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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概况
• 国家概况

• 韩国的公休日
• 天气

• 韩国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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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概况

其后 四季分明的大陆性气候
首都

首尔（1394年被指定为朝鲜
的首都）

100,188.1km2(居世界 109
领土面积
位)

国家概况

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虽以“韩国”悉知，但正式国名为大韩民国。鉴于南北分裂局

面，也被被叫做“南韩”。韩国由呈南北方向的狭长半岛和约3,000多个岛屿组成。在
地理上，与中国、日本共同被归于东北亚。

大韩民国的行政区域由1个特别市、6个广域市、8个道、1个特别自治市以及1个特别
自治道构成。此外的行政单位根据大小，分为市 – 郡或区 – 邑、面、洞、里等。

人口 51,663,000(IMF, ’18. 04)

官方语言 韩国语
宗教信仰 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

国花 木槿花
国旗 太极旗

国家概况

国家名全称 大韩民国

市区 GMT + 9小时
政治结构 总统制民族共和国
经济 GDP 16,932亿$(IMF, ’18. 04)
流通货币 韩元(KRW)
主要产业

半导体、汽车、船舶、平板
显示器、石油产品等

*资料出处: 韩国统计厅、Sour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更新日期. 2018年 4月)

行政区域：首尔特别市、釜山广域市、大邱广域市、仁川广域市、光州广域市、大

田广域市、蔚山广域市、京畿道、江原道、世宗特别自治市、忠清北道、忠清南
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济州特别自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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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 : 太极旗

国花 : 木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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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法定公休日每年共有15天，而从2013年引进替代公休日制度后，每年公休日平
均增加了1.1天。韩国的公休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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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日期

备注

元旦

1月1日

-

春节

2019.2.5(阳历)

3•1节
(三一独立纪念日)

3月1日

佛诞节

农历4月8日

儿童节

5月5日

显忠日

6月6日

纪念殉国先烈和阵亡将士的忠诚。

光复节

8月15日

纪念1945年解放，这是南北唯一共同的国庆节。

中秋节

2019.9.13(阳历)

开天节
(建国纪念日)

10月3日

纪念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檀君朝鲜建国。

韩文日

10月9日

纪念韩国文字“韩文”的创制，于2012年被定为
公休日。

圣诞节

12月25日

1989年定名为“春节”，连休3天。吃年糕汤，
向长辈拜年。

其他纪念日(并非法定公休日)
• 植树节

4月5日

• 劳动节

5月1日

• 教师节

5月15日

• 父母节
• 制宪节

5月8日

7月17日

※ 春
 节ㆍ中秋连休和儿童节替代公休日
制度(自2013.11.施行)
春节、中秋连休与其他公休日重叠或

儿童节与星期六•公休日重叠时，该

国家概况

韩国的公休日

星期六或其他公休日以后的第一个非
公休日被指定为替代公休日。

示例) 2015年<中秋节> 9月26(星期六)、
9月27(中秋节)、9月28(星期一)、
【9月29(星期二) ▶ 替代公休日】

纪念1919年3月1日抗争日帝压迫的独立运动。
释迦牟尼诞生日，是佛教的代表性节日，
又称为 “释迦诞生日”。
-

自1989年起包括前一天(农历8月14日)，
连休3天。吃松饼，扫墓和祭祖先。

-

11

3月∼5月。早晚冷，白天温暖。花朵美丽绽放，树木生机勃勃地发芽。3月需要温暖的
冬装，4月适合轻便的衣着。5月也有多数堪比夏日的大热天。

夏

6月∼8月。25℃∼35℃左右的炎热天气。6月末至7月末有雨期(雨季)。虽说是雨期，并
不是每天下雨。8月至9月之间出现几次携大量降水和强风的台风。

韩国二三事

韩国是唯一一个从国际援助受惠国转变成捐赠国的国家！

韩国为抚平日本殖民地统治(1910~1945)和韩国战争(1950~1953)遗留的伤痛，大力
发展经济，在1945年至1999年的55年期间，接受了约达330亿美元的有偿、无偿开

发援助。自1987年起，开始从事对外援助活动，并于2001年成立韩国国际协力团
(KOICA)，正式参与对外援助。2009年，韩国的捐赠国地位获得UN承认，从接受有

偿、无偿援助的国家华丽转身，成为提供援助的捐赠国。韩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从受惠国转变成捐赠国的国家。

秋

地球上唯一的分裂国家

准备好冬装和暖气设备。秋天的枫叶甚是美丽。

韩。这种局面持续至今，在德国、越南统一后，韩国成为了地球上仅存的分裂国家。

9月∼11月。10℃∼25℃，天气逐渐变冷。11月也有不少冬日般寒冷的天气。最好提前

自1953年7月签订韩国战争停战协定以来，韩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基准，分成南韩与北

冬

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国家

风的日子很多。必需要有温暖的衣服和取暖设备。到了2月末，天气回暖，逐渐变暖。

基督教和天主教，此外还有圆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巫俗信仰等众多的宗教。

12月∼2月。-10℃∼10℃，非常寒冷。3天寒冷4天稍微不冷的天气不断持续。下雪和刮寒

国家概况

春

天气

韩国共存着不同的宗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也比较宽容。信徒最多的宗教为佛教、
国家法定假日包括佛诞日（佛教）、开天节（建国神话）、圣诞节（基督教、天主
教）也反映了这一点。偶尔有一些国家大部分信仰特定宗教的国家观光客来韩国看

到一个地区同时有教堂和圣堂，以及寺庙会很吃惊。不过韩国也有40%左右的国民
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有关宗教的问题最好还是不要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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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产业

About Korea
•韩
 国核心产业
• 韩国经济现状

Country Overview
• 韩国No.1产业

• Quick Facts About Korea
• Public Holidays in Korea
• Weather

•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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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产业

韩国不少产业在该领域居于核心地位。《财福》推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33家企
业打进了韩国，与韩国企业一同拓展世界市场占有率。

韩国经济现状

韩国的经济体制基本属于混合型经济。作为曾经经济落后的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

号码

国家

GDP（万亿美元）

2

中国

13.4572

德国

4.0291

1
3
4
5
6
7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印度

8

意大利

10

加拿大

9

11

巴西
韩国

20.513
5.0706
2.8089
2.7946

经济与产业

韩国核心产业

GDP排名（2018年）

2.6899
2.0869
1.9093
1.7337
1.6556

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台湾、香港、新加坡一起被叫做‘亚洲四小虎’（或‘亚洲四小
龙’）。根据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数据，大韩民国的人均GDP为
29,730美金，韩国GDP为15,297亿美金，排世界11位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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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资本力较弱。如此特殊环中，经济发展呈独特的形态。韩国的企业经济构造
不以中小企业为中心，而以财阀企业为主的大企业为轴。同时，因缺少天然资源，

韩国No.1产业

韩国发展了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输出主导型经济成长政策。目前韩国的经济比较依

韩国在制造行业始终具备着出众的技术与生产力。同时半导体、显示器等尖端制造

亚、马来西亚等。韩国最大集团为三星企业，此外还有现代、LG、POSCO等多数企

国在半导体、显示器、智能手机、锂电池、化学及钢铁领域占全球首位。）

赖于海外输出与输入，主要贸易对象有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尼西

韩国在尖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与国际水准的技术力基础上着眼长久发展，始终维
持着果断投资与支援，以便在四次工业革命中能够先发制人，为面临产业框架变化
时能动对应。

