璀璨的动感
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喷泉时间：4月~6月、9月~10月 周一~周五 12:00 20:00 21:00；周末及节假日 12:00 17:00 20:00 
                  20:30 21:00 / 7月~8月 周一~周五 12:00 20:00 20:30 21:00；周末及节假日 12:00 17:00 
                  19:30 20:00 20:30 21:00 21:30
交通：地铁3、7、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고속터미널)站8-2号出口出来后，右转直走约560米后再右转，并
          直行约50米便能看见左手边的盘浦大桥汉江通道，穿过通道即是。

林荫路 가로수길 新沙洞林荫路虽然位于繁华商业区江南，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优雅惬意之美，使得许多设计师将工作室及潮服店开设
在此，并吸引了许多国际品牌入驻，是韩国潮人及白领丽人们最偏爱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还有许多不错的精品
男装店，关注韩国时尚的男生们也可以来此逛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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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荫路地区精选

MAG N MAG 103 around the corner

在汇集众多潮牌单品的MAG N MAG
店内,不仅能找到超多明星追捧的KOOL-
ABURRA雪地靴，还能找到类似于FREAK
品牌的时尚趣味生活潮品哦!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3街9 서

울특별시 강남구 도산대로13길 9 + 交通：近地铁3
号线新沙(신사)站8号出口 + 营业时间：11:00-
22:00 全年无休 +电话：02-511-9370

这家小店其实是韩国人气网店103的实
体店。许多喜欢网购，却怕衣服上身不合适
的女生，都会选择在店内试穿后再网购呢!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3街 38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도산대로13길 38 +交通：近地
铁3号线新沙(신사)站8号出口 + 营业时间：周
一~周五10:30-22:00 周六10:30-22:30 周日
11:00-22:00中秋、春节当天休息 +电话：02-
511-5661

这是一家混合多个品牌、多样风格的多
元时装店，店内不仅有LG FASHION打造的
韩国服饰品牌商品，还有许多LG FASHION
在韩国代理的海外服饰品牌商品。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12街 22 서

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12길 22 +交通：近地铁
3号线新沙(신사)站8号出口 +营业时间：11:00-
22:00全年无休 +电话：02-545-5325

沙发旁的小木马、矮墙上的小油
灯⋯⋯这家充满童趣的小资咖啡店是新沙洞
一带少有的三层建筑咖啡店，就连李宇春也
闻名而至，在此拍摄画报哦！店内的牛奶冰
沙和绿茶冰沙不仅冰爽可口，而且都超级大
杯，点一份就足够3~4个女生分享咯！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162街 39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강남대로 162길 39

这里就是韩国最有名的专卖杯子蛋糕的小资咖啡店。外形上匠
心独运的杯子蛋糕，口味繁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一种叫作“红色天鹅
绒”的杯子蛋糕，奶油芝士的香甜丝滑和巧克力蛋糕的醇厚香浓碰撞
出一种苦甜交揉的美妙滋味。此外，天蓝色香草奶油蛋糕、花生南瓜
蛋糕的诱人色泽都会吸引你驻足于此。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12街 34-4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 12길 34-4

结合了咖啡店、蛋糕店、花店的Bloom and goute，用它的
每一个角落诠释着甜蜜与浪漫，为每一位来此的客人带去视觉、嗅
觉、味觉的浪漫享受。在充满花香的店堂内，喝一杯醇香的咖啡，
吃一口甜蜜的蓝莓蛋糕，一定会让你立刻拥有一个惬意午后哦！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10街 35-1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 10길 35-1

注重甜点品质的朋友，最不能错过的就
是这家叫“SONA”的精品甜点咖啡店。
正如店内所贴示的字条：make DESSER-
Ts BETTER一样，SONA的甜点师一直为
制作出最棒、最美味的甜点而努力。SONA
独创的甜点Course绝对为你带去如高级西
餐版层层递进的美味享受哦！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162街 40 2F 
           서울시 강남구 강남대로 162길 40 2F

Café Oui

goodovening cupcake Bloom and goute

SONA

这家以早午餐为特色的小资咖啡店，
是许多喜欢享受周末早餐时光的小资们的
最爱。店内主打现点现烤的Tarte法式馅
饼，其中以Tarte Tartan最为人气，现场
烤制出的馅饼香脆可口，配上甜蜜奶油和
冰爽冰淇淋，一口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呢!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151街 55 2F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논현로 151길 55 2F

AVEC NOUS

中

+关键字：潮牌单品店、欧美潮牌 +关键字：品牌服装店、LG FASHION旗下

烈凤酱鸡
 
열봉찜닭 Two Plus

 
투뿔등심 AMY CHOCO

味道有点儿像中国菜的韩国酱鸡，是一
道很合中国人口味的韩国美食。明星SEV-
EN开的这家酱鸡店口味偏辣，建议不能吃
辣的饕客选择微辣哦!

