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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魅力在于

气、兴、情!

韩国的魅力可以用“活力”这个词来概括，  

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韩国这样拥有如此浓缩、如此特殊的活力，

就因为这份活力，韩国在短期内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 

韩国的活力又可以分为“气”、“兴”、“情”三大要素。

这正是韩国的魅力所在，

也是外国人喜欢韩国的原因。

高质量的旅游令游客身心放松，心情愉快。

“气、兴、情”活力四射的灵感之国！ 

希望您尽情享受韩国的魅力，让活力填满心中。

挖掘员工的自主性，

企业将实现出乎意料的生产效率！

增加相互关心和理解，

企业将实现可持续增长！

提高员工的创造力，

企业将实现进军世界之梦！

气[기]

兴[흥]

情[정]
韩 国 的 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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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时装、美容、娱乐……

流行前沿 — 韩国

四通八达的交通、便利的基础设施 

韩国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国际水准的人力资源和IT、

物流基础设施，被喻为是东北亚的枢纽、商务活动的

中心。在亚洲各大城市不论是直飞还是转机，1～3小时

内即可到达韩国。韩国的城市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且

具备良好的治安环境和高水平急救医疗体系，是理想

的旅游目的地。
丰富多彩的活动、精彩纷呈的盛筵

韩国创造了IT行业的成功神话，韩国人借鉴世界各

国的经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从无到有的奇迹，可

能这种热情就是外国人喜欢韩国的理由吧！在韩流

的发源地，您可以参加传统文化和尖端科技相结合

的IT体验旅游、充满乐趣的个性旅游、高品位美容

健康旅游，同时还可以领略韩国所蕴藏着的内在魅

力。

韩国政府对旅游产业的鼓励政策 

韩国处处是世界顶级的会展设施和酒店、购物中心等附

带设施，且拥有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

在内的丰富的旅游资源。各地政府和相关机构为促进旅

游产业的发展，向旅游营销和各种活动提供综合支援，

最近降低中国游客申请个人签证的门槛也是其中之一。

得益于这些努力，外国人访问韩国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 根据申请规模提供不同支援。

※ 支援服务可在韩国旅游发展局（KTO）海外办事处申请。

奖励旅游支援项目

海外办事处联系电话

分   类 内   容

纪念品
旅游明信片套装，勺筷套，零钱包等。

※ 1,000人以上时可按要求定制其他纪念品。

演出 根据价格观看相应的演出（《乱打》、《跳跃》、《涂鸦秀》、《美笑》等）

旅游景点优惠 对汉江游览船、民俗村、 博物馆以及其它景点给予优惠或提供免费游览。

欢迎活动
在入境迎接处举办欢迎仪式（悬挂欢迎词、身着韩服的导游迎接、旅游吉祥娃娃引

路、献花环、拍纪念照）

提供事先考察服务 提供翻译、导游、车辆（限500人以上团队，考察者3人以内）

团队体验活动
各种参观（三星电子宣传馆、古宫等）

团队体验（泡菜博物馆、制作茶果、跆拳道体验、韩服试穿）等

办事处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电子邮箱

东京
Rm 1611,NBF HibiyaBldg.,1-1-7 Uchisaiwai-cho, Chiyoda-ku, 
Tokyo 100-0011 Japan

+81-3-3508-2384 tokyo@visitkorea.or.kr

大阪 8th Fl., KAL Bldg. 1-9, 3-chome, Hon-machi, Chuo-ku Osaka, Japan +81-6-6266-0828 osaka@visitkorea.or.kr

福冈
5th Fl., Asahi Bldg. 1-1, 2-chome, Hakata-ekimae, Hakata-ku Fukuoka, 
Japan 812-0011

+81-92-471-7174/5 fukuoka@visitkorea.or.kr

名古屋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Nagoya Office 1F, SMBC NAGOYA BLDG. 
2-18-19, NISHIKI, NAKA-KU, NAGOYA 460-0003, JAPAN

+81-52-223-3211~2 nagoya@visitkorea.or.kr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西里韩国文化院3楼，100020， +86-10-6585-8213/4 beijing@visitkorea.or.kr
上海 上海市漕溪路396号汇智大厦502号， +86-21-5169-7933 ssanghai@mail.knto.or.kr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东路114-118号财富广场1楼，510620， +86-20-3893-1639 kntogz@126.com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61号大厦B2楼16号， +86-532-8587-5692 qdknto@yahoo.com.cn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C座703号， +86-24-2281-4155/4255 kto_sy@126.com 
香港 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80号世界贸易中心22楼2202-2203号， +852-2523-8065 general@knto.com.hk
台北 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1段333号国际贸易大厦2213室，10548 +886-2-2720-8281 kntotp@ms5.hinet.net

新加坡 Samsung Hub 3 Church Street #01-02 Singapore 049483 +65-6533-0441/2 kntosp@pacific.net.sg

曼谷
ESPLANADE, G Fl.,Unit no. G02A 99, Rachadapisek Rd, Dindaeng, 
Bangkok 10400 Thailand

+66-2-354-2080/2 koreainfo@kto.or.th

悉尼
Level 18(Suite 1807) Australia Square Tower, 264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61-2-9252-4147/8 visitkorea@knto.org.au

迪拜 19th Fl., Dubai World Trade Center, P.O.Box 9488, Dubai, UAE +971-4-331-2288 knto@eim.ae

吉隆坡
Suite 7-03, 7th Floor, Menara Hap Seng, Letter box No.39, Jalan P. Ramlee,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2143-9000 info@knto.com.my

新德里
GR-03, Multiplex Bldg., Select City Walk, Saket District Center, 
New Delhi-110017, India

+91-11-4609-5707 india@knto.or.kr

河内 10th fl, Daeha Business Center, 360 Kim Ma, BaDinh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4-3831-5180/~2 yoonclub@knto.or.kr
雅加达 Suite 304. Korea Center 3th Floor. Jl. Gatot Subroto kav. 58 Jakarta +62-21-525-5466 internet@knto.or.kr
洛杉矶 5509 Wilshire Blvd., Suite 201 Los Angeles, CA90036 +1-323-634-0280 la@kntoamerica.com
纽约 Two Executive Drive, Suite 750, Fort Lee, NJ 07024, USA +1-201-585-0909 ny@kntoamerica.com
多伦多 700 Bay Street, Suite 1903 Toronto, Ontario, M5G 1Z6 Canada +1-416-348-9056/7 toronto@knto.ca

法兰克福 Baseler Str 35-37 60329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49-69-234973 kntoff@euko.de

巴黎
Tour Maine Montparnasse 33 Avenue du Maine, B.P.169 75755 
Paris Cedex 15, France

+33-1-4538-7123 ontcparis@gmail.com

伦敦 3rd Fl., New Zealand House, Haymarket, London, SW1Y 4TE, UK +44-20-7925-1717 london@mail.knto.or.kr

莫斯科
4th floor, Business-center Mosalarko Plaza, 16, Marksistskaya str., Moscow, 
109147, Russia

070-8280-2792 kntomc@visitkorea.or.kr

海参崴
Vladivostok Business Center “Hyundai” Office 501, 29, Semyonovskaya str., 
Vladivostok, 690091, Russia

+7-4232-49-1154 knto_vl@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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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拥有神秘的力量。 

流淌韩国人心中的活力，创造了充满热情的企业文化，

让“韩国”这个品牌矗立在世界之中。

请您置身于韩国，

通过韩国的一流企业，通过大自然，通过传统文化， 

领略蒸蒸日上的韩国所蕴含的神秘力量！

韩国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 

自然与环境的伟大力量 

韩国人的生活方式

韩国的魅力 —“气”[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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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韩国经济成功神话的企业

三星集团

韩国的企业家精神

与企业文化 1

三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8年，从其前身

“三星商会”的成立到旗下拥有38家公司的今天，三

星集团的发展背景与其创始人湖岩李秉喆先生的进

取精神和挑战精神密不可分。三星之所以成为当今世

界最大的半导体企业、并在各领域取得成功，也得益

于湖岩先生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湖岩先生生前对

“人才”和“技术”高度重视，强调完美的产品和服

务，这一原则至今仍然鼓励着三星不断前进。

21

43 5

湖岩故居 1
  

三星之父湖岩李秉喆(1910～1987)先生于1938创办“三星商会”，

是将三星发展成韩国第一企业的主角，也是韩国企业家的代名词。

湖岩故居为1851年其祖父按照传统韩屋风格亲手建造，经多次增

建和装修，呈现出今天的面貌。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实现“压

缩增长”并为韩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湖岩先生的企业家精神。

地址：庆尚南道宜宁郡正谷面中桥里723号墙内村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10:00～17:00（每周一闭馆）

www.samsungfoundation.org / 咨询电话：+82-55-573-0723 

三星数码城 2

在这里可以纵览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辉煌成果和三星电子引以为自

豪的科技产品，也可以了解到世界第一电视机企业“三星电子显

像”的发展情况，还可以通过参观三星3D LED电视机等等3D电视

系列设备，在近距离目睹三星的领先技术。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梅滩3洞416号

www.sec.co.kr / 咨询电话：+82-31-200-1114 

湖岩美术馆 / 熙园 3

走进湖岩美术馆和熙园，自然风光中的韩国传统庭院和艺术之美

跃然眼前。馆内展示着韩国国宝级美术作品和长丞、石塔、花纹墙

（模仿景福宫慈庆殿烟囱而建）等韩国传统庭院装饰品。

地址：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稼室里204号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10:00～18:00（售票时间截止至17:00，每周一、元

旦、春节•中秋长假期间闭馆）。

http://hoam.samsungfoundation.org
咨询电话：+82-31-320-1801～2  

三星电子宣传馆(D’light)4

“D’light”是“数码(digital)”和“光(light)”的合成词，寓

意“照亮数码世界之路的光”。宣传馆分“自然之光”、“大地”、

“水”三个主题，每个主题各占一层，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全球最大

的IT企业“三星电子”的高科技产品，并可以亲自试用各种尖端产

品，感受五花八门的高科技生活方式。

地址：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洞1320号三星电子大厦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0:00～19:00（每周日、法定节假日闭馆）

www.samsungdelight.com / 咨询电话：+82-2-2255-2277

三星LEEUM美术馆 5

LEEUM美术馆是象征着设计经营和创新经营的艺术殿堂，这里展

示着李秉喆先生生前收藏的韩国国宝级古美术作品、朝鲜王室的

绘画作品以及韩国近现代艺术作品和世界著名的现代美术作品。

地址：首尔特别市龙山区汉南洞747-18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10:30～18:00（元旦、春节•中秋长假期间闭馆）

预约：团队预约时间为10：30～15：30，参观时间为1个小时。

www.leeum.org / 咨询电话：+82-2-2014-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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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进取精神 

现代

峨山纪念展示室 1

峨山纪念展示室位于现代重工业蔚山总公司文化馆内，展示室利用

各种多媒体材料介绍峨山先生生平的业绩。参观者可按照馆内的

“峨山的生涯与哲学思想”、“经济活动”、“社会贡献”、“开拓未

来的现代重工业” 等四个主题，了解峨山先生的开拓精神。 

地址：蔚山广域市东区方鱼津循环道路1000号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09:00～16:00（12:00～13:00休息）

预约：外国参观者请事先电话垂询后进行网上预约

www.hhi.co.kr / 咨询电话：+82-52-202-2232~5

峨山医院 2

峨山医院连续5年被评为在韩国最受尊敬的企业综合医院第一名，

作为韩国医疗的重心，引领着尖端医学研究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峨

山医院也是韩国最具竞争力的综合医院之一，外国朋友们可在这里

接受世界最高水准的体检医疗服务。

地址：首尔特别市松坡区风纳２洞388-1号

www.amc.seoul.kr / 咨询电话（体检）：+82-2-3010-5939

现代汽车蔚山工厂 3

现代汽车蔚山工厂在单件生产工厂中排名世界第一，被喻为是韩国

汽车工业的滥觞。现代汽车凭借持续的国际经营体系建设和品质

优化，大幅提高了品牌价值，受到国外知名的评估机构和媒体的关

注，连续５年被选为百强品牌，逐渐成为国际汽车生产基地。汽车

生产厂和出口码头参观共需一个小时。

地址：庆尚南道蔚山广域市北区杨亭洞700号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09:00～11:00, 13:00～15:30