经济与产业

业集团，全球500强企业中17家企业是韩国企业。

业维持全球最高占有率，且维持作为在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前10强国家形象。（韩

半导体（DRAM）

第一

73.1%

智能手机

显示器

第一

第一

21.1%

锂电池

44.5%

韩国的工业竞争力

第一

第一

38%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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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

48.2%

第一

化学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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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化

About Korea
•韩
 国家庭的特点
• 言语礼仪

Country Overview
•特
 殊状况下的礼仪

• Quick Facts About Korea
• Public Holidays in Korea
• Weather

•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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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化
韩国家庭的特点

韩国的家庭生活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并以家长制为主干，以大家族为中心而
形态形成。有时也会有像外国一样当子女成人后独立的情况，但最为一般的情况是
当子女结婚时独立。此外，也正因为如此，比起父母和子女各自独立的生活，更倾
向于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

言语礼仪

结婚仪式

传统的韩国结婚仪式主要是在新娘家举行，但是今天韩国的结婚仪式主要在商业礼

堂、酒店或教堂举行。所有婚礼的宾客需要给新郎方或新娘方一定金额的礼金。
婚礼的宾客着装需遵照礼节，男性应着正装，女性应避开着白色或粉色，也应避开
过分华丽的服装。婚礼和喜宴大部分是在不同场所举行，结婚仪式结束后宾客们会
被引往喜宴场。有时婚礼和喜宴也会在同一场所，由此可在观看仪式的同时提供美
食。结婚仪式结束后新郎新娘会换上韩服并到聘礼室，提供聘礼。

葬礼

韩国的葬礼大部分举办三日。第一日会忙于准备迎接吊客，第三天清晨会出殡，因此
为吊唁最为适合的访问时间是第二天早上9点到晚11点间。吊唁服装男女都应着黑色

家庭文化

形成的，发展到现代社会，随着小家庭化的加速，开始以父母和子女为中心的家族

特殊状况下的礼仪

正装，男士需佩戴黑色领带，但也可穿深灰色等较为暗的服装。来吊丧的吊客们首先
应向遗属们行注目礼，之后向遗像上香。这时在遗像前行两次大礼后，向丧主行一次
对礼并说安慰的话。基督教徒比起行大礼，大部分行注目礼的情况较多。

韩国语根据对方的年龄、关系的亲密度、地位等的不同而表现不同。分为抬高对方
的敬语(尊称)和不抬高也不贬低对方的平语。

• 如果对方年龄大或地位高，或在官方(public)场合，使用敬语。
• 如果对方是朋友或下属或晚辈，则使用平语。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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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

About Korea
•日
 常饮食

• 常见的韩国饮食

Country Overview
• 韩国人气美食

• Quick Facts About Korea
• Public Holidays in Korea
• Weather

•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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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
日常饮食

韩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吃东西，喜爱分吃食物。一般来说，接待客人时，会准备比平时
吃的更好的食物。韩国饮食主要由饭、羹、小菜组成。与汤类似的有汤、炖汤，小菜

汤、炖菜以及配菜

一般来讲，韩食是指米饭、泡菜、一种汤或炖汤、各种小菜摆在一张餐桌上的形
态。使用蔬菜、肉、鱼等各种食材，并采用各种烹饪方法而制作。韩国人最爱吃的
汤、炖汤以及小菜如下。
• 炖菜和汤

-- 海带汤: 加入一种海藻即海带煮制的汤品。
-- 豆芽汤: 使用根部软的豆芽制作的汤品。

-- 雪浓汤: 加入牛的各个部位并煮烂的汤，或在汤中加入饭的食物。
-- 泡菜汤: 将泡菜和猪肉等放在一起煮的食物。

-- 大酱汤: 在舀入大酱的水中加入豆腐、南瓜、蘑菇、洋葱等煮制的食物。

有野菜、蒸菜、红烧、烧烤、炒菜、炸物、饼等。代表性的小菜有泡菜。替代米饭的
食物有面类（面条、冷面等）、面片汤、糕等。

米饭

大米煮熟后食用，因此比东南亚地区的饭更黏。刚开始吃时，有可能不易消化或引
起腹泻。大约过一周左右，就能习惯。

泡菜

泡菜对韩国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食物，在味道、营养和保存性方面具备优
势。将白萝卜、韭菜、黄瓜等蔬菜在盐中腌渍后，与辣椒、大蒜、大葱、生姜、鱼
虾酱等调味料和辅料搅拌后装起来。然后密封，在一定的温度下经过一定时间的发
酵、腌制后食用。由于冬天无法栽培大白菜，因此在11月末-12月初，会制作各种各

饮食文化

常见的韩国饮食
• 配菜

-- 烤牛肉: 略甜，味香，是将牛肉切薄，腌制后炒熟的菜品。
-- 排骨: 将牛或猪的排骨部位调味后烧烤的菜品。
-- 辣炒猪肉: 将猪肉和蔬菜放在一起炒的菜品。

-- 烤鱼: 在鱼上撒上盐后烤制或涂抹调味料后烤着吃的食物。

-- 红烧鱼: 在鱼和蔬菜中加入酱油和调味料长时间红烧的食物。

样的泡菜，以便可以长期食用。制作过冬泡菜时，一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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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腌制大量泡菜，亲近的亲朋好友们也会聚在一起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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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气美食

烤五花肉

做的煎饼叫葱饼，用泡菜做的叫泡菜煎饼，用绿豆做的煎饼则可以叫绿豆煎饼。这
些煎饼与韩国马格利酒非常搭配。
是韩国人最喜欢吃的猪肉部位，也是饮食文化的

炒年糕

家庭和朋友，或公司聚餐时首选的菜肴。西洋

米粉，做成长条的年糕。将长条粘糕切成手指大小，加入用辣椒粉做成的辣，却又

一种。因男女老少皆喜欢，且价格低廉，常常是

人吃BBQ,在韩国则吃烤五花肉。如果不是烤整
条五花肉，一般把未调味的五花肉切成薄片，与

与紫菜包饭、鱼糕一样，炒年糕也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街头饮食，辣味十足。蒸好
甜的辣椒酱制作。可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蔬菜和鱼饼。

紫菜包饭

大蒜、泡菜等一起在烤盘烤熟后，配上生菜、拌

葱丝、辣椒、烤熟的泡菜等蔬菜，再蘸点大酱、辣椒酱、盐、麻油等调料一起吃即

做紫菜包饭的米饭可只用盐一种，也可用醋、砂

可。

糖、盐做成调味醋进行调味。再就是把米饭平铺
到紫菜。放上鸡蛋、鱼病、胡萝卜、腌波菜卷起

拌饭

来，切成一口大小。紫菜包饭的味道根据选择的

拌饭是韩国传统饮食，最大的优点是做法简便。传统式蔬菜拌饭一般在节假日吃的

多。推测很久以前，大概在500年前，人们已经开始喜欢吃拌饭了。因为饭里加各种
菜和酱拌和，不仅能保证美味，营养也很丰富。无需大动干戈，还加各种蔬菜的拌
饭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一顿饭。

