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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来韩国举办您的会议、奖励游、

协议会和展会（MICE）。

请相信韩国的实力与经验。

请来亲身感受韩国的魅力，

尽情享受领先时尚潮流的韩国文化。

比会展更加丰富多彩的韩国，等待您的到来。

  韩国秉承“定能成功”之精神，仅凭短短60

年就跃居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如今，韩国各地都在

着眼于产业性、技术性、创意性的发展。韩国将带

给MICE参加者独一无二的商业良机，并提供了解

领先全球各领域的韩国企业的机会。韩国的历史遗

产与流行文化也将成为美好的体验。作为亚洲艺

术与娱乐中心，韩国将为您提供多样选择与精心款

待，为您打造难忘的会展盛事。

ⓒ文化财厅 



4. 多种客房与备选 
项目 

  五星级大酒店、精品
酒店、经济型酒店、青年
旅舍及宿舍等适应各种需
求及预算的住宿设施供您
随意选择。最近提供合理
价格的连锁商务酒店持续
增加，对于忙碌的会展参
加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选
择。许多住宿设施都位于
会展中心附近。包括72家
五星级大酒店在内，共有
893家住宿设施，总共备有
客房115,668间。

7. 美丽的自然风光与独
特的文化体验

  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之间矗立
着蕴藏悠久文化的故宫，酝酿着名
为Kpop的时尚文化，韩国在特色传
统的基础上开拓潮流趋势，堪称亚
洲文化强国之一。
  另外，韩国也是可以体验到世
界独一无二的非武装地带（DMZ）
的地方。
在市区即可登山远眺，半岛三面环
海，不管处于何处，只需1~2个小时
车程，即可来到无垠海岸。而整座
岛屿都被指定为自然文化遗产的济
州岛更是黑色火山岩与钴蓝大海相
映生辉的最佳休养地。
  在成功举办商务会展之余，您
还可以流连于传统剧目、美食、远
足、寺院寄宿等各种体验活动的乐
趣之中。

1. 在最便利的目的地策划成功之计
  各大国际盛事都乐于将韩国定为举办地。韩国不仅
具备足够规模的场地与最新设备，而且拥有专业运营知
识与高效的辅助力量以及世界一流水准的基础设施。

必选韩国之理由

3. 选择最佳城市与会展中心 

5. 随时随地提供最高端IT服务
  超高速网络连接与完美IT服务将辅助您的活动实现
最大化的灵活度。丰富的IT资源，只需指尖一动，就能
实现参加者之间的完美互动。通过灵活利用这些高端技
术，不仅可以提高参加者的拥护度，增加参与度，更可
促进意见与知识的交流，令您的会展活动更上一层楼。

6. 安全稳妥且具备可持续发展性的
活动组织

  在社会公共安全方面，韩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国
家。低犯罪率、清洁的街道环境、高水准的公共保健等
国家主导的高质生活将为来访者带来独一无二的舒适体
验。
  韩国一直被评价为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首尔
等大城市，即使边缘范围不断扩张，依旧安全可靠，不
论昼夜都可自由行走，放心无虑。

2. 魅力无限，方便快捷，容易前往
  韩国是亚洲范围内非常容易前往的目的地之一，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可以在3个小时以内的飞行时间内到达韩国。超过150个的
国家和地区享有免签特惠，而荣获诸多奖项的仁川国际机场也为旅客提供快捷的出入境审查流程，为往返韩国的旅程更添便利。

韩国

韩国国际
会展中心
 （Coex）松岛

会展中心

韩国国际会议中心
 （KINTEX）

大田会展中心
（DCC）

大邱会展中心
（EXCO） 

庆州和白
会展中心
 （HICO）

釜山会展中心
 （BEXCO）昌原

会展中心
（CECO）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ICC JEJU）

群山新万金
会展中心 （GSCO）

金大中
会展中心

地区 会展中心
首尔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Coex）

京畿道 韩国国际会议中心
 （KINTEX）

仁川 松岛会展中心
江原道 Alpensia会展中心
大田 大田会展中心（DCC）
光州 金大中会展中心

群山 群山新万金会展中心 
 （GSCO）

大邱 大邱会展中心（EXCO）
龟尾 龟尾会展中心（GUMICO）
庆州 庆州和白会展中心（HICO）
釜山 釜山会展中心（BEXCO）
昌原 昌原会展中心（CECO）

济州岛 济州国际会展中心
 （ICC JE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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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旅游发展局，
精选20处UNIQUE VENUE 

  随着MICE产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不仅是主办国，举办的场

所也备受关注。与单纯举办会展的场所相比，可以体现出开办地

之特色和文化的Unique Venue更能为参加者营造难忘的经历。

  韩国旅游发展局特别精选了20处在2017年作为国际会展场所

而显示出独特魅力并具备韩国代表性与地区特色的Korea Unique 

Venue。本次精选是在获得MICE相关人士的推荐后通过现场调查

实际举办活动情况后做出最终结论的。

地区及场所
地区 场所
首尔 1  国立中央博物馆

2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3  三清阁
4  浮岛会展中心
5  韩国之家

京畿道 6  中南美文化院
7  韩国民俗村
8  现代游览船

江原道 9  南怡岛
釜山 10  APEC世峰楼

11  The Bay 101
12  电影的殿堂

庆尚北道 & 大邱  13  庆州校村
14  皇龙院
15  大邱纺织中心
16  83GRILL

庆尚南道 17  镇海海洋公园
光州 18  月峰书院

19  传统文化馆
济州岛 20  思索之苑

设施类型

站立式
（Standing）

会议室内不设桌椅，
站着开会   

圆咖啡桌站立式
（Reception）

会议室内安排圆形
咖啡桌后站着开会

宴会厅
（Banquet）

安排午餐或晚餐圆
桌及座椅，坐着开会

剧场
（Theater）

按剧场形式排列座
椅，坐着开会

讲座
（Classroom）

按教室形式排列桌
椅，坐着开会

U型桌
（U-Shape）

安排U型会议桌及
座椅，坐着开会

椭圆会议桌
（Board）

安排会议桌，坐着
开会

餐饮住宿设施信息

江原道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大邱

光州 釜山

济州岛

京畿道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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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中央博物馆将史前时代至20世纪近代的韩国历史一目了然地展现在人们的眼
前。国立中央博物馆包括地下1层至地上6层，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博物馆。主要展览场地
包括6座常设展室、可举办主题展的企划展览馆、陈列各种石造文物的露天广场以及用
来开办与展览相关的教育活动的研讨会室等。其中露天广场适合召开大规模活动，而研
讨会室则可用于召开讲座或学术会议。另外，馆内餐厅可进行专题演讲，适合一边用餐
一边开会。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站立式 剧场

