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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四通八达的交通

·8座国际机场，5个邮轮专用码头

·仁川国际机场：年运行班次达39万次，12年蝉联全球机场服务质量  

 （ASQ）评估首位，是连接大韩民国与世界的桥梁

·仁川港邮轮码头：设施先进，可容纳全球最大22.5万吨级邮轮 

·高铁：一流的高铁基础设施，四通八达，无处不及 

魅力四射的
大韩民国

安全的社会治安

·夜间治安令人放心

·个人治安世界排名前五（InterNation，2017）

·访韩游客治安满意度调查第一（韩国统计厅，2017）

韩流，大韩民国独有的时尚潮流

·热火朝天、劲爆时尚的K-POP

·秀色可餐、营养丰富的K-FOOD

·浪漫甜蜜、怦然心动的K-DRAMA

·独具新颖、丰富多彩的K-FESTIVAL

用领先一步的IT技术与世界沟通

·全球首个实现5G全国商业化的国家 

·信息通信技术全球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9全球创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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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

·清风扑面，鸟语花香的春天

·冰凉的山涧溪水和炙热沙滩打造出的激情盛夏

·通透湛蓝的天空下火红的枫叶和银白色紫芒摇曳的秋天

·为大地披上雪衣的纯白冬季

·茂密的树林下溪水潺潺的树林

·天水相接一望无际的东海岸

·拥有壮美滩涂的西海岸    

五千年的历史

·始于公元前石器时代的生活记录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特点

·16项世界记忆遗产、13项世界遗产

·传宗接代流传下来的2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世界认可的会展策划能力

·经验丰富的18个地区会展团队（CVB）

·全国20处会展中心

·会议举办次数：208,013次，参加人数2,003万人次（截至2017年）

·奖励旅游举办次数：11,202次，44万人次（截至2017年）

·国际会议举办次数：世界第二（890次），占全球8%（以2018年为准）

妙趣横生的体验活动

·五彩缤纷、吸引众人的韩国文化体验

·尽情领略陆海空的动感体验

·充满韩国风情的村庄体验

·培养默契的团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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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会展基础设施
韩国国内的8座国际机场和20处会展中心形成良好的移动路线，

各地会展局为会议的顺利举办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地区 会展机构 会展中心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官网

首尔特别市
首尔旅游财团  
http://kr.miceseoul.com  
mice@seoulwelcome.com

coex   460,000 19,780
（不包括展览区）

http://www.coex.co.kr

aT中心  959 640 http://atcenter.at.or.kr

SETEC  11,019 
500

（不包括展览区）　
http://www.setec.or.kr

釜山广域市
釜山旅游发展局
http://www.bto.or.kr
busanmice@bto.or

BEXCO  76,910 10,462 http://www.bexco.co.kr

大邱广域市
大邱会展局
http://www.daegucvb.com
info@daegucvb.com

EXCO  26,944 3,470 http://www.exco.co.kr

仁川广域市
仁川旅游发展局
http://www.travelicn.or.kr
cvb@into.co.kr

松岛会展中心  117,163 26,664
http://www.songdoconvensia.

com

光州广域市
光州旅游会展局
http://www.visitgwangju.kr  
convention@gwangjucvb.or

金大中会展中心  12,027 1,054 http://www.kdjcenter.or.kr

大田广域市
大田市场营销公社
http://www.dime.or.kr  
micedaejeon@dime.or.kr

大田会展中心  24,281 2,875 http://www.dcckorea.or.kr

 大田贸易展览馆
（2021年重装开业）

 14,500  -
http://www.dime.or.kr：
8088/kotrex/main.do

蔚山广域市
蔚山城市公社
http://www.umca.co.kr 
052-255-1814

蔚山会展中心
（2021年重装开业）

43,000 5,700 http://www.umca.co.kr

京畿道

京畿旅游发展局
http://www.gmice.or.kr
gmice@gto.or.kr KINTEX  108,566 75,946 http://www.kintex.com

高阳会展局
http://goyangcvb.com
goyangcvb@goyangcvb.
com

水原会展中心 97,602 9,048 http://www.scc.or.kr水原会展局
http://www.suwoncvb.or.kr
christina@suwoncvb.or.kr

江原道
江原国际会议中心
http://visitgangwon.or.kr  
gwcvb@visitgangwon.or

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 5,475 4,872
http://www.alpensia.com/

convention/info.do

全罗北道
全罗北道旅游管理科
http://www.jeonbuk.go.kr
063-280-4741  

群山新万金会展中心  23,179 2,576 http://gsco.kr

全罗南道
全罗南道文化旅游财团
http://jact.or.kr
061-980-6851

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19,769  2,960 http://expo2012.kr 

庆尚北道

庆尚北道文化旅游发展局
http://www.gtc.co.kr 
054-740-7233

庆州和白会展中心  31,336 4,048 
http://www.crowncity.kr/
hico/ko/main/main.do

庆州会展局
http://www.hicocity.kr
054-702-1014

GumiCo  14,392 780 http://www.gumico.com

青松文化旅游财团
http://www.cctf.or.kr
054-873-9050

安东国际会展中心
（2021年重装开业）

- - -

庆尚南道
庆南会展局
http://www.gncvb.or.kr
gncvb@gncvb.or.kr

昌原会展中心  60,240 1,460 http://www.ceco.co.kr

济州
特别自治道

济州会展局
http://www.jejucvb.or.kr
064-739-2206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63,477 10,190 http://www.iccjeju.co.kr

襄阳国际机场

大邱国际机场

金海国际机场

务安国际机场

清州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金浦国际机场

济州国际机场

松岛会展中心 仁川

水原会展中心 水原

大田会展中心
大田贸易展览馆
（2021年重装开业）

大田

群山新万金会展中心 群山

金大中会展中心 光州

KINTEX 高阳

coex
SETEC
aT中心 首尔

GumiCo龟尾

安东

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平昌

昌原会展中心昌原

大邱 EXCO

庆州 庆州和白会展中心

釜山 BEXCO

蔚山 蔚山会展中心
（2021年重装开业）

安东国际会展中心
（2021年重装开业）

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丽水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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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地推荐活动应用方案
韩国旅游发展局为帮助前来韩国参

加企业会议和奖励旅游的团队，特印发

此宣传册以供参考。

  可容纳50人以上进行团体活动的体验设施

  以成人为对象的短期体验项目

  从会展中心、大规模度假村等当地重点会展设施方便前往的场所 

推荐标准

2. 推荐活动概览

首尔

仁川
大邱

[ 真实K-POP舞蹈体验 ]  .................  016
[ Cosmojin K-POP体验 ]  ..............  017
[ 缪斯舞蹈韩流体验 ]  .......................  034
[ 旅游信息体验中心制作纯天然化妆品 ] ..  106
[ 韩医药博物馆手工制作韩方化妆品 ]  ..  107

首尔

仁川

京畿道

济州道

釜山

蔚山

庆尚南道

大邱

庆州市
庆尚北道

江原道

全罗南道

大田

[ 首尔宣传片! ]  ....................................  026
[ 另一个自我 ]  .....................................  027
[ 怪物虚拟现实体验 ]  .......................  039
[ 永宗海边铁轨自行车 ]  ..................  040
[ Camp Greaves《太阳的后裔》体验 ] ...  051
[ 香草岛乐园疗愈体验 ]  ..................  052
[ 爱宝乐园极品生态体验 ]  .............  052
[ 小法兰西盖章之旅 ]  .......................  053
[ BBQ橄榄油炸鸡营 ]  ......................  054
[ 山葡萄酒体验 ]  ................................  054
[ 玻璃岛玻璃体验 ] ............................  055
[ 平康乐园工艺体验 ]  .......................  056

[ 穿上传统服饰体验海女文化 ] ....  064
[ 偶来小路徒步旅行 ]  .......................  064
[ 探索济州共情之旅 ]  .......................  065
[ 探索济州茶道之林豪华型 ] .........  066
[ PanStar邮轮 ]  .................................  080
[ Yacht Tale快艇体验 ]  ..................  080
[ 钻石湾快艇体验 ] ............................  081
[ Yachtbook快艇体验 ]  .................  081
[ La Cucina烹饪班 ]  ........................  082
[ “本”鱼糕制作体验 ]  ..................  082
[ 鲸鱼文化村5D立体影像体验 ]  .......  089
[ 现代汽车工厂见习 ]  .......................  089
[ 现代重工见习 ]  ................................  090
[ 河东野生茶博物馆茶礼体验 ] ...  100
[ Good Day博物馆 ]  ........................  100
[ 洛东江铁轨自行车 ]  .......................  101
[ E-WORLD ]  ......................................  112
[ 八公山缆车体验 ] ............................  113
[ 当当乐园炸鸡体验 ]  .......................  114
[ The ARC文化馆江河文化体验 ] ....  114
[ 庆州任实奶酪学校 ]  .......................  121
[ 神秘的大伽倻之旅，铁的远征队 ] ....  127
[ 山林治愈园疗愈之旅 ]  ..................  128 
[ 永郎湖旅游区花郎徒体验 ]  ........  137
[ 玉山家玉石洞窟体验 ]  ..................  138
[ 书与印刷博物馆印刷文化体验 ] ... 139
[ 三炭艺术矿场艺术及想象游乐场 ] ...  139
[ 丽水海洋铁轨自行车体验 ] ..........  158
[ 丽水邮轮体验 ] ..................................  158
[ 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木工艺体验 ] ... 164
[ 宝文山森林治愈中心疗愈体验 ] ... 164

首尔

仁川
釜山

大邱
庆州市
江原道

[ 国际禅中心寺院寄宿 ]  ..................  020
[ 津宽寺寺院寄宿 ] ............................  020
[ 莲灯国际禅院寺院寄宿 ]  .............  038
[ 弘法寺寺院寄宿 ] ............................  076
[ 仙岩寺寺院寄宿 ] ............................  076
[ 桐华寺寺院寄宿 ] ............................  111
[ 骨窟寺寺院寄宿 ] ............................  120
[ 月精寺寺院寄宿 ] ............................  134

京畿道

济州道

釜山
蔚山
庆尚北道

光州
全罗北道

[ 制作水原华城立体拼图 ]  .............  044
[ Cerapia风铃涂色体验 ]  ...............  044
[ 木芽博物馆传统工艺体验 ]  ........  045
[ 洗美苑荷花文化体验 ]  ..................  046
[ 纸美术馆纸工艺体验 ]  ..................  046
[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  .......................  060
[ 日出乐园天然染色主题派对 ] ....  061
[ 釜山陶艺中心陶艺体验 ]  .............  072
[ 外高山瓮器村瓮器体验 ]  .............  084
[ 青松白瓷体验 ]  ................................  124
[ 李花万里村传统工艺体验 ]  ........  124
[ 开室村传统文化体验 ]  ..................  125
[ 无等山粉青沙器制作体验 ] ..........  145
[ 韩纸产业支援中心韩纸工艺 ] ....  147
[ 寒碧文化馆传统工艺体验 ]  ........  148
[ 大胜韩纸村韩纸体验 ]  ..................  149

京畿道
釜山
江原道

[ 运动萌兽室内运动体验 ]  .............  049
[ 传奇英雄模拟运动 ]  .......................  078
[ 冰壶体验 ]  ..........................................  135

首尔 [ 找不同 ]  ...............................................  021
[ 首尔奔跑任务 ]  ................................  022
[ 城市探索 ]  ..........................................  022
[ 找韩文 ]  ...............................................  023
[ 首尔寻宝 ]  ..........................................  024
[ 小小许愿船 ]  .....................................  024

首尔

济州道

[ 乱打体验 ]  ..........................................  025 
[ Do，敲击心灵！ ]  ..........................  025
[ 环保打击乐兴趣小组 ] ...................  063

釜山

庆尚南道

江原道

[ 恋上冲浪 ]  .........................................  077
[ 独木舟体验 ]  .....................................  077
[ 赛艇 ] ....................................................  078
[ KHR镜湖江漂流 ]  ..........................  096
[ 山清镜湖江漂流 ] ...........................  096
[ 人与海漂流 ]  ....................................  097
[ Let’s Go漂流 ] .................................  097
[ 冲浪海滩冲浪体验 ]  .......................  135

釜山
庆尚南道

江原道

[ Good Survival松亭训练场 ] ......  079
[ Laon Leports生存游戏 ]  ...........  098
[ Survival Net生存游戏 ]  ...............  098
[ 江村旅游农园生存游戏 ]  .............  136
[ 加里山休闲运动公园休闲运动 ]  .... 137
[ 麟蹄飞天公园休闲运动 ]  .............  137

京畿道

大邱

仁川
济州道
庆尚南道

[ 挑战韩国探险体验 ]  .......................  050
[ 加平高空滑索 ]  ................................  050
[ 大邱森林生态主题公园探险 ] ....  112

[ 江华海边路极体验 ]  .......................  038
[ 9.81公园赛车体验 ]  ......................  062
[ 天际路极体验 ]  ................................  099

仁川
京畿道

釜山

蔚山

庆州市
江原道

全罗北道

[ 弥邹忽传统饮食文化研究院美食体验 ]  ...  036
[ 辛奇学校腌制辛奇 ]  ......................  047
[ 韩佳园韩果体验 ]  ........................... 048
[ 东亚学院韩餐体验 ]  ....................... 070
[ 然酵材发酵文化学校 ]  .................. 071
[ 釜山烹饪班韩餐制作体验 ]  ........ 071
[ 糕妈妈韩式甜品体验 ]  .................  085
[ 茶开糕坊茶点体验 ]  ......................  086
[ Surime韩餐体验 ] ..........................  119
[ 静江园韩餐体验 ] ............................. 132
[ 葛谷名匠韩果体验 ]  ....................... 133
[ 全州拌饭体验 ]  ................................. 146
[ 淳昌辣椒酱制作体验 ]  .................. 147

仁川

济州道
釜山

蔚山

庆尚南道

大邱
庆尚北道
 
全罗北道
全罗南道

[ 仙才岛渔村体验 ] ............................  036
[ 浦内渔村体验村 ] ............................  037
[ 新丰里济州村庄文化体验 ]  ........  062
[ 甘川文化村体验 ] ............................  074
[ 白浅滩文化村体验 ]  .......................  075
[ Durufarm自然生态体验 ]  ..........  075
[ 金谷体验休养村农场体验 ]  ........  087
[ 鸱述岭漆田村农家乐 ]  ..................  088
[ 碑石下村农家乐 ] ............................  094
[ 池城农家乐 ]  .....................................  095
[ 九岩农场体验村 ] ............................  110
[ 李花万里农家乐 ] ............................  126
[ 开室村农家乐 ]  ................................  126
[ 新侍岛渔村体验 ] ............................  154
[ 突山芥菜大律村韩餐体验 ]  ........  156
[ 金鳌岛休养村特色体验 ]  ..................  156
[ 丽水滩涂晚霞村传统文化体验 ]  ....  157

首尔

仁川
京畿道

釜山

庆尚南道

大邱

庆州市

庆尚北道

光州
全罗北道

大田

首尔
全罗北道

[ 贞洞剧场传统艺术体验 ] ...............  018  

[ 寒碧文化馆长鼓、板索里、假面舞体验 ] .... 153
[ 国乐圣地韩国传统节拍体验 ] .....  153

[ Cosmojin跆拳道体验 ]  ................  018 
[ 2小时学会韩文 ]  .............................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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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区

은평구

마포구

강서구

양천구

구로구

영등포구

금천구
관악구

서초구

송파구

강동구

동작구

용산구

성동구
광진구

중랑구

동대문구

중구

서대문구

성북구

강북구

도봉구

노원구

종로구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coex

SETEC

aT中心

68.8公里

33.5公里
33.5公里

69.9公里69.9公里

33.8公里
33.8公里

72.5公里72.5公里
35.7公里
35.7公里

京畿道

江原道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全罗南道

济州道

全罗北道

仁川

忠清北道

忠清南道 大田

光州

大邱 庆州市

蔚山

釜山

首尔

仁川国际机场 金浦国际机场
 coex 69.9公里

 aT中心 68.8公里

 SETEC 72.5公里

 coex 33.8公里

 aT中心 33.5公里 

 SETEC 35.7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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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超乎想象的设施，先进技术与古老传统相结合的场所，最韩国也是最

世界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首尔的无限魅力！   

 重点会展中心：coex，aT中心，SETEC 

 当地会展局：首尔旅游财团，http://kr.miceseoul.com，

                        mice@seoulwelcome.com 

完美的会展城市

[ 首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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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传统与未来共存的首尔，精彩的体验活动也随处可见，在此经历的独特经验将成为

一生难忘的记忆。

① 韩流体验 

传统今天我就是K-POP明星！韩流专家从表情到动作，提供一站式指导，近距离接触风

靡全球的韩流，一直以来的好奇和精神压力会迎刃而解。

[ 真实K-POP舞蹈体验 ]
传统提供受到外媒认可的体验项目，由现役K-POP领舞讲授真正的K-POP舞蹈。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西桥洞真实K-POP舞蹈工作室

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真实K-POP舞蹈 010-3445-2737，realkpopdance@gmail.com

其他信息
http://www.realkpopdance.com
http://facebook.com/realkpopdance 

真实K-POP舞蹈体验

[ Cosmojin K-POP体验 ]
会讲会讲英语的舞蹈专家上门指导，隐藏在深处的舞蹈细胞将被唤醒出来。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可上门授课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Cosmojin旅游咨询 02-318-0345

其他信息 http://www.cosmojin.com

Cosmojin K-POP体验

1. 首尔

推荐活动

S E O U L

韩国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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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国技院或韩国文化之家（KOUS）
（可在团队住处附近的体育馆授课）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日语、韩语

承办单位 Cosmojin旅游咨询 02-318-0345  

其他信息 http://www.cosmojin.com

Cosmojin跆拳道体验

[ 2小时学会韩文 ]
韩国由长期研究韩国语语音和语义的金海浪诗人亲手讲授韩国文字，只需投资2小时就

会发生用韩文写出自己姓名的奇迹。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景福宫附近咖啡店（可上门授课）

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金海浪韩国语汉字教育研究所 010-2726-6194，a1231z@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instagram.com/haeranggeum

 ]

2小时学会韩文

② 传统音乐体验

韩国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打击乐器——长鼓和大鼓节奏感强，且在多人一起敲打时更

能体现出深邃的和音，尤适合选作团建项目。通过学习韩国传统节拍和乐器，融入韩国

人的“兴致”，缓解工作压力。 

[ 贞洞剧场传统艺术体验 ]
韩国前往韩国代表性文化艺术空间贞洞剧场，先欣赏一段板索里演出，然后在现役演员

的指导下学习长鼓和板索里。

活动规模 长鼓：50人以内；板索里：20～8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中区贞洞路贞洞剧场 

所需时间 30分钟 提供语言 汉语（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日语、韩语

承办单位 贞洞剧场 02-751-1500，cs1500@jeongdong.or.kr 

其他信息
http://www.jeongdong.or.kr 
http://facebook.com/jeongdongtheater

贞洞剧场传统艺术体验

③ 传统文化体验

韩国拥有五千年历史的韩半岛有着独特的生活文化方式。富有线条美的韩服和韩屋、 

刚柔并济的跆拳道以及系统科学的韩文，都是值得一试的文化体验。

[ Cosmojin跆拳道体验 ]
韩国韩国武术流传两千年，其中以被选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跆拳道最具人气。跆拳道强

调内外兼修和团队协作，学习完基本动作后，不妨鼓起勇气，挑战击破木板。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020 021

首
尔

津宽寺寺院寄宿

① 奔跑任务游戏

寺院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最多的团队获胜。按照团队人数、特点以及活动时间设计

最佳的体验项目。任务极其简单，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做到，但如果没有团队精神就难以

成功，尤适合作为团建项目。以首尔的著名景点为背景展开一场与众不同的冒险游戏。

[ 找不同 ]
寺院穿上漂亮的韩服前往景福宫，找出手中的景福宫图片与实景的不同。

活动规模 200～1,0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景福宫一带

所需时间 2～3小时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日语、韩语

承办单位 韩服男 010-6485-8507

④ 寺院寄宿

寺院寺院寄宿包括参加礼佛、学习寺庙礼仪等部分宗教性活动，但更多的是冥想、散步、

茶道体验等韩国佛教独有的身心修行和文化体验。

[ 国际禅中心寺院寄宿 ]
寺院位于城区内，交通便利，设有1日（3小时）和2日体验。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阳川区木洞国际禅中心

所需时间
一日型：3小时30分钟
体验型：15:00～次日10:00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国际禅中心 02-2650-2213，2242

其他信息
http://seoncenter.templestay.com
http://www.templestay.com/temple_info.asp?t_id=seoncenter  

国际禅中心寺院寄宿

[ 津宽寺寺院寄宿 ]
寺院津宽寺位于首尔北汉山脚下，紧邻恩平韩屋村，这里提供的斋饭食材新鲜、营养丰富，

可谓是康乐型寺院寄宿。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恩平区津宽寺

所需时间
一日型：2小时30分钟
休息型：14:00～次日10:00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津宽寺 02-388-7999

其他信息
http://jinkwansa.templestay.com
http://www.templestay.com/temple_info.asp?t_id=jks1080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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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探索

[ 找韩文 ]
在首首尔的主要景点都隐藏着韩文词汇。即使不会读也没有关系，只要找出这些词拼起来，

谁拼得好谁就是胜者。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各处

所需时间 1～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Aju Incentive Tours 02-786-0028，ajuincentive@ajutours.co.kr

其他信息 http://www.ajutours.co.kr

找韩文

[ 首尔奔跑任务 ]
在首在首尔的主要景区以迷你游戏形式开展，将旅游、回忆、快乐融于一体。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内主要景点（中区南山谷韩屋村，龙山区南山首尔塔，
钟路区昌德宫，中区明洞）

所需时间 5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Etourism 02-323-6850，010-4403-4436，info@koreaetour.com  

其他信息
http://www.koreaetour.com
http://facebook.com/koreaetour 

首尔奔跑任务

[ 城市探索 ]
在首在钟阁、首尔站、弘大等首尔江北地区的热门场所进行别开生面的城市探索。

活动规模 20～25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钟阁，龙山区首尔站，麻浦区弘大附近
（场所可能变动）

所需时间 1～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Rokstar 070-7722-8868，010-5042-1337， 
rokstarseoul@gmail.com

其他信息 http://www.roksta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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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乐器演奏体验

横穿演奏需要团队成员间分享演奏技巧、发挥合奏能力，是一项提高团队协调能力的好

活动。团队协作得越好，演出就越精彩。

[ 乱打体验 ]
横穿乱打是使用韩国传统乐器和厨具进行演奏的音乐活动。届时将由乱打演员用舞台上

实际使用的鼓讲授韩国传统敲鼓方式。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大学路乱打学院

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提前申请可提供汉语和日
语服务，限周一至周五）

承办单位 乱打学院 02-721-7686，godjul@nanta.co.kr

其他信息 http://www.nanta.co.kr

乱打体验

[ Do，敲击心灵！ ]
横穿伴随美妙的音乐演绎出鼓和舞的盛宴，不仅传统音乐，各种风格的乐曲都可以选择。

活动规模 20～2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大学路Beat Ta Movenent （可上门授课）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日语、韩语

承办单位
Beat Ta Movement 
010-8265-0722，010-7219-0702，betamove@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instagram.com/betamove
http://cafe.naver.com/betamove

② 清溪川任务

横穿横穿首尔市中心的清溪川因交通方便、夜景秀美，一直以来深受首尔人的喜爱。在

此举行团建活动，定能让整个团队加强沟通和协作，为每个人留下难忘的回忆。

[ 首尔寻宝 ]
横穿清溪广场的各个角落里隐藏着写有数字的纸条，按照数字可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

游览清溪川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奖品，可谓一举两得。

活动规模 3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清溪广场

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俄语、印尼语、韩语

承办单位 Jane DMC Korea 02-720-7506

其他信息 http://www.janetour.com

[ 小小许愿船 ]
横穿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叠成小船后放到清溪川中，祈愿梦想成真。

活动规模 3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清溪广场

所需时间 30分钟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俄语、印尼语、韩语

承办单位 Jane DMC Korea 02-720-7506

其他信息 http://www.janetour.com

小小许愿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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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自我 ]
向专向专家学习绘画技巧，用缤纷的色彩在画幅上画出自己或队友的肖像。如果再加

上团队口号或愿景，还能提升团队向心力。如果事先提供相片，可以提前进行素描底

画操作。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Drinking Drawing画室（可上门授课）

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Drinking Drawing 010-5162-1532，cozzun@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dkingdwing.modoo.at 
http://instagram.com/drinkingdrawing

另一个自我

[ 首尔宣传片！ ]
团队团队成员按照目的地的不同分成几个小组，各自扮演领队、摄影师、撰稿人等角色，

让我们一起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制作一段精彩的首尔宣传片。

 

活动规模 30～3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首尔各处

所需时间 4小时（上午）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Aju Incentive Tours 02-786-0028，ajuincentive@ajutours.co.kr

其他信息 http://www.ajutours.co.kr

首尔宣传片！

特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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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韩餐烹饪班 ]
套餐（VIP套餐及普通套餐）、菜品可以自由选择，亲手打造独一无二的韩餐桌。

 所需时间：2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我爱韩餐 070-7786-1445，ceo@ilovehansik.com

 其他信息：http://instagram.com/ilovehansik，http://facebook.com/ilovehansik 

[ 红豆馅糯米糕 ]
从韩服获取灵感，制作出精美绝伦的红豆馅糯米糕。

 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桑妮的晚餐 010-5025-0210，truly2004@naver.com

 其他信息：http://www.sunnysdining.com，http://winstagram.com/sunnySiningbz 

[ 乐在韩餐 ]
使用时令食材制作韩餐和韩式发酵食品。  
 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Cosmojin旅游咨询 02-318-0345

 其他信息：http://www.cosmojin.com

[ Stayfolio尽在韩屋 ]
身穿韩服，在繁华城区里的静谧韩屋中领略韩国传统文化。

 所需时间：3小时

 承办单位：Stayfolio 02-1670-4123，stayfolio@stayfolio.com

 其他信息：http://www.stayfolio.com，http://instagram.com/stayfolio

[ Modern韩尽在韩屋 ]
身穿韩服，游览繁华都市里静谧的韩屋村落。

 所需时间：3小时

 承办单位：Modern韩 02-816-7856，modern.han.info@gmail.com

 其他信息：http://www.modernhan.kr，http://instagram.com/modern.han

[ 阴阳五行与我 ]
 通过韩国塔罗牌和阴阳五行来重新了解自我。

 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121北村 010-6295-3700，ofoodart@naver.com

 其他信息：http://121bukchon.modoo.at

[ 韩流明星化妆学习班 ]

一起来学韩国艺人的化妆技巧。
 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H&K Consulting 02-737-2160～2

 其他信息：http://www.hnkt.co.kr

[ K-POP制作学习班 ]
成为K-POP制片人，挑战制作K-POP MV。

 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King Studio 02-6338-2428，global@musicking.co.kr

 其他信息：http://kingstudio.co.kr，http://facebook.com/kingstudio.kr

[ Cosmojin传统国乐体验 ]
学习韩国传统节拍，与队友携手打造一场精彩绝伦的和谐之音。

 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Cosmojin旅游咨询 02-318-0345  

 其他信息：http://www.cosmojin.com

[ 音乐打击乐及韩国舞蹈 ]
学习用韩国传统舞蹈“三鼓舞”中的鼓来演奏K-POP。

 所需时间：2小时20分钟 

 承办单位：Golden Cats 010-5097-1773，golden_cats@naver.com

 其他信息：http://www.goldencats.co.kr，http://www.youtube.com/user/amidalda

[ 马格利酒酿造体验 ]
一起动手酿造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发酵酒——马格利酒。

 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水曲 010-9117-9975，sugukseoul@gmail.com

 其他信息：http://www.sugukseoul.com

[ 温故团建韩餐烹饪班 ]
汇集全体队员的创意和凝聚力来制作韩餐（可选清真或素食）。

 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温故食品烹饪学校 02-3446-1607，ongofood@ongofood.com 

 其他信息：http://www.ongofood.com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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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人力车发现首尔面貌 ]
乘坐人力车前往首尔各大景点，寻找首尔鲜为人知的魅力。   

 所需时间：1～2小时

 承办单位：Artee人力车 02-1666-1693  

 其他信息：http://www.arteepedicab.com

[ 和厨师一起逛市场做韩餐 ]
在当地市场购买食材后制作韩餐。 

 所需时间：3小时 

 承办单位：五味烹饪研究所 010-5060-5250  

 其他信息：http://www.5-tastes.com

[ 双结卡包 ]
用天然染色皮革制作我的漂亮卡包。

 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妍志皮革工房 010-7503-8517，yenzy@naver.com

 其他信息：http://yenzy.co.kr，http://instagram.com/yenzy.co.kr 

[ 首尔密室逃脱 ]  
在有限的时间内，用凝聚力挑战密室逃脱。

 所需时间：30分钟；1小时；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Sam Next 02-501-6502，010-8463-1114，info@seoul-escape.com

 其他信息：http://seoul-escape.com，http://facebook.com/seoulescape

[ 大韩民国的骄傲——射箭体验 ]
体验奥运会赛场上夺冠的喜悦，向着金色箭靶射个痛快。

 所需时间：1小时20分钟；2小时

 承办单位：X-TEN室内射箭场 010-5057-9422，tjr070808@naver.com

 其他信息：http://x-ten-archery.com，http://instagram.com/xten_acr

[ 花香芬芳的团建体验 ]
在良才花卉集贸市场“F-Square”开展的活动，一起动手体验一下K-Style插花。

 所需时间：2小时～3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汉语（普通话、广东话）、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F-Square 02-573-8805

 其他信息：http://www.f-square.kr

[ 螺钿传统名匠指导的螺钿体验 ]
用韩国传统的螺钿工艺制作出华美绚丽的工艺品。

 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珍珠贝 02-2253-7585，010-9182-9051，ymspace@jinjooshell.com

 其他信息：http://www.jinjooshell.com，http://facebook.com/jinjooshell

[ DIY螺钿漆器工艺体验 ]
用韩国传统的螺钿漆艺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艺术灵感。

 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Mizi Company 010-5385-5370，mizicompany1@gmail.com

 其他信息：http://instagram.com/mizicompany，http://facebook.com/mizicompany

[ 外国人跆拳道体验 ]
从基础动作到对决，和队友一起喊出气势，宣泄压力。

 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Kang’s全球跆拳道 010-3768-2233，dddings@naver.com