+ 人均/门票：15,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江南区岛山大路15街8 2F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도

산대로15길 8 2F +交通：近地铁3号线新沙(신사)
站8号出口 + 营业时间：11:00-22:30 全年无
休 +电话：02-3445-1012

这家烤韩牛店不仅选材上乘，更以其
亲民的价格备受白领欢迎。一大片肥美诱
人的韩牛，只要29,000韩元,绝对吃到爽，
吃到值!

+ 人均/门票：32,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江南区狎鸥亭路12街18 B1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

구정로12길 18 B1 +交通：近地铁3号线狎鸥亭
(압구정)站4号出口 +营业时间：11:30-22:00 全
年无休 +电话：02-515-5712

在这间首尔地区规模最大的巧克力咖
啡厅——AMY CHOCO内，不仅能尝到纯
正美味的巧克力，还能尝到加入巧克力的创
意美食哦!

+人均/门票：6,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
南区狎鸥亭路10街 30-1 2F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10길 30-1 2F +交通：近地铁3号线新沙
(신사)站8号出口 +营业时间：11:30-23:00 全年
无休+电话：02-733-5509中

+关键字：餐厅、酱鸡、辛辣、明星SEVEN的店 +关键字：咖啡厅、巧克力特色+关键字：餐厅、韩国烤肉、韩牛

banana tree

旅行路上，偶尔也需要一些甜品带来的
小惊喜。在这里尝一个创意可爱的“盆栽蛋
糕”，再配上一杯棉花糖拿铁咖啡，让自己
度过一个最棒的下午茶时间吧!

+人均/门票：6,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
区狎鸥亭路4街 10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4길

10 + 交通：近地铁3号线狎鸥亭(압구정)站5号出
口+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1:00-21:00周日 12:
00~20:00 全年无休 +电话：02-3442-6050

该店开业不久便成为了林荫路上的冰淇
淋“人气王”，主打款乌云冰淇淋不仅样子
新颖独特，口味也新奇美味。

+ 人均/门票：7,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江南区狎鸥亭路14街 24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

정로14길 24 +交通：近近地铁3号线狎鸥亭(압구

정)站4号出口 +营业时间：11:00-22:00 全年无
休 +电话：02-6207-1029

PERCHÉ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并且
大部分美鞋都是由25年以上经验的匠人们打
造而成，设计时尚、穿着舒适。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3街 31-
3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도산대로13길 31-3 + 交通：
近地铁3号线新沙(신사)站8号出口 + 营业时
间：11:00-22:00全年无休 + 电话：02-542-
8542

PERCHEREMICoNE

+关键字：咖啡厅、花盆蛋糕 +关键字：鞋店、自主设计、手工打造+关键字：冰淇淋店、创意冰淇淋、乌云冰淇淋

+关键字：网购实体店、舒适休闲风

 优惠券 * %  Wi-Fi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深度游旅行笔记

来到林荫路，除了设计师小店、精品服饰店之外，还有一样不能错过的便是小资咖啡店。由于林荫路的独特文艺氛围，这里的咖啡厅不仅
家家装修别致，就连咖啡及甜品也都是精益求精的精品。腾出一点旅行时间，选一家这里最有名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吃一份甜品，一边听歌
一边观察窗外来往的行人，给自己一个用心感受的旅行故事吧！

盘点林荫路

5大小资咖啡店5大小资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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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鸥亭罗德奥 압구정로데오

清潭洞 청담동

1

2

coex 코엑스3

 1-1  蚕院汉江公园入口 잠원한강공원입구   上午  1~2小时

从地铁站出来后，往汉江方向直走便会有一个叫作“兔窝”的地下通道，整条通道满是街
头涂鸦，许多喜欢摄影、热爱街头文化的人常会来此。

交通：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데오)站1号出口出站后，直行约300米即是“兔窝”地下通道。