煎饼/饼

煎饼和饼是韩国料理中与烙饼向思的料理。

韩国的煎饼是在和好的面里放入肉、海鲜、蔬
菜、鸡蛋等材料后在油锅里煎制而成的。煎饼的
名称可根据制作煎饼的材料不同而异。例如用葱

TIP

是一种完美的选项！
韩国的送餐服务

饮食文化

材料会大不相同。出门野餐时，紫菜包饭可以说

饭里加上各种蔬菜，再放适量辣椒酱，以及其他材料（鸡蛋等）拌到一起的料理。

生活在韩国必须要体验的其中一件就是在家里叫外卖吃。虽说外卖并非韩国独
有，有些也只能在韩国的送餐服务中能体验。
首先，在韩国，包括炸鸡、烤五花肉等在内，几乎所有料理都能送货上门。不
仅送餐的速度非常快，大部分餐厅还送餐到深夜。不仅如此，在室外也能自由
叫外卖。比如说，在汉江公园玩一会儿觉得肚子饿了，打个电话，不一会儿自
己想吃的料理就会送到面前。
近来还可同构手机外卖软件几步操作即可完成选择菜品、付款等一系列步骤。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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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生活
1. 签证

2. 住宅及住宿设施
3. 交通

4. 金融服务
5. 公共服务
6. 医疗服务

7. 广播与通讯
2019
生活指南

8. 教育
9. 就业

10. 外国人支援服务
11. 购物

01
01

签证

About Korea
• 基本信息

• 企业投资（D-8）签证

Country Overview
• 同行资格（F-3）签证

•投
 资外商及专业人才的外国人家政服
务员(F-1)

• Quick Facts About Korea
• 赋予滞留资格(出生)

• Public Holidays in Korea
•外
 国人登记

• Weather

• 滞留期间延长

•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Korea
•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

•出
 入境优待卡颁发指南
• 再入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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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基本信息

什么是签证(VISA)？

针对签证的含义，有些国家认为是针对外国人认可其能够入境该国家的“入境确认”，有
些国家认为是针对外国人的入境许可申请的领事的“入境推荐行为”。大韩民国将签证视
为领事对外国人入境申请的“入境推荐行
为”，因此即使外国人携带签证，如果机
场港口入境管理事务所审查官入境审查结
果，不符合入境许可条件时，可以不批准
入境。

申请发放签证时，外国人根据入境目的确认滞留停留资格后，要向驻外使领馆提交
与其相应的附加材料。

签证类型

划分为在有效期限内仅可以入境1次的单次签证和可以入境2次以上的多次签证。

签证申请地点

根据滞留期间区分为短期滞留、长期滞留、永住(F-5)。
• 短期滞留: 滞留期间90日以下
• 长期滞留: 滞留期间91日以上

• 永住(F-5)资格: 滞留期间无限制

滞留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和国内就业

• 外国人可在滞留资格和滞留期间的范围内滞留，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得从事政
治活动。

• 外国人滞留时若要就业，应取得可以就业的滞留资格，并只能在指定的工作场所
工作。

• 外国人在其滞留资格的范围要变更或增加其工作单位时，应事先获得批准。但具有
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的人且总统令规定的人，应在变更或增加工作单位之日起15
日内进行申报。

• 可以进行就业活动的滞留资格如下。

短期就业(C-4)、教授(E-1)、会话指导(E-2)、

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业职业(E-5)、

艺术宣传(E-6)、特定活动(E-7)、非专业就业
(E-9)、船员就业(E-10)、访问就业(H-2)

※ 居住资格(F-2)、结婚移民资格(F-6)、永住(F-5)资
格：不受就业活动的限制。

签证

发放签证的程序

外国人滞留

※ 在外同胞资格(F-4)不能就职于单纯劳务(但制造业
除外)行业。

• 韩国以外地区: 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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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时所需提交的材料: 护照、签证发放申请书、各类滞留资格所需材料

※根
 据不同的签证类型有不同的材料要求，详细要求可在www.hikorea.go.kr确认，在审核期
间有可能适当删减或增加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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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D-8）签证

发放对象

收到签证发放认定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编号后，提交给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发放
签证即可。

1. 《 外商投资促进法》规定的欲从事外商投资企业即韩国法人的经营、管理或生产、

申请滞留资格变更

2. 拥有知识产权等因优秀的技术力而获得风险企业认证的企业的代表人或技术性获

或无签证入境许可对象国家)

技术、研究领域的必需专业人才[以下划分为“向法人投资(D-8-1)”]
得优秀评价的企业的代表人[以下划分为“向法人投资(D-8-2)”]

3. 《 外商投资促进法》规定的欲从事外商投资企业即韩国国民(个人)经营的企业的经
营、管理或生产、技术、研究领域的必需专业人才[以下划分为“向法人投资(D-8-3)”]

4. 作为拥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员，拥有知识产权或具备以此为准的技术力等的法人
创业者[以下划分为“向法人投资(D-8-4)”

申请发放签证
• 申请人: 本人

• 申请地点: 申请地点
已收到签证发放认定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编号时，提交护照、签证发放申请书、签证
发放认定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编号)即可。
• 申请人: 本人或邀请人

• 申请地点: 邀请人地址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办事处

或C-3-4(短期商务)签证入境后，在开始业务活动前申请变更滞留资格。尤其，在
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心可当天处理。
• 申请人: 本人

• 申请地点: 地址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心(82-2-3497-1055,
1056)

申请发放签证(或签证发放认定书、滞留资格变更)所需材料
※ 审查过程中必要时，可加减要提交的材料。

-- 护照(申请签证发放认定书时需要护照复印件)
-- 签证发放申请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申请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 单位派遣证明书(注明派遣期间) 和在职证明
-- 外国人投资企业注册证复印件

签证

申请签证发放认定书

韩国入境前未获得D-8签证的外国投资商可以以免签证(仅限于签证免除协定签约国家

-- 购买外汇申报证(携带入境时)
-- 法人纳税证明

-- 股东变动状况明细表原件
-- 办公室租赁合同
-- 滞留地租赁合同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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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格照片 (3.5㎝×4.5㎝)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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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文件(新投资的情况)

-- 投资金运用清单(投资金使用明细、存折原件与复印件及物品采购收据等)

-- 投资金汇款相关证明文件(相应国海关或本国银行的外汇汇出许可书或汇款确认
书、外汇买入证明原件、 海关申报单等)

-- 经营业绩证明(进出口申报讫证、B/L、国内物品购买收据、进出口业绩证明原件)
-- 经营场所全景、办公空间、招牌等照片资料

同行资格（F-3）签证

发放对象

属于企业投资(D-8)资格的人的配偶及未成年的未婚子女

申请发放签证
• 申请人: 本人

• 申请地点: 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
已收到签证发放认定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编号时，提交护照、签证发放申请书、签证

申请签证发放认定书
• 申请人: 本人或邀请人

• 申请地点: 邀请人地址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办事处
收到签证发放认定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编号后，提交给韩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发放
签证即可。

• 申请人: 本人

• 申请地点: 地址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心
因家务整理等其他不得已事由以未有签证或短期签证入境时，可申请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特别是，在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心可当天处理。

申请发放签证(或签证发放认定书、滞留资格变更)时所需提交的材料
※ 审查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加减提交材料。

-- P-护照(申请签证发放认定书时提交护照复印件)
-- 签证发放申请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申请书

-- 家族关系证明材料(结婚证明、户口本或出生证明)
-- 邀请人的在职证明和纳税证明

-- 标准规格照片(3.5㎝×4.5㎝)1张

-- 手续费(根据滞留期间，手续费有所不同。)

投资外商及专业人才的外国人家政服务员(F-1)

