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Seoul"
Capital of the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 Seoul is a historic city of pleasing contrasts. Here, ancient palaces are juxtaposed with

modern skyscrapers, traditional Korean entertainment co-exists alongside K-pop culture and a new-age cafes enjoy as much admiration

as local cuisine restau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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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宫 

"古代荣耀的缩影"

景福宫是是首尔五大宫之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鲜太祖李成桂令
郑道传监督修建宫殿，是朝鲜王朝前期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朝鲜政府的官
方官邸和所在地。宫殿设计有宏伟的塔，宏伟的外墙，精致的装饰，一座庞
大的皇家庭院，不少于7700个独立的房间。宫殿的大部分建筑在19世纪进行
了修复，作为恢复原貌的一部分，至今仍在进行着修复工作。景福宫及里面
的博物馆既具有视觉上的震撼力，又富含文化意义，来景福宫是了解韩国历
史的最佳选择。

 +82 2 3700 3900  www.royalpalace.go.kr/h
tml/eng/main/main.jsp

 master@royalpalace.go.kr  161 Sajik-ro, Jongno-gu,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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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门设计广场 

"未来主义的巨石"

由英国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是首尔的地标建筑之一。这座超大型建
筑物的前沿现代性，加上其独特的设计，使首尔市在2010年赢得了“世界设
计之都”的称号。建筑的结构是通过曲线和流水线形，内部没有一根柱子。
里面设有五个展馆，即艺术厅，文化中心，设计实验室，创意市场和东大门
历史文化公园。不妨晚上去东大门设计广场，欣赏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
奇迹。

 +82 2 1330 (Tourist Information)  281 Eulji-ro, Jung-gu, 首尔

 by Penmerahpenbiru   

北村韩屋村 

"韩国传统房屋"

北村韩屋村位于景福宫，昌德宫、及其他庙宇之间，这里有2000多座建筑，
其中一半以上是韩式传统房屋。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有仿古瓦屋面和石墙。随
着韩屋画廊、传统作坊、韩屋餐厅等的入驻。这个村庄是一个迷人的漫步感
受古代韩屋的气息和一个逃离城市烦嚣的好地方。北韩屋村的一些景点包括
href="detail.html?detailID=832350">嘉会博物馆,
韩尚洙刺绣博物馆以及韩国佛教美术博物馆等韩国传统文化博物馆。

 +82 2 3707 8388  Bukchon-ro 11 ga-gil, Seoul, 首尔

https://pixabay.com/photos/towards-the-garden-gyeongbok-palace-1269304/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eoul/206123-景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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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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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世界大厦 

"最高的摩天大楼"

乐天世界大厦位于首尔市中心，高555.7米(1823.16英尺)。这座超高的摩天
大楼于2017年4月3日向公众开放，是韩国和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这座塔
是瞭望台、酒店、办公区、咖啡馆、餐馆、画廊、水族馆甚至音乐厅的组成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主题公园，里面建有溜冰场和民俗博物馆。在塔顶建
有观景台，天空甲板和豪华酒店。这座摩天楼非常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他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探索和享受乐天世界大厦里各种活动。

 +82 2 3213 5000  www.lwt.co.kr/tower/en/main/main
.do

 300 Olympic-Ro, 首尔

 by Adbar   

韩国战争纪念馆 

"纪念历代朝鲜战争"

韩国战争纪念馆始建于1994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纪念馆之一，位于
原陆军总部。纪念那些是纪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阵亡的韩国士兵。纪念
馆由室内和室外展厅组成，陈列着博物馆3.3万多件藏品中的1万件军事文物
、大炮、弹药、文件、照片和其他文物，这些藏品都与这个国家悠久而辉煌
的战争史有着深深的联系。虽然该博物馆主要关注韩国战争事件，但也深入
研究了之前的战争以及朝鲜军队参与的国际战争，也对韩国战争历史有更广
泛、更全面的理解。韩国战争纪念馆是对战争的纪念，也是对国家军事实力
的证明，是朝鲜半岛历史的编年史。

 +82 2 709 3114  www.warmemo.or.kr/  29 Itaewon-ro,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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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首尔塔 

"高耸于汉城之上"

这座标志性的大楼是为无线电和电视信号传输而建造的，在首尔的几乎任何
角落都能看到它。如今，N首尔塔作为著名的观光点，人们可以从塔顶可以看
到令人惊叹的街景。作为首尔最浪漫的地方之一，N首尔塔是也是情侣们的最
爱，任何韩剧迷都会认识到，这里是表达永恒爱情的最佳地点，就像法国的
埃菲尔铁塔一样。在屋顶平台的周围，有五颜六色的锁，宣告着真爱的信息
，情侣们来这里挂下爱情锁，作为对彼此忠诚的象征。可乘坐缆车、汽车或
徒步到达，N首尔塔还设有其他景点，包括艺术展览、餐馆和文化体验中心。

 +82 2 3455 9277  www.nseoultower.co.kr/  105 Namsangongwon-gil, 首尔

 by choe   

光化门 

"雄伟的景福宫大门"

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门最初建于1395年，是庄严的世宗大道通往景福宫的
正门入口。三拱券砖石结构城门是那个时期建筑设计和典型造型。经历了多
次战乱和年久失修，如今已经完全重建，光化门是由现代材料，如混凝土和
钢建成。现在是光化门公园的次要入口。

 +82 2 3707 9451  161 Sajik-ro,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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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藏市场 

"首尔市中心的两大市场之一"

广藏市场成立于1905年，是韩国第一个传统集市场。这个永久的市场上有500
0多家企业，大多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熙熙攘攘的市场，商人和购物者在笑
声中忙碌着。市场特色是售卖当地特色食品、进口食品、新鲜农产品、复古
时装、古董和手工制品。广藏市场是出售韩服、西服等布料的批发市场，
韩服 , 改良式韩服 高品质 的丝绸和缎子品种等材料在这个市场非常划算。
这种服装轮廓简单，通常在节日和特殊场合穿。该市场也是一处受欢迎的美
食地，小吃摊提供各种各样的韩国传统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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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2 2267 0291  www.kwangjangmarket.co.kr/  88 Changgyeonggung-ro,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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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门市场 

"不仅仅只有购物"

南大门市场成立于1414年，是韩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传统市场之一。
有1万多家商店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衣服、配饰、银器等，而且价格都
很合理。经过长时间的四处走动，你一定感到饥饿。幸运的是，这里有很多
餐馆和小吃摊，你可以在那里品尝各种传统的韩国美食。来自世界各地来首
尔旅游的游客一定要在著名的南大门市场尝试购物的体验。

 +82 2 753 2805  www.namdaemunmarket.co.kr/  21 Namdaemunsijang 4-gil, 首尔

 by KOREA.NET - Official
page of the Republ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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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广泛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是首尔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从朝鲜史前到朝
鲜王朝末期(1910年)的艺术和考古文物。在这座三层楼高的博物馆里，设有6
个永久展厅陈列着1.3万件文物。语音指南、触屏和视频室都有助于把古代世
界通过各种方式把古代世界还原在这里。除了定期展览外，博物馆还提供特
殊的教育项目，如公开讲座、工艺美术课程和特定交流団。馆内有有超过220
,000个藏品。此外，博物馆设有专门的展览厅、教育设施、儿童博物馆、巨
大的户外展览区、餐馆、咖啡馆、商店和其他设施。

 +82 2 2077 9000  www.museum.go.kr/site/main/home  137 Seobinggo-ro,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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