预约：外国参观者请事先电话垂询后进行网上预约

http://pr.hyundai.com / 咨询电话：+82-52-280-2232～5

崇实大学郑周永经营学讲座 

本讲座主要以“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强劲的推动力”等现

代精神为主题，介绍韩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工业现场的发展历程。欢

迎各位参加崇实大学风险中小企业系准备的讲座，学习“郑周永的

成功秘诀和思维方法”。 

地址；首尔特别市铜雀区上道洞511号

时间：参加人数与解说员日程需事先沟通。

www.ssu.ac.kr / 咨询电话：+82-2-820-0590

1 32

韩国的企业家精神

与企业文化 2

现代重工业造船厂船渠

现代集团的神话从1937年成立的名为“京一

商会”的粮店拉开帷幕，由峨山郑周永先生白手起

家，用勤劳的双手造就了“现代汽车”、“现代重工

业”、“现代建设”等世界知名企业，他把“勤奋”和

“进取”当成信念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在发生危机时

大胆投身到危险之中，把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为

可能，正因为这种以身作则的态度，他赢得了企业员

工的支持与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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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企业家精神

与企业文化 3

南怡岛曾经只不过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清静景区，经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摇身变成一个文化、艺术、

环境相结合的旅游胜地。南怡岛于2000年更名为“南怡岛株式会社”，于2001年宣布第二次创业，集中投资到

环境、文化、艺术领域。2001年仅为27万人的游客，到2010年突破了200万人。

南怡岛浪漫之旅

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出乎意料的反向思考和文化情绪如何让一个不

景气的旅游景点称为人气景区。李明博总统曾在正式场合将南怡岛

作为创新经营的代表模式介绍给政府人士。南怡岛还是连续剧《冬

季恋歌》的取景地，但除了这一点，其本身所拥有的文化、艺术、环

境相融合的魅力已然给游客提供了诸多看点。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

所有员工属于终身编制，不用担心被解雇，因此可以更安心地为公

司奉献自己的热情。 

生态与废弃物再利用 

在绿色店铺体验工作室，人们可以用野草造纸，用木头制作挂件，

用布头儿制作猫头鹰手机链，用废横幅制作五彩包等，这些体验

活动给废弃物重新赋予了新生命。在环境学校，可参加各种乐活

（lohas）活动，例如用剪下来的树枝制做木屑制品，用松果和水

杉球果制作木制相框，还可以亲手制作纯天然香草皂等。这里还有

站着骑的电动自行车，乘坐电动汽车还可以游览整个岛屿。 

南怡岛艺术家传授工艺技术

南怡岛公园内有专门从事工艺艺术的艺术家，亲自指导陶瓷、玻

璃、木雕、染色、造纸等工艺。用泥土制作野生花花盆、水杯和盘

子的活动颇受欢迎，在周末投资1～2个小时，3～4周后作品将寄到

家里。如果想当天取走，可以体验马克杯画画，在已经做成的马克

杯上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在烤窑里烤一个小时左右，世上独一无

二的马克杯就属于你了！

地址：江原道春川市南山面芳荷里198号 

开放时间：全年无休，渡船时间为早班07:30，末班21:45

www.namisum.com / 咨询电话：+82-31-580-8114

康禹铉身兼图像设计师、插图画家、策

划总监、环保专家等数职，致力于营造

市民文化。最近他正在策划设计以南怡

岛为中心，建立一座“主题国”。

康禹铉总裁凭借独特的思维和想象力，

将南怡岛改造成新概念景区，他的经营

革新和领导能力曾经一度享誉整个企业

界。目前韩国许多企业为学习南怡岛从

不毛之地变成旅游胜地的经验，陆续到

南怡岛取经。

■ 康禹铉总裁的讲演根据团队特点和日程需事先协商。

■ 根据情况有可能由公司其他领导代替演讲。

■ 演讲之前需进行充分协商。

CEO 康禹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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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热情营造企业文化，IT产业熠熠生辉

企业参观

韩国的企业家精神

与企业文化 4

数码科技梦想展览馆 1

IT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无所不至的方便，韩国高科技IT技

术展览馆“数码科技梦想展览馆”展示韩国IT企业的新产品和新技

术，为人们介绍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社会变化。展览馆正好位

于首尔DMC数码媒体城(Digital Media City)内，在近距离了解信息技

术发展的同时还可以游览周边多处旅游景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外国游客。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浦区上岩洞DMC C5 世界之梦广场内 

开放时间： 周一～周六，10:00～18:00（元旦、春节•中秋长假闭馆）/ 入

场截至至16:30

预约： 需在三天前于网上预约 4D/VR影像馆可在现场购买门票 

www.digitalpavilion.co.kr / 咨询电话：+82-2-2132-0500～2

POSCO 2

1968年从不毛之地出发的浦项制铁在经历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是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无资本、无技术、无经验

的情况下，建立起韩国最初具备完善工程设施的钢铁厂（迎日湾、

光阳湾），发展成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和生产

效率、向新技术挑战是POSCO发展成世界中心企业的能源。参观

POSCO，人们将更真切地了解到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铁”这个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朋友”，学习对“铁”的基本知识，亲眼目睹巨大的钢

铁厂惊人的规模。通过参观位于浦项钢铁厂内的POSCO历史馆，游

客还可以了解POSCO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地址：庆尚北道浦项市南区槐东洞1号

预约

浦项制铁： 周一～周六，09:00～16:00 / 登录公司网站预约  

POSCO历史馆 周一～周五，09:00～18:00；周六，10:00～17:00 

/ 可通过互联网、电话、传真预约。   

www.posco.co.kr
     咨询电话：+82-54-220-1114, +82-2-3457-0114

     http://museum.posco.co.kr
咨询电话：+82-54-220-7720

斗山重工业

斗山重工业主要生产和供应工业基础材料，即铸锻造产品、核反

应堆、叶轮、发电机等发电设备和海水淡化设备以及水处理设备、

运输卸载设备等，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参观，

人们可以了解到生产材料的设计、生产、施工、服务等一系列工

程。

地址：庆尚南道昌原市城山区贵谷洞555号

开放时间：09:00～17:00（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公司放假期间闭馆）

预约：访问三天前登录公司网站预约 

www.doosanheavy.com / 咨询电话：+82-55-278-6114

首尔阿利水 

“阿利水”是高丽时代汉江的别称，现作为首尔市自来水的名称使

用。首尔阿丽水为各位来宾准备了各种参观项目，可以观赏、品尝、

享受、学习有关阿丽水的一切。 

路线1：历史探访路

纛岛阿利水净水中心 → 首都博物馆 → 首尔林

路线2：游乐体验探访路

阿利水之国 → 九宜浄水中心•九宜文化遗产

路线3：绿色环保探访路

永登浦高度净水中心 → 西首尔湖水公园

http://arisu.seoul.go.kr
首都博物馆：+82-2-3146-5936 

纛岛阿利水净水中心：+82-2-3146-5555 

九宜文化遗产：+82-2-3146-5954  

九宜阿利水净水中心：+82-2-3146-5400 

永登浦阿利水净水中心：+82-2-3146-5600 

济州三多水 3

济州三多水来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济州岛，是世

界三大火山岩磐矿泉水之一。三多水富含天然矿物质，经巨大济州

岛火山岩磐自然过滤掉杂质，口感变得更柔和。来宾在参观工厂的

过程中可通过视频介绍和现场介绍了解济州三多水严格的水质管

理过程。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朝天邑桥来里山70号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7:00（周日、法定节假日闭馆）

预约：需在参观前一天预约 

www.jpdc.co.kr / 咨询电话：+82-64-780-3505 

DAUM国际媒体中心(GMC) 

互联网公司“DAUM”的国际媒体中心位于济州特别自治道，是充满

活力的IT企业的典型，公司内部设计极具人性化，适合员工发挥创

造力和营销能力。人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创意工作空间、员工福利

空间、大自然空间等三个要素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媒体企业。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梧登洞1730-8号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7:00（法定节假日、中午时间休息）

预约：限10人以上团体，需在２周前预约。

http://jeju.daum.net/event/gmc / 咨询电话：+82-64-795-1500

NHN绿色工厂 4

被称为是韩国IT界顶尖企业的NHN巧妙运用服务企业的特点，将公

司大楼命名为“NHN绿色工厂(Green Factory)”，通过建筑设计来

企业理念和文化。为纪念公司成立10周年而建成的“绿色工厂”吸

引着众多对空间和建筑艺术感兴趣的人们，公司还向相关专业的

学生和专业人士提供参观机会。位于“绿色工厂”1、2楼的“第一

图书馆”藏书量达2万多册，可谓是设计、IT类图书的宝库。 

地址：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亭子洞178-1号

预约： 参观公司大楼需事先电话预约，“第一图书馆”可通过电话或公司

网站预约。

www.nhncorp.com / 咨询电话：+82-1588-3830

http://library1.nhn.com / 咨询电话：+82-31-784-4898

坡州出版城 5
　 

坡州出版城位于京畿道坡州市，占地面积达160万平米，被喻为是

韩国出版文化产业的新中心。出版城的绿色环保文化空间内建有

颇有艺术品位的建筑物，吸引着众多游客。最近更是成长为世界级

出版城，吸引着海外游客的目光，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旅游城

市。

地址：京畿道坡州市交河邑文发里

开放时间： 10:00～18:00，坡州出版城宣传中心全年无休  

各书店营业时间各不相同

预约：无须预约

www.pajubookcity.org / 咨询电话：+82-31-955-4386

嗨里艺术村 6

嗨里艺术村从1998年开始划出15万平米的面积，召集380多位美术

家、音乐家、建筑师、作家等各界艺术家，打造出一个集博物馆、画

廊、剧场为一体的文化艺术空间。这里是艺术家梦想中最美丽的村

庄，以创作空间、展览空间、演出空间、庆典空间、教育空间、谈论

空间、国际交流空间、创作居住空间等部分组成。国内外著名艺术

家充满个性的建筑作品将令游客大饱眼福。 

地址：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嗨里

开放时间： 周一闭馆（部分场馆周一开放，请参考网站）  

10:00～18:00 左右

预约：无需预约

www.heyri.net / 咨询电话：+82-1588-7387 / +82-31-946-855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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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山重工业

1 数码科技梦想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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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奇迹    大韩民国经济发展的象征

汉江

环境与大自然的

伟大力量 1

所谓的“汉江奇迹”是指韩国在50年代经历战争后，从废墟中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事件。流经首尔中心的长达41.5

公里的汉江两边是郁郁苍苍的树林，游客可在这绿色生态中享受大自然和生活带来的乐趣，还可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这里有世界最