发放对象

以外商及专业人才申请时间点为基准，在国外雇用至少1年以上的家政服务员

签证

发放认定书(或签证发放认定编号)即可。

申请滞留资格变更

申请发放签证

• 申请地点: 韩国驻本国大使馆

TIP

D-8, F-3, F-1 签证可在投资综合洽谈室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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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驻外大使馆的大使、领事为了审查入境目的、邀请真伪、邀请者及被邀请者的资格
确认等，必要时，可以增减一部分附件。
-- 护照

-- 签证发放申请书
-- 手续费

-- 标准规格照片 (3.5㎝ × 4.5㎝) 1张
-- 外国人投资企业注册证复印件

-- 雇主收入条件证明材料(劳动收入预扣收据、收入金额证明收据、工资明细、存折

赋予滞留资格(出生)

滞留资格变更申请

• 对象: 在韩国出生并滞留的外国人
• 申请时期: 根据事由，90日(出生)

• 申请地点: 地址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

※90天内不申请赋予滞留资格，视为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征收罚款

• 申请方法: 本人或代理人向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
心申请

复印件等)

• 所需材料

-- 身份保证书

-- 申请书

-- 家政服务员的雇佣合同
-- 毕业证书等能证明被家政服务员学历的材料

-- 证明从事雇主家政服务员工作1年以上事实的材料
-- 邀请人的外国人注册证复印件

※ 投资规模未满50万美元的投资者(邀请人)
- 正式雇佣的内国人工作员工之劳动所得预扣收据或收入金额证明收据
※投
 资企业的员工
- 在职证明

-- 护照

-- 出生证明

-- 父亲或母亲的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 手续费

外国人登记

• 对象

签证

外国人登记对象及时间
-- 入境后滞留超过90日的外国人

-- 赋予出生在韩国的外国人滞留资格，从出生当日起超过90日的外国人

• 登记时间

-- 入境之日起90日内

-- 赋予滞留资格或获得滞留资格变更许可的外国人在获得该许可时(即时)

• 申请地点: 住址所在地管辖的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或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心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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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记时所需提交的材料
• 提交材料
-- 申请书
-- 护照

-- 标准规格照片 (3.5㎝ × 4.5㎝) 1张
-- 手续费(企业投资(D-8)免除)

※ 企业投资(D-8)
- 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同行(F-3)
- 同行者(配偶或父母)的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重新签发外国人登录证

• 申请时间: 自重新签发事由产生之日起14日之内

• 申请地址: 住所地管辖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或KOTRA投资综合咨询中心
• 提交材料
-- 护照

-- 申请书

-- 遗失事由说明

-- 标准规格照片 (3.5㎝ × 4.5㎝) 1张
-- 手续费(企业投资(D-8)免除)

外国人登录证归还
• 归还时间

-- 完全出境人员在出境审查时向出境审查官返还

* 若未在规定期限内返还外国人登记证，将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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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记事项变更申报

• 外国人注册事项变更申报事由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国籍变更时
-- 护照号码、签发日期、有效期变更时

-- 自发生上述申报事由之日起14日以内

• 提交材料

-- 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 申报书

-- 变更事由证明材料

滞留期间延长

超过规定的滞留期限，希望继续留在大韩民国境内的外国人应该获得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 申请时间: 滞留期到期前2个月至到期日为止
※ 超过滞留到期日申请延长许可需要缴纳罚金

• 申请方法

-- 由本人或代理人准备好所需材料，前往管辖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或KOTRA投资综合
咨询中心申请

-- 但，申请当天本人必须在韩国境内(在海外无法办理信访申请或代理)

• 提交材料

※ 审查过程中，如有需要，有权要求提交其它材料。

-- 护照

签证

-- 旧版外国人登录证 (遗失时除外)

-- 企业投资(D-8)、贸易经营(D-9)资格外国人所属机构或团体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时

• 申报期限

-- 外国人登录证
-- 申请书

-- 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明复印件(KOTRA或外汇银行发行)

-- 注明派遣期间的外派调遣令(可通过滞留资格变更时提交的外派调遣令确认期限时，
由已提交的外派调遣令代替)

-- 个人实际缴税证明材料：包括乙类劳动所得税缴纳明细的劳动收入预扣收据或纳
税证明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登记簿副本

-- 法人实际缴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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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留地证明文件(租赁合同等)
-- 手续费(企业投资(D-8)免除)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

外国人若要进行属于其滞留资格的活动和属于其他滞留资格的活动，应事先获得许
可。但新从事的活动为全日制工作等主要活动时，应获得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方法

本人或者代理人准备必要的提交文件，向住所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请即可。但

企业投资(D-8)资格对象者中相同系列公司内派驻(D-7)资格的资格外活动或者外商投
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才在大学的讲演活动的资格外活动许可可在KOTRA进行。

出入境优待卡颁发指南

什么是“出入境优待卡”？

KOTRA在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委托下，以对国家经济做贡献的外国投资商为对象，为了使
他们在机场时可以迅速地出入境，特此发放[出入境优待卡(Immigration Priority Card)]

KOTRA是出入国优待卡颁发对象选定机构之一，接受外国人投资者等的优待卡签发
申请。

持出入国优待卡者可在出入国时通过出入国优待审查台(Fast Track, 乘务员/外交官专
用通道)迅速出入国。

颁发对象

属于以下任意情形，均可获得优先入国卡发放资格。

① 下列超过直接投资金额(申报额为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母公司员工
分类

标准(海外直接投资申报金额)

金融ㆍ保险业

5,000万美元以上

制造业

零售与批发、运输、保管
R&D

高新技术事业

500万美元以上

1,000万美元以上
200万美元以上

签证

其他

1,500万美元以上

* 有限期过后申请重新发放时需属于外国人直接投资申报金额的到位额达到50%才能选为发放
对象。

②	长期雇佣人员在100名以上的外国人投资企业的海外某企业或亚洲地区本部职员。
③ 驻大韩民国外国经济团体任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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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相关中央行政机构或地方自治团体邀请投资视察团

※ 出入国优待卡的有效期间以颁发日为准3年（相关中央行政机构或地方自治团体邀请投资视
察团的有效期为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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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 申请及咨询事项
投资综合咨询室

1. 颁发申请书一份

• 地址: 首尔市瑞草区献陵路7 KOTRA IKP 203号 投资综合咨询室

2. 外国人投资企业的海外某企业或亚洲地区本部职

• 电话 : 82-2-3497-1971

员需提交在职证明书一份、驻大韩民国外国经济

• 传真 : 82-2-3497-1129

团体任职员工需提交法人登记簿副本、相关中央

• 电子邮件: dk90@kotra.or.kr

行政机构或地方自治团体邀请投资视察团需提交
邀请函。

3. 海外某企业或亚洲地区本部的在职证明书(或者可

※ 如上内容可根据司法部方针而有所变更。

出入境优待卡实物图

证明卡申请人属于包括于卡颁发对象的公司、团体等的文件)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证副本一份(外国经济团体提交法人注册证副本，投资考察团提

交邀请函)

4. 根据发放对象标准，根据以下情形提交文件：

- 运营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需提交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发放的企业附设研究所认证书
或研究开发专属部门认证书（或从产业通商资源部所获研究开发设施指定公文等）