大礼堂 1层 1,931 - 416

户外庭院 室外 2,376 3,000 -

小礼堂 1层 301 - 20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862台、客车78台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备、灯光设备、 
 桌椅、讲台等
•	配套设施：休息区、餐厅、咖啡馆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日】文职员

会议履历
•	2010年 首尔G20欢迎会及晚宴
•	2014年 亚韩文艺论坛
•	2014年 世界宪法裁判会议第三届总会晚宴
•	2014年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定期总会

国立中央博物馆
#国际会议 #博物馆 #研讨会 #讲座 #学术会议 #户外庭院

参观国立中央博物馆可听取外语解说，并可参加陶瓷、韩国画、书法等收费体验活动，
参加者请提前两个月发送E-Mail（sywoo@korea.kr）申请。

  地铁4号线、京义中央线二村站步行8 
  分钟（560米）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首尔龙城酒店、首都酒店、 
 首尔君悦酒店、国王宫殿精品酒店
•	街道：梨泰院旅游特区、解放村、经理 
 团路
•	购物场所：新罗IPARK免税店、梨泰院 
 市场
•	景点：国立韩文博物馆、南山首尔塔、 
 三星Leeum美术馆、战争纪念馆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地址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西冰库路137

电话 +82-2-2077-9227

E-mail kayounglee@korea.kr

传真 +82-2-2077-9937

网址 www.museum.go.kr

TIP

仁川港

国立中央博物馆
仁川

京畿道

首尔

59.5�里
43�里

20�里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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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现代 #东大门 #展览 #时装秀 #国际会议厅 #同声传译室 #扎哈·哈迪德

  位于时尚胜地东大门商业圈之内的综合文化空间。楼体由全球著名建筑师扎哈·哈
迪德担纲设计，形象地体现出东大门一带24小时不停歇的动感与活力。整体建筑包括地
下3层到地上4层，主要承办演出、会议和时装秀等活动。活动及展览通常在艺术中心举
行。艺术中心分为艺术1馆、艺术2馆和国际会议厅等三大部分，内部不设柱子，空间宽
敞，可根据需要随意安排。而且国际会议厅还具备6间同声传译室，可用作国际会议场
所。另外，在和谐广场与设计市场则可举办露天活动。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艺术1馆 地下1-2层 2,992 1,500 1,300 1,200

艺术2馆 地下1-2层 1,547 700 600 500

国际会议厅 地下2层 414 150 90 70
* 国际会议厅不可单独出租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359台、无客车车位
•	提供设备：投影仪、同声传译室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英】文职员、同声传译

会议履历
•	2014年～至今 常设展览涧松文化展
•	2015年 Esprit Dior，迪奥精神
•	2014～2016年 首尔数码论坛
•	2017年 去飞行、去航海、去旅行路易威登
•	全年持续 首尔时装周

地址 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281

电话 +82-2-2153-0059

E-mail jjkim@seouldesign.or.kr

传真 +82-2-2153-0010

网址 www.ddp.or.kr

  地铁2、4、5号线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 
  站步行5分钟（340米）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首尔JW万豪东大门广场酒 
 店、新罗酒店、首尔宜必思快捷国宾东 
 大门酒店
•	街道：大学路、明洞
•	购物场所：东大门综合市场、东大门时装 
 城旅游特区
•	景点：东大门城廓公园、广藏市场、清 
 溪川、兴仁之门(东大门)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签约�饮单�

ⓒ Park Hae Wook

东大门
设计广场 
 （DDP）

仁川

京畿道

66.8�
里

47.3�里

29.9�里

首尔

ⓒ Chung Chu ha 

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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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阁是一座秀丽的自然风景与韩屋建筑交相辉映的综合型传统文化空间。该院
落建于1972年，是《7.4南北共同声明》发表期间南北红十字代表团举办晚宴的地方，
2001年重新装潢后，成为集剧场、韩餐厅、红酒吧等于一体的文化体验空间。三清阁
由一和堂、幽霞堂、听泉堂、千秋堂、翠寒堂、东白轩等6座韩屋组成，适合开办各种
宴会、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及小型聚会。其中以一和堂规模最大，且设有室内舞台，其
前院还可作为露天空间使用。而其他几座韩屋则适合开办小到中等规模的私人餐会或活
动。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一和堂 1层（室内外） 422 150 200 -

幽霞亭 2层 171 100 70 50

听泉堂 1层（室内外） 171 100 90 60

千秋堂 1层 208 120 90 60

东白轩 1层 138 35 30 20

翠寒堂 1层 136 35 30 2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100台、客车5台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
 灯光设备、桌椅、讲台、Wi-Fi

•	配套设施：咖啡馆、韩餐厅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英】文职员
•	获奖：2013年 首尔市评选，韩流旅游名胜 /  
 2014年 首尔市评选，首尔未来遗产 / 2014 
 年 韩国旅游发展局评选，宫廷饮食体验场所

会议履历
•	2014年 中韩交流协会VIP活动国际交流财团
•	2015年 新加坡会展路演
•		2017年 诺贝尔和平奖得奖团体文化体育观 
光部活动
•	2017年 世界城市文化论坛WCCF

•	拍摄多部影视作品（《Running Man》、《来 
 了！张宝利》、《食客》、《神的晚餐》等）

三清阁
#传统 #韩屋 #剧场 #传统美食 #研讨会 #小型聚会 #招待会

地址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大使馆路3

电话 +82-2-765-3700

E-mail khk74@sejongpac.or.kr

传真 +82-2-3676-3464

网址 www.samcheonggak.or.kr

  地铁4号线汉城大学入口站步行40分钟 
  （2.6公里，免费班车每日10:00～22:30 
  开通，每40～60分钟一班）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广场酒店、朝鲜酒店、乐天 
 酒店
•	街道：三清洞、仁寺洞
•	购物场所：东和免税店、乐天百货商店、 
 新世界百货商店
•	景点：景福宫、昌德宫、 昌庆宫、 宗庙、 
 光化门广场、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世宗 
 文化会馆

可事先为素食或清真客人调整菜单。
TIP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自�提供, �进���饮

ⓒ 三清阁ⓒ 三清阁

ⓒ三清阁

三清阁

仁川

京畿道

62�
里

46.3�
里

26.1�里

首尔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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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岛会展中心
#眺望汉江 #人工岛 #夜景 #国际会议 #商务活动 #特别活动