长的桥梁喷泉“月光彩虹喷泉”和世界首个开闭式水上舞台“漂浮舞台”，人们在游乐之余，还可以对水的循环利用和环保价值有一个

深度的思考。

汉江12公园 1

汉江以建成为世界级江岸文化空间为目标，正规划建设一座自然生

态公园。经过汉江复兴活动，汉江的12座公园重现其特有魅力，吸

引广大国内外游客来到这些繁华的都市中的“绿洲”，享受悠闲的

余暇活动。 

12座公园分别为：江西汉江公园、兰芝汉江公园、杨花汉江公园、仙游岛

汉江公园、汝矣岛汉江公园、望远汉江公园、盘浦汉江公园、二村汉江公

园、蚕院汉江公园、纛岛汉江公园、蚕室汉江公园、广渡口汉江公园

http://hangang.seoul.go.kr
咨询电话：（白天）+82-2-120，（夜间）+82-2-3780-0777 

世界杯公园 2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1993年之间首尔市的生活和建筑垃

圾形成了两座巨大的垃圾山，首尔市政府利用这座堆积15年的垃

圾山和填埋场以及周边的河汊（Saetgang）和汉江坝（Dunchi），

在大自然的衬托下，经人工修饰建造了世界杯公园。公园由和平公

园、蓝天公园、夕阳公园、兰芝川公园以及兰芝汉江公园组成，在

蓝天公园可以俯瞰整个首尔和汉江的景色，特别是5月的水杉路和

晚秋的紫芒更是为公园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浦区世界杯路243-60号

http://worldcuppark.seoul.go.kr / 咨询电话：+82-2-300-5500

汉江游览船  

游览船的灯光反射到水面激起五光十色的波浪，动听的旋律围绕

在耳边，这就是汉江游览船码头的夜景，被喻为是恋人、朋友、亲

人游玩汉江的最佳场所。目前汉江上有蚕室、汝矣岛、杨花、纛岛、

兰芝、首尔林、蚕头峰等七处码头，汉江沿岸还有许多水上音乐餐

厅、自助餐游览船和现场酒吧，为旅游增添浪漫气息。 

http://hcruise.co.kr / 咨询电话：+82-2-3271-6900

汉江上的晚会 3

喷泉与七彩灯光、高科技设备和音响效果相结合，演绎出浪漫气

息，船上举办的晚会将给您带来难忘的回忆。沿着横穿首尔的汉江

两侧，开设有各种高档酒吧和餐厅，人们可以参加各种水上体育活

动和船上晚会，还可以根据团队特点，租赁单独空间就餐或举行会

议。 

Fradia  www.fradia.co.kr / 咨询电话：+82-2-3477-0033

On  www.onriver.co.kr / 咨询电话：+82-2-3442-1582

River City  www.riverct.co.kr / 咨询电话：+82-2-3445-8000～5        

Paradise  www.hankangwedding.co.kr / 咨询电话：+82-2-447-3333

700 Yacht Club   www.700yachtclub.com /    

咨询电话：+82-2-376-5616 

Marina JEFE  www.marinajefe.co.kr / 咨询电话：+82-2-514-9511

Floating Island   www.floatingisland.com /    

咨询电话：+82-2-3447-3100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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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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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大自然的

伟大力量 2

清溪川文化馆 

清溪川文化馆为纪念清溪川复原事业而建，展示着修复之前、两年

多的修复过程以及修复后城市变化的景象。策划展示厅主要举办

各种与清溪川文化相关的的主题展览，“清溪川学院”向为学习清

溪川复原事业而来的国外团体和机构介绍工作经验。

地址：首尔特别市城东区清溪川路530号

开放时间： 周二～周五，09:00～21:00；周六、周日，09:00:18:00（元旦、

每周一闭馆）

预约：参观清溪川学院，须提前１周递交申请书

www.cgcm.go.kr / 咨询电话：+82-2-2286-3410

仙游岛汉江公园 1

仙游岛公园是利用废弃的自来水净化厂建成的韩国首个环境循环

利用生态公园，被喻为是“水公园”。仙游岛公园占地面积达11.4 

万平方米，在原有的建筑物基础上增建了水质净化园、水生植物园

和环保水上游乐场。在这里游客可以欣赏到各种水生植物和生态

林，并可以通过首尔设计画廊和“时光花园”等休闲设施，学习生

态知识、体验大自然。 

地址：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仙游路343号

http://hangang.seoul.go.kr/park_soenyoo
咨询电话：+82-2-3780-0590～5

首尔林 2

首尔林是以纽约中央公园和伦敦海德公园的大规模树林为模板，

改造纛岛体育公园一带建成的城市里的休闲空间。首尔林强调自

然环境，在公园内移植了多达104种的42万棵树木，组成5个主题空

间，为人们展现出大自然的千形万象。 

地址：首尔特别市城东区圣水1街1洞685号

http://parks.seoul.go.kr/seoulforest / 咨询电话：+82-2-460-2905

麻浦资源回收中心  3

麻浦资源回收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垃圾焚烧处理厂，将焚烧时产生的

废热转化为蒸汽等替代能源，为附近居民供暖、制冷、提供电能。

焚烧后的剩余废物可以做成人行道彩砖，做到真正的废物再利用。

资源回收中心除现场参观外还为参观者提供多媒体讲解和环境讲

演，提醒人们爱护环境、重视循环利用，目前有不少外国游客在游

览过世界杯公园后顺便来这里参观。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浦区上岩洞486-6号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闭馆），参观时间为

10:00、14:00（每日两次）

http://rrf.seoul.go.kr / 咨询电话：+82-2-374-8181  

SR中心(Seoul Resource Center) 

SR中心是首尔市政府为分离出废家电、废手机、废办公用品中的稀

有金属而建立的资源循环利用企业。本中心不仅为环保做贡献，而

且还创造就业岗位，为社会作贡献。本中心目前对外开设了SR中心

运营讲座，并提供现场参观和废旧小型家电的拆卸体验活动。 

地址：首尔特别市城东区松亭洞73-36号

预约：日程和时间需提前协商 

www.srcenter.kr / 咨询电话：+82-2-2244-5133 

绿色增长体验馆 4

本体验馆旨在宣传低碳绿色环保而成立。按一天的日程、有层次地

模拟出从家庭到绿色城市的整个过程，人们可以体验生活中的低

碳绿色环保方式并对其加深理解。这里还设有“2020报纸印刷”、

“绿色圣诞节”、“人工造风”等适合各年龄段的体验学习课程。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世宗路20号

开放时间： 周二～周日，09:30～18:00（每周一、元旦、春节•中秋长假以及

法定节假日和法定节假日次日闭馆）   

体验活动一周共举办四次（周三、周四、周六、周日），需提前

预约。

预约：参观两天前在网上预约，40人以上团队请电话垂询

www.egg.go.kr / 咨询电话：+82-2-720-7100

绿色明天 5
 

“绿色明天”是韩国著名建筑公司“三星建筑”运营的未来型示范

住宅，它不需要外部能源，因此被称为是“零能源房屋”。在这里人

们可以亲自体验到未来几年内将实现的68种高科技环保技术。

地址：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中洞1026-1号

www.greentomorrow.co.kr / 咨询电话：+82-31-274-9730

清溪川复原事业是首尔为成为绿色城市而推行的最

具代表性的项目。清溪川路（太平路-东大门-新踏铁桥区段，

长达5.8公里）复原事业的重点是让清溪川恢复原来清澈的水

质，形成生物栖息的环境。通过复原事业，政府还修复了朝鲜

时代的代表文化遗产“广通桥”，找回了民族的自尊。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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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里的路边博物馆

北村韩屋村

韩国人的生活方式 1

由传统韩屋聚集而成的北村韩屋村，因位于清溪川和钟路的北边而得名“北

村”，被昌德宫、宗庙所包围，是首尔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居住区。这里除了传统房屋外还

有众多史迹、文化遗产和民俗资料，被喻为是“城区里的路边博物馆”。

北村文化中心 1
 

北村文化中心是宣传北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居住文化的地方，向

来宾提供韩文书法、实用民画、传统茶艺、绳结工艺、传统刺绣、传

统布艺、瓷漆工艺、传统韩纸工艺等文化讲座，还播放电影并举办

演奏会和展览会。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桂洞105号

咨询电话：+82-2-3707-8388

http://bukchon.seoul.go.kr

北村的传统艺术家 2
 

传统饮食、传统工艺、传统音乐是反映韩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人

生哲理的宝贵遗产，在北村，游客们可以随常驻的传统工艺艺术家

学习这些传统文化，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曾经在韩剧《大长今》里

介绍过的朝鲜王朝的“宫廷料理”、韩国传统工艺“瓷漆”的制作

过程以及传统结绳、天然印染等工艺。 

宫廷料理研究院（咨询电话：+82-2-3673-1122） 

漆画工作室 (咨询电话：+82-2-735-5757)

Haneulmulbit (咨询电话：+82-10-3729-9970) 

琴弦国乐院 (咨询电话：+82-2-723-8585)

韩尚洙刺绣博物馆 (咨询电话：+82-2-744-1545)

景福宫 

景福宫位于首尔的中心地带，是朝鲜王

朝的正宫，体现着王室文化的精髓。宫

内建有历代国王与官臣的政务室、王

室生活空间以及用于休闲活动的后院

等。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社稷路22号

开放时间： 3月～10月，09:00～18:00；11月～2月，09:00～17:00（每

周二闭馆）

www.royalpalace.go.kr / 咨询电话：+82-2-3700-3900

国立民俗博物馆

国立民俗博物馆每年迎接来宾200多

万人，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文化

博物馆，也是传统生活文化体验场所

和教育基地。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三清路37号

www.nfm.go.kr / 咨询电话：+82-2-3704-3060

德寿宫 

德寿宫是韩国唯一一座近代殿阁（石

造殿、静观轩）与西式风格相结合，并

拥有喷泉的宫殿。德寿宫大汉门前每

天举行3次(11:00, 14:00, 15:30)王

宫守门将换岗仪式，演示大门开闭、戒

备、巡逻等勤务内容。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太平路58号

开放时间：09:00～21:00 （每周一闭馆）

www.deoksugung.go.kr / 咨询电话：+82-2-771-9955

东九陵 

目前韩国有40座朝鲜王陵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东九陵是其

中9座坟墓聚集一起的墓群，是儒教思

想和风水哲理等韩国人的世界观汇聚

的精髓。在这里人们可以观看王室葬

礼和祭祀等朝鲜时代祭礼文化，其文

化遗产价值受到极高的评价。

地址：京畿道九里市东九陵路197号 

开放时间： 3月～10月，06:00～18:30；11月～2月，06:30～17:30（每

周一闭馆）

http://donggu.cha.go.kr / 咨询电话：+82-31-563-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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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佛教文化

寺院寄宿

韩国人的生活方式 2

佛教在韩国伴随着历史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是韩国文化元素的宝库。佛教所拥有的寺院建筑、传统服装、饮食、佛法讲解

等文化内涵象征着韩国人的思想和文化。通过黎明法会和与僧侣的交流等寺院生活体验，人们可以暂时停下脚步，回顾自己的人生。 

(www.templestay.com / 大韩佛教曹溪宗韩国佛教文化事业团，咨询电话：+82-2-2031-2000)

书院寄宿

书院是韩国儒教文化遗产，书院寄宿用现代方式体现了书院本身

持有的作用。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淡淡的墨香和扣人心弦的传

统音乐令人身心放松、心情舒畅。

www.sewonstay.com / 咨询电话：+82-2-765-9598 

冥想修炼 

树仙斋首尔中心位于首尔仁寺洞，由具有韩屋风格的主楼、充满

自然气息的院子、安静温馨的冥想修炼组成。目前本院开设了从

低到高的各阶段课程，包括步行冥想、排毒冥想等基础课程和仙

界修炼等高级课程。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昭格洞123号

www.suseonjae.org / 咨询电话：+82-1544-1150

奉恩寺 1

奉恩寺建于新罗时期（公元794年），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寺院，

拥有板殿等各种文化历史遗产。奉恩寺位于首尔江南的中心地带，

最近众多在COEX ASEM TOWER、贸易中心、德黑兰风险企业区等地

工作的韩国人和外国人，为体验韩国的佛教文化而访问本寺。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洞73号  

特点： 寺内有志愿者团体 “闻思修”，为外国来宾提供服务。  

寺院寄宿（为期两天），寺院生活（2～5小时），周四定期寺院生活

（只限外国人参加，每周四14：00～16：00)