- 新成长动力产业技术伴随企业相关，企划财政部颁发的税收见面决定公文等

- 长期雇佣人员在100名以上的企业，需提交工资总账、勤劳福祉工团发放的产业长
被保险人明细或税务所发放的代扣代缴履行状况申报单等。

5. 优待卡申请人的护照复印件一份

-- 外国人注册免除的外国人也1年以上出国后在入境时，要重新获得再入境许可
• 提交材料
-- 护照

-- 外国人注册证

• 申请方法
申请发放优待卡
(KOTRA → 法务部)

通过审核并发放
优待卡
(法务部 → KOTRA)

签证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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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外国人在滞留期间内1年以上出国后再要入境时，需要重新获得再入境许可。

-- 手续费(企业投资(D-8)签证持有者免除)

发放程序
(申请人 → KOTRA)

• 再入境许可对象

-- 申请书

※ 用PDF文件格式附加申请书及文件，可用电子邮件申请

颁发申请书一份

再入境许可

-- 本人或代理人(委托书、以委托人身份证代理证明)准备材料后提交给管辖出入境管

发送

(KOTRA → 申请人)

理事务所或办事处做申请。

-- 网上申请：HiKorea电子信访 http://www.hikorea.go.kr

* 每月1~10日期间申请 → 本月25日前后发放
** 每月10日以后申请 → 翌月25日前后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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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及住宿设施

About Korea
•韩
 国的居住形态
• 住在韩国

Country Overview
• Quick Facts About Korea
• Public Holidays in Korea
• Weather

•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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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韩国的居住形态
单独住宅

独门独户独立建造的住宅，外国人聚居的
单独住宅区主要集中在二村洞、梨泰院、
平昌洞。

公寓

公共住宅的一种，将每一层分割成几户。住
宅内有标配的家电产品和壁柜，但大部分家
具和家电产品都需要另行购置。

商住两用房(Office电话)

办公室(office)与酒店(ho电话)的合成词，白

的空间。商住两用房与公寓不同之处在于商
住两用房是全配，无需额外购置家具和家电
产品。房间结构分为一室和两室户型。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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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传统住宅被称为韩屋，木质建

筑，最近很多传统住宅都进行了翻
新。韩屋集中在北村、南山韩屋村等
地区。

酒店式公寓

酒店服务式公寓(serviced residence)的

简称，虽然是商住两用房形式，但厨
房器具和洗衣机、家具等齐全，可以
使用桑拿浴、游泳池、健身俱乐部等
各种附属设施和酒店式服务。

Han Suites

联系方式: 82-2-2280-8000

官网: www.hansuites.com (英)

联系方式: 82-2-3466-7000

官网: www.oakwoodseoul.com (英)

联系方式: 82-2-6730-8888

官网: www.somersetpalaceseoul.com (英)

联系方式: 82-2-6399-0078

官网: www.vabienseoul.com (英/日)

Oakwood Premier
Somerset Palalce
Vabien

酒店

居住

天主要用于办公，晚上一部分可以用于食宿

韩屋

如果居住的时间很短，或者语言沟通有

障碍的外国人士，最适合下榻设施齐
全，服务周到的酒店。但是与其它住宿
形式相比，酒店的价格相对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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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Temple Stay: 是全国著名的传统寺院提供的项目。从2001年正式开始的一种寺
院体验观光项目。从单纯在寺院停留一两天体验佛教生活开始，现在安排更为
具体的日程和活动。内容包括了寺院介绍等被称为入斋仪式的简单教育、钵盂

供养、拜佛、参禅、散步等。(http://www.templestay.com/)在秀丽的自然景观
和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寺庙体验的Temple Stay项目经过2002年世界杯正式推

出，2009年11月在OECD的《文化对旅游产业的影响研究报告书》上，被选定为
韩国最为成功的文化旅游产品。

住在韩国

包租(传贳)

年租

年租与月租的概念相似，不同的是需要一次性支付一年的租金。这是一种面向外国
人的租房方式，对外国人来说是韩国最简单的租房方法。出租的房屋主要集中在平

泽、松岛、梨泰院等地区。各项杂费(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宽带费、TV收
视费等)需承租者个人承担。

TIP

韩国使用的正式面积单位为㎡。但从习惯上，也会使用所谓“坪”的单位。一坪
约为3.3㎡。房地产行情根据住宅的种类、面积、位置存在差异。尤其是观察
首尔公寓的交易或全租房、月租房行情，江南区、瑞草区、松坡区、龙山区偏
高，其他地区不存在很大差异。
※ 外国人房地产: INTRUFRIEND
联系方式: 82-2-793-2021 官网: www.intrufriend.com

韩国独有的独特租房方式。承租者向房屋所有人支付一定金额作为保证金后可以居
住一段时间，合同到期后退还全额押金。可以整体承租，也可以租住其中的一部分

空间(一层或1~2个房间)。整体承租住宅时，保证金约为住宅价值的60~70%左右。包
租合同通常为2年，法律规定未经承租者同意，房主2年内不得终止合同。各项杂费
(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宽带费、TV收视费等)需承租者个人承担。

月租

先支付一定金额作为保证金，每月再支付一定租金的租房方式。但承租相同面积的
空间时，其保证金远远低于包租的保证金。签订租房协议时可以与房主协商保证金
和月租金的比例，保证金高则月租低，保证金低则月租相对高一些。租金根据房间
带费、TV收视费等)，需要承租者个人承担。

居住

大小和数量、设施有所不同。月租不含各项杂费(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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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商住两用公寓合同注意事项

在韩国，房屋租赁一般通过房产中介签订合同，相比个人签约更加安全，但需要支
付中介手续费（详细费用请参考手续费费率表）。若您有中意的地区或公寓，可以
在其附近通过注册的中介公司看房，条件合适的话，就可以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并
支付手续费后，您就可以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入住。
• 手续费

在韩国，通过注册的中介公司签订住宅或商业建筑买卖、租赁合同时，根据交易金
额需要支付中介手续费。各个地区的手续费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TIP

租房合同中必须记载的事项

TIP

签约时需核对的事项

ㆍ登记证书(房屋产权所有证)
签约前检查登记证书比仔细验房更为重要。通过登记证书可以查看房主的姓
名、地址、住宅面积和结构、房主的债务关系等。登记证书可以向登记所申
请，也可以从网上下载。若不太了解，建议寻求周边韩国同事的帮助。
ㆍ支付金额与方法
合同定金通常是保证金的10%。若承租对象的保证金是200万韩元，合同定金
则为20万韩元。剩余的180万韩元中，入住前指定日期支付其中一部分，剩余
款项在入住当天付清。入住当天一次性支付余款的情况也很多。妥善保管收
据。

• 住宅所在地(登记证书上的地址与合同上的地址必须一致)
• 合同款(保证金和月租金)
• 合同定金、中间款、余款的款额与支付时间(理想的定金额度是保证金的
10%，较为安全。)
• 合同期限
• 房主与承租人的签字或手印

居住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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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About Korea
•交
 通

• 大众交通的种类

Country
Overview
• 汽车购买和登记
• 在韩国自驾出行 (取得驾照)
• 车辆保险

•• 韩国驾车时需注意事项
Quick Facts About Korea
• Public Holidays in Korea
• Weather

•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Korea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专为外国游客开发的全韩国通用城市一卡通卡片包含英语、汉语、日语等外国语说
明，还随卡赠送可在首尔的人气旅游景点、表演场和餐厅等获得折扣的优惠券，请
多利用。

交通

交通

城市一卡通(CITYPASS+)

