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游通》是面向中国游客的杂志。免费把它带回家吧!冉冉升起的韩流明星-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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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为美术爱好者的“Bigbang的TOP”
今年1月新加坡举办的“第二届Prudential Eye Awards
（2015）”上出现了爆冷获奖者，从而引来热议。因为

韩流组合BigBang的成员T.O.P(28岁，韩国名“崔胜

贤”)获得了特别奖-Visual Culture奖。据悉，

他从小收集塑料花滑冰鞋和运动鞋，成年

后开始收集椅子，现在瑞士维特拉博物馆

正在制作T.O.P素描的椅子。他不仅是韩

国顶尖团体的说唱歌手，还是艺术收藏

家，同时也是一名新艺术家。崔胜贤的

未来让人充满期待。

八个热点项目

Nature republic出售真生蜂王浆蚕丝保湿霜
来韩旅行一定要买的东西中，红参非常具有代表性。NATurE 
rEPuBliC推出了含有六年根红参成分、黄金蚕丝、蜂王浆等珍贵成

分的新面霜。该款面霜丝润光滑，非常有质感，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

保湿膜，防止皮肤内部的水分营养流失。而且它含有纯度95%的黄

金，有利于皮肤血液循环。这是滋养皮肤深处、补充水分、增加皮肤

弹性的高效能新产品。 

真生蜂王浆蚕丝保湿霜60克/6万6000韩元 

爱茉莉太平洋美容用具唯一代言人-韩流明星李多熙

韩中两国最大的传统佳节春节马上就要来了。佳节将至，家人都团聚了吗？虽然在家乡迎接春节

也不错，但跟家人一起去韩国旅行会更有意思。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春节长假期间点燃

韩国的八大热门新闻吧。希望对您下一次旅行也会有所帮助。文_徐英妵 照片_J-pHOtO,各品牌提供

仁川机场铁路(Inchon Airport Railroad)，
直通列车团
乘坐直通列车可以迅速抵达首尔市中心的主要站点。如果四人

一起购买，每人8000元的票价可以优惠2000韩元，只要6000韩
元就能买到。仁川机场铁路的直通列车团体优惠制度将延长到

2015年年末。四人以上可享受团体优惠，每人优惠2000韩元，四

人一起买总共可省8000韩元。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直通列车的座

位空间较大，可以放很多旅行包，特别受外国人青睐”。

3

www.hanyoutong.kr

5

韩国旅游发展局，春节将会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招待活动
在春节长假期间，中国游客将会剧增。从2月16日到2月23日，主导韩国旅游的

“韩国旅游发展局”将会在仁川、釜山和襄阳国际机场举行中国人招待活动。

举办该活动是为提高海外游客的满意度，增加对韩国的亲密感。特别是在活动

上还会赠送《韩游通》最新一期和全智贤代言的illi绿茶美白面膜赠品，一定要

记得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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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笔团”席卷中国综艺节目
韩国可爱的女子组合“蜡笔团（Crayon Pop）”参与的韩

中合拍综艺节目《韩流行星轨迹》点击率达到5亿人次，

人气一路飙升。该节目在中国最大视频网站优酷上点击

率高居榜首。《韩流行星轨迹》每集的点击量达到226.3
万多人次，在优酷旅行频道中遥遥领先。节目主要是去蜡

笔团常去的饭馆、服装店等，完成任务。蜡笔团凭借五名

成员亲切的形象展示着韩流明星的另一大魅力。未来她

们在中国的活动更令人期待。 

  
李多熙成为爱茉莉太平洋makeON代言人
综艺节目《真正的男人》依然非常受欢迎。最近女军特辑正在热

播，新加入的女军在兵营生活中经历了各种苦辣酸甜，既有欢笑，

也有泪水。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因出演《听到你的声音》而

成为韩流明星的李多熙。李多熙在艰苦的军营生活中肌肤依然姣

好，她的秘诀就是性能良好的美容工具。这是韩国顶尖的美容品

牌爱茉莉太平洋的洁面用具和化妆用具。她一直使用该款产品，

通过美 容按摩的刺激可以让皮肤效果比涂化妆品更好。 

《真正的男人_女军特辑》

来韩做美容整形之前请先做好准备!

最近介绍韩国最新美容整形趋势的《韩国美容整形高手18》发
行后成为热议话题。该书用中韩两种语言同时介绍知名医生们

汇聚的整容中心-江南发生的美容整形故事。韩国的童颜热潮

世界闻名，不仅是亚洲，韩国美容整形技术在全世界也备受好

评。N牙科的南庆洙教授被认为是牙齿矫正高手。韩国的整形

和美容手术量位居世界第七，如果想要来韩整容美容，在制定

旅行计划之前可以参考一下该书。

《韩国美容整形高手18》发行

则
时
尚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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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Kitty主题公园开业一年访问人数突破
40万人
在韩国最先迎接春天的就是济州岛。特别是济州岛可免签入境，

成为韩国旅行的首选之地。在春节等家庭旅客较多的节假日，

博物馆等室内旅行地较多的地区比较有利。听说在西归浦市开

业的名胜-Hello Kitty主题公园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顾客会增加

40%。Hello Kitty主题公园开馆一年后，访问人数突破40万人，

去济州旅行时一定要去看看。



4 K-TRAVEL 
街边采访

NUANG YUN FEI（音 30岁）

来韩次数 3次
 推荐 爱茉莉太平洋旗下的吕发膜

“我经常来韩国购物，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每次来韩国，我都会去一趟明洞。这次，我

选择了爱茉莉太平洋旗下的吕系列护发产

品，尤其买了很多的发膜。使用完洗发水后

再涂上发膜，能让干燥的头发变得柔顺。”

XU WEN JUN（音 32岁）

来韩次数 2次
 推荐 赫拉气垫粉底

“我买了赫拉的气垫粉底，目前在中国还没

有像气垫粉底这样的化妆品。一开始我觉得

气垫粉底很新奇，就尝试着开始使用，现在

我外出补妆时都用它，很方便，而且吸收效

果也不错。所以这次是特地前来购买的。”

KAREN（音 26岁）

来韩次数 5次
 推荐 江南站 Club

“购物固然很有趣，但是到江南站附近的

Club玩一玩也很不错。在江南站那里有很

多Club，我一般不怎么吃东西，而是跟着动

感的音乐一起尽情跳舞，玩得很尽兴。这次

我也是打算跟姐姐一起去一趟首尔江南站

附近的Club。”

ZHANG TING（音 21岁）

来韩次数 1次
 推荐 HAT’S ON帽子

“我今天买了HAT’S ON的帽子，一直知道

这个牌子是由Miss A的秀智担任代言人的，

这次亲自来看了看，帽子既可爱又美观，所

以我就掏钱买了。HAT’S ON的帽子色彩多

样，样式也别具个性，我十分喜欢。回中国

之后应该也会经常戴吧。”

WANG YING JUN（音 30岁）

来韩次数 1次
 推荐 南山韩屋村 

“昨天我去了南山韩屋村。与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首尔的现代化

高层建筑不同，我在那里欣赏到了别有特色的韩屋。作为韩国

的传统屋舍，韩屋除了美丽之外还十分的新颖。我来自上海，

那里也是旧式房屋与现代化建筑共存，没想到来到首尔也能

看到像这样传统与现代融会贯通的地方，我觉得很开心。”

RI RI（音 27岁）

来韩次数 2次
 推荐 Trick Art美术馆 

“我去了位于明洞的Trick Art美术馆，在

那里可以利用各种新颖奇特的背景进行拍

照。只要带着相机，怀揣一份愉悦的心情，

就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好几个小时。建议大

家和朋友们一起去Trick Art美术馆，创造

出与众不同的回忆。”

转眼寒风凛冽的冬天已经接近尾声，阳光温暖的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

明洞被誉为首尔的购物天堂，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身着鲜艳服饰、佩戴各

色饰物的游客们，像是在传达着春天到来的讯息。有的游客身着像彩色蜡笔一样有

着艳丽色彩的夹克，还有的游客戴着相隔甚远也能一眼看到的艳粉色帽子。

虽然人们的外套相比冬天变得轻便了许多，但大家因为两手都拎着购物袋，依旧不

轻松。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在这样兴奋愉悦的氛围中向游客们热情地打个招呼，

对他们的韩国之旅进行一番访问吧。文_罗礼真, 王冰心 照片_崔恒硕(Studio A One)

SHEN BIN（音 30岁）

来韩次数 1次
 推荐 汝矣岛 汉江公园

“大家一定要去汉江公园看看。汉江位于首尔市

中心，在其周边还有包括63大厦在内的众多首

尔代表性建筑。在那里既能欣赏到美丽的汉江

风光，又能在63大厦享受一番购物的乐趣。”

                 大家好！我是《韩游通》的罗礼真记者。

来韩国旅游一定不要错过这些!

GA GA（音 29岁）

每月来韩一次

 推荐 东大门

“我是一名时尚设计师，去年因为Fashion 
Work的关系第一次来到韩国，从那之后我每

个月都会来一趟。每次来韩国，我都会接触新

的时尚造型和灵感。我经常去DDP所在的东大

门，聚集着众多韩国年轻人的新村也不错。”

XU ZHUO RAN（音 21岁）

来韩次数 1次
 推荐 the SAEM面膜

“这是我第一次来韩国，买的

第一件东西就是the SAEM
的面膜。t h e S A E M是由

BigBang的GD代言的，面膜

封面上也印着GD的放大版照

片。作为一名GD的粉丝，我

看到印有他照片的面膜十分

激动。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

珍贵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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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ROVER

SBS电视剧《匹诺曹》在火热的人气中落下帷幕。

作为播出期间一直备受热议的电视剧，剧中女主

角朴信惠的着装打扮也备受人们瞩目。特别是朴

信惠每次都能通过背包在不同场景中演绎出简单

大方的魅力，引起了无数女性观众的好奇。其实

这些都是意大利时尚品牌“BRUNOMAGLI”的产

品。下面《韩游通》就向大家一介绍隐藏在《匹诺

曹》镜头之后的各种包包。它们虽然藏在暗处，

却依然光彩照人，是得到演员朴信惠青睐的包

包。文_罗礼真  照片_BRUNOMAGLI提供

观看韩流电视剧《匹诺曹》
开始寻找演员朴信惠的包包

狗仔队偷拍到了演员朴信惠在拍摄片场的样子。她手中拎的包包是

BRUNOMAGLI的“FANCY O ALTRO”，分为小号和大号两种尺寸。

这款包包是根据在剧中的名字“达浦”而取名为“达浦背背

包”后流行一时的BRUNOMAGLI
的畅销包，共有灰、黑两种颜色。

剧中朴信惠做实习记者时在电视台介绍的BRUNOMAGLI
包包“乐天可可”。

朴信惠接受记者面试时背的BRUNOMAGLI“维多利亚”背

包。

朴信惠在电视剧《匹诺曹》最后一集中成功变身成职业女

性的角色。她在这集中使用的包包是她自己亲自参与设计的

BRUNOMAGLI“SCALA SSINZ”，外观简洁大方，非常漂亮。

BRUNOMAGLI为
 《韩游通》读者提供的特别优惠

2015年2月13日（周五）~ 3月1日（周日）

BRUNOMAGLI在此为《韩游通》第六期的

读者—中国游客们提供特别优惠，购买任意

“BRUNOMAGLI”产品都可享受折上九折

优惠。优惠仅限BRUNOMAGLI明洞店、乐

天总店、乐天蚕室店、新世界总店和釜山总

店的顾客，可以在商品折后价格的基础上再

次享受九折优惠。

电话 82-2-757-8007

美利来 LESMORE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馆

飞盘 H&M 友利银行

BRUNOMAGLI（金刚制鞋）
电话 82-2-757-8007

四
号
线
明
洞
站

2号
线
乙
支
路
入
口



6 K-SHOPPING
品牌漫步

韩国因盛产美女而闻名，从洗面皂到爽肤水、精华液、润肤霜，打造皮

肤美人的韩国美肤产品应有尽有。这里就是KMALL24，您只需在中国当

地挑选商品，就在享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下面，韩流通将为您推荐14款
KMALL24的美肤产品。文_罗礼真 照片_吴惠淑(Studio A one), Kmall24提供

不用坐飞机亲自去那个国家也能通过网络确认海外最新潮流，购买心仪商品，如此

便利的购物时代已经到来。从韩国最新服饰到化妆品、厨房用品、人气歌手专辑，韩

国的所有商品都能在这里买到。由韩国贸易协会(KITA)运营的购物商城Kmall24是
专门针对海外消费者的网络购物商场。商品被分成K-Culture、K-Style、K-Life三大

版块，有服装、化妆品、育儿产品、餐具、文化商品等数千种商品可供选择。加入会员

无需复杂程序，只需用电子邮箱、名字、密码就能轻松搞定，非常方便。网站用英文

(Kmall24.com)、中文(Kmall24.com.cn)和日文(Kmall24.jp)三种语言运营。

您做好变漂亮的准备了吗？ 
只要轻轻一点,就能轻松
买到韩国美肤产品噢！

[KAOLION]
Waterfull Cleanser
223.55元

KLAIRS 温和黑糖磨砂膏, 79元

[TREEANNSEA] 
Eskimo Mella Fertile Soothing Toner, 90元

[DRAN]
Joyoon
Saeng gi Essence
(助润韩方营养霜)
40毫升

235.83元

[DRAN] 
Joyoon 
Saeng gi 
Eye Cream n
(新助润韩方眼霜)
25克
267.65元

[DRAN]
Wonder Teatree Oil 
(奇妙茶树精油)
50毫升

216.66元

杯装 (Cup Pack 8Set)
软膜粉套装

134.98元

[BEAUTYLAP]
CC ALL IN ONE4# CUSHION, 220元

思樂紛渗透保湿润肤膏, 254元

思樂紛润唇膏, 103元

[DRAN] 后夜再生面膜 100克, 242元

[SOB]
VAANETSHU
GOLD
AMPULE
73元

[VOVE]
Neclar aloe vera
purity 98%
moisture mist
40.48元

[Hwang Whoo Yeon]
皇后莲喷雾

216.54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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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ALL 24

KMAL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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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春天般光彩照人的三月新品系列

Urban Exploration Pack

“Urban Exploration Pack”涵盖了新百伦Premium系列中的1600 
/ 580 / 999三款鞋型，并采用薄荷色鞋面。三款鞋型的风格各不相

同，所以这次的新品也各具特色。1600款鞋型由于受到众多艺人的

青睐而积攒了大量人气，李敏镐在电视剧《继承者们》中所穿的运

动鞋即为该款型。而580款型更是被称为GD的“权志龙运动鞋”，

深受刘在锡、少女时代的允儿等诸多韩国艺人们喜爱。999这一款

型也于去年通过“Cherry Blossom”系列在运动鞋爱好者中间引起

热议，让人不禁对这次的Urban Exploration系列充满期待。

位于首尔购物中心的新百伦

在明洞、江南、狎鸥亭店、弘大等首尔的主要时尚大街，均设有

新百伦专卖店。新百伦位于弘大的大型旗舰店不仅出售运动鞋，

还经营运动服、时尚单品等丰富多样的商品，非常值得一逛。该

店于去年五月开始营业，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共分三层，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新百伦卖场。该店以“PPFE(Past Present Future 
Evolution)”为主题，瞄准新百伦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彰显了

其充满活力的运动生活理念。1层为限量商品及棒球区，2层为生活

区，3层则由新百伦最大展示商品构成。此外，位于狎鸥亭并即将

于6月份重新装修后投入营业的新百伦概念店占地两层，1层为展

示专区，2层则由限量区和生活区构成。在外国游客所熟知的明洞

店与即将迎来两周年店庆的江南店，也都可以买到包括限定款在

内的各式新百伦产品。

Information

唐恩都乐

H&M

弘大入口站

弘大店

阿迪达斯

优衣库

明洞店

明洞站

阿迪达斯

金刚制鞋

江南店

新论岘站

悦诗风吟

O-lens狎鸥亭店

狎
鸥
亭
罗
德
奥
站

新百伦（New Balance）是1906年诞生于美国波士顿的运动鞋品牌，其最初的消费对象是警察、消防员、邮递员等需要整天站立工作的人

群，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与众不同的舒适感与均衡性。新百伦运动鞋穿着舒适、便利，设计也十分美观，深受“韩流”艺人们喜爱。

想先睹为快今春新百伦最新推出的Premium系列运动鞋吗？下面就跟小编一起到首尔新百伦专卖店一探究竟吧！文_朴chana 照片_新百伦提供

李敏镐、权志龙、刘在锡的选择 新百伦运动鞋

位置 首尔市麻浦区弘益路20号（西桥洞 345-30）
电话 82-2-333-9901

位置 首尔市江南区狎鸥亭路50街14号（新沙洞 659-11）
电话 82-2-543-5465

位置 首尔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45号Wooshin大厦一层
    （瑞草洞 1304-5）
电话 82-2-3477-1906

位置 首尔市中区明洞8街39号（忠武路2街 66-19）
电话 82-2-775-6727



8 K-STAR
韩国明星

演
员
周
元
走出韩国进军中国，
实现国际化的“那家伙”的故事
最近，讲述杀人犯及其追踪者的电影《那家伙》在一片关注中完成了选角工作。那么，到底

是谁能够同时将悲伤和愤怒演绎得淋漓尽致，胜任追逐杀人犯的“那家伙”一角呢？他就

是如每个女孩在少女时代都梦想过的纯情漫画主人公般的男人—演员周元。从电视剧《假

面》中武艺超群的姜山，到《明日也如歌》中音乐学院的天才钢琴艺术生，再到电影《时尚

王》中梦想成为时尚王的叛逆高中生，周元似乎刻意为之一样，接二连三被各部根据原著

漫画改编的影视作品选为主人公。他与漫画的缘分甚至蔓延到了中国，被根据中国女作家

籽月的作品《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改编的同名电影选中。《韩游通》亲自采访了这位纵横

韩中两国的明星演员。文_罗礼真 照片_ 李浩英(Studio A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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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多多关注~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说来着？”采访开始前，记者听到了

周元的声音。他正跟身边的人学说中文，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大声练习，重复

几次后，说话声戛然而止，于是记者看到了四肢修长、身穿蓝色帅气外套的

周元。他安静地笑着，两腮带着浅浅的酒窝，与初次见面的记者打招呼，看

上去就像一个羞涩的少年。

“经常听人说我有两张不同的脸，有时候阳光明朗，有时候却散发着演坏人

的煞气。大概这就是我能在多部作品中饰演不同角色的原因吧。”