 其他信息：http://instagram.com/shindong_kang，http://cafe.naver.com/tkdkkun

[ 广藏市场的跑男 ]
看点丰富多彩、小吃琳琅满目的广藏市场，和队友们一起上演一次电视综艺节目《跑男》。

 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Jane DMC Korea 02-720-7506

 其他信息：http://kr.janetour.com 

[ 拍摄首尔任务 ]
前往首尔的各大景点参加游戏后拍摄照片，全程导游陪同，无忧无虑。

 所需时间：8小时

 承办单位：Korealinx 02-897-7897 

 其他信息：http://www.korealinx.com

[ 首尔公交攻略 ]
乘坐公共交通前往首尔的各大景点完成任务。

 所需时间：3小时

 承办单位：Traesco 02-718-9331，010-2225-4434，noah@traesco.com

 其他信息：http://www.trae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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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

仁川

水原市

高阳市
KINTEX

29公里29公里

金浦国际机场 

水原会展中心

仁川国际机场 

松岛会展中心

35公
里

35公
里

17公里17公里
52公里
52公里

54公
里

54公
里

71公里71公里

京畿道

江原道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全罗南道

济州道

全罗北道

仁川

忠清北道

忠清南道 大田

光州

大邱 庆州市

蔚山

釜山

首尔

仁川国际机场 金浦国际机场

 松岛会展中心 29公里

 KINTEX 52公里

 水原会展中心 71公里

 松岛会展中心 35公里

 KINTEX 17公里

 水原会展中心 54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国际国际会议特色城市仁川是进入大韩民国的关卡，拥有四通八达的交
通和最新基础设施。距仁川国际机场和仁川港20分钟车程的松岛国际城
市是韩国首个国际会议综合园区，可步行往返于开展各种规模会展活动
的国际会议设施、特级酒店、购物中心及景点之间，为会奖参加者献上
极大的满足感。

 重点会展中心：松岛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仁川旅游发展局，http://www.travelicn.or.kr，

                       cvb@into.co.kr

通往世界的枢纽

智能会展城市

[ 仁川 ]

国际京畿道作为东北亚经济和商务的枢纽，拥有先进的工业设施和方便
的交通网络，是大韩民国首屈一指的会展举办地。之所以称京畿道为最佳
会展举办地，是因为这里有诸多政府优惠政策和最佳的基础设施。优秀的
会展设施、丰富的会展旅游资源、与众不同且设施齐全的特色场所相结合
的京畿道将是团队活动的不二之选。  

 重点会展中心：KINTEX，水原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京畿旅游发展局，http://www.gmice.or.kr，

                       gmice@gto.or.kr  

多合一会展举办地

[ 京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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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仁川素来是进入韩国的关门，也是最早接受外国文化与制度的对外窗口，这里有丰

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以及以大海和滩涂为主题的特色自然体验。

① 韩流体验 

仁川今天我就是K-POP明星！韩流专家提供从表情到动作的一站式指导，近距离接触风

靡全球的韩流。

[ 缪斯舞蹈韩流体验 ]
仁川学习舞蹈的基本动作和最新流行的K-POP舞蹈。专家指导核心要点，可在短时间内

学会绚烂的舞姿，还能把体验过程拍下来留念。另外还有专业的舞蹈队为交流活动或晚

宴提供精彩的舞蹈表演。 

活动规模 不限（每组25人）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松岛国际城市缪斯舞蹈学院
（大型团队在本院签约场所进行）

所需时间
舞蹈要点体验：1小时30分钟
整支舞体验：每天2小时，共4天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缪斯娱乐 010-5005-5565

其他信息 http://blog.naver.com/sunalee81

2-1. 仁川

推荐活动

I N C H E O N

韩国文化体验 

缪斯舞蹈韩流体验

② 传统文化体验

仁川传统文化体验是学习和体验韩国传统文化的活动，玩玩游戏拍拍照，为韩国之旅打

造与众不同的经验。 

[ 月尾文化馆传统体验 ]
仁川月尾文化馆有文化解说员常驻，可以学到宫廷御膳或宴会桌等韩国传统饮食文化。

穿上宫廷服饰或婚礼服等具有韩国特色的服装在拍照区打卡留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公园月尾文化馆

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文化解说员常驻

承办单位 月尾文化馆 032-440-5933

月尾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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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韩餐制作体验

仁川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这来源于韩餐丰富的食材与繁复的烹饪手

法。也正因此，韩餐烹饪成为团建活动的首选项目。队员们分工合作，从准备材料到烹

饪美食，这一番过程令菜变得更好吃，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更坚固。

[ 弥邹忽传统饮食文化研究院美食体验 ]
仁川一起学习制作韩餐后再学习配餐和摆桌，深度体验韩国的饮食文化。提供的菜品有

炖鸡、烤牛肉、拌饭等正餐和包括花糕在内的甜品以及辛奇等发酵食品。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公园月尾文化馆韩餐体验馆 

所需时间
辛奇体验（包含品尝辛奇饼）：1小时30分钟
美食体验（包含用餐）：1小时30分钟
甜品体验（包含茶点）：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弥邹忽传统饮食文化研究院 032-463-9911

其他信息 http://www.jfood.or.kr

弥邹忽传统饮食文化研究院美食体验

④ 当地村庄体验

仁川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在海边的

村庄尽情感受大自然，了解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仙才岛渔村体验 ]
仁川不仅可以在仙才岛游渔场滩涂挖蛤蜊或乘坐滩涂船，还可以前往海上钓鱼体验场体

验海钓。 

活动规模 海钓：150人以内；滩涂体验：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翁津郡仙才岛仙才渔村体验村

所需时间 海钓：4小时；滩涂体验：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仙才渔村体验村 010-2276-3115

其他信息 http://선재어촌체험마을.com

仙才岛渔村体验

[ 浦内渔村体验村 ]
仁川位于舞衣岛内的小渔村，提供滩涂体验、无人岛体验和海钓，还有用贝壳制作盆栽

的工艺体验。

活动规模 滩涂体验：不限；工艺体验：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中区舞衣岛浦内渔村体验村

所需时间
滩涂体验：2小时30分钟
工艺体验：1小时；钓鱼体验：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浦内渔村体验村 032-752-5422，010-3569-5422

其他信息 http://www.포내어촌체험마을.kr

浦内渔村体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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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寺院寄宿

仁川寺院寄宿包括参加礼佛、学习寺庙礼仪等部分宗教性活动，但更多的是冥想、散

步、茶道体验等韩国佛教独有的身心修行和文化体验。在幽静的山寺里与队友一起寻找

内心的平静，不失为一次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 莲灯国际禅院寺院寄宿 ]
仁川是相关部门指定的英语寺院寄宿场所，也是一座尤受外国游客欢迎的修行道场。让

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为自己打造一次静心之旅。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江华郡吉祥面莲灯国际禅院

所需时间 让心归零（当天型）11:00～15:00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莲灯国际禅院 032-937-7033，lotuslantern.net@gmail.com

其他信息 http://www.lotuslantern.net

莲灯国际禅院寺院寄宿

[ 江华海边路极体验 ]

仁川路极是乘坐缆车升到高处后，再驾驶特殊制作的路极车，利用重力及轨道坡度向下

滑行的运动娱乐项目。长1.8公里的滑道足以让您感到速度所带来的刺激。为增加惊险

度，有些路线设有360度旋转区、隧道以及急转弯区，道边的海景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运动

特色体验

活动规模 1,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江华郡江华岛江华海边度假村

所需时间 1小时（2次）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江华海边度假村 032-930-9000

其他信息 http://www.ganghwa-resort.co.kr

江华海边路极体验

        

[ 怪物虚拟现实体验 ]
仁川是韩国首个同时也是最大的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可以体验虚拟空间游乐园或参加各

种娱乐休闲项目。虚拟体验不受空间制约，比实际体验还要刺激。

活动规模 2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松岛国际城市Trple street购物中心D栋6层

所需时间 3小时（每项体验1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怪物虚拟现实（松岛店）032-310-9576，010-5095-5240

其他信息
http://www.monstervr.co.kr
http://www.triplestreet.co.kr/store/microsite.html?i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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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虚拟现实体验

[ 永宗海边铁轨自行车 ]
沿着海边公园的海岸铺设了往返5.6公里长的铁路，骑上铁轨自行车沿铁路前行，

月尾岛至仁川大桥的美景尽收眼底。

活动规模 12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仁川广域市中区永宗岛永宗天空城永宗海边铁轨自行车

所需时间 5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永宗海边铁轨自行车 032-719-7778

其他信息 http://www.영종씨사이드레일바이크.com

永宗海边铁轨自行车

[ 水上出租车体验 ]
在中央公园西船坞乘坐游船（水上出租车）欣赏松岛国际城的优美

全景。

 预计所需时间：20分钟

 承办单位：Komarine（西船坞）032-834-4609

 其他信息：http://www.komarine.kr

[ 水上休闲运动体验 ]
以中央公园东船坞为中心体验水上休闲运动，漫步韩屋村。

 预计所需时间：独木舟、皮划艇：60分钟

                         四人船、野餐游艇：30分钟

 承办单位：Komarine（东船坞）032-831-4609

 其他信息：http://www.komarine.kr

[ 舞衣岛动感体验 ]
漫步永宗岛附近舞衣岛的海上旅游探访路，挑战高空绳索或驾驶

ATV越野车，享受动感时刻。

 预计所需时间：2小时（每项体验1小时）

 承办单位：高空绳索：海天世界 032-746-6886

                   ATV越野车：老鹰五兄弟 010-5260-5767

 其他信息：http://www.seasky.kr

[ 宝马驾驶体验中心 ]
在展示区欣赏各种款式的宝马车，并在专设跑道感受速度与激情的

碰撞。

 预计所需时间：试驾：30分钟；公路：1小时20分钟；

                         越野：40分钟；M Taxi：10分钟

 承办单位：韩国宝马 080-269-3300

 其他信息：http://www.bmw-driving-center.co.kr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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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京畿道地域辽阔、交通便捷，是在大自然中举办大规模体验活动的最佳场所。

① 传统文化体验 

京畿边听专家讲解韩国传统文化，边亲身体验，会离韩国更近一步。玩玩游戏拍拍照，

为韩国之旅打造与众不同的经历。

[ 水原文化财团礼仪讲堂 ]
京畿水原传统文化馆有着以现代方式诠释的韩屋和辽阔的草坪，在这里穿着韩服学习韩

国的传统礼仪，将获得独特的体验。学习内容有韩国传统问候礼仪和茶文化，还可以亲

手制作茶点一起品尝。

活动规模 8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水原市水原传统文化馆内

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水原文化财团 031-247-5613

其他信息 http://www.swcf.or.kr

2-2. 京畿道

G Y E O N G G I - D O

推荐活动

韩国文化体验 

水原文化财团礼仪讲堂

[ 纸美术馆传统文化体验 ]
京畿纸美术馆后侧坐落着两座韩屋和传统游戏体验广场，韩屋使用韩国产松木和黄土建

造，采用的是传统的榫卯工艺。可以随着讲解员的解说体验传统游戏，还可以亲手制作

游戏道具。

活动规模 180人以内（每组6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安山市大阜岛纸美术馆

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纸美术馆韩屋探访 032-887-0606

其他信息 http://종이미술관.kr

纸美术馆传统文化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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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传统工艺体验 

京畿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让我们以匠人之心，学习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 制作水原华城立体拼图 ]
京畿水原韩屋技术展览馆内长年开展八达门、华虹门等水原华城代表建筑和传统瓦房模

型制作活动。先用立体拼图学习朝鲜时代建筑风格后再欣赏水原华城，更能领略到其与

众不同的魅力。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每组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水原市韩屋技术展览馆体验室

所需时间 周三～周五，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水原文化财团 031-247-9369

其他信息 http://www.swcf.or.kr

制作水原华城立体拼图

[ Cerapia风铃涂色体验 ]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所在的Cerapia内展放着2千多件世界著名的陶瓷作品。团队不仅

可在此欣赏陶瓷作品，还能参加各种陶瓷手工体验。据说陶瓷风铃能带来好运，为风铃

涂上喜欢的颜色，我的好运风铃就诞生了。

活动规模 20～7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利川市Cerapia内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所需时间 体验：1小时；体验及参观：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韩国陶瓷财团土也教育中心 031-645-0761，010-8616-7343

其他信息 http://www.kocef.org

Cerapia
--------------------------------------------------

利川烧制陶瓷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上千年前，至今留有300
多个陶窑。雪峰公园和Cerapia
是利川陶瓷文化的中心，就连公
园内的雕塑和椅子都是陶瓷制作
的，可谓是真正的陶瓷世界。内
有陶瓷博物馆和体验设施，是每
年4月份举办的利川陶瓷庆典的
主要场地。 

附加信息

Cerapia

[ 木芽博物馆传统工艺体验 ]
木芽博物馆旨在传承和发展韩国传统木雕和佛教美术而建立，常年开展传统文化展

览和各种工艺体验来展现韩国之美。开设项目有利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花纹窗棂灯，用

丹青纹路和韩文装点帆布包等等。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骊州市木芽博物馆

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4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木芽博物馆 031-885-9952

其他信息
http://www.moka.or.kr  
http://www.facebook.com/mokamuseum108

木芽博物馆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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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美苑荷花文化体验 ]
洗美苑是全球首家荷花博物馆兼植物园，提供荷花茶、荷叶染色、用荷花图点缀日用

品等以荷花为主题的体验活动，还与当地艺术家携手开展皮革和螺钿工艺体验。这里被指

定为京畿道地区的庭院之最，由鲜花和碧水组成的美丽庭院会成为您韩国行的一大亮点。

活动规模 100人（每组30～4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文化体育公园旁洗美苑

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30～4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荷花文化体验教室博物馆教育组 031-775-1835

其他信息 http://www.semiwon.or.kr

洗美苑荷花文化体验

[ 纸美术馆纸工艺体验 ]
纸美术馆位于大阜岛内，展放着各种纸造型，在这里可以了解到韩纸的制作过程，

欣赏用韩纸做成的各种作品，还可以参加绣花鞋、韩纸灯制作体验。

活动规模 180人以内（每组6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安山市大阜岛纸美术馆

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纸美术馆体验室 032-887-0606

其他信息 http://종이미술관.kr

纸美术馆纸工艺体验

③ 韩餐制作体验

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这来源于韩餐丰富的食材与繁复的烹饪手

法。也正因此，韩餐烹饪成为团建活动的首选项目。队员们分工合作，从准备材料到烹

饪美食，这一番过程令菜变得更好吃，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更坚固。

[ 辛奇学校腌制辛奇 ]
辛奇学校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传统文化体验馆，地处交通要地，可以方便前往首尔北

部和京畿道地区的各大旅游景点。学校不仅设施一流，还附设辛奇博物馆，并备有400

多件体验用韩服，令活动更加别开生面。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高阳市辛奇学校（韩国航空大学附近）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辛奇学校 02-308-9688

其他信息 http://kimchischool.com/intro/introComing

辛奇学校腌制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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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佳园韩果体验 ]
为将韩果推向世界而成立的专业机构，可以体验韩果中“油蜜果”和“江米块”的

制作过程。韩果的视频说明和博物馆参观相结合，体验内容十分充实。

活动规模 10～1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抱川市韩佳园

所需时间
炸蜜油果：1小时40分钟；
制作江米块：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韩佳园 031-533-8121

其他信息 http://www.hangaone.com

韩佳园韩果体验

运动
① 室内运动

室内运动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受天气影响，同时还可以根据加强团队协作或实现目标

等目的来安排人员并设定游戏时间和规则。

[ 运动萌兽室内运动体验 ]
位于高阳和河南Starfield内的综合室内体育娱乐文化空间，设有可以开展竞赛的跑

道和娱乐设施，还结合虚拟现实系统，合理有效地利用空间。这里尤适合开展小规模对

抗赛。

活动规模 4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高阳店：京畿道高阳市高阳Starfirld 4层
河南店：京畿道河南市河南Starfirld 4层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备有英语手册）

承办单位
运动萌兽
主机：1668-4832；高阳店团体咨询：010-6342-1625

其他信息 http://www.sportsmonster.co.kr

运动萌兽室内运动体验

② 挑战活动

冒险和挑战共存的户外活动，从简单轻松的入门活动到正式的任务活动，可根据团

队特点来选择难度。通常周边还配备其他活动项目和免费体验场，可以把活动安排得非

常充实。一天的日程结束后，队员们还可以围坐在一起分享体会，增强团队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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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韩国探险体验 ]
挑战韩国提供的团建项目有室内探险项目“消失的荷兰人金矿”和骊州挑战公园的

户外活动项目。骊州挑战公园共设9种初级课程、以探险塔为中心的高级课程以及蹦极和

高空滑索等。

活动规模 室内20～100人；室外100人以内（每组2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室内：消失的荷兰人金矿会议室（提供上门服务）
室外：京畿道骊州市品实自然馆

所需时间 全程：4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挑战韩国 010-8789-1100

其他信息 http://www.yapark.co.kr

挑战韩国探险体验

[ 加平高空滑索 ]
加平高空滑索总长2,418米，分级别设有7架高空滑索和1座吊桥。从最轻松的第1

路线开始循序渐进，征服最长的528米路线即第8路线也不在话下。目前，在京畿道龙

仁、忠清北道忠州以及庆尚北道闻庆等3处也开设高空滑索项目。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每组1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加平郡刀锋山自然休养林一带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韩国高空滑索 1588-5219

其他信息 http://www.ziplinegapyeong.co.kr/gapyeongindex.php

加平高空滑索

[ Camp Greaves《太阳的后裔》体验 ]
Camp Greaves是位于DMZ非武装地带的和平安全体验设施，也是韩剧《太阳的后

裔》外景地。在这里可以试穿剧中的军服拍照留念，也可以参加制作军牌项链的部队体

验活动，亦可参观第三地道周围的旅游景点。因为地处军事地带，须提前预约。

活动规模 20～15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坡州市民统线内Camp Greaves

所需时间 军服体验：30分钟；所有项目：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Camp Greaves 031-953-6984

其他信息 http://www.facebook.com/CampGreaves.KOREA

Camp Greaves

特色体验 

2018年4月马来西亚的保
健食品企业绿加利奖励旅游团到
访了Camp Greaves。他们选
择了《太阳的后裔》体验，参加
了制作军牌项链、穿军服拍照、
《太阳的后裔》色度抠像拍摄
等，领略与众不同的韩流文化。

- 由京畿旅游发展局提供资料

绿加利体验
《太阳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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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岛乐园疗愈体验 ]
香草岛乐园以香草为主题布置而成，设有用自产香草开展的工艺体验和芳香疗法体

验，是一处难得的身心疗愈之所。乐园内配有宴会及餐饮设施，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一

齐点亮，仿佛进入童话世界，为旅途增添丰富色彩。

活动规模 70人以内（每组20～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抱川市香草岛乐园内体验场

所需时间 工艺体验+治疗体验+游览+用餐：4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香草岛乐园：1644-1997，031-535-6494，
香草岛乐园体验场：031-535-0913

其他信息 http://www.herbisland.co.kr

香草岛乐园疗愈体验

[ 爱宝乐园极品生态体验 ]
爱宝乐园旁边有着韩国最大的银杏自然生长林。这里仅面向团队提供生态体验，项

目有森林徒步旅行、冥想、音乐会等。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冥想瑜伽需20人以上，徒步旅行需50人以上，
音乐会需150人以上）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

所需时间
冥想瑜伽：1小时；
徒步旅行：2小时；音乐会：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爱宝乐园企业团体咨询 031-320-9615

其他信息
http://www.everland.com
http://www.everland.com/everworkshop/index.html

爱宝乐园极品生态体验

[ 小法兰西盖章之旅 ]
小法兰西，一个充满法式风情的小镇，是京畿北部的著名旅游景点。可以观看每

天定时上演的牵线木偶表演、哑剧表演、音乐盒表演，还可以参加以小法兰西的吉祥

物——小王子为主题的盖章之旅。

活动规模 2,0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加平郡小法兰西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小法兰西 031-584-8200，010-8902-4847

其他信息 http://www.pfcamp.com

小法兰西盖章之旅

2018年印尼化妆品销售
企业MCI（Millionaire Club 
Indonesia）的2,100名员工赴
韩参加奖励旅游，访问了京畿道
主要旅游景点。

MCI团队从9月中旬到10月
份分12次先后访问小法兰西，
队员们看到为他们挂起的横幅
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欢呼声。小法
兰西处处都是韩剧的取景地，人
们为了拍纪念照排起了长龙，这
再一次证明了韩流的人气。队员
们看完牵线木偶的表演后，又沿
着路线探访了小法兰西的主人翁
“小王子”的故事。

- 资料由京畿旅游发展局和小法
兰西提供

MCI体验小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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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Q橄榄油炸鸡营 ]
是由Genesis BBQ集团运营的炸鸡专业培训机构，按照嗜好选择炸鸡口味后亲手烹

炸并品尝自己做的炸鸡。除了炸鸡外，还有制作比萨和洗手液的体验活动，并可以举办

各种啤酒主题活动。

活动规模 20～5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利川市Genesis炸鸡大学

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Genesis炸鸡大学 031-635-8461

其他信息 http://www.ckuniversity.com

 

BBQ橄榄油炸鸡营

[ 山葡萄酒体验 ]
坡州山葡萄农园采用绿色环保技术栽培山葡萄并酿酒，是一处集农园和酒庄体验为一

身的庄园。建议您参观葡萄酒生产设施和发酵隧道后再参加山葡萄酱或葡萄酒制作体验。

活动规模 4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坡州市绀岳山附近山葡萄农园

所需时间 葡萄酒体验+果酱制作：1小时1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山葡萄农园 031-958-4558，sanmeoru1979@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www.seowoosuk.com

山葡萄酒体验

[ 玻璃岛玻璃体验 ]
博物馆内各种玻璃工艺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宽敞的展览区和馆内提供的各种活动

妙趣横生。亲手制作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玻璃用品，不失为别具特色的体验。考虑到安

全问题，涉及用火的体验只接待少数人员。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安山市大阜岛玻璃岛博物馆

所需时间 磨砂体验：3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玻璃岛 032-885-6262

其他信息 http://www.glassisland.co.kr

玻璃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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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康乐园工艺体验 ]
平康乐园包括岩石园等等多个主题生态园，园内处处可见循环再利用作品。人们可

以听取森林解说员的讲解，也可以利用取自大自然的材料制作纯天然化妆品、木工艺品

和空气净化植物花盆，用大自然的能量来疗愈身心。

活动规模 120人以内（生态解说：每组25～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京畿道抱川市平康乐园

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平康乐园 031-532-1779

其他信息 http://www.peacelandkorea.com

平康乐园工艺体验

[ 绿色农业合作社酒庄体验 ]
酒庄位于盛产葡萄的大阜岛内，可以参观酒庄，并参加各种工艺

体验活动。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绿色农业合作社 032-886-9873

 其他信息：http://www.grandcoteau.co.kr

[ 记忆中的青春美术馆复古体验 ]
复古体验设施，重现了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韩国70年代面貌。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记忆中的青春美术馆 031-775-8907

 其他信息：http://www.retromuseum.co.kr

[ 济扶乐园休闲体验 ]
济扶岛是韩国著名的团建场所，和同事一起前往济扶岛驾驶ATV

越野车或摩托艇，享受动感刺激的休闲时光。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济扶乐园 031-357-5658

 其他信息：http://제부랜드.kr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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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国际机场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40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济州济州，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风景秀丽，被誉为大韩民国乃至全世

界的宝岛。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方便的交通、丰富多彩的活动和顶级

会展设施于一身的济州，定会为您的团队提供良好的会奖旅游环境。 

 重点会展中心：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济州会展局，http://www.jejucvb.or.kr，

                       064-739-2206 

亚洲首屈一指的休闲

疗养型会展城市

[ 济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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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宝岛济州，领略人与大自然共存的瞬间。

① 传统工艺体验

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让我们怀着匠人之心，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是反映当年济州岛民开荒历程的团建项目，曾在济州地区会

展团建征集展中获得第一名。备有天然染色、填水缸等具有济州特色的团队游戏和传统

茶点体验等。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日出乐园艺术中心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日出乐园 064-782-7654

其他信息 http://www.ilchulland.com

3-1. 济州道

推荐活动

J E J U - D O

韩国文化体验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 日出乐园天然染色主题派对 ]
使用日出乐园栽培的蓝靛和各种天然染料印染手绢和围巾。大家在一起合作的过程

中，彼此之间的亲密感也得以增强。趁着染料被控干的时间，可以游览一下日出乐园或

进行对抗赛。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日出乐园艺术中心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日出乐园 064-782-7654

其他信息 http://www.ilchulland.com

日出乐园天然染色主题派对

日出乐园
--------------------------------------------------  

以天然形成的溶岩洞——美
千窟为中心，寄生火山和多种植
物群落环绕四周，神秘的自然景
观令人叹为观止。充满济州风情
的公园、翠绿的植物园、美不胜
收的艺术中心和便利的配套设施
相辅相成，乐园规模比想象的还
要大，每一个角落都被装点得精
巧细致。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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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地村庄体验 

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参加完各

种工艺体验和游戏后，移步探访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新丰里济州村庄文化体验 ]
新丰里紧邻城邑民俗村，为游客准备了制作方糕、捆草房、野草天然染色等时令体

验活动。用废弃的校舍改造而成的修炼院或宿舍以及传统方式的水库等都保留着济州旧

时风貌，会成为您济州之旅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阿爸阿妈宴会村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阿爸阿妈宴会村 064-782-7445，010-8853-5958

 新丰里济州村庄文化体验

[ 9.81公园赛车体验 ]
在涯月9.81公园体验一下惊险刺激的重力赛车。重力赛车无需动力，只依靠自然动

力从高处向下滑行。公园室内也布置着各种模拟运动屏幕，不受天气影响，随时都可以

开展各项娱乐活动。如果使用9.81 APP，队友之间还能展开紧张刺激的联赛。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涯月9.81公园

预计所需时间 2～3小时（赛车1次：2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9.81公园 1833-9810

其他信息 http://www.981park.com

运动

激烈的竞争、刺激的比赛，
9.81公园赛车

9.81公园赛车体验

[ 环保打击乐兴趣小组 ]
好的演出需要队员之间分享演奏技术、团结合作，因此演出体验是团建活动的首

选。让我们用架子鼓、箱鼓、邦戈鼓、沙球等世界各地的打击乐器来开一场小小的森林

音乐会吧。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可上门服务或推荐场所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探索济州 050-5558-3838

其他信息
http://www.discover-jeju.com
http://www.facebook.com/discoverjeju

环保打击乐兴趣小组

赛车是公开行驶记录和排名的
个人赛，紧张又刺激。但9.81公园
的赛车是团体项目，因此隐藏着意
想不到的魅力。公园以“成人的游
乐场”为主题，推出了各项团建项
目。用激光枪射击对手的“银河竞
技场”生存游戏提升队友之间的默
契后，再进行最近风靡社交网络的
“欢乐跳屏”、重力球等小组对抗
游戏，气氛便达到高潮。电子屏上
的分数你追我赶，起初生硬的氛围
烟消云散，在激情的呐喊中自然而
然产生凝聚力，渲染济州的夜晚。

-资料提供：济州9.81公园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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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传统服饰体验海女文化 ]
试穿传统服装，了解一下济州独有的海女文化。访问海女工作的“海女之家”，了

解海女的故事，观摩海女下水的情景。穿上海女服、传统韩服或生活韩服拍照留念是不

能错过的环节。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当场购买海女刚刚捕捞上来的生猛海鲜。

活动规模 20～1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龙头岩海女之家一带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不包含更衣及准备时间）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The Planet Jeju 010-6832-5878

其他信息 http://www.theplanetjeju.com

w

穿上传统服饰体验海女文化

[ 偶来小路徒步旅行 ]
济州岛沿着海岸共开放了26条偶来小路，全长425公里。如果提前申请“路伴”，

就可以在徒步旅行时听取关于沿途景点的说明。每周三的上午9点面向外国游客提供免

费同行服务。

活动规模 不限（每12人安排1名外语路伴）

主要活动场所 在济州特别自治道偶来小路26条路线中选择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路线和时间可根据需要制定）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
日语、韩语

承办单位
济州偶来小路 070-4264-8882，dlfgo0607@jejuolle.org 
朴树（外语路伴） 064-762-2173

其他信息 http://www.jejuolle.org

特色体验 

w

偶来小路徒步旅行

[ 探索济州共情之旅 ]
在济州的林中空地上，与心理咨询师一起看着照片回顾自己、了解对方，尤适合以

加强情感纽带、改善相互关系为目的的团队。

活动规模 20～70人（每组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涯月邑艺廊咖啡店“Rapport”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探索济州 050-5558-3838

其他信息
http://www.discover-jeju.com
http://www.facebook.com/discoverjeju

探索济州共情之旅

韩国旅游开发合作项目高
级别政策论坛（KOPIST）于
2019年6月在济州举行。11个
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与国内外学
者以及业界专家50余人参加了
本次论坛。论坛就以旅游促进共
同发展为主题交换了意见，并参
观了旅游政策现场。与会者考察
了偶来小路第6路线等主要旅游
景点，通过“共情之旅”增强了
相互之间的信赖。他们在细雨蒙
蒙的院落里，在专业咨询师的指
导下敞开心扉、倾听对方的心
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照片达成
共识、产生共鸣。移步室内后进
行了一对一的深化交流，在温馨
的氛围中促膝相谈，增进了相互
之间的友谊。

- 改编自2019.06.19《济州新
报》报道及探索济州所提供资料

KOPIST的共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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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济州茶道之林豪华型 ] 
茶道之林是在茶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济州野生茶体验。漫步扁柏林，新鲜的空气和

芬多精给人无限慰藉，听完关于野生茶的说明后学习茶道，享受自制的茶水和茶点，心

神变得无比安宁。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西归浦自然休养林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探索济州 050-5558-3838

其他信息
http://www.discover-jeju.com
http://www.facebook.com/discoverjeju

探索济州茶道之林豪华型

[ 制作图版 ]
用济州产泥土制作图板，上色后放入火窑烧制，最后镶入相框完成。

 预计所需时间：2小时（不包含烧制时间）

 承办单位：日出乐园 064-782-7654

 其他信息：http://www.ilchulland.com

[ 寻觅野生海豚 ]
乘船出海，寻觅野生海豚。

 预计所需时间：50分钟

 承办单位：探索济州 050-5558-3838

 其他信息：http://www.discover-jeju.com

                   http://www.facebook.com/discoverjeju

[ 连体自行车 ]
骑着一辆辆如火车般连接在一起的自行车驰骋在济州海滨，

可从下道路线和海豚路线中选择。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Hong Bike 064-782-7838

 其他信息：http://www.hongbikes.com

 

[ Ieumsae柿汁染色 ]
过去只有贵族才有资格穿染色的衣服，而在济州，不分身份高低，

任何人都可以给布染色做衣服穿。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济州柿汁染

色，了解一下济州的传统文化。 

 预计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Tamnao 1522-3454；嗨济州 064-741-8782，010-6789-1944

 其他信息：http://www.tamnao.com

[ 海女之瓢体验 ]
了解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女的生活和她们所用的工具。

可以亲手制作济州传统小瓢。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Tamnao 1522-3454；海女之瓢 064-782-6347，010-5192-1547