 1-2  狎鸥亭罗德奥街 압구정 로데오거리   下午  1~2小时

狎鸥亭罗德奥街是一条位于狎鸥亭与清潭洞的交界处的街道。由于这里聚集了许多特色美
食店、精品小店、奢侈品门店，因此是许多江南小开及名媛们偏爱的聚会地。

交通：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데오)站6号出口出站后，直行约100米后便能见到一间PARIS 
           CROISSANT面包店，左转就是狎鸥亭罗德奥街咯！

 2-1  清潭洞名品街 청담동 명품거리   下午  1~2小时

清潭洞名品街被誉为“韩国香榭丽舍大道”，该街道两旁都是LV、Dior、PRADA、GUCCI、Cartier等奢侈品牌的旗舰店。而走进街
道两旁的岔路，你会发现那里还密集了许多如VERA WANG、MONCLER等国内不常见的奢侈品牌旗舰店哦！

交通：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데오)站2、3号出口出站后即是。

 2-2  明星经纪公司 연예인기획사   下午  1小时

有首尔“曼哈顿上东区”之称的清潭洞，是首尔明星、富豪们私宅聚集的地方。而自清潭洞名品街起的清潭洞地区，便聚集有几家韩国明星经
纪公司。喜欢韩流的话，可以顺便看看哦！

交通：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데오)站2、3、4号出口附近均有明星经纪公司。

 3-1  coexMALL 코엑스몰   下午  1~2小时

清潭洞站以南，便是三成地区。而该地区最有名的还要数由国际会议中心与娱乐商区组合而成的coex。这里的coexMALL地下购物城相当于
奥林匹克主赛场的14.5倍大，集游戏娱乐、文化体验、展览等多种元素为一体。

交通：地铁2号线三成(삼성)站5、6号出口之间有一条直通coexMALL的便利通道哦！

 3-2  水族馆 아쿠아리움   下午  1~2小时

在coex内还有一个“coex水族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笨笨的小企鹅、《海底总动员》里的可爱尼莫等有趣的海洋生物哦！

交通：地铁2号线三成(삼성)站5、6号出口之间有一条直通coexMALL的便利通道，水族馆就位于地下1层。

狎鸥亭罗德奥&清潭洞 압구정로데오&청담동 狎鸥亭与清潭洞是江南区内最具代表性的地段，一个以整形一条街享誉全球，一个
以明星、富人区闻名于世。但游客们常去的则主要为：狎鸥亭东面的狎鸥亭罗德奥地区
及清潭洞名品街地区。关注高端时尚、韩流明星的游客们，一定要来此感受一下哦！

ⓒcoex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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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鸥亭&清潭洞地区精选

DEMETER Pierrot Strike Bowl&Pub 江南旅游信息中心
 
강남관광정보센터

《我们结婚了》中“闪光夫妇”来过的
品牌香水店。在此，你还可以在调香师的指
导下，用自己钟爱的香料调出一款独一无二
的香水哦!

+ 人均/门票：80,000韩元(50ml) + 地址：首尔特
别市江南区宣陵路 843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선릉로

843 +交通：近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

로데오)站5号出口 +营业时间：10:30-22:00中
秋、春节当天休息 +电话：070-8654-3067

这里就是江南地区最酷炫的夜光保龄球
馆。被霓虹灯装饰的轨道，身边被星星点点
的光所包围，给人一种仿佛置身于浩淼的宇
宙的奇妙错觉。

+ 人均/门票：5,000韩元/轮 + 地址：首尔特
别市江南区宣陵路 818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선릉

로 818 + 交通：近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
구정로데오)站4号出口 + 营业时间：18:00-凌晨
03:00 全年无休 +电话：02-6007-8889

江南区就连旅游咨询中心也和其他地区
不同，独立的2层楼建筑，1楼为免费提供旅
游、美容等相关资讯的地方，2楼则是一个
免费参观的K-POP主题展示馆哦!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 161 서울

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 161 + 交通：近地铁3号
线狎鸥亭(압구정)站6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
19:00中秋、春节当天休息 + 电话：02-3445-
0111