预约： 至少提前1周交款、预约    

参加周四定期寺院生活活动可直接在现场报名

www.bongeunsa.org / 咨询电话：82-2-3218-4895

吉祥寺 2
 

吉祥寺是一生坚持“无所有”思想的法顶禅师曾经生活的寺院，位

于首尔市中心。人们可以在吉祥寺体验寺院生活与文化、学习佛教

知识，也可以通过茶艺、礼佛、即问即答等活动暂时忘却世间的烦

恼。 

特点： 参加寺院寄宿（两天）需20人以上报名，寺院生活（一天）需10人以

上报名

地址：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城北2洞323号

www.kilsangsa.or.kr / 咨询电话：+82-2-3672-5945 

梵鱼寺 3
 

梵鱼寺与海印寺、通度寺一同被称为岭南三大寺院。寺院开展各种

体验活动，如亲身体验僧侣们实际修行生活的佛教文化体验、与金

井山登山相结合的生态体验以及可边散步便参观庵堂的自由休闲

体验，本寺还可以根据团队特性定制体验活动。 

特点： 参加寺院寄宿（两天）需20人以上报名，寺院生活为2～5小时，可根

据团队特性定制项目。

地址：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青龙洞546号

www.beomeosa.co.kr / 咨询电话：+82-51-508-5726 

三光寺

三光寺是一座佛教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寺院，是引领佛教的现代化、

世界化和大众化的釜山代表性寺院。寺内的综合佛教会馆“支观

殿”可同时容纳1万人举行大法会和文化活动，韩国国内最大规模

的5层寮舍“法华三昧堂”等建筑也值得一看。

地址：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草邑洞131号

www.samkwangsa.or.kr / 咨询电话：+82-51-80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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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韩国所拥有的最具魅力的活力因素就是韩国人本身。 

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期间，

韩国人显露出的精神面貌是到世界任何地方也无法看到的。

在生机盎然的韩国各大城市，如果见到充满热情的韩国人

您也可能发现自己的心中涌动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兴奋。 

寻觅栩栩如生的韩流舞台

在韩国留下美丽回忆

动力韩国，让我们尽情体验吧！

韩国的魅力 —“兴”[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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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明星、感人的作品，这就是韩国 

韩国娱乐游

寻觅那栩栩如生的

韩流舞台

21世纪初开始激起轩然大波的韩流，已经超越

对明星的追求，发展成对一个国家的好奇和兴趣，吸引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访问韩国。尤其与明星相会的旅游项

目以及游览影视外景地的旅游线路颇受欢迎。如果在

当地亲眼目睹明星演出，那将是再好不过的礼物。

南杨州综合摄影所 1

南杨州综合摄影所是《悲歌一曲》、《共同警备区 JSA》、《太极旗

飘扬》等电影的拍摄地。场内有大型户外摄影棚和室内摄影棚、录

音室、洗片室，并拥有自己的数码视觉效果组，是亚洲最大的制片

场。 

地址：京畿道南杨州市鸟安面三峰里100号

开放时间： 3月～10月，10:00～18:00 / 11月～2月，10:00～17:00 

每周一、春节·中秋当天闭馆

http://studio.kofic.or.kr / 咨询电话：+82-31-579-0605

影视外景地

矢岛（《悲伤恋歌》、《浪漫满屋》）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北岛面矢岛里 www.bukdo.net 

甲鱼岛（《IRIS》）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达田里1-1号 www.jarasum.net 

MBC文化乐园（大长今主题公园）

京畿道杨州市晚松洞30号 http://withmbc.imbc.com/munhwaland

高句丽铁匠铺村（《太王四神记》）

京畿道九里市峨川洞山45-1号 www.goguryeotown.co.kr

南怡岛（《冬季恋歌》） 

江原道春川市南山面芳荷里198号 www.namisum.com 

水岩谷（《面包金王卓求》、《该隐与亚伯》）

忠清北道清州市上党区寿洞1号

陕川影像主题公园（《巨人》、《朱蒙》等）

庆尚南道陕川郡陕川邑陕川里524-1号 http://theme.hc.go.kr 

涉地可支（《洛城生死恋》）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古城里57号 www.allinhouse.co.kr 

桑德兰公园（《太王四神记》）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旧左邑金宁里157-4号

韩流旅游列车 2

如果想去春川和南怡岛等韩流景区，可以乘坐每周末运行的旅游

列车。国乐版《fantastic》、电视剧《冬季恋歌》角色扮演表演、

电视剧主题曲演唱等节目将韩流旅行的氛围拉向高潮，列车车身

印有假面舞、韩服、各种节庆活动等代表韩国的文化元素，在拍照

留念时可作为背景使用，为旅游增添光彩。 

备注: 2011年10月起旅游列车路线将改为《面包王金卓求》的外景地清州市

www.korail.com / 咨询电话:+82-1544-7788

常设表演

美笑:用传统艺术表演方式展现韩国式爱情，是一部传统舞蹈、传

统音乐和表演者和谐相融的表演剧。 

www.chongdong.com / 咨询电话:+82-2-751-1500

跳跃:是一部融武术、杂技、舞蹈以及众多喜剧元素为一体的

爆笑功夫剧，剧中几乎不使用台词，用韩国传统武术跆拳道和

Taekgyeon做为素材、结合其他东方武术与高难度杂技动作，讲述

发生在武术世家的故事。 

http://yegam.com/jump/kor / 咨询电话:+82-2-722-3995

乱打
 3
:将从前使用的厨房用具升级为乐器，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乐

趣。2004年作为亚洲剧目首次进军百老汇，之后逐渐成为代表韩国

的文化旅游商品。 

http://nanta.i-pmc.co.kr / 咨询电话:+82-2-739-8288

BABY(battle b-boy)
 4
:是韩国音乐、韩国舞蹈与b-boy街舞共同演

绎的动人爱情故事。街舞、韩国舞蹈和韩国音乐相结合的跨界音乐

（Crossover）增加了表演的趣味。 

www.sjbboys.com / 咨询电话:+82-2-323-5233

PAN(金德洙传统演戏常设演出):是一场传统与现代、演员与观众、

韩国人与外国人相互融合，充满激情的四物农乐表演。

www.ghmarthall.co.kr / 咨询电话:+82-2-722-3416

花的传说（华克山庄秀）:用现代方式表演了韩国的传统元素，结合

世界最高水准的街舞和武术表演，掀起一场歌剧界的韩流。 

www.legendofflower.com / 咨询电话:+82-2-455-5000

爱舞动（Sachoom）
5
:是一部集嘻哈、爵士乐、现代舞、街舞为一体

的，演员与观众互动的舞蹈剧。曾应温哥华冬奥会之邀代表韩国参

加演出。 

www.lovedance.co.kr / 咨询电话:+82-2-3676-7616 

猫鼓舞
 6
:猫鼓舞是一个韩国女子打击乐组合，表演者自由穿梭在古

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之间，吸引观众的耳目。 

www.drumcat.co.kr / 咨询电话:+82-2-586-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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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花的传说（华克山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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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却不乏品味和感动的盛筵  

高品位主题宴会

在韩国留下

美好回忆 1

韩国有几处长期以来专门举办国宴而闻名的韩餐馆。这

些餐馆富有传统韩屋之美，是举办各种传统宴会的最佳场所。在

广阔的大海上享受一望无际风光的油轮宴会也将为您留下难忘的

回忆。在洋溢着异国风情的露天游泳池，听着爵士乐享用的鸡尾

酒更是旅游的一大乐趣。 

三清阁 1
 

三清阁位于幽静的首尔市北岳山山脚下，是集韩餐馆、茶苑、剧院

为一体的传统韩屋文化空间，长期以来作为国宴和政治会谈场所

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爱戴。三清阁尤其适合举办企业聚餐、家庭聚

会、婚宴、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等各种活动，除传统宴会外还有茶

艺、传统音乐、韩国料理、缝补工艺（闺房工艺）等国内外游客喜爱

的文化体验活动。 

地址: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城北2洞330-115号

www.samcheonggak.or.kr / 咨询电话:+82-2-765-3700 

新罗酒店迎宾馆 2
 

按韩国传统风格建造的迎宾馆是一座重现新罗王朝荣耀的建筑

物，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迎宾馆内精心管理的花园

十分引人注目，为南山美丽的风景更增添了一道光彩。迎宾馆和花

园尤其适合跨国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构举办会展活动，大自

然所提供的温馨、协调、安稳的感觉将令迎宾馆花园聚会成为价值

连城的礼物。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奖忠洞2街202号 

www.shilla.net / 咨询电话:+82-2-2233-3131 

700游艇俱乐部 3

在700游艇俱乐部不仅可以乘坐游艇游玩，还可以在视野开阔的汉

江上享受首尔独有的高品位宴会。如想租赁整个游艇举办研讨会

等活动，需提前预约。 

地址:首尔特别市麻浦区上岩洞487-254号 

www.700yachtclub.com / 咨询电话:+82-2-376-5616 

首尔悦榕庄 4

走进悦榕庄，清澈的汉江和南山美景尽收眼底，这里一年四季

都可以举办各种宴会。用2万多颗施华洛世奇水晶装饰的宴会厅

（Crystal Ballroom）是举办婚礼、商务会谈的最佳场所。精心

设计的水池在夏天是游泳池，到冬天则变成滑冰场，其后有日本餐

厅——Mori N和法国餐厅——The Festa Bistro，在爵士乐的伴

随下品尝各种威士忌和鸡尾酒的The Festa Bar极具特色，将为游

客留下难忘的回忆。

www.banyantreeclub.net / 咨询电话:+82-2-2250-8080

蒂芬妮21号 5

新概念宴会及会议专用游船——蒂芬妮21号是海洋城市釜山的象

征。坐在游船上，海云台长达1.8公里的海岸线和APEC会场所在地

冬柏岛以及夜景迷人的广安大桥全都一览无余，船上常年举办迎

日出活动、釜山烟花节等各种纪念活动，给外国游客留下深刻的印

象。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佑洞1439号 

www.coveacruise.com / 咨询电话:+82-1577-7721

思索之苑 6

思索之苑的盆栽全部用韩国土生土长的植物精巧修剪而成，素有

“遐想的花园”之称。公园的石墙由济州岛火山石砌成，与人工瀑

布、池塘里的锦鲤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

花园也绝不过分。思索之苑备有国际会议室、小型会议室、户外花

园宴会场，成为国外知名人士必访的旅游景点。这里除了各种商务

会议、国际会议之外，还可以举办企业集体活动，自然与艺术营造

的舒适与安乐将带给您特别的经验。 

www.spiritedgarden.com / 咨询电话:+82-64-772-3701～3

酒店宴会

大部分的酒店均具备大小各异的宴会场和会场。如果利用宾馆内部

设施的话可以轻松策划、举办适合各种主题的宴会，比如鸡尾酒宴

会、烧烤野餐等。目前韩国国内的各大宾馆均在筹备各种精彩的活

动，如有需要还可根据游客要求设计宴会活动。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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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乐天Sky Hill 金海C.C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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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培养团队精神 

团队活动

在韩国留下

美好回忆 2

团队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团队精神、提高集体意识。每个人在用身心体会热情和自信带来的

快乐的同时不由自主地陷入追求变化与革新的阶段。韩国的团队活动非常丰富，包括利用鼓槌和菜板

分组创作的《乱打》表演、生存游戏和漂流等。

乱打 1

这是一个将韩国传统节奏、口号与歌舞联系在一起，分组挑战的行

为训练。起初每个人将经历一段“混乱期”，敲打声千奇百态，之

后逐渐开始适应节奏，并将自己的呼吸与敲打声配合于他人。为协

调声音和节奏而作的努力和创造性活动将引导个人培养团队精神，

推动团队的变化与革新。 

www.challengekorea.com / 咨询电话:+82-2-3436-2567

Geohunt 2

通过实时接收的人工卫星GPS信息，根据坐标的移动完成任务。本

游戏需要几个人组成团队，分配角色，灵活应对环境变化。 

www.we-can.co.kr / 咨询电话:+82-2-565-2394

泥滩训练 

通过残酷的训练鼓吹浩然之气，培养团队精神与合作精神。泥滩

这一恶劣环境下的训练可以在增大个人能力的同时刺激挑战精神、

增强忍耐力，并提高为共同目标努力的集体意识、增强对同事的信

任，使组织成长为一个团结的集体。 

www.enic.co.kr / 咨询电话:+82-2-473-2161

Harmony & Synergy 

Harmony & Synergy是通过合唱搞活团队氛围、提高各阶层能力

的课程。在课程中队员凭借自信心，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配合他

人唱出协调之声，从中学习对同事的关怀和同仁之间的友爱。本课

程还备有充满激情和感性的阿卡贝拉（无伴奏演唱）表演，帮助队

员充分了解个人贡献和团队协作精神。 

www.smarta.co.kr / 咨询电话:+82-2-2637-6466

济州团队活动  

济州特别自治道旅游协会正筹划各种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元素相

结合的专业拓展训练活动，并出台会展优惠政策，以鼓励开发具有

竞争力的旅游商品、搞活旅游经济。 

2011年欲开发的旅游项目 

Power Spring | 治愈与合唱 | 调皮蛋和耽罗运动会 | 携手共创美丽

世界! | 梦幻时光旅行 | 柶子游济州 | 韩国人的维他命——济州柑

橘 | 人与自然心心相印的洞窟体验

www.hijeju.or.kr / 咨询电话:+82-64-741-8783

2

1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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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和浪漫的街区