 其他信息：http://www.tamnao.com

[ 拉丝热塑体验 ]
在玻璃造型艺术体验主题公园济州玻璃城体验拉丝热塑，在800度

高温下将不同颜色和厚度的玻璃通过融化和粘贴后塑型，完成的作

品可在第二天带走。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

 承办单位：济州玻璃城 064-772-7777

 其他信息：http://www.jejuglasscastle.com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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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国际机场
 釜山BEXCO 20公里

 蔚山蔚山会展中心 50公里

 昌原昌原会展中心 37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一座蓝色海洋和近代文化遗产共存的城市，一座处处矗立着现代化建
筑的城市，这些独有的魅力让釜山成为诸多影视剧的背景。欢迎全世界的
朋友前往釜山享受一流设施带来的便利和大自然献上的惬意。

 重点会展中心：BEXCO

 当地会展局：釜山旅游发展局 http://www.bto.or.kr，

                       simon6306@bto.or.kr，051-780-2184

海洋之城、电影之都

[ 釜山 ]

工业城市的别样魅力

[ 蔚山 ]

蔚山是引领大韩民国工业发展的老工业城市，从史前时代的盘龟台
岩刻画到太和江国家园林再到岭南阿尔卑斯，工业和旅游资源相互交
融。让我们一起来探一探这座综合城市鲜为人知的魅力。

 重点会展中心：蔚山会展中心（计划2021年开业）

 当地会展局：蔚山城市公社，http://www.umca.co.kr，

                       ischoi@umca.co.kr

工业和大自然和谐
相容的会展目的地

[ 庆尚南道 ]

庆尚南道可谓是最佳的会展目的地，它用特色体验为每一位与会者
留下难忘回忆。想要暂时离开喧嚣城市的您，请前往工业和大自然和谐
相处的庆尚南道稍事休息，补充能量。

 重点会展中心：昌原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庆尚南道会展局，http://www.gncvb.or.kr，

                       gncvb@gncvb.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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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不仅充满了海洋的气息，洋溢着传统文化氛围，且处处耸立着现代化设施。

让我们在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获得各种妙趣横生的体验。

① 韩餐制作

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这来源于韩餐丰富的食材与繁复的烹饪手

法。也正因此，韩餐烹饪成为团建活动的首选项目。队员们分工合作，从准备材料到烹

饪美食，这一番过程令菜变得更好吃，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更坚固。

[ 东亚学院韩餐体验 ]
美味的韩餐离不开手艺！让我们听专业讲师传授烹饪秘诀，然后亲手制作美味韩

餐。从最大众化的路边小吃到辛奇、宫廷御膳，可根据需要选择课程。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东区东亚烹饪学院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可协商）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东亚烹饪咖啡学院 051-818-3000

其他信息 http://www.cook3000.co.kr

4-1. 釜山

推荐活动 

B U S A N

韩国文化体验

[ 然酵材发酵文化学校 ]
学习马格利酒、传统酒、辣椒酱等韩国独有的发酵文化，试做各种传统发酵食品。

活动规模 7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南区然酵材工作室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然酵材 051-636-9355，ynj@ynjschool.com

其他信息
http://www.ynjschool.com
http://www.youtube.com/channel/UCQFopdhfwjlLt6jYbLCQdEg  
http://blog.naver.com/ynjschool8

 

然酵材发酵文化学校

[ 釜山烹饪班韩餐制作体验 ]
材料选用釜山特产，制作外国朋友也爱吃的韩餐。烹饪班还可以和茶道体验或逛市

场等活动结合进行。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西区地铁土城站附近釜山烹饪班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釜山烹饪班 051-951-1220

其他信息
http://www.busancookingclass.com
http://www.instragram.com/busancookingclass

日前新加坡奖励旅游团队来
访然酵材，参加了传统辛奇腌制
体验。体验伊始，大家先系上干
净的围裙，老师使用提前准备好
的材料示范制作辛奇辅料。在其
乐融融的氛围中，团队分成几个
小组，把鲜红的辅料涂抹在每一
片白菜叶上，仔细又认真，唯恐
错过一点小细节。做好的辛奇，
配上然酵材提供的白切肉，让人
食指大动、垂涎欲滴。

 - 资料提供：然酵材

然酵材辛奇腌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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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烹饪班韩餐制作体验

② 传统工艺体验

传统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让我们怀着匠人之心，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 釜山陶艺中心陶艺体验 ]
传统用指尖感觉泥土的气息，跟着讲师的说明循序渐进，初学者也能完成漂亮的作品。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釜山陶艺教育中心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釜山陶艺教育中心 010-2552-2081

其他信息
http://busanceramics.co.kr
http://blog.naver.com/artdean

 釜山陶艺中心陶艺体验

③ 传统文化

传统传统文化体验包括体验韩国独有的各种文化后留纪念照和小组对抗赛等内容。配合

简单的传统游戏，令体验活动更加非同寻常。 

[ 东莱鹤舞体验 ]
传统东莱鹤舞气质非凡、舞姿优雅，被指定为釜山市无形文化财产第3号。向鹤舞传授

人学习鹤舞的各项动作，领略韩国传统舞蹈的魅力。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每组35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梨花风流文化院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4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梨花风流文化院 010-5553-3360

其他信息 http://cafe.daum.net/hakchum

东莱鹤舞体验

[ 龙头山公园韩服体验 ]
传统选好韩服后，店主会推荐搭配的饰品和发型，效果更佳。穿一身漂亮的韩服，游览

龙头山公园内的指定场所，拍下别具意义的纪念照片。

活动规模 30～1,0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中区龙头山公园亚当（韩服男釜山塔店）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包括快闪或韩服体验活动）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亚当（韩服男）010-6485-8507，hanboknams@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www.hanboknam.com

龙头山公园内建有釜山塔观
景台，乘坐扶梯进入公园的路段
和公园内的散步路风景秀丽，吸
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釜山旅游发展局在龙头山公
园石墙休息区旧址开设了韩服
男和韩服体验馆“亚当”。如果
穿着韩服前往釜山塔和电影体验
博物馆等附近景点，可以获得优
惠。另外，还推出了挑选公园内
10处鲜为人知的景点，贴上“#
韩服体验 #龙头山公园”等标签
上传到社交网络的活动。

- 改编自2019.07.01《釜山日
报》报道

韩服照打卡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074 075

釜
山

龙头山公园韩服体验

④ 当地村庄体验 

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参加完各

种工艺体验和游戏后，移步探访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甘川文化村体验 ]
走过弯弯曲曲的小巷，由五颜六色的壁画组成的小村庄将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童话

般的风景和璀璨的夜景是这里的亮点。在文化村来一场盖章之旅或玩几个简单的任务游

戏，都会很开心。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甘川文化村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甘川文化村 051-291-1444

其他信息 http:// www.gamcheon.or.kr

 

甘川文化村

甘川文化村，一个充满小资
情调的村落，弯弯曲曲的胡同里
满满都是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气
息。这里是居民实际生活的地
方，村民和艺术家、活动家和地
方政府携手打造出今天的面貌。
村庄每年有250万人访问，其中
60%是外国人。来到此处的团
队通常会以彩色房屋为背景拍摄
团体跳跃照，开展创意摄影比
赛、踢毽子、两人三足赛跑等活
动项目，为每个人编织色彩斑斓
的回忆。

甘川文化村团队建设

 [ 白浅滩文化村体验 ]
紧挨海边的高台上大大小小的房子林林总总，和停泊在海边星罗棋布的船只交相辉

映，编织出一派异国风情。这里素来就有“釜山的圣托里尼”之称，受到文艺小资们的

吹捧，还曾有多部影片在此取景。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影岛区白浅滩文化村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白浅滩咨询处 051-419-4067

其他信息 http://huinnyeoul.co.kr

白浅滩文化村

[ Durufarm自然生态体验 ]
按照季节开展草莓或蓝莓体验活动。在葱茏的农场采摘果实，并用它来制作比萨、

果酱和华夫饼，然后再开个充满农场风情的小派对。

活动规模 20～5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江西区Durufarm农场

预计所需时间
草莓：12月～翌年5月
蓝莓：6月～8月
每项体验1小时～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Garam Edu 070-8777-8322，010-2553-8322

其他信息 http://www.duru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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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ufarm自然生态体验

⑤ 寺院寄宿 

寺院寄宿包括参加礼佛、学习寺庙礼仪等部分宗教性活动，但更多的是冥想、散

步、学习韩国传统节拍以及茶道体验等韩国佛教独有的身心修行和文化体验。在幽静的

山寺里与队友一起寻找内心的平静，不失为一次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 弘法寺寺院寄宿 ]
弘法寺位于离城区不远的地方，寺内供奉着韩国最大的佛祖坐像。弘法寺标榜开放

的佛教，设有学习韩国传统节拍、制作许愿酒、智慧灯等韩国传统文化体验项目。  

活动规模 12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金井区弘法寺

预计所需时间
体验型、休息型：15:00～次日12:00
寺院生活体验（半日型）：2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
韩语

承办单位 弘法寺 051-508-0345

其他信息 http://www.busanbuddhism.net

[ 仙岩寺寺院寄宿 ]
设有祈祷、参禅（冥想）、漫步海鸥路、饮茶对谈等抚慰身心的项目，如果想集中

于文化体验，建议选择一日型项目。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仙岩寺

预计所需时间
休息型：15:00～次日11:00
一日型：3～5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仙岩寺 051-805-7573

其他信息 http://www.sunamsa.or.kr

运动

仙岩寺寺院寄宿

① 水上运动

水上运动体验会先在地面接受基本动作和安全事项的培训，然后在专家指导下分组

进行体验。通常包括冲浪、划独木舟、浮浅等各种水上运动。 

[ 恋上冲浪 ]
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后在讲师的指导下挑战冲浪。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每组6～1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海水浴场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不包含自由活动时间）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Surf Holic 051-701-4851

其他信息 http://www.surfholic.co.kr，http://cafe.naver.com/wc3jtt

[ 独木舟体验 ]
独木舟的历史可与人类历史相媲美。在运动选手出身讲师的指导下了解独木舟，学习

正确的用浆方法和队友间的协作，不知不觉中团队凝聚力提升了，体验变得更具意义。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每组2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江西区赛艇场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不包含自由活动时间）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釜山广域市独木舟联盟 051-941-1556

其他信息 http://cafe.daum.net/busancan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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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体验

[ 赛艇 ]
与独木舟相似，但划桨的方向相反，速度更快，航行距离也更长。和队友一起破浪

前行，体验速度与激情。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江西区赛艇场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釜山广域市赛艇协会 051-973-2017

② 室内运动 

室内运动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受天气影响，同时还可以根据加强团队协作或实现目标

等目的来安排人员并设定游戏时间和规则。

[ 传奇英雄模拟运动 ]
汇集了棒球、足球、射箭、保龄球、沙狐球、砍糖果、竞速、射击、投棒球等多

种模拟运动。

活动规模 70人以内（可包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乐天百货（釜山总店）地下2层传奇英雄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传奇英雄 070-8823-1379

其他信息 http://www.legendheroes.co.kr

''

传奇英雄模拟运动

③ 生存游戏

生存生存游戏被喻为团建活动之花，由于使用彩弹，又被称为彩弹射击。穿戴好护具和

攻击用特殊装备，犹如战场老练的阻击手所向无敌。但一定要记住，胜败取决于队友间

的默契。训练包括抢夺旗帜、全军覆没、占领高地和绝地求生等多种项目。

[ Good Survival松亭训练场 ]
生存如果把它当作简单的游戏，您就已经输了。为生存而战，为队友而战！釜山和庆

尚南道地区均设有场地，可根据情况选择。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松亭或庆南梁山Good Survival训练场（可上门服务）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Good Survival 051-337-0897，010-3868-0897

其他信息 http://www.goodsurvival.co.kr

Good Survival松亭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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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Star邮轮 ]
生存在私人空间享受海上世外桃源。在邮轮上眺望釜山沿海的梦幻夜景，令人惊叹不

已，夜幕降临后9点准时举行烟花表演。如果需要还可以包下整艘船。

活动规模 10～450人

主要活动场所
从釜山广域市东区釜山港国际客运码头出发，途经太宗台、冬柏岛、
广安里一带

预计所需时间
两日游：两天一夜
（周六17:00～周日09:30）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PanStar邮轮 1577-9996

其他信息 http://www.panstar.co.kr，http://www.panstarcruise.com

PanStar邮轮

[ Yacht Tale快艇体验 ]
生存在水营湾快艇赛场分组乘坐快艇经由海上城市、冬柏岛和广安里返回。落日前后的

釜山风光极具魅力。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每艘快艇20～35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水营湾快艇赛场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Yacht Tale 1599-1789

其他信息 http://www.yachttale.com，http://blog.naver.com/yachttale

特色体验

2017年6月，20名青少年
访问了釜山，他们是上世纪被日
本强征到库页岛的劳工的第3代
子孙。孩子们乘坐钻石湾快艇游
览了釜山近海，再一次对祖辈的
苦难历史感慨万千。

- 摘自2017.6.16《News1》报道

石湾快艇体验

Yacht Tale快艇体验

[ 钻石湾快艇体验 ]
生存始发站为钻石湾，可在五六岛路线和海云台路线中选择。私人路线提供外烩等定制

型服务。

活动规模 240人以内（每艘80人）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钻石湾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钻石湾 051-900-1541，010-2978-4996

其他信息 http://www.diamondbay.co.kr

[ Yachtbook快艇体验 ]
生存根据所需的时间和人员推荐最佳的快艇体验方案。

活动规模 10人以上

主要活动场所 可在釜山、统营等地选择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Yachtbook 051-714-0804

其他信息 http://www.yachtbook.co.kr，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3UpFVXXCM

Yachtbook快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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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Cucina烹饪班 ]
学习世界各地的家庭料理。这些美食虽然简单，颜值却十分到位，适合当做宴会餐

品。设定场景后进行分组比赛也很有趣。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庆南信息大学Centum校区内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La Cucina学院 051-950-6038

其他信息
http://web.kit.ac.kr/lacucina 
http://www.instragram.com/lacucina_academy

La Cucina烹饪班

[ “本”鱼糕制作体验 ]
鱼糕体验馆建在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1层，游客可以在此学习用海鲜制作迷你鱼

糕比萨和鱼糕热狗。在等待鱼糕烤熟的时间里，可以参观海洋博物馆，获得各种海洋

知识。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釜山广域市影岛区国立海洋博物馆内鱼糕体验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釜山本鱼糕 051-403-4859

其他信息 http://busanborn21.modoo.at

 “本”鱼糕制作体验

[ 三进鱼糕制作体验 ]
用鱼糕刀和模具亲手制作喜欢的鱼糕。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40分钟

 承办单位：三进鱼糕 051-412-5468

 其他信息：http://www.samjinstory.com，http://cafe.naver.com/samjinfood

[ Wild Wave啤酒讲堂 ]
在手工酿酒厂了解啤酒的魅力，学习正确的饮用方法。

 预计所需时间：4小时

 承办单位：Wild Wave 051-702-0839

 其他信息：http://www.wildwavebrew.com

[ 梵鱼寺寺院寄宿 ]
通过与大师饮茶对谈、冥想、一百零八拜、制作佛珠等活动，得到身心的放松。

 预计所需时间：14:00～次日10:00

 承办单位：梵鱼寺 051-508-5726

 其他信息：http://www.beomeo.kr

[ 内院精舍外语项目 ]
专为外国游客提供的寺院寄宿项目。

 预计所需时间：13:30～次日11:30

 承办单位：内院精舍 051-242-0691

 其他信息：http://www.naewonjungsa.org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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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山是引领韩国工业化的工业之都，匠人精神与创新精神在这座城市根深蒂固，通

过各种体验活动，一起来感受蔚山厚重的历史气息。

① 传统工艺体验

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让我们怀着孜孜不倦的匠人之心，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 外高山瓮器村瓮器体验 ]
瓮器是韩民族用来保存食物的陶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它也被称为“可呼

吸的陶罐”。在外高山瓮器村可以观看趣味的表演，还可以去瓮器匠人的作业场参观，

并体验亲手制作瓮器的乐趣。

活动规模 1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蔚州郡外高山瓮器村瓮器学院

预计所需时间 瓮器制作体验：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外高山瓮器村 052-237-7893

其他信息 http://onggi.ulju.ulsan.kr

4-2. 蔚山

推荐活动

U L S A N

韩国文化体验 

外高山瓮器村瓮器体验

② 韩餐制作体验

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用指尖细心摸索，陌生的菜肴也越来越顺

手，相互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坚固。

[ 糕妈妈韩式甜品体验 ]
可以亲手制作韩式大米沙琪玛、草莓大福等貌美味佳的传统茶点或是利用大米黏土

制作可以吃的美术作品。除茶点外，还有最近人气爆棚的韩式马卡龙、豆沙裱花蛋糕任

君体验。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上门授课

预计所需时间 韩式大米沙琪玛：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糕妈妈艺术 010-5534-9646

其他信息 http://blog.naver.com/su774747

糕妈妈韩式甜品体验

外高山瓮器村
-------------------------------------------------   

外高山瓮器村是韩国规模最
大的瓮器村，便利的交通与优质
的泥土为生产瓮器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瓮器村将现代理论与传统
技艺相结合，并为弘扬瓮器文化
作出巨大贡献。除了村庄体验项
目，村内还设有瓮器博物馆与蔚
州博物馆，可以在参观博物馆的
同时，学习丰富的相关知识。

景点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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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开糕坊茶点体验 ]
体验利用当地特产亲手制作各种糕点和油蜜果的乐趣！在糕坊中可以用在春季盛开

的金达莱花瓣制作花煎饼，还可以用艾草制作艾草蒸糕，参加者可以在丰富的体验活动

中，一边聆听各个季节特有的故事，一边品尝传统茶点。

活动规模 12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蔚州郡茶开糕坊

预计所需时间 2种糕点 + 1种油蜜果制作体验：共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茶开糕坊 052-263-6084，010-8909-6084

其他信息
http://www.다개떡방.kr

http://www.instagram.com/dageadduk2015

茶开糕坊茶点体验

③ 当地村庄体验 

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参加完各

种工艺体验和游戏后，移步探访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金谷体验休养村农场体验 ]
在村中可以参加生态园艺、收获农作物等农家乐活动，还可以进行绿色食品与工艺

制作和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充实的一天。

活动规模 8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蔚州郡金谷体验休养村

预计所需时间 体验及用餐：5小时（可协商）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金谷体验休养村 052-264-6384

其他信息 http://blog.daum.net/gnbioland

金谷体验休养村农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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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鸱述岭漆田村农家乐 ]
亲手制作嫩豆腐与打糕，然后坐上拖拉机在村中兜兜转转，最后再来瞧一瞧茅草

屋。每个季节开展不同的农作物收获体验活动，还可以利用各种天然材料制作祈福的立

木，或是参与染色体验等各种传统文化活动。

活动规模 8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蔚州郡鸱述岭漆田体验村

预计所需时间 体验及用餐：5小时（可协商）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鸱述岭漆田农家乐休养村 052-254-8846，010-5201-8846

其他信息 http://www.ddasiri.kr/young

鸱述岭漆田村农家乐

特色体验 [ 鲸鱼文化村5D立体影像体验 ]
位于长生浦的鲸鱼文化特区内设有鲸鱼博物馆、鲸鱼生态体验馆、蔚山舰等设施，

可以参加以鲸鱼为主题的各种参观与体验项目，借助5D技术进行复原的上世纪七、八年

代鲸鱼村的立体影像也不容错过。

活动规模 不限（5D立体影像馆最多可容纳80人）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南区长生浦鲸鱼文化特区

预计所需时间
5D立体影像体验：15分钟
全区参观：4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鲸鱼文化村（5D立体影像馆）：052-226-0980
鲸鱼博物馆：052-256-6301

其他信息 http://www.whalecity.kr

鲸鱼博物馆

[ 现代汽车工厂见习 ]
蔚山工厂是现代汽车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单一工厂，汽车年

产量高达150万台，日生产量超过6,000台，仅在出口专用码头上放置的汽车就有1万余

台，其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活动规模 可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北区现代汽车蔚山工厂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现代汽车蔚山工厂 052-215-2232

其他信息
参观学习预约（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可以预约未来三个月的日程）
http://www.hyundai.com/kr/ko/brand/factory-tour/factory-
reservation#/tour_app/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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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汽车工厂见习

[ 现代重工见习 ]
全世界造船业份额的15%被现代重工揽下。现代重工拥有100万吨级的船坞与900

吨级的移动式起重机等超大型设备和设施，其发展历史与工厂规模让人震惊，通过见习

可以让我们对这家大型工厂有更深的了解。

活动规模 可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蔚山广域市东区现代重工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现代重工社会贡献组 052-202-2232，welcome@hhi.co.kr

其他信息 见习预约 http://www.hhi.co.kr/Public/pub04

现代重工见习

[ 花香玻璃艺术 ]
体验零焊接、零切割的玻璃艺术，制作出五彩缤纷的玻璃工艺品。

 预计所需时间：彩色玻璃挂件、小型镜子制作体验：2小时

 承办单位：花香玻璃艺术 010-3818-2301

 其他信息：http://www.instagram.com/ggothyang_glass_art

[ 福顺都家马格利酒体验 ]
将蔚山大米和传统酒曲放入酒坛中发酵，亲手制作家酿传统酒。

 预计所需时间：20分钟

 承办单位：福顺都家 1577-6746，010-4870-0244

 其他信息：http://www.boksoon.com

[ 牛家渔村体验村水上休闲运动 ]
享受水上休闲运动所带来的乐趣，尽情参与透明独木舟、漂流、

浮潜等水上休闲运动项目。

 预计所需时间：每项体验1小时

 承办单位：牛家渔村体验休养村 052-293-2009

 其他信息：http://www.xn--o39aj5xujj02aiv86wura767c.kr

                  http://우가어촌체험마을.kr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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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南道山清水秀，充满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处处反映出当地居民生活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庆尚南道既古老又现代的独特面貌。

① 传统文化体验

试穿韩服，并在韩屋中参与简单的传统游戏，享受只有在韩国才能体验到的别样乐趣。  

[ 南沙矮墙村传统文化体验 ]
南沙矮墙村是韩国最美村庄第1号，古朴雅致的韩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散发着和

谐之美，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摇篮。村内提供利用天然材料进行染色的活动，还开展传统

游戏、药囊制作、传统婚礼、探访古宅等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

活动规模 4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山清郡南沙矮墙村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南沙矮墙村 070-8199-7107

其他信息 http://namsayedam.com

4-3. 庆尚南道

推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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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体验 

   南沙矮墙村传统文化体验

[ 金海韩屋体验馆韩服体验 ]
身穿端庄优雅的韩服徜徉在传统韩屋之间，还可以住下来，深度感受韩屋生活。体

验馆设有将国乐表演、工艺体验、韩服体验等项目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可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金海市金海韩屋体验馆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金海韩屋体验馆 055-322-4735

其他信息 http://www.ghhanok.or.kr

金海韩屋体验馆韩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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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医宝鉴村韩方体验 ]
山清郡提供以智异山与东医宝鉴村为主题的韩方文化体验活动，项目包括制作药草

香囊、枕长寿枕和拔肚脐火罐，尽显韩国传统医术的神秘与奇效。

活动规模 3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山清郡东医宝鉴村韩医学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东医宝鉴村 055-970-7216

其他信息 http://donguibogam-village.sancheong.go.kr

东医宝鉴村韩方体验 

② 当地村庄体验 

韩国四季分明、风景秀丽，每个季节都有鲜花开放、农作物产出。丰硕的果实是大

自然的馈赠，让我们来享受一下收获的喜悦，体验烹饪的乐趣。

[ 碑石下村农家乐 ]
村庄随季节开展草莓、圣女果、甜瓜、李子、土豆、柿子、红薯、菊芋采摘体验，

除此之外还开设冰淇淋制作、灌木修剪、玻璃花园制作、手绢染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动规模 25～5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昌原市碑石下村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碑石下村 010-2006-4822，055-291-4829

其他信息 http://www.sweetvillage.co.kr

韩方主题公园
山清东医宝鉴村

--------------------------------------------------
许浚所著的《东医宝鉴》被

誉为东方医学之精髓，韩方主题
公园就是以《东医宝鉴》为主题
建成的韩方主题公园。园内空间
宽敞，设有许浚步道、韩医学博
物馆、药草园、韩方医院等各种
体验设施以及住宿设施，是深受
大众喜爱的休闲与疗养胜地。

附加信息

碑石下村农家乐

[ 池城农家乐 ]
冬春采摘草莓，夏秋挖土豆和红薯，不仅可以用收获的农作物制作比萨，还可以尝

试稻草手工。

活动规模 5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山清郡池城村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池城农家乐休养村 055-973-2733，010-3250-8571

其他信息 http://www.jsfarmstay.kr

池城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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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漂流体验    

漂流是多人一起划着用PVC或橡胶制作的划艇顺流而下的运动，从组装、下水到航

行的整个过程皆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因此作为团建活动备受青睐。山清郡镜湖江地

区因水位高、风景秀丽而成为漂流胜地。在陆地接受基本教学和安全培训后，穿戴好安

全装备，在专家的指导下分组体验漂流带来的乐趣。奋力划船，乘风破浪，山清的秀丽

风景让人眉开眼笑，与同伴的友情自然变得更加深厚。

[ KHR镜湖江漂流 ]
有丰富经验的导游陪伴，有完善的装备加持，完美服务为您挑战极限助一臂之力。

活动规模 100人（每只船12人）

主要活动场所 从镜湖江修禊亭出发，到达红花园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KHR镜湖江漂流 055-972-2002

其他信息 http://www.raftingaja.com

   KHR镜湖江漂流

[ 山清镜湖江漂流 ]
为了让大家享受探险的刺激，这里专门准备了烤肉场地、会议室、攀岩体验等各种

设施与体验项目。另外，还设有专门为团体游客准备的体验项目。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每只船12人）

主要活动场所 从镜湖江修禊亭出发，到达红花园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山清镜湖江漂流 055-974-2277

其他信息 http://www.raftingaja.co.kr

运动
[ 人与海漂流 ]

根据难度不同分成“激流”和“松江”等2条路线。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每只船8人）

主要活动场所 从镜湖江修禊亭出发，到达红花园

预计所需时间
松江路线：2小时
激流路线：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人与海 055-974-2000，010-9258-6000

其他信息 http://www.mslc.co.kr

人与海漂流

[ Let’s Go漂流 ]
镜湖江地区最大规模的温水设施和停车场就位于此地，体验内容涵盖漂流、生存游

戏、四轮摩托车等多个方面。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从镜湖江修禊亭出发，到达红花园

预计所需时间 镜湖江最上游路线：2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Let’s Go漂流
010-8829-7502，055-972-9996，rkaqjq11@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letsgorafting.modo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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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生存游戏  

生存游戏被喻为团建活动之花，由于使用彩弹，又被称为彩弹射击。穿戴好护具和

攻击用特殊装备，犹如战场老练的阻击手所向无敌。但一定要记住，胜败取决于队友间

的默契。训练包括抢夺旗帜、全军覆没、占领高地和绝地求生等多种项目。

[ Laon Leports生存游戏 ]
Laon leports设有移动式场地，团队可以选择喜欢的地点开展生存游戏。

活动规模 20～5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陕川郡青少年修炼馆（可上门服务）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Laon Leports 010-4567-1683

其他信息 http://www.laon21.co.kr

Laon Leports生存游戏

[ Survival Net生存游戏 ]
包括山清镜湖江附近的场地在内，Survivalnet在韩国共设有9个生存游戏体验场

地，并配有专员进行指导。团队可以选择喜欢的场地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生存演练。

活动规模 20人起（事先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山清郡镜湖江生存游戏场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Survival Net 1566-0124，055-972-3343

其他信息 http://www.survivalnet.co.kr

③ 无动力赛车体验

路极是乘坐缆车升到高处后，再驾驶特殊制作的路极车，利用重力及轨道坡度向下滑

行的运动娱乐项目。长1.8公里的滑道足以让您感到速度所带来的刺激。为增加惊险度，有

些路线设有360度旋转区、隧道以及急转弯区，道边的海景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 天际路极体验 ]
据说只要玩过一次路极就会上瘾。闲丽海上国立公园邀您在秀丽的风光中体验一场

长达2.1公里的刺激之旅。

活动规模 1,6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统营市统营缆车下端站点对面

预计所需时间 2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统营天际路极 070-4731-8473，tongyeong@skylineluge.com

其他信息
http://www.skylineluge.com/ko/tongyeong
http://www.facebook.com/skylinelugetongyeong

天际路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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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野生茶博物馆茶礼体验 ]
河东野生茶闻名遐迩，曾经受到新罗国王的厚爱。在博物馆可以学到河东野生茶的

相关知识，并使用专用茶具学习茶文化。博物馆内开设的茶礼体验将为您讲授“饮茶之

道”、“关怀之德”。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河东郡河东野生茶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4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河东野生茶博物馆 055-880-2956

其他信息 http://www.hadongteamuseum.org

河东野生茶博物馆茶礼体验

[ Good Day博物馆 ]
Good Day博物馆是庆南地区著名烧酒企业“舞鹤”开设的一家酒类博物馆。在馆

内不仅能了解烧酒和世界各地各种酒的历史与文化，还可以参观烧酒工厂并品尝烧酒。

活动规模 30～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昌原市凤岩工业园区Good Day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Good Day博物馆 070-7576-2017

其他信息 http://www.gooddaymuseum.co.kr

特色体验

Good Day博物馆

[ 洛东江铁轨自行车 ]
骑着铁轨自行车横跨洛东江欣赏沿途美景，先前往山葡萄酒隧道参观和购买山莓

酒，再去由新村号列车改装而成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铁桥观景台上欣赏到的落日会为

此次旅行画下完美句号。

活动规模 12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南道金海市金海洛东江铁路公园

预计所需时间 4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金海洛东江铁路公园 055-333-8359

其他信息 http://www.ghrp.co.kr

洛东江铁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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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l Glass玻璃文化体验 ]
设有玻璃饰品、玻璃杯、玻璃手镯等玻璃工艺品的手工体验。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各体验不同）

 承办单位：Mool Glass 070-4642-6279

 其他信息：http://blog.naver.com/moolglass

[ 银饰七宝工艺体验 ]
用简单的串珠与七宝手工，打造属于自己的工艺品，享受妙手生

花的过程。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各体验不同）

 承办单位：Hee艺术 010-3930-4837

[ 粉笔艺术风景画体验 ]
用粉笔描绘出自己独特的风景线。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各体验不同）

 承办单位：Park Jeongwon粉笔艺术 070-8907-3367

[ 昌原国际射击场射击体验 ]
在昌原国际射击场使用散弹枪、手枪、气枪等枪械，来一场真实的

射击体验。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昌原国际射击场 055-712-0725，webmaster@cwsisul.or.kr