正如他说的一样，周元面带灿烂笑容的时候和微皱眉头的时候看上去判若

两人。打招呼时还少年般明朗的他一听到闪光灯的声音，立刻摆出专业造

型，双眼炯炯有神地凝视着镜头。

第一次与中国女演员合作

周元从去年5月开始不断奔波在韩中两国之间拍摄作品。他领衔主演的韩

中合作电影《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已经完成了拍摄工作，即将上映。这部

电影以中国人气畅销书为原著拍摄而成，讲述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爱情

故事。影片中周元所深爱的女人自然由中国女演员饰演。他接拍这部电影

没有按照一般韩国演员演中国影视作品的套路——先用韩语剧本演出，后

期插入中文配音，而是从拍戏时就100%用中文演。可是，原本一句中文也不

会说的周元为什么要挑战用汉语演戏呢？

 “拍戏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语言了。演戏不像我们平时说话那样，

还要把话里话外的感情表现出来，有时候过于投入角色，会突然

把之前已经背熟的台词忘到九霄云外。拍摄韩国电视剧时，演对

手戏的演员无论说什么都能轻松理解，所以只用背自己的台词就

行。但是因为我不会中文，拍这部戏的时候后不得不把搭档的台

词也背下来，感觉非常累。但为了更好地与中国演员们搭戏，将

感情戏演到位，我觉得选择用中文演戏这个决定是明智的。而且

虽然我说的中文很蹩脚，大家也都能理解我。（笑）”

电视剧

          《面包王金卓求》

这是演员周元的电视剧处女

作，以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
代为背景，讲述主人公们克

服各种逆境成为最顶级面包

师的励志故事。

2010

电视剧

《假面》

这部电视剧根据漫画家许英万

（音）1974年的漫画作品《假面》

改编而成，讲述日本殖民时期

男主角白天做日帝巡警夜晚变

身假面骑士的双重生活。

2012

电视剧

《明日也如歌》

该剧根据日本人气漫画

《交响情人梦》改编，讲述痴

迷古典音乐的热血青年们怀抱

音乐梦想的青春爱情与成长

故事。

2014

电影

《时尚王》

该电影讲述了一群对时尚一无

所知的叛逆高中生遇到传说

中的时尚王之后，梦想自己也

成为时尚“大咖”的一系列跌

跌撞撞成长故事。

韩中合作电影

《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

该电影讲述了三个男人同时

爱上一个女人的故事，

三个男人用各自不同的方式

表达爱意，描述年轻人之间的

爱情与友情。

电影

《那家伙》

这将是周元参演的第一部惊悚

影片，讲述一个一心追逐杀死

弟弟凶手的男人和为了不被抓

而不断逃亡的杀人犯之间令

人紧张心跳的追踪故事。

2014 计划
上映

计划
拍摄

演员周元的影视作品

虽然新环境曾经让他很难适应，但他还是如数家珍般地公开了在中国电影

片场拍戏时的幕后故事。“我刚去中国的时候，一起参演这部电影的韩庚

（Super Junior前成员）大哥将朋友家的店整个儿包下来给我接风，还准备

了很多好吃的，特别是羊肉串，简直好吃极了。”

“Orabang~”中国粉丝对他的昵称

中国粉丝们一看到周元就会高喊“欧拉棒（Orabang）”，这一昵称来源

于《明日也如歌》中与周元演对手戏的沈恩京向周元撒娇时的叫法。“比

起韩国粉丝，中国粉丝们似乎总是活泼开朗、充满热情，一看到我就叫

‘Orabang~’。每次看到她们，就能真切体会到她们是真的喜欢我，心里

很是感激。”

就像他在参演韩国真人秀综艺节目《两天一夜》时的表现一样，参加节目

时，周元并不会刻意打扮自己，即使在中国活动，他也希望能够不经修饰

地将自己的本来面目呈现给大家。“如果让我刻意装成另外一个人，将原

本的自己隐藏起来，我会感到压力很大，不就相当于每次活动都要戴上

面具吗？我每次参加活动都一心想把自己的本来面目呈现给观众，在中国

也打算如此。”

大概这就是原因吧，坐在记者面前说话的周元和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他几

乎一模一样，这让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感到惊诧不已。即使在没有相机镜头

和周围观众的地方，他也还是一样，时而灿烂笑着，时而露出认真的表情，

呈现真实的演员周元。

 “我想专心投入演戏，做一名能用演技感动观众、从而获得观众

喜爱的演员，而不是靠脸吃饭的明星。如果有人问我想在中国做

一名什么样的演员，那答案很简单，就是演技好的演员。（笑）”



电视机画面上一闪而过的明星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充满个性的时尚造

型。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近期最热门的韩流明星时尚扮相。
文_罗礼真 照片_J-PHOTO, 由各品牌提供

1快来看看她们都穿什么了?

从头到脚紧跟韩国明星时尚

曾是长直发代名词的演员全智贤变成了齐肩短

发。据了解，她剪掉头发是为了拍摄即将上映的电

影《暗杀》。换上新发型后，全智贤的活泼可爱气

质更加被突显了。

一提起“韩国代表性时尚明星”，人们自然就会想

到孔孝真。模特出身的她总是能够轻松驾驭别人

望而却步的出格造型，把它变成自己的风格。她

还经常通过混搭，将普通单品穿出别样风韵。

这位是女生组合4minute的成员泫雅。她去年推出个人单曲

《红》，获得了超高人气。泫雅也是诸多因为华丽的舞台表

演和大胆着装而备受热议的歌手之一，今年2月4minute公

开新曲《疯》之后，她曾变身力量感十足的女战士。

身穿明媚淡黄色大衣的演员全智贤选择了黑色名牌手提

包搭配。包包上虽然没有华美的花纹，但它冷艳的颜色和

充满女人味儿的设计却透着一种简约奢华的美感。

Pick！古琦Bamboo Daily手袋，www.gucci.com

Gorgeous Woman
演员孔孝真选择了牛仔布连衣裙。虽然设计看似简单，但浅色

牛仔布上方装饰的白色条纹却显得别有风味，搭配色彩鲜亮的

大红色指甲、唇膏和高跟鞋，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Pick！2econdfloor牛仔裙，www.2econdfloor.com

Young Denim
照片中泫雅身穿安哥拉羊毛质地的长款针织衫。她牛奶般白皙的皮肤与针

织衫及皮质打底裤完美搭配，充满感性魅力，鲜红的嘴唇则与奶白色皮肤

形成鲜明对比，非常吸睛。而鞋子，她选择了带有金银双色花纹的踝鞋。

Pick！宝妮（SUECOMMA BONNIE）踝鞋，

www.suecommabonnie.com

Gold & Silver 

K-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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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是刚刚在火热人气中圆满落幕的电视剧《匹诺曹》女

主角朴信惠。她先是凭借电视剧《继承人们》在中国大受

欢迎，接着主演的电视剧《匹诺曹》又在中国视频网站优

酷上创造了10亿点击次数，备受中国观众喜爱。下面《韩游

通》将向大家介绍她独特的着装和皮包选择的秘诀。

她是通过在中国开展活动逐渐站稳脚跟的韩国演员秋瓷炫，

凭借充满亲和感的形象获得了很高人气，甚至获得了“白雪

公主”的外号。此前偏重在中国活动的秋瓷炫回到韩国出演

综艺节目，她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直言不讳地说“曾真心喜欢

过刘在锡”，展现了率直坦诚的性格。

演员韩艺瑟是坊间著名的“全销女”，只要经她穿过

的衣服，样样都能全量售罄。外貌华美的她经常选

择颜色艳丽的服饰，不仅凭借可爱的女人味魅力俘

获众男性，还成为了广大女性争先模仿的艺人。

偶像组合Miss A成员秀智素来有“国民初恋”之称，凭

借清纯形象集所有男人的喜爱于一身。最近秀智在首尔

三城洞举行粉丝签名会，亲自与粉丝们见面。她带着标

志性笑容做出可爱姿态的照片也被暴光。

这是韩艺瑟给人带来活泼开朗感觉的着装造型。她身穿粉红色银

色、黑色大条纹相间的迷你连衣裙，裙边装饰着珍珠颗粒这款非修

身剪裁的宽松连衣裙给人一种洒脱自由的感觉。而皮鞋，

她选择浅粉色皮鞋与靓丽的衣服搭配在一起，十分和谐。

Pick! Ashish连衣裙，ashish.co.uk

Bling-Blin Style

秀智选择的是富含动感魅力的运动型时尚造型。她将棒球帽反戴在

脑后，身穿白色T恤，领子微微遮住颈部的半高领T恤颇具时尚感。

而袜子，她选择了与衣服相同色系的齐踝短袜搭配。

Pick！MLB T恤，www.mlb-korea.com

Sportism Fashion 

演员秋瓷炫经常留着一头浓密长发，浑身散发着女人味儿气息。她

身穿长T恤搭配同色系项链和手链，为单调的T恤增添了一份温柔的

女性魅力。而包包，她选择了奢华的棕色蛇纹皮包。

Pick！嘉宝柏林包，www.facebook.com/gaborkorea

With Grace

朴信惠的打扮让人不禁感觉春天确实已经来了。她身穿白

色透视衬衫，搭配皮质短裙，上身的淡粉色外套为她更添

了一层可爱气质。而包包，她选择了浅灰色调的单肩包。

Pick！Brunomagli的Glam包，www.brunomagli.co.kr

Lovely Lady 



kuho

LEBEIGE

MVIO

韩游通精选
 “K-STAR韩国流行单品”

看完明星们的时尚造型，下面一起来看看

《韩游通》推荐的时尚单品吧。从外套、衬

衫到打底裤，适合各种场合穿着的时尚造型

无所不有，属于简约时尚风格的着装搭配。

文_罗礼真 照片_第一毛织提供

K-WAVE 

 “昨天巨星A穿着出镜的衣服，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人气电视剧主人公和K-POP歌手等韩流明星们的影响力真是太大了，他们不仅实力超凡，着装造型也非常吸引眼球。就拿今年年初热映的一部韩剧来说，电视剧刚刚播出，剧中女主角

穿戴的时尚单品就成为了网络热议话题，只要是女主角穿过一次的衣服，第二天都会被抢购一空。若想知道现在最热门的时装潮流，完全可以参考影响力跨越韩国、覆盖整个亚洲的韩

流明星的着装造型。下面，汇集BEANPOLE，KUHO，LEBEIGE，GALAXY等所有韩国顶级品牌的时装集团“SAMSUNG FASHION”将为大家提供人人都想效仿的韩流明星造型单品。

大大咧咧网络女记者的日常造型

“凭借可爱无厘头的魅力
接近暧昧男”

外套 89万8000韩元 KUHO，卫衣 49万8000韩元 KUHO，衬衣 

29万8000韩元 KUHO，裤子21万9000韩元 BEANPOLE LADIES

巨星机场造型必入单品

“穿件韩流明星喜爱的短
外套酷酷度过年末”

短外套 29万9000韩元 MVIO，卫衣11万5000韩元 ROGATS 
COLLECTION，裤子18万8000韩元 BEANPOLE MEN

来自星星的外星人也为之着迷的打扮

“穿件甜美的棉花糖粉色外衣，
任何男人应该都会为你着迷吧？”

大衣 85万8000韩元 KUHO，针织衫 74万韩元 LEBEIGE，短裙 

23万9000韩元 BEANPOLE LADIES



#K-STAR
SHOPPING TIP

rogatis

collection

Beanpole

Ladies

galaxy

LIFESTYLE

BEANPOLE

MEN

韩国旅行必入单品！

将这张介绍放入旅行包，将有机会

比别人更先接触到2015年春最流行

的韩流明星潮流单品。

韩流明星造型单品购物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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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记者第一天上班的温暖打扮

“外层高傲里层温暖！
用反转风格的套装造型俘获女人芳心”

外套 89万8000韩元 KUHO，卫衣 49万8000韩元 KUHO，衬衣 

29万8000韩元 KUHO，裤子21万9000韩元 BEANPOLE LADIES

偶像女明星们风衣造型

“用剪裁合体的白色衬衣搭配
经典风衣造型才是正解！”

大衣 55万9000韩元 BEANPOLE LADIES，衬衣 74万韩元 

LEBEIGE，裤袜 48万韩元 LEBEIGE
大衣43万8000韩元 BEANPOLE MEN，卫衣8万9000韩元 BIKE 

REPAIR SHOP，裤子15万9000韩元 GALAXY LIFESTYLE

单恋韩流女神的男人都是格子控？

“一辈子只喜欢你一人~ 天生专情男人
的有范儿休闲穿搭！”



电视剧中千颂伊家的客厅系列 《星你》展示馆也是婚纱摄影胜地 展示馆出口前有间炸鸡店，可以在此尽享炸鸡啤酒

2寻找韩流明星之旅

从重现去年最热门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片场与剧中物品的展示馆，到K-POP代表品牌“SM娱乐公

司”经营的个性综合文化空间，《韩游通》将向大家介绍可以愉悦全球韩流粉丝五官的韩流体验馆。
文_朴chana 照片_安浩成、吴慧淑(Studio A One)、SM娱乐公司提供

愉悦五官的四大最佳韩流体验馆

SBS电视剧特别策划展出

 《来自星星的你》

想不想变成《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都敏俊和千颂伊前往电视剧里的

空间中尽情感受一番？现在，这样的梦想可以在现实中轻松实现啦

～在一山KINTEX举行的《来自星星的你》特别策划展出重现电视剧

拍摄片场和剧中出现过的各种物品，令人恍若变身成电视剧主人公

一样，陷入美好的幻觉。从去年6月开始，东大门设计广场（DDP）曾
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相关展出，这次新的展出在策划方面做了进一

步升级，计划举办至今年8月31日结束。东大门展出期间共吸引了10
万多名游客，其中80%都是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韩流粉丝。相比

之下，这次KINTEX展出的策划程度更高，内容安排更加紧凑有趣，

而且大幅扩大了3D视频上映、假想现实体验等特色体验区。此外，

展出场馆还根据剧情走向，依次设置了开场、偶遇、相逢、心动、思

念、命运、相爱等不同主题空间。场馆内还入驻有漫画咖啡厅和炸鸡

专卖店，可供游客坐下吃饭或稍事休息。一天的展出结束后，提前预

约的访客还可在展馆内部进行婚纱摄影，预计将吸引大批喜爱特色

浪漫氛围的准新人前往咨询。展出场馆有往返附近地铁站的专用班

车，并在首尔东大门和明洞等中华圈游客较多的市中心地区设有始

发班车，方便外国游客前往观展。在官网下载特别优惠券或拍照后

出示给售票口售票员，可以获得9折优惠。

如何前往 首都圈地铁3号线大化站1号口出站后乘坐专用班车(每20分钟一班)，

在东大门(乐天Fitin门前)或明洞(乐天Young广场前的城市旅游大巴停车场)乘坐专用班车

营业时间 上午10:00~下午7:00 价格 1万5000韩元

地址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408(大化洞2600)、KINTEX第二展示场户外特设

展览馆 电话 82-70-8260-8807 官网 lovefromstar.sbs.co.kr/main_chinese.html (中文)

K-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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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星星的你》特别策划展出，各项主题展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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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之门 将都敏俊瞬间移动时使用的时空之门设置

在展会的入口处，暗含从此进入了电视剧世界。

都敏俊的外星人服装 陈列着都敏俊在电视剧中穿的

外星人服装。

Intro 出发

漫画咖啡店 这里重现了千颂伊需要安慰时喜欢去的朋

友洪社长开的漫画店，而且是一家真实的漫画咖啡店，

顾客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饮料或看上一本漫画书等。

04 思念

千颂伊的轿子 用电视剧前半部分的朝鲜时代背景为

主题，重现了剧中千颂伊乘坐的轿子。千颂伊的轿子掉

落悬崖时，都敏俊曾出手挽救。

千颂伊的发簪 千颂伊戴过的发簪，送给都敏俊的告别

礼物，也是推进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

01 偶然

都敏俊的自行车与公用电话 重现电视剧中都敏俊实际

骑过的自行车和他瞬间移动镜头中出现过的公用电话。

3D视频体验区 游客可佩戴3D眼镜观赏将2D形式的电

视剧变成3D的5分钟视频，除了电视剧镜头外，还可观

赏制作成3D画面的韩流明星演出镜头。

时间滑块体验区 可以像电影《黑客帝国》中的镜头一

样体验看似空中静止悬浮的拍摄技法。

媒体桌 可观看都敏俊和千颂伊的照片集、欣赏电视剧

OST或观看精彩视频。

05 命运

与都敏俊&千颂伊合照留念 在这里可以通过色键抠像系统与两位主人公合照

留念。拍照体验免收费用，如需打印数码照片，需另行支付5000韩元。

电视剧中的CG视频 游客可以再次欣赏大量使用电脑绘图(CG)的电视剧《来自

星星的你》中以CG方式拍摄的视频。

假想现实区 可以通过假想现实眼镜，随意观看小法国村、N首尔塔、长沙岛海上

公园等电视剧取景地。

俯瞰江南大路的露台 这里是CG拍摄技术大放异彩的地方，可供游客进行CG拍
摄体验。

都敏俊家和千颂伊家(主展区) 这里是剧中都敏俊家和千颂伊家的拍摄片场，

也是展出的主展区，游客可以前往都敏俊的书房或千颂伊的衣帽间、卧室等观

赏一番。

03 心动

介绍视频 用视频展示都敏俊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轴。

公寓走廊和电梯 都敏俊与千颂伊分别生活的2301号和

2 302号公寓走廊，这里的电梯就是两位主人公在现代

社会中相遇的地方。

02 相遇

写在剧本上的留言簿 游客可在根据电视剧剧本制作的

留言簿上尽情写下自己想说的话，就像编写台词一样。

红地毯拍照区 用图案重现电视剧中颁奖典礼场景，可

供游客拍照的区域。

 《来自星星的你》照片展 向游客展示从电视剧开播到结

尾的各种经典镜头的剧照照片。

纪念品商店 出售千颂伊眼罩等各种电视剧中出现的

单品和纪念品。

06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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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TOWN 
COEX艺术中心