城市文化体验

动感韩国！

体验韩国的城市 1

东大门购物中心 1

东大门购物中心是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韩国服装产业的“麦加”，

聚集着30多座服装城和25,000多家服装店，每天流动人口达40万人

次，是一座巨大综合服装市场。在这里服装材料、辅料的加工、生

产与销售同步进行，是世界少有的服装产业集群地。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7街2-1一带

http://ddp.seoul.go.kr
咨询电话:+82-2-2266-7330～1(东大门设计广场宣传馆)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2

东大门设计广场将成为首尔最具代表性的服装核心。

世界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东大门设计

广场与历史文化公园将于2011年12月竣工。它是设计产业与文化融

为一体的世界级设计中心，重现古代城堡和文物，如同都市中的绿

洲，为市民和海外游客提供舒适的休闲空间和崭新的旅游景点。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7街2-1一带

咨询电话:+82-2-2266-7330  1

南大门市场 3

南大门市场是拥有600年历史的韩国最大的综合型传统市场。南大

门市场商品丰富、种类繁多，无论是从其规模还是各方面的历史记

录来看，都当属韩国第一。特别是品尝别致风味小吃的胡同体验，

令人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南仓洞49

www.namdaemunmarket.co.kr / 咨询电话 : +82-2-753-2805

N首尔塔

N首尔塔位于首尔中心地区南山的海拔236米处，高479.7米。独特的

五层展望台、每秒升降四米的超高速电梯、位于展望台二楼的空中

洗手间、每48分钟转动360度的展望台都是N首尔塔的独特风景。

地址:首尔特别市龙山区龙山洞2街山1-3

www.nseoultower.co.kr / 咨询电话: +82-2-3455-9277

COEX购物城 4

COEX购物城是亚洲最大的地下购物城，占地面积46万平方米，拥有

84家餐厅、咖啡厅以及176家店铺，是集文化、娱乐、购物为一体的

综合购物广场。全世界票房率最好的MEGABOX影院、水中生物达4万

多种的水族馆也是不能错过的看点。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洞贸易中心内

www.coex.co.kr / 咨询电话 : +82-2-6000-0114 

Pulmuone 泡菜博物馆

Pulmuone 泡菜博物馆位于COEX地下二层，想了解韩国泡菜的外国

人可随时到这里学习泡菜的制作方法。

地址:首尔特别市三成洞159号COEX购物城地下二层

开放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 10:00～18:00（入馆截止至17:30)   

(每周一、元旦、春节·中秋节长假（3天）闭馆) /20人以上团体

请来电预约          

www.kimchimuseum.co.kr / 咨询电话:+82-2-6002-6456 

Complex乐天世界 5
 

Complex乐天世界是集主题公园、百货商店、饭店、免税店、大型超

市为一体的城市中的城市。无论天气好坏，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室

内主题公园“探险世界”，游客可以一直玩到晚上11点，尽情享受

华丽的庆典和各种表演。

地址:首尔特别市松坡区蚕室洞40-1 

www.lotteworld.com / 咨询电话:+82-2-411-2000

爱宝乐园度假村

世界四大主题公园之一的爱宝乐园拥有充满刺激的游乐设施、自

然野生动物园、世界级水上公园“加勒比海湾”、大自然里的住宿

设施“家桥”、韩国最大规模的赛车场“速度之路”，并举行各种精

彩表演和大游行。

地址: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号

www.everland.com / 咨询电话:+82-31-320-5000 

仁寺洞  6

仁寺洞是一条极具代表性的首尔文化街区，可以说是一座传统与现

代共存并富有生命力的博物馆。街区处处都保留着历史遗迹，有众

多古董店、画廊、古家具店、画具店、民俗工艺品店。仁寺洞每周日

实行“无车日”制度，可以欣赏到大街上表演的四物农乐等各种传

统文化演出。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仁寺洞63号一带

http://insadong.jongno.go.kr /咨询电话:+82-2-731-0114

三清洞路

三清洞路是从景福宫石墙路结束之处起开始的首尔最时尚的街

区。在这里随处可见旧屋改造成的艺术作品和传统韩屋改造成的

咖啡厅、时尚前卫的餐厅和画廊，建筑风格独特、艺术气息浓厚，

就连一个小小的招牌也不平凡，形成一道充满抒情色彩的风景线，

映入人们的眼帘。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三清洞一带

www.enjoyitaewon.com /咨询电话:+82-2-120

梨泰院路

韩国战争爆发后美军驻扎到首尔龙山地区，许多外国使馆也纷纷

开馆，从而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如今的梨泰院，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因有很多异国风情的店铺和外国饮食，韩

国人也经常光顾。

www.enjoyitaewon.com /咨询电话:+82-2-120

釜山百城 7

釜山百城被喻为“釜山的曼哈顿”，是釜山商业与金融的中心，由世

界著名的建筑师和室内装潢设计师携手，充分体现出釜山的动感

与活力。百城内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世界百城百货商店和国际会

展中心BEXCO。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佑洞

5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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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的梦想与热情

韩国的庆典活动

动感韩国！

体验韩国的城市 2

首尔文化节（Hi! Seoul Festival） 1

首尔文化节是代表首尔的品牌，也是一千万首尔市民和海外游客

共同参与的庆典盛会。从2010年开始，跟着世界表演艺术节的潮

流，将跨越语言、人种、年龄，以肢体语言来沟通的非语言表演

(Nonverbal Performance)选定为主要内容，使首尔文化节发展成

国际性的艺术盛典。

地址: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汉江公园以及市区广场一带

日期:5月5日至10日（共6天）

www.hiseoulfest.org / 咨询电话:+82-2-3290-7160

首尔世界烟花节 2

在首尔世界烟花节上，游客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烟花表演。

每年由世界各国的烟花专家为烟花节献上精彩独特的表演。多彩

绚丽的烟花在汉江铁桥和元晓大桥之间的驳船被点燃升向天空，

在汝矣岛、首尔汉江公园全地段、N首尔塔、冠岳山等地均能看到精

彩的烟花表演。

地址: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岛汉江市民公园

日期 :9月末至10月中的一天

www.bulnori.com /咨询电话:+82-2-729-1634 

韩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上打进4强，创造了奇迹，并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韩国人

特有的凝聚力和团结力。不屈不饶的毅力与梦想相结合，使韩国人变得兴致勃勃，世界杯足球

赛超越了体育竞赛的境界，已经发展为激动人心的庆典盛会。

21

世界杯啦啦队”红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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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鱼岛国际爵士音乐节 1

甲鱼岛国际爵士音乐节是国内外著名的音乐家欢聚一堂演绎动听

音乐的亚洲国际音乐节。为期三天的音乐节期间前来观看的游客达

20万人次，每年门票都会事先告罄，可见人们对音乐节的喜爱度之

高。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甲鱼岛一带

日期:9月30日以自由表演为始至10月3日（正式表演为10月1日至3日）

http://jarasumjazz.com/2011 / 咨询电话:+82-31-581-2813 

利川陶瓷节 2

利川是拥有千年的陶瓷历史的艺术之乡。在陶瓷节期间游客可以

观赏到细腻精巧的翡色青瓷、富含淡雅之美的白瓷、自然淳朴的粉

青沙器等各式各样的陶瓷。2011年的利川陶瓷节与京畿道世界陶

瓷双年展相结合，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欣赏机会。

地址:京畿道利川市官库洞418-2号雪峰公园

日期:9月24日至10月23日（共一个月）

www.ceramic.or.kr / 咨询电话:+82-31-644-2941

水原华城文化节 3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水原华城，是朝鲜第22

代王朝正祖大王为悼念父亲和政治改革而修建的。水原市为纪念

水原华城的修建意义，每年举办水原华城文化节。除正祖大王祭陵

活动之外，还开展传统武术表演等各种配套活动，令人大饱眼福。

水原排骨节、饮食文化节也相伴举行。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练武洞华城行宫广场以及华城市一带。 

日期:每年10月（共4天左右）

http://shfes.suwon.ne.kr /咨询电话:+82-31-228-2621

海云台沙雕节

釜山市每年都将海云台作为背景，利用“沙子”这一独特的材料举

办“绿色庆典”，而深受游客好评。海云台沙雕节期间还展开梦幻

的沙雕展、文艺表演、演唱会、烟花节等活动，还将推出“海洋体

验”活动。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一洞1015号海云台海水浴场

日期 :6月3日至6日(共4天)

http://sandfestival.haeundae.go.kr /咨询电话:+82-51-749-4062

釜山札嘎其市场节（jagalchi festival）

釜山札嘎其市场节是集饮食与文化于一体、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韩

国最大的水产品文化节。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独特新鲜的文化，

还可以享用美味海鲜，为旅游增添浪漫与回味。在釜山札嘎其市场

节期间，人们还可以参加“龙神祭”、“龙王祭”、“出鱼祭”、“满

船祭”、“挂灯”等各种体验活动。

地址:釜山广域市中区南浦洞4街 37-1号

日期:10月12日至6日(共5天)

www.ijagalchi.co.kr / 咨询电话:+82-51-243-9363 

釜山国际电影节

韩国最早的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成立于1996年，如今已

发展成亚洲最大的国际电影节。在隆重的开幕式上，世界著名的影

星和导演闪亮登场，为电影节增添无限惊喜。群众性和艺术性兼备

的电影作品通过“open Cinema”在户外影院上映，著名音乐家也

通过演唱会的形式为盛典助兴。

地址:釜山市中区南浦洞5街BIFF广场一带

日期:10月6日至14日(共9天) 

www.biff.kr / 咨询电话: +82-1688-3010

西归浦七十里节

西归浦七十里节是以长生不老为主题举办的活动。七十里象征着人

类心目中对“安乐乡”的渴望，也象征着西归浦的神秘美景，由当

地绿色食品展和品尝活动、以橘皮、海草取物制作纯天然面膜、艺

术化妆（脸部彩绘、纹身、美甲等）、长生不老SPA等丰富多彩的节

目组成。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七十里公园和市区一带

日程:10月（3天左右）

www.70ni.com / 咨询电话:+82-64-760-2662 

城山日出节 4

日出峰的日出景观仿佛神仙所做，非常壮观。济州岛每年岁末都将

举办辞旧迎新的城山日出节。在日出节上将上演各种文艺表演，并

举办传统饮食品尝活动，参与其中，可尽情体验韩国传统文化和艺

术旅游带来的乐趣。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城山日出峰一带

日期:12月31日至1月1日(共2天) 

http://culture.jeju.go.kr / 咨询电话:+82-64-760-2661

鸡足山赤脚节 5

长达14公里的大田鸡足山黄土路是世界唯一一处可以赤脚行走的

黄土路，就连塞舌尔共和国的米歇尔总统也无法抵挡它的诱惑，脱

下鞋走了一段。人与自然以及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赤

脚节。在赤脚节上游客可以赤脚行走在空气清新的黄土路上，也可

以参加“生态医疗-鲜洋国际装置艺术节”。

地址:大田广域市西区梧洞276号

日期:每年5月（共3天）

www.barefootfesta.com / 咨询电话:+82-42-527-1880

1 32 54

参加甲鱼岛国际爵士音乐节的 

Stanley Jordan和釜山国际电影

节开幕式

釜山札嘎其市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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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的眼中，韩民族是一个极其重视集体的民族。