地址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奥林匹克 
大路683

电话 +82-2-537-2440

E-mail ficonvention@gmail.com

传真 +82-2-537-2499

网址 www.ficonvention.com

  三岛是汉江上的三座人工浮岛，而浮岛会展中心就坐落于岛上。这是一座国际会展
设施，承办国际会议及市场洽谈会等商务活动。这里是韩国独一无二的水上会展设施，
包括13米高的白色穹顶会展大厅与7座宴会场。在国际会议召开期间，可在与三岛相连
的桥梁上设置欢迎横幅，还可以利用大屏幕播放相关视频或迎宾短语。特别是外墙上装
饰的LED灯光照明系统，在每天夜幕降临后，五光十色，变幻无穷。而最值得一提的，
当属可以眺望首尔的现代大都会风景与美丽的汉江，不失为极具吸引力的魅力点。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

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会展厅 2层 762 1,500 - 550 1,000 - - -

Villa de Noche 2层（室内外） 621 300 200 200 - 100 50 -

Vista 3层 419 300 - 200 - 100 - -

Rive Gauche 3层 254 150 - 110 - 100 - -

露台间 3层（室内外） 150 70 - - - - - 34 

Medici 3层 50 - - 20 - - - -

露台On The Bay 4层-5层 1,950 1,500 1,000 450 - - - -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900台、客车100台
•	提供设备：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灯光 
 设备、特殊照明、桌椅、讲台、Wi-Fi、升 
 车系统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日】文职员、 
 同声传译

会议履历 

•	2014年 第3届世界宪法裁判所长会议
•	2015年 世界女性经济论坛
•	2016年 美国大使馆独立纪念日派对
•	2016年 韩·非长官经济合作会议
•	2017年 第43届亚太建筑协会国际联合会
（IFAWPCA）

 地铁3、7、9号线高速巴士客运站 
  步行25分钟（1.5公里，免费班车每日 
  11:00～22:30开通，每隔15分钟发 
  车一班）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首尔JW万豪酒店、首尔爱 
 美酒店、首尔江南宫殿喜来登酒店
•	街道：瑞来村、新沙洞林荫道
•	购物场所：Goto Mall（江南客运站地下 
 购物中心）、中心城Famille Station、 
 新世界百货商店
•	景点：盘浦汉江公园、艺术殿堂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自�提供

浮岛会展中心

仁川

京畿道
63.5�里

47�里

25.5�里
首尔

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 Laurier ⓒ Laurierⓒ Lau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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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之家于1957年对外开放，是一座以韩国传统为主题的集美食、演出和体验活动
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韩国之家仿照景福宫慈庆殿的造型建成，可以在古香古色的传统
氛围中举办活动，不失为一大魅力。院内包括主厅海邻馆、闻香楼、聚仙馆和露天活动场
地“中庭”等几大部分，提供传统美食与演出节目。餐饮价位多样，适合开办小型聚会或
站立式招待会，可以根据需要随意选择。用餐后还可以观赏以韩国板索里传统剧目《沈清
传》故事为蓝本，同时融合舞台表演的《Korea沈清》，感受韩国传统艺术之美。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聚仙馆 3层 283 100 70 70 100 100 30 

民俗剧场 1层 264 - - - 128 - -

中庭 室外 354 120 100 130 70 70 -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60台、客车2台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备、灯光设备、 
 Wi-Fi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日】文职员
•	获奖：2012年 韩国旅游发展局评选，适合 
 召开企业会议之地 / 2015年 韩国旅游发展 
 局评选，宫廷饮食体验餐厅 / 2016年 优秀 
 文化商品，韩国之家-海邻定食

会议履历
•	2017年 ICEF GmbH

•	2017年 HTOC首尔会议
•	2017年 印尼前总统国宾晚宴
•	2017年 第4届AAS-in-ASIA国际学术大会
•	2017年 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德国前总统 
 施罗德晚宴

地址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36街10

电话 +82-2-2266-9101

E-mail hyojin@chf.or.kr

传真 +82-2-2264-0979

网址 www.koreahouse.or.kr

 地铁3、4号线忠武路站步行5分钟 
  （230米）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宜必思尚品明洞大使酒店、 
 新罗酒店、大使首尔铂尔曼酒店、皇家 
 酒店首尔
•	街道：明洞 

•	购物场所：南大门市场、乐天百货商店、 
 新世界百货商店
•	景点：南山谷韩屋村、南山首尔塔、国立 
 剧场

韩国之家
#传统 #韩屋 #传统美食 #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表演 #小型聚会 #站立式招待会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韩国之家仁川

京畿道

69�里
46�里

32.6�里

首尔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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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曾在中南美地区从事外交工作30余年的Lee Bok Hyung大使及夫人于1992年设
立。文化院旨在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南美地区的文化，除面向个人开放，也接待学
会、外交团体和教育机构等团体。院内建有博物馆、美术馆、宗教展览馆和雕塑公园
等，展示着中南美的玛雅及印加文化的代表艺术家画作及雕塑。另外还提供由中南美文
化院的主厨亲自烹制的西班牙海鲜饭和墨西哥卷饼。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圆咖啡桌站立式

研讨会室 地下1层 105 5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30台（公共停车场）、客车须 
 事先垂询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桌椅
•	配套设施：展览馆、餐厅、咖啡馆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英、日、西班牙】文 
 职员
•	获奖：1995、2001年 京畿道评选，优秀博 
 物馆 / 2005年 文化勋章保管奖 / 2014年 京 
 畿道博物馆协会，京畿道博物馆人奖 / 2015 
 年 韩国博物馆协会，自豪博物馆人奖

会议履历 

•	2017年 Sabor de Mexico（墨西哥之味）
•	2017年 哥伦比亚摄影展开幕式
•	2017年 首尔花园俱乐部定期聚会
•	2017年 韩·中南美协会定期研讨会
•	2017年 中南美新任大使招待晚宴

地址 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大阳路
 285号街33-15

电话 +82-31-962-9291、7171

E-mail latinamuseum@gmail.com

传真 +82-31-964-8218

网址 www.latina.or.kr

  地铁3号线三松站驾车15分钟（8.3公 
  里）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高阳MVL酒店
•	购物场所：高阳Starfield购物中心
•	景点：西三陵、一山湖水公园、韩国国 
 际会议中心（KINTEX）

中南美文化院
#异国风情 #中南美 #博物馆 #雕塑公园 #美术馆 #学会 #小型活动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中南美文化院

京畿道

江原道

首尔
59�
里 26�里

52
�
里

仁川

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
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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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民俗村是一座再现了朝鲜时代（1392～1910年）生活面貌的传统文化主题公
园，旨在向海内外游客介绍韩国的民俗文化。村中多座古屋是在严谨的考证与专家顾问
指导下从韩国各地移建而来的，生动再现了朝鲜时代的市井村庄及人们的生活面貌。韩
国民俗村会展中心与韩国馆前广场承办各种活动。韩国民俗村会展中心为室内设施，适
合开办培训或研讨会；韩国馆前广场则可用来召开庆祝餐会。另外，每逢周末及节假日
还会上演新概念的院落戏和农乐团的街头表演活动。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宴会厅