SM TOWN COEX艺术中心由旗下拥有EXO、少女时代、东方神

起、Super Junior等韩流偶像明星组合的制作公司、韩国最大规

模的策划公司之一SM娱乐公司（以下简称SM）经营，位于三成

站COEX内部。这座6层建筑被布置成了SM旗下艺人主题公园，

充满各种令K-POP粉丝们热血沸腾的文化产品。一楼“迎客区

（Welcome Zone）”华丽感性的媒体墙给人一种明星们正在现

场欢迎游客来访的感觉；二楼的“SUM”名人馆将原有的MD店
升级，专门销售韩流明星亲自设计或与一些品牌合作制造的商

品，拥有由SHINEE成员KEY设计的戒指、东方神起瑜卤允浩设

计的水晶手链等各种吸引眼球的单品；三楼的“SMTOWN录音

棚”分为主唱训练、画报照片、音乐MV等不同区域，为游客提供

特色体验服务，只能通过提前预约参与体验，竞争非常激烈，有

需要的游客最好赶快行动起来；在四楼的“LIVErary咖啡店”，

可以吃到以SM旗下歌手为主题制作的冰淇淋和马卡龙等特色甜

点，并购买限量版MD商品；五楼和六楼的“剧院（THEATRE）”
是艺术中心的主要空间，经常召开粉丝见面会、明星秀场、全息

图音乐剧等表演活动，目前正在上演东方神起最强昌珉和EXO
秀浩、秀敏等参演的全息图音乐剧《学校OZ》。

如何前往 首都圈地铁2号线三成站5号或6号口出站后步行两分钟

营业时间 上午11点~下午10点（纪念品、饮料、体验费用另行支付）

地址 首尔市江南区岭东大路513（三成洞159）
电话 82-2-6002-5811（SUM）、5820（录音棚）、5838（LIVErary咖啡店）、82-2-
1644-0180（剧院）官网 www.smtownland.com (中文网站正在筹备)

来访SM TOWN STUDIO的SHINee成员们

在LIVEary Café摆pose的EXO世勋和伯贤

来访SUM的少女时代成员和在橱窗中进行展示的

少女时代舞台服装的少女时代舞台服装

华丽的SM TOWN COEX ARTIUM外观

体验制作MV的SM TOW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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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塔“星光大道”馆

乐天免税店经营的韩流体验馆“星光大道”共有明洞、COEX和蚕室

三个分馆，其中蚕室世界塔“星光大道”馆尤其吸引眼球。在蚕室世

界塔名品馆逛完7楼和8楼的免税店后下到6楼，“星光大道”立刻映

入眼帘。在这里可以与真人大小的金秀贤、李敏镐、张根硕画像拍照

留念，可以做一套带有明星照片的美甲，将手放在明星留下的手印

上，相应明星还会立刻出现在大型屏幕上给大家打招呼。另外，游客

还可以和电视剧《继承人们》的韩流明星李敏镐、朴信惠一起乘坐

潜艇，来一场“假想旅行”，或者和视频中的EXO、Super Junior成员

等一起跳一场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拼图、塔罗牌、看命相等各种

与韩流明星有关的文化产品，置身其中，几乎感受不到时间流逝。目

前，这里正举行促销优惠活动，3月份之前来免税店购物超过100美
元的中国游客可免收门票，还能享受美甲优惠。（优惠活动仅面向自

由行游客，不针对团体游客）

如何前往 首都圈地铁2号线或8号线蚕室站1号口出站后步行两分钟

营业时间 长期开放

价格 1万韩元（除门票和美甲外，还可享受一次收费文化产品服务）

地址 蚕室乐天世界塔名品馆6楼
电话 82-2-1688-3555 官网 cn.lottedfs.com（中文）

江南观光信息中心 韩流体验馆

位于首尔江南区狎鸥亭洞的江南观光信息中心是《江南Style》的取

景地，负责为游客提供各种指南、翻译、医疗旅游咨询和货币兑换

等各种便利服务，还是江南城市旅游巴士“无轨电车”的始发地。信

息中心二楼是一个销售韩流明星相关MD商品并可供游客进行多种

体验活动的韩流体验馆，中间的大型屏幕上经常放映着偶像组合

的MV、国内外K-POP相关颁奖仪式和K-POP节目等内容，还可通过

“触摸明星区”欣赏韩流明星们的幕后花絮视频。设在体验馆一角

的“数码显示器版本”可供游客与韩流明星拍摄合成照片，并立刻

发送到自己的电子邮箱。另外，游客在这里还可亲眼看到少女时代、

EXO等韩流明星的真实个人藏品、衣服、手印等，甚至可以身穿韩流

电视剧或K-POP明星们的舞台装和不同类型的舞台造型拍照留念。

体验馆还设有模仿《绅士的品格》等著名电视剧片场的休息空间，游

客可以尽情在这里制造首尔旅行的特别回忆。

如何前往 首都圈乘坐地铁3号线狎鸥亭站6号口出站后步行两分钟

营业时间 上午10:00~下午7:00
价格 免费

地址 首尔市江南区狎鸥亭路161（狎鸥亭洞428），江南观光信息中心2楼
电话 82-2-3445-0111
官网 cn.tour.gangnam.go.kr(中文)

面向中国游客的

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m a r  .  a p r

与韩流明星一起进行假想潜水旅行

韩流明星们的手印

按实际大小制作的金秀贤，李敏镐，张根硕蜡像

江南旅游信息中心韩流体验馆中展示的明星物品及舞台服装 可以与韩流明星拍摄合成照片的“Digital Scope Vision”

在江南旅游信息

中心韩流体验馆

试穿舞台服装。



3韩流明星亲临的美甲店
指尖上春意盎然的指甲颜色

在浅色系彩色甲油上勾勒出可爱的漫画设计，价格

17万韩元。

红色系甲油搭配白色圆点花纹和立体闪钻，亮点十足，

价格为9万韩元左右。

这是S M娱乐公司旗下东方神起

（TVXQ）成员瑜卤允浩和最强昌珉

的签名，他们在2014年发行的第七

张正规专辑《TENSE》封面上签名

并写下了留言。

S M娱乐公司旗下S H I N E E成员温流、钟

铉、K e y、珉豪、泰民在第五张迷你专辑

《Everybody》上留下了光顾的痕迹。

地址 首尔江南区岛山大路89街24（清潭洞 126-3）
营业时间 上午10:00~下午8:00（周日及节假日停业休息）

费用 凝胶甲10万韩元左右（不同设计样式的价格不同）

电话 82-2-545-3146

 清潭洞 HARAGO美甲店

HAR AGO美甲店像是一颗遗珠，它位于清潭洞

JYP娱乐公司和CUBE娱乐公司附近，因为明星

艺人经常光顾而闻名。随着引领K-POP潮流的

男女偶像歌手的经常光顾，这家店名声大噪。

HARAGO的独特之处在于店里不仅吸引了大

批女性偶像明星，还有一批忠实的男性偶

像明星顾客。SM娱乐公司旗下f(x)、EXO、
SHINee、东方神起（TVXQ）等偶像组合成

员亲笔签名的海报和专辑贴满了HARAGO
的墙面。金贤雅（音）经理透露“E XO
成员G.O.、4Minute成员南智贤以及

《K-POP STAR》第二季出身的白雅妍

（音）都来过店里”。HARAGO美甲店

认为，“透视甲”将是今春新的流行趋

势。先在指甲上涂一层清爽的透明甲油，

再加上自己喜欢的设计样式，这种“透视

甲”非常适合张扬自我个性。另外，用施华

洛世奇元素装饰的美甲造型也非常适合活力四射

的春日氛围。虽然这家店所在的位置较为偏僻，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下车后还要乘坐10多分钟出租车才能

到达，但正如酒香出深巷，一手漂亮美甲带来的愉悦绝不

枉来此白走一遭。

红的、粉的、黄的……这可不是在说五颜六色的花朵，而是在说指尖上春意盎然的指甲颜色。从鲜亮夺

目的亮彩色系到低调沉静的灰暗色系，几乎包罗万象，还有各种风格独特的装饰品。

下面《韩游通》记者将向大家介绍几家韩流明星经常光顾的美甲名店。文_高yeoul 照片_金妍智（Studio A One）

K-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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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洞 THE NAIL
与一般美甲店的一字型长桌不同，这家店最大的特点在

于店里的桌子都是单桌独座，方便为顾客提供单独的美

甲服务。另外，店里还设有用华丽吊灯装饰的VIP包间，

供客人在享受美甲服务的同时能够轻松休息片刻。因为

在电视节目中表现活跃而备受喜爱的歌手Bada是店里

的常客，每个月都会光顾两次以上。THE NAIL推荐的今

春流行美甲造型是柔和哑光原色甲油。

地址 首尔江南区江南大路152街45四楼（江南区新沙洞536-8）
营业时间 上午11:00~下午10:00（节假日当天休息）

费用 凝胶甲 基础美甲6万韩元（不同的设计造型价格各不相同）

电话 82-2-512-0260
在黑白撞色甲油上加涂柔和粉彩，营造出透视美甲效果，

价格10万韩元左右。

狎鸥亭 MAGIC TAN
MAGIC TAN是照搬日式美甲风格的一家美甲小店，用

日本传统凝胶甲做出的强烈色彩效果是这家店的招

牌法宝。考虑到指甲不小心损伤后很难恢复，MAGIC 
TAN坚持为顾客使用高级甲油产品，因此虽然价格昂

贵，仍有大批艺人明星为拥有一手健康的指甲而前来

光顾。凭借出演SBS电视剧《继承者们》大受欢迎的女

演员金成铃每周都会到店里光顾两次。MAGIC TAN推
荐的新春美甲潮流是极简个性设计风。

地址 首尔江南区善陵路157街21四楼（江南区新沙洞657-20）
营业时间 上午11:00~下午9:00（周日和节假日休息）

费用 凝胶甲 基础美甲5~6万韩元左右（不同设计造型的价格各不相同）

电话 82-2-542-7010
用荧光色甲油上色后加涂波普风图案，打造潮味儿十足的

美甲造型，价格21万韩元。

明洞 女巫美甲店(WITCH NAILS)
位于明洞的女巫美甲店是一家备受海外游客喜爱的美甲

店。进入店门后立马能听到各种用外语说话的声音，店

里各国国籍的外国顾客几乎和韩国客人一样多。另外，女

巫美甲店还特地安排了会说中文的员工，对来自中华圈

的顾客给予特殊照顾。定制型美甲服务是这家店的最大

特点，可以根据客人带来的美甲图片做出最为相似的美

甲造型。女巫美甲店推荐的今春流行美甲造型是彩色系

的糖果色美甲，珊瑚色系的指甲油非常适合打造可爱少

女形象。

地址 首尔中区明洞8街38二楼（中区明洞2街 52-22）
营业时间 上午11:00~下午10:00（节假日当天休息）

费用 凝胶甲 基础美甲6韩万元左右（不同设计造型的价格各不相同）

电话 82-2-318-1533
用浅珊瑚色打造活泼温柔女性形象的立体亮钻美甲，价格

18万韩元。

新沙洞 THE NAIL

狎鸥亭 MAGIC TAN

女巫美甲店（WITCH NAILS）

韩游通中国记者王冰心的美甲感想_ 在女巫美甲店（at WITCH NAILS）
图为正在明洞女巫美甲店接受美甲服务的中国记者王冰心。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孩，她也沉迷于给指甲涂上各种颜色。喜欢频繁改变

指甲颜色的她经常选择涂色甲油，而不是凝胶甲。珊瑚色系的柔和彩粉美甲造型看上去洋溢着春天的温暖气息。



一进到位于合井地铁站3号出口前的BBQ咖啡合井Star
店，印有INFINITE成员李成烈照片的大型百叶窗便映入

眼帘，这里就是成烈父母所经营的餐厅。2015年，INFINITE

组合也将更加活跃。在今年年初举办的首尔歌谣大赏上

INFINITE同时获得了本奖和韩流特别奖，创造了双冠王的纪录。成烈也往返于

韩国及海外，行程密集。据说，最近连他的父母想见上自己儿子一面都变得十

分困难。幸而有成烈的弟弟大烈经常来店里帮忙。大烈和哥哥同属于一家经纪

公司，他目前还在以练习生的身份活动。得益于众多粉丝的捧场，不论工作日

还是周末，餐厅生意都十分兴隆。成烈的父母忙着欢迎前来光顾的粉丝们，甚

至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然而，二老仍尽全力提供最周到的服务，因为他们能

体会到粉丝们为了儿子而特地前来的那份心意。店里最具代表性的招牌美食为

连锁品牌炸鸡，用橄榄油炸制的鸡肉清脆可口，喷香诱人。除了以“Premium
咖啡”为主题的炸鸡之外，店里还提供了海鲜辣味疙瘩汤及各种意大利面等极

富特色的混合菜单。BBQ咖啡合井Star店的落日啤酒、海洋啤酒等鸡尾酒啤酒

也十分可口，适合和朋友一起在这里举办“炸鸡+啤酒”Party。

女演员朴信惠继电视剧《原来是美男啊》、《继承者

们》之后，又推出了新作《匹诺曹》，在中华圈享有很

高的人气，甚至被誉为“大陆女神”，是名副其实的韩流

明星。朴信惠也是微博粉丝数最早突破700万人的韩国女演

员，她还举办了亚洲巡演，人气可谓如日中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拥有惊人

人气的明星却会出现在首尔江东区的某个餐厅，提供大堂服务，帮忙烤肉。那

里就是朴信惠父母所经营的烤牛肠店。烤牛肠江东区厅店于2013年5月开业

迎客，该店虽远离首尔市中心，却距离朴信惠的住所及其经纪公司很近。朴

信惠的粉丝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从店铺开业起便常常光顾这里。到现在为

止，一半以上的顾客仍为其粉丝，其中还有40%的人是专门从国外慕名而来。

牛百叶、牛杂、大肠等牛内脏也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深受顾客好评。店里张

贴着朴信惠曾出演过的电视剧的海报，墙上还有曾光顾过这里的明星们的签

名，还堆满了粉丝们精心赠送的礼物。以孝女著称的朴信惠经常来店里帮助

父母张罗生意，她还经常和朋友一起来店里用餐。如果您运气足够好的话，与

“深受大陆喜爱的演员朴信惠”亲密接触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INFINITE成烈, BBQ咖啡合井Star店 朴信惠,烤牛肠江东区厅店

菜单 黄金橄榄炸鸡拼盘（M）1万8900韩
元，（L）2万7000韩元

海鲜辣味疙瘩汤 1万2900韩元

落日啤酒·海洋啤酒各 4300韩元

营业时间 上午11:30~凌晨12:00（晚上

11:00后不再下单，全年无休）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杨花路8街5号小千大

厦（西桥洞 395-46）
电话 82-2-325-9282~3

菜单 特什锦拼盘（2人份，550克）

5万6000韩元  营业时间 上午11:00~凌晨

11:00（周日休息） 地址 首尔市江东区城内路

62号贞仁大厦（城内洞 548-3）
电话 82-2-478-1192

4不仅能品尝到美食, 更能与明星亲密接触

由韩流艺人经营的首尔市内美食店全攻略

K-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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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游客的

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m a r  .  a p r

歌手具俊晔曾以“酷龙”这个名字积极活跃于90年代

的台湾等中华圈，可谓是“韩流第一代元老”。在开拓

了韩流市场之后，具俊晔担任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的DJ，并至今仍在美国、欧洲等世界性舞台上大放

异彩。2013年，他与Teen Top组合一起登上在台湾举行的《M! Countdown》
舞台，受到了台湾粉丝的热情追捧。具俊晔在事业方面也独具特色，几年前他

与歌手沈泰允一起创立了名为“沈羊”的羊肉串品牌，在首尔市内目前已拥有

包括清潭总店在内的庆熙大店、梨泰院店及弘大店共四家店面。因为品牌采

取由总公司直接负责管理一切的直营店形态，而非连锁店，因而四家店铺的

味道及服务均维持统一水准，这也是其特色所在。具俊晔和沈泰允还会到各

分店亲自烤肉，给粉丝们签名，一起拍照。沈羊的咖喱和照烧风味羊肉串等特

色菜品一直享有很高的人气，以其独树一帜的温和、清淡的羊肉串口味为傲。

除羊肉串以外，由羊排所制成的肉串也颇受顾客喜爱，其价格（以十串为单

位）较普通羊肉串贵1000韩元。《Running Man》的Gary、Super Junior的金希

澈以及《无限挑战》的郑俊河等艺人们也经常光顾此店。如果您也喜欢吃羊

肉串，那么一定要来尝尝呀！

若要评选出韩国人气最高的综艺节目，那么《无限挑

战》首屈一指。在近期播出的《星期六星期六我是歌

手》（以下简称《六六歌》）特辑中，曾活跃于90年代

的歌手们再次同台演出，在韩国国内掀起了一阵热潮。在

《六六歌》特辑结尾画面中出现的歌手们表演结束后聚餐的场所就是位于弘

大的“401餐厅”。这是由凭借《无限挑战》、《Running Man》等节目不仅在韩

国，在整个中华圈都拥有数万粉丝的哈哈以合伙人身份经营的一家猪肉BBQ
美食店。401餐厅于去年6月开业，是把哈哈原先经营的牛杂店重新装修后开

张的。店名中之所以出现401这一数字，是因为哈哈等三名合伙人从前一起居

住的维拉别墅的号数为401号。在店里可享用到由炭火烤制的肥美猪肉再蘸

上凤尾鱼鱼酱一起食用的济州风味烧烤料理。401餐厅所提供的肉类品种包

括像牛排那样丰厚的梅花肉、嚼劲十足的带皮猪五花、猪颊肉以及猪颈肉，

每周2~3次由济州岛空运而来。菜单上还标有“若猪肉非济州岛所产，我们三

名代表将跳进汉江”这样搞怪的宣言，顾客们可以放心地大快朵颐。餐厅的

墙壁上用韩语、汉语、英语、日语四种语言对菜单及食用方法进行了说明，即

使是初次接触韩式BBQ料理的人，也可以轻松享受美食之乐。

酷龙具俊晔（DJ Koo),沈羊哈哈,401餐厅

菜单 梅花肉猪排·带皮猪五花（200克）各1万
5000韩元，猪颊肉·猪颈肉（180克各1万5000韩
元 营业时间 工作日 下午4:00~凌晨2:00
周末 下午4:00~凌晨4:00（全年无休）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小桥路23号（西桥洞395-17）
电话 82-2-325-0805

菜单 羊肉串10串（180克）1万1000韩元，

羊排骨肉串10串（180克）1万2000韩元

营业时间 上午6:00~下午6:00（全年无

休）地址 首尔市江南区岛山大路408号宸

宇大厦（清潭洞 2）
电话 82-2-545-9211（清潭总店）

有句谚语，叫“一石二鸟”，意思是说扔了一个石头却同时打中了两只鸟，比喻只做一件事情就获得了两样收

益。在首尔市内，也随处可见像“一石二鸟”这样既能品尝到韩式料理，又能与韩流明星亲密接触的美食店。

如果您也是某个明星的粉丝的话，一定要去一趟他们的家人所开的美食店里看一看噢！文_朴chana 照片_吴慧淑(Studio A One)