交通

T-money交通卡(预付制交通卡)
全韩国通用T-money

全韩国通用T-mone y卡可在韩国便利店、地铁、街边商店等全韩国三万多个
T-money销售网点购买/充值，除作为大众交通手段使用外，还可在各种交通相关设

M-Pass外国人专用大众交通定期卡M-Pass

M-Pass是2011年12月发行的外国人专用大众交通定期卡，可搭乘KORAIL、首尔地
铁、首尔城市铁路、仁川地铁、首尔地铁九号线、KORAIL机场铁路等首都圈地铁和

首尔支干线公交车，一天最多可搭乘20次。外国人
可在仁川国际机场入境场内首尔市旅游信息中心和

施使用。

首尔国际文化旅游中心(明洞)、江南旅游信息中心(江
南)租赁/返还。此外，定期交通卡还可以进行现金充

T-money卡为充值式，卡中充值金额用完后继续充值使用。若T-money卡中金额不

值并在便利店、搭乘出租车时使用，以及在T-Money

足，将无法享受换乘折扣，请提前确认卡中余额，充值备用。

仅使用一张全韩通用T-money卡，不仅可以搭乘公交车、地铁，还可利用全韩国铁
路、高速公路、出租车和长途汽车。此外，还可在街边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和部分面

包房、快餐店等使用T-money付款。详细加盟店搜索请参考T-money官方网站(www.
t-money.co.kr)。

T-money交通卡销售一般卡型和饰品型、智能手机USIM型等各种交通卡。

的合作加盟店中用于结账。

使用

可使用定期交通卡搭乘地铁一至九号线、仁川地铁、机场铁路、首尔支干线公交车
(但，不可搭乘新盆唐线、机场铁路直达列车、首尔广域公交车)

※ 需要在公交、机场大巴或出租车上使用时，请按追加T-money功能方式充值T-money卡充
值时，每次可在1,000韩元至90,000韩元限度内充值，本卡片最大充值额度为50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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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金额

1日卡

10,000韩元

2日卡

18,000韩元

3日卡

25,500韩元

5日卡

42,500韩元

7日卡

59,500韩元

※ 另付押金5,000韩元，返还时扣除手续费500韩元(随之，返还时将从押金中扣除手续费后返
还4,500韩元)
※ 从开始使用定期交通卡的时间点起，至晚上12时(午夜)为止为一天。

购买和返还处

07:00-22:00

租赁

07:00-22:00

返还

22:00-07:00

仁川国际机场一楼5号、10号出口前、首尔市旅游信息中心(咨询:
82-32-743-3270,3272)、首尔国际文化旅游中心(明洞)(咨询: 82-23789-7961
可在仁川国际机场10号出口对面GS25便利店返还

后付交通卡(后付式交通卡)

如果说T-money卡需充值使用，反之，信用卡结合后付式交通卡功能，则无需充
值，在信用卡还款日还款大众交通消费账务即可。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后付交通卡功能必须有信用卡时才能使用，如果申请信用卡有
困难，建议使用T-money卡更为方便。

大众交通的种类

购买乘车票

首都圈：1次性交通卡
[购买1次性交通卡/交通卡充值机]上选择目的地后，投入相应乘车金额及保证金(500
韩币)，即可购买1次性交通卡。乘完地铁后可以在保证金返还机上取回保证金。

交通

不同期限

从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起，首尔、京畿、仁川地铁基本费用从1,050韩元调为

1,250韩元，上涨200韩元。首都圈电车和仁川地铁适用清晨浮动价制，首车至上午6

时30分，地铁票价优惠20%。(公交车换乘地铁时不适用)另外，持有永久居住权的65
岁以上外国人也像国内人一样免费乘坐。

釜山：普通票和定期票
在站内乘车票自动售卖机购买乘车票(普通票和定期票)。普通票分单程和往返，根据目

的地费用各不同，故选择画面上端的乘坐地铁线路或在画面右侧选择区间购买乘车票。
定期票分为3种(1日票、7日票、单月票)，可按所需期间区别使用。
光州：1次性乘车票
无关购买日期，一次性票在购买后2小时内可以使用
大邱、大田：需购买硬币式普通票使用

地铁

在韩国首都圈和釜山、大邱、广州、大田地
区可以乘坐地铁。乘坐地铁的方法普遍为购
买地铁票 → 在检票处接触车票 → 乘坐地铁/
下车 → 再次在检票处接触车票后出来，但一

次性乘车票根据区域稍有不同，请确认后购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60

买。

61

TIP

市内巴士

自2004年7月，首尔市投入使用全新设计的巴士。新的巴士站点标识根据市内巴士类
型，分为几种颜色，相比以前更易识别。

运行在首尔市内长途的巴士

黄色(循环)巴士

满足各种运行需求的循环巴
士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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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市内
广域
座席

M巴士

巴士种类（首尔)

蓝色(干线)巴士

2018年6月27日 当前主要城市巴士费用现状（单位：韩币元）

绿色(支线)巴士

干线巴士和地铁站间或地区
内运行的支线巴士

红色(广域)巴士

首尔市内和首都圈城市间运
行的特快广域巴士

M巴士

广域快速公交，最大程度减
少公交车站的交通系统。

广域直达巴士

为了连接大城市与其周边的
卫星城市而远距离运行的巴
士路线，实行全面座席制。

广域直达座
席

支付
方式

首尔

京畿

仁川

大田

大邱

釜山

蔚山

光州

卡

1,200

1,250

1,250

1,250

1,250

1,200

1,250

1,250

卡

2,300

2,050

2,650

-

1,650

1,700

2,080

1,700

现金
现金
卡

现金
卡

现金

1,300
2,400
-

1,300
2,100
2,400
2,500
2,400
2,500

1,300
2,650
2,600
2,900
-

1,400
-

1,400
1,800
-

1,300
1,800
-

1,300
2,300
-

2,080
2,300

交通

-- 如需换乘，请确认途径路线在换乘站下车。跟随‘换乘点’标识，确认线路方
向后进行换乘。
-- 如因误选目的地无法下车时，在[交通卡结算/充值机]或联系车站工作人员补
交费用后方可下车。
-- 一次性乘车票无法和其他交通工具一同享受换乘优惠。
-- 除首尔，在其他地区乘坐地铁无需保证金（500韩元）。

1,400
1,800
-

1,700
1,800

-- 上调公交车票价(2015.6.27适用) - 干、支线公交车票价1,200韩元、深夜公交车票
价2,150韩元、乡村巴士900韩元

-- 在首尔市区，从凌晨首车至6时30分刷卡乘坐一次时，除深夜公交车外，全部车种
适用20%凌晨打折票价制。

-- 首尔市运营夜间专用公交车：午夜12点 ~ 凌晨4点(出发地基准)

-- -京畿道从凌晨首车至6时30分刷卡乘坐一次时，以直达坐席型巴士乘客为对象，
适用减免基本票价上涨部分400韩元的凌晨打折票价制。

*韩国公交车运输事业联合会www.bus.or.kr

TIP

首尔、釜山、大田、大邱市内可在30分钟内免费换乘

可免费换乘地铁1次。例如，从巴士换乘地铁，或换乘另一辆巴士，亦或地铁换
乘巴士等等。但地铁换乘巴士后便再乘坐地铁时费用便不再按换乘来算。
同一线路换乘并不是免费的。如1020线巴士换乘另一辆1020线巴士时不属于免
费换乘的范围。首尔、釜山、大邱市内可免费换乘2次，在大田则可免费换乘3
次。在光州，首次下公交车后的30分钟内的换乘时免费的。面向农村运营的巴
士或机场大巴没有免费换乘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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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与地铁不同，在公交车允许2人以上乘客始用1张卡搭乘。在终端机扫卡之前需
要告诉司机乘车人数，方可为多人付车费。不过，此时要免费换乘，需要保持
换乘人数一致，同时告知司机多人换乘的事实。此外，巴士换乘地铁时不可用
多人换乘优惠，这一点需要注意。