韩国人喜欢与家人、邻居、同事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情感。

若没有这种“情”文化，

可能韩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与现在截然不同。

韩国传统文化的乡愁

享受健康与美容服务

韩国的魅力 —“情”[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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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饮食和酿酒文化

韩国的情趣和味道

韩国传统文化的

乡愁 1

韩国传统饮食以独特的味道、情趣和科学而绝妙的做法为特点。韩国料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拌饭、烤肉、应用发酵技术制作的

泡菜、味道清淡口感丰富的年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另外，在过去,韩国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酿酒祭祀祖先或接待客人的习惯。亲身体

会“韩国的味道”产生的过程将为旅游留下难忘的回忆。

首尔糕饼博物馆 — 年糕 1

年糕象征着韩国人分享情感的美德。自古以来家中有喜事或操办

各种宴会时韩国人都会做年糕分给邻居，以增加喜庆的氛围。糕饼

博物馆按照年糕的做法、用途、适合的季节，展示200多种不同种

类的年糕，令人大饱眼福。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卧龙洞164-2

开放时间:10:00～17:00 (春节·中秋闭馆) 需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www.tkmuseum.or.kr /咨询电话:+82-2-741-5447

韩国之家 — 泡菜、烤肉 2

韩国泡菜的历史可追溯到4世纪到7世纪之间。爱吃谷物和蔬菜的

韩国人，为了冬天也能吃上蔬菜，研究出用盐浸泡蔬菜的方法，

这就是早期的泡菜。在朝鲜时期上流阶层居住过的韩屋“韩国之

家”，游客可以学习到泡菜和烤肉的做法，是体验韩国饮食文化的

好机会。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笔洞2街80-2

开放时间:09:00～11:00 ；14:30～16:30 (每周一至周五) 

www.koreahouse.or.kr / 咨询电话：+82-2-2267-4128 

罗膳斋 — 新罗料理 

在长达千年的新罗时代，人们强调“药食同源”的观点，将食品看

作是治病的良药。罗膳斋与“韩国历史文化饮食学校”共同举办正

宗新罗传统料理做法复原工作。人们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新罗国王曾

经享用过的“药膳”和用各种珍贵食材烹制而成的保健料理。

地址：庆尚北道庆洲市新平洞375-3号

www.culinaryschool.co.kr/lasonjae /咨询电话:+82-54-771-6040

 

济州高内村 — 传统酱 3

酱类是韩国料理中最基本的调味品，有酱油、大豆酱和辣椒酱等几

种，是韩国人五千年来的健康秘诀。在松树蓊郁、黄土肥沃的济州

岛高内村，人们可以学到传统大豆酱和辣椒酱的做法，此外还可以

参加时令料理烹饪体验等精彩的活动。

地点: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涯月邑高内村730–1号

开放时间:全年无休（需提前3天预约），参观时间为1～2个小时

www.gonaechon.co.kr / 咨询电话:+82-64-799-1747

首尔药令市韩医药博物馆 — 传统韩方茶

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是朝鲜时期救济病人的医疗中心“补济院”的

遗址。后来政府在此成立了“首尔药令市”，韩国70%的韩药材交易

都在此成交。在韩医药博物馆随时可以体验葛茶、蒲公英茶、五加

皮茶等保健韩方茶的做法。

地址: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龙头洞东医宝鉴大楼

http://museum.ddm.go.kr /咨询电话:+82-2-3293-4900

抱川“裵商冕酒家”山楂园 — 传统酒 4

“裵商冕酒家”使用天然绿色原料酿制优质传统酒，在这里，人们

可以通过看、听、喝等全方位过程，学习和了解酿酒的全过程。绿

色酿制法即不使用任何化学添加剂，只用谷物、曲子和水酿酒，这

也是韩国延续几千年的传统酿酒方法。

地址:京畿道抱川市花岘面花岘里512号

开放时间:  08:30～17:30 (除春节·中秋长假外,全年无休)   

传统酿酒体验需要1～2个小时

www.sansawon.co.kr /咨询电话:+82-31-531-9300

釜山金井山城村 —“马格利酒”5

金井山的居民在朝鲜时代曾以酿酒谋生。到朝鲜19代国王即肃宗王

1706年，为抵御日本侵略建立了金井山城。当时参加山城建设的工

人在品尝金井山城村的“马格利酒”后，竖起大拇指连声称好，金

井山城“马格利酒”从此出名。位于海拔450米处的金井山城是“金

井山城马格利酒”的本产地，250年以来30多户居民将酿酒法代代

相传，直到今天。来宾可以在这里尝试亲手用酒曲酿制马格利酒。

地点:釜山广域市金井区金城洞金井山城村

开放时间: 全年无休（需提前3天预约）

http://sanseong.invil.org / 咨询电话:+82-10-6532-6682 

济州岛民俗村博物馆 — 小米酒

济州岛水田面积小，因而酿酒时一般不使用大米而是用小米。在原

汁原味展现济州岛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户外博物馆里，人们可以在酿

酒技师的指导下亲手酿造济州岛民俗酒“小米酒”。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表善面表山里40-1号

http://www.jejufolk.com
咨询电话:+82-64-787-45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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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川”裵商冕酒家”山楂园

—传统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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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多样的生活方式

细心而可亲的生活态度

韩国传统文化的

乡愁 2

韩国有很多农耕社会遗留下来的独特而有趣的传统风俗。来宾们在韩屋里可以亲身体验到古代韩国人的生活。远离世俗的虚

荣，追求礼仪与正义的“儒生精神”也将帮助您了解韩国人，走近韩国人。

南山谷韩屋村 1

南山的自然风光十分秀丽，古时的韩国人曾在南山的各个山峰上修建亭阁，享受风

雅。游客可以参加每周举办的“南山谷儒生的散步”活动，并通过文化遗产讲解服

务了解南山谷韩屋村的历史。

地址:首尔特别市中区笔洞2街84-1号

开放时间:4月～10月，09:00～21:00；11月～3月，09:00～20:00 (每周二闭馆) 

http://hanokmaeul.seoul.go.kr /咨询电话:+82-2-2264-4412 

韩国文化之家 2

韩国文化之家为向外界宣传韩国“文化强国”的地位，为来宾提供各种传统文化体

验服务。体验内容包括驱煞舞、扇子舞、四物农乐、假面舞、TAEKYON等民俗表演和

绳结、韩纸等传统工艺。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92街12-9号

www.kous.or.kr / 咨询电话:+82-2-3011-1703 

嘉会民画博物馆  3

嘉会民画博物馆主要展示自古以来反映韩国百姓生活和信仰的民

俗画和符箓。参观结束后通过制作符箓（如家庭平安符、心想事成

符、无病长寿符等）、鬼面画拓本、绘制民俗画等体验活动，可以

感受到韩国传统花纹的精致和美丽。

地址: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嘉会洞 11-103

时间:10:00～18:00 (每周一闭馆)

www.gahoemuseum.org / 咨询电话: +82-2-741-0466 

利川陶艺村 4

游客在利川陶艺村可以亲手制作陶瓷器，这里有40多个窑场和陶

瓷器展览馆。参观者在参观窑场、展览馆之后可以亲手制作陶器，

还可以参观利川陶瓷文化中心和海刚陶瓷文化研究院。

地址: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水广里153号

http://ceramic.invil.org / 咨询电话: +82-10-2880-5859 

利川市旅游咨询处： +82-31-634-6770 10:00-17:00   

全年无休(提供汉语、英语、日语服务)

利川市文化观光科：+82-31-644-2942～4  www.tour.icheon.go.kr 

金海韩屋体验馆 — 伽倻苑 5

金海韩屋体验馆提供韩屋住宿体验、茶艺礼仪体验、韩式套餐等各

种传统文化体验项目。来宾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韩纸工艺、民俗

工艺等传统文化表演。80人以上团体还可租下韩屋体验馆，组织活

动。

地址:庆尚南道金海市凤凰洞425-13号

www.ghhanok.or.kr /咨询电话:+82-55-322-4738 

济州岛土布衣纯天然染色体验 6

济州岛土布衣是从未成熟的柿子中抽取果汁，印染在布料上制作而

成的济州岛传统民俗服装。通过体验活动，人们可充分了解到济州

岛土布衣的实用性和纯朴魅力。来宾还可以亲手制作丝绸围巾。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沙溪里113

开放时间: 09:00～18:00 (全年无休), 需提前1天预约, 体验需要30～60

分钟。

www.jejumg.com / 咨询电话:+82-64-794-1686 

“小廪窑”陶艺体验 7

人们可以通过亲手制作陶瓷作品来了解“陶艺精神”和有关历史。

宋中换先生是从事陶艺绘画的艺术家，他从1500年前的高丽壁画

中获得灵感，将其中的重要部分绘制到陶瓷上。宋先生讲给游客的

陶瓷故事更吸引了人们驻足聆听。

地址: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邑竹成里639号

陶瓷制作可在周一至周五以及法定节假日体验，

参观“小廪窑”请事先预约，

www.sormyo.com / 咨询电话:+82-51-722-00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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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韩屋体验馆 — 伽倻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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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护肤服务

帮您消除精神压力

健康、护肤之旅 1

在韩国，您可以体验到韩国独有的传统美容疗法和各种熏蒸疗法，利用韩方药材所作的美容护肤将使旅游变得更加有趣。

水质干净，含有多种无机物和矿物质的韩国温泉将给您留下美好而别致的回忆。

Skinanniversary（爱莉薇斯丽）美容中心 1

Skinanniversary是能同时容纳2000名顾客的韩国规模最大的多

功能美容体验馆。来宾需事先预约才可访问。主要项目有韩式脸部

按摩、免费韩流明星妆容、3维错觉艺术以及各种美食体验等美容

体验服务。

地址:京畿道坡州市交河邑文发里502-1号 

www.skinanniversary.co.kr
咨询电话

汉语：+82-10-6300-2211；英语、日语：+82-110-3838-2211

皇后SPA宫殿 2

皇后SPA宫殿应用代代相传的皇后美容秘诀，为游客提供豪华宫廷

SPA。用现代科技再现数千年来由宫廷御医研制鉴定的皇后专用珍

贵韩药材和美容秘诀，向来宾提供分阶段的皮肤美容和全身护理

服务。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清潭洞宝潭大楼地下一层

营业时间:10:00～22:00 (周末10:00～17:00, 周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www.whoo.co.kr / 咨询电话:+82-80-022-0303

雪花秀SPA 3

雪花秀 S P A是著名韩国化妆品企 业爱 茉 莉太平洋 集团

(Amorepacific)所运营的美容院。专业美容师为您提供高级韩方

美容服务。通过韩国传统疗法，可以令失衡的身心恢复均衡和平

静。在香港繁华地段尖沙咀设有2号分店。

地址:首尔特别市松坡区蚕室洞40-1乐天百货商场蚕室店2层 

营业时间:10:30～20:00 (休息日与乐天百货商场蚕室店同步) 

www.sulwhasoo.co.kr / 咨询电话: +82-2-411-0262 

罗汉和SPA(釜山PARADISE酒店) 4

如果您下榻釜山PARADISE酒店，一定要体验一下日本东京豪华SPA

护理“罗汉和Spa”。罗汉何SPA为顾客提供欧洲植物药疗、中医阴

阳五行、日本滋润疗法相结合的美容服务，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韩

国式服务，可谓是舒缓现代人身心的灵丹妙药，受到极高的评价。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中洞1408–5号PARADISE酒店釜山店新馆5层

www.leboiskorea.co.kr / 咨询电话: +82-51-743-6105 

百城SPA乐园 5

SPA乐园位于新世界百货商场百城店内，人们在购物后可以方便地

享受温泉服务。Spa乐园拥有从地下1000米深处抽取的纯天然温泉

水做成的22个温泉池和13种主题桑拿区，另外还设有美容区（包括

面部、身体、头皮、足部等）。

地址: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佑洞新世界百城

营业时间:  06:00～24:00 (售票时间截至22:30，每月第一天为百货商场

休息日，本店不营业) 

http://department.shinsegae.com / 咨询电话: +82-51-745-2900 

龙头岩海水桑拿俱乐部 6

龙头岩海水桑拿俱乐部位于天下第一旅游胜地济州岛龙潭洞海

边，这里的海水和淡水24小时不间断，到处都装饰着椰子树，洋溢

着别致的热带风情。来宾可享受包括绿茶池在内的豪华桑拿、精油

美容、户外桑拿等一站式休闲服务，还可以到健身房去做做运动，

舒展身体。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龙潭3洞1006-3号 

营业时间: 24小时 

www.jejusauna.co.kr / 咨询电话 : +82-64-7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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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平的医疗技术与顶级服务