©沈羊



5
去年6月，韩式生活品牌JAJU的旗舰店在新沙洞林荫道开张营业。该店从地下一层

至地上三层，占地面积达560平方米，各层的商品种类都不相同。JAJU秉承着“打

造愉悦、便利的都市生活”的理念，把商品的实用性放在第一位。JAJU立足于韩

国人实际收纳空间不足这一情况，开发出了可多功能使用的商品，不仅有厨房、卧室、

浴室等家庭装饰品，还包括野餐用具及设计文具产品，非常值得一逛。

地址 首尔江南区岛山大路13街15号（新沙洞 536-16）营业时间 上午11:00~晚上10:00（周一至周六），上

午12:00~晚上9:00（周日及公休日）电话 82-2-3447-3600 官方网站 www.sikorea.co.kr

日本生活馆“niko and…”是一个以强调并追求个性样式为主题的品牌。该品牌名

称源于“Nobody I Know Own style”，正如名字所起的那样，店里出售各种优质

的设计商品。“niko and…”为顾客们提供了从服饰到装饰小物共计14种的商品类目，

可逛性较高。去年7月，“niko and…”在江南一开业，就创下了该品牌的75家海外店

铺中销售额第一名的业绩。店里不仅有时尚、厨房、室内装修等商品，还提供了多种

文具类等杂货商品，尤其深受20~30多岁女性消费者的喜爱。

地址 首尔瑞草区江南大路435号周留成大厦（瑞草4洞 1305-5）营业时间 上午10:30~晚上10:00（周一

至周四），上午10:30~晚上10:30（周五~周日）电话 82-2-592-3560 官方网站 nikoand.dot-st.kr

Shop goodS

Shop goodS

 儿童大象靠垫 1万8900韩元  红色阴影台灯 4万9900韩元  内斯蒂香皂 1万2000韩元   安宁松鼠趣味餐碟 

5500韩元   浴巾 6900韩元   Dino家居鞋 9900韩元

    边框 2万4200韩元     肥皂及皂盒 各2万韩元和3万3000韩元     土豆靠垫罩 3万3900韩元     动物家居鞋 3万
8800韩元     三段式猫头鹰木偶 4万韩元     靠垫罩 9万4400韩元

niko and…打造专属的个性化空间

JAJU 折射出韩国人的都市化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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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馆强势登陆韩国市场

从价格、品质到设计！为您介绍四家生活馆

当今，韩国消费潮流的“弄潮儿”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生活品牌。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房间内度过，而装饰房间的            家具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最近的趋势是挑选“性价比”较高的商品。随着购物意愿的降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商品的

价格和品质都非常注重起来。如果您也对两者无法做出取舍，那么建议您不妨来生活馆看一看，那里不仅价格公道，各式各样             品味卓越的设计商品也应有尽有。下面，小编就为您介绍四家能让您欣然掏出腰包的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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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罐蜡 2万5000韩元     烛台 2万5000韩元     朱红色水杯 9000韩元     蝴蝶托盘 2万9000韩元     糕点碟 

6万9000韩元     黄色边框 4万9000韩元     茶壶 5万9000韩元

面向中国游客的

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m a r  .  a p r

H&M于1947年在瑞典创立，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3300多家店铺的国际化品牌。其

中，2009年创立的H&M HOME以“时尚家庭”为主题。去年10月在蚕室乐天世界购

物中心地上二层正式营业的H&M HOME占地面积达200多平方米，并推出了用途

多样的商品。特别是这次的早春时装周运用几何元素并从自然中获取灵感，从而营

造出了地中海的气韵。从家居生活必需品到内部装饰小物，H&M HOME推出了丰

富多样的商品以供顾客挑选。 

地址 首尔松坡奥体路300号购物中心地下一层，地上1-2层（新川洞 29）营业时间 上午10:30~晚上10:00 
电话 82-2-1577-6347 官方网站 www.hm.com/kr/department/HOME

拥有十多年历史的ZARA HOME是西班牙的室内装修专业品牌。其商品由3500多名

来自世界各国的设计师设计完成，每季都能反映全球趋势并打造出风格简练的家

庭装饰空间。位于三成洞Coex商场的ZARA HOME每周都会发布两次新品，每年会

举行两次反映各季流行趋势的展示会。ZARA HOME展示会不仅有卧室、浴室、餐

具类等家庭用品，还包括家居服、蜡烛及芳香剂等商品。

地址 首尔江南区奉恩寺路524号Coex商场E103（三成洞 159）
营业时间 上午10:00~晚上10:00 
电话 82-2-3453-9495 
官方网站 www.zarahome.com

Shop goodS

Shop goodS

    金鱼毛巾 1万5000韩元     鹦鹉靠垫罩 1万5000韩元     粉色花蜡 1万5000韩元     墙纸 1万7000韩元     糕点

碟 2万5000韩元     烛台 1万1000韩元     四色靠垫罩 2万5000韩元

H&M HOME足不出户，感受异国特色的地中海风光

ZARA HOME设计国际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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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直以来起装扮作用的服饰、小饰品及化妆品是消费市场主力军的话，如今是时候改变改变了。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以室内装饰小物、家具、设计作品等装饰室内、办公室空间的消

费用品正在逐步入韩国市场。为此，开始有明星为生活品牌担任代言人，韩国消费者的喜好也在发生着

变化。下面就来看看《韩游通》为您提供的最新资讯吧！文_高yeoul  照片_李浩永 (Studio A One), H&M HOME·ZARA HOME提供

当今，韩国消费潮流的“弄潮儿”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生活品牌。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房间内度过，而装饰房间的            家具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最近的趋势是挑选“性价比”较高的商品。随着购物意愿的降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商品的

价格和品质都非常注重起来。如果您也对两者无法做出取舍，那么建议您不妨来生活馆看一看，那里不仅价格公道，各式各样             品味卓越的设计商品也应有尽有。下面，小编就为您介绍四家能让您欣然掏出腰包的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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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片区 兰芝片区

杨花片区 仙游岛片区

汝矣岛片区

望远片区

01 03

04

05

06

02

江西湿地生态公园
江西湿地生态公园位于傍花与幸州两座汉江大桥的

南部桥基之间，园内有淡水地、湿洼地及多种水生

植物。该公园于2002年7月投入运营，并设有候鸟探

访路及瞭望台，是远近闻名的候鸟观赏圣地。

地址 首尔市江西区开花洞47号

电话 82-2-3780-0621

63大厦
63大厦与N首尔塔一道被称作首尔的地标性建筑，深受世人喜爱。63大厦

内部还有隶属韩华集团的综合性文化区域63广场。此外，大厦还入驻有

位于第六十层的Sky Art望台博物馆、IMAX电影院、剧场、Wax博物馆、

海底世界水族馆等，非常值得一逛。

地址 首尔市永登浦区63路50号（汝矣岛洞 60）
电话 82-2-789-5663
官方网站 www.63.co.kr/home/63CITY/chn/main.do（中文）

兰芝野营场
兰芝野营场自2002年投入运营以来，一直是首尔最具代表性的野营场地。营地内不仅搭建有野营帐篷，还可以进行简单

的烹饪及烧烤。在野营场可以租借或购买到一般的烧烤炉、BBQ工具及烧烤食材等，所以就算空手而来也可以举行半天

左右的BBQ聚会。提前打电话到野营场的事务所进行预约，可以有效节约时间，在营地等待的过程中也可进行电话预约、

租借帐篷 。帐篷租借从上午11点开始，检查入住合格后一般可一直租用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

费用 入场费 成人 3750韩元，四人用帐篷 3万3000韩元，六人用帐篷 4万4500韩元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上岩洞495-81号   电话 82-2-304-0061~3   官方网站 www.nanjicamp.com/ab-985（英文）

世界杯公园 
世界杯公园是一座为纪念2002年韩日世界杯而建立在曾是首尔市民垃圾填埋地—兰芝岛之上的大型公园。公园分为和平

公园、天空公园、彩霞公园、兰芝川公园及兰芝汉江公园五个主题园区。其中，和平公园铺有林荫小道，园内各项设施都非

常完善。天空公园内则有着一望无垠的紫芒田，是韩国数一数二的秋景胜地。此外，拥有众多雕塑的彩霞公园、保留有生

态河川的兰芝川公园以及兰芝汉江公园每年也都能吸引98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是首尔的代表性环境生态公园。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天空公园路108-1（上岩洞 481-6）   电话 82-2-300-5500
官方网站 worldcuppark.seoul.go.kr

仙游岛公园 
仙游岛公园位于杨花大桥中段。它

建于净水厂旧址之上，2002年经改

造重建后面向市民开放，是一座环

境再生型生态公园。园内有绿色石

柱庭院、时间庭院及水生植物园等，

观览性极强。同时，公园由于自身独

特的氛围而深受摄影爱好者们的喜

爱，是拍摄圣地之一。 

地址 首尔市永登浦区仙游路343号
（杨花洞 95）
电话 82-2-2631-9368

堂山铁桥之下
堂山铁桥的景观照明灯十分漂亮，是声名

远扬的夜景观赏地。每逢周末，都会有大

批的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他们支起三

脚架，用自己的镜头捕捉下堂山铁桥与汉

江交相辉映的动人景观。杨花区位于汉江

下游，江边钓鱼的“姜太公”们也是这里

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01 江西片区

03 兰芝片区

02 杨花片区

05 仙游岛片区
04 望远片区

与其他公园相比，位于望远区的汉江公园更为

幽静，尤其适合散步或郊游。园内运营有帆船

冲浪、水上摩托艇等水上休闲活动，园区附近

还有望远亭、切头山殉教圣地等文化遗址。公

园靠近地铁2号线弘大入口站，也便于中国游

客前来游玩。

地址 首尔市麻浦区渡口路567号
（望远洞 205-4）
电话 82-2-3780-0601

06 汝矣岛片区

汝矣岛片区以春季的春花节及秋季的烟花节

而闻名于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汝矣岛春花节

在每年四月中旬樱花盛开的时节举办，是首尔

的代表性樱花节。每年前来观看樱花盛景的人

们更是人山人海，络绎不绝。

租辆自行车，畅游汉江公园

汉江的南北两侧均铺有自行车道，汉江公园与首尔市内民营自行车公司合作，在园内

各处都设置了自行车租借处。人们能够以优惠的价格租到成人及儿童款、双人款、

高级款等多种类型的自行车。其中，有四个自行车租借处设在江北的二村、望远、纛

岛及兰芝公园，另外七个租借处分别位于江南的蚕室、蚕院、盘浦、杨花、江西、广

渡口以及汝矣岛公园。外国游客也可凭保证金或护照租借自行车。

费用

一般成人单人自行车

儿童-第一小时按3000韩元/小时收费，之后按500韩元/15分钟递增收费

双人-第一小时按6000韩元/小时收费，之后按1000韩元/15分钟递增收费

高级-第一小时按5000韩元/小时收费，之后按1000韩元/15分钟递增收费

电话 82-2-120 (按9号键转接中文服务)

汉江游轮

如果您想和恋人一起度过一段浪漫的时光，那么搭乘汉江游轮将会是个不错的选

择。游轮设有分别从汝矣岛或蚕室码头出发的两种往返路线，根据出发码头的不

同，搭乘时间在50到90分钟左右。晚上七点半还特别运营有可欣赏到夜景或现场

Live表演的游轮。位于盘浦大桥的音乐喷泉秀也是观光的亮点所在，到三月份为止

为冬季时间，喷泉表演暂时取消，但从四月份起将重新投入运营。

费用

一般游轮成人 1万2000韩元

Live及夜景游轮 1万5000韩元

自助游轮午餐 成人 2万9900韩元

晚餐 成人 6万5000韩元费

电话 82-2-3271-6900

06 汝矣岛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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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片区

盘浦片区

蚕院片区

纛岛片区

蚕室片区

广渡口
片区

07

08

09

10

11

12

国立中央博物馆 
博物馆前身是1909年的昌庆宫帝室

博物馆，1972年正式更名为国立中

央博物馆，并于2005年乔迁新址后

重新开馆。馆内有六个常设展馆，

珍藏了30多万件展品，是体现韩国

历史与文化的最具代表性场所。博

物馆还配有中文解说并接受事先预

约，解说周二~周五每天上午一次，

周末上、下午各一次。

电话 82-2-2077-9000
官方网站 www.museum.go.kr/
site/main/index003（中文）

纛岛瞭望文化中心—尺蠖 
纛岛的尺蠖是汉江边上一个举办多

种展示会、表演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同时该中心还运营有业余艺术家作

品展览、免费图书馆以及汉江生态

教育项目。

地址 首尔市广津区紫阳洞97-5号

电话 82-2-3780-0517
官方网站 www.j-bug.co.kr

光渡口自行车公园 
光渡口公园是一个以自行车为主题

的特色公园，园内设有占地9300平
方米的自行车比赛场地、700米长的

铁轨脚踏车以及幼儿自行车训练场

等。同时，公园内还提供有诸如轮

胎为四角形或侧向前行的特色自行

车，别具一番乐趣。

地址 首尔市江东区千户洞483-8号
电话 82-2-120（9号键转接中文）

广津桥8番街 
广津桥最为出名的景观当属“广津桥

8番街”了，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处位

于桥墩下方的展望台之一。8番街由

钢化玻璃搭建而成，站在地板上就

可以欣赏到脚下流淌的汉江水。8番
街还不定期举行周末表演或展出。

地址 首尔市江东区天户二洞 527-2
电话 82-2-476-0722
官方网站 www.riverview8.co.kr

首尔林 
首尔林占地面积达115.6498万平方米，它作为市中心森

林公园于2005年正式开园。园区由文化艺术公园、生态

林、自然体验学术园、湿地生态园以及汉江江滨公园五

大主题公园构成。其中，最核心的园区为文化艺术公园。

园区内提供有休息、文化艺术及运动休闲服务，漫步“林

中小路”，还可以在挺拔秀美的树从中尽情享受森林浴。

在园内的“滑冰公园”，人们还可以进行旱冰、BMX等极

限运动。同时，文化艺术公园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特殊空

间，带上全家人一起来再合适不过了。

地址 首尔市城东区往十里路11街9号（圣水洞1街 685）
电话 82-2-460-2905
官方网站 parks.seoul.go.kr/seoulforest

船上餐厅—ON 
ON是一家既能欣赏到汉江夜景，又能

品尝到美味佳肴的船上餐厅。餐厅一、

二层为游艇俱乐部风格，人们可以享

受到红酒与牛排，度过一段浪漫的夜

晚时光。餐厅三层还设有结婚礼堂。  

地址 首尔市江南区狎鸥亭洞380-2号
电话 82-2-3442-1582

首尔直升机观光  
在蚕室片区，游客们还可以乘坐直升机从蚕室机场起飞，

在空中欣赏汉江铁桥、63大厦、贸易中心等首尔市内的主

要观光景点，以及八堂大坝、渼沙里皮划艇赛场等优美的

自然风光。同时，还有精品、贸易中心、光渡口、八堂大坝

等四种飞行路线可供选择，飞行时间为7~30分钟。

费用 贸易中心路线 24万韩元，光渡口路线 30万韩元，

      精品路线 54韩元，八堂大坝路线 99万韩元

    （均为双人价格）

电话 82-2-1899-2679, 82-10-8965-8111
官方网站 www.blueairlines.co.kr

三光岛 
三光岛的出现来自于2006年某位首

尔市民“若汉江上能有一个小岛的

话那该多好啊”的奇思妙想。作为核

心岛屿，可光岛上设有会议大厅、咖

啡店、餐厅及Pub。彩光岛上则设有

高级自助餐厅，并因作为预计于今

春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复仇者联盟

2》的取景地而声名远扬。

地址 首尔市瑞草区奥体大路683号
（盘浦洞 650）
电话 82-2-1566-3433

盘浦大桥月光彩虹喷泉 
在汉江公园盘浦片区，从4月到10月
每晚都设有音乐喷泉表演，那便是在

2008年以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喷泉而

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盘浦大桥

月光彩虹喷泉。喷泉从380个喷孔迸

出，每分钟喷水量达190吨，在晚上

八点到九点间进行两次表演，每次历

时约15分钟。此外，根据气象或汉江

水位状况的变化，有时喷泉表演可能

无法进行，敬请注意。

电话 82-2-591-5943

05 仙游岛片区 07 二村片区 10 纛岛片区 10 纛岛片区 12 广渡口片区

12 广渡口片区

09 蚕院片区 11 蚕室片区08 盘浦片区 08 盘浦片区

放飞心情，像首尔当地人一样

来首尔汉江来一次暖春兜风吧！
如果说法国有塞纳河，英国有泰晤士河，那么首尔就有汉江。建于汉江边绿地之上的市民公园是首尔市民们所钟爱的郊

游场所。每逢周末，江边的自行车道更是吸引着大批自行车骑行发烧友们。下面，小编用地图的形式记录了首尔市内22

个汉江公园的游玩景点！文_朴chana  照片_J-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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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国际花博会

自1997年韩国首次举办国际花博会以来，高

阳市每年都会举行国际规模的花博会并因此

获得了“花城”的美誉。去年高阳花博会共吸

引45万名游客，并签订了3440万美元的鲜花

出口合同。作为韩国代表性花卉博览会，高

阳花博会将在今年韩国光复70周年之际，以

“鲜花与和平，新韩流的合唱”为主题展出

来自35个国家、320家企业的各种花卉和珍稀

植物。高阳市计划在花博会上设置“和平庭

院”、“低语庭院”、“幸福巢穴庭院”等不同

主题的特色庭院。

展期 4月24日~5月10日
价格 成年人1万韩元 

场所 高阳市一山湖水公园

电话 82-31-908-7750~4 
官网 www.flower.or.kr(点击选择中文页面）

K-CULTURE
文化日历

韩国春季赏花节&
值得关注的演出及展览
寒冷的空气中终于开始出现一丝温暖的春天气息。韩国有些地方可以提前让人感受到春

的到来，那就是全国各地举行的春季赏花节。下面我们一起前往这些赏花节现场，沉醉

在浓郁的花香和淡淡的春日气息中，忘却空气里料峭的春寒。文_朴chana 照片_J-PHOTO

光阳梅花节

光阳梅花是以梅花为主题举行的代表性花卉节，也是韩国一年中最早举行的春季花卉节。1997年开始

举办梅花节的时候是为了宣传地方的优质梅子，去年的梅花节吸引了100多万游客前往赏花，今年还被

选为全罗南道代表性庆典。在占地16.5万平方米的青梅农园，2000多个装梅子的大缸排在一起，看上去

非常壮观。此外，位于蟾津江边的梅花园区还是著名的电视剧和电影取景地，这里盛开的梅花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赏春游客。

展期 3月14日~3月22日 价格 免费 场所 蟾津村和光阳市全境 电话 82-61-797-3715~6
官网 www.gwangyang.go.kr/gymaehwa（点击选择英文页面）

龙仁爱宝乐园郁金香节

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爱宝乐园将在3月末至4月末举办迎新春郁金香节活动。这是一个已经举办了24届
的传统春季鲜花庆典，活动期间前往爱宝乐园的游客将有机会欣赏到100多万朵各色的郁金香，各类共