聚集了医疗美容、高级SPA及私人会所的狎鸥亭，是江南小开、名媛们常去的地方。自汉南大桥起至狎鸥亭罗德奥街之间的地区，均为狎鸥
亭，共有2个地铁站点可到达该地区。从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出站的话，便是江南最有名的“整形一条街”；从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站出站的话，便
是狎鸥亭与清潭洞的交界街道——时尚罗德奥街。白天的罗德奥街人流稀少，店铺也是一半开、一半关的，好像没什么人气，但从傍晚起，这里便
好似变了副模样。每到晚饭饭点，罗德奥街上便时常有豪车开过，小开名媛们在此吃美食、尝甜点、品红酒。另外，由于罗德奥街附近有SM、JYP
等明星经纪公司，因此偶尔还能见到明星或练习生来此呢！

有首尔“曼哈顿上东区”之称的清潭洞，是首尔明星、富豪们私宅聚集的地方，同时也是多个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韩国旗舰店的所在地。自
狎鸥亭罗德奥街站起，至清潭大桥之间的地区，均为清潭洞，共有2个地铁站点可到达该地区。从地铁7号线清潭洞站出站的话，便是有许多韩星
居住的明星住宅区；而从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站出来后，便是首尔最负盛名的清潭洞名品街，许多明星经纪公司也位于此处。在清潭洞名品街两
旁，LV、Dior、 PRADA、GUCCI、Cartier等顶级服饰、珠宝品牌及BURBERRY、EMPORIO ARMANI、Marc Jacobs、GIVENCHY等二
线服饰品牌的旗舰店一字排开，高端奢华、气势非凡。走进街道两旁的岔路，你会发现那里还密集了许多如VERA WANG、MONCLER等国内
不常见的奢侈品牌旗舰店。若走至名品街的西南端，你便能找到Hermès旗舰店、SK-II旗舰店。若有在免税店、百货店寻不到的新品或限量商
品的话，就一定要来清潭洞“猎购”咯！中

+关键字：品牌香水店、DIY香水 +关键字：旅游咨询中心、美容整形&韩流文化相关

KogiiKogii Grill5taco Cafe MAJO&SADY

薄荷五花肉、红灯笼辣椒五花肉、咖哩
五花肉⋯⋯在这里，你可以一次尝遍店主独家
秘制的近10种五颜六色的特色口味五花肉哦!

+ 人均/门票：1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江南区彦州路172街 28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언주로

172길 28 +交通：近地铁3号线狎鸥亭(압구정)站
2号出口 +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11:30-03:00
周六11:30-03:00 周日11:30-22:30 全年无
休 +电话：02-543-4244

从路边摊白手起家的社长将韩国饮食元
素加入传统墨西哥卷饼(TACO)的制作中，
创造出更合亚洲人口味的新式墨西哥卷。

+ 人均/门票：8,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江南区宣陵路152街 15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선릉

로152길 15 + 交通：近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
奥(압구정로데오)站4号出口 +营业时间：11:00-
24:00全年无休 +电话：02-512-5549

MAJO和SADY的主题咖啡店不管是主
题装修、周边商品还是饮品味道，都绝对是
首尔一定不能错过的地方哦!

+人均/门票：3,000韩元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
南区宣陵路148街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선릉로148
길 +交通：近地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

데오)站4号出口 +营业时间：10:00-23:00春节
当天休息 +电话：02-512-1204

中

+关键字：餐厅、韩国烤肉、特色口味五花肉 +关键字：主题咖啡店、甜品+关键字：餐厅、墨西哥卷饼、明星东海投资经营

10·corso·como L’inoui BLACK Martine SITBON

网罗了米兰时装周上所有潮流设计，是
韩流明星和上流名媛的选择。在韩国大型百
货店内都难以寻求的高档欧洲品牌，在此都
能一网打尽。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 416 서울

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416길 + 交通：近地铁盆
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데오)站3号出口 + 营
业时间：11:00-20:00 全年无休 + 电话：02-
3018-1010

张东健、玄彬、金秀贤、张根硕、少女
时代等众多韩流明星的私服搭配中，经常能
看到该品牌包包的“身影”哦!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54街 25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압구정로54길 25 + 交通：近
地铁3号线狎鸥亭(압구정)站2号出口 + 营业时
间：10:00-22:00全年无休 + 电话：02-518-
2962