医疗旅游

健康、护肤之旅 2

韩国拥有世界顶级的医疗技术和竞争力。最近从亚洲开始掀起的韩流，让更多外

国人对韩国的整容、皮肤美容产生兴趣，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开始访问韩国。外国来宾们

不仅对韩国优秀的医疗人员和高科技设备感到惊讶，更因热情周到的服务而备受感动。

Chaum — 抗衰老 1

Chaum是Cha医院集团经营的医疗中心，由体检中心、抗衰老中心、

水疗中心、健身中心组成，为患者提供从体检到保健的全方位医疗

服务。其中抗衰老中心以“缩短生理年龄10年”为目标，开展综合

性老化检测和各种抗衰老治疗。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清潭洞4-1号

营业时间:08:00～17:30 (周六：08:00～12:00, 周日休息) 

www.chaum.net / 咨询电话: +82-2-3015-5300 

安娜柯琳 — 医疗美容综合机构 2

安娜柯琳在韩语中意为“美丽之国”，这里是中日游客游览韩国时

的必到之处，是代表韩国优秀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安娜柯琳为

顾客提供包括整容外科在内的皮肤、毛发、减肥等所有医疗美容服

务。现在北京也开设有金源店和世贸店两家分店。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驿三洞825号美真广场12层

营业时间: 10:00～20:00 (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截止至17:00) 

www.anacli.co.kr / 咨询电话 : +82-1588-1590 

草乐堂 — 传统韩医体验 3

草乐堂针对以医疗之旅为目的的顾客提供多方面专业性体检和处

方。这里为患者准备了以韩医预诊→咨询→黄土温热治疗→重检→

韩药材泡澡→韩国传统茶品尝为疗程的医疗服务，并提供山参药

膳和生食排毒食疗服务。

地址: 蔚山广域市蔚州郡斗东面凤溪里531-5号

营业时间:  09:00～18:00 (周二休息)   

医疗旅游项目和排毒疗法需事先预约。

www.chorakdang.com / 咨询电话 : +82-52-264-8001 

济州汉拿医院 — 体检 4

济州汉拿医院被国家指定为“济州医疗旅游专业医院”，用各种体

检方法和设备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其竞争力在整个韩国范围也是

屈指可数。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疗工作者为学习济州汉拿医

院的先进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体系访问韩国。

地址: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莲洞1963-2号

www.hallahosp.co.kr / 咨询电话: +82-64-740-5000

 

广东韩医院 — 韩方皮肤护理和体质检测

广东韩医院是广东制药公司建立的非营利医疗机构，引领着韩医

的科学化与大众化。广东韩医院的综合体检中心提供韩西医结合

的体检服务。结合韩西医理论检测个人体质，提供预防和治疗的方

法。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洞161号

www.ekwangdong.co.kr / 咨询电话: +82-2-2222-4888

美Green韩医院 — 韩医皮肤护理和体质检测 5

本院引导患者通过正确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青春和

健康，并以此来实现“美”这一目标。本院还通过非化学性自然疗

法进行更接近自然状态的皮肤治疗。另外，本院还拥有韩西医结合

的综合性医疗体系，通过皮肤影像分析系统对客户皮肤进行客观

分析，改善体质，达到身体内外疾病同步治疗的效果。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新沙洞665-6号 /+82-2-548-3333  

首尔特别市中区忠武路2街63-2号 / +82-2-757-3500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汉江路3街16-85号 / +82-2-703-1975

营业时间:各分店有所不同，请事先来电确认

www.mi-green.co.kr 

首尔大学医院保健系统江南中心 — 健康体检

作为国内顶级医疗机构，首尔大学医院的教授团队拥有可靠性极高

的诊断水平。他们通过精密医疗设备、个人医疗档案、终身管理等

服务，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更预防。并通过新概念“针对性健康

管理服务”，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进行度身定制的健康体检。

地址: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驿三洞737号江南金融中心38～40层 

http://healthcare.snuh.org / 咨询电话: +82-2-2112-5500

Chaum

2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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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附录

韩国有许多自然风景秀丽，历史韵味浓厚的旅游景点，

传统文化和可口的美食是韩国旅游的一大魅力。

跨越亚洲走向世界的韩流是提高韩国国家形象的推动力。

当您踏上韩国的国土，这里的人们将面带微笑，对您说“见到您很高兴，欢迎您到韩国来”。

见到您很高兴！ 

欢迎您到韩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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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济州6日游
体验气●兴●情的奖励旅游

第一天

第四天

第二天

第五天

第三天

第六天

上午  韩国传统文化体验  

北村韩屋村→三清洞→首尔糕饼博物

馆→景福宫→光化门广场（清溪川）

下午   愉快的首尔城市文化  

蚕室乐天世界→乐天百货商场

夜间  首尔的城市文化   

龙山温泉馆（桑拿浴+美容服务）

上午    济州观光   

柑桔博物馆→济州民俗村博物馆→

涉地可支

下午   经济州国际机场出境

上午    国际旅游景点—中文旅游区  

济州如美地植物园→泰迪熊博物馆

→中文海水浴场→中文民俗博物馆

下午   在济州大自然与文化中体验的团队

精神    

人与自然心心相印的洞窟体验

夜间  主题宴会   

盆栽艺术园    “思索之苑”（户外

宴会及传统表演）

上午  世界级企业   

三星D’light→三星Leeum美术馆→

新罗酒店（在迎宾馆用餐）

下午   文化艺术元素的力量  

南怡岛（演讲或体验）

夜间  韩流体验   

观看表演（跳跃、乱打、爱舞动、

BABY、猫鼓舞）

上午   富有创意的企业文化—济州  

济州机场→Daum国际媒体中心

下午   济州的自然，济州的魅力  

洞窟里的茶园“茶喜然”（绿茶体验

→桑德兰公园（《太王四神记》影视

基地 ）

夜间  济州旅游   

济州游船 海上夜景游

上午 经仁川国际机场入境

下午   参观绿色信息化城市、上岩洞 

世界杯体育场→世界杯公园→DMC宣

传馆→Digital Pavilion馆

夜间  观赏首尔市夜景，汉江夜景  

汉江 游船（自助餐）  

(汝矣岛码头→铜雀大桥→杨花大桥

→汝矣岛码头)

世界杯体育场

清溪川

三星D’light

茶喜然

济州游船

桑德兰公园

桑德兰公园

济州如美地植物园 柑桔博物馆

济州民俗村博物馆

涉地可支

泰迪熊博物馆

中文海水浴场

思索之苑

三星Leeum美术馆

跳跃

蚕室乐天世界

龙山温泉馆

Digital Pavilion馆

汉江 游船（自助餐）

桑德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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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上午  韩国传统文化体验  

韩国之家(制作泡菜、观看表演)

下午    愉快的首尔城市文化  

南山韩屋村→明洞→东大门→COEX购

物城→水族馆

夜间  首尔的夜景   

南山（N首尔塔）
第三天

上午  韩国的艺术村   

嗨里艺术村→裵商冕酒家山楂园

下午    企业文化   

三星数码城市→爱宝乐园

夜间  韩流体验   

观看表演（江北贞洞剧场，《乱打》）

第一天

上午 经仁川国际机场入境 

下午   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城市—首尔 

光化门广场、清溪川、首尔广场、德

寿宫（守门将换岗仪式）

夜间  首尔的晚宴   

三清阁 韩式套餐

第六天

上午   企业参观

 现代汽车蔚山工厂

下午     经釜山国际机场出境

第五天

上午   釜山的城市观光   

釜山会展中心（BEXCO)→世峰楼

下午     釜山文化体验   

广安里海水浴场（广安大桥)→札嘎

其市场→BIFF广场

※  根据团队的特点和日程，可安排首尔&釜

山、首尔&济州、釜山&济州6日游，并可在

此基础上改为首尔&釜山&济州8日游或首

尔、济州、釜山单独4日游。

夜间  美容体验

 新世界百城SPA乐园

第四天

上午   绿色信息化城市，上岩洞  

DMC 宣传馆→Digital Pavilion馆→

韩国文化内容中心→Millennium eye

下午     拓展训练   

户外或室内二选一

夜间  主题宴会   

酒店组织的宴会+烧烤宴会

光化门

韩国之家

嗨里艺术村

裵商冕酒家山楂园

爱宝乐园

乱打

Rafting

世峰楼

札嘎其市场

Digital Pavilion馆

现代汽车

东大门

水族馆

清溪川

德寿宫（守门将换岗仪式）

首尔、釜山6日游 2
体验气●兴●情的奖励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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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上午 医疗服务体验

 Chaum

下午   引领韩国发展的企业文化

  三星D’light→三星Leeum美术馆→

清潭洞(Galleria)

夜间  晚宴

 新罗酒店（迎宾馆晚宴及宴会活动）
第三天

上午 高尔夫球

 The Ananticlub, Seoul

下午   愉快的休息和SPA服务

 雪花秀SPA

夜间  观看韩流表演 

 华克山庄《花的传说》(演出&晚餐) 

 华克山庄娱乐场

第一天

上午 经仁川国际机场入境

下午   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城市—首尔

 清溪川，昌德宫，青瓦台

夜间  首尔的夜景

 汉江水上出租车

第五天

上午 韩国传统的息

 奉元寺→仁寺洞→宗庙

下午   仁川国际机场 出境

第四天

上午 医疗服务体验

 健康体检结果咨询

下午   传统文化体验

  北村韩屋村→三清阁（韩服、泡菜体

验）

夜间  购物

 乐天酒店免税店→明洞

铁轨上的游轮—海浪2日游

(首尔→釜山→庆州→安东→首尔)

铁轨上的游轮—“海浪号列车”

“海浪号列车”堪称陆地上的游轮，在酒店式

的列车里能享受浪漫与高雅的情趣，海上的

高级游轮与铁路相结合，为人们提供酒店式服

务。如想举办VIP邀请、董事会、职员奖励、私

人宴会、客户接待等活动时，可以租赁整列火

车，按照个人需要自行安排日程和旅游线路。 

www.railcruise.co.kr
咨询电话 +82-080-850-7749清溪川 雪花秀SPA

铁轨上的游轮—海浪

(照片提供：韩国铁道公社)

海浪号列车内部

奉元寺

北村韩屋村

The Ananticlub, Seoul

www.ananticlub.com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访逸里山90-2号

咨询电话：+82-31-589-3334 (英语、日语)

首尔湖畔家庭

www.lakesidecc.co.kr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慕贤面陵院里山50-12号

咨询电话：+82-2-456-5694 (英语、日语) 

乐天Sky Hill金海乡村俱乐部

www.skyhill.co.kr 
庆尚南道金海市进礼面松岘里山100号

咨询电话：+82-55-340-9001 (英语、日语)

Pinx高尔夫俱乐部

www.thepinx.co.kr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上川里山

62-3号

咨询电话：+82-64-792-8000 (英语、日语

豪华高尔夫球场

Pinx高尔夫俱乐部

花的传说

华克山庄

昌德宫

青瓦台

三星D’light

三星Leeum美术馆

迎宾馆

美江山（3天）

•  “美江山”意为“难以模仿的高尚气质”