计10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少见的郁金香花卉。爱宝乐园根据郁金香的不同开花时期和花色，将两种以

上郁金香混合栽培在一起，使庭院显得更加繁花似锦。去年爱宝乐园成为韩国首个获得中国国家旅游

局（CNTA）服务品质认证的主题公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游客观光胜地。

展期 3月20日~4月26日 价格 单日入场券为成年人3万8000韩元 单日自由套票为4万6000韩元 场所 弘益大学大学路艺术中心大剧场 
电话 82-2-1544-1555 官网 www.everland.com/web/multi/chineseG/everland/main.html（中文）

3
~3.22

~4.4 ~4.5

~5.10

~4.26~4.12

~3.29
音乐剧《罗宾汉》音乐剧《化身博士》

高阳国际花博会

琳达·麦卡特尼摄影展首尔车展

~4.26
光阳梅花节

TOY演唱会

龙仁爱宝乐园郁金香节

~5.10

米勒，现代主义的诞生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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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音乐剧中，音乐剧《三剑

客》和《开膛手杰克》的演出阵

容再次合二为一。它是韩国制作

团队对2 0 0 5年在德国首演的讲

述英格兰民间英雄人物罗宾汉

的音乐剧《罗宾汉》进行改编

后制作而成的音乐剧作品，由

Super Junior成员圭贤、BEAST
成员梁耀燮参演，备受韩国国内

及亚洲各国粉丝们的关注。两人

在作品中饰演为继承王位而互相争斗的菲利普王世子，罗

宾汉由刘俊尚、严基俊等人饰演。

演出期间 截止3月29日
价格 6万韩元~13万韩元

场所 D-CUBE艺术中心（首尔市九老区新道林洞360-51）
电话 82-2-764-7857~9
官网 www.musicalrobinhood.co.kr

“中国人尤其偏爱人物画，我运用版画的形式，像打扮洋娃娃一样以少女形象（名为明星大眼娃娃）为主题创作出了

一些系列作品。”作家Mari Kim在接受《韩游通》迷你采访时爽快地做了这样的自我陈述。Mari Kim有着一袭长卷

发，身着皮夹克，看起来宛如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但实际上她已年近37岁，是韩国作家中的佼佼者。Mari 
Kim从小就喜欢看漫画书，高中毕业后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并开始了自己的美术生涯。从2006年开始，她每天都会在博

客上传一幅以上的作品，逐渐拥有了粉丝和一定的知名度。像宇宙间连接白洞与黑洞的虫洞一样，Mari Kim所创作的

这个拥有着奇妙且硕大瞳孔的少女形象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快乐明朗。它融合了放克元素并推崇极强的色彩感，给

人以小众美学的感官体验。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奇特的少女形象却和音乐相通相融。YG娱乐公司代表梁铉锡是Mari 
Kim的粉丝，对她的作品自然也有所收集。该公司女子组合2NE1的专辑封面即为“Mari Kim的虫洞女孩”，她们的热门

歌曲《I Hate You》也是由Mari Kim亲自担任MV导演拍摄完成的。今年，由Mari Kim担任制片及导演，以“整形怪物”

为素材的电影也开拍在即。Mari Kim之所以在多种领域都能有所发展，主要得益于她在澳大利亚留学时对创意媒体

专业的学习。如果您也是Mari Kim的粉丝，那么不妨推掉其他的活动安排，到五月份她在上海举办的个人展来看一

看，近距离感受Mari Kim和她的作品世界。

 作品名_《In The Mood For Love》身着中国风服饰的明星。

在S B S综艺节目《生存选秀

K-POP Star第四季》担任评委的

歌手柳喜烈是首尔大学音乐学院

出身的实力唱将，他在1994年组

成TOY组合，直到现在仍以客串

主唱的策划乐队形式活动。这次

演出是TOY为纪念去年年末发行

的第7张专辑《Da Capo》而举行

的单独演唱会，大家尽可以期待

他以专业音乐人而不是选秀节目

评委身份现身舞台的样子。

演出时间 4月2日~4日
价格 7万7000韩元~12万1000韩元

场所 奥林匹克公园体操竞技场

   （首尔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42，松坡区芳夷洞88-2）
电话 82-2-371-8380

这是一部所有演出场次坐席全

数售罄、每场演出均能获得观众

起立鼓掌的音乐剧巨制，2014年
迎来了演出10周年纪念。同时，

它还是凭借《马医》、《神的礼

物》等电视剧作品获得中华圈粉

丝喜爱的演员曹承佑的音乐剧

代表作，是韩国演出预售排行榜

上排名前二的热销演出，经常一

票难求。演员柳正韩、朴恩泰也

将一起参演，在著名科学家亨利·哲基尔和他的另外一面

人格海德之间不断转换角色，倾情奉献演出。

演出期间 截止4月5日
价格 6万韩元~14万韩元

场所 蓝色广场三星电子大厅

   （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路294，龙山区汉南洞 727-56）
电话 82-2-556-8556
官网 www.odmusical.com/z

音乐剧《化身博士》音乐剧《罗宾汉》 TOY演唱会

STAGE

从19 95年起每隔一年在单数年份举行的首尔车展与双数

年份举行的釜山车展并称为韩国的两大车展。2015年首尔

车展将以“邂逅技术，感受艺术”为主题，前后持续十天，

为游客展示汽车相关尖端技术、环保汽车和超级汽车等丰

富看点。此外，车展期间还将举行主题为“从设计和生活

方式等艺术观点看待汽车”的国际讨论会。

展期 4月3日~4月12日 价格 成年人1万韩元 
场所 一山Kintex  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大和洞 2600 
电话 82-2-3660-1891
官网 www.motorshow.or.kr/main_eng.php（英文）

这是波士顿美术馆为纪念“让·弗朗索瓦·米勒( Jean -
François Millet)”诞生200周年而举行的策划画展，在美

国和日本已经吸引了100万名游客观展，反响热烈，现在正

在韩国展出。该展览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的索玛美术馆举

行，由世界上收藏最多米勒作品的波士顿美术馆布展，展有

《播种者》、《种土豆者》等米勒的代表作品。

展期 截止5月10日 价格 1万4000韩元 

场所 索玛美术馆（首尔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42，松坡区芳夷洞88-2) 
电话 82-2-1544-1555 
官网 www.milletseoul.com/english/index.php （英文）

首尔车展

米勒，现代主义的诞生展览

20世纪最著名的女摄影师琳达·麦卡特尼（Linda McCartney）摄影展正首次在韩国大

林美术馆展出。琳达是首位登上《滚石杂志》封面的女摄影师，曾因为拍摄门户乐团、

披头士等音乐巨星的真实形象而备受关注。琳达的丈夫—披头士的前任成员保罗·麦

卡特尼（Paul McCartney）及其他家人也参与了这次展览的策划工作。

展期 截止4月26日
价格 成年人5000韩元

场所 大林美术馆（首尔市钟路区通义路）

电话 82-2-720-0667
官网 www.daelimmuseum.org/eng/index.do （英文）

琳达·麦卡特尼摄影展

Barbizon & Fontainebleau

모더니즘의 탄생  

Millet,

소마미술관2015.          - 5.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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밀레 탄생 

주년 
기념전

Millet, The Sower, 1850, Gift of Quincy Adams Shaw through Quincy Adams Shaw, Jr., and Mrs. Marian Shaw Haughton, 17.1485.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Photograph © 2014 MFA,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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전시문의 1588-2618

EXHIBITION

像打扮洋娃娃般创作的流行艺术美女作家 Mari Kim

©申光



28 K-CULTURE
韩国演出

将切菜的声音做出节奏，呲呲作响的烤肉

不断刺激人们的嗅觉。韩国国内最早的无

对白演出《乱打（NANTA）》自1997年首演

以来，一直备受观众们喜爱。它是一场将韩

国传统曲调“四物打击乐”的节奏和现代演

出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来的特色演出。

这部作品由心机深重的经理（Manager）、
经理的侄子（Nephew）、厨房的总负责

人大主厨（Head Chef）、唯一的女性辣椒酱（Hot Sauce）和对她有好感的性感男

（Sexy Guy）等五名演员一同为观众演绎厨房中发生的一系列磕磕碰碰的事件。全

剧的亮点是，演员们会在舞台上进行真实的料理表演，观众还可以亲自走到舞台上

参与料理制作过程，演员与观众一起搭档引领剧情发展，气氛非常有趣。演出的后

半部分将出现令人兴奋的敲打油桶场面，激昂的音乐充斥着整个剧场，使观众可以

通过欣赏韩国特色的乱打表演，留下美好回忆。

地址 首尔中区明洞2街 50-14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厦3楼
演出时间 周一至周五、周日和公休日 每下午5:00和8:00，周六下午2:00、5:00和8:00
费用 贵宾席 7万韩元，VIP席 6万韩元，S席 5万韩元，A席 4万韩元

电话 82-2-739-8288 网址 nanta.i-pmc.co.kr/nanta/cn/intro.aspx

 《跳跃》由令人兴奋的节奏和绚丽的杂技表

演构成，是一场融合跆拳道和各种东方武

术的搞笑武术表演，凭借丰富看点愉悦观

众的眼球。演出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演和用

全身肢体表演的高难度武术为观众助兴，

最大程度放大肢体之美。

2003年开始首场演出的《跳跃》感动了无

数国内和国外观众，不仅在首尔、釜山等地

拥有专用剧场，还在美国纽约百老汇设有常设演出场。该作品计划于2015年3月~6
月在中国32个城市举行巡回演出。它的另一特点是选择了深获全世界人共鸣的“家

庭”为演出主题，讲述小偷偶然进入一个武术高手家庭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观众

们可以尽情欣赏剧中个性张扬的角色为人们带来的搞笑故事。

地址 首尔中区正洞22京乡艺术厅1楼
演出时间 周一下午8:00，周二至周六下午4:00、8:00，周日和公休日下午3:00、6:00
费用 VIP席 6万韩元、R席 5万韩元、S席 4万韩元

电话 82-2-722-3995 网址 www.hijump.co.kr

用音乐和肢体动作传达感动。所谓“无对白表演（Non-verbal Performance）”，是指没有一句

台词，完全由音乐和肢体动作构成的演出。如果您认为这种没有台词的演出会令人感到无聊厌

倦，那就大错特错了。演出中演员们夸张的肢体动作和雄壮的音乐配音足以愉悦观众们的眼睛

和耳朵。文_高yeoul 资料提供_PMC制片公司 YEGAM DOBECOM MYuNGBO艺术大厅

用音乐沟通心灵!

代表韩国的无对白表演 TOP5

韩国最早的无对白演出 乱打NANTA 

武术表演  跳跃JuMP 

TIP
无对白演出“Non-verbal 

Performance”是否定式词头“Non”和

语言的词根“Verbal”共同组成的合成

词，指那些没有台词对白、只有肢体动作

和声音的演出。这种演出没有任何语言障

碍，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理解演出内容并产

生共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全球

流行起来。

1TOP

2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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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游客的

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m a R  .  a p R

这是一场由嘻哈、爵士、现代舞和霹雳

舞共同组成的愉快音乐剧演出，“爱舞动

（SACHOOM）”是“爱情就要舞动”的缩写，

讲述成长期孩子们的趣闻轶事，通过连续的舞

蹈演绎生命诞生、成长、爱情等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情况，精细创作的故事情节非常引人

入胜，剧中描述对肢体动作一窍不通的少年成

长为最优秀舞蹈家的过程深深吸引了在场观

众。演出进入尾声时，演出团队与观众们一起跳舞的场面更是作品的一大亮点。

2004年首演后，该作品已经先后进行过3000多场演出，并创造了全球观众突破100万名

的纪录。2010年曾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海EXPO和广州亚运会等国际性大型活动上进行

表演，进而成为代表韩国的演出作品。该作品正通过世界共通的“舞蹈”尽情展示韩国

演出的力量。

地址 首尔钟路区乐园洞284-6乐园大厦4楼
演出时间 周一至周五下午8:00，周六下午4:00、7:30，周日和公休日下午4:00
费用 R席 5万韩元、大学生 3万5000韩元、初高中生 2万5000韩元

电话 82-2-3676-7616 网址 www.sachoom.com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仅由女性构成的表演团体，以“鼓

猫”这一独特主题给观众带来新鲜看点。演员们的舞

台着装和强烈的打击乐演奏可以令人不禁联想起“猫

女”，快速的节奏和演员们打击乐器的灵巧动作经常令

人禁不住耸动着肩膀融入到舞台旋律中去。“鼓猫”永

无停顿的强烈演奏和演员们的华丽表演可以帮观众扫

除积累的压力。

现在正演出的第三季《Sound Factory》是“真实声音

故事（Sound Fact Story）”缩写，指作品将通过真正的声音向人们讲述故事，整部作品由“声

音致意”、“声音战争”、“声音演唱会”三个主题构成，各主题以连续剧的形式衔接到一起。

“鼓猫”从2003年开始演出，已经在全球范围声名远扬，并曾在2008年世界最大规模的演出与

艺术庆典“英国爱丁堡艺术节”上获得天使先驱奖，备受瞩目。游客可通过观赏女性表演组合

的强烈打击乐表演，感受这部作品的愉快气氛。

地址 首尔中区初洞18-5 myungbo艺术厅地下3楼 演出时间 周一至周日下午5:00、8:00（每周三休息）

费用 R席 5万韩元、S席 4万韩元 电话 82-2-2274-2121 网址 www.drumcat.co.kr

从吉他、大鼓、钢琴、萨克斯到水杯演奏，《音

乐表演婚礼》将向观众奉献用23种乐器进行的

现场音乐表演，将大众流行乐、爵士乐、K-POP
以及不太常见的歌剧、古典音乐等融合在一

起，展开一场华丽的演出。《音乐表演婚礼》由

同时进行乐器演奏和戏剧表演的演员音乐家构

成，舞台用3万个LED照明灯打造出耀眼夺目的

视觉效果，不断愉悦观众们的视觉和听觉。该

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在引逗观众放声大笑的同时，还能给观众带来暖心的感动，以

可以引发全世界人共鸣的“婚礼”为题材，传递“爱”的信息。

9月份以来，该作品一直在弘大乱打剧场的专用舞台上进行演出，是一部充满青春活力

和艺术气息的作品，观众们可以一边欣赏演员们多才多艺的演出，一边沉浸到万国通

用的语言“爱情”中去。

地址 首尔麻浦去西桥洞357-4 地下2楼 

演出时间 周一至周五下午 8:00，周六下午5:00、8:00，周日和公休日下午5:00
费用 VIP席 6万韩元、S席 5万韩元 电话 82-2-739-8288
网址 nanta.i-pmc.co.kr/Nanta/cn/Wedding/AboutWedding.aspx

舞蹈音乐剧 爱舞动 SACHOOM 

现场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婚礼MuSiC SHOw wEDDiNG 

女性打击乐表演 鼓猫DRuM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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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HOPPING
品牌漫步

打造日常美丽的秘密武器

SIMPLE
洁面仪采用单一式按钮，使用

简单方便，电源开关及所有选项均可

通过该按钮完成，护肤效果明显。

STYLISH
产品设计美观，给人以象征主义的感官体验，且

采用淡淡的金属色泽，质感十足。

EFFECTIVE
分析四种物理因素（光、热、离子、运

动）开发出了打造日常美丽的

LHIM™技术。

KOREA
N

 BEAU
TY  |  BRA

N
D 1  |  M

akeON

品牌故事

MakeON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品牌宣传的含义，其

中“Make”代表着设计视觉产品时的细腻感性，

“ON”则代表着研究美容方案时的科学理性。

MakeON美容工具展现出了人们对美丽的热切渴望

及变得更加美丽的决心，是一个建立在“打造呵护美

丽的幸福生活”哲学与爱茉莉太平洋集团深入研究

基础之上的全新品牌。

拥有光洁无瑕的肌肤是每个女孩所梦寐以求的事情。韩流明星的皮

肤尤其堪称完美，想知道他们在繁忙的日程中依然保持肌肤光滑的

秘密武器是什么吗？下面，小编就为您揭开韩流新星李多熙的美肤

秘密“美容工具MakeON”。文_高yeoul 照片_MakeO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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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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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洁面变成明天的弹力

洗脸神器 Cleansing Enhancer

保持光洁明亮的肌肤是皮肤护理过程中最基础、最困难的课题。如果您也正在被日渐暗沉的皮肤问题所

困扰，不妨一起来看看小编为您介绍的这个智能美容工具吧。对亚洲女性的皮肤进行深入研究的爱茉莉

太平洋集团，结合皮肤科学技术，推出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生活美容仪器MakeON。并新创立了具有加

倍护肤效果的品牌——“MakeON”。MakeON在首轮系列中推出了“洗脸神器”及“多功能震动化妆仪”

两种产品。其中，立足于清洁这一护肤基础阶段的“洗脸神器”可以称得上是唤醒肌肤弹力的第一步。它

采用美容工具MakeON的独家微振动技术，深入肌肤内部并达到紧致塑颜的效果，同时它还能令肌肤更

加柔嫩，增强皮肤弹性。该洁面仪获得了绝对防水的认证，可以在浴室内随心所欲使用，并采用无线式

充电，方便快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洁面仪的刷头由专为亚洲女性量身打造的低刺激材料制成，共分五

款，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放心使用。

白色刷头

敏感肤质

身体清洁刷头

身体专用

珊瑚色刷头

所有肤质

提拉效果按摩头

按摩头

紫色刷头

缩小毛孔，祛除角质

韩流新星李多熙的“心头好”

多功能震动化妆仪 Makeup Enhancer

李多熙凭借着2013年SBS播出的电视剧《听见你的声音》迅速走红。作为韩流新星，李多熙的美丽秘诀来

源于MakeON美容工具，其中多功能震动化妆仪更是打造其轻薄完美肌肤的秘密武器。“皮肤虽然是人与

生俱来的，但后天的努力也必不可少。最近，我一直使用美容工具帮助进行皮肤管理，尽量在紧张的工作

日程中也努力做好肌肤护理。”以上便是李多熙的皮肤管理秘诀。MakeON 多功能震动化妆仪采用点动

技术，帮助呈现轻薄、完美的肌肤表面。此外，它采用单一按钮，调节便利，并运用放在底座即可完成充电

的无线式充电方法，更增添了其简易性。每次充电约三小时，即可享受三十分钟以上的美容体验。

乐天免税店 总店

首尔中区小公洞1（南大门路

81）乐天百货商店9层，11层

营业时间

上午9:30~晚上9:00
（全年无休）

电话

82-2-759-6600~2

官方网站

kr.lottedfs.com

Olive Young 明洞总店

首尔中区明洞1街9-20（明

洞路53）ABC Mart

营业时间

上午10:00~晚上10:30
（包含周末和公休日）

电话

82-2-736-5290

官方网站

www.oliveyoung.co.kr

ARITAUM林荫道店

首尔江南区新沙洞533-3
（狎鸥亭路8街26）

营业时间

上午10:00~晚上10:00
（包含周末和公休日）

电话

82-2-512-0766

官方网站

www.aritaum.com
www.makeonbeauty.co.kr 
（MakeON 官方网站）

气垫粉扑
超薄润滑底妆

类肤粉扑
润泽肌肤

陶瓷按摩头
脸部按摩头

WHERE TO BUY?