 其他信息：http://shooting.cwsisul.or.kr

[ 昌原国际射击场室内生存游戏 ]
生存游戏被誉为团建活动之花，拿起激光枪来一场紧张刺激的生存演练。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昌原国际射击场 055-712-0725，webmaster@cwsisul.or.kr

 其他信息：http://shooting.cwsisul.or.kr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 锦湖度假村游艇体验 ]

乘坐游艇观赏闲丽海上国立公园秀丽的自然风光后，前往李舜臣将军祠堂所

在的闲山岛尽情享受海洋之旅。

 预计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统营锦湖度假村游艇咨询处 055-640-8180

 其他信息：http://www.kumhoresort.co.kr

[ 制茶体验 ]
河东野生茶博物馆在春、夏、秋三个季节推出采茶体验项目，并且可以在此

亲身体验炒茶的整个过程。

 预计所需时间：每项体验30分钟

 承办单位：河东野生茶博物馆 055-880-2956

 其他信息：http://www.hadongtea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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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

大邱，韩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引领韩国现代化发展的工业之
城。这座城市自然与文化和谐发展，每个季节都有精彩纷呈的庆典活
动。让我们前往这座热情洋溢城市，举办一场成功的会展。

 重点会展中心：EXCO

 当地会展局：大邱会展局，http://www.daegucvb.com，

                        info@daegucvb.com 

工业化领先城市

[ 大邱 ]

韩国传统文化的中心

[ 庆尚北道 ]
庆尚北道素以灿烂的历史文化而著称，也是在韩国拥有最多世界文

化遗产的地区。在古色古香的传统房屋及书院体验传统文化，再来享受
美丽的大自然，此行可谓别无所求。

 重点会展中心：GumiCo，安东国际会展中心（计划2021年开业）

 当地会展局：庆尚北道文化旅游发展局，http://www.gtc.co.kr，

                       054-740-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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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希望之城 

[ 庆州 ]

千年古都庆州是韩国新罗王朝的历代首都，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
的博物馆。庆州为您提供会展中心、酒店、主题公园、休闲设施等成熟
的基础设施，并推出多元化的文化体验活动，充满韩国风情的美好体验
将成为难忘的回忆。

 重点会展中心：庆州和白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庆州和白会展局，http://crowncity.kr，

                       dhjang@crowncity.kr，054-7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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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城大邱，一座从早到晚每时每刻都值得记忆的城市，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文化与浪

漫共存的城市。这座令人惊叹不已的热情之都随时恭候您的到来。

① 韩流体验 

大邱既是时尚之都，又是养生旅游胜地。可以利用天然材料与韩国传统药材制作化

妆品，还可以参与足浴、护肤等养生项目，尽情体验K-Beauty的潮流。

[ 旅游信息体验中心制作纯天然化妆品 ]
为了游客能够更深入的体验韩国文化，相关地方政府开设了旅游信息体验中心，向

游客提供亲手制作纯天然化妆品等美容体验和韩国传统纸张制作、农乐表演等丰富多彩

的韩国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54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大邱体育场商城1层

预计所需时间
化妆品制作：1小时30分钟；
韩纸工艺制作：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旅游信息体验中心 053-666-4881

其他信息 http://www.suseong.kr/tour/index.do?menu_id=00030716

5-1. 大邱

推荐活动

D A E G U

韩国文化体验 

旅游信息体验中心制作纯天然化妆品

[ 韩医药博物馆手工制作韩方化妆品 ]
寿城韩医药博物馆坐落于传统文化保存完好的大邱药令市，馆中设有与韩医学相关的参

观活动，并推出韩方化妆品制作等体验活动，参加者可以利用天然材料亲手制作韩方香

皂、韩方香囊等韩方化妆品。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每组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中区药令市韩医药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韩医药博物馆 053-253-4729

其他信息 http://www.daegu.go.kr/dgom/index.do

韩医药博物馆手工制作韩方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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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传统文化体验

寿城参加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可以增加对韩国的了解，还能增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拍拍照片，

玩玩传统游戏，韩国之行将变得更加特别。 

[ 慕明斋传统文化体验 ]
寿城寿城区厅运营的韩国传统文化体验馆，设有茶道、韩服等礼仪文化体验活动和制作

东医宝鉴药膳和传统射箭等项目。

活动规模 茶道体验：25人以内；药膳体验：25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慕明斋韩国传统文化体验馆

预计所需时间
茶道、韩服、药膳体验活动：各2小时
传统射箭体验：3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厅旅游科 053-666-4916

其他信息 http://www.suseong.kr/tour/index.do?menu_id=00030715

慕明斋传统文化体验

[ 原龟岩书院传统文化体验 ]
寿城如果想试穿韩服，或是学习传统礼仪和茶道，可以前往中区西门市场附近的原龟岩

书院、达西区屏岩书院以及东区申崇谦将军遗址等3家体验馆。除上述活动外，体验馆

还设有打年糕、踢毽子、跳跳板等传统文化游戏体验。

活动规模 原龟岩书院：30人以内；屏岩书院、申崇谦将军遗址：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中区近代街龟岩书院

预计所需时间 试穿韩服+礼仪讲堂+茶道体验：共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大邱传统文化中心 053-428-9980

其他信息 http://www.dtc.or.kr

原龟岩书院传统文化体验

[ 方字鍮器体验 ]
寿城方字鍮器博物馆坐落于八公山脚下，是一家展览方字鍮器和其制作工艺的展览型体

验场。可在解说员陪同下参观展览室，在户外体验场敲打方字鍮器锣，并参与各种传统

游戏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1,0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东区大邱方字鍮器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方字鍮器博物馆 053-606-6171

其他信息 http://artcenter.daegu.go.kr/bangjja

方字鍮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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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当地村庄体验

寿城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优秀项目。试着采

摘当季农作物或参加各种工艺体验和游戏，其乐融融、意犹未尽。

[ 九岩农场体验村 ]
寿城从3月至11月，农场分季节推出采摘应季农作物和烹饪体验。除此之外，试乘拖拉

机、天然材料染色、木工艺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会把您的一天排得满满的。

活动规模 1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东区八公山附近九岩农场体验村

预计所需时间 6小时（供餐）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九岩农场体验村 053-984-5273

其他信息 http://www.gooam.com

九岩农场体验村

④ 寺院寄宿

寿城寺院寄宿包括参加礼佛、学习寺庙礼仪等部分宗教性活动，但更多的是冥想、散

步、茶道体验等韩国佛教独有的身心修行和文化体验。在幽静的山寺里与队友一起寻找

内心的平静，不失为一次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 桐华寺寺院寄宿 ]
寿城在静谧的寺院中，通过品茶、冥想来参悟佛理。寺内开展两天一夜的寺庙体验之

旅，每隔一周会轮换活动内容，并设有制作寺院斋饭以及八公山徒步旅行项目。桐华寺

国际旅游禅体验馆（法华宝宫）和世界最大的石制佛像药师如来统一大佛也值得一看。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东区八公山桐华寺

预计所需时间
一日游：13:00～15:00
两日游（两天一夜）：周六15:00～周日13:00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桐华寺 010-3534-8079

其他信息
http://www.donghwasa.net
预约网站：http://www.templestay.com/reserv_temple.
aspx?ProgramId=10861

 桐华寺寺院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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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森林生态主题公园探险 ]
在绿色大自然中通过惊险刺激的体验活动培养团队精神。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金刚路

线共有包含5个高空滑索在内的26个冒险项目。在进行冒险活动之前，必须接受严格的

安全培训。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达城郡大邱森林生态主题公园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大邱森林生态主题公园  团体预约：053-761-7400

其他信息 http://www.daeguforest.com

大邱森林生态主题公园探险

[ E-WORLD ]
E-WORLD不仅配备30余种游乐设施，还囊括景色优美的公园、动物农场以及溜冰

场。登上83塔，大邱市内全景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星光阶梯和浪漫花园为游客献上难

忘的回忆。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头流站附近E-WORLD

预计所需时间 4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E-WORLD 团体预约：053-620-0100

其他信息 http://www.eworld.kr

特色体验

运动

 E-WORLD

[ 八公山缆车体验 ]
乘坐观光缆车至海拔820米的八公山顶峰之上，可将大邱市内的景色一览无遗。沿

着修整好的山路下山，可以一睹桐华寺的风采，寺中供奉着33米高的世界最大石佛像，

沿途还有塔谷和人工攀岩场。

活动规模 400人以内（每辆缆车可载6人）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东区八公山缆车

预计所需时间 单程7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八公山缆车 053-982-8801

其他信息 http://www.palgongcablecar.com

八公山缆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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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乐园炸鸡体验 ]
来到这家炸鸡体验主题公园，可以亲手给鸡肉裹上面衣后放入锅中油炸，并添加喜

欢的酱料，完成别具一格的炸鸡。

活动规模 7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东区炸鸡体验主题公园当当乐园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当当炸鸡 053-721-7599

其他信息 http://codd.pay.biz

当当乐园炸鸡体验

[ The ARC文化馆江河文化体验 ]
The ARC文化馆有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造型，是一座展示汉江、锦江、荣山江、洛东

江等江河文化的综合文化体验馆。参观博物馆后可以移步户外，参与划鸭子船等水上休闲运

动，还可以骑连体自行车游览江边。在文化馆3层观景台和河边观赏到的夜景可谓首屈一指。  

活动规模 不限（鸭子船：3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邱广域市达成郡江亭高灵洑The ARC文化馆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The ARC文化馆 053-585-0916

其他信息 http://www.riverguide.go.kr/kor/page.do?menuIdx=381

The ARC文化馆江河文化体验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 Youngdo Daum天鹅绒体验 ]
闻名遐迩的“纺织之都”大邱引领着时尚的潮流，大邱天鹅绒艺廊

的参观及体验活动自然不容错过。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Youngdo Daum 053-710-3700

 其他信息：http://www.youngdoliving.com

[ 大邱国际射击场生存游戏 ]
在大邱国际射击场进行CS真人版城市实景战斗，体验一场现实版

“吃鸡”!

 预计所需时间：上下半场各7分钟

 承办单位：大邱国际射击场 053-312-0000

 其他信息：http://shooting.dgsisul.or.kr

[ 大邱国际射击场射击体验 ]
不仅可以在室内外的射击场体验实弹射击，还可以在模拟射击场进

行虚拟战斗，体验紧张刺激的射击竞技。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

 承办单位：大邱国际射击场 053-312-0000

 其他信息：http://shooting.dgsisul.or.kr

[ 大邱水上乐园水上运动 ]
大邱水上乐园位于凤舞公园内部，开设香蕉船、水上飞鱼、滑水、

尾波划水等水上休闲娱乐项目。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大邱水上乐园 053-983-1472

 其他信息： http://dgwaterworld.itrocks.kr

[ 大邱天空湖水工坊化妆品手工制作体验 ]
为了满足K-beauty迷，大邱天空湖水工坊推出了多种养生项目，

其中包括亲手制作韩方化妆品以及美容体验。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大邱天空湖水工坊 053-253-2380

 其他信息：http://sky-lak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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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州，一座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完美地呈现出韩国的历史

文化。

① 传统文化体验

走进古朴典雅的韩屋，挑选喜欢的韩服，享受韩国独有的特色文化。再试着玩一些

简单的传统游戏，就成为旅途中最难忘的记忆。

[ 吟风弄月儒生体验 ]
化身为朝鲜时代的儒生，体验韩国两班贵族的传统礼仪文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环境中，学习浩气凛然的儒生精神。 

活动规模 40～3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庆州市玉山书院

预计所需时间 4月至10月，2小时4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新罗文化院 054-774-1950

其他信息 http://www.silla.or.kr

5-2. 庆州市

推荐活动

G Y E O N G J U - S I

韩国文化体验 

吟风弄月儒生体验

[ 庆州崔氏学堂 ]
朝鲜时代的豪门富户崔氏家族以超越时代的贵族精神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敬重。让我

们通过崔氏家族的六条家训来学习共存相生之道。

活动规模 8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州市校村崔氏故居

预计所需时间 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庆州崔氏学堂 054-774-0202，hamziho@hanmail.net

其他信息 http://www.gyochon.or.kr

庆州崔氏学堂

2019年9月24日，来自秘
鲁、马来西亚、加纳、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苏格兰、美国、缅
甸等10个国家的20余名小说家
汇聚一堂，开展了为期3天2夜
的盛会。他们身穿韩服，体验了
传统射箭、韩文名字书法、国乐
表演等各种韩国文化，并从西岳
书院出发，参观了武烈王陵、真
兴王陵、西岳洞三层石塔等历史
文化遗址。

故事家尤爱吟风弄月

庆州崔氏故居
--------------------------------------------------

崔氏故居经历崔氏家族12
代传承。崔氏家族以谦德闻名，
乐于为百姓造福，因此获得了极
高的名望。舍廊房借宿的旅客络
绎不绝，每逢灾荒还为饥饿的百
姓开仓放粮，这体现了崔氏家族
六条家训中谦虚和关怀的精神。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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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州校村文化体验场 ]
庆州校村内设有泥陶工坊、绗缝体验馆、传统文化研究所、国乐院、韩服租赁

店、传统小吃体验场等多种文化体验设施。可以根据人员与时间定制一条适合自己团

队的路线。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庆州市校村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校村文化体验场 054-760-7881

其他信息 http://www.gyochon.or.kr

 庆州校村文化体验场

早在新罗时代，庆州就设立
了被称作“国学”的国立大学，
当地的崔氏家族因贵族精神而驰
名千里，崔氏家族的古宅也坐落
于此。如今校村成为集旅游与弘
扬传统文化于一身的特色村庄。

2017年9月，国际天然气
联盟在此举办了联合委员会晚宴
活动，当时在韩屋院落里搭建了
具有传统色彩的五方色遮阳棚，
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在韩国国乐
的陪衬下，享用了西式风情的晚
宴，两种文化虽自成一体，却又
交相呼应。

- 改编自庆州和白会展局提供资料 

校村与国际天然气联盟（IGU）
联合委员会 ② 韩餐体验 

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这来源于韩餐丰富的食材与繁复的烹饪手

法。也正因此，韩餐烹饪成为团建活动的首选项目。队员们分工合作，从准备材料到烹

饪美食，这一番过程令菜变得更好吃，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更坚固。

[ Surime韩餐体验 ]
化身为电视剧《大长今》的主角，在传统韩屋中亲手制作宫廷御膳。不仅可以选择

烤牛肉、什锦炒粉丝、辣炒年糕等深受外国人喜爱的韩国美食，还可以参与打年糕等妙

趣横生的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州市Surime体验馆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Surime（韩国传统饮食体验教育院）054-748-2507

其他信息 http://www.surime.kr

Surime韩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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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寺院寄宿

寺院寄宿包括参加礼佛、学习寺庙礼仪等部分宗教性活动，但更多的是冥想、散

步、茶道体验等韩国佛教独有的身心修行和文化体验。在幽静的山寺里与队友一起寻找

内心的平静，不失为一次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 骨窟寺寺院寄宿 ]
骨窟寺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人造石窟寺庙，也是韩国禅武道的发源地。让我们一

起来体验冥想，学习禅武道。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州市阳北面骨窟寺 

预计所需时间

寺院寄宿（休息型、体验型）：
14:30～次日12:30 
寺院生活（一日游）：
上午或下午每次2～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骨窟寺 054-775-1689，d-kumkang@daum.net

其他信息
http:///www.sunmudo.com
http://www.facebook.com/sunmudotemplestay.golgulsa
http://blog.daum.net/d-kumkang

骨窟寺寺院寄宿

骨窟寺是韩国禅武道的发源
地，遵循佛祖的“毗钵舍那”修
炼方法，即通过禅武道修炼身心
一体（即世间万物与我同在），
净化心灵与身体，找到真理。

2016年5月,由亚洲、中
东、非洲等现代重工业海外VIP
客户组成的400多人的奖励旅游
团分两批先后来到了庆州。旅游
团在庆州游览了各大著名景点，
参加了东宫和月池夜巡等活动，
并为体验寺庙生活来到了历史悠
久的骨窟寺。在为期半天的寺庙
生活体验中，团员们观看了禅武
道演出，并参加了传统弓箭、禅
武道等体验项目，享受了一次充
实而丰富的旅行。

- 改编自庆州和白会展局提供资料 

现代重工海外VIP
奖励旅游团前来

骨窟寺体验寺院生活
[ 庆州任实奶酪学校 ]

在室内体验制作奶酪和奶酪披萨，在户外参加滑道、动物喂食等活动。团队活动时

可以事先制定主题，比比看谁做的比萨更贴近主题。

活动规模 7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州市内南面任实奶酪学校（庆州店）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任实奶酪学校 054-744-8998

其他信息 http://www.cheeseland.kr

庆州任实奶酪学校

特色体验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 徐罗伐土器体验 ]
初学者也能感受到泥土的气息，让我们耐心聆听泥陶的低语，全心

全意感受匠人精神。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徐罗伐土器 010-8654-0170

 其他信息：http://www.seorabeolto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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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北道历史悠久，至今保留着数不胜数的文化遗产，在洋溢着儒生精神的庆尚北

道，大家一同探寻韩国传统文化的轨迹。

① 传统文化体验

在古宅与充满文化气息的村庄之中体验韩国传统文化，试穿韩服学习韩国传统礼

仪，参加传统游戏、学习韩餐烹饪、体验两班贵族文化都是不错的选择。

[ 安东班家传统文化体验 ]
前往现代与传统融为一体的安东班家试穿韩服，学习制作辣椒酱、家酿酒，传统木

版印刷，体验非同寻常的韩国传统文化。

活动规模 试穿韩服、制作辣椒酱：每项体验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安东市安东山药主题公园安东班家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安东班家 054-841-0050

其他信息 http://andongbanga.co.kr

5-3. 庆尚北道

推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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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体验 

在安东班家体验两班文化

 安东班家传统文化体验 

[ 儒生村传统文化体验 ]
在韩国儒家文化的发祥地——绍修书院和旁边的儒生村体验韩国传统文化。用笔墨

在韩纸上书写韩文、参加传统婚礼和打年糕等都是颇具人气的体验项目。

活动规模 75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荣州市荣州儒生村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儒生村 054-638-6444

其他信息 http://www.sunbichon.net

儒生村传统文化体验

庆尚北道文化观光公社邀请
台湾旅游业相关人士，进行了
包括庆州、安东、浦项等地在内
的庆北文化实地考察。旅行团游
览了世界文化遗产——庆州佛国
寺、校村、安东河回村以及韩剧
《阳光先生》的取景地——晩休
亭、月影桥、浦项虎尾岬、灯塔
博物馆等。

在韩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
安东，他们身穿韩服学习韩国传
统两班贵族家庭的礼仪，还亲手
制作并品尝安东炖鸡，领略的安
东的无限魅力。
 
- 摘自2019.02.19《Break 
News》报道

2018年2月平昌冬奥会期
间，奥委会工作人员与外媒记者
们来到了庆尚北道荣州的儒生村
以及儒生文化修炼馆。他们身穿
儒生服，学习饱含儒家思想的茶
道礼仪，并且参加了投壶、踢毽
子、抽陀螺等韩国传统游戏。
    冬奥会期间荣州每日都会迎
来分别从平昌郡和江陵市出发的
旅行团，旅行团由外媒记者和外
国游客组成，每团10人左右。
他们对于绍修书院的教育制度和
祭祀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捕捉美丽的自然景观，相机
快门按个不停。
 
- 摘自2018.02.23《韩国日
报》报道

平昌冬奥会期间外媒记者前
来荣州儒生村体验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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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传统工艺体验

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让我们怀着匠人之心，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 青松白瓷体验 ]
被列为国际慢城的青松郡，出产一种享誉世界的“青松白瓷”。青松白瓷的原材料

不是泥土，而是磨制成粉的陶石。可以参观陶窑旧址以及开采陶石的矿山等地，还能参

与陶轮体验、手绘喷涂等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青松郡青松观光文化财团陶艺村陶艺工坊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青松白瓷文化传授馆 054-873-7748

其他信息 http://www.csbaekja.kr

青松白瓷体验

[ 李花万里村传统工艺体验 ]
李花万里村是一座环保农家乐村，村里常驻十余名拥有专业资格证的体验指导师。

这里不仅开展四物农乐、金陵光川农乐等传统音乐课程，同时还有韩纸工艺、天然染色

等丰富多彩的传统工艺活动。

活动规模 传统游戏：30～50人；传统工艺：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金泉市李花万里环保农家乐村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40分钟～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李花万里环保农家乐村 054-436-1213

其他信息 http://www.ehwamanlee.kr

李花万里村传统工艺体验

[ 开室村传统文化体验 ]
在此地不仅可以参与竹制水枪制作、韩纸工艺体验、风筝编织等日常生活中的传统

工艺体验活动，还可以亲手制作麦芽糖、年糕、油蜜果等韩国传统食品。

活动规模 150人以内（各体验不同）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高灵郡开室村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开室村 054-956-4022

其他信息 http://www.gaesil.net

开室村传统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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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当地村庄体验

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参加完各

种工艺体验和游戏后，还可以采摘当季农作物，并移步探访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

[ 李花万里农家乐 ]
每年春季，村中的李花满天飘香，只在清净环境中繁衍生存的白鹭会不远万里飞回

这里，梨花万里村也因此得名。村里准备了收获当季水果和农作物的采摘等体验活动，

参加者可以利用收获的水果亲手制作果酱，体验农村的生活乐趣。

活动规模 30～5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金泉市李花万里环保农家乐村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李花万里环保农家乐村 054-436-1213

其他信息 http://www.ehwamanlee.kr

李花万里农家乐

[ 开室村农家乐 ]
开室村每年春季（3～5月）和秋季（9～10月）都会分别开展草莓采摘和红薯收获

体验活动。此外，参加者还可以尝试亲手制作刀削面、豆腐等家常食物，或是参与制作

天然香皂、陶瓷和马克杯等韩国气息浓郁的农村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150人以内（各体验不同）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高灵郡开室村文化体验场

预计所需时间
收获体验：1小时
饮食、工艺体验：各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开室村 054-956-4022

其他信息 http://www.gaesil.net

开室村农家乐

[ 神秘的大伽倻之旅，铁的远征队 ]
在1500年前韩半岛东端有一个铁器文明国——大伽倻。如今，当时的生活面貌重

现在这块土地上。参加者组成探寻铁文化的远征队，穿上传统服饰，了解铁器和殉葬文

化，参与各种文化体验活动。还可以在当地工坊与当地居民一起参与工艺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铁的远征队：无人数限制；工坊体验活动：20～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高灵郡大伽倻邑大伽倻生活村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大伽倻生活村 054-950-7180
工坊村 054-950-7009

其他信息 http://www.daegayavillage.com

特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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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大伽倻之旅，铁的远征队

[ 山林治愈园疗愈之旅 ]
国立山林治愈园利用森林健康资源开发了森林疗愈、健康疗愈、休养疗愈等保健养

生项目。并为外宾准备了为期两日的韩国山林养生保健K.F.C（Korea Forest Healing）

项目，将韩国文化体验和山林疗愈合二为一。

活动规模 20～6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庆尚北道荣州市国立山林治愈园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各体验不同）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国立山林治愈园Daslim 054-639-3400，054-639-3540

其他信息 http://daslim.fowi.or.kr

山林治愈园疗愈之旅

[ 张桂香文化体验教育院 ]
以韩国历史最悠久的韩文食谱《饮食知味方》为基础，教授韩国传

统饮食的制作方法以及传统礼仪。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承办单位：张桂香文化体验教育院 054-680-6441

 其他信息：http://www.yyg.go.kr/jghcenter

[ 云端传统文化体验 ]
在云端传统度假村参与制作韩餐、试穿韩服等传统文化活动。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云端传统度假村 054-823-9001，info@gurume-andong.com

 其他信息：http://www.gurume-andong.com

[ 开室村野花体验 ]
华盖山主题登山路上盛开着各式各样的野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野

花知识、动手制作野花盆栽与干花标本。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

 承办单位：伽倻野花花友会（开室村）054-956-4022

 其他信息：http://www.gaesil.net

[ 桃李寺寺院寄宿 ]
在松香弥漫的山寺中了解佛教文化，参悟人生真谛。

 预计所需时间：15:00～次日12:00

 承办单位：桃李寺 010-8691-3877，dorisa@hanmail.net

 其他信息：http://www.dorisa.or.kr

[ 永川战争纪念公园生存游戏 ]
通过模拟朝鲜战争中的永川之战，可以目睹当时硝烟弥漫的战场，

更深入地了解朝鲜战争。

 预计所需时间：巷战：上下半场各7分钟；高地战：30分钟

 承办单位：永川战争纪念公园生存游戏体验场 054-339-8625

 其他信息：http://www.yc.go.kr/memorial/main.web

[ 玉城自然休养林山林疗愈 ]
在茂密的森林中通过冥想和自我疗愈，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玉城自然休养林 054-481-4052

 其他信息：http://www.gumihy.com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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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昌郡：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 69公里  平昌郡：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 240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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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江原道，2018年平昌冬奥会举办城市，冬季运动圣地，连接南

北和平的纽带。在这块DMZ和平之地、一年四季充满魅力的江原道

开展各种精彩纷呈的体验活动。

 重点会展中心：平昌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江原国际会议中心 http://visitgangwon.or.kr，

                       033-255-5048

生机勃勃，四季分明的

庆典之城  

[ 江原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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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举办过平昌冬季奥运会的江原道，我们首先会联想到白雪与寒冰，其实江原道

一年四季都有着特色鲜明的自然景观。让我们在这里尽情享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韩国

文化。

① 韩餐体验

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这来源于韩餐丰富的食材与繁复的烹饪手

法。也正因此，韩餐烹饪成为团建活动的首选项目。队员们分工合作，从准备材料到烹

饪美食，这一番过程令菜变得更好吃，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更坚固。

[ 静江园韩餐体验 ]
静江园是韩剧《食客》的拍摄地，这里不仅设有传统饮食体验馆，还建有韩屋酒

店、韩餐厅以及传统饮食博物馆。从拌饭、辣椒酱等享誉世界的代表美食到青花鱼包饭

酱、豆腐、打糕等各种具有特色的韩餐任君挑选。

活动规模 10～400人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平昌郡静江园体验场

预计所需时间 30分钟～2小时（各体验不同）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静江园 033-333-1011

其他信息 http://www.jeonggangwon.com

6. 江原道

推荐活动

G A N G W O N - D O

韩国文化体验 

静江园韩餐体验

[ 葛谷名匠韩果体验 ]
葛谷韩果体验馆是韩果名人为传承韩果150年的悠久历史而建立的。让我们在这里

一起学习和制作韩国高级传统茶点——韩果。

活动规模 3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江陵市葛谷韩果体验展览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葛谷名匠 033-641-8200，galgol53@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www.galgol.com

 葛谷名匠韩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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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寺院寄宿  

寺院寄宿包括参加礼佛、学习寺庙礼仪等部分宗教性活动，但更多的是冥想、散

步、茶道体验等韩国佛教独有的身心修行和文化体验。

[ 月精寺寺院寄宿 ]
月精寺以沙松林、善财路等登山路线而闻名。寺内开展林中漫步、制作一百零八佛

珠、与僧人以茶论禅和制作莲花灯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活动规模 7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平昌郡月精寺

预计所需时间
寺院寄宿（休息型）：14:30～次日11:20 
寺院体验（一日游）：09:30～11:40（供餐）

提供语言
汉语、英语
日语、韩语

承办单位 月精寺 033-339-6606，6607，woljeongsatemple@naver.com

其他信息 http://woljeongsa.org

月精寺寺院寄宿

① 室内运动

室内运动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受天气影响，同时还可以根据加强团队协作或实现目标

等目的来安排人员并设定游戏时间和规则。

运动

[ 冰壶体验 ]
冰壶是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在冰面上投掷砥石，越靠近圆垒分数越高。冬奥

会的举办地江陵冰壶中心现面向大众开放，在接受专家的基本指导后，让我们开始一场

陌生却公平的冰壶大赛吧。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每组15人）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江陵市江陵冰壶中心赛场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江陵冰壶中心 033-647-8688

其他信息 http://blog.naver.com/j6410420

冰壶体验

② 水上运动

水上运动体验会先在地面接受基本动作和安全事项的培训，然后在专家指导下分组

进行体验。通常包括冲浪、划独木舟、浮浅等各种水上运动。让我们前往韩国冲浪胜

地——襄阳一起学习冲浪。

[ 冲浪海滩冲浪体验 ]
海岸1公里范围内是度假村的私有空间，可以在这里独享冲浪运动的乐趣。在美好

的夏日夜晚，还经常举办海边派对。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襄阳郡河赵台海边冲浪海滩

预计所需时间 地面培训30分钟+水上培训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Raon冲浪度假村 033-672-0695

其他信息
http://www.surfyy.com
http://www.facebook.com/surfyy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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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浪海滩冲浪体验

③ 生存游戏

生存游戏被喻为团建活动之花，由于使用彩弹，又被称为彩弹射击。穿戴好护具和

攻击用特殊装备，犹如战场老练的阻击手所向无敌。但一定要记住，胜败取决于队友间

的默契。训练包括抢夺旗帜、全军覆没、占领高地和绝地求生等多种项目。

[ 江村旅游农园生存游戏 ]
设有平地型和山地型场地，且附设大型运动场及烧烤场等户外团体活动设施。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春川市江村旅游农园生存游戏场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江村旅游农园 010-2111-9431

其他信息 http://gcscamp.co.kr

江村旅游农园生存游戏

[ 加里山休闲运动公园休闲运动 ]
除了感受生存游戏的乐趣，在这里还可以体验高空滑索和丛林探险等紧张刺激的休

闲运动项目。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洪川郡加里山休闲运动公园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洪川休闲运动 070-8831-8138

其他信息
http://leports.great.go.kr
http://blog.naver.com/forestadventurekorea

[ 麟蹄飞天公园休闲运动 ]
让我们一起在休闲运动的天堂尽情享受竞技运动带来的欢乐。登上高50.2米的金字

塔，环绕天空步道观景台，还可以尝试紧张刺激的跳伞运动。

活动规模 1,0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麟蹄郡合江亭服务区附近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麟蹄飞天公园 033-461-0141

其他信息 http://www.inje-themepark.com

[ 永郎湖旅游区花郎徒体验 ]
永郎湖花郎徒旅游区流传着新罗时期青少年人才培养组织“花郎”的传说。园内提

供骑马、射箭等个人体验项目，还有击毬、棒术对练等团体竞技体验项目。如果是200

人以上的团体，还可以申请观看马上武艺表演。

活动规模 1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束草市永郎湖花郎徒体验旅游区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永郎湖花郎徒体验旅游区 033-637-3400

其他信息 http://www.hwarangdoexperience.com

特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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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郎湖旅游区花郎徒体验