和“美丽的韩国江山”。

•  首尔站→谷城（蟾津江火车村釜山（温

泉、冬柏岛、世峰楼→庆州（石窟庵、佛

国寺、博物馆、雁鸭池→正东津（日出）

→东海（武陵峡谷、三和寺）→太白→首

尔站

幸福世 

•  充满幸福的世界。

•  首尔站→釜山（世峰楼，水族馆）→庆州

（大陵苑 、雁鸭池）→安东（河回村）→

首尔站

日出梦（2天）

•  意味着如同升起的太阳，通过列车游，

在心中升起“梦想”、“浪漫”、“爱

情”。

•  首尔站→庆州（佛国寺、石窟庵、雁鸭

池）→正东津（日出、墨湖鱼市场）→东海

（武陵峡谷、三和寺）→太白→首尔站

永久情（2天）

•  “永远的朋友”，有着一辈子忘不掉的回

忆。

•  首尔站→论山（落花岩、扶苏山城、皋兰

寺、白马江）→木浦（国立海洋遗物展

示馆、冠岩步行桥、儒达山公园）→顺天

（顺天湾芦苇滩、顺天湾生态体验海上

旅游）→全州（韩屋村）→首尔站

海浪2号

•  可根据团队的特点和要求安排路线和日

程

•  按照顾客的要求，设计旅游日程（2日

游、3日游）、旅游路线和旅游方式

“海浪”旅游项目

豪华7日游
体验气●兴●情的奖励旅游



气·兴·情  KOREA56 Korea Inspiring Meetings 57

首尔

首尔观光公社

Tel. +82-2-3788-0821~4 / Email. mice@seoulwelcome.com / Website. www.miceseoul.com 

COEX 
Tel. +82-2-6000-1121 / Email. marketing@coex.co.kr / Website. www.coex.co.kr 

京畿道

京畿观光公社

Tel. +82-31-259-6954 / Email. jcoh@gto.or.kr / Website. www.gto.or.kr

KINTEX

Tel. +82-31-810-8074, 8077 / Email. internationalsales@kintex.com  / Website. www.kintex.com 

仁川

仁川观光公社

Tel. +82-32-220-5071 / Email. katesong@into.or.kr / Website. www.into.or.kr

松岛会展中心

Tel. +82-32-210-1022~6 / Email. jidori84@into.or.kr / Website. www.songdoconvensia.com

大邱

大邱会展局

Tel. +82-53-601-5323 / Email. dcvb@daegucvb.com / Website. www.daegucvb.com

EXCO

Tel. +82-53-601-5038 / Email. pw332@excodaegu.co.kr / Website. www.excodaegu.co.kr

昌原

CECO

Tel. +82-55-212-1001 / Email. hahan@coex.co.kr / Website. www.ceco.co.kr 

釜山

釜山观光会展局

Tel. +82-51-740-3620 / Email. lena3032@naver.com / Website. www.busancvb.org 

BEXCO

Tel. +82-51-740-7348 / Email. bexco@bexco.co.kr / Website. www.bexco.co.kr 

大田

大田观光会展局

Tel. +82-42-821-0130~3 / Email. hnjeong@daejeoncvb.co.kr / Website. www.dcckorea.or.kr

Daejeon Convention Center

Tel. +82-42-821-0140~7 / Email. hnjeong@daejeoncvb.co.kr  / Website. www.dcckorea.or.kr

光州 

光州观光会展局

Tel. +82-61-611-3621 / Email. han@gwangjucvb.or.kr / Website. www.gwangjucvb.or.kr

金大中会展中心

Tel. +82-62-611-2226 / Email. hncho@kdjcenter.or.kr / Website. www.kdjcenter.or.kr

济州

济州观光会展局

Tel. +82-64-739-1804 / Email. streamway@jejucvb.or.kr / Website. www.jejucvb.or.kr

济州ICC 
Tel. +82-2-775-1092 / Email. shhan@iccjeju.co.kr / Website. www.iccjeju.co.kr

会展中心

韩国的             Infrastructure

Meeting
Incentive
Conventio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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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名称 网站 电话号码 地址

首

尔

首尔JW万豪国际酒店 www.jw-marriott.co.kr +82-2-6282- 6262 首尔瑞草区盘浦洞19-3号

索菲特尔国宾酒店 ambatel.com/sofitel +82-2-2275-1101 首尔中区奖忠洞2街186-54号

首尔洲际大酒店 seoul.intercontinental.com +82-2-555-5656 首尔江南区德黑兰路521号

首尔格兰特希尔顿酒店 www.grandhiltonseoul.com +82-2-3216-5656 首尔西大门区弘恩洞201-1号

首尔凯悦大酒店 seoul.grand.hyatt.com +82-2-797-1234 首尔龙山区汉南2洞747-7号

W首尔华克山庄 www.wseoul.com +82-2-465-2222 首尔广津区广壮洞21号

首尔乐天酒店 lottehotel.com +82-2-771-1000 首尔中区小公洞1号

乐天世界酒店 hotellotte.co.kr +82-2-419-7000 首尔松坡区蚕室洞40-1号

首尔万丽酒店 renaissanceseoul.com +82-2-555-0501 首尔江南区驿三洞676号

首尔丽思卡尔顿酒店 ritzcarltonseoul.com +82-2-3451-8000 首尔江南区驿三洞602号

首尔希尔顿千禧酒店 hilton.co.kr +82-2-753-7788 首尔中区南大门路5街395号

首尔威斯汀朝鲜酒店 echosunhotel.com +82-2-771-0500 首尔中区小公洞87号

首尔广场酒店 seoulplaza.co.kr +82-2-771-2200 首尔中区太平路2街23号

华克山庄喜来登酒店 sheratonwalkerhill.co.kr +82-2-455-5000 首尔广津区广津洞山21号

首尔新罗酒店 www.shilla.net +82-2-2230-3131 首尔中区奖忠洞2街202号

橡木精品Coex中心 oakwoodpremier.co.kr +82-2-3466-7000 首尔江南区三城洞159号

皇宫酒店 imperialpalace.co.kr +82-2-3440-8000 首尔江南区论岘洞248-7号

首尔COEX洲际大酒店 seoul.intercontinental.com +82-2-3452-2500 首尔江南区奉恩寺路524号

仁

川

希尔顿仁川酒店 www.incheonsheraton.com +82-32-835-1000 仁川延寿区松岛洞6-9号

仁川PARADISE酒店 incheon.paradisehotel.co.kr +82-32-762-5181 仁川中区港洞1街3-2号

仁川凯悦酒店 www.hyattregencyincheon.co.kr +82-32-745-1234 仁川中区云西洞2850-1号

釜

山

釜山诺富特国宾酒店 www.novotelbusan.com/kor +82-51-743-1234 釜山海云台区中洞1405-16号

釜山乐天酒店 www.busanlottehotel.co.kr +82-51-810-1000 釜山釜山镇区釜田洞503-15号

釜山威斯汀朝鲜饭店 twcb.echosunhotel.com +82-51-749-7000 釜山海云台区佑1洞737号

釜山PARADISE酒店 www.paradisehotel.co.kr +82-51-742-2121 釜山海云台区中洞1408-5号

海云台格兰特酒店 www.grandhotel.co.kr +82-51-740-0114 釜山海云台区佑洞651-2号

农心酒店 www.hotelnongshim.com +82-51-550-2100 釜山东莱区温泉洞137-7号

济

州

酒店&维加斯娱乐城 www.thehotelasia.com +82-64-741-8000 济州岛济州市连洞291-30号

济州华美达酒店 www.ramadajeju.co.kr +82-64-729-8100 济州岛济州市三徒2洞1255号

济州乐天酒店 lottehoteljeju.com +82-64-731-1000 济州西归浦市穑达洞2812-4号

西归浦KAL酒店 www.kalhotel.co.kr +82-64-733-2001 济州西归浦市土坪洞486-3号

济州套房酒店 www.suites.co.kr +82-64-738-3800 济州西归浦市色达洞2812-10号

济州KAL酒店 www.kalhotel.co.kr +82-64-724-2001 济州市二徒1洞1691-9号

济州格兰特酒店 www.grand.co.kr +82-64-747-5000 济州济州市莲洞263-15号

济州新罗酒店 www.shilla.net/kr/jeju +82-64-738-4466 济州西归浦市穑达洞3039-3号

济州东方饭店 www.oriental.co.kr +82-64-752-8222 济州济州市三徒2洞1197号

济州太平洋大酒店 www.jejupacific.co.kr +82-64-758-2500 济州济州市龙潭1洞159-1号

济州凯悦酒店 www.hyattcheju.com +82-64-733-1234 济州西归浦市穑达洞3039-1号

太阳海滨酒店&度假村 www.haevichi.com +82-64-780-8000 济州西归浦市表善面表善里40-69号

活动场所 网站 电话号码 地址

首

尔

700快艇俱乐部 www.700yachtclub.com +82-2-376-5616 首尔麻浦区上岩洞487-254号

AW会议中心 www.awconventioncenter.co.kr +82-2-396-7000 首尔钟路区付岩洞188号

C&汉江乐园 www.hcruise.co.kr +82-2-3271-6900 首尔永登浦区汝矣岛洞85-1号

KT&G想象空间 www.sangsangmadang.com +82-2-330-6206 首尔麻浦区西桥洞367-5号

ON River Station www.onriver.co.kr +82-2-3442-1540 首尔江南区狎鸥亭洞380-2号

云端 www.topcloud.co.kr +82-2-2230-3000 首尔钟路区钟路2街钟路塔33F

Gallery Won www.gallerywon.co.kr +82-2-514-3439 首尔江南区清潭洞101-5号

国立中央博物馆 www.museum.go.kr +82-2-2077-9000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西冰库路135号

DAILY PROJECTS www.dailyprojects.kr +82-2-3218-4064 首尔江南区清潭洞1-24号

MarinaJEFE www.marinajefe.co.kr +82-2-525-9800 首尔瑞草区盘浦洞1333号

三清阁(世宗文化会馆) www.samcheonggak.or.kr +82-2-765-3700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城北2洞330-115号

Space C www.spacec.co.kr +82-2-547-9177 首尔江南区新沙洞627-8号

CINE de CHEF www.cinedechef.com +82-2-3446-0541 首尔江南区新沙洞602号CGV地下3楼

ELTOWER www.eltower.co.kr +82-2-526-8600 首尔瑞草区良才洞24号

迎宾馆 www.shilla.net +82-2-2230-3488 首尔中区奖忠洞2街202号

ONAR by OSTIUM www.onar.co.kr +82-2-564-7031 首尔江南区驿三洞680号SK leadersview

环球艺术中心 www.uac.co.kr +82-2-2004-1030 首尔广津区陵洞25号

Convention H www.conh.co.kr +82-2-512-1636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新沙洞613-5号
caroline tower

俱乐部Answer www.clubanswer.co.kr +82-2-548-7115 首尔江南区清潭洞125-16号

韩华63大厦 63.co.kr +82-2-789-5114 首尔永登浦区汝矣岛洞60号

仁

川

三山世界体育馆 sm.insiseol.net +82-32-500-4500 仁川富平区三山洞458-1号

大波斯菊海洋观光游船 www.cosmoscruise.co.kr +82-32-764-1171 仁川中区北城洞1街98-441号

现代游船 www.scruise.com +82-32-882-5555 仁川中区港洞7街60-1号

京

畿

清心国际修练院 www.cheongacamp.com +82-31-589-1700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松山里595号

醉翁艺术馆 www.chi-ong.co.kr +82-31-585-8649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杏岘里563号

Hane主题公园 www.hane.co.kr +82-31-357-6151 京畿道华城市西新面前谷里508-2号

天堂树 www.htree.co.kr +82-31-333-3477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二东面西里935-1号

釜

山

水族馆 www.busanaquarium.com +82-51-740-1700 釜山海云台区中1洞1411-4号

蒂芬尼21号 www.coveacruise.com +82-51-743-2500 釜山海云台区佑洞1439号

济

州

济州大明度假村 www.daemyungresort.com +82-1588-4888 济州道济州市朝天邑咸德里274号

思索之苑 www.spiritedgarden.com +82-64-772-3701 济州道济州市翰京面楮旨里1534号

济州世界杯体育场 - +82-64-760-3611 济州道西归浦市法还洞914号

桑德兰公园 www.parksouthernland.co.kr +82-64-782-9471 济州道济州市旧左邑金宁山157-4号

KT&G 想象空间 醉翁艺术馆 Hane主题公园

会展酒店（以特1级为主） 休闲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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