MakeON洗脸神器采用适用于所有肤质的按摩刷头。

（2万韩元）

优惠券使用时间 2月16日~4月15日
可使用优惠券店铺 乐天免税店总店、

Olive Young明洞总店、ARITAUM林荫道店（共三处）

购买MakeON洗脸神器，

获赠珊瑚色刷头

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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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也需要进行呼吸。附着在柔嫩肌肤上一整天的彩妆不仅会

阻塞肌肤毛孔，更容易积累各种灰尘及油脂分泌物。为了打造出

光泽动人的完美肌肤，无论再精致的妆容，都抵不上一支能有效

清洁厚重彩妆的洗面奶。

近日，一则充满魅惑的广告吸引了众多女性同胞的目光。广告中

全智贤身着一袭裸色长裙，肌肤光洁，宛若女神般散发出耀眼光

芒。即使只看过一遍该广告的人也会对全智贤光彩照人的肌肤

过目不忘，并好奇她肌肤保养的秘诀。全智贤所青睐的洗面奶不

是别的，正是一理（Illi）旗下Toatl Age系列的卸妆油及洗面奶。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带来的热潮尚未散去，在剧中

担任女主角的全智贤正像剧名那样，时刻如星辰般发

出耀眼光芒。想了解全智贤光彩照人的秘诀吗？答案

就是她那水盈、光滑的肌肤。即使摄影日程持续到深

夜，全智贤在使用洗面奶清洗一整天的灰尘及油脂分

泌物时也毫不含糊。下面就随小编一起揭开全智贤所

使用洗面奶的神秘面纱吧！文_罗礼真 照片_illi提供

K-SHOPPING
品牌漫步

本期的《韩游通》为读者们准备了“一理绿茶提亮面膜”。

它是剧中千颂伊的专用面膜，由双层超细纤维构成，能有

效改善黯淡无光的眼周及两颊等面部肌肤，帮助提亮肤

色，打造出光彩白皙的肌肤效果。该面膜具有经韩国食品

医药品安全处认证的美白效果，可让您同时体验到绿茶的

提亮效果、人参的皮肤弹性效果、大豆的保湿效果及冬柏

油的光泽效果所带来的感官盛宴。

参与方法

持本优惠券前往明洞Olive Young各分店，即可发掘全智

贤光彩肌肤的秘密！届时您将有机会获得一片千颂伊专用

“一理绿茶提亮面膜”。

活动场所

明洞内六家Olive Young分店

·Olive Young旗舰店百货（明洞首尔皇家酒店旁）

·明洞中央店（明洞Unesco会馆1层）

·明洞圣堂店（明洞圣堂对面）

·明洞站店（明洞站8号出口小巷内）

·明洞站2号店（明洞站4号出口前道边）

·乙支路入口店（乙支路入口站6号出口小巷内）

·根据各店情况的不同，会出现商品提前售尽的情况。

为《韩游通》读者量身打造的千颂伊面膜贴活动

2015年2月18日~3月30日

演员全智贤
雪肌美肤管理
秘诀大公开 

一理Toatl Age洗面奶

该款韩方洗面奶呈啫喱状，不仅能有效清除化妆残留及皮

肤分泌物，还能帮助打造光滑柔嫩的肌肤。Toatl Age洗面

奶富含人参、大豆、冬柏油、绿茶等四种韩方原料成分，能

帮助改善皮肤弹性，提亮肤色。同时，该产品采用按压式包

装，用手轻松一按便可获得洗面奶，使用简单、便利。将清

新透明的啫喱状洗液溶于水后涂至全脸并轻轻按摩，即会

产生丰富的韩方泡沫，帮助取得更好的洁面效果。

一理Toatl Age卸妆油

该款卸妆油能让您享受到韩方面膜般的护肤

效果，并蕴含有绿茶、人参、大豆及冬柏油，

从而起到提亮肤色、增强弹力、充分保湿及改

善肌肤光泽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使用

Toatl Age卸妆油无需进行二次清洁，它本身就

可起到温和洁净的洁面效果，并适用于包括

干性肤质在内的所有肌肤类型。

时间

TIPTIP 使用方法 在洗脸时取适量涂抹并轻轻按摩2分钟以上，

在洁面阶段即可达到光滑明皙的护肤效果。

容量 200毫升 价格 1万8000韩元

使用方法 洗脸时取适量于手心，揉出泡沫后涂至全脸并轻轻按摩，

之后用温水清洗即可。

容量 200毫升 价格 1万4000韩元

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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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化妆品也是遵循其独有的流行趋势的，其中，唯独以自然萃取成分为原料的化妆品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人气和销售记录，温和纯净的自

然成分更易被肌肤吸收，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感受下，执着于拒绝化学成分崇尚自然主义的化妆品牌NATURE REPUBLIC的经典

明星产品吧！文_高yeoul 照片_NATURE REPUBLIC提供

最新，最优，最火爆之经典产品大揭秘！

New

 
 

❶ 购买金额达5万韩元以

上，即可享受5%折扣优惠

❷ 购买金额达10万韩元以

上，即可享受10%折扣优惠

优惠券使用时间

2015年2月16日~6月30日

优惠券适用店铺

明洞、东大门、崇礼门、仁寺

洞、林荫大道、狎鸥亭地区商

铺，以及所有乐天和新罗免税

店、Walkerhill免税店、东和免

税店、南大门路店、N首尔塔

店、乙支路入口站店

 经专业认证的美白及除皱功能
 令彭丽媛女士也爱不释手的蜗牛霜

意想不到的自然恩赐大礼

精选六年生高丽红参，打造肌肤传世名作

人参蜂王丝柔面霜
GINSENG ROYAL SILK WATERY CREAM

六年生高丽红参和纯度高达95%的黄金，采自自然的至尊凝露，蕴含

珍贵的自然营养成分，瞬间在肌肤表层形成保湿膜，让您的肌肤尽享

及日月自然之经典的奢华养颜霜。从黄金蛹中提取的丝质氨基酸成分

不仅能控制皮肤表面的水油平衡，而且可以让肌肤保持充满弹力的最

佳肤质状态。其润滑光泽的质感让您的肌肤时光倒流20年！

● 自然精心培育的六年生高丽红参

借助自然之气韵生长的韩国庆尚北道丰基镇人参，通过6年的精心培育

长成高丽红参。6年生高丽红参给皮肤带来丰富的营养，打造健康充满

生气的肤质。

● 从富含黄金成分的珍贵蚕茧中提取的纯天然丝质氨基酸

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的珍贵黄金蚕茧所产生的丝质氨基酸，富含纯天

然蛋白质，相比于一般蚕茧拥有更多的优质氨基酸，带来润滑的肤质

及弹力。

 美白及除皱双重功效
 富含纯度为95%的黄金成分、六年生高丽红参、智异山至尊

蜂王浆及报恩郡黄金蛹的高级系列产品

COUPON

Best Hot
由蜗牛原液打造的肌肤奇迹

蜗牛修护面霜 

● 富含蜗牛原液过滤物 

自然乐园的蜗牛修护面霜蕴含60%的蜗牛原液过滤物，其所含黏

蛋白成分能有效补充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及弹性蛋白，从而帮助改

善肌肤弹力，令肌肤焕发天然活力。

● 中国游客回头率第一

中国游客回头率第一的产品。同时，该面霜富含褐藻萃取物等多

种营养成分，能有效为神经酰胺等肌肤成分补充水分，有效保护

皮肤表面。

芦荟胶舒缓啫喱鼻祖

舒缓&保湿富含92%芦荟胶成分的舒缓啫喱

● 加利福尼亚产有机芦荟

自2009年7月问世以来，该款芦荟啫喱已累积销售6600多万个，是

自然乐园当之无愧的明星产品。它能有效锁住水分，缓解皮肤由

紫外线或外部环境刺激而出现的红血丝增多、干燥等问题。

● 男女老少皆可用，多重功效用途

取少量芦荟啫喱即可涂遍面部及全身。不仅可用作保湿面膜、头

发护理、祛痘镇静面膜，还可作为男士须后面霜使用，用途多样，

深受大众男女喜爱。

富含纯天然新鲜芦荟胶
   获天猫商城“黄金美容奖金奖”,“The Most Asia-Beauty Awards”
保湿霜领域1等奖等双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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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节日春节已经开始

来乐天百货商店迎接好运
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了。来韩国旅游的

中国游客为迎接新年，忙着为心爱的家人和朋友选购节

日礼物。这时来可以同时为可爱的孩子购买到幼儿产品及

高级名牌等多种产品的乐天百货商店看看怎样呢。

这里还为中国游客准备了特别活动，赠送丰富的活动礼品，

享受优惠购物。 

乐天百货是以首尔为首，在釜山、大邱和光州等全国拥有34家分店的大型百货商店。正如 “Always with you”的品牌口号

那样，乐天百货在韩国全境设有分店，引领韩国最新流行趋势。并且在俄罗斯、印尼和越南还开设有了海外分店。特别的

是乐天百货相继进驻中国，已成为深受中国人认可的名副其实的最顶尖的百货商店。

乐天购物中心位于首尔的中心明洞，这里总是挤满外国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最常光顾的地方。乐天购物中心分为乐天

总店，乐天名品馆，乐天青春馆三部分，那么来细看乐天购物中心吧!

K-SHOPPING
品牌漫步

乐天总店与地铁乙支路入口站直接相连，不熟

悉路的外国游客也很容易找到。而且还可以看

到BY ET TOL和Club Monaco等女性时尚品牌

和renoma、巴宝莉男装和Calvin Klein Jeans等
男性时尚品牌。如果说时尚品牌已经足够了，那

么还可以看看福库Golden bell和Zen韩国（陶

瓷）等家电商品。

乐天名品馆是韩国排在首位的名牌百货店。喜

欢名牌的人一定要来这里看看。香奈儿、路易 

威登、卡地亚、宝格丽和蒂芙尼等众多海外名

牌云集。特别是珠宝首饰最多可以拿到25%的

退税。

在乐天青春馆可以买到适合20多岁年轻人的最

新人气时尚单品。这里充满了与人气爆棚的时

尚街-弘大、林荫道和东大门一般充满时尚和

年轻的气息。这里有Style Nanda、Too cool for 
school、LINE、Lapalette和 New Balance等品

牌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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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最多顾客大奖活动
 「寻找购物王皇冠的主人公」
时间 2. 6(周五) ~ 2. 24(周二)

赠送典礼 4月份

参加店 本店, 蚕室店, 釜山本店

春节期间消费最多的顾客赠送皇冠

(钻石1.52克拉+K14WG+升丽婷)

关注韩国乐天百货微信(golotteshopping)赠送面膜

※ 如被当选，在赠送典礼时提供住宿及往返机票

·  一张购物发票不能重复参加其他答谢活动,也不能分开使用。·食品,家电,高尔夫,高尔夫

用品部分海外名品,部分皮鞋活动,优衣库品目仅按购物金额的50%进行赠送。

只为中国顾客
乐天百货准备特别谢恩活动！

期间和地址 : 2015年 1月 23日(五) ~ 3月 31日(二)
乐天总店9层谢恩活动场

微博·微信电子优惠券持有
顾客特别谢恩活动
参加店 本店,蚕室店,釜山本店

20/40/60/100万元韩币以上购买时,赠5%乐天商品券

参加店 首尔站店,坡州店

30/60/90万元韩币以上购买时,赠3%乐天商品券

当日购买顾客赠特别谢恩品
参加店 本店,蚕室店

银联卡消费满20万韩元时

赠送MOOMIN毛毯或护照夹

消费满50/100/200万韩元时赠送

MOOMIN保温杯2个/筷子礼盒/高级拉杆箱

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的
顾客赠送商品券活动
乐天百货

购满20/40/60/100/200/300/500万韩币以上的顾客,赠5%乐天商品券

乐天奥特莱斯

购满30/60/90/200/300万韩币以上的顾客,赠3%乐天商品券

乐天本店正门
设立中国人专区
时间 2. 13(周五) ~ 2. 24(周二)

设立一站式服务台（中国人专用旅游服务及退税服务台） 

1 4

2 5
3 6

·  国产酒类(烧酒,啤酒),谷物,舒适,甜点,美食城,商品券服务台,部分海外名品,部分IT

商品群,租赁卖场,修理费,文化中心发票从赠送对象中除外。·详情参阅店内告示。

献给中国游客的小提示 乐天百货商店少为人知的服务

外国人翻译咨询台 

如果在海外购物时，因无法沟通而慌张，那

么在乐天百货就不用担心。乐天百货里提

供翻译服务和电话翻译服务，可以提供中

文、英文和日文翻译服务。 

位置 总店一楼/蚕室店一楼/首尔站奥特莱斯一楼 

物品寄存服务

如果您的行李箱或行李很多，还可以使用

物品寄存服务。可以将物品交给可以信任

的空间保管，轻松购物。 

位置 总店本馆地下一楼/蚕室店地下一楼

兑换货币服务

如果有一定要买的物品，而兑换的货币又

不够，请不要担心。在乐天百货可以兑换人

民币、美元、日元、英镑和欧元等五个国家

的货币。而且如果没有兑换货币，在卖场还

可以直接使用这五个国家的货币购买物品。 

位置 总店7F 

退税

在退税台或顾客中心可以拿到8%的

退税。给购买3万韩元以上的消费者

提供几乎等于免税的退税服务。

位置 总店本馆一楼/蚕室店

11楼顾客咨询室

通用条款

银联卡刷卡顾客大奖活动
 「100%有奖红包彩票」
时间 2. 13(周五) ~ 2. 24(周二)

刷银联卡的顾客每张购物票

送一注彩票

(MOOMIN毯子、护照夹、面膜、Reen润膏、商品券1万韩元)

微信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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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K-FOOD
韩国料理

 仁寺洞店 首尔市钟路区仁寺洞街35-4号（贯勋洞 196-10）

     龙山I'Park Mall店 首尔市龙山区汉江大路23街55号（汉江路3街 40-999）

 上午 10:00 ~ 晚上 10:30（全年无休）

 工作日午餐 1万3900万韩元

     工作日晚餐/周末/公休日 2万2900万韩元

 82-2-1577-0700

老式软点

当下，韩国正在掀起一阵韩餐风潮，更准确地说是人们纷纷陷入

“韩式自助餐”的魅力不可自拔。距离营业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韩式自助餐厅的门前早已排起了长队。人们为了排队，甚至需要

等上两三个小时，生意异常火爆。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一直采用值得信赖的时令食材的传统韩餐厅也纷

纷引进了自助餐形式。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到三家提供有数十

种美味韩餐的自助餐厅看一看吧。文_罗礼真  照片_ 洪常敦, 崔恒硕(Studio A One)

韩式
料理大全

季节饭桌可谓是“韩餐热风”的发源地，它

是经营韩餐品牌BIBIGO的韩餐潮流引领者

CJ Food Bill将自助餐概念引入韩餐而新近

创立的“韩式沙拉bar”，店里食料的供给

方式也十分独特。餐厅秉承“农家相生”的

宣传理念，直接与农户进行食材买卖。季节

饭桌有关人员表示，“厨师们亲自到全国各

地的农户家里确认农产品状况，因此我们

的顾客可在一年365天里每天都享受到由

最新鲜的食材做成的料理”。餐厅共推出了

百余种时令菜单，餐厅人员还介绍说“几乎

每月推出一个新菜品”。尤其在仁寺洞店，

季节饭桌和BIBIGO餐厅合二为一，共同营业，并提供其他店铺所没有的石锅

拌饭。在热腾腾的石锅饭上铺上清香的豆芽，与辣椒酱一起搅拌制成的石锅

拌饭堪称一绝。此外，店里所提供的把胡萝卜、黄瓜、萝卜等切成像土豆条形

状，像吃零食一样蘸酱的吃法也别具特色。

季节饭桌

直接与农户接轨 提供最新鲜的食料

土豆大麦饭

猪梅花肉 凉拌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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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m a r  .  a p r

 Central City店 首尔市瑞草区砂坪大路205号（盘浦洞 18-3）

     汝矣岛店 首尔市永登浦区议事堂大路147号（汝矣岛洞 45-21）

 上午 10:30 ~ 晚上 10:00（全年无休）

 工作日午餐 1万4900万韩元

     工作日晚餐/周末/公休日 2万2900万韩元

 82-2-3397-6000

 明洞店 首尔市中区明洞4街25号（明洞2街 53-1）

     江南店 首尔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17号（驿三洞 649-11）

 上午 10:30 ~ 晚上 10:00（全年无休）

 工作日午餐 1万2900万韩元

     工作日晚餐/周末/公休日 1万9900万韩元

 82-2-1577-1259

豆渣煎饼
根菜沙拉

辣八爪鱼炒饭 麻婆猪排

水萝卜泡菜面

首尔式烤肉火锅

Olbaan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它简洁干练的室

内设计了。乍一看，会给人一种西餐厅的错

觉，然而店里所提供的都是韩国传统节日

里享用的丰盛佳肴。Olbaan最大的特色在

于以现场制作的而非经过加工的食材为原

料。另外，店里还专门腾出地方用于豆腐磨

制，顾客们可以亲眼目睹豆子浸泡、磨浆的

过程，并品尝到热腾腾的豆腐。餐厅还准备

了完全由韩式捣米方法做成的米，以及把

在店里榨制的麦芽混合所制成的手工甜米

露、迷你鱼饼、五味子米酒等饭后餐点。据

Olbaan的有关人员介绍，“我们在店铺营

业之前就进入了忙碌的工作状态，因为得亲手整理当天的食材并按照菜单准

备好各个菜品。也正因如此，顾客们在这里能品尝到很多其他韩式自助餐厅

所没有的美味”。在享受多达90余种多样的菜品之前，Olbaan还提供有盛在浓

缩咖啡杯中的蛋羹。

在自然别曲，照明灯被设计成了韩国人所

熟知的大酱缸盖子状，用餐前洗手的洗脸

池也让人轻易联想起石磨的样子。小到装

饰品，大到整体室内装修，自然别曲精心营

造出了韩国传统的氛围。其所推出的菜品

也都秉承着“古代王族珍贵料理”这一主

要理念，招牌菜有直火宫廷貊炙及直火辣

酱烤肉。与其他使用便于清洗的圆形无纹

菜盘的韩式自助餐厅相比，自然别曲的餐

具均采用由九个部分构成的方形菜盘。该

构思源于韩国传统料理九折饭，这样做有

利于防止汤汁较多的韩餐之间相互串味。

餐厅的有关人员表示，“店里的很多外国客人在走之前都会给盘子照张相，一

开始他们对盘子都有些不适应，但最后都会被我们贴心的服务所打动”。谈到

最受顾客欢迎的菜式，该人员透露“外国客人很喜欢取来蔬菜后包着米饭一

起吃，大概是因为客人们在国外很少吃到像这样需要亲自动手的食物吧”。

自然别曲Olbaan

自磨豆腐 现场捣米 从餐具到室内装修尽显韩国传统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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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旅行