[ 玉山家玉石洞窟体验 ]
古人认为玉石具有祛病消灾的效果，因此把玉看得极其珍贵。玉山家就建在上等软

玉矿山内，来宾可以在用玉石建造的汗蒸房里，体验软玉的神秘功效。

活动规模 玉石洞窟体验馆：100人以内；玉石矿山桑拿房：3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春川市玉山家玉石矿山汗蒸房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玉山家 1544-0741

其他信息 http://sauna.oksanga.com

玉山家玉石洞窟体验

[ 书与印刷博物馆印刷文化体验 ]
书与印刷博物馆的主题不容置疑是印刷品。馆内的体验活动与印刷有着密切的联

系，因此建议先参观博物馆之后再参加体验。让我们一起用笔书写，再用古老的方式来

印刷。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春川市书与印刷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参观时间：40分钟
体验活动：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书与印刷博物馆 033-264-9923

其他信息
http://www.mobapkorea.com
http://www.instagram.com/mobap.korea

书与印刷博物馆印刷文化体验

[ 三炭艺术矿场艺术及想象游乐场 ]
三炭艺术矿场作为地区文化复苏项目之一，利用废弃的“三陟炭区”办公区重新塑

造了新的文化空间。原始美术博物馆和现代美术画廊相映成趣，在这里还可以找到旧煤

矿留下的痕迹。根据季节或受众的不同，提供流行手工制作或其他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江原道旌善郡三炭艺术矿场艺术中心

预计所需时间 各体验不同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三炭艺术矿场 033-591-3001

其他信息 http://samtanartmine.com



走进韩国

但馆2019年9月，春川Bomnae体育馆内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腌制越冬辛奇活动。虽然时节尚

早，但馆内热情洋溢的气氛丝毫不受影响。这次如庆典般热闹的活动是为了招待来访春川的

中国团体游客。

但馆此次中韩腌制越冬辛奇体验活动是专为中国修正药业集团奖励旅游团体而举行的特别活

动。修正制药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拥有10万余名员工，累计资产达170亿人民

币。该公司每年都向员工提供奖励旅游，此次韩国奖励旅游为期一周，包括首尔历史之旅、

江原疗愈之旅，仁川中国文化之旅三大部分。

但馆其中，江原道疗愈之旅的重头戏便是在春川Bomnae体育馆举行的“腌制爱心辛奇”活

动。此次活动面向首批赴韩的1,400名员工，在韩国旅游发展局与春川市的大力支持下顺利举

行。在专门为大规模活动布置的超大规模场地上，准备了足足有1,000颗白菜，参加者需将各

种蔬菜与辣椒粉混合制作而成的调料铺在事先腌好的白菜叶之间，这些步骤对于中国人而言

可能比较陌生，但是他们饱含热情亲手完成各道工序，并且手法也是粗中有细。扯下一小块

自己抹好调料的菜叶放入嘴中，感叹油然而生。辛奇腌制活动结束之后，还举行了爱心大米

捐赠仪式、韩流演出和关于地方土特产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将场内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上

午的辛奇活动结束之后，旅游团在下午游览了春川的代表旅游景点翡翠花园和昭阳江天空步

道，享受清凉畅快的秋日风情。

旅游承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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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炭艺术矿场艺术及想象游乐场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 独木舟体验 ]
划着韩国首批引进的独木舟，感受一下韩国水乡春川的魅力。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春川水路 033-242-8463

 其他信息：http://www.mullegil.org

[ 咖啡体验 ]
在韩国最早建立的咖啡博物馆了解自然与咖啡的知识，回味咖啡的

香气。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Coffee Cupper 070-8888-0077

 其他信息：http://cupper.kr

[ Museum SAN冥想体验 ]
在田园型博物馆Museum SAN参观精彩展览，然后用冥想来犒劳

疲惫的身心。
 预计所需时间：3小时（冥想体验：30分钟）

 承办单位：Museum SAN 033-730-9000，033-730-9017

 其他信息：http://www.museumsan.org 

                   http://www.facebook.com/museum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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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国际机场

光州机场

务安国际机场

群山机场

丽水机场

丽水市

光州

群山市

金大中会展中心

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320公
里

387公
里

20公里
20公里

4公里4公里

50公
里

50公
里

12
公
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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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252km
252公

里

新万金会展中心

京畿道

江原道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全罗南道

济州道

全罗北道

仁川

忠清北道

忠清南道 大田

光州

大邱 庆州市

蔚山

釜山

首尔

仁川国际机场 光州机场（国内航线）

务安国际机场

群山机场（国内航线）

丽水机场（国内航线）

 群山市：新万金会展中心 252公里

 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 320公里

 丽水市：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387公里

 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 4公里

 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 50公里

 群山市：新万金会展中心 12公里

 丽水市：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20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光州是一座传统与现代文化百花齐放的城市，古朴精致的韩屋与饱

含历史文化的村庄交相辉映，可在城市各处发现引领未来潮流的综合文

化设施，让我们一起来发现光州在岁月沉淀下的独特魅力。

 重点会展中心：金大中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光州旅游会展局，http://www.visitgwangju.kr，

                       convention@gwangjucvb.or

缤纷多彩的文化都市 

[ 光州市 ]

传统与文化并存

[ 全罗北道 ]

在闲暇的时光中

激发灵感

[ 全罗南道 ]

全罗北道是韩国旅游体验的首选之地，这里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项

目与优秀的文化资源。全罗北道将给与我们岁月静好的时光与回忆，让

我们踏上全罗北道，来一场时光旅行。 

 重点会展中心：群山新万金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全罗北道旅游管理科，http://www.jeonbuk.go.kr，

                       063-280-4741

全罗南道坐拥2千余座美丽的岛屿，并有优越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南

道美食闻名遐迩。在全罗南道随时随地都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的美食，观

赏到秀丽的美景，让我们一起在全罗南道治愈身心，在闲暇中激发灵感。

 重点会展中心：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

 当地会展局：全罗南道文化旅游基金会，http://jact.or.kr，

                       sjcho9003@jact.or.kr，061-980-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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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誉为“光之城”的光州市一起体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吧。您将在这座城市感

受到和谐共生并充满人情味的社会文化。

① 传统文化体验
让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传统游戏来体验一下韩国热情洋溢的宴席文化。

[ 农心编绳活动 ]
多年以来韩国传统文化研究会“Olssu”致力于在韩国各地著名庆典现场举行传统

游戏“农心编绳活动”。此游戏是以稻草为中心的团体游戏，需要参与者同心协力才能

使稻草柱子稳定于中心，并使整体达到完美的动态平衡。

活动规模 不限

主要活动场所 可上门服务（在光州演出广场常设韩国国乐表演）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传统文化研究会Olssu 062-676-3844

其他信息 http://olssu.com

农心编绳活动

7-1. 光州

G W A N G J U

推荐活动

韩国文化体验 

② 传统工艺体验 

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让我们怀着匠人之心，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 无等山粉青沙器制作体验 ]
粉青沙器利用现代简洁的设计理念将传统陶瓷从粗糙的造型中升华， 使现代与传统

融会贯通。在无等山粉青沙器制作体验馆中可以制作工艺品，并学习各种传统文化知识。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光州广域市北区坪村陶艺工坊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坪村陶艺工坊 062-266-8008，010-3632-8211

其他信息 http://www.pcdy.co.kr

无等山粉青沙器制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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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作为韩国传统文化旅游之都闻名遐迩，访问淳昌、南原、群山等地的游客也络

绎不绝，这些地区都为游客们定制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① 韩餐体验

韩餐素来以色泽鲜艳、五味俱全而著称，这来源于韩餐丰富的食材与繁复的烹饪手

法。也正因此，韩餐烹饪成为团建活动的首选项目。队员们分工合作，从准备材料到烹

饪美食，这一番过程令菜变得更好吃，相互之间的友谊也更坚固。

[ 全州拌饭制作体验 ]
全州寒碧文化馆位于全州市中心，洋溢着韩国传统美。在这里的体验馆可以亲自烹

饪并品尝全州拌饭和宫廷炒年糕等各种韩国传统美食。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全州市全州韩屋村寒碧文化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全州文化财团 063-280-7000，mail@jt.or.kr

其他信息 http://www.jt.or.kr

7-2. 全罗北道

J E O L L A B U K D O

推荐活动

韩国文化体验 

全州拌饭制作体验

[ 淳昌辣椒酱制作体验 ]
在淳昌郡直营的体验场中可以亲手制作在韩国极具名气的“淳昌辣椒酱”，还可以利

用淳昌辣椒酱制作辣椒酱烤肉比萨、辣炒年糕等美食和打糕、大米花等韩国传统零食。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淳昌郡淳昌酱类体验馆 

预计所需时间 4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淳昌酱类体验馆 063-650-5432

其他信息 http://www.janghada.com

② 传统工艺体验

韩国传统工艺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大自然中获取材料，用手工来完成。

全州韩纸也是闻名千里的特产之一，全州韩纸以当地的构树为原材料制作而成，这种韩

纸的优越性得到了全世界的好评，并且用途广泛。工业、医疗乃至纺织业等多种领域中

都可以见到全州韩纸的身影，让我们利用韩纸尝试各种工艺品的制作。

[ 韩纸产业支援中心韩纸工艺体验 ]
韩纸产业支援中心是专为推广韩纸而建立的专业研究机构。来到这里，可以尝试亲

手制作韩纸小物件、韩纸碗碟和韩纸饰物等用途广泛的工艺品。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全州市全州韩屋村韩纸产业支援中心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韩纸产业支援中心 063-280-1530

其他信息 http://www.hisc.re.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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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纸产业支援中心韩纸工艺

[ 寒碧文化馆传统工艺体验 ]
寒碧文化馆是一座集表演、体验、茶屋和休闲娱乐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文化馆。在这

里可以用韩纸亲手制作生活用品、传统扇子，并且还可以利用传统工艺制作七宝首饰、

编织手链，并参与天然染色体验等各种文化活动。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更多人员提前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全州市全州韩屋村寒碧文化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全州文化财团 063-280-7000，mail@jt.or.kr

其他信息 http://www.jt.or.kr

寒碧文化馆传统工艺体验

[ 大胜韩纸村韩纸体验 ]
大胜韩纸村是韩国国内唯一一座以韩纸为主题的村庄，村内设有构树加工厂、韩纸

制造厂、韩纸工艺展览馆以及韩纸体验馆。来到村中，可以参加韩纸制作、韩纸涂鸦等

各种韩纸工艺体验活动，还可以下榻在村里的韩屋中。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完州郡大胜韩纸村

预计所需时间 1日以上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大胜韩纸村 063-242-1001

其他信息 http://www.hanjivil.com

大胜韩纸村韩纸体验

③ 传统文化体验 

五花八门的活动令人难以抉择。是穿上韩服学习韩国传统礼仪好呢? 还是在具有千

年历史的文化场所体验一下传统游戏呢？不妨每种活动都尝试一下，拍拍照片，玩玩游

戏，度过丰富多彩的一天。

[ 全州乱场生活文化体验 ]
参与搬米袋、捣衣等体验活动，游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游戏厅和歌舞厅，在小溪旁

洗衣服，各种文化体验项目带您穿越时空，重回旧时代的韩国，体验当代的韩国生活文化。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更多人员提前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全州市全州韩屋村一带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全州乱场 063-244-0001

其他信息 http://www.jjnanj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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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乱场生活文化体验

[ 清乙传统文化院传统体验 ]
清乙传统文化院是一座集传统文化教育与体验于一身的综合文化设施，馆内开设了

一日文化体验项目，参加者可以体验从试穿韩服到制作韩餐、传统工艺品、学习茶道礼

仪等各种活动，还可以自主选择定制化的学习体验项目。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全州市清乙传统文化院 

预计所需时间 10:00～15:00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清乙传统文化院 063-232-6679

其他信息 http://www.etiedu.co.kr

清乙传统文化院传统体验

[ 笔峰文化村传统体验 ]
由文化艺术教育师进行专业指导，学习庆典文化、传统游戏、韩餐等相关知识。开展

可以参观笔峰农乐发源地的笔峰体验活动，可以根据需要定制一日型或两日型体验路线。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任实郡笔峰文化村 

预计所需时间
一日型：4小时30分钟
两日型：10:00～次日10:00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笔峰文化村 063-643-1902

其他信息 http://www.pilbong.co.kr

笔峰文化村传统体验

[ 金命宽故居韩屋体验 ]
金命宽故居位于井邑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朝鲜时期，这座两班贵族古宅共有99

间，至今保存完好。在了解韩屋建筑理论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韩屋模型组装和用传统方

式打磨建筑材料等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井邑市金命宽故居

预计所需时间 1日以上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金命宽故居 063-219-5206

其他信息 http://cafe.naver.com/kdsarc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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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命宽故居韩屋体验

[ 碧骨堤传统体验 ]
碧骨堤始建于三国时期（公元330年），是一座水利工程遗址。在碧骨堤园区内体

验农活的同时，还可以参观传统住宅，并在民俗游戏体验场中体验韩国传统文化。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金堤市碧骨堤农耕文化博物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金堤市碧骨堤 063-540-4094

其他信息 http://www.gimje.go.kr/tour/index.gimje

碧骨堤传统体验 

④ 传统音乐体验

通过学习韩国传统节拍和乐器，一起融入韩国人的“兴致” ，缓解工作压力。

[ 寒碧文化馆长鼓、板索里、假面舞体验 ]
寒碧文化馆是集表演、体验、茶屋、娱乐休闲设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中心。在这里

可以学习到韩国民俗乐器长鼓、板索里、民谣、假面舞等传统表演艺术文化。

活动规模 100人以内（更多人员提前协商）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全州市全州韩屋村寒碧文化馆 

预计所需时间 1小时～1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全州文化财团 063-280-7000，mail@jt.or.kr

其他信息 http://www.jt.or.kr

[ 国乐圣地韩国传统节拍体验 ]
国乐圣地地处东便制板索里的中心，既是国乐和板索里文化展览馆，又是表演场

地。这里不仅有板索里讲堂，还能学习制作传统乐器长鼓，市立国乐团的常设表演也不

容错过。

活动规模 20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南原市国乐圣地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国乐圣地 063-620-6905

其他信息 http://gukak.namwon.go.kr

国乐圣地韩国传统节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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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当地村庄体验

该渔村与新万金防潮堤相连，开展徒手抓鱼、滩涂挖蛤蜊、船上钓鱼等特别的体验

项目。另外也备有五花八门的工艺和游戏体验活动。   

[ 新侍岛渔村体验村 ]
该渔村与新万金防潮堤相连，开展徒手抓鱼、滩涂挖蛤蜊、船上钓鱼等特别的体验

项目。另外也备有五花八门的工艺和游戏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北道群山市新侍岛渔村体验村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新侍岛渔村体验村 063-463-7088

其他信息 http://www.신시도어촌체험마을.kr

新侍岛渔村体验村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 滑翔伞运动体验 ]
群山市五圣山设有滑翔飞行场地，一起来体验安全且刺激的飞行。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

 承办单位：群山滑翔伞学院 063-451-9848

 其他信息：http://gsparaschool.modoo.at

[ 弥勒山自然学校 ]
走访村落、探寻百济文化、体验自然生态，各色主题地方文化体

验活动等着您的参与。

 预计所需时间：1日以上

 承办单位：弥勒山自然学校 063-858-2580

 其他信息：http://www.mireuksan.com

[ 森林疗愈体验 ]
在生态旅游区镇安高原的疗愈森林享受排毒护理，度过闲暇时光。

 预计所需时间：每项体验1小时

 承办单位：全北地区环境性疾病治愈中心 063-433-1666

 其他信息：http://www.jinangowonsoop.kr

[ 萤火虫乐园天体观测 ]
萤火虫乐园不仅设有天体观测设施，还配备四季雪橇、

单轨列车等各种娱乐设施。

 预计所需时间：50分钟

 承办单位：萤火星天文科学馆 063-320-5680

                   萤火虫乐园 063-324-1155

[ 骑马体验 ]
来到矗立着特洛伊木马的大自然体验场，和马儿零距离接触。

 预计所需时间：30分钟

 承办单位：长水骑马体验场 063-350-1612

 其他信息：http://www.jangsu.go.kr/horse

[ 任实奶酪体验 ]
在以任实奶酪为主题的欧洲风情村镇尽情体验奶酪美食和

生存游戏。

 预计所需时间：1日以上

 承办单位：任实奶酪主题公园 063-643-2300

 其他信息：http://www.cheesepark.kr

[ 书村Haeri出版营 ]
在这个由海滨渔村脱胎换骨而成的书村中，可以制作属于

自己的书籍，让我们沉浸在思索的海洋中。

 预计所需时间：2日以上

 承办单位：高敞书村Haeri出版营 063-650-5432

 其他信息：http://blog.naver.com/pbvilla

[ 青瓷博物馆陶艺体验 ]
在弘扬高丽青瓷的扶安青瓷博物馆中，一起来欣赏呈现出神秘翡翠

色的青瓷。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体验结束用快递配送完成品，需要5～7周）

 承办单位：扶安青瓷博物馆 063-580-3964

 其他信息：http://www.buan.go.kr/buancela/index.b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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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岛屿、陆地融为一体的全罗南道以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并且是韩国著名

美食之乡，让我们一起前往全罗南道体验各种海文化活动。 

① 当地村庄体验

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在海边的

村庄尽情感受大自然，了解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突山芥菜大律村韩餐体验 ]
突山芥菜大律村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村落，在这里可以看到南海岸的日出和日落，同

时也可以学做全罗南道特色美食，体验健康饮食文化。让我们一起亲手制作全罗南道特

产芥菜辛奇、酱石蟹及五彩豆腐，准备一桌美味且富有营养的韩餐。

活动规模 80人以上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南道丽水市突山邑突山芥菜大律村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突山芥菜大律村 061-654-9433

其他信息
http://www.farmstay.co.kr/village/A40470
http://blog.naver.com/dora48/221731405622

[ 金鳌岛休养村特色体验 ]
从乘船出发的那一刻开始，精彩的体验层出不穷。在由废弃学校改造的露营地中，

可以开展多种海洋休闲活动、农家乐和渔村生活体验项目。其中制作防风香肠等项目是

只有在海边渔村才能体验到的特色活动。

7-3. 全罗南道

J E O L L A N A M D O

主要活动 

韩国文化体验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南道丽水市金鳌岛体验休养村

预计所需时间 2日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金鳌岛体验休养村 010-7190-8978

其他信息 http://www.금오도체험휴양마을.com

金鳌岛休养村特色体验

[ 丽水滩涂晚霞村传统文化体验 ]
村庄内的浅水湾和宽阔的滩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里不仅可以利用竹竿钓弹

涂鱼，还可以徒手捕鱼，或是在滩涂上挖蛤蜊来煮成面片汤等。享受渔村生活的同时，

还可以参与农村生活与国乐体验项目。

活动规模 80人以内（徒手捕鱼：30人以上）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南道丽水市召罗面长尺村

预计所需时间 每项体验1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长尺村会馆 061-691-8777

其他信息 http://jangcheok.go2vil.org

 ]

丽水滩涂晚霞村传统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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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海洋铁轨自行车体验 ]
海洋铁轨路线往返共3.5公里，沿着这条视野广阔的海岸线开启一段清爽之旅。铁

轨自行车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安全骑行，并且除隧道外，视野所及之处皆为大海，仿佛

梧桐岛与南海触手可及。每当夜幕降临，海面星光闪烁，更能增添一丝浪漫的气息

活动规模 280人以内（每台限乘4人）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南道丽水市万城站（已废弃）丽水海洋铁轨自行车

预计所需时间 30分钟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丽水海洋旅游开发 061-652-7882

其他信息 http://www.여수레일바이크.com

丽水海洋铁轨自行车体验

[ 丽水邮轮体验 ]
丽水邮轮是人们争相称颂的海上乐园。让我们乘上韩国最大的沿海邮轮，展开一段

海上之旅。

活动规模 92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全罗南道丽水市突山大桥码头

预计所需时间
白天邮轮体验：1小时30分钟
夜间邮轮体验：2小时30分钟

提供语言 英语、韩语

承办单位 丽水美男号邮轮 1833-5880

其他信息 http://www.yeosucruise.co.kr

特色体验

\

丽水邮轮体验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 空中飞翔 ]
在丽水世博会公园附近的海面上，体验用绳索飞翔的快感。
 预计所需时间：10分钟

 承办单位：丽水空中飞翔 061-666-2626

 其他信息：http://www.exposkyfly.co.kr

[ 丽水国家队滑翔伞运动 ]
在前滑翔伞国家队队员的指导下飞上蓝天，在空中享受丽水美景。
 预计所需时间：1小时

 承办单位：丽水国家队滑翔伞 010-6540-6541

 其他信息：http://sbpara.com

[ 空中秋千极限运动与海洋高空栈道漫步 ]
尝试在绝壁上朝着大海荡秋千，在高空栈道漫步，体验精彩刺激的
瞬间。
 预计所需时间：每项体验10分钟

 承办单位：丽水艺术乐园 1522-2600，061-665-0000

 其他信息：http://www.alr.co.kr/special.html?idx=26989&order=5

[ 熊川亲水公园海洋休闲运动体验 ]
在丽水熊川亲水公园参与快艇、帆板、独木舟、浮浅等精彩纷呈的
水上运动。
 预计所需时间：1～2小时（仅在夏季运营）

 承办单位：丽水运动俱乐部：061-685-8220，010-9563-8202
                   韩国海洋少年团全南东部联盟：061-686-0591

                   韩国海洋救助协会全南东部支部：061-641-0122

 其他信息：http://blog.naver.com/goystour/22160829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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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
(忠清区域)

세종

大田

大田会展中心，
大田贸易展览馆

清州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195公里 45
公
里

京畿道

江原道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全罗南道

济州道

全罗北道

仁川

忠清北道

忠清南道 大田

光州

大邱 庆州市

蔚山

釜山

首尔

清州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大田会展中心

  大田贸易展览馆 45公里

 大田会展中心

  大田贸易展览馆 195公里

* 从国际机场到会展中心

大田市希望通过建立会展带，促进会展产业与文化的融合，并

且大田市已是在亚洲首座获得国际目的地营销协会认证的先进会展

城市。大田拥有丰富的会展经验，还通过学院培养出大批专业人

才，诚邀各位前来大田享受优质的基础设施和会展服务。

 重点会展中心：大田会展中心（DCC）

                           *大田贸易展览馆正在装修，预计2021年重新开馆

 当地会展局：大田市场营销公社，http://www.dime.or.kr，

                       micedaejeon@dime.or.kr

科技之城

[ 大田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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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这座城市将科学与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各种体验活动可以充分了解大

田的魅力。让我们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一起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领略先人的智慧。

① 传统文化体验

[ 大田终身学习馆礼仪讲堂 ]
学习馆提供韩服的穿戴以及行礼方法等基本礼仪体验，还开展民俗游戏和茶道体验

等各种韩国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规模 5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田广域市中区大田终身学习馆

预计所需时间 3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大田终身学习馆礼仪教育中心 042-220-0578

其他信息 http://www.dllc.or.kr

8. 大田

D A E J E O N

推荐活动

韩国文化体验 

大田终身学习馆礼仪讲堂

② 当地村庄体验

富有特色的当地村庄体验是可以领略韩国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的好项目。参加完各种

工艺体验和游戏后，移步探访村庄的各个角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无愁天下村传统生活体验 ]
在这座无忧无虑的村子里，长丞和酱缸台每时每刻迎接着人们的到来。置身于充满

传统气息的村中，可以亲手制作韩餐或传统工艺品，还可以参加农作物收获、森林体验

等项目。

活动规模 韩餐制作：200人以内；传统工艺：80人以内

主要活动场所 大田广域市中区O-WORLD附近无愁天下村

预计所需时间 体验活动与用餐：共4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无愁天下村 042-285-5557

其他信息 http://musu.go2vil.org

无愁天下村传统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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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木工艺体验 ]
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位于市区附近，是可以领略大自然宝贵价值的地方。体验一般

在室内进行，但根据参与人数和要求，也可以在户外进行。另外还提供大田木材文化体

验场与宝文山森林疗愈中心联合开设的活动项目。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每组2～30人）

主要活动场所 大田广域市中区宝文山公园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

预计所需时间
初级（杯垫）：1小时
中级（菜板）：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 042-254-4565

其他信息 http://www.wooddj.org

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木工艺体验

[ 宝文山森林治愈中心疗愈体验 ]
森林治愈中心位于宝文山林中，为人们开启一个如同童话般的世界，让我们一起享

受休养与治愈的时光。如提前申请，还可以在森林解说员的陪伴下散步。中心内还开设

可以进行冥想与瑜伽的修炼室以及各种健康检测设备。

活动规模 60人以内（每组10～15人）

主要活动场所 大田广域市中区宝文山公园宝文山森林治愈中心

预计所需时间 2小时 提供语言 韩语

承办单位 宝文山森林治愈中心 042-270-7878

其他信息 http://cafe.naver.com/forest2707878

特色体验

宝 文 山 被 称 为 大 田 的
“肺”，山脚下井然有序地坐落
着木材文化体验场和森林治愈中
心。为了大型团体可以更高效
地开展活动，木材文化体验场和
森林疗愈中心联合开设了团体项
目。团体参加者在到达后分为两
组，一组在指定地点制作菜板等
木制工艺品，同时另一组与解说
员一起探访宝文山的丛林。耐心
聆听专家的介绍和说明，领会森
林对人类的馈赠，不论在室内还
是室外都可以度过充实而美好的
时光。体验时间为3至4小时，人
员安排为两组，每组30名左右。

* 主管单位：大田木材文化体验场 
  咨询热线：042-254-4565 

森林的馈赠！
木工艺品与森林疗愈

50 人以内
小规模活动

宝文山森林治愈中心疗愈体验

[ 皮革工坊体验 ]

学习制作钥匙链、卡包等简单的皮革工艺品。

 预计所需时间：2小时

 承办单位：小工坊（Mr.J）070-8283-1104

 其他信息：http://blog.naver.com/gongbang_mrj



第2次，我们的人数涨了1倍! 

MCI选择韩国作为奖励旅游目的地 

2018年8月，印尼著名的化妆品销售企业“MCI（Millionaire Club Indonesia）” 

的2,115名员工访问了韩国。这是继2017年2月在韩国开展雪地游1年半之后的又一次

访问，也是作为东南亚地区企业规模最大的一次访问。

MCI集团曾在2017年2月组织1,162名人员赴韩。他们在江原道滑雪，在京畿道利

川采摘草莓，在晨静树木园欣赏了五彩缤纷的灯光。长期的热带地区生活也许会让他们

不习惯韩国的冬天，可是凤凰城滑雪场却被他们的笑容所覆盖。

韩国与MCI集团是在2016年雅加达“会展晚会”相识的。自那以后韩国旅游发展局

带领韩国的相关企业向MCI发去多次商务邀请和定制型宣传册，不懈的努力终于让MCI

选择了韩国。韩方作为对访韩奖励旅游的支持，在机场安排了欢迎团。而本该陌生的两

方却得益于其间多次网上来往的邮件，反而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那么这次访韩的旅游团选择了韩国的哪些景点呢？因为正值秋季，这次他们挑选了

南山谷韩屋村、首尔路7017和明洞等首尔的主要旅游景点。首尔市专门为旅游团在景

点布置了韩服更衣间，让MCI的员工方便换上韩服来参加掷柶游戏和踢毽子等传统文化

体验。首尔的行程结束后，他们又前往京畿道加平小法兰西、龙仁爱宝乐园、坡州临津

阁等景点，充分享受了秋日的大韩民国。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向MCI介绍韩国的另一种

魅力。

专辑1
奖励旅游成功案例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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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批
2017.02.02-03.11

1,162 人

2018.09.09-10.02 

2,115人

第2批

MCI集团访韩日程

MCI 第2批

MCI 第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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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场所推荐

PART

2
1. 首尔

2. 仁川、京畿道

3. 济州道

4. 釜山、蔚山、庆尚南道

5. 大邱、庆州市、庆尚北道

6. 江原道

7. 光州、全罗北道、全罗南道

8. 大田（忠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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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特色场所
 韩国石造博物馆 
 韩国家具博物馆  
 韩国之家（韩国文化财团）
 三清阁
 国立中央博物馆
 汉江衣恋游轮
 JUST KPOP
 文化储备基地
 浮岛会展中心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EL TOWER
 SFACTORY
 乐天世界
 国立国乐院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STAGE 28

1
首尔

1) 韩国石造博物馆

韩国石造博物馆将散落在国内外的韩国石雕文物汇集一堂，是一座专业的石雕博物

馆。展品除1,300多尊石雕文物之外，还有300多幅堪称闺房文化传统艺术结晶的刺绣

作品，以及150余幅韩国具有代表性的近现代绘画作品。博物馆后面的庭院还种植有各

类树木花卉，四季风景各不相同，自然之美蕴含其中。 

博物馆内外不同类型的空间可用于举办各种活动，4层楼上面的天台更是俯瞰首尔

市内风景的绝佳场所。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大使馆路13街66 02-986-1001

电子邮件 传真

kosa@ksmuseum.com 02-986-3600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koreanstonemuseum.com 室内3，露台2，露天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宴会

刺绣馆 2层 116 60 50 

企划展览馆  3层 288 150 100 

培训室 2层 44 - 30

架空层 1层露天 58 150 100

露台  2层露天 - 60 50 

露台 3层露天 - 50 30 

天台 PH露天 496 300 200 

五感满足 露天 - 70 5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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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7个，无大巴车位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Wi-Fi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可以叫外烩 

· 附带设施：咖啡厅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日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6 世界银行Korea Green Innovation Days，Seoul 

· 2016 釜山新港国际码头外国船运公司招待晚宴 

· 2016 斗山发动机主办的ITV铁人三项国际联盟理事会 

· 2017 SIBAC第十六届首尔国际经济顾问团总会迎宾晚宴及演出 

· 2018 第七届UNWTO世界城市旅游峰会

· 2019 第二届亚洲宪法法院联合会国际研讨会

· 2019 韩国文学翻译院活动

周边酒店      
首尔四季酒店，高丽亚那酒店，首尔东大门广场JW万豪酒店，首尔威斯汀朝鲜酒店，

首尔乐天酒店，首尔广场酒店  

2) 韩国家具博物馆

韩国家具博物馆将朝鲜后期制作的传统木制家具，按照材质、种类、地区、特征进

行分类展览。1995年起约15年间，包括宫房在内的10处韩国古屋在此得到完美重现，

所有建筑和设施均采用古建材并以手工工艺制成。作为展示韩国主要传统生活文化的韩

国生活史展馆，还为参加者提供亲身体验席地生活传统家具的机会。

本馆于2011年曾被CNN报道为“首尔最美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夫妇、德国总

统、新加坡总理、比利时国王夫妇、瑞典国王等世界知名人士纷纷来访。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大使馆路121 02-745-0181

电子邮件 传真

info.kofum@gmail.com 02-745-0031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kofum.com 室内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宴会