韩国馆（前院） 室外 1,100 50～350

韩国民俗村会展中心 1层 520 50～35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1,900台、客车150台
•	提供设备： 
 室外：简易舞台、音响设备、灯光设备、桌椅
 室内：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灯光 
 设备、桌椅 

会议履历 

•	2015年 马来西亚友邦保险旅游及午宴
•	2015年 世界修复学会（ICP）旅游及午宴
•	2016年 宝城集团（马来西亚）旅游及午宴
•	2017年 E.Excel 旅游及午宴
•	2017年 Amgeneral奖励团队庆贺晚宴

地址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电话 +82-31-288-1710

E-mail sortacool@ikfv.co.kr

传真 +82-31-697-2336

网址 www.koreanfolk.co.kr

  盆唐线上葛站驾车10分钟（1.8公里）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水原华美达广场酒
•	景点：白南准艺术中心、爱宝乐园、水原 
 华城

韩国民俗村  
#传统文化 #历史 #露天 #庆祝餐会 #特别活动 #团体奖励活动 #团建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餐饮部门人员常驻村中，可根据客户需求随时调整菜单。
村内还有获得清真认证的餐厅，为穆斯林顾客提供定制餐品。

TIP

  自�提供

韩国民俗村 

京畿道

江原道

62.3�里

首尔

61.2�里
81.1�里

仁川

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
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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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在韩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京仁阿拉运河”之上的游览船，在开航的35年期间接
待国内外游客1,200万人以上。在船上可欣赏阿拉运河水乡八景，并可观看船上的现场
演出或参与各种精彩活动。船舱共有4层，内设2座宴会场与2个开放型空间，可根据活
动类型调整使用。150人以上300人以下团体可租用其中1层的宴会场，自由使用；300

人以上团体可包下整条游览船，自由选择或通过协商来决定航行时间与路线。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

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钻石厅 1层 425 500 350 300 400 250 70 150

蓝宝石厅 2层 425 500 350 300 400 250 70 150

大海庭院 3层（室内外） 425 350 200 80 250 50 - 100

开放甲板 4层（室外） 425 600 300 200 350 200 50 10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300台、客车30台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备、灯光设备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文职员
•	获奖：2008～2015年 海洋警察厅评选，模 
 范船舶 / 2017年 仁川广域市，防灾安全训 
 练表彰

会议履历 

•	2017年 META Conference庆贺晚宴
•	2017年 哈拿多乐旅行博览会中国国际事业 
 本部庆贺晚宴
•	2017年 Badan Kebajikan Kakitangan IBU  
 Pejabat UMNO

•	2018年 YG-1国际研讨会

地址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陆路 
 270号街74

电话 +82-32-882-5555

E-mail sangukkang@gmail.com

传真 +82-32-885-6161

网址 www.aracruise.co.kr

  地铁9号线开花站驾车10分钟（7.5公 
  里）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金浦机场乐天酒店、梅菲尔 
 德酒店、首尔麻谷华美达安可酒店
•	购物场所：现代名牌折扣购物中心、乐 
 天购物中心金浦机场店
•	景点：京仁Ara运河、幸州山城

现代游览船 
#京仁Ara运河 #观景游览船 #大型团体 #船上活动 #现场演出 #河景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进���饮, 签约�饮单�

现代游览船
仁川

京畿道

江原道

首尔
41�
里

35�里

7�里
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
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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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原道春川市南山面南怡岛街1

电话 +82-31-580-8114

E-mail namitour@naminara.com

传真 +82-31-580-8118

网址 www.namisum.com

  京春线加平站驾车5分钟（1.8公里）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伊利希安江村度假村
•	景点：鳖岛、翡翠花园、晨静树木园、 
 小法兰西

南怡岛 
#韩剧外景地 #露天舞台 #国际会议 #世界图书国节 #奖励活动 #团建

南怡岛上的静观楼酒店具备客房。
同时岛上还长期开展玻璃工艺、手绢与围巾的天然染色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TIP

  南怡岛是随着韩剧《冬季恋歌》的热播而名声大噪的春川旅游名胜。这里原先并不是一

座岛屿，但是随着清平坝的修建，周围水位上升，使这里变成了一座小岛。南怡岛重视人类

与自然的共存，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有的自然环境，灵活利用玻璃瓶或塑料瓶等废弃物品装扮

小岛，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南怡岛建有具备高端音响设备的魔术厅和露天舞台，可

以承办国际会议或商务研讨会等各种活动。每年都有驻韩大使馆和各种国际团体在岛上开展

活动。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

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魔术厅 1层 400 - - - 300 - - -

明江厅 1层 132 160 - 70 100 80 80 80

满天星 1层 99 - - - - 15 20 20

安徒生童话书中心 1层 99 40 - - - - - 20 

空心园 2层 165 200 450 500 - -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生态舞台 室外 650 500 - 200 300 - - -

O！舞台 室外 9,700 1,000 - - 1,000 - - -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2,000台、客车80台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备、Wi-Fi

•	配套设施：酒店、伊斯兰祈祷室、哺乳室、 
 换汇处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日、越、泰】 
 文职员、同声传译
•	获奖：2017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评选，妈 
 妈的亲密工作场所 / 2017年 韩国观光评价 
 研究院颁发，大韩民国文化观光振兴大奖

会议履历 

•	2011年 中韩日领导会议
•	2016年 韩国礼宾部协会研习会
•	2017年 文化产业新生论坛启动仪式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自�提供

ⓒ 2015年南怡摄影明星

ⓒ 2016年NAVER网站（“鲜明的照片”论坛）

ⓒ 2015年NAVER网站（“照片同行”论坛）

南怡岛

仁川

京畿道

江原道

首尔

130�里

95.8�里

127.5�里
仁川港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
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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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峰楼坐落在临近海云台的冬柏岛上，是2005年第13届APEC峰会与2010年G20财
务领导、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的举办地。世峰楼这个名称是“世界”与“顶峰”的合成
语，蕴含着“世界顶级领导人汇聚一堂召开APEC峰会”之意。世峰楼的建筑外观采用
韩国传统亭子的造型，并加以现代手法进行诠释。整个楼体分为3层，屋顶的线条象征
着冬柏岛的陵线，引人视线。世峰楼被郁郁葱葱的山茶树林与松林所环绕，海云台前海
一望无垠的自然美景与充满现代感的美丽建筑相辅相成。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

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会议室 2层 355 200 200 120 240 120 38 54

自由广场（亭子、列柱） 1层 730 600 600 300 - - - -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139台（公共停车场）、无客 
 车车位
•	提供设备：投影仪、有线/无线麦克风等基 
 本会议设备
•	配套设施：咖啡馆、2005年APEC峰会纪念馆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文职员