K-Travel

香草王国农园，邀您体验韩流之旅
在韩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小说《荞麦花开的时候》的取材地—江原道平昌郡蓬坪面，有一个占地宽广，风景如画的农园，那就是“香

草王国农园”。园中有各种香草植物和雕像，宛若童话世界。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香草，还可以用香草制作香蜡，购买到

由以香草为原料的纪念品以及江原道平昌郡特色保健产品。下面就和两位中国年轻人张译文（男/24岁）、苏逸（女/22岁）一起去香

草王国农园看看吧！文_郑心教  照片_香草王国农园，郑心教  

香草王国农园简介

在江原道平昌种植香草的李浩顺（音，男/71岁）、李斗梨（音，女

/69岁）夫妇于二十年前归农并开始了观光香草的栽培。他们

家的香草种类多样，仪态万千，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观看

的游客们也越来越多。夫妇俩用香草制成的面包和饮料招

待游客，这样一来，人们要求购买香草产品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用香草制成的茶、香水、洗面奶，甚至住宿等也纷

纷应声而起。如今，前来香草王国农园的国内外游客达50
万人次，农园的年销售额更是高达40亿韩元。夫妇俩精心

侍弄的香草王国于1993年开园，是韩国首个以香草为主题

的观光农园。园区面积超过1万坪，栽培了百余种香草。农园

以香草公园为中心，此外还建有芳香庭院、莎士比亚庭院、蝴

蝶庭院、儿童庭院、野生庭院、莲花池等多个主题公园，观赏性极

强。在农园内的白桦小屋及农夫市场，还可以品尝到用园内新鲜香草

制成的香草料理及清香四溢的香草茶。香草&精油店铺展示并出售由香草制

成的商品，在那里可以买到以香草为主题的各色礼物。香草王国农园还提供有公寓式住宿设施，来

韩旅游时来这里住上一晚再惬意不过了。农园附近还有凤凰公园、龙平度假村、大关岭牧场、李孝

石故居、山野菜试验地、八石亭、月精寺、碾桥矿泉等观光景点。等一下！您是否对香草王国农园的

历史仍然意犹未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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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草体验教室“Craft House”，人们可以利用薰衣草、柠

檬、茉莉、迷迭香、香芋、金盏花等各种香草制作出果冻

蜡、印花扇、香草肥皂等D.I.Y手工艺品。每个人只需

交纳4000~1万韩元的体验费，就可以在老师的指导

下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杰作。每次的体验时间约为

15~30分钟，若您想在游览农园的过程中歇歇脚，

不妨来这里坐坐吧。张译文把肥皂做成了机器人

的模样，他说“我一直都很喜欢高达，但是像这样

自己亲手制作出充满香草气息的高大模样肥皂还

是第一次”，“我想长久地保留这份特殊的回忆”。而

苏逸则想把自己制作的香草果冻蜡送给自己新加坡的

朋友，她笑着说“希望朋友能喜欢这份礼物”。

面向中国游客的

优秀旅行文化杂志

M a r  .  a P r

亲手采摘香草，打造个人专属D.I.Y作品

香草王国农园距离首尔三个小时车程，站在园门

口就能闻到扑鼻的香草芬芳。经过入口处的售票

处，走过溪水上方的小桥，映入眼帘的便是像有

精灵出没、宛若童话般的香草田。若您逛饿了，还

可以去香草餐厅“白桦小屋”看一看，在那里可以

品尝到用园内新鲜香草制作而成的美味佳肴。尝

一口拌有辣酱的香草拌饭，唇齿留香，仿佛步入了

香草田般，令人回味无穷。

张译文和苏逸的D.I.Y香草果冻蜡作品制作步骤

准备材料 凝胶、透明玻璃容器、香草精油、灯芯、香精油、色砂石、木筷、匙、不锈钢容器 & 棒、温度

计、燃料、装饰小物

   将灯芯立于容器中心。   铺上彩沙及石头。   用小装饰品进行装饰。   加热并使凝胶溶化。   滴入1~2滴燃料。

   在溶化后的凝胶中倒入香精油。    固定好灯芯后导入凝胶。   凝固后剪掉灯芯，果冻蜡即可完工。

 

DOING 2

弥漫着清香的香草拌饭

DOING 2

营业时间 上午 08:30~下午 06:00 (11~4月) *入园截止时间为下午5点
          上午 08:30~下午 07:00 (5~10月)  *入园截止时间为下午6点
门票 11~4月 成人 5000韩元(团体 3000韩元) / 5~10月 成人 7000韩元(团体 5000韩元) 

体验费用 印花相框(6000韩元)，印花钥匙圈(4000韩元),印花贝壳扇(8000韩元)

印花笔记本(6000韩元),香草手工皂(6000韩元) 

官方网站 www.herbnara.com 电话 +82-33-335-2902

 

 来自首尔大_五台山的两种保健商品 

近日，韩国首尔大学在五台山进行了六次产

业培育，推出了“药豆豆浆”及“香草王国

Real可可”两种保健商品，均由五台山野生

大豆以及香草制成。 

药豆豆浆(SOYMILK PLUS)

香草王国Real可可

香草王国可可为棒状，且未经任何

化学处理，采用传统石磨方式磨

制而成，富含多酚等可可的天然抗

氧化成分。该产品结合了首尔大学

专利技术，不含蔗糖，让您免除蛀

牙及血糖方面的顾虑。

*由五台山地区农产品制成的五台

山巧克力也将于明年问世。

价格 从7000韩元起

购买地址 香草王国农园

该豆浆精选10 0 %韩国产药豆制成，极大保留了其

原有的营养成分，并特别添加了由首尔大学专利技术

提取的大果榆精华液及从海藻类植物中提取的海藻

钙，有效补充了药豆中所缺的钙类成分。

价格 每盒（190ml)850韩元,24盒装礼盒2万韩元

购买地址 首尔大学校内卖场

别忘了与花田里的香草近距离接触，

亲手制作香蜡并购买纪念品哟！

对我而言

是一次愉

快有趣的

旅行，对

其他人而

言又能带

来持续的

收益，这是一件多么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啊！

韩国农林出产食品部积极推动的第六次产

业化能让您在同一个地方接触到1~ 3级产

业，该政策也深受到韩国农村开展健康之

旅的外国游客们的喜爱。像这样既能买到旅

游当地的农产品原材料（一级）及加工产品

（二级），又能享受到教育、文化、住宿等各

色服务（三级）的综合性健康商品，期待您

来体验哦～

官网 www.6차산업.com

1 2 3 4 5

6 7 8

Tip



K-CULTURE
韩国武术

为韩国传统武术的代表，跆拳道现已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

赛项目，深受全世界人民喜爱。跆拳道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其不

借助于任何武器，单纯运用手部及脚部动作。不论何时何地，

跆拳道都秉承仅用手部及脚部动作的原则进行攻击或防御。该运动虽

未借助于任何武器，仅依靠人体，却具备逢战必胜的惊人战斗力。然

而，跆拳道更侧重于防守，这源于其崇尚和平、公正性的运动精

神。前来学习跆拳道的人们也不是出于攻击、制服他人的目的，

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突破。

跆拳道各色腰 带的秘密

在了解了跆拳道的 基本精神和特征之后，让我们按照攻击与防御基本技巧的顺

序，一起来看看醒目 的各色跆拳道腰带吧！跆拳道腰带被系在跆拳道服的腰部上

方，其颜色的不同代表着修炼者水平的高低。腰带在颜色上以五方色为基准，按照白、蓝、黄、

绿、红、黑的顺序，越往后面级数越高。腰带从白带升到黑带的过程，也是修炼者们付出巨大努

力的过程。然而，若仔细观察这些学习跆拳道的孩子们，会发现除了基本的五色腰带之外，还能

看到褐色、紫色的腰带。这是为了让学习跆拳道的过程变得不那么枯燥而随意增加的颜色，充

满了童趣。

跆拳道与K-pop的碰撞

设想这样一个画面：2000多名泰国粉丝们排着长队，拿着签名和荧光棒进入表演场地。有趣

的是，令少女粉丝们翘首以盼的主人公不是演员或歌手，而是展现华丽跆拳道技术的跆拳道表

演团。K-Tigers跆拳道表演团在推出了以K-pop歌曲为伴奏、利用跆拳道动作编舞的视频之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最具人气的是一则以组合成员太阳的个人单曲《Ringa 
Linga》为背景音乐、融合了跆拳道动作的视频，截至目前（以2015年2月为准）点击量已经超过

了496万次。视频中的跆拳道表演团演出者们有着不亚于偶像明星的外貌，身着精美服饰，展现

炫目的表演。而他们的人气秘诀正是其独一无二的跆拳舞。华丽的腿法、充满力度的跆拳道动

作与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完美结合，从而展现出人体之美。

01 
图为跆拳舞视频中以

歌手太阳的《Ringa 

Linga》为伴奏的场面

02
K-Tigers正在海外剧

场示充满力度的跆拳

道动作  

03
韩游通SNS记者团

成员们正在体验

跆拳道。

新韩流与运动的碰撞 跆拳道

作

负责K-Tigers表演的徐元烽团长表示，“我们最开始进行表

演的目的是想要告诉人们跆拳道本身并不枯燥，而是一项亲

切、令人愉悦的运动。考虑到音乐是通行全世界的语言，我们由

此产生了将跆拳道动作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这一想法”。 跆

拳道已经超越了韩国传统武术、运动的范畴，发展成为全世界

人们可以共享的新文化内容，受到广泛关注。 如果当下您也想

感受一番跆拳道的乐趣，不妨欣赏一段跆拳舞视频，随着一起

握紧拳头，气沉丹田，大喊一声“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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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吧跑吧机器人，飞吧飞吧跆拳V~”，

这是每个韩国人都能哼唱的动画片

 《机器人跆拳V》主题曲中的一段歌词。

片中的主人公跆拳V凭借基本的跆拳道

动作及腿法战胜敌人，在孩子堆里有

着很高的人气。最近，透过《机器人跆

拳V》，跆拳道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瞩目。

随着跆拳道与K-pop相结合的表演通过

网络视频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跆

拳道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韩国传

统武术跆拳道正在掀起新一轮的韩流

浪潮。下面《韩游通》将介绍该跆拳道

视频的表演者—“K-Tigers”，并为您揭

秘他们的跆拳道精神及近来获得大量

人气的原因。文_罗礼真 照片_崔恒硕(Studio A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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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旅行前的熟知事项
让韩游通来告诉您如何准备韩国旅行
旅行时，您会体验去到一个陌生地儿时的激动和快乐，但也会因为不熟悉而感到害怕。是否要签证、

在哪里可以使用信用卡等等，相信这些信息都是您非常关注的。在这里，韩游通为准备来韩旅游的您

准备了下列重要信息，事先熟知它们会为您的旅行带来更多便利。文_罗礼真,王冰心

Q A&
韩国旅游签证如何申请？

韩国是中国游客申请个人旅游签证最容易的国家之一，为了方便中国游客到韩国来旅行，韩国政府于2010年
简化了韩国旅游签证的申请手续。个人旅行者只需要向韩国驻华领事馆提交护照、登记照片、签证申请表、

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在职证明或银行交易明细（或类似材料），就可在材料通过审查后获得韩国旅游签证。对

个人旅行者而言，在中国获得韩国签证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由韩国总领事馆在中国各地指定的旅行社代办签

证业务。根据个人情况，办理签证的程序可能会更简便，详情请参考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有关签证办理的

说明。

入境时需要注意什么？

入境时海关检查分为无申报通道（绿色）和申报通道（红色），若旅客所持外币不超过1万美元、携带品的总

价格不超过600美元（只限酒1瓶、烟10盒、香水2盎司），没有携带禁止出入境的物品（包括枪炮、火药、毒

品、动植物、障碍公共安全之事物、伪造货币或证券、仿冒品、无线电机用品、肉类制品等），则可走绿色通

道。出境时如携有贵重物品，必须填写“携带出境物品申报单”。报关原则上为书面申报，但游客所携带的

随身行李进行口头申报即可。使用简化柜台走私的违法者，将加重刑责。

如何从机场前往首尔市内？

首先，您可以到机场到达大厅的旅游咨询服务台（5号口或10号口旁），获取有关开往目的地的车次及乘车地

点相关信息。乘坐机场大巴从仁川机场到首尔市中心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前往地区不同，所需时间也会略

有不同。

★您还可以乘坐机场快轨到首尔火车站。需要乘坐机场快轨的游客，可以向旅游咨询服务台咨询乘车地点，或根据标牌指示

找到乘车地点。

★如果您从金浦机场入境，可以乘坐首尔地铁5号线进入首尔市区。

★乘坐机场快轨：仁川国际机场站-首尔站（直达车需43分钟；普通列车需53分钟）。

★乘坐地铁：金浦机场站-光化门站（所需时间为45分钟左右）

在韩国旅行期间如何使用手机？

如果想在韩国旅行期间继续用自己的手机，出国前需要到相应的移动电话服务公司申请漫游服务，或者到

韩国租用韩国的手机。仁川国际机场提供手机出租服务（24小时营业），持本人护照、信用卡（手机押金）到

柜台办理即可，回国前退还手机时缴纳话费和使用费。

如何使用银联卡消费？

在韩国百货店或者普通商店，甚至便利店都可以使用信用卡支付。韩国的免税店、知名百货商店以及众多普

通购物商店也可以使用银联卡。游客持银联卡也可以在银行ATM机上直接提取韩元。（手续费根据各个开户

行规定有所不同，可以事先查清楚）

★刷卡操作方法：凡是标有“银联”标识的商户都接受银联卡。若希望以银联卡支付，应提前告知收银员，并输入六位数字的

交易密码；如果信用卡没有设置密码，可在输入任意六位数字后按确认键。

★ATM取款方法：持卡者在所有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器均可直接兑取韩币现金。韩国境内的ATM对每笔ATM取款有限额规定，

具体详见操作界面提示信息。

如何获取售后退税？

从市面上购买的商品价格中都包含一部分税金，这些税金一般被用作韩国居民福利基金。非韩国居民所购

商品在出境时，经确认后可通过相关法定步骤获得返还。

★适用税种：增值税（VAT：Value-Added Tax）及特别消费税，金额为消费价格的10%。

★适用对象：在相关税务机构指定的商店中购物满3万韩元以上且在三个月内携带所购商品出境的非韩国居民。

★相关程序：①在标有“全球退税（Global Blue TAX FREE）”或“韩国退税（Tax Free KOREA）”标志的指定商店中购

物后，取得退税（TAX REFUND）发票。②出境时向海关出示所购商品、发票，经确认后加盖“物品出境（ALL GOODS 
EXPORTED)”图章。③出示所购物品和退税发票，加盖确认图章 ④在出境处的退税窗口，现场领取所返还的税金。

免税商品可以无限购买吗？

随身携带的自用衣服、首饰、化妆品及日用品、香烟200支、酒类1瓶（1000毫升）、香水2盎司 价值400美元以

下的商品(不含烟、酒)。韩国的古董及重要文物必须获得文化财鉴定官室的批准才可出境。

具体可向仁川海关查询，电话 82-32-452-3114

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用得上

的韩语5句

01 你好。
안녕하세요.

[Annyeong-haseyo.] 

02 谢谢。
감사합니다. 

[Gamsa-hamnida.] 

03 对不起。
미안합니다. 

[Mian-hamnida]

04 …在哪里？
…이 어디 있습니까?

[~I eodi isseumnikka?]

05 多少钱？
얼마입니까?

[Eolma-imnikka?]