宫房  1层 240 - 60

储物房  1层 140 - 20

特别展览馆  1层 350 - 60～7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35个，大巴车位3个

· 提供设备：麦克风 

· 提供餐饮：无烹饪设施，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及同声传译

主要活动      
· 2015 香奈儿早春系列晚宴

· 2015 德国总统访问及茶话会  

· 2016 韩法建交130周年纪念外交部长官战略会议

· 2017 路易威登特别展 

· 2019 比利时菲利普夫妇访问及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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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丹麦弗雷德里克王子夫妇访问及晚宴 

· 2019 LG生活健康The History of WHOO展览及活动 

· 2019 梵克雅宝展览及晚宴

周边酒店            
首尔东大门广场JW万豪酒店，首尔威斯汀朝鲜酒店，首尔乐天酒店

体验活动             

可提供韩语和英语导游服务，参观时间大约需要1小时，须提前1个月登录主页预约。 

3) 韩国之家（韩国文化财团）

韩国之家是1957年为接待访韩外宾而修建的迎宾馆，从多个方面来展示优美的韩

国传统文化。

以朝鲜时代的宫廷美食为基础精心烹制的韩定食，融合华丽舞蹈和音乐的传统艺术

表演，有格调的传统婚礼和传统宴会，引人入胜的传统文化体验等，在韩国之家能够享

受到韩国的各种美好。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36街10 02-2266-9101

电子邮件 传真

sj@chf.or.kr 02-2264-097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koreahouse.or.kr 室内2，露天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中庭  内庭，露天 354 250 180 140 

民俗剧场  1层 264 - 128 - 

聚仙馆  2～3层 283 100 100 7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60个，大巴车位5个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屏幕，音响设施，照明设施，Wi-Fi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9 韩餐文化活动 

· 2019 “首尔电视剧颁奖典礼”晚宴活动

· 2018 IEEE SAS（国际活动）

· 2017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国宾晚宴

· 2017 2017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in-ASIA）年会

周边酒店      
 宜必思尚品首尔明洞大使酒店

体验活动      
设有能够感受韩国之美的各种体验活动，包括制作韩餐、工艺、艺能（艺术）体

验、观看演出等活动，还能申请试穿韩服。 

韩国之家的传统文化体验
--------------------------------------------------

在韩国之家可参加能够感受
到韩国之美的各种体验活动，
20人以上的团体即使不租用场
地也可预约，根据活动内容收
费。活动项目大致分为烹饪体
验、工艺体验、韩服体验和艺能
体验几部分。每项体验约需1小
时30分钟，大部分体验活动最
多可容纳50人同时参加，腌制
辛奇、韩纸工艺、绳结工艺、制
作面具等体验活动最多可容纳
400人同时参加。另外还推出包
括用餐（传统韩餐）、试穿韩服
和观看演出等内容的参观套餐，
参观套餐限2人以上申请，即使
人数不多也可享受韩国传统文
化。每周一无演出，关于体验活
动的详细说明和预约，请访问韩
国之家主页。

* 预约咨询：02-2270-1125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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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清阁

三清阁最初是为举办1972年召开的《七·四朝韩共同声明》朝韩红十字会代表团晚

宴修建而成，现在成为集演出场地、韩餐厅、葡萄酒吧、文化体验空间于一体的传统文

化艺术复合空间。

三清阁共由6栋韩屋组成，韩屋、露天庭院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其中规模最

大的一和堂还配有前庭和室内舞台，事先提出要求时，还可提供素食和清真餐，以便举

办更为广泛的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大使馆路3 02-765-3700

电子邮件 传真

khk74@sejongpac.or.kr 02-3676-3464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amcheonggak.or.kr 室内4，室内外混合2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接待 宴会

一和堂  1层（室内外混合） 422 150 150 150 

幽霞亭  2层 171 40 40 40 

听泉堂  1层（室内外混合） 171 60 60 60 

千秋堂  1层 280 60 60 60 

东白轩  1层 138 20 20 20 

翠寒堂  1层 136 20 20 2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00个，大巴车位5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咖啡厅，韩餐厅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4 国际交流财团中韩交流协会VIP活动 

· 2015 新加坡会展路演 

· 2017 文化体育观光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体活动 

· 2017 世界城市文化论坛WCCF晚宴

· 拍摄多部影视作品（《跑男》，《来了！张宝利》，《食客》，《神的晚餐》等）

周边酒店      
首尔广场酒店，首尔四季酒店 

体验活动      
提前预约还可参加丰富多彩的韩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体验活动至少需要10人以上

参加，另可申请英语同声传译。

三清阁传统文化体验 
--------------------------------------------------

在三清阁可参加茶礼、闺
房工艺、韩餐烹饪、试穿韩
服、传统音乐（长鼓）、传统
武术（跆跟）等各种韩国传统
文化体验活动。体验须提前预
约，另可申请英语同声传译。
10人以上方可预约，每项体验
约需1～1.5小时。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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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立中央博物馆

在国立中央博物馆能够一览从史前时代到20世纪近代的韩国历史，是韩国最大规模

的国立博物馆。博物馆由6个主要常设展馆、主题企划展馆、展示各种石雕文物的露天

广场和承办展览相关教育项目的报告厅等组成。 

露天广场适合举办大规模活动，讲义或学术大会则适合在报告厅举行。博物馆内部

餐厅也可以用于展览发布，适合会议型晚餐。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西冰库路137 02-2077-9227

电子邮件 传真

wjddbfla774@korea.kr 02-2077-9937

官网 会场数

http:// www.museum.go.kr 室内3，露天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大礼堂  1层 1,750 - 416 

露天广场  露天 4,752 3,000 - 

小礼堂  1层 301 - 214 

讲义室1、2 1层 250 - 10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600个，大巴车位78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等 

· 附带设施：休息空间，餐厅，咖啡厅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 ]展览解说 

主要活动      
· 2014 韩东盟文化艺术论坛

· 2014 世界宪法裁判会议第3次峰会晚餐 

· 2018 光复73周年及政府成立70周年庆祝典礼（文在寅总统出席）

· 2018 第十届韩中日国立博物馆馆长会议 

· 2019 ICOM定期会议 

周边酒店      
首尔君悦酒店，首尔龙城酒店，帝国皇宫精品酒店，首都酒店 

体验活动      
参观时可提供外语解说，另有陶瓷、韩国画、书法等收费体验活动。参加体验活动

须提前2个月发邮件（arahan10@korea.kr）报名申请。  

6) 汉江衣恋游轮

汉江衣恋游轮自1986年首航以来，为无数游客留下了难忘的汉江记忆。游船码头

设有咖啡厅、快餐店、餐厅、便利店等，并配有媒体立面和喷泉，供您舒适休息，营造

开心回忆。

目前运营6艘游轮，其中阿拉号、特里塔尼亚号和布列塔尼亚号，还能在船上享受

宴会，并配有宴会餐饮自主烹饪设备，还可准备清真食品。日落时分，在游轮上参加活

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领略美丽的汉江黄昏与夜景。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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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东路290
衣恋游轮汝矣岛码头

02-6291-6900

电子邮件 传真

lee_ho@eland.co.kr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elandcruise.com 6艘游轮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接待 宴会

阿拉号  1～3层 698 300 150 150 

特里塔尼亚号  1～2层 627 236 236 236 

布列塔尼亚号  1～2层 333 197 197 197 

埃维塔尼亚号  1～2层 627 539 - - 

城市号  1～2层 342 249 - -

乌巴号  1～2层 203 177 - -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200个，大巴车位20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舞台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韩餐、西餐、清真） 

· 附带设施：（游轮码头）咖啡厅，快餐店，餐厅，便利店等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 ]服务 

在汉江游轮上体验制作面包
--------------------------------------------------

在航行于汉江的游轮上，成
为面包王，在幽默的主持人带领
下，欣赏集魔术和娱乐于一身的
“面包秀”，并尝试亲手制作面
包，度过一段愉快、爽快、痛快
的时光。做好的面包利用演出和
游览汉江的时间烤制完成。落日
霞光中，现场演出与烟花秀精彩
纷呈。含制作面包体验和演出在
内的游轮面包秀全程约需110分
钟，最多可容纳180人，可提供
韩语、英语、汉语、越南语、泰
国语等多种外语服务。

* 制作面包体验咨询：
  面包秀 02-722-4400 
  http://www.pangshow.co.kr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主要活动      
· 现代汽车车迷乐园

· 斗山机床欧洲合作伙伴特邀活动

· 首尔世界烟花节VIP特邀晚宴

· 世界律师协会（IBA）晚宴

· ConsAsia2019晚宴 

周边酒店      
首尔康莱德酒店，汝矣岛肯辛顿酒店，格拉德酒店

体验活动      
一边欣赏汉江风景，一边参加体验型演出面包秀，晚上还可以观看现场演出和烟花。

7) JUST KPOP

JUST KPOP将演出和就餐融为一体，以“音乐餐”为特色，白天可以在早午餐咖

啡厅一边俯瞰石村湖水，一边享受早午餐，晚上则变身为可享受K-POP、摇滚、爵士、

新概念国乐等各种音乐形式的现场演出庆典场所。

配有LED显示系统和音响照明设施等的专业舞台，每天为您献上高水平演出，在可

容纳250人的宽敞空间由专业大厨呈现各色美食，另有来自不同国家、精通外语的服务

人员，十分适合举办颁奖晚宴、企业活动、展演、品牌发布会等。场馆位于首尔地标蚕

室乐天世界塔与购物中心，交通方便，同时也是旅游购物的最佳场所。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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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300
乐天世界塔与乐天世界购物中心5-6层

1644-9996

电子邮件 传真

sophie.j@justkpop.co.kr -

官网 会场数

http://justkpop.co.kr 室内4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宴会 接待

餐厅  5层 728 450 250 400

VIP室1  6层 14 - 12 -

VIP室2  6层 10 - 8 -

VIP室3  6层 10 - 8 -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2,734个，大巴车位200个（购物中心对面地面停车场）

· 提供设备：舞台，舞台LED背景，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入口大型LED电视，

                    大屏幕，Wi-Fi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西餐） 

· 附带设施：候客室，寄存处，开放式厨房，总工室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日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9 IBA Seoul-Law Rocks首尔慈善活动

· 2019 马来西亚总理来访招待晚宴

· 2019 马来西亚Coway团建活动

· 2019 富士胶片员工奖励晚宴 

· 2019 丰田菲律宾分公司员工奖励晚宴 

· 举办韩国各大企业活动，包括欧莱雅、Coupang、信协银行、新韩银行、现代汽车等  

周边酒店      
首尔喜格尼尔酒店，乐天世界酒店，首尔凯悦酒店，首尔洲际度假酒店，宜必思尚品首

尔江南酒店，乐天酒店L7江南

8) 文化储备基地

文化储备基地曾是麻浦石油储备基地，41年间禁止大众出入，后来摇身一变改建成

广大市民的文化场所，成为都市再生地标。5个储油罐成为开放的文化空间，用拆下来

的储油罐铁板修建而成的“T6”成为人们的交流空间。

文化储备基地不仅是以环保、再生、文化为中心的生态文化公园，也承办演出、文

化活动、集市等各类文化活动，还可根据各种庆典活动的形式需要租借场地。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缯山路87 02-376-8410

电子邮件 传真

taewon1106@seoul.go.kr 02-302-0031

官网 会场数

http://culturetank.blog.me 室内 2，露天 2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T2演出场地  T2 1层 608 300 200 150

文化广场 露天（T0） 33,000 20,000 - -

T2露天舞台 露天 608 700 400 -

T6圆形会议室 T6地下2层 164 50 30 -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46个，无大巴车位

· 提供设备：投影仪，屏幕，麦克风，白板，音响设施，桌椅

· 附带设施：石油储备基地储油罐原型，交流中心，故事馆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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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 2018、2019  首尔杂技节

· 2019 BTS ARMY PEDIA

· 2017～2019 建筑文化节

· 2018、2019 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

· 2019 素食节 

周边酒店      
斯坦福大酒店，弘大莱士酒店

体验活动      
可参观文化储备基地举办的各种主题展览，或参加边听故事边走进文化储备基地的

参观探访活动。提供韩、中、英、日等多语种语音导览服务，可自由参观，30人以下的

团体也可参加周二到周六每天2次的韩语导游市民游览。

文化储备基地市民游览咨询：02-376-8736

9) 浮岛会展中心

位于汉江人工岛“三岛”上的浮岛会展中心，是韩国绝无仅有的水上会展设施。高13

米的圆顶穹形会展大厅，配有清晰度高达16,000Ansi的18米宽大屏幕，可用于策划高端华

丽的活动，带有专用露台的Villa de Noche（宴会厅）采用中世纪欧洲的装饰风格，十分适

合举办注重格调的宴会。

浮岛建筑外部设有LED灯，绚丽多彩的灯光使这里成为屈指可数的夜景胜地。在活动进

行的同时，还可以眺望现代首尔的都市风景和美丽汉江，可谓一举两得。活动期间还可在连

接三岛的步行桥上设置欢迎横幅，也可以用大屏幕播放宴会相关视频和欢迎词。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奥林匹克大路683 02-537-2440

电子邮件 传真

ficonvention@gmail.com 02-537-249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ficonvention.com 室内4，室内外混合2，露天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宴会 课堂

会展大厅 2层 762 1,500 550 - 

Villa de Noche 2层（室内外混合） 621 300 200 100 

Vista餐厅 3层 419 300 200 100 

Rive Gauche  3层 254 150 110 100 

Terrace Room  3层（室内外混合） 150 70 - - 

Medici  3层 50 - 20 - 

Terrace on the bay 4层～5层（露天） 1,950 1,500 450 -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900个，大巴车位100个 

· 提供设备：舞台，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特殊照明，桌椅和讲台，Wi-Fi，

                     汽车升降系统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 ]服务及同声传译

主要活动      
· 2018 冬奥会圣火传递大会晚宴

· 2018 Google Bootcamp

· 2019 Twitter #4 Brands Marketing Event

· 2019 KIREC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

· 2019 IEEE MEMS 2019宴会

周边酒店      
首尔JW万豪酒店，喜来登酒店，首尔凯悦酒店，新罗酒店，首尔艾美酒店（原丽思卡尔顿

酒店）

体验活动      
举办国际活动时，还可提供烟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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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L TOWER 

EL TOWER以“酒店及宴会服务大众化”为目标，10米的层高品味超凡，每层都

有自动扶梯相连接，且配备超大型停车场，十分便利，加之多年开展高规格活动积累下

来的经验，可为您提供差异化服务。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213 02-526-8750

电子邮件 传真

5268756@eltower.co.kr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eltower.co.kr 中型以上室内8（共19间）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课堂 宴会 

Grand厅  7层 775 1,000 500 460

Grace厅  6层 775 1,000 500 460

Marigold厅 5层 559 500 270 260

El House厅 8层 273 250 140 152

El Garden厅 8层 235 120 70 80

Melon厅 副楼5层 235 200 120 117

Ruby厅 地下1层 251 200 100 108

Gold厅 地下1层 234 200 120 144

主要活动      

· 2017 微软团建之旅 

· 2017 脸书Mobile Moves People Facebook 

· 2017 Kakao Games《绝地求生》媒体发布会 

· 2016 产业通商资源部主办知识服务国际联合会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11) SFACTORY

SFACTORY位于圣水洞工厂区，是一座用体育馆、工厂等4栋建筑改建成的开放式
复合文化空间。包括天台和花园在内的各类空间，可举办展览、演出、派对、集市、会
议、艺术博览会等各种类型的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城东区演武场15街11 02-6388-8321

电子邮件 传真

sjyang@level5.co.kr 02-6388-8388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factory.kr 室内 3，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站式

Stage A 1层 925 500 1,000

Stage A 2层 681 500 1,000

Stage B
（故事艺廊） 3层 102 50 100 

Stage B 露天（天台） 611 300 800 

主要活动      

· 2017～2019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Fashion K’ODE 
· 2019 联合艺术博览会
· 2019 卡地亚（Juste un Clou）品牌发布会
· 2018 索尔·雷特摄影展
· 2018 Fashion K’ODE 2018 F/W 
· 2017 环球唱片公司音乐剧《On the Record》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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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乐天世界

“冒险和神秘的乐园”乐天世界冒险王国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主题公园。室内

外设有50多种惊险游乐设施，还会根据季节和时间举办不同的庆典和演出。另有

室内溜冰场、石村湖、民俗博物馆等娱乐观光设施，可举办各类富有特色的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240 1661-2000

电子邮件 传真

subin93@lotte.net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lotteworld.com 室内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花园舞台 1层 485 1,200

主要活动        

· 2013 麦当劳新加坡分公司“2013总经理年会” 

· 2014 国际机场协会（ACI）Asia-Pacific大会开幕式（民俗博物馆）

· 2014 ASQ颁奖典礼及晚宴（溜冰场）

体验活动      
室内外的主题公园均设有惊险游乐项目，还可以观看演出和花车游行，如与同在

室内的溜冰场和民俗博物馆等配套策划，可开展更为多样的体验活动。 

13) 国立国乐院

国立国乐院是能够欣赏各种传统艺术表演的国立艺术机构。院内设有露天剧场“演戏广

场”等4个演出场地，另外还有展示国乐文物和乐器的国立国乐博物馆，以及可以开展国乐

体验的国乐研修馆，可以全方位体验丰富多彩的韩国传统表演艺术。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南部循环路2364 02-580-3300

电子邮件 传真

screen@korea.kr 02-580-3025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gugak.go.kr 室内 3，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演戏广场 露天剧场 2,726 1,300

礼乐堂 室内 12,287 700

牛眠堂 室内 3,879 230

风韵舍廊房 室内 2,726 130

主要活动      
· 2018 平昌冬奥会标识官方发布会 

· 国立国乐院主办的国际学术大会

体验活动      
国立国乐院为外国团体游客特别准备了国乐体验活动，从学习韩国长鼓的基本节

拍，到简单的四物农乐，都能一一体验。体验活动于每周五上午和下午各进行2小时，

每次最多可接纳25人。体验活动可咨询国乐振兴科02-580-3054，或参考baewon@

korea.kr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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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DDP是位于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的复合文化空间，引领设计潮流，作为交流文
化场所，2014年开馆以来举办过展览、新产品发布会、论坛、会议等各种文化活动。
DDP传递新产品和时尚潮流信息，交流共享知识，还能参加各种设计体验活动，旨在成
为“设计、时尚产业的发源地”。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281 1644-3033

电子邮件 传真

play@seouldesign.or.kr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ddp.or.kr 室内 4，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宴会

艺术1号馆 艺术中心地下2层 2,992 1,500 1,300

艺术2号馆 艺术中心地下2层 1,547 1,000 610

国际会议厅
（不单独租借） 艺术中心地下2层 414 220 120

艺廊门 单独建筑，室内 341 - 100

和谐广场 露天（地下2层） 1,100 - -

主要活动      
· 2019、2020 S/S首尔时尚周（艺术2号馆，设计中心，和谐广场）
· 2018 Mnet亚洲音乐大奖（艺术中心展馆，和谐广场）

体验活动      
DDP设有带解说的DDP现场参观旅游项目，不仅可以参观DDP内部和外部设施，

还能游览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须提前预约，周二到周六可提供韩语或英语旅游解
说，20人以上的团体可享受团体折扣。
DDP现场参观旅游项目咨询：ddptour@seouldesign.or.kr，02-2153-0310

15) STAGE 28

作为城市中心的休息站，STAGE 28既能欣赏到奔流不息的汉江水，又能尽享高德

山的四季风光。总面积39,600平方米的超大型自然空间内，设有EAT、PLAY、LOVE

三大主题区域，景观设施独具一格。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首尔特别市江东区阿利水路61街105 02-3426-1928

电子邮件 传真

stage28@stage28.co.kr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tage28.co.kr  室内 5，露天 2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Memory Garden 露天 900 600

Green House 1层 649 408

The Green 2层 120 70

The Green露台 3层（露台） 120 70

Grill餐厅A  1层 184 100

Grill餐厅B 1层 160 80

咖啡厅 2层 175 70

主要活动      

· 2019 起亚Soul Booster品牌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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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仁川
京畿道

韩国特色场所
 COSMO 40
 Panoramic 65
 传灯寺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仁川亚运会主赛场
 百乐达斯城酒店
 江华体育场
 松岛月光庆典公园

韩国特色场所
 韩国民俗村
 光明洞窟
 现代汽车品牌形象馆（高阳店）
 现代游览船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首尔乐园
 爱宝乐园
 One Mount

仁川 京畿道

2-1. 仁川

1) COSMO 40

COSMO 40是由化学工业区的提炼车间改装而成的复合文化空间。为了最大限度

地保留原有的工业风，仅进行了必要的改动和装修，与原有的工厂建筑融会贯通、内外

呼应，体现出COSMO 40“灵感空间无界限”的理念价值，为人们打造出可轻松徜徉

的自由空间。

连接1层和2层主厅的是层高8米的超大空间，十分适合举办大型展览和活动，3层

的升降厅（HOIST HALL）可作为独立的活动空间使用，连接升降厅和4层的窗帘室，

适合举办讲义和会议等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西区场岭路231号街9 032-575-2319

电子邮件 传真

admin@cosmo40.com -

官网 会场数

http://cosmo40.com 室内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主厅 1、2层 1,653 1,000 500 300

升降厅 3层 700 300 300 100

窗帘室 4层 1,157 150 100 8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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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45个，有大巴车位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舞台，Wi-Fi

· 附带设施：3层新馆F&B卖场

主要活动      
· 2018 仁川Rundown电子音乐节

· 2018 West Groove创意集市

· 2018  仁川登陆作战滑板活动

周边酒店      
本昵客雅PREMIER中央广场酒店，贝斯特韦斯特仁川皇家酒店

2) Panoramic 65

位于仁川奥克伍德豪景酒店65层的Panoramic 65餐厅，是韩国位置最高、视野最

开阔的全景餐吧。内设主吧台、可享受海景和都市景观的半私密雅座、可容纳60人的多

功能厅等，风格各异的空间可用于举办鸡尾酒会、小型聚会、企业年会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提供种类繁多的各种酒饮，体验酒水与美食的完美组合，顶级晚餐与一般酒吧小食

不可同日而语，为各类活动锦上添花。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会展中心大路165
仁川奥克伍德豪景65层

032-726-0065

电子邮件 传真

incheon@oakwoodpremier.co.kr 032-726-2002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oakwoodpremier.co.kr/opi 室内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Reption
Panoramic 

65
65层 400 200 - 11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000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屏幕，基本音响和室内照明（非活动用），同声传译间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9 APSS鸡尾酒会

· 2019 世界乳腺癌学会鸡尾酒会

· 2019 韩国知识产业协会鸡尾酒会

· 2019 GCF鸡尾酒会

周边酒店      
仁川奥克伍德豪景酒店，仁川喜来登酒店，仁川庆源赍大使酒店，松岛中央公园酒店，

奥瑞卡松岛公园酒店，仁川松岛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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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灯寺

传灯寺是韩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刹，创建于佛教传入初期公元381年（高句丽小兽

林王11年），不仅拥有大雄宝殿、药师殿、梵钟等众多文化遗迹，还开展寺院寄宿、

传统斋饭讲座、传统茶道体验等别具一格的体验活动，慕名前来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

传灯寺内的选佛场和月松寮，可举办各类席地式的特别活动，传灯阁和餐厅还可设置桌

椅，适合举办研讨会，部分场馆还配有音响设备和投影仪，可举办会议和演出。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江华郡吉祥面传灯寺路37-41 032-937-0152，010-3789-1165

电子邮件 传真

9370125@hanmail.net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jeondeungsa.org 室内 8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课堂 接待 宴会

韩屋会议室（席地式）
大会议室2 
小会议室1

 - 30～40 30～40 30～40

选佛场（席地式） 禅道体验馆 165 20 - -

月松寮（席地式） 室内 66 10 - -

斋堂 餐厅 165 30～150 30～150 30～150

斋饭体验馆 （席地式） 室内 - 60 - 64

传灯阁（席地式） 室内 82 30～150 30～150 30～15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及大巴车位共300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桌椅和讲台，Wi-Fi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可以叫外烩

· 附带设施：佛堂，展览馆，散步道，咖啡厅等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第十八届三郎城历史文化庆典

· 第十四届移住民文化庆典

· 第十四届传灯寺杯江华门球大会

· 长期开展寺院寄宿活动

· 开展寺庙饮食活动、音乐会、美术展及讲座

周边酒店        
传灯寺（40人），拉尔戈城酒店，格雷斯希尔酒店

体验活动      
开设寺院寄宿、传统斋饭讲座和传统茶道体验等个性化体验项目。活动中还可加入

茶点时间或感受寺庙周围美丽风景的散步活动。 

传灯寺寺院寄宿 
--------------------------------------------------

传灯寺设有寺院寄宿、传统
斋饭讲座、传统茶道体验等个性
化体验项目。体验形式分为5小
时一日体验和周末两天一夜体
验，可根据个人情况灵活选择，
体验传统佛教文化，重新找回生
活的意义和活力。传灯寺发挥出
特色经典的优势，活动中可加入
茶点时间或增加感受寺庙周围美
丽风景的散步活动。

* 寺院寄宿咨询：
  传灯寺032-937-0152
  http://jeondeungsa.templestay.com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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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仁川亚运会主赛场

为举办仁川亚运会，以象征仁川的光和风为主题设计而成。作为国际规格的竞

技赛场，设有足球场和田径跑道，目前用于举办足球赛和各种文化艺术庆典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西区烽火台路806 仁川亚运会主赛场运营组032-454-2022

电子邮件 传真

- 032-454-219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insiseol.or.kr/institution_
guidance/asiad/index.asp

室内1，室内外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主体育场 1～5层 7,560 29,465

辅助体育场 地下1层 7,848 5,034

主要活动        

· 2019 SBS超级演唱会

· 2019 仁川K-ASIAN FASTIVAL

· 2019 捷豹汽车试驾仪式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5) 百乐达斯城酒店

位于永宗岛，距离仁川机场车程仅10分钟。以超越现实和想象的复合型度假村著

称，拥有最新会展设施、室内主题公园幻乐堡、复合型水疗设施“汐美”、购物中心、

娱乐场。另有室内大型展厅和露天草坪广场，十分适合举办大型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中区永宗海岸南路321号街186 1833-8855，032-729-7530

电子邮件 传真

entertainment@paradian.com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p-city.co.kr 室内 3，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大宴会厅 百乐达斯酒店1层 1,500 1,820
A创作坊 百乐坊1层 2,052 2,300
B创作坊 百乐坊1层 1,050 1,100
文化公园 露天 13,685 12,000（站式30,000）

主要活动      
· 2019 中国颜如玉公司活动 
· 2019 City Forestival 2019
· 2019 国际KI体育节

体验活动      
百乐达斯城异彩纷呈，您可以来到以夜晚游乐园为主题、集娱乐和庆典于一体的幻

乐堡，乘坐娱乐设施观看花车游行，也可以在克迈俱乐部和顶级DJ一起享受各种风格的
夜店生活，还可以体验K-Culture，在欧洲风与韩国汗蒸文化混搭的汐美水疗中心放松
身心，娱乐无限。 

中国颜如玉公司“2019中
韩文化交流及环球奢华游”
--------------------------------------------------

中国健康品牌“颜如玉”
公司上下员工一行3,000余人，
2019年9月来到百乐达斯城开
展奖励旅游。员工一行在这里举
办企业主要活动，以及发布产品
和演出等附带活动。为了推广韩
国饮食文化，还在露天广场设置
了快餐车，这次企业旅游的主题
是“新起点”，强调了仁川开港
以来，成为一座兼容并蓄各方文
化产物的多元化城市，来访人员
之后还参观了松岛国际都市、中
区开放港口、中国城等。

- 摘自2019.09.26《京仁日
报》报道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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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华体育场

江华体育场是一处与自然同在的体育文化空间，包括江华支石墓体育馆和江华亚运

会BMX体育场两大部分。其中江华支石墓体育馆总面积1,722平方米，并配有广播音响

设备、电子屏幕和照明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江华郡江华邑江华大路603 032-930-5776

电子邮件 传真

- 032-930-579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insiseol.or.kr/institution_
guidance/ganghwa/index.asp

室内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支石墓体育馆 1～3层 5,252 4,043

主要活动      
· 2019 DMZ之旅2019国际自行车大赛

· 2018 国际桑搏联盟会长杯仁川国际大赛

7) 松岛月光庆典公园

每年举办PENTAPORT摇滚节和啤酒节，配有专业音响设备，主舞台前有着宽阔

的草坪，十分适合举办团体活动。另有露天演出场地、辅助演出场地、生态林、人工

瀑布等。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中心路350 032-720-4215，032-721-4404

电子邮件 传真

webmaster@insiseol.or.kr 032-770-429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insiseol.or.kr/institution_
guidance/central_park/index.asp

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月光庆典公园 露天 170,543 98,000

主要活动      
· 2006～2019 PENTAPORT摇滚节

· 2017～2019 世界啤酒节

夏夜的啤酒
庆典首选松岛

--------------------------------------------------
尽享全世界啤酒美食、烟花

表演的“2019松岛啤酒节”在
松岛月光庆典公园盛大开幕。松
岛啤酒节每年都会邀请艺术名
家助兴，国内外数十万游客慕名
而来。在韩国国内啤酒美食庆
典中，松岛啤酒节首屈一指， 

2017年来访游客达到70万
人。松岛啤酒节的来访游客中很
多都是举家前来的，主办方特意
准备了水滑梯等游戏项目供孩子
们玩耍，庆典期间每晚8点50分
开始，还将有10分钟的烟花表
演点缀松岛夜空，是男女老少皆
宜的庆典活动。

- 摘自2019.08.16《朝鲜日
报》报道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202 203

2-2. 京畿道

1) 韩国民俗村

韩国民俗村是为了向国内外游客介绍韩国传统文化而建成的传统文化主题公园。经

过全面考证和研究，生动再现了朝鲜时代的村庄和当时的生活面貌。每天举行传统演出

和民俗游行，还根据季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庆典。

除各种文化体验项目外，韩国民俗村会展中心和韩餐厅“韩国馆”的前院还承办各

类活动。位于室内的韩国民俗村会展中心适合举办培训和研讨会等活动，晚宴则可以在

韩国馆前院举办。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031-288-1710

电子邮件 传真

yongwoo29@naver.com 031-697-2336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koreanfolk.co.kr 室内 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韩国馆前院 露天 1,100 - - 50～350 

韩国民俗村会展中心 1层 520 - - 50～35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韩国民俗村传统工艺体验 
--------------------------------------------------

韩国民俗村是回顾朝鲜时代
生活文化的传统文化主题公园，
再加上传统工艺体验，更近距离
地体验韩国文化。

体验活动收费，并须提前预
约。现有陶瓷蜡烛、陶瓷工艺、
立木、韩纸人偶、制作短萧等体
验活动，陶瓷工艺最多可供100
人同时体验，其他体验每次最多
可接纳200人，预计每项体验时
间需要40～60分钟。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900个，大巴车位150个 