该品牌以经营女士鞋包为主，极受少女
顾客偏爱。最与众不同的是，该品牌的鞋子
3只为一套，由一只左脚鞋和两只设计不同
的右脚鞋组成。

+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172街 51
서울특별시 강남구 언주로172길 51 + 交通：近地
铁盆唐线狎鸥亭罗德奥(압구정로데오)站5号出
口 +营业时间：10:00-22:00 中秋、春节当天休
息 +电话：02-518-2097中

+关键字：名品服饰店、高端时尚设计概念商店 +关键字：潮牌鞋包店、不对称潮鞋+关键字：潮牌包店、明星同款

+关键字：特色保龄球馆、夜光保龄

 优惠券 * %  Wi-Fi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SM trainning center

整形一条街

JYP Ent.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深度游旅行笔记

走进江南区，你便能感受到首尔最奢华耀眼的都市色彩，而狎鸥亭和清潭洞则是最能展现江南区特色风貌缩影的地方。一辆飞驰在清潭洞
名品街的名车驶进了一处豪宅，下车的是某某知名韩星⋯⋯类似于这类如韩剧般的故事，在狎鸥亭及清潭洞可谓是“最平凡的事”，因为狎鸥亭
与清潭洞就是引爆韩流明星文化的中心、韩国政要名流及明星艺人们的高级住宅区、奢侈品购物的风向标⋯⋯总之，提起江南区的狎鸥亭及清潭
洞，一切有关奢华、名流的江南关键词，便会自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因此，想要感受真正的江南style，自然要从狎鸥亭与清潭洞开始。

这才是真正的 江南style！江南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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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梁津水产市场 노량진수산시장

63广场(63大厦) 63스퀘어(63빌딩)

1

2

在鹭粱津水产市场即可尝到首尔最便宜新鲜的海鲜，又可感受韩国市场的热闹氛围，因此这
里不仅是外国游客们的热门景点，也是许多旅游记者们最推荐的景点之一。

交通：地铁1、9号线鹭粱津(노량진)站2号出口出来后，上天桥就可到达鹭粱津水产市场的3楼的露天停车
          场，下楼便是市场和加工餐厅哦！

63广场指的就是63大厦的所在地。作为汝矣岛的地标性建筑的63大厦，曾是韩国最高的大
楼。大厦内除了有高空展望台之外，还有蜡像馆、水族馆等有趣的观光设施，让游客除了能收获
汉江之美，还能找寻更多旅行乐趣。

交通：地铁5号线汝矣渡口(여의나루)站4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940米后右转再走约200米即可。

   下午  1小时

   夜晚  1~2小时

汝矣岛汉江公园 여의도 한강공원

KBS

3

4

 3-1  汉江滨江大道 한강산책로   下午  1小时

汝矣岛靠江的一边均为“汝怡岛汉江公园”，而临江的汉江滨江大道则是许多韩国人周末
野餐、散步的地方。

TIP：没带便当的话，叫个外卖炸鸡或炸酱面也不错哦！
交通：地铁5号线汝矣渡口(여의나루)站2、3号出口均可。

 3-2  汉江游船 한강유람선투어  夜晚  1~2小时

由于夜色下的汝矣岛汉江景致怡人，因此汝矣岛汉江公园内还有多个运营观光游船的码
头。想要坐游轮夜游汉江的朋友，可以来此看看哦!

交通：地铁5号线汝矣渡口(여의나루)站3号出口出来后，朝岸边方向走就能找到咯！

 3-3  樱花庆典 벚꽃축제  下午  1~2小时

每到樱花盛开的4月，国会议事堂一侧的樱花路便会举办首尔最有名的“樱花庆典”。白
天，绽放的樱花让这里成为粉色的花海。夜晚，霓虹灯照耀下的樱花将这里装扮成魔幻乐园的景
象。

交通：地铁9号线国会议事堂(국회의사당)站6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300米后右手边的U型街道就是咯！

 3-4  烟花庆典 불꽃축제   夜晚  1小时

每年10月，多个世界著名的烟花表演队会在63大厦附近为市民呈上一场绚丽的烟花盛宴。
在63层大厦上观看烟花，效果最佳哦！

交通：地铁5号线汝矣渡口(여의나루)站4号出口出来后，直行约940米后右转再走约200米即可。

 4-1  看得见的广播电台 보이는 라디오  下午  30分钟

在KBS电视台的KBS厅(KBS홀)内，有几间半透明的电台播音室。在这些“看得见的广播
电台”前，能亲眼目睹韩流明星录制节目时的风采哦！

交通：地铁9号线国会议事堂(국회의사당)站4号出口出来后，沿右手边人行道直行约140米后，向右转并
          直行130米后便能看到KBS入口，进入后向右走便能找到。