会议履历 

•	2005年 APEC峰会
•	2006年 第19届南北长官会谈
•	2010年 G20财务领导、中央银行总裁会议
•	2014年 广播电视信息通信长官会议
•	2017年 第8次东亚-拉美合作论坛外交长官 
 会议

地址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冬柏路116

电话 +82-51-740-7368

E-mail bgkang@bexco.co.kr

传真 +82-51-740-7367

网址 www.busan.go.kr/nurimaru

 釜山地铁2号线冬柏站步行15分钟 
  （900米）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釜山 
 海云台Citadines酒店、釜山诺富特大 
 使酒店、海云酒店、釜山Paradise酒 
 店、海云台Grand酒店
•	街道：迎月路 （月光路）、海云台电影 
 街、民乐洞生鱼片一条街
•	购物场所：乐天百货商店、新世界Centum  
 City购物中心、新世界百货商店 

•	景点：海云台海水浴场、The Bay 101、 
 BEXCO、 水营湾帆船赛场、电影的殿 
 堂、釜山电影摄影工作室

APEC世峰楼 
#APEC峰会 #冬柏岛 #纪念馆 #国际会议场 #学术会议 #晚宴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签约�饮单�

釜山港
釜山站

APEC世峰楼

庆尚南道 釜山

金海国际机场
27�里

19�
里

16�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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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最高端的综合文化艺术场馆，于2014年开始营业。白天在这里可以尽享帆船等
各种海洋休闲运动，每到夜幕降临，美丽的落日与海滨城市的绚烂夜景更是令人迷醉。
  The Bay 101承办各种休闲晚会，备有会议室、海洋厅和艺廊厅等规模各异的宴会
厅，可以根据活动类型与参加人数随意选择。内设餐厅与咖啡馆，在名为“冬柏杂货
店”的纪念品店可以买到绘有釜山地方特色图案的环保袋与风干食品等纪念品。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

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会议室 地下1层 56 - - 20 30 30 17 20

海洋厅 地下1层 231 180 180 120 200 150 30 36

艺廊厅 1层 397 250 250 200 300 200 78 84
 * 海洋厅为走廊型，如果设置成椭圆会议桌形式，可容纳人数将大幅减少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130台、客车3台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 
  灯光设备、桌椅、讲台、Wi-Fi、作品展览
设施、入口外部大屏幕
•	配套设施：帆船、滑水等海洋休闲运动设施
•	获奖：2014年 釜山旅游发展局颁发，会展 
 联盟新兴场所奖 / 2014年 海洋水产部长官 
 表彰，海洋休闲运动特化单位 / 2015年 全 
 球商业领袖俱乐部颁发，国际酒店&餐饮业 
 奖（韩国首次获奖） / 2016年 韩国会展协 
 会评选，Unique Venue / 2017年 釜山旅 
 游发展局评选，水滨及全景设施部门Unique 
 Venue

会议履历 

•	2017年 Bounce Busan Startup Networking  
 Night

•	2017年 釜山市下半年海外客户邀请洽谈会 
 会后派对
•	2017年 第11届世界海洋论坛-阿迪达斯扬波 
 大海、走向深蓝活动
•	2017年 釜山国际电影节_kth鸣谢派对

地址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冬柏路52

电话 +82-51-726-8880

E-mail mahj3971@naver.com

传真 +82-51-726-8854

网址 www.thebay101.com

  釜山地铁2号线冬柏站步行10分钟 
  （685米）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釜山威斯汀朝鲜酒店、釜山 
 海云台Citadines酒店、釜山诺富特大 
 使酒店、海云酒店、釜山Paradise酒店、 
 海云台Grand酒店
•	街道：迎月路 （月光路）、海云台电影 
 街、民乐洞生鱼片一条街
•	购物场所：乐天百货商店、新世界Centum  
 City购物中心、新世界百货商店
•	景点：海云台海水浴场、SEA LIFE釜 
 山水族馆、冬柏岛、BEXCO、水营湾 
 帆船赛场、电影的殿堂、釜山电影摄影 
 工作室

The Bay 101 
#海洋休闲运动 #帆船 #日落 #夜景名胜 #研讨会室 #宴会 #休闲晚会

可为清真等宗教饮食或特定饮食的顾客提供定制菜单。
TIP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自�提供

The Bay 101 

釜山

27�里

19�
里

16�
里

庆尚南道

釜山港
釜山站

金海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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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水营江边
大路120

电话 +82-51-780-6023

E-mail arik2@naver.com

传真 +82-51-780-6029

网址 www.dureraum.org

 釜山地铁2号线Centum City站步行10 
  分钟（685米）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海云台Centum酒店、森特 
 顶级酒店、海云台Grand酒店
•	街道：海云台电影街
•	购物场所：乐天百货商店、新世界Centum 
  City购物中心、新世界百货商店
•	景点：广安里海边、APEC渡口公园、 
 KNN Centum 广场、BEXCO、釜山市 
 立美术馆

  电影的殿堂是釜山极具代表性的综合影像文化空间，集演出、展览和各种丰富多彩
的活动于一堂。这里常年上映艺术电影、古典电影、大众电影等广泛题材的电影剧目，
每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等各种国际盛事也在这里举办。主要活动场地为露天剧场以及
Biff Hill、Double Cone、Cine Mountain等3座建筑。露天剧场最多可容纳6,000人，前
后有隔断，上方设置LED顶棚，氛围如室内一般，可以令人全神贯注。电影的殿堂距会
展中心BEXCO仅15分钟步行距离，可以在会议结束后前来这里举办社交活动，附近还
有新世界百货商店与乐天百货商店，便于参会者在活动之余享受购物之乐。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露天剧场 室外 2,364 6,000 3,000 1,200 4,00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501台、无客车车位（如需要 
 请事先垂询） 

•	提供设备：投影仪、Wi-Fi、音响设备、灯 
 光设备
•	配套设施：排练室、化妆室
•	获奖：2012年 作为世界最大悬臂屋顶荣登 
  吉尼斯世界纪录 / 201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选，电影创意城市

会议履历 

•	2011～2017年 釜山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
•	2013～2017年 国际游戏展览会（G-STAR） 
 文化活动
•	2014年 中国安利韩国演唱会
•	2014年 国际电信联盟（ITU）全权代表大会 
 迎宾晚宴
•	2016年 釜山国际车展GM欢乐之夜

电影的殿堂
#釜山国际电影节 #LED顶棚 #露天剧场 #大型团体 #社交活动 #购物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 电影的殿堂
ⓒ 电影的殿堂 ⓒ 电影的殿堂 ⓒ 电影的殿堂