· 提供设备：露天 - 简易舞台，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 

                     室内 - 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

· 提供餐饮：清真餐厅，提供外烩服务（西餐）  

· 附带设施：穆斯林祈祷室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8 Be-Int'l马来西亚分公司晚宴 

· 2019 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游览及晚宴 

· 2019 安联保险集团印尼分公司游览及晚宴 

· 2019 新加坡金融联盟晚宴 

· 2019 戴尔电子新加坡分公司团建及晚宴 

· 2019 康宝莱马来西亚分公司游览及晚宴 

周边酒店         

龙仁中央合作酒店，器兴M-Stay酒店，水原万怡酒店，水原华美达广场酒店

 

体验活动        

传统演出和民俗游行每日举行，另有收费传统工艺体验项目（工艺体验须提前预约）。

 

2) 光明洞窟

光明洞窟是一座充满了文艺和奇幻色彩的洞窟主题公园。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

期无数韩国人被迫强制劳役的历史现场，也是由废矿改造成洞窟主题公园的再生旅游资

源。旅游路线从地下0层到1层，全程2公里，共有光之广场、黄金瀑布、葡萄酒洞窟、

葡萄酒咖啡厅、艺术殿堂等50个参观景点。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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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街142 02-2680-2368

电子邮件 传真

soft@korea.kr 02-2680-6677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gm.go.kr/cv 室内1，室内外混合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多媒体塔广场 1层 1,500 1,500 可以 1,050

光明洞窟 
艺术殿堂

地下0层
（室内外混合）

400 400 350 3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20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2台，基本音响，室内照明（非活动用）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及同声传译 

周边酒店      

光明拉卡萨酒店 

体验活动      

光明洞窟艺术殿堂每20分钟进行一场媒体立面灯光秀，黄金路承载着光明洞窟作

为金矿的历史，这里设有祈求健康幸福的体验活动。另外还有展现韩国葡萄酒优越性的

葡萄酒体验课程，葡萄酒体验课程耗时1～2小时，每次限8到30人参加，体验课程包

括关于葡萄酒的基本知识和试饮两种韩国葡萄酒。

* 葡萄酒体验课程申请及咨询：070-4277-8902，sommelier@korea.kr  

3) 现代汽车品牌形象馆（高阳店）

在融入汽车“Motor”和创造新文化“Studio”的品牌形象体验空间，去看去听去

感受。这里是韩国最大的体验型汽车主题公园，不仅有趣味盎然、色彩纷呈的汽车展览

和体验，还提供韩语、英语、汉语的导游项目。

多功能厅用于举办各类活动，可根据需要分割使用，舞台音响等基本设施一应俱

全，还配有侯客室和同声传译间。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KINTEX路217-6 1899-6611

电子邮件 传真

younghee.kim@ethan-alice.com 031-8036-1811

官网 会场数

http://motorstudio.hyundai.com/goyang 室内2，室外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多功能厅 3层 442 400 300 200

Showcase L层 1,279 1,000 750 400

天台 4层（露天） 568 450 300 1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421个

· 提供设备：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投影仪，屏幕，有线、无线麦克风，

                     候客室，同声传译间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

· 附带设施：餐饮卖场，品牌旗舰店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 ]服务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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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 2018 UMF电子音乐节官方庆功宴

· 2018 CX锦标赛

· 2018 全球经销商大会及音乐会

· 2019 CS创新周

· 2019 DiscoverN活动

· 2019 Stage X音乐会 

周边酒店      
高阳SONO CALM酒店

体验活动      
常设展览空间参观导游项目，平日下午进行，每次参观约需90分钟，下午1点左右

为英语和汉语交替导游，2点左右为韩语导游。可登录网站进行预约，团体或其他问题

请咨询客服中心（1899-6611）。   

4) 现代游览船

现代游览船往返于韩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京仁Ara运河，35年间约有1,200万国内外

游客慕名前来，堪称首都圈最受欢迎的旅游资源之一，不仅可以享受船上的演出和美

食，还能参观运河的水乡八景。

现代游览船的现代游轮号，可乘坐约1,000人，是共有4层的大型游览船，2个宴会

厅和2个开放空间相互分离，适合举办各类活动。300人以上的团体活动，不仅可以包

下整艘游览船，使用时间和航线也可自由选择和协商。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Ara陆路270号街74 032-882-5555

电子邮件 传真

sangukkang@gmail.com 032-885-6161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aracruise.co.kr 室内2，室内外混合1，露天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钻石厅  1层 550 500 400 300 

蓝宝石厅  2层 550 500 400 300 

海上庭院  3层（室内外混合） 550 350 250 80 

开放式甲板 4层（露天） 500 600 350 2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300个，大巴车位30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 

· 提供餐饮：可以叫外烩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9 首尔大学医院职员奖励活动及招待晚宴

· 2019 SK化学海外客户招待晚宴活动

· 2019 电视剧会议晚宴活动

· 2019 中国国际律所奖励晚宴活动

· 2019 万圣节船上俱乐部派对活动

· 2019 中国维娜集团奖励晚宴活动

周边酒店      
首尔滨海湾酒店，金浦汉江华美达安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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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尔乐园

看点繁多、餐饮配套的首尔乐园，适合开展各类特别活动。最多可容纳8,000人的

露天广场可用来举办相对独立的公司活动，而200人以下的团体，则不妨尝试融入炸

鸡、啤酒和音乐的“炸鸡啤酒之夜”套餐活动，营造美好的团建时光，还能与首尔动物

园、国立现代美术馆联合，使活动内容得到进一步充实。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02-509-6278

电子邮件 传真

- 02-509-6192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eoulland.co.kr 室内 2，露天 4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宴会

东门停车场 露天 16,500 - 30,000

野餐广场 露天 6,600  - 10,000

三千里大剧场 露天 - 3,000 -

特别活动厅 室内 - 1,000 -

原木舞台 室内 - 300 -

草坪广场 露天 - - 500

主要活动      
· 2019 EDC KOREA音乐节     · 2019 世界DJ音乐节

体验活动      

首尔乐园有40多种丰富多彩的游乐设施按主题分布，各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车游行，还
有韩国规模最大的奇幻灯光秀LUNA PARK、侏罗纪世界等，提供种类繁多的观赏游玩项目。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享受首尔乐园的
“炸鸡啤酒之夜”

-------------------------------------------------
盛夏之际，当炙热的太阳轻

轻低下了头，首尔乐园的炸鸡盛
宴就拉开了帷幕。炸鸡和啤酒，
是K-FOOD潮流中令人印象深刻
的强者。在广阔的自然之中，和
美好的人们一起喝一杯冰爽的啤
酒已经是人间美事，再搭配多种
口味的炸鸡，更是锦上添花！首
尔乐园上空洋溢着烘托氛围的音
乐声和欢笑声。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6) 爱宝乐园

爱宝乐园拥有可容纳1万人以上的大型活动设施和适合分组讨论的各类空间，爱宝
乐园将特色庆典、游乐设施、餐饮美食、照明音响设施、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可根据不
同活动主题和企业特征，举办客户定制型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031-320-9615

电子邮件 传真

jjk.kim@samsung.com 031-320-8577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everland.com/everworkshop/index.html 室内 4，露天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大舞台 室内 - 1,500 1,150

Jungfrau露天剧场 露天 - 3,000 -

西门活动广场（西门停车场） 露天 - 10,000 6,000

精彩的动物舞台 室内 -  - 1,000

Hello Turning Adventure（环球集市） 室内 - - 950

荷兰村 露天主题餐厅 - 宴会 1,000

凯文厅 凯文旅馆室内 528 200 -

主要活动      
· 2019 马来西亚康宝莱Country Vacation 2019
· 2019 印度尼西亚SIP集团
· 2018 印度尼西亚MCI（Millionaire Club Indonesia）
· 2018 WMI世界数学大赛及奖励旅游 

体验活动      
为团体游客准备了任务游戏团建活动，从自由游戏到专业机构租用场馆型任务游

戏，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任务游戏限30人以上申请，大约需要2小时。团建活动
之余还可以自由活动，尽享游乐设施，参观花车游行，或是观赏多媒体烟花秀等。

马来西亚康宝莱 
“Country Vacation 

2019”
--------------------------------------------------

2019年11月，马来西亚康宝
莱奖励旅游团一行1,500多人来到
爱宝乐园。康宝莱是面向全世界
91个国家提供体重管理、护肤及
护发产品的大型跨国集团，每年向
优秀员工奖励海外多国旅游。奖励
旅游团于16日到19日分批来到爱
宝乐园，乘坐游乐设施，观看花车
游行，尽享深秋美景。

- 爱宝乐园提供资料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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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ne Mount

One Mount冰雪乐园是一年十二个月都能与冰雪相遇的室内主题公园，可以不受季

节影响地在滑雪场、滑冰场、冰道享受各种原本属于冬季的游乐项目。用于租借的活动

场馆滑冰场铺上地毯之后，可举办1,300多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在冰雪世界中举办的活

动别具特色。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031-961-6303

电子邮件 传真

repsolhonda@onemount.co.kr 031-961-6330

官网 会场数

http://snowpark.onemount.co.kr 室内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宴会

冰雪乐园 1层 1,106 1,300

主要活动        

· 2014 韩国会展博览会晚宴
· 2015 世界模拟联合国会议（WorldMUN）首尔
· 2016 康宝莱盛典
· 2016 丰隆银行晚宴

· 2019 DMZ之旅2019国际自行车大赛

体验活动        

为了不受天气限制尽情享受冰雪的乐趣，沉浸在冬季的魅力之中，建议穿着防寒
保暖的服装和鞋，并佩戴手套和头盔，安全又保暖。冰雪乐园设有可滑雪橇、冰刀的
冰场，7种主题的高速雪橇滑行空间，以及雪橇场、冰壶体验空间等。冬季还可以在户
外滑冰滑雪。

2016康宝莱盛典

--------------------------------------------------
2016年6月跨国集团康

宝莱北亚分会“Herba l i fe 
Extravaganza（康宝莱盛
典）”在京畿道召开，其中
揭开盛典序幕的迎宾宴在One 
Mount冰雪乐园举行。时值初
夏，在室内冰雪乐园举办的活
动，让人完全忘记了季节，度过
了一段美丽梦幻的欢乐时间。

滑冰场铺上了地毯，摇身
一变成为华丽的晚宴场地，在
冰雪世界的装点下，这场别具
特色的庆祝活动不断掀起高
潮。约1,300人在这里参加了招
待晚宴，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观
看了演出。

- 摘自2016.06.20《首尔日
报》报道以及One Mount提供
的信息。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韩国特色场所
 本态博物馆
 济州民俗村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迷宫乐园 
 济州海之星 
 济州航空宇宙博物馆 
 济州石文化公园 
 如美地植物园 

3
济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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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态博物馆

本态博物馆名称取“本来的形态”之义，正如其名，设立宗旨为探求人类本来的

美。博物馆位于蕴藏太初自然之美的岛屿济州岛，长期举办融合自然与建筑、传统与现

代、世界与韩国等各种主题的特别展览。博物馆建筑由世界级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

让人联想到大理石的清水模和活用于建筑要素的光与水和谐相融，令人叹为观止。

第2展馆外部还设有露天庭院，可举办感受济州阳光和清风的特别活动，位于博物

馆内部的音乐厅也适合举办小规模研讨会。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山麓南路762号街69 064-792-8108

电子邮件 传真

hrlim@bontemuseum.com 064-792-810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bontemuseum.com 室内 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本态庭院 露天 819 400 - 200

音乐厅 地下1层 70  - 50 -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20个，大巴请提前咨询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Wi-Fi等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提供外烩服务

主要活动      
· 2017 第二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年会 

· 2016～2019 济州美食与葡萄酒节迎宾派对

· 2013～2014 本态文化论坛

周边酒店      
亚内克士酒店，葡萄酒店

体验活动      
    本态博物馆无须预约即可自由参观，但20人以上的团体须提前预约才能得到展览解说

导游服务，可登录主页或拨打电话预约。

2) 济州民俗村

济州民俗村旨在将济州文化遗产原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通过专家考证，再现了

19世纪山村、中山间村、渔村、土俗村、济州营门和流放所等景观，还能观看济州传统

民俗工艺和民俗演出，既是博物馆，又是最具济州特色的体验空间。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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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表善面民俗海岸路631-34 064-787-4501

电子邮件 传真

sesong@kas.co.kr 064-787-4504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jejufolk.com 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U-shape 宴会

露天会议场地
（包括小规模宴会空间）

露天 6,069 400 200 4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57个，大巴车位27个

· 提供设备：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 

主要活动      
· 中国宝健集团活动

· 韩国银行（ADB活动）

· 现代摩比斯活动

周边酒店      
· 海比奇酒店&度假村，济州SONO CALM酒店，Rezion酒店

 

体验活动      
每天都有精彩的农乐队民俗演出，还开展背水缸、推石磨等民俗生活体验活动，村

内还设有多处掷柶游戏、传统秋千等民俗游乐体验设施，官衙内展示着朝鲜时代的刑

具，还可开展刑具体验活动。

3) 迷宫乐园

迷宫乐园是体现“风多、石头多、女人多”的“三多”迷宫主题公园。迷宫乐园拥有世

界最长的石造迷宫、使用石头与木头等自然环保材料建成的3个迷宫、迷宫博物馆以及超过

1,000平方米的草坪广场，团建活动后可自然过渡到人际交流，诸多企业团体慕名前来。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旧左邑榧子林路
2134-47

064-784-3838

电子邮件 传真

mazeland@hanmail.net 070-7721-8991

官网 会场数

http://mazeland.co.kr 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

（人）

草坪广场 露天 1,000 1,000

主要活动      
· 2018 KBS2 《Battle Trip》拍摄

· 2016 施华洛世奇上海分公司奖励旅游团

体验活动        

在世界最大的迷宫乐园可进行石头迷宫、风迷宫、女人迷宫等户外迷宫游戏，

顺利逃出迷宫敲响钟的队伍获胜。迷宫博物馆内设有“知识的迷宫”等室内迷宫设

施，还有各类拼图体验用具，助您快乐体验。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施华洛世奇上海分公司奖励
旅行团Imaginative Tour
--------------------------------------------------

奥地利名品水晶品牌“施
华洛世奇”上海分公司上千人
的奖励旅行团于2016年6月来
到济州岛。通过分三批、各三
天的行程，旅行团参观了众多景
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晚
餐，度过了十分满意的旅程。其
中前来迷宫乐园的游客还开展了
迷宫游戏和分组比赛游戏，尽享
夏季济州岛的乐趣。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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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济州海之星

济州海之星旨在展现并保护海洋生物的价值，向游客提供人与自然共生的最大乐

趣，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水族馆。可开展公司职员（家庭）或客户招待活动、公司大会等

15人以上的团体活动，还能以再现济州近海的超大型水族箱“济州之海”为背景，举办

特色团体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城山邑涉地可支路95
064-780-0900，咨询场馆租赁：
02-789-5627，010-3480-9140

电子邮件 传真

aquaksm@hanwha.com 02-789-5522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aquaplanet.co.kr/jeju 室内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宴会

主要水族馆：济州之海 地下1层 185 300 150

主要活动      
· 2013 济州论坛活动

· 2017 济州会展产业展2017

体验活动        

拥有世界最大型单一水族箱的济州海之星，有500多种、2万8,000多只海洋生

物生活在这里，设有再现济州近海的超大型水族箱“济州之海”、“海洋科学体验

馆”、“大型海洋演出场地”等场馆，并且定时开展生态说明会和演出等丰富多彩

的体验项目。

相聚在济州海之星的
会展专家们

--------------------------------------------------
2017年11月，由济州会

展产业展（JEJU MICE EXPO 
2017）的采购商和VIP参加的
晚宴招待会在济州海之星举办。
晚宴共有海外采购商共40多人
及相关人士参加，场地设在主广
场，济州海之星大型水族箱一览
无余，随着潜水员在水族箱内展
开欢迎横幅，全场掌声和欢呼声
不断，当天的晚宴和之后的旅
游，是直接展现济州魅力的绝佳
机会。

- 照片提供：济州会展局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5) 济州航空宇宙博物馆

作为亚洲最大的航空、宇宙机库主题博物馆，拥有跑道主题的露天展览场和观景

台，另有露营基地等附属设施，不仅提供天文、航空主题的各类展览和体验，创意想象

工作室还备有特色工艺体验活动。723.23平方米的大礼堂（ARCHE HALL）、露天展

览场和露营基地等可用于举办各类大型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绿茶盆栽路218 064-800-2000

电子邮件 传真

sja7220@jdcenter.com 064-800-2100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jdc-jam.com 室内 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宴会 课堂

大礼堂 1层 723.23 200 300

草坪广场  露天 6,600 1,000 -

主要活动        

· 2019、2018 JIBC无人机电影节

· 2019 JDC济州神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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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济州石文化公园

占地326万9,731平方米，集石文化之大成，公园70%为石头、树木、藤蔓融合的

原始丛林地区，整个公园坚持保护环境的原则，融入了济州的乡土特色和艺术性。约3

万8,000平方米的露天展览场，五百将军画廊和茅草房展览区等场地均拥有富有济州特

色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合举办各类特色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朝天邑南朝路2023
桥来自然休养林

064-710-7497

电子邮件 传真

roknkbs12@korea.kr 064-710-773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jeju.go.kr/jejustonepark 露天 1，室内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露天展览场 露天 38,000 1,000

五百将军画廊演出场地 1层 360 160

主要活动        

· 2016 济州音乐节（活动前身为梁邦彦的《济州幻想曲》）

· 2007～现在 雪门大奶奶节

7) 如美地植物园

占地11万2,397平方米、拥有2,300多种植物，是遇见自然、治愈休养身心的好地

方。设有6种温室植物园，露天植物园和草坪广场风景优美，面积十分广阔，需乘坐观

光小火车参观游览。室内温室和草坪广场适合举办各类年会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中文观光路93 064-735-1100

电子邮件 传真

ymgyjp@hanmail.net 064-738-2992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yeomiji.or.kr 室内 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宴会
室内温室 1层 3,300 500

草坪广场 露天 12,540 5,000

主要活动      
· 2017 亚太博世集团晚宴

· 2017 国际电动汽车博览会

· 2017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年会晚宴

· 2016 ICSES 2016韩国济州晚宴

第四届国际电动汽车博览会
在如美地植物园举办

--------------------------------------------------
2017年3月，世界规模最

大的电动汽车博览会以如美地植
物园为中心，在中文旅游园区
一带举办。通过灵活利用如美地
植物园草坪广场和室内植物园场
地，打造了一场自然和电动汽车
相辅相成的主题活动。来自28
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参展，
7万3千多人参观，同时还在植
物园举办了电动汽车世界绘画大
奖赛、美丽济州摄影展等活动，
进一步展现了济州之美。

- 改编自2017.03.23《济州道
民日报》报道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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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釜山
蔚山
庆尚南道

韩国特色场所
 APEC世峰楼 
 电影殿堂 
 The Bay 101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社稷棒球场 
 亚运会主赛场 
 宋象贤广场

釜山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太和江国家园林露天剧场 

蔚山

4-1. 釜山

1) APEC世峰楼

釜山APEC世峰楼在2005年隆重举办过第13次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场馆四周环绕

着繁茂的山茶树和松林，海云台的海景尽收眼底，是一处兼具自然美与现代美的观景胜地。

世峰楼的名称由纯韩语Nuri（世界）和Maru（顶峰）组合而成，建筑造型将韩国传统建

筑“亭子”用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诠释，穹形屋顶形象地展现出冬柏岛的轮廓线条，即便从远

处看也十分引人瞩目。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冬柏路116 051-740-7369

电子邮件 传真

nurimarumarketing@naver.com 051-740-7367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busan.go.kr/nurimaru 室内外混合1，露天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接待 宴会

会议室 
2层

（室内外混合）
361 200 200 120 

自由广场
（亭子、架空层）

露天 730 600 600 30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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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海云台区厅辖区停车场轿车位139个，无大巴车位 

                     冬柏公园附属公营停车场轿车位129个，无大巴车位 

                     世峰楼内部警备区停车场提前获准可停轿车10辆

· 提供设备：投影仪，有线、无线麦克风等基本会议装备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乐天酒店提供）

· 附带设施：B咖啡厅，2005 APEC峰会纪念馆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4 广播信息通信部部长会议

· 2017 第八届东亚·拉丁美洲合作论坛外长会议

· 2019 韩东盟领导人峰会午餐

· 2019 韩国 - 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

周边酒店        
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海云台格兰特酒店，诺富特大使酒店，海云酒店，釜山百乐达斯

酒店，馨乐庭酒店等 

 

2) 电影殿堂

电影殿堂能够提供演出、展览、庆典活动等各类文化体验，是釜山具有代表性的复

合电影文化空间，场地包括BIFF Hill、Double Cone、CineMountain等三栋建筑，以

及主要活动场地“露天剧场”。这里不仅常年举办“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各类大型国际

活动，平常还长期放映各种题材的电影，并开展各类演出和展览。

位于CineMountain和BIFF Hill之间巨大环形屋顶下的露天剧场，最多可容纳6,000

人，配有巨大的屏幕和5.1环绕立体声音响等，十分适合举办大型活动。到了晚上，巨

大环形屋顶上设置的LED照明焕发出彩虹的色彩，营造出无比绚丽的夜景。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水营江边大路120 051-780-6142

电子邮件 传真

twseong@naver.com 051-780-602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dureraum.org 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露天剧场 露天 2,364 6,000 4,000 1,2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501个，无大巴车位

· 提供设备：投影仪，Wi-Fi，音响设施，照明设施 

· 提供餐饮：不可烹饪

· 附带设施：彩排室，化妆间 

主要活动        
· 2011～2019 釜山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

· 2013～2017 国际游戏展（G-STAR）文化活动

· 2014 安利中国韩流演唱会

· 2014 ITU全权代表大会欢迎晚宴 

· 2016 釜山国际汽车展GM欢乐夜

周边酒店      
海云台中心酒店，森图姆尚品酒店，海云台格兰特酒店

 

安利 Young Festival 
I am a star

--------------------------------------------------
2014年6月，在电影殿

堂，安利集团35岁以下员工应
邀参加了“I am star”竞演大
会，本次竞演大会是直接展现韩
流时尚的活动，通过投票选出的
获胜者可以参加颁奖典礼和庆祝
演出。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224 225

3) The Bay 101

位于海云台冬柏岛入口处的The Bay 101是釜山具有代表性的复合型文化艺术空

间。设有游艇停靠设施和俱乐部、大型会场Marine厅以及适合举办展览活动的Gallery

厅，户外还有可用于举办活动的LOOP 101等，可根据活动特点和参加人数选择场地。

金色的落日霞光在海面上闪耀，附近高层大厦灯光交相辉映，像星星一样点缀着夜空，

是首屈一指的赏夜景胜地。

ㅈㅈㅈ

\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冬柏路52 051-726-8880

电子邮件 传真

thebay101.busan@gmail.com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thebay101.com 室内 3，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会议厅  地下1层 56 - 30 20 

Marine厅  地下1层 231 180 200 120 

Gallery厅  1层 397 250 300 200 

Loop 101 3层，露天 397 200 250 16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30个，大巴车位3个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Wi-Fi，

                     作品展览设施，入口外部大屏幕 

· 提供餐饮：不可烹饪，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海洋休闲娱乐设施 

主要活动        
· 2018 新西兰之夜（釜山国际电影节相关活动）

· 2018 韩非部长级经合会议之夜国际活动外部招待晚宴 

· 2018 WACS世界烹饪大赛立式招待会

· 2018 釜山国际医疗旅游客户欢迎会

· 2018 K-ICT WEEK釜山团建会接待

· 2017、2018 BIFF_KTH谢恩宴（釜山国际电影节）

周边酒店      
釜山诺富特大使酒店，釜山海云台馨乐庭酒店，海云酒店，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

釜山百乐达斯酒店，海云台格兰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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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稷棒球场

釜山对棒球的热爱家喻户晓，可容纳2万4,500名观众的社稷棒球场就是那热情的中

心。棒球联赛季以外的无比赛期可提供场馆租赁，比赛期间感受一下釜山棒球助威的热

情也是不错的体验。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社稷路45 051-590-9000

电子邮件 传真

-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giantsclub.com 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观众席  露天 50,048 25,000

主要活动        

· 2018 釜山城市公社职员200人集会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戴上橘黄色的塑料袋尽享
社稷棒球场的乐趣

--------------------------------------------------
釜山棒球助威热情的精彩

程度，丝毫不亚于竞技本身。
把充气的橘黄色塑料袋像帽子
一样系在头上，应援歌根据俱
乐部、选手不断变换，跟着律
动的节奏摇摆就已经兴高采烈
了，在露天球场和同事们一起
享用炸鸡，也是棒球场不能不
提的妙趣之一。具有代表性的
助威工具橘黄色塑料袋，在比
赛结束后还可以用来装垃圾，
再生环保又便于清洁整理。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5) 亚运会主赛场

就如同把釜山的大海移到室内一般，以波涛翻涌的海浪形穹顶为重点的整体构造，

展现出和谐的造型之美。作为多功能运动复合型空间，配有5万3千多个坐席、大屏幕、

2千勒克斯的照明，最多可容纳8万人的巨型体育场。旁边的辅助运动场还带有4,500个

观众坐席和2万平方米天然草坪足球场。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釜山广域市莲堤区世界杯大路344 051-500-2123

电子邮件 传真

- 051-500-211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busan.go.kr/stadium/
sfcimplexmain

室外2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亚运会主赛场主体育场  室外 19,586 80,000 5,369 

亚运会辅助赛场  室外 20,231 15,000 4,549

主要活动      
· 2019 东亚杯冠军足球赛

· 防弹少年团（BTS）粉丝见面会5TH MUSTER “MAGIC SHOP” 

  （亚运会辅助赛场）

· 2017、2018 釜山同一个亚洲文化节开幕演出

· 2016 亚洲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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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象贤广场

釜山市民公园之一，带有3个大型广场和各类便利设施，可用于举办各种类型的活

动。这里是连接釜山和东莱的互通空间，自古以来就是釜山各方的分界线，起到汇聚八

方的中心作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818 051-850-6000～2

电子邮件 传真

citizenpark@bisco.or.kr 051-850-601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ongsanghyeon.com
http://www.facebook.com/busansquare

露天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文化广场（下沉） 露天 10,000 1,000

Dynamic釜山广场 露天 15,750 1,500

历史广场 露天 8,920 800

主要活动        

· 2016 世界妇女节活动

· 2018 能源日釜山活动

寻宝游戏 in Busan

--------------------------------------------------
参加者收到地图后，听取内

容说明，分组破解谜题，获取线
索，在公园里探寻宝物。团队团
结一致共同挑战谜题，是促进团
结协作、锻炼思维能力的游戏。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4-2. 蔚山

1) 太和江国家园林露天剧场

竹林听风，花开四季，这里是韩国指定的第二个国家级园林，广阔的园林坐拥著名的

太和江十里竹林，旁边即是可举办大规模聚集型活动的露天剧场和广场。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蔚山广域市中区太和江国家园林街154 052-229-7563

电子邮件 传真

-  052-229-755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ulsantaehwaganggarden.com 露天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露天剧场 露天 12,500 3,000

榉树广场 露天 2,000 500

相逢广场 露天 4,000 1,000

主要活动      

· 2019 纪念被指定为国家园林之快闪活动

· 2019 蔚山声音文化艺术节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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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邱
庆州市
庆尚北道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大邱体育场
 大邱纺织中心

大邱

韩国特色场所
 皇龙院

庆州市

5-1. 大邱

1) 大邱体育场

2011年用于大邱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主赛场，现在活用为复合型文化空间。地下3层，

地上3层的规模，约一半的观众席都被展现地球形象的屋顶覆盖，综合体育场内还设有大邱

体育场购物中心、色彩广场等，以及各种体育设施和露天广场等。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路180 053-803-8300，053-803-8323

电子邮件 传真

- 053-803-830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daegu.go.kr/cts/index.do?
menu_id=00933147

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主体育场 露天 40,284  40,000 66,422

主要活动        

· 2019 大邱无人机节

· 2002～2018 大邱FC主场

· 2012 全国运动会

· 2011 世界田径锦标赛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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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邱纺织中心

大邱纺织中心是韩国唯一的综合纺织博物馆，通过各类特色展览和体验吸引无数市

民和游客前来，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纺织中心内部设有多功能厅和企划展览室，室内

没有柱子，配有最新音响、照明设备，适合开办各类特色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大邱广域市东区八公路227  053-980-1010

电子邮件 传真

leehs@dtcomplex.org 053-980-1009

官网 会场数

http://dtcomplex.org 室内 4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多功能厅 2层 956.78 962

研讨室1 2层 114.58 50

研讨室2 2层 118.66 50

研讨室3 2层 318.27 200

主要活动      
· 2019 韩国名匠协会

· 2019 李珍玉天然染色时尚秀 

· 2019 社会企业家节庆尚道启动仪式

· 2019 泰晤士车队单日拉力赛

5-2.  庆州市

1) 皇龙院

皇龙寺九层石塔象征着灿烂的新罗文化，现在用已消失的皇龙寺九层塔为原型设计

成一座研修院，名为“皇龙院”，位于庆州休闲度假区普门旅游区，凭借其雄伟的规模

和美丽的外观，正在成为庆州的新地标。

内设用于企业团体开展研修培训的会议室、宴会厅、大礼堂，以及用于户外活动的

草坪广场等。另外还有45间客房，可以举办时间跨度较长的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庆尚北道庆州市世博会路40 054-760-0515

电子邮件 传真

lyh8133@dkpia.com 054-760-0520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hwangnyoung.com 室内 5，露天 1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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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大宴会厅 研修栋1层 660 300 250 200

礼堂 研修栋3层 181.5 80 60 50

锦江厅 中道塔3层 313 150 120 120

花郎厅 中道塔4层 290.4 120 100 100

和白厅 中道塔5层 330 左50/右50 左40/右40 左40/右40

草坪广场 露天 990 500 500 2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60个，大巴车位3个（停车位不足时可使用附近KT研修院停车场和

                     HICO停车场）

· 提供设备：投影仪，屏幕，麦克风，白板，音响设施，桌椅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DROPTOP咖啡厅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日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7 世界韩餐烹饪大赛