使用方法
费用
种类

使用智能手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使用智能手机软件，不仅可以查看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的线路图，还能确认
到达时间、发车间隔等。虽然每款软件不同，但大多数都具备从出发站到到达
站的路线搜索和到达通知等便利功能。

• BP LINE
可以确认全韩国地铁ㆍ公交ㆍKTXㆍ火车信息的软件。提供丰富多样的路线搜索
结果、所有快车时间表、高分辩率地铁线路图、公交需要时间和到达时间搜索
等，用户即使不升级，地铁ㆍ公交ㆍ火车时间表也能时刻维持在最新状态。

出租车

• 国际出租车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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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市指定的便于让首尔的外国人或外国游客搭乘的外国人专用出租车。

根据情况适用区间收费制、米收费制、贷借收费制
中型出租、模范出租：5人以下
大型出租: 6~9人乘

-- 司机的选拔及教育，收费制及呼叫中心运行，全部由首尔市管理
特点

• 首尔地铁导航搭载
首尔地铁线路图、最短时间ㆍ最短距离ㆍ最少换乘的路线搜索和需要时间、站
时间表、末班车时间计算、到达通知等诸多便利功能，支持英语。
• 韩国地铁
中国语简体、中国语繁体、英语、日语版的首尔ㆍ釜山ㆍ大邱ㆍ大田ㆍ光州的地
铁线路信息软件。具备多种对地铁旅行者有用的功能，包括与地铁关联的热门
地点信息、旅行者们之间可以对话的旅行TALK、可以一目了然地只查看旅行者
们的喜爱站点的主要站模式等功能。

需用电话（82-1644-2255）及网站（www.intltaxi.co.kr）预约
未提前预约时，有闲等车辆也可乘坐

交通

TIP

2人以上使用一张交通卡搭乘的情况

-- 司机及客服人员的外语能力已通过严格的考核和教育

-- 向驻韩外国人提供机场使用、首尔旅游、商务支援等首尔生活帮手服务
-- 仁川机场和首尔市内指定区域，采取定额收费制

-- 仁川机场和金浦机场2处，设有接待台及专用站台

-- 适用信用卡（Visa, Master, JCB, Amex）或T-money，结算方便快捷

• 模范出租车

外观是黑色车身加黄色灯，比普通出租车设施好，服务质量高，费用也比普通出租
车贵。

• 普通出租车

一般外观是银色车身加白色灯或蓝色灯，最近橘色车身加白色灯的车辆日益增多。

以首尔市为标准，普通出租车起步价为3,000韩元（深夜为3,600韩元），从午夜12
点至凌晨4点为止，增加20%附加费。
• 呼叫出租车

此类计程车可通过电话叫车，因此很少有计程车的地区或深夜打车时比较方便。此
类计程车外观和费用与普通的计程车相同。计费与普通计程车相同，市外费用从该
计程车越出市或群地区的时间点计算。电话叫车时可能会附加1,000元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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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o出租车

都方便利用。

与一般出租车费用相同，预约费免费。

※搭
 乘方法: 手机PLAY商店 > 下载Kakao出租车应用 > 登录Kakao账户 > 设置出发地和目的
地 > 呼叫

高速巴士

如果觉得乘坐KTX高铁长途旅行费用较高，可以利用价
格相对低廉的高速巴士。高速巴士分为普通巴士和优等

• Central City巴士枢纽站（湖南线）

地址: 首尔市瑞草区新盘浦路176（地铁3号线、7号线高速巴士枢纽站）
电话: 82-2-6282-0114

官网: www.hticket.co.kr
高速巴士出发指南
全罗道

康津、高兴、谷城、光州、金堤、罗州、南原、鹿洞、綾州、潭阳、
木浦、务安、筏桥、宝城、凤洞、扶安、三湖、淳昌、顔川、Aetongri、丽水、丽川、灵光、荣山浦、灵岩、玉果、莞岛、完州、益山、长
城、长兴、全北江津、全北革新、全州、井邑、智岛、珍岛、咸平、
海南、海際、行政研修院、和顺、會津

忠清道

槐山、群山、机池市、花地、罗州、南原、内浦、论山、唐津、德山
温泉、文丈、保宁 (大川)、报恩、洪城、兴德、北清州、瑞山、俗离
山、安眠岛、练武台、礼山、云川、儒城、 定山、正安休息站、曾
坪、青阳、清州机场、泰安

巴士两种，优等巴士的座位比普通巴士少，座位周围比
较宽敞，还可以收看卫星电视。

车票可以在高速巴士网站上预定，出发之前要确认好枢纽站的位置。京釜线和岭东

线在首尔高速巴士枢纽站陈车，乘坐开往光州、全州等地的湖南线从central city上
车。东首尔高速巴士枢纽站的车辆一般发往韩国的东部，既江原道等地，而南部巴
士枢纽站主要开往忠清道。

庆尚道
江原道

交通

即使不知道电话预约出租车的电话号码，在陌生地方无法说明位置，全国任何地方

安东、荣州、醴泉、温井、蔚珍、丰基

新铁原、铁原、宁越、春川、抱川、洪川

• 首尔高速巴士枢纽站（京釜线、岭东线）

地址: 首尔市瑞草区新盘浦路194 (地铁3号线、7号线、9号线高速巴士枢纽站)
电话: 82-1688-4700

官网: www.exterminal.co.kr
高速巴士出发指南
京畿道

龙仁、利川、骊州、平泽、安城

忠清道

天安、牙山(温洋)、鸟致院、锦山、世宗市、清州、公州、大田(政
府厅舍)

庆尚道

釜山(西釜山)、大邱、尚州、金泉、龟尾(黄涧)、永川、庆州、浦项、
蔚山、金海、店村、晋州、马山、昌原、统营、善山、人参世界

江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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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东海、三陟、束草、襄阳、原州(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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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山，KTX需要2小时50分钟，而SRT缩短了6分钟左右。

官网(www.letskorail.com)、Korailtalk(App)、乘车券自动售票机、站(电
车站除外)、乘车券代理销售店、网络或铁路客服中心(82-1544-7788、821544-8545、英语咨询服务82-1599-7777)
SRT火车相关信息可在SRT确认。

乘车券预约处

其理由是与首尔站相比，水西站位于南侧的地理特性。新村号是其次速度快的火
车，需要4小时30分钟，之后是无穷花号，需要5小时30分钟。时间表、路线、站
点、车费信息是KTX，新村号、无穷花号可在KORAIL网站 (www.korail.com)确认，
SRT可在(etk.srail.co.kr)确认。

1

2

3

4
5

6

11

7

10
8

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出发站
到达站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列车种类
列车号
(单数-下行、双数-上行)