电影的殿堂

釜山

25.5�里

13.8�
里

13�里

庆尚南道

釜山港
釜山站

金海国际机场

31



  新罗时代（公元前57～公元935年）国学（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大学）的所在地。也
是朝鲜时代（1392～1910年）最有名的富翁“崔富翁”的崔氏古宅和乡校所在地。村
内设施包括可了解村庄历史的宣传馆、开设韩纸工艺和玻璃工艺等体验活动的体验场、
传授崔富翁家门经营哲学的崔富翁学院教育场等几大部分。崔富翁学院教育场适合召开
企业会议与活动，内部既可设置为传统的席地形式，也可以安排成桌椅的形式。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

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崔富翁学院教育场 1层 230.04 100 60 60 80 80 40 6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80台、客车10台
•	提供设备：音响设备、桌椅、教育仪器等 

•	配套设施：住宿设施（客房15间，最多容纳 
 40人） 

会议履历
•	2012年 第98次国际PEN大会文学研讨会与 
 招待会
•	2015年 保健福利部·外交部2015年K-Pharma  
 Academy

•	2015、2017年 庆北认同性与公职价值观确 
 立教育
•	2015年 首尔人文论坛周三论坛人文之林& 
 YEF秋季研习会
•	2017年 2021年世界瓦斯总会组织委员会正 
 式晚宴

地址 庆尚北道庆州市校村街39-2

电话 +82-54-702-1012

E-mail ywjoo@crowncity.kr

传真 +82-54-702-1029

网址 www.gyochon.or.kr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皇南馆
•	街道：皇理团路
•	购物场所：庆州中央市场、庆州城东市场 

•	景点：庆州历史遗址月城地区、庆州历 
 史遗址大陵苑地区、国立庆州博物馆

庆州校村 
#传统 #韩屋村 #崔富翁 #传统文化体验 #企业会议 #小型研讨会

只有在崔富翁学院教育场开办活动或接受培训时方可在庆州校村内住宿。
TIP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新庆州站

庆州校村

庆尚北道

蔚山

大邱
大邱国际机场

66�里

12.7�里

釜山

庆尚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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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于庆州最有名的旅游休闲胜地“普门旅游区”内，是一座开展冥想与传统教育
的研修院。耸立于皇龙院中心的中岛塔是以新罗时代（公元前57～公元935年）皇龙寺
九层木塔为原型建成的，成为整个庆州普门旅游区的新地标，十分引人注目。皇龙院整
体上分为可以一边俯瞰庆州市景一边开展活动的中岛塔、具备客房和宴会场的研修院以
及可以举办露天活动的草坪广场等三大部分。这里主要面向企业、宗教团体以及一般团
体开展培训及专题讨论会，另外也开展冥想与茶道活动。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大宴会厅
研修院

1层 660 300 250 200 250 180 50

礼堂 3层 181.5 80 60 50 60 70 24

金刚厅

中岛塔 

3层 313 150 100 120 120 100 60

花郎厅 4层 290.4 120 80 100 100 80 40

和白厅 5层
左 100 50 40 40 40 40 20
右 230 50 40 40 40 40 20

草坪广场 室外 990 500 400 300 500 300 9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60台、客车3台（可停放在附 
 近的KT庆州修炼馆或HICO停车场）
•	提供设备：投影仪、屏幕、麦克风、白板、 
 音响设备、桌椅
•	配套设施：咖啡馆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英、日】文职员
•	获奖：2015年 庆州市长颁发，第6届庆州市 
 建筑奖大奖 / 2017年 韩国水力原子力颁发， 
 运营能力评价感谢牌

会议履历
•	2016年 第15次韩德论坛文化交流活动
•	2017年 世界原子力经营者协会总会（WANO  
 BGM）晚宴
•	2017年 建设核电站土建领域技术交流会
•	2017年 世界韩餐大赛
•	2017年 大韩民国国际水周刊（KIWW）会议

地址 庆尚北道庆州市EXPO路40

电话 +82-54-760-0500～0502、0515

E-mail lyh8133@dkpia.com 

传真 +82-54-760-0520

网址 www.hwangnyongwon.com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庆州现代酒店、庆州The K 
 酒店、Commodore酒店、庆州希尔顿 
 酒店、罗宫韩屋酒店
•	景点：普门旅游区、庆州世界文化EXPO 
 公园、新罗千年公园、佛国寺、石窟庵

皇龙院 
#传统 #皇龙寺 #研修院 #企业 #教育 #专题讨论会 #冥想 #茶道

客房可以容纳2～8人，可根据个人意向选择暖炕房或带床的卧室房。
TIP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自�提供, 签约�饮单�

皇龙院

庆尚北道

釜山

大邱

75.1�里

21.3�里

庆尚南道

蔚山

新庆州站
大邱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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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为了重兴纺织时尚产业而建成的综合文化场所，其外观的设计灵感源于织物
柔软的流畅线条。中心内的2层至9层是韩国唯一的纺织综合博物馆，另外还建有商务中
心及多功能厅。商务中心常驻纺织流通与出口的支援机构及企业，多功能厅与纺织博物
馆的企划室则承办国际会议等各种活动。但博物馆企划室仅限于在纺织博物馆的休馆日
（每周一）承办开业典礼和招待会等活动。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椭圆会议桌

研讨会1室 2层 114.6 - - - - 50 -

研讨会2室 2层 118.7 - - - - 50 -

研讨会3室 2层 318.3 - - - 200 100 -

多功能厅 2层 956.8 1,000 200 200 - - -

VIP室 2层 85.49 - - - - - 9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431台、客车10台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 
  灯光设备、桌椅、讲台、Wi-Fi、同声传译
系统等
•	获奖：2016年 文化体育观光部评选，企业 
 会议名胜

会议履历
•	2017年 韩民族阿里郎仙女选拔大赛
•	2017年 环境日纪念式
•	2017年 韩国服装产业学会学术大会
•	2017年 世界特殊体育国际学术大会
•	2017年 韩国地理信息学会

地址 大邱广域市东区八公路227

电话 +82-53-980-1021

E-mail chkim@dtcomplex.org

传真 +82-53-980-1009

网址 www.dtcomplex.org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空港酒店、Inter-Burgo EXCO 
 酒店
•	购物场所：乐天奥特莱斯 

•	景点：桐华寺、八公山缆车

大邱纺织中心 
#现代 #纺织 #时尚 #博物馆 #商务会议 #招待会 #大型团体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进���饮