· 2017 韩国国际水周（KIWW）会议

· 2018 大韩脊椎内窥镜手术研究会第二届春季学术大会（KOSESS 2018）

· 2019 抗菌药物及耐药国际研讨会暨国际抗感染与化疗大会联合会（ICIC&ISAAR） 2019

    开幕式

· 2019 第十五届IAEA/COG技术委员会（韩国水力原子力有限公司参与）

周边酒店      
庆州希尔顿酒店，庆州K酒店，KT庆州修炼馆，康莫酒店，Blue One度假村，

罗宫韩屋酒店

体验活动      
还可在日程中增加皇龙院冥想、茶道等体验项目，使活动内容更加充实。

皇龙院治愈冥想体验

--------------------------------------------------
皇龙院以中道塔为中心开展

专业的精神文化和意识教育，众
多企业慕名前来开展研修活动。
另备有生活冥想一日游，每天上
午9点起参观皇龙院并开展简单
的冥想体验，整个项目大约需要
60分钟。

* 生活冥想一日游咨询：
  054-760-0500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韩国特色场所
 DMZ博物馆
 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 
 麟蹄SPEEDIUM国际赛车场
 南怡岛株式会社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原州韩纸主题公园 
 春川KT&G想象空间

6
江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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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MZ博物馆

DMZ博物馆位于东海岸最北端的民统线（民间控制区域）之内，承载着期待朝韩和

平的民族心愿。博物馆内部生动展现了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前后的生活形态，展示各

类资料的同时，简单易懂地传达出由停战协定而衍生出的停战线和非武装地带（DMZ）

的历史意义及价值等。

DMZ博物馆设有4个小会议室和大礼堂，可开展各类活动，由于历史、地理方面的

象征意义，经常用于举办与和平、统一、生态环境有关的国际会议和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江原道高城郡县内面统一瞭望台路369 033-681-0625，033-634-8553

电子邮件 传真

dmzman@korea.kr  033-680-8490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dmzmuseum.com 室内 6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大礼堂 多功能中心1层 1,169 500 400 300

小会议室（4个） 多功能中心1层 142 60 40 40

影像馆 展馆1层 152 50 45 45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200个，大巴车位36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屏幕，麦克风，音响设施，桌椅

· 提供餐饮：不可烹饪，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展馆，散步道及步行体验场地，博物馆商店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9 和平经济战略会议

· 2019 开城工业区、金刚山旅游区重启和平会议 

周边酒店      
金刚山公寓，太阳谷度假村，肯辛顿酒店，乐天酒店

2) 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

阿尔卑西亚是为了举办2018年平昌冬奥会而建成的综合度假中心，内设专用于国

际会议等大型活动的会展中心。平昌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设立已有10个年头，在出色举

办2018冬奥会相关大规模活动的经验基础上，营造集宏伟与舒适于一体的空间，竭诚

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务。

阿尔卑西亚拥有可容纳2,000人以上的会场，以及可分隔使用的宴会厅和各类会议

室。加上跳台滑雪观景台和绿茵场，可举办各类特色活动。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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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江原道平昌郡大关岭面体育公园街135 033-339-0411

电子邮件 传真

dkkim@gdco.co.kr 033-339-0415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alpensia.com/lc/fac-info.do
室内2（阿尔卑西亚会议中心设施可根据活

动需要采用不同分隔方式），露天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跳台滑雪休息室 4层 261 150 - 50

跳台滑雪中心绿茵场 露天 6,000
10,000以

上
 - 5,000以上

阿尔卑西亚会展中心 地下1～
地上4层

25～1,446 
（不同会议室
具体商议）

-
各会议室

20～2,000
各会议室

20～1,1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跳台滑雪中心150个，阿尔卑西亚280个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Wi-Fi，

                     同声传译设施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8冬奥会·残奥会

· 无限挑战岭东高速公路歌谣节

· LINA生命电话营销员工节

周边酒店      
阿尔卑西亚度假村，龙平度假村，High1度假村，华美达酒店，AM酒店等

3) 麟蹄SPEEDIUM国际赛车场

麟蹄SPEEDIUM国际赛车场是复合型的汽车文化空间，在这里可以畅享平常很难接

触到的环形赛车场之动感。环形赛道的设计符合国际大赛标准，普通人也可以尝试赛车

风驰电掣的感觉。

场内设有最多可容纳7万人的观众席以及和大型赛场相称的最新基础设备和便利设

施。为了方便休息和开展各类活动，还配有酒店和公寓式酒店。酒店与公寓式酒店构造

别具匠心，在客房就能够眺望赛车场，还能感受江原道自然环境的舒适，适合举办各类

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江原道麟蹄郡麒麟面上下畓路130 1644-3366

电子邮件 传真

ssk0624@speedium.co.kr 033-480-999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peedium.co.kr 室内 10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大宴会厅A、B 酒店2层 507 300 350 240

天空休息室 酒店7层 42 20 40 30

公寓研讨室 公寓式酒店2层 150 50 80 50

W休息室1、2 公寓式酒店2层 840 150 170 150

VIP休息室1 公寓式酒店2层 372 100 100 100

VIP休息室2、3 公寓式酒店2层 189 40 70 40

VIP休息室4 公寓式酒店2层 189 100 100 100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享受惊心动魄的速度
尽在麟蹄SPEEDIUM

国际赛车场
--------------------------------------------------

平常很难接触到的赛车场，
现在也能够尽情体验了。只要
有驾照，就可以感受“赛车场卡
丁车”激动人心的速度，使用正
式赛车比赛A赛道，感受丝毫不
亚于过山车的弯道感，在直线赛
道部分还能踩下油门尽享畅快极
速，释放压力。即使没有驾照，
也可以在卡丁车场体验960米、
11个弯道的“休闲卡丁车”。
如果您喜欢越野赛车的动感，则
推荐ATV卡丁车体验。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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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3,400个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Wi-Fi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 ]服务及同声传译 

主要活动      
· 2018 平昌冬奥会朝鲜助威团 

· 2018 ARI体育杯朝鲜代表团

· 2018 现代汽车集团 

· 2018 兰博基尼全球代理商团

周边酒店      
麟蹄SPEEDIUM酒店，麟蹄SPEEDIUM公寓式酒店

体验活动        

设有赛车场卡丁车、赛车场出租车、赛车场游览车等让普通人感受赛车场的体验活

动，还能体验特色赛车，另有古典汽车博物馆、时间画廊等与车相关的展览设施。

4) 南怡岛株式会社 

著名旅游胜地南怡岛是韩剧《冬日恋歌》的拍摄地，以人与自然同生共存为宗旨，

营造出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的环保空间。使用玻璃瓶或塑料瓶等可再生资源制成的造型景

观，更是突显出南怡岛的特色。南怡岛魔术厅配有最新音响设备，还设有露天舞台等适

合开展各类活动的场地，是举办国际会议或商务研讨等活动的最佳场所。每年都有驻韩

使馆和国际团体主办的各类活动在此举办，两年一次汇聚世界童话作家和童话书的“南

怡岛国际儿童图书节”也在这里举行。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江原道春川市南山面南怡岛街1 031-580-8114

电子邮件 传真

namitour@naminara.com 031-580-8118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namisum.com 室内 5，露天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魔术厅 1层 400  - 250  -

名讲厅 1层 132 160 100 70

世外桃源 1层 99 40 - 20

安徒生图画书中心 1层 99 40 - 20

空心院 2层 165 200 - 100

空心院露台 2层露天 117 100 - 4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环境舞台 露天 650 500 300 200

O-Stage 露天 9,700 1,500 1,000 20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000个，大巴车位100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Wi-Fi，音响设施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静观楼酒店，伊斯兰祈祷室，哺乳室，自动取款机，换汇处，

                     婴儿车及轮椅租借服务，更衣室，演出场地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越南语、泰国语 ]服务及同声传译 

主要活动      
· 2013 韩 - 泰国会议长官方晚宴

· 2015 江原道宣传大使NANTA签约仪式 

· 2016 韩国金钥匙协会研修活动

· 2017 文化产业相生论坛发起仪式

· 2019 南怡岛国际儿童图书节

周边酒店        
静观楼酒店，鸢尾花酒店，俱乐部岛休闲旅馆，RIVIERA休闲旅馆，伊利希安江村度假村等

体验活动        
图画书乐园、工坊等处可开展各类体验活动，设有自行车中心、高空滑索、Tree-

go、水上休闲运动、故事游观光巴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慈善火车等娱乐休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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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州韩纸主题公园

可用于韩纸原料的构树，自古就是原州的特产。原州韩纸主题公园作为韩纸复合型

文化空间，占地26,279平方米，方圆辽阔，不仅设有展馆，还拥有可用于韩纸原料的构

树林以及露天公园等。阶梯式露天剧场和中央广场适合举办各类有格调的户外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江原道原州市韩纸公园街151 033-734-4739

电子邮件 传真

wjhanjipark@hanmail.net 033-734-4740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hanjipark.com 室内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剧院 课堂

露天剧场 露天 3,300 3,000 -

会议室 2层 183 - 80

主要活动      
· 2019 第二十一届原州韩纸文化节

· 2019 秋夜流行音乐会

体验活动      
设有以韩纸为主题的各类工艺体验和抄纸体验活动，10人以上团体须提前3天上

网预约。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韩纸主题公园之韩纸体验
--------------------------------------------------

在原州韩纸主题公园可以接
触到关于韩纸的一切，设有整理
箱、小镜子、人偶等20多种韩
纸主题工艺品和亲手制作韩纸
的抄纸体验。10人以上团体须
提前3天上网或电话预约，各项
目每次最多可接纳80人同时体
验，每项体验时间约为30分钟
到1小时，体验从上午9点30分
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午休
时间除外）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6) 春川KT&G想象空间

位于春川义岩湖湖畔，作为复合型文化空间，配有演出场地、直播摄影棚、咖

啡厅等，将“艺术中心”和住宿空间“STAY”相融合，以“与艺术相伴，停留湖

畔”为主题，新创意在这里不断涌现，室内外设有各类空间可租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江原道春川市体育城街399号街25 033-818-4200，070-7586-0557

电子邮件 传真

ccsoundhall@sangsangmadang.com 033-818-4208

官网 会场数

http://chuncheon.sangsangmadang.com 室内 2，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课堂

艺术中心 
露天剧场

（露天舞台）
露天 -  2,000 1,500 -

Sound厅  艺术中心室内 - 450 200 -

蝴蝶厅
Stay 

地下1层
289 100 - 100

主要活动      
· 2019 想象实现节

· 2019 电影湖

· 2019 春川电影节特邀影片放映

· 2019 春川跨代合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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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光州
全罗北道
全罗南道

韩国特色场所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光州

韩国特色场所
 韩国声音文化的殿堂
 君王至藌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新再生能源主题公园

全罗北道

韩国特色场所
 帝岩山自然休养林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丽水世博会会场 

全罗南道

7-1. 光州

1)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ACC）是各国创作人自由交流创意思想的国际艺术机构，也是

文化交流机构。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参与者在这里共同履行研究（Research）– 创

意（Creation）– 制作（Production）的创作流程，ACC起到了自由和睦分享思想的

综合性平台作用。

ACC每年都举行活力四射的展览、演出、教育、交流活动及各类国际活动，设有5

个大规模复合型文化空间和露天广场可供活动使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光州广域市东区文化殿堂路38 062-601-4372

电子邮件 传真

byby0209@aci-k.kr 062-601-438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acc.go.kr 室内 2，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课堂

会议厅及 
接待厅（可变型） 文化信息院 地下2层 510  350～500

多功能厅
（可变型） 儿童文化院 地下2层 1,555 380 -

亚洲文化广场
（可变型） 露天 5,383 2,800 -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  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韩国特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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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1,081个，大巴车位45个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桌椅和讲台等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社区活动室，音乐喷泉，图书休息区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日语 ]展览解说

主要活动      
· 2019 韩-东盟特别文化部长会议，文化旅游论坛，亚洲驻韩大使馆合作会议

· 2019～2015 ACC世界音乐节 

· 2019 2019国际电子艺术研讨会（ISEA）

· 2019～2018 ACC圆桌会议

· 2018 第十二届光州双年展 

· 2018～2017 ACC亚洲文学节 

周边酒店      

ACC设计酒店，宾利酒店，光州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

韩国特色场所

7-2. 全罗北道

1) 韩国声音文化的殿堂

韩国声音文化的殿堂是代表全罗北道艺术文化的复合型文化艺术空间。内设2,037

席规模的MOAK堂、YEONJI厅、名人厅、露天剧场等各类演出场地，并配有最新剧场

设备和系统。还配备可举办国际大会和活动的国际会议堂，250个席位的大会场配备有

6国语言同声传译设备。另外也设有适合举办小规模会议的中会场和研讨室。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全罗北道全州市德津区声音路31 063-270-8000

电子邮件 传真

kosac2334@naver.com 063-270-7814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sori21.co.kr 室内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课堂 接待
大会场 2层 466.43 - 250 -

中会场 1层 98.87 - 72 600

研讨室 1层 53.46 - 16 -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698个（室内147个，室外551个）

· 提供设备：照明设施，音响设施，投影仪

主要活动      
· 2018 全罗北道国际交流节

· 2018 全州世界声音节 

· 2019 第十五届全罗北道书法大展颁奖典礼

周边酒店      
华美达酒店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 提供餐饮：提供外烩服务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英语 ]服务 

· 2019 全州世界声音节

· 2019 世界书法艺术全北双年展组委会开幕式及学术大会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248 249

2) 君王至藌

意指王之寝宫的君王至藌是位于全州韩屋村附近的高端韩屋酒店。整体面积6,000多
坪，多栋韩屋屋檐相接，如此壮观美景只有在君王至藌才能欣赏得到。会展中心就位于
韩屋酒店对面，适合举办大型学术会议、中大型研讨会、企业研修等各种活动。6个大小
不一的会展空间全都配有最新设备。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全罗北道全州市完山区春香路5218-20 063-284-1004
电子邮件 传真

j-bnb@hanmail.net -
官网 会场数

http://royalroom.co.kr 室内 6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接待

训民正音 4层 310 400 300 144
忠武公 3层 173 200 140 70
师任堂 3层 130 100 100 60
大长今 2层 280 - - 160
正音馆 1层 50 30 30 -
训民馆 1层 153 80 80 50

会展基础设施     

· 泊车设施：轿车位200个，大巴车位30个
· 提供设备：音响设施，照明设施，投影仪，笔记本电脑，激光笔，白板，冷热饮水机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
· 附带设施：韩餐厅，混合餐厅，咖啡厅，便利店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提供[ 汉语、英语 ]服务

主要活动      
· 2018 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管理协商会议
· 2018 世界韩国学全州双年展
· 2019 第三届世界文化遗产论坛

周边酒店      
全州华美达酒店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 2018 第二届世界文化遗产论坛 
· 2019 东亚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会议

3) 新再生能源主题公园

是以绿色成长时代的主角——新再生能源为主题的体验馆，同时还配有实证研究园

区和产业园区，是韩国首家新再生能源综合园区。附设住宿设施，可以参观入驻主题公

园实证研究园区的全北科技公园和相关企业，还可以在主题体验馆参加体验活动，提供

从会展中心团体活动到结束后的食宿等一站式活动解决方案。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全罗北道扶安郡下西面新再生能源路10 063-580-1400

电子邮件 传真

lshsunghee@jbtp.or.kr 063-581-1520

官网 会场数

http://nrev.or.kr 室内 5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课堂
会议室 1层 639 300(站式 800)

研讨室（大） 2层 289（可分割） 150

研讨室（中） 3层 276（可分割） 100

研讨室（小） 2层 87 30

会议室 2层 40 -（董事长大桌会议20）

主要活动      

· 2017～2019 新再生能源国际论坛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第十四届
新再生能源国际论坛

-------------------------------------------------
2017年10月，新再生能源

国内外相关企业及机构一千余人
来到新再生能源主题公园，参加
一年一度的新再生能源国际论
坛。除了新再生能源政策及各类
主题发表之外，还设有相关企业
产品展览、体验活动等，十分受
来访人员欢迎。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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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全罗南道

1) 帝岩山自然休养林

海拔807米的帝岩山，顶峰有帝王模样的奇石巍峨耸立，古时当国家遭遇艰难和干

旱时，曾在这里举办祈雨祭等祭祀仪式。1996年开园的帝岩山自然休养林共有包括24

栋林间小屋在内的55个住宿设施，还配有生态冒险、专用高空滑索、电动平衡车、丛林

滑梯等各种野外冒险和体验设施。另外还设有绿茶冥想、各类汗蒸、露天足浴等适合男

女老少开展的山林疗愈活动，是得天独厚的天赐胜景。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全罗南道宝城郡熊峙面大山街330 061-852-4434

电子邮件 传真

jeamsan@korea.kr，jh4492@korea.kr 061-852-418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foresttrip.go.kr/indvz/main.

do?hmpgId=ID02030090
室内 3

韩国特色场所

设施分类

展览设施

历史文化遗迹

运动设施

休闲设施

演出设施

其他设施

尽情享受帝岩山休养林
--------------------------------------------------

帝岩山休养林设有生态冒
险、专用高空滑索、电动平衡
车、丛林滑梯等丰富多彩的冒险
体验活动设施，休养馆还开设森
林解说项目，另有绿茶冥想、烹
饪饮食、绿茶足浴等体验活动可
供选择。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站式 剧院 宴会 

林中教育馆 1层 401 200 100 100

林中休养馆 
小会议室 2层 68 30 25 25

全罗南道环境类疾病
预防管理中心研讨室

3层 80 30 20 20

会展基础设施     

· 提供设备：投影仪，屏幕，音响设施，桌椅等

· 提供餐饮：有烹饪设施，提供外烩服务

· 附带设施：露营地，高空滑索，生态冒险，观景台 

主要活动      
· 2018 林业人团结一心大会

· 2019 全国旅行社考察游

· 2019 韩国灾难安全应对演习

周边酒店      
配有露营地和住宿设施，DABEACH公寓式酒店

体验活动            

帝岩山自然休养林配备各种户外体验设施，休养馆还开设绿茶疗愈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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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丽水世博会会场

坐拥南海美丽的风景和便利的交通，丽水世博会会场配有最新会展设施，户外的Big-O
海上舞台观众席最多可容纳3,000人，世博会数码画廊（EDG）是一个广阔的EDG区域，

顶棚播放LED影像，适合举办特邀晚会及大型展览庆典活动。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全罗南道丽水市博览会街1 061-659-2093

电子邮件 传真

cjlee1980@hanmail.net 061-659-202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expo2012.kr 室内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Big-O海上舞台 露天 1,450,000 3,000

世博会数码画廊 室内 9,000（可分割） 5,000

主要活动        

· 2019 第十八届世界韩商大会
· 2019 大邱残疾人协会
· 2018 韩国水产协会大会
· 2017 再生升级改造节

体验活动      
面向大海的丽水世博会会展中心不仅拥有最先进的会展设施，还配有各类海洋休闲

设施，中心内部设有大型水族馆“丽水海之星”，除了冬季之外，每天夜晚在Big-O海
上舞台还可以观赏到海上喷泉和激光照明相结合的多媒体表演，还可以尝试依靠绳索在
天空翱翔的空中飞翔特色体验。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第18届世界韩商大会开幕式
--------------------------------------------------

2019年10月，企业界的一
大盛事“第18届丽水世界韩商
大会”开幕式在丽水世博会会
场 EDG A区隆重拉开了帷幕。

开幕式由外交部长官等国内
外经济界人士2,000多人参加。
当天的开幕式以传统仪仗队的
组鼓表演开场，继开幕辞和贺
辞后，通过主题秀来回顾韩商
历史、展望未来100年。其间以
韩国城为背景上演了情景剧，其
中还包括实现贵族精神的视频。
随后，来宾按下按钮，EDG的
天窗上显示出“与韩商共创新的
100年”的大会主题。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8
大田
(忠清区域) 

可开展大型活动的场所

 韩光塔 & 韩光广场

 大田世博会市民广场

 忠南大学正心华厅

 T-nolza动物园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255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254

8-1. 大田

1) 韩光塔 & 韩光广场

以光、科学、宇宙为主题而构建的韩光塔和韩光塔脚下广阔的韩光广场，适合举办

各类庆典和演出活动。韩光塔中间的观景台可以眺望甲川和世博会科学公园一带，到了

晚上，夜间照明和音乐喷泉更是相映生辉，别具特色。

 ]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大田广域市儒城区大德大路480 042-250-1115

电子邮件 传真

pyh@dime.or.kr -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expopark.co.kr 室内1，露天 1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光花园区  露天 15,112 1,000人以上

韩光塔观景台 室内 729 200

主要活动      
· 2019 大田Live & Beer Festa 

· 2019 大田精酿啤酒&音乐节

可开展大型
活动的场所

2) 大田世博会市民广场

作为大田文化艺术园区的枢纽，市民广场是集文化、体育、休闲于一身的复合型文

化空间。3千多个席位的露天剧场设有可移动式遮阳棚，3个遮阳棚可前后移动，全天候

为您带来阴凉，广场上也可举办大型演出和活动。

 ]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大田广域市西区屯山大路169 042-250-1400

电子邮件 传真

sjenco@dime.or.kr 042-250-1409

官网 会场数

http://www.expoplaza.or.kr 露天2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露天剧场  露天 2,684 3,000

广场 露天 97,000 10,000人以上

主要活动      
· 2019 大田市志愿服务博览会

· 2019 大田建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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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忠南大学正心华厅

位于忠南大学国际文化会馆的正心华厅是代表韩国中部地区的学术空间，也是举

办各类文化艺术演出的文化空间。正心华国际文化会馆内设有正心华厅、白马厅、大

德厅。

 ]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大田广域市儒城区大学路99 042-821-8080

电子邮件 传真

jsh8080@cnu.ac.kr 042-821-8082

官网 会场数

http://jsh.cnu.ac.kr 室内 3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正心华厅 1、2层 4,111  1,817

白马厅 1层 1,898  450

大德厅 2层 1,839 180

主要活动      
· 2019 YB全国巡回演唱会MOMENTUM

· 2019 赵英男大田演唱会

· 2019 韩国原创音乐剧演出秀

· 2018 Good News Corps Festival

· 2018 九岩艺术节

4) T-nolza动物园

位于赤鰲山半山腰，大德科技谷尽收眼底，苍翠的自然风光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

韩屋广场和草坪广场等不仅可以作为特色户外活动场地，还能开展动物体验和数码体验

等特色活动。

 ]

场所信息
地址 联系电话

大田广域市儒城区大德大路989号街9-51 042-863-0055

电子邮件 传真

tanimalpark@naver.com -

官网 会场数

http://t-nolzaanimalpark.co.kr 室内 2，露天 2

出租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最多可容纳人数（人）
草坪广场 露天 231 1,000

韩屋广场 露天 3,306 200

韩屋 室内 116 100

自助餐厅 室内 165 44

体验活动        

T-nolza动物园是可以进行动物体验和多媒体体验的体验型主题公园，另有韩屋和

韩屋广场，提供传统游戏体验。

尽享T-nolza
动物园的乐趣

--------------------------------------------------
曾经的美术馆摇身一变，成

为可同时进行动物体验和数码艺
术体验的主题公园，T-nolza动
物园作为体验型主题公园，不仅
可以通过投食、抚摸来亲近动
物，互动数码体验也能让您动起
来，在最多可同时容纳600人的
体验设施里，充分感受自然和科
技带来的乐趣，1～2小时的体
验时间转瞬即逝意犹未尽。

特色场所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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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高效的企业会议举办地

中国新生活集团在韩举办国际会议

拥有拥有60个分支机构和1.7万个店铺的健康食品及生活用品企业新生活集团于2019

年2月在仁川松岛会展中心举办了“New Life 2019年国际会议”。本次会议共有

1,262人参加，会上向集团内的优秀代理颁奖，并公布了2019年的企业目标。 

拥有位于仁川松岛国际城的松岛会展中心距仁川国际机场仅30分钟车程，离首尔市中

心也只有1个小时路程，地理条件优越，可以方便前往韩国的主要景点或安排商务日

程。紧邻松岛会展中心建有喜来登大酒店、奥克伍德豪景等6家酒店，共1,876间客

房，步行距离均在10分钟以内，为大规模团队提供舒适优雅的休息环境。引入海水营

造的中央公园安逸悠闲，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与西海岸的落日交相辉映，每天演绎出

异国情调。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众多企业选择了松岛作为国际会议或奖励旅游的目

的地。除了新生活集团外，2016年，中国博丽源集团的3,000名员工前来举办集团会

议，傲澜集团的6,000名员工也赴韩开展了奖励旅游等大型活动。

拥有为了吸引大型企业选择韩国作为会奖目的地，韩国旅游发展局也积极出面。与按

照人数提供优惠的普通团体旅游相比，会奖旅游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详情请参考本

手册Part 3“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展旅游奖励政策”或官网（http://koreaconvention.

org）。   

企业会议成功案例
专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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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集团企业会议



韩国旅游发展局
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PART

3
1. 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2. 海外办事处信息



大韩民国会奖旅游宣传册 各地推荐活动   |   特色场所推荐   |   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262 263

1. 会奖旅游奖励政策 
为促进会奖行业的发展，韩国旅游发展局向赴韩会奖团体提供各项奖励。如想

获得奖励，须在入境之前提前向韩国旅游发展局申请。相关奖励内容可参考韩国旅

游发展局官网。 

获得奖励流程

告知日程和名单

确认奖励等级和奖励内容

填写申请表

发送邮件（KTO海外办事处）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01

02

03

04

申请期限：最晚入境7天前

申请单位：相应的韩国旅游发展局海外办事处 

准备材料：日程、名单、申请表

更多信息：韩国旅游发展局会展官网（http://koreaconvention.org）

                →  项目支持 → 会奖旅游团体 

申请奖励须知

2. 海外办事处信息

中国大陆及华语圈
办事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光华西里1号韩国文化院3层 
邮编：100020 

86-10-6585-
8213/4 

beijing
@visitkorea.or.kr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漕溪北路396号汇智大厦 (裙楼) 502室  
邮编：200030

86-21-5169-7933
shanghai

@visitkorea.or.kr

广州办事处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1座8层803号
邮编：510620

86-20-3893-1639 
guangzhou
@knto.or.kr

沈阳办事处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286号华润大厦A
座第33层第06单元 
邮编：110004

86-24-3137-9343
ktosy

@knto.or.kr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一号平安财富中心2604室
邮编：610041

86-28-6557-2311
chengdu

@knto.or.kr

西安办事处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64号凯德广场1601
邮编：710061

86-29-8964-0100
xian

@knto.or.kr

武汉办事处 武汉市江岸区京汉路1398号环球智慧中心1506室
邮编：430010

86-27-5937-4380
ktowh

@knto.or.kr

香港办事处 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08号世界贸易中心22楼2202-
2203室

852-2837-3609
general

@knto.com.hk

台北办事处 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1段333号国贸大楼3206室
邮编：11012

886-2-2772-1330
ktotp

@knto.or.kr

乌兰巴托办事处
 #504, The Blue Sky Tower, Peace Avenue 17, 
Sukhbaatar District, 1 khoroo, Ulaanbaatar, 14240, 
Mongolia

  976-7016-9090 / 
976-7744-9090

ktoub
@knto.or.kr

日本
办事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东京办事处
6F, KOREA CENTER, 4-4-10 Yotsuya Shinjuku-ku, 
Tokyo 160-0004 Japan 81-3-5369-1755

tokyo
@visitkorea.or.kr 

大阪办事处
Twin21 MID Tower, 23th Floor 2-1-61, shiromi, 
Chuo-ku Osaka, Japan 540-6123 81-6-6942-0847

osaka
@visitkorea.or.kr

福冈办事处
5th Fl., Asahi Bldg., 1-1, 2-chome, Hakata-ekimae, 
Hakata-ku Fukuoka, Japan 812-0011 81-92-471-7174

fukuoka
@visitkorea.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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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中东
办事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新加坡办事处
Samsung Hub 3 Church Street #01-02 Singapore 
049483 65-6438-6177

singapore
@knto.or.kr 

曼谷办事处
399 Interchange Building 25th Fl(Unit 3)., Sukhumvit 
Road, Klongtoey-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66-2-611-2731~3

koreainfo
@kto.or.kr

吉隆坡办事处
Suite 7-03, 7th Floor, Menara Hap Seng, Letter 
box No.39, Jalan P. Ramlee,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2143-9000
marketing.ktokl

@gmail.com

新德里办事处
3rd Floor, Pegasus One, Golf Course Road, Sector 
53, Gurgaon 122003, INDIA 91-12425-70077 

india
@knto.or.kr 

河内办事处
Unit 1302, 13th floor, Charmvit Tower, 117 Tran 
Duy hung, Cau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24-3556-4040

hanoi
@knto.or.kr

雅加达办事处
Suite 2102A, Wisma GKBI. Jl. Jend. Sudirman No. 
28 Jakarta 10210 62-21-5785-3030 

ktojakarta
@knto.or.kr 

马尼拉办事处
19th Floor, Tower1 ,High Street South Corporate 
Plaza, 9thAvenue corner, 26thStreet, Taguig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63-2-358-0856
ktomanila

@gmail.com

迪拜办事处
Korea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Level 19, Dubai 
World Trade Center, P.O.Box 9488, Dubai U.A.E. 971-4-331-2288 

knto
@eim.ae 

伊斯坦布尔办事处
VEKO Giz PLAZA NO.3 15.FLOOR, OFFiCE NO.9 
Maslak ISTANBUL 90-212-290-2630

istanbul
@knto.or.kr 

阿拉木图办事处
Green Tower Business Center 10th Fl. Dostyk 
Avenue 192/2, Medeu District, 050051 Almaty 7-727-344-0972

almaty
@knto.or.kr

欧美地区
办事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洛杉矶办事处
5509 Wilshire Blvd., Suite 201, Los Angeles, CA 
90036, U.S.A. 1-323-634-0280

ktola
@knto.or.kr

纽约办事处 400 Kelby St., Suite 1602, Fort Lee, NJ 07024, U.S.A. 1-201-585-0909
ktony

@knto.or.kr

多伦多办事处
Suite 1101, 25 Adelaide St E Toronto, ON M5C 3A1 
Canada 1-416-348-9056

toronto
@knto.ca

悉尼办事处
level 18(Suite 1807) Australia Square Tower, 264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61-2-9252-4147/8 

visitkorea
@knto.org.au

法兰克福办事处
Baseler Str. 35-37, 60329 Frankfurt am 
Main,Germany 49-69-233226

kto
@euko.de

巴黎办事处 20 Rue la Boe' tie, 75008, Paris 33-1-4538-7123
info.ontc

@gmail.com

伦敦办事处
3rd Floor, New Zealand House Haymarket, London 
SW1Y 4TE, United Kingdom 44-20-7321-2535

london
@knto.or.kr

莫斯科办事处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Business Center 
“Northern Tower”, 2nd Entrance, 2nd floor, Str.
Testovskaya 10, Moscow, RUSSIA 123112

7-495-989-4678
kntomc

@knto.or.kr

符拉迪沃斯托
克办事处

102 Office, Business-centre 'Fresh-Plaza' 1Floor,(17, 
Okeansky Prospect), Vladivostok, 690091, Russia 7-423-265-1163

knto_vl
@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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