 4-2  KBS On(观摩厅) KBS온(견학홀)   下午  小时

免费对外开放的KBS On(观摩厅)也是KBS的必看景点之一。在这里，你可以参观KBS电视
台综艺节目展示厅、观摩电视台节目的现场录制，甚至还可以自己走入模拟电视台播音室学播一
下新闻呢！

交通：地铁9号线国会议事堂(국회의사당)站4号出口出来后，沿右手边人行道直行约140米后，向右转并
          直行130米后便能看到KBS入口，进入后向左走便能找到。

汝矣岛 여의도 汝矣岛是汉江中的一座岛屿，岛上不仅有韩国的国会议事堂，还有韩国多家知名电视台、银行、证券交易所。因此，汝
矣岛不仅是首尔的政治、传媒中心，还是首尔的主要金融中心。此外，频频出现在韩国电视节目上的63大厦、汝矣岛公园、
汉江公园也都位于汝怡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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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矣岛地区精选

深度游旅行笔记 

帝王蟹

鲍鱼

生鱼片

1楼海鲜市场的海鲜商铺主要分为生鲜、冷冻两大类。在挑选的时候，除了比
较价格之外，还要注意海鲜的鲜活度和产地，因为越是新鲜的海鲜价格虽高，但口
感更好。如：韩国本土的海鲜价格会略高一些，但新鲜度和口感更有保证。

将食材交给餐厅大妈并选择完加工方法后，就
可以入座。晚餐时间市场内客人较多，因此上菜速
度也会较慢。建议先吃点儿生鱼片配烧酒，感受一
下韩国餐厅的热闹氛围。

+ TIP +

鹭粱津水产市场内的第三大人气海鲜便是“帝
王蟹(킹크랩)”。这里的帝王蟹大多都是超大只的俄
罗斯进口蟹，个头最小的也有两公斤左右，售价在
55,000韩元/公斤(约313.5人民币/公斤)左右。挑帝
王蟹一般选公的为佳，此外还可以捏下蟹脚，看看蟹
肉是否结实。

除生鱼片之外，市场内最不能错过的美食便是
鲍鱼(전복)！这里的鲍鱼大多不论斤卖，而是按个数
卖。3只济州岛鲍鱼大约在10,000韩元(约57人民币)
左右，而3只野生鲍鱼约需20,000韩元(约114人民
币)左右。

生鱼片是这里最实惠也是最人气的美食。首选
是比目鱼(광어)、石斑鱼(우럭)。选鱼时，建议尽量
挑选养殖类的活鱼，因为韩国养殖鱼都是经过检验
的，相比野生活鱼更卫生。价位方面，中等大小的
石斑鱼与比目鱼的“套餐价”大约在30,000韩元(约
171人民币)左右。

地址 首尔特别市铜雀区诺多尔路 688
688, Nodeul-ro, Dongjak-gu, Seoul

交通 地铁1、9号线鹭粱津(노량진)站2号出口出来
后，步行约2分钟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

24小时，全年无休。
高级海产：00:00 ~ 24:00 
一般海产：01:30 ~ 22:00
冷冻海产：03:30 ~ 22:00 
贝类海产：01:00 ~ 22:00

支付方式 银联卡、韩币现金

旅游韩语小贴士

安宁哈赛哟

偶吧摸脚哟

欧尼一包哟

康萨哈米达

米安那米达

1. 问候语
您好

哥哥您真帅！

姐姐您真漂亮！

非常感谢！

对不起

안녕하세요. 

오빠 너무 멋져요! 

언니 너무 이뻐요! 

감사합니다. 

미안합니다. 

二妈也哟

一抱把都端拿哟

嘎嘎主塞哟

卡德腿哟

2. 购物
多少钱？

可以试穿吗？

便宜点儿吧~

能刷卡吗？

얼마에요?

입어봐도 되나요?

깎아주세요~

카드 돼요?