大邱纺织中心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釜山

大邱
大邱国际机场 6.3�里

东大邱站

3.2�里

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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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Grill是一家高档西餐厅，位于大邱夜景名胜“83塔”内的第78层。餐厅的地板为
旋转式，可以360度欣赏大邱的市景。一边尽赏美景一边享用美食，是本餐厅最大的魅
力。餐厅内设120个座位。如果开办站立式宴会，最多可容纳180人。另外，也可以租下
整个餐厅开办香槟酒会。83Grill仅提供宴会场所，如果需要演讲等会议场所，可租用位
于大厦3层的烘焙教室。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83GRILL 78层 476.10 180 120 - - -

烹饪教室 3层 49 - - 60 30 2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  
 大型停车场：轿车1,260台、客车20台 
 东门停车场：轿车100台、客车15台 
 塔停车场：轿车250台、无客车车位 

•	提供设备：音响设备、桌椅、讲台、Wi-Fi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英】文职员

会议履历
•	2014年 世界组织工学再生医学会亚太国际学 
 术大会
•	2014年 芬兰国立肖邦音乐院团员晚宴
•	2015年 国际水融合会议
•	2016年 驻韩全球企业代表协会（GCCA）晚宴
•	2017年 WAUPS第一再生学会晚宴
 

地址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头流公园路200

电话 +82-53-620-0083

E-mail lee_jongmin01@eland.co.kr

传真 +82-53-620-0186

网址 www.83tower.kr/contents/
 01.htm

 大邱地铁2号线头流站步行20分钟 
    （1.4公里）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大邱诺富特大使酒店、Eldis 
 酒店
•	街道：大邱近代化街、东城路、安地郎 
 小肠一条街
•	购物场所：西门市场、药令市（药廛一 
 条街）、现代百货商店
•	景点：头流公园、E-World

83GRILL 
#83塔 #夜景名胜 #套餐 #香槟酒会 #晚宴

可定制素食或清真等特定菜单。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自�提供

83GRILL

庆尚北道

庆尚南道

釜山

大邱12�里

9.4�里

TIP

蔚山

大邱国际机场
东大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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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于镇海一座名为“阴地岛”的小岛之上的海洋公园，包括展览馆、休息设施、观
景台与散步路。园内建有可以了解东西方海战史并进行高科技体验的海战史体验馆、
展示多种海洋生物的海洋生物主题公园和船帆形态的太阳能发电设施“太阳塔（Solar 

Tower）”。太阳塔内设约可容纳600人的大会议场和可容纳50人的小会议室以及VIP休
息室等，可以承办各种类型的会议。另外，塔内还建有观景台，可以眺望到镇海前海以
及连接釜山与巨济的超大型桥梁“巨加大桥”。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圆咖啡桌站立式 剧场 讲座

大会议场 3层 644 250 600 300

小会议室 3层 110 - 50 3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260台、客车17台（露天停车 
 场与太阳塔停车场）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 
 灯光设备、桌椅、讲台、同声传译系统
•	配套设施：观景台、展览馆、散步路
•	获奖：2016年 会展协会评选，企业会议名胜

会议履历
•	2014年 亚·太地区专家研讨会
•	2015年 海外同胞舆论人全球主题公园现场 
 取材
•	2015年 镇海全球主题公园成功建成研讨会
•	2016年 昌原市·中国地方政府经济旅游合作 
 会议
•	2017年 昌原市与西雅图的城市竞争力比较 
 与交流合作方案国际研讨会

地址 庆尚南道昌原市镇海区明洞路62

电话 +82-55-712-0403

E-mail heeimi@cwsisul.or.kr

传真 +82-55-712-0429

网址 www.cwsisul.or.kr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昌原酒店、铂尔曼大使酒店
•	购物场所：庆和市场、乐天百货商店 

•	景点：庆和站、余佐川浪漫桥

镇海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 #太阳塔 #大会议场 #小会议室 #观景台 #海景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进���饮

釜山港镇海海洋公园

庆尚南道
釜山

金海国际机场
37�里

46.7�里
45�里 釜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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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峰书院供奉着湖南地区著名儒学家的牌位，至今仍然萦绕着儒生的风流倜傥之
气。书院开展传统文化活动等7个体验活动项目。院内由作为主礼堂的“冰月堂”、研
讨会室“讲修堂”和祠堂“崇德祠”等几大部分组成。活动主要在讲修堂举办。讲修堂
内部分为“学而室”和“礼经室”两个场馆，适合开办小型团体的专题讨论会。基本设
置为席地形式，但是如果主办方自备椅子，也可以安排成座椅形式。另外，讲修堂前方
的草坪还可以用来举行露天演出或餐会。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
（平方米） 站立式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讲座 U型桌 椭圆会议桌

学而室 1层 94.5 60 40 40 50 40 30 30

礼经室 1层 56.7 40 20 20 30 20 15 15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30台、客车3台
•	提供设备：投影仪、音响设备、矮桌与椅子、 
 Wi-Fi

•	配套设施：咖啡馆、展览馆、旅游解说咨询处
•	获奖：2014～2016年 文化财厅颁发，文化 
 遗产活用优秀奖 / 2016年 文化财厅指定， 
 全国首座名誉殿堂

会议履历
•	2016年 文化体育观光部搞活儒教文化支援项 
 目专家与顾问考察游
•	2016年 文化财厅搞活地区文化全国研习会
•	2016年 人才培养学院研习会
•	2017年 与光州国乐电视台同行的高峰文化节
•	2017年 传统文化体验旅游记者团考察游

地址 光州广域市光山区光谷街133

电话 +82-62-960-8255

E-mail ildmb71@korea.kr

传真 +82-62-960-3714

网址 www.wolbong.org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光州假日酒店、光州华美达 
 广场酒店
•	街道：光州松汀牛肉饼一条街
•	购物场所：松汀1913市场
•	景点：光州双年展

月峰书院
#书院 #专题讨论会 #儒生体验 #席地 #露天 #演出 #餐会 #小型团体 #团建

月峰书院开展利用时令食材烹制美食的料理活动和儒生服试穿体验。 
参加者须在2周～1个月前发送E-mail（ildmb71@korea.kr）提前申请，外宾须自带翻译。

TIP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进���饮

月峰书院

全罗南道

光州

务安国际机场

53.7�
里 14.5�里

光州松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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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ASEM亚欧峰会与文化长官会议晚宴的举办地。传统文化院旨在保存并传授
全罗南道的传统文化，位于无等山国立公园证心寺入口处，总面积达6,612平方米，包
括传统韩屋抚松院、石子坡院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和会议室等几大部分。在石子
坡院落内可以一边欣赏无等山脚的秀丽风景一边享用露天晚餐；另外，传统文化院每周
六还会上演在传统国乐的基础上加以现代式演绎的免费剧目，为观众提供诸多精彩看
点。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圆咖啡桌站立式 宴会厅 剧场