资料提供 韩国旅游发展局

春节来韩旅游小Tip
旅游T ip 春节期间，古宫、公

园、游乐园等连休期间会一直

开放，热闹非凡。这些地方还

会举办多样的活动及韩国传统

游戏等吸引游客们的到来。

购物Tip 春节连休期间(2015. 
2. 18 - 2. 22)大部分百货店和主

要商店在春节当天2.19(周四)

及2.20(周五)日休息。(部分卖

场不同) 

礼物Tip 一直以来，备受欢迎的

礼物应该算是百货商店购物券

和现金了。向父母可以赠送一

些人参、蜂蜜等健康食品及按

摩等保健用品。向同事、朋友

们，可以赠送一些生活用品或

食品套装等。同时，作为祭祀食

品的韩果、干黄花鱼等也是不

错的选择。

Tax

Q2 

Q3 

Q4 

Q1 

Q6 

Q7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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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名人

“多福女人”李吉女骑虎前行 吉医院&嘉泉大学

 “世界150位女强人”李吉女会长：
我走过的地方都会自然成路
李吉女会长始终没有过片刻松懈。她经常挺直腰板，反复做出张手握手的动作，看上去神采奕奕。她年轻

时从未有一分一秒是为自己而活，对于年轻时候的她来说，生命中从来没有所谓的结婚、生育和升职，有

的只是不断地照顾患者。尽管如此，她还是比其他人看起来更加健康、美丽、充满活力。那么，究竟是什么

动力让她比别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呢？

 【郑心教记者简介】2005年，他作为满怀梦想的23岁嘉泉大学学生，获选成为中国山东大学交换学

生，前往位于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换留学，后来成为中国当地报社的记

者，积累下经验之后他被韩国“中央日报传媒+”总部选为了《韩游通》负责记者。学生时代的他曾经

近距离接触过李吉女会长，并曾与李会长一起跳舞，切身感受到李会长饱满的生活热情，从中受益颇

多。现在时隔10年，他再次与李会长坐到了一起。

很好奇您的名字和号的含义，能否解释一下？

“我是女儿身，因此爸爸给我起了‘吉女’这个名字。正如它的字面意思一样，我确实是个‘多福的女人’、

‘幸运的女人’。我想去地方都能有大道，做的事情都会得到好人的帮助。‘嘉泉’是我的号，意思是带有美

好祝愿的泉水。过去58年间，曾经有很多人饮用过我的泉水，但泉水至今还没有枯竭。（笑）”

如果重新拥有一次生命

“我还会成为一名医生。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想像现在一样生成一名女性，用母爱拥抱世界，成为一

名医生。正是作为一名女性、一名医生，我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我喜欢种植东西，所以就过上了种植及

养育人的农夫生活。作为一名女性，我生活得很快乐；作为一名医生，我感到非常幸福。只要我少睡一些

觉、少吃一点饭，就可以帮助更多人脱离痛苦。如果再有一次生命，我会成为比现在更优秀的女医生。”

您永远都如此富有活力，秘诀是什么？

“我就像一个风车，没有风的时候不会转动。因此对我来说，强风暴雨根本就不能算作逆境，而是风越

强，反而转得越有力量。我慢慢从乡村少女手中的小风车变成大大的风车，从而有能量带领今天的嘉泉吉

财团前进。无论是嘉泉财团还是吉医院，风车都在强有力地转动。”

李吉女校长简介……

1932年出生于全北沃沟，从首尔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美国玛丽清洁

医院（Mary Immaculate Hospital）和皇后医院中心（Queen＇s 
Hospital Center）读完研修课程，并从日本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

位。1958年，她成立了“李吉女妇产科”医院，1978年成为首个设

立医疗法人的韩国女医生。后来，她在1998年设立嘉泉医科学院，

并在2012年正式成立首都圈排名第三的私立大学——嘉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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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前任副总理是中国公认的女中豪杰，因为沉着克服危机而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女强人，

被称为中国政界的“铁娘子”。如果说中国有“吴仪”，那韩国就有“李吉女”。嘉泉吉财团的理事长李吉女曾与

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昂山素季等世界知名政治人物一起被美国时事周刊《时事周刊》选为“世界150位女强

人”。李会长依然散发着健康的气息，而且全身洋溢着生活的热情，丝毫看不出年事已高。李会长领导的嘉泉大

学和吉医院已经成为中国等外国留学生或来韩医疗游客心中的圣地。文_郑心教 照片_吉医院，嘉泉大学

Where to go
营业时间 平日上午8:00~下午5:00，周六上午08:00~正午

如何前往 地铁1号线东岩站1号口出站后乘坐532路或536路城乡巴士

在嘉泉大学吉医院下车（需10~15分钟）

位置 仁川广域市南东区南东大路774号街21（九月洞）

预约电话 +82-32-460-3213
中国热线 +82-10-3370-9069（24小时开通）

Where to go
国际校区（城南）

位置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城南大路1342
电话 +82-31-750-5114 

医学校区（仁川）

位置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 Hambagmoe路191号(延寿洞 534-2)
电话 +82-32-820-4000

吉医院_选择健康胚胎提高怀孕成功率，为患者进行精确的脑部及癌症体检

通过24小时胚胎观察提高怀孕成功率

目前世界所有国家的不孕夫妇都在日益增加。2010年不孕夫妇在韩国政府资金援助下接受的体外受精手术（2.4448

万件）怀孕成功率只有31.1%，怀孕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院不能对胚胎发育过程进行24小时观察。

但是，吉医院在难产研究和治疗领域崭露头角，正逐渐提高不孕夫妇的怀孕成功率。吉医院的“婴儿风门诊”为了突

破不孕治疗的局限性，开发出了可对胚胎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的胚胎监控系统。该系统利用名为“Primo Vision”

的尖端设备，在24小时内以50~60分钟为单位不间断对受精胚胎进行观察，并将胚胎发育过程记录储存下来。另外，

“Primo Vision”设备上还装有不会影响胚胎发育的小灯光，不用将胚胎转移到外部显微镜进行观察，胚胎在移植到

母体之前可以一直在“Primo Vision”中毫无压力地发育。这一过程有24小时不间断的影像观察，通过视频方式储存

下来，并可以分为11个断层进行拍摄，最终选出最健康、最适合移植的胚胎。现在，韩国不孕夫妇的怀孕率为30~40%

左右，吉医院目前的备胎监控系统可以把成功率提供到50%左右。吉医院“婴儿风门诊”提取一次女性卵子后，可以将

多余的卵子冷冻起来，供以后移植时使用。

通过关联性系统进行脑部及癌症特别体检

嘉泉医科大学吉医院健康增进中心最近搬到新地方，开始了新的体检服务。体检中心转移到癌症中心所在的13楼后，

规模和设施都得到了大幅扩充。“脑部”特别体检是吉医院体检中心不可错过的体检项目。吉医院嘉泉脑科学研究

所拥有精密的7.0磁共振成像设备，可以像看手相一样仔细观察人的脑内情况，并可以对痴呆、中风、脑癌、帕金森症

等脑部疾病进行检查和治疗。同一个研究所的嘉泉脑健康中心作为一个脑疾病诊疗中心，2009年已经在全球率先获

得JCI认证（医疗机构通过面向全世界进行的严格国际标准医疗服务审查后得到的资格认证书），其脑影像体检水平

可见一斑。事实上从2009年6月开始，该中心在一年时间里共为913名患者提供体检服务，为其中80%患者检查出了大

大小小的脑部疾病。

吉医院癌症中心今年1月成为首家被韩国保健福利部指定为“功能型地区癌症中心”的民间医疗机构。体检中心之所

以设在癌症中心的13楼，主要是考虑到与它相关的其他项目。特别体检项目分为妇科癌症、肺癌、消化系统癌、前列

腺癌、乳房癌和甲状腺癌等不同种类，体检结果一旦发现问题，可以马上在吉医院癌症中心接受治疗，节约患者从体

检到治疗所需的时间。此外，这里的癌症中心还拥有亚洲第一台“Novalis tX”放射线肿瘤治疗设备。

嘉泉大学_走出韩国成为国际名牌大学

在城南、仁川和海外多个地方展开教学活动，发展成全球化大学

位于京畿道城南的嘉泉大学正逐渐成为首都圈名牌大学。学校还成功入选教育部“2014年大学特殊化项目”的6个事

业项目，可以在未来5年获得200亿韩元国家援助。目前学校共有1.8万名在校学生，加上研究生在内共有2万名学生，

逐渐变身成了一个庞大的综合大学。此外，嘉泉大学还一直与中国山东大学保持着大规模的学生交流项目，致力于进

行各种韩中交流活动。它在美国火鲁奴奴设立了嘉泉夏威夷教育院，并在首都圈拥有罕见的医科学院、韩医科学院

和药科学院等全科专业。医科学院在2005年变成医学专业研究生院之后，时隔10年重新恢复，在2015学年招收了28

名新生。目前，医科学院的正式高考竞争率已经达到5.6：1。

嘉泉大学医科学院成立以来，一直走在韩国医学教育的前列，先后两次在评估认证中获得最优等级。成立后的13年

里，学院创造了41%的海外临床实习纪录，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学校，始终在培养拥有国际视角的“温暖医疗人”方

面走在其他学校之前。该学院学生必须在多专业课程、副专业课程和关联专业课程中选择一种修完后才能毕业。另

外，学院不同学科之间共享重要专业科目，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此外，学校还放宽了

转专业的条件，增加学生选择专业的机会。

利用环保和最尖端设计技法营建校园

嘉泉大学瞭望塔2010年竣工后，校园的教育环境得到了划时代改善。象征嘉泉大学未来蓝图和改革精神的嘉泉馆也

在动工两年多之后于2014年10月顺利开馆。嘉泉馆总楼面积可达3.8854万平方米，分为地下两层和地上12层，拥有最

尖端的设备和大量教室，学生们可以享受到便利卓越的教育环境，学校的福利环境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嘉泉馆的设计可以最大程度节约能源使用量，获得了“环保建筑”的美称，建筑正面的草地广场被设计成校园中心空

间，前方的渐进式立体雕像代表嘉泉大学正面向未来的蓝图强势发展。得益于这些努力，2015学年嘉泉大学的正式

高考入学竞争率高达8：1。学校不仅培养出了大批顺利通过韩医师和税务师资格考试的学生，在校学生还接连发表

SCI论文，获得了很高学术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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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酒店 似像非像的特色草莓自助餐

首尔洲际帕纳斯酒店和首尔洲际酒店COEX将举行一场香甜美味的草莓甜

点飨宴。您不仅可以品尝到用在全罗南道丹阳健康栽培的高级品种“凤山

草莓”制作的草莓火锅、草莓薄饼、草莓马卡龙等美妙甜点，还可以吃到法

式甜点蜜饯、德式肉包卷、意式奶冻等各国风味的草莓点心。特别是从今年

开始，不仅两家酒店的大厅休息室，首尔洲际酒店COEX的30楼“摩天休息

室”餐厅也将提供用草莓做成的各种点心，令广大美食爱好者期待不已。

大厅和摩天休息室提供草莓点心的时间各不相同，请务必提前致电确认，

并在预订好位置后前往。

时间 2015年1月16日~4月26日（可能会有变动）

价格 成年人4万5000韩元（包含税金和服务费）

电话 首尔洲际帕纳斯酒店 82-2-559-7603
     首尔洲际酒店COEX 82-2-3430-8603，摩天休息室 82-2-3430-8630
官网  www.grandicparnas.com:444/eng, www.iccoex.com/eng（英文）

首尔JW万豪酒店“我爱草莓”
首尔JW万豪酒店的大厅休息室4月底之前将持续推出拥有

30多种草莓甜品的自助餐活动，不仅有新鲜草莓可供解馋，

还有草莓手指蛋糕、法式千层酥、提拉米苏以及用草莓蘸

取巧克力酱食用的“草莓火锅”等等。此外，这里还提供果

汁、冰沙等饮品和用草莓做成的意大利干酪沙拉，顾客可

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草莓料理享用。自助餐仅在周末正

午12点到下午5点之间提供，平日可购买包含五种草莓甜点

和下午茶在内的“草莓下午茶套餐”（3万5000韩元）。

时间 截止4月30日 价格 成年人5万6000韩元（包含税金和服务费）

电话 82-2-6282-6736 官网 www.jw-marriott.co.kr/eng（英文）

首尔文艺复兴酒店“草莓故事”
首尔文艺复兴酒店大厅的“T RE V I休息室”将在今年3月
底之前每日提供无限草莓自助餐。坐在拥有15 2个坐席的

TREVI休息室，伴随着钢琴爵士乐的旋律，您可以随心所欲

地来一场谈话或简单饭局。这里的草莓自助餐活动“草莓

故事”从每天下午2点30分进行至5点，用餐时间长达两个半

小时，您可随意品尝15种由糕点师制作的美味草莓点心。虽

然点心种类较少，但价格也相对较低，可以毫无压力地轻松

享用，而且可以在周末之外的任意时间前往就餐。

时间 截止3月31日 价格 成年人2万8000韩元（包含税金和服务费）

电话 82-2-2222-8627 官网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
selrn-renaissance-seoul-hotel（英文）

韩国
特级酒店
酸甜的
草莓盛宴
新春到来之际，首尔特级酒店纷纷

推出美味诱人的草莓甜品盛典。下面

就随小编一起去品尝各种用新鲜草

莓做成的异色甜点吧。
文_朴chana  照片_由各酒店提供

希尔顿华克山庄酒店“非常莓果草莓甜点”
希尔顿华克山庄酒店的大厅休息室“The Pavilion”将推

出一场特殊的草莓自助盛宴—“非常莓果草莓甜点”。这

里的草莓自助餐活动今年迎来了第八届，一直备受国内外

游客喜爱。这里每周五和周末开门迎客，每周五下午5点30
分和8点推出两场自助餐，周末则分别在正午12点、下午2点
30分和5点推出三场自助餐，每次就餐时间限制为2小时。自

助餐提供30多种草莓甜点和4~5种现场制作的甜点，多付2万
韩元还可无限畅饮店里的气泡红酒（售价4万韩元以上）。 

时间 截止4月26日 价格 成年人5万8000韩元（包含税金和服务费）

电话 82-2-450-4534 官网 www.sheratonwalkerhill.co.kr/cn/
main.wh （中文）

首尔利兹卡尔顿酒店“莓多莓”
今年迎来建成20周年的首尔利兹卡尔顿酒店将推出独具一

格的草莓甜点和茶水自助餐—“莓多莓（Berry More）”。
该自助餐活动将在4月12日之前的每周周末举行，提供可丽

饼等甜品以及手指三明治、浓汤等餐点，共有30多个种类可

供选择，还可品尝到德国名茶“罗娜菲特”的美味。自助餐

在首尔利兹卡尔顿酒店的二楼“利兹吧”举行，古色古香的

欧式装潢和罗伯特·兰戈等著名画家的画作非常具有格调。

顾客可以提前预约单间，享受更自由轻松的就餐环境。

时间 截止4月12日 价格 成年人4万9000韩元（包含税金和服务

费）电话 82-2-3451-8271 官网 www.ritzcarlton.com/zh-cn/
Properties/Seoul/Default.htm（中文）

首尔铂尔曼大使酒店“狂热草莓” 

首尔铂尔曼大使酒店的大厅休息室和面包房正在推出用新

鲜草莓做成的甜点自助餐。这里每周末下午2点到5点开放

的甜点自助餐拥有草莓提拉米苏、法式千层酥、意式奶冻

等2 0多种用草莓做成的甜点，还提供清新爽口的草莓果

粒汁以及茶、咖啡等饮品。平日可单独购买草莓甜点，果

汁、冰沙、拿铁等饮料和草莓塔、马卡龙等大部分甜点单

价都在1~2万韩元左右，可以用相对便宜的价格轻松享受

美味。 

时间 截止4月19日 价格 成年人4万2000韩元（包括税金和服务费）

电话 82-2-2270-3101 
官网 grand.ambatelcn.com/seoul/main.amb（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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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的一周

韩国整容技术向来有天下第一的美誉。特别是眼睛和鼻梁的整容，由于整形规

模较小，不像全身整形那样压力大，只需大约一周的恢复时间就可以简单地徒

步旅行或出门购物了。想要来韩国进行一场“整容之旅”的游客可以首先通过

代理企业接受充分的术前咨询，然后再预约医院，确定手术日程。如果通过网

络渠道进行咨询，需要准备三张以上照片，由专家在线查看过照片后提供指导

服务。确定来韩日程后，从酒店入住、名胜景区旅游、前往医院到最后的出国，

都将由专业导游全程陪同，游客可以毫无压力地享受这场美容观光旅行。无需

外科手术的微创整容更是简单。下面就像大家介绍可进行肉毒杆菌、填充等恢

复皮肤弹力和祛皱手术的专业医院。

整容旅游胜地，江南&狎鸥亭

梦想进行一趟“整容之旅”的朋友一定要确认以下几点原则：整容外科专家

是否直接执刀进行手术，医院是否具有常驻的专业麻醉师和专家医生，是否

与上级医院有着密切关系等等。位于江南站的高云世界整容外科医院（www.
gaoencn.com）拥有各领域的专业医疗团队和最新医疗设备，还曾在2009年得

到韩国政府（保健福祉家庭部）颁发的接纳外国患者许可证，是一家信得过的

整容外科医院。现在，该医院已经在中国北京开设分店，正在积极针对中国顾

客展开市场营销。另外，位于狎鸥亭站的ID整容医院（cn.idhospital.com）在

2009年扩张重开以来，一直是拥有最新设施的韩国最大规模面部骨架整容专

业医院，备受追捧。该医院拥有大学附属医院出身、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疗

团队，2013年曾被评为接纳外国患者的优秀医院。

信息 

“友兰代理处”与50多家位于韩国首都圈等地的知名医院签有合作协

议，是一家专门介绍医疗观光游客的公司，目前推出了美发化妆、皮肤

管理、SPA、婚礼等“美容套餐”和帮助游客接受医院治疗的“医院项

目”，以及帮助游客在首尔一带旅游的“城市之旅”等优惠活动。

咨询 友兰代理处中国分处

 86-10-57499607，86-13811101463 

 1749181168
  gaotiema

首尔江南地区是名副其实的“美丽”产房，这里的狎鸥亭洞和新沙洞林荫道路上有着许多名人和时

尚人士喜欢的场所，还密集分布着韩国艺人经常光顾的整容外科医院。那么，这次春节假期就让我

们选择去首尔来一趟“变美之旅”吧！文_朴chana 照片_申光(Studio A One), 高恩世上整形医院提供

为了变美来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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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游通》编辑组从2月起对网络杂志(hanyoutong.kr)资
讯版块进行了全面改编，将为您提供更丰富、更系统的

韩国旅行、文化和韩流相关资讯。重新改编的新闻分为

K-Beauty、K-Pasion、K-hot plays、K-star、K-live style、
K-trend、K-live、K-food、韩国语教室、品牌新闻、文化艺

术等主题，加强了购物版块的比重。在这里，您能最先接

触到美丽与时尚等方面的最新潮流，请务必关注。对于线

下杂志所用的资讯，我们会根据线上杂志的需要进行特

别编辑，以更加简约、精练的新形式呈献给大家。

在预计会有大量中国游客前来韩国旅游的春节长假末，我们将在明洞举行《韩游通》最新一期杂志发行

活动。这一活动是为了宣传由韩国代表性新闻社之一的《中央日报》发行的中文版旅行及文化杂志《韩

游通》，不仅会免费赠送最新一期的《韩游通》，还会赠送由韩流明星全智贤独家代言的“爱茉莉太平洋

illi绿茶提亮面膜（一张价值2500韩元）”。2月27日、28日，让我们相约明洞，在那里享受由《韩游通》为您

准备的特别礼物吧。

www.hanyoutong.kr
(韩游通网站) 

weibo.com/hanyoutongkr 
(韩游通微博) 

www.hanyoutong.kr

通过QR code 一起体验中文版韩国旅行杂志《韩游通》吧！

随时，随地，随心所欲~

为来韩旅游的中国游客准备的韩游通杂志。可通过手机，平板，PC随时查看。

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尽情享受2倍3倍及更多的资讯。

QR 
Info

《韩游通》网络杂志新闻版块全面改编

大家快来享受美好的韩国旅行吧!《韩游通》为来韩国旅行的中国游客提供最新、最实用的旅游、购物信

息。除了目前已经很有名的观光景点之外，《韩游通》还会介绍最近口碑相传人气剧增的热门景点等。

俗话说“入乡随俗”，来到韩国，大家也应该深深的体验一下韩国文化。当然了，《韩游通》里也有很多年轻

人非常喜欢的韩流明星新闻等。不仅如此，甄选出的美食餐厅、服饰和化妆品卖场、演出展览信息等所有在

旅行过程中需要的信息都可以在《韩游通》了解到。 《韩游通》会是您最真挚的旅行同伴。2015年《韩游通》

迎来了创刊第二年。《韩游通》是来韩旅游中国游客的必备杂志，今后也将为成为最佳媒体而不断努力。

2月27日、28日可在明洞获取最新一期《韩游通》和 illi面膜。

 （*活动时间若有变动，会在网站上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