一高主塞哟

搭的摊木耳/参木耳/抠拉/萨一打

一高妹窝哟

安妹该嘿主塞哟

拖妹该嘿主塞哟

玛尼主塞哟

该散嘿主塞哟

3. 用餐
请给我这个。

热水 / 凉水 / 可乐 / 雪碧

这个辣吗？

请做微辣，谢谢。

请做重辣，谢谢

请多给点儿。

请给我账单。

이거 주세요.

따뜻한물/찬물/콜라/사이다

이거 매워요? 

안 맵게 해주세요.

더 맵게 해주세요.

많이 주세요. 

계산해주세요.

哟哥一奥道开卡哟

哟哥一奥地扫内力面腿哟

工行奥道开卡哟

4. 问路
我想去这儿，请问怎么走？

我想去这儿，请问在哪儿下车？

请问去机场怎么走？

여기 어떻게 가요?

여기 어디서 내리면 돼요?

공항까지 어떻게 가요?

帮撑缩嘿主塞哟

plug一拿哟

6. 住宿
请打扫一下房间。

请问有电源转换器吗？

방 청소 해주세요. 

플러그 있나요?

一锅塞卡主塞哟

啊呸赛我主塞哟

5. 打的
请您带我们去___(目的地)。

请在前面停车。

이 곳에 가주세요.

앞에 세워주세요.

雅姑哦一拿哟

卡恩哥一/度痛/哥一亲/幺儿/Allergie

7. 药店
请问药店在哪儿？

感冒 / 头痛 / 咳嗽 / 发烧 / 过敏

약국 어디 있나요?

감기/두통/기침/열/알레르기

仓库43(总店)
 
창고43(본점) 笑豪亭(汝矣岛店)

 
소호정(여의도점) IFC MALL

精选特一级韩牛肉作为食材的烤韩牛，
让你品尝外香里嫩、鲜滑多汁的韩牛美味。

+ 人均/门票：5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永登浦区国际金融路6街 33 4F 서울특별시 영

등포구 국제금융로6길 33 4F + 交通：近地铁5、
9号线汝矣岛(여의도)站5号出口 +营业时间：11:
00-22:00 中秋、春节当天休息 + 电话：02-
786-5959

30年老字号安东汤面店，招牌料理汤
面和汤饭传承了安东地区的传统口味，就连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也是该店的常客之一。

+ 人均/门票：10,000韩元 + 地址：首尔特别市
永登浦区国会大路 800 서울특별시 영등포구 국

회대로 800 + 交通：近地铁9号线国会议政堂(국
회의사당)站1号出口 + 营业时间：11:00-21:30 
中秋、春节当天休息 + 电话：02-780-0363

这里就是韩国的国际金融中心(IFC)内
部的购物商城。是一个汇集了H&M、ZAR-
A、Mango、GAP等国际时尚品牌的大型休
闲购物中心哦!

+ 地址：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洞国际金
融路 10 서울특별시 영등포구 국제금융로 10 +交
通：近地铁5、9号线汝矣岛(여의도)站IFC地下
通道 + 营业时间：10:00-22:00 全年无休+ 电
话：02-6137-5000中 中

+关键字：餐厅、烤肉店、烤韩牛 +关键字：购物商城、国际金融中心、品牌购物+关键字：餐厅、汤面、汤饭

 优惠券 * %  Wi-Fi 中 中文服务  银联卡使用可否

更多“在首尔”优惠券信息，请登陆zaiseoul.com/coupon查看详情。

鹭粱津水产市场攻略鹭粱津水产市场攻略
首尔最不能错过的海鲜市场

+ 海鲜加工小贴士 +
加工海鲜的餐厅几乎都在2楼，每家的费用基本

都差不多，大致为：每人3,000韩元(约17.1人民币)
的座位费；根据料理方式及食材的重量再收取一定
的食物加工费，例如：帝王蟹清蒸费大约为5,000韩
元/公斤(约28.5人民币/公斤)；4~5人份的辣鱼汤加
工费约为15,000韩元(约85.5人民币)；烤鲍鱼的加
工费约为5,000韩元(28.5人民币)等。生鱼片可直接
带入店内食用,做生鱼片剩下的鱼头和鱼骨头可加工成
鱼汤，帝王蟹、龙虾等海鲜一般清蒸，鲍鱼等贝壳一
般都是烧烤。

+ 市场内必吃的3大人气海鲜 +

TIPT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