立石堂 1层 93 30～50 - -

瑞石堂 1层 100 - - 150

石子坡院落 室外 510 - 80～100 -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24台、大客车2台
•	提供设备：基本舞台、投影仪、音响设备、 
 灯光设备、桌椅、讲台、Wi-Fi

会议履历
•	2015年 世界人权城市论坛
•	2015年 光州夏季U大会考察游
•	2016年 亚欧会议（ASEM）文化长官会议文 
 化探访与欢送晚宴
•	2017年 亚洲文化论坛晚宴
•	2017年 消防公务员疗愈营

地址 光州广域市东区毅斋路222

电话 +82-62-232-1590

E-mail gcf7472@hotmail.com

传真 +82-62-232-1593

网址 www.gtcc.or.kr

 光州地铁1号线鹤洞证心寺入口站驾 
 车9分钟（2.5公里）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无等公园酒店
•	街道：忠壮路艺术街、忠壮路
•	购物场所：光州大仁夜市、乐天百货商店 

•	景点：国立亚洲文化殿堂、无等山国 
 立公园、杨林洞近代历史文化村、竹绿 
 苑、潇洒园 

光州文化财团传统文化院 
#传统 #无等山 #韩屋 #国乐 #演出 #山景 #露天招待会 #文化体验

光州文化财团传统文化院除演出之外，还开展美食和茶礼等传统文艺体验活动。
参加者须提前2周电话〈+82-62-232-1598〉申请。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 光州文化财团传统文化院

TIP

光州文化财团
传统文化院

全罗南道

光州

63.8�里

19.2�里

务安国际机场

光州松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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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与花木打造出极具韩国特色又充满济州风情的私家庭院。原本是方圆39,669平
方米的荒芜之地，如今精心装点了园林花木、盆栽、石墙、池塘和瀑布，打造出包括7

座主题庭院与各种配套设施的美丽园林。思索之苑的室内活动场所包括迎宾馆与侑宴两
处，另外还设有名为“秘密花园”的露天活动场地。秘密花园可以容纳300人举办国际
会议或花园派对。另外，庭院各处都装点灯光设备，可以开展夜间活动，雨天提供遮雨
棚和蒙古包。

设施
设施名称 位置 面积（平方米） 宴会厅

秘密之苑 室外 825 300

迎宾馆 2层 48 50

侑宴 1层 121 100

主要特点
•	停车场：轿车70台、客车8台
•	提供设备：投影仪、Wi-Fi、音响设备、灯 
 光设备
•	配套设施：自助餐厅、咖啡馆
•	是否提供外语服务：【中、英】文职员、同 
 声传译
•	获奖：2008年 济州特别自治道评选，济州 
 岛全部景区审查评价第1名 / 2011年 韩国旅 
 游发展局评选，百大企业会议佳地 / 2015 
 年 山林厅评选，国际指定民营庭院1号 /  
 2015年 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国义务 
 教育教科书中介绍思索之苑 / 2016年 中国 
 国家旅游局，品质服务认证（QSC）

会议履历
•	2011年 三星拉丁商业伙伴体验会
•	2012年 世界技能奥运会总会晚宴
•	2013年 新时代健康集团奖励团茶话会
•	2013年 亚洲国税厅长晚宴
•	2016年 世界最小侵透脊椎手术与治疗学会 
（WCMISST）晚宴

地址 济州特别市济州市翰京面绿茶 
 盆栽路675

电话 +82-64-772-3701

E-mail spirit3703@naver.com

传真 +82-64-772-3707

网址 www.spiritedgarden.com

周边设施
•	住宿设施：济州Raon酒店、济州航空 
 宇宙酒店、蓝鼎济州神话世界酒店及 
 度假村、万豪济州神话世界酒店及度假 
 村、萨默塞特济州神话世界酒店
•	街道：济州偶来小路14-1路线
•	购物场所：中文旅游区与免税店、济州 
 观光公社神话世界免税店 

•	景点：雪绿茶博物馆、济州和平博物馆、 
 济州神话世界、济州葛扎瓦道立公园、 
 楮旨岳

思索之苑 
#主题庭院 #露天活动场地 #露天晚宴 #国际会议 #花园派对 #夜间活动

首尔
京畿道 
江原道
釜山
庆尚北道 & 大邱  
庆尚南道 
光州
济州岛   �进���饮

思索之苑
济州岛

济州国际机场

40
�
里

36.5�
里

济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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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容纳人数
餐饮

住宿 官网 电话 页码
自身提供 引进外部餐饮 签约餐饮单位

中南美文化院 50人 - - - - www.latina.or.kr +82-31-962-9291、7171 18P

月峰书院 60人 - O - - www.wolbong.org +82-62-960-8255 42P

庆州校村 100人 - - - - www.gyochon.or.kr +82-54-702-1012 32P

韩国之家 130人 - - - - www.koreahouse.or.kr +82-2-2266-9101 16P

光州文化财团传统文化院 150人 - - - - www.gtcc.or.kr +82-62-232-1590 44P

83Grill 180人 O - - - www.83tower.kr/contents/01.htm +82-53-620-0083 38P

三清阁 200人 O O - - www.samcheonggak.or.kr +82-2-765-3700 12P

The Bay 101 300人 O - - - www.thebay101.com +82-51-726-8880 28P

思索之苑 300人 - O - - www.spiritedgarden.com +82-64-772-3701 46P

韩国民俗村 350人 O - - - www.koreanfolk.co.kr +82-31-288-1710 20P

皇龙院 500人 O - O O www.hwangnyongwon.com +82-54-760-0500～0502、0515 34P

APEC世峰楼 600人 - - O - www.busan.go.kr/nurimaru +82-51-740-7368 26P

镇海海洋公园 600人 - O - - www.cwsisul.or.kr +82-55-712-0403 40P

现代游览船 600人 - O O - www.aracruise.co.kr +82-32-882-5555 22P

南怡岛 1,000人 O - - O www.namisum.com +82-31-580-8114 24P

大邱纺织中心 1,000人 - O - - www.dtcomplex.org +82-53-980-1021 36P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1,500人 - - O - www.ddp.or.kr +82-2-2153-0059 10P

浮岛会展中心 1,500人 O - - - www.ficonvention.com +82-2-537-2440 14P

国立中央博物馆 3,000人 - - - - www.museum.go.kr +82-2-2077-9227 08P

电影的殿堂 6,000人 - - - - www.dureraum.org +82-51-780-6023 30P

- 庆州校村只接受在崔富翁学院教育场培训者住宿
- 南怡岛在引进外部餐饮前须提前与负责方进行协调

索引 - 根据容纳人数*分类 *以最多可容纳人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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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划与设计 Design Soomokwon 
※本手册所收录信息以2018年5月为准，之后可能发生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