⑦
⑧
⑨
⑩
⑪

交通

SRT、KTX、新村号和无穷花号。SRT火车和KTX虽然没有速度之差，但从首尔到釜

预约乘车券及返还

车间属性
车票发售负责人
车票返还号码
领取金额
座位号马

• 乘车

列车出发15分钟前，可通过播出的乘车通知和电子板，确认相应列车信息。(正在检
票的列车在电子板上端会闪烁红色指示灯。)通过外门后，根据电子板上的站台号乘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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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快速舒适的机场铁路

国外驾照换发韩国驾照有关事项

机场直达列车

运营区间 : 首尔站 ↔ 仁川国际机场(直达)
列车运行和票价
所需时间
43 分钟

首车/末车

仁川国际机场站方向
首尔站方向

问询 : 82-1599-7788 www.arex.or.kr

05:20 / 21:40

06:00 / 22:00

持有外国有效机关颁发的驾照者可提交大使馆确认书等所需，驾照真伪得到审核
票价

成人 8,000韩元
儿童6,900韩元

• 机场快线首尔站客运站
-- 位置 : 机场铁路首尔站地下二层
-- 提供服务: 登机手续、行李托运、出境审查(使用范围：当天从仁川
机场出发的国际线航班)
-- 使用时间: 登机手续(大韩航空、韩亚航空、济州航空)、行李托运
-- 05:20-19:00(截止到飞机起飞前3小时，停止办理登机手续)
-- 出 境 审 查 : 出 入 境 管 理 事 务 所 首 尔 站 机 场 候 机 楼 移 动 办 公 室
07:00-19:00
※	不论是否使用首尔站城市中心机场候机楼，均可搭乘直达列车

-- 咨询: 82-1599-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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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心机场客运站服务
-- 登机手续台: 1楼
-- 登机手续服务时间: 韩国籍航空公司：05:20~18:30／
济州航空、海外航空公司：05:20~18:30
可在都心机场客运站办理登机手续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韩亚航
空、卡塔尔航空、新加坡航空、济州航空、泰国航空、加拿大航
空、菲律宾航空、MIAT蒙古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上海航空、中国
南方航空、日本航空、荷兰皇家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
-- 出国审查: 2楼
-- 营业时间: 06:00-18:30
-- 必备资料: 机票、护照
-- 82-2-551-0077~8 http://www.calt.co.kr

交通

在韩国自驾出行 (取得驾照)

后，进行适应性检测或适应性检测及简易笔试，可换发韩国驾照。

※ 有关是否实施简易笔试内容请参考道路交通局驾照考试主页http://dl.koroad.or.kr“韩国驾
驶认定国家范围”。

外国驾照只承认有效期未满的正式驾照(full license)，而临时驾照(temporary)、练习

驾照(learner, provisional, probationary)、驾驶许可证(permit, certificate)等不能换取
韩国驾照。

1. 外国驾照原件(换发韩国驾照时，收回外国驾照，出境时如果出示护照和机
票，则可返还之前提交的本国驾照。)
2. 可确认外国驾照真伪的“驻韩所属国大使馆”或“驻所属国韩国大使馆”颁发的
韩语或英语证明书
※ 大使馆证明书无需额外进行公证。

※ 驾照或证明书上没有记载发行日期和有效期时，需提交驾照发行行政机
关的颁发的”驾驶经历证明书”等可确认发行日期和有效期的材料。
所需
材料

3. 出入境管事实证明书和护照(韩国人)/护照(外国人)

※ 通过出入境事实证明书和护照上的印章，确认在驾照颁发国家滞留90天
以上的事实。
4. 身份证
※ 韩国人：身份证、护照等韩国发行的有效身份证件（韩国本国人指居民
登记法第6条所规定的已登记居民）
※ 外国人：护照和外国人登录证

※ 在外同胞: 护照和国内居住申报证

※ 未注册登录外国人，滞留未满90天的短期滞留者不可将外国驾照变更为
韩国驾照(但可进行驾照考试无免除政策的一般考试)
5. 彩色照片3枚(照片规格请参照网页)
手续费

-- 外国人、外国公民权认可国家:12,500韩元
-- 外国人、外国公民权不认可国家:20,500韩元

71

其他

外国驾驶证换发韩国驾驶证
1. 外国驾驶证

外国驾驶证原件标明的有效期限到期时，不能换发韩国
驾驶证。

韩国驾驶认定国家的范围(2015. 05. 15警察厅告示)
– 请参考道路交通工团驾照服务官网。
1. 无需考试可直接用韩国驾照换发本国驾照的国家。
2. 香港、台湾等拥有独立驾驶制度的地区归属于国家范畴。
3. 告示制定变更导致的韩国驾照认定制度变化，在被告知的情况下需遵循
变更后的制度。
* 韩国驾照认定国家颁发的驾照：只进行适应性检测(身体检查)
* 不认可韩国驾驶证的国家颁发的驾驶证：适应能力测验和科目测试(选择
题40道)韩语、英语、中文、日语、泰国语、越南语、俄语、印度尼西亚
语、蒙古语、柬埔寨语、菲律宾语(他加禄语)中选择
* 即便是相互认可国家，美国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还是进行科目测试。

交通

* 以
 国外驾照换发韩国驾照只限于2种普通驾照
* 在相互认定合约国家(比利时、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发放的驾照，可换
发与其相应的类型驾驶证。
* 不得代理申请

2. 出入境事实证明及护照原件(应包括驾驶证颁发日或者更
新日)

※ KOTRA ICC也可颁发出入境事实证明(手续费2,000韩元)

※ 在第三国取得驾驶证时，应证明在取得国家滞留90日以
上的事实。

3. 外国人登记卡原件(Alien Registration Card, Original)或国
内住所申报证原件(Domicile Registration Card, Original)

所需文件
(D-8、F-3
持有者)

D-8签证持有
者本人

曾有韩国驾照吊销记录者，需接受6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

※ 未满90天的短期滞留者不能利用服务，可测试取得。
4. 大使馆发放的驾照确认书或海牙认证(APOSTILLE)

-- 馆发放的驾照确认书的有效期自发放日起1年，确认书
上标注的有效期在1年内时，以有效期为准。

-- 海牙认证的有效期以发放的LOTTERY指定期间为准。

※ 美国、英国、俄罗斯、芬兰、乌兹别克斯坦、香港不颁
发大使馆确认书，所以可只提交认证(APOSTILLE)。

※ 大使馆确认书或者认证(APOSTILLE)的语言只认可韩国

国际驾驶证

语或者英语标记的。

5. 彩色照片3张(3cmX4cm)

持有从维也纳协约国颁发的国际驾驶证也允许在国内驾驶，期间同为自入境日起1

最近六个月近照，ID卡用证明照

年。2002年1月1日起可持维也纳协约国颁发的国际驾驶证在韩国国内驾驶，期间同

6. 体检报告

为自入境日起1年。

KOTRAICC内没有检查身体的场所，可在附近的指定医院
检查身体后提交（指定医院请参考第9页）。

7. 手续费7,5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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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签证持有人
及其同行家属
手续费

①~⑦ 及D-8 签证持有者的外国人登记事实证明原件
(Certificate of Alien Registration, Original)
※ 在此，同行家属是指D-8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及满18周岁
以上未满19周岁的未婚子女。
※ KOTRA ICC也可颁发外国人登记事实证明。(手续费
2,000韩元)

体检费(医院另计)、驾驶证颁发手续费(7,5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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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认可协约国例外，不接受代理(回收本国驾驶证)
※ 出国时返还(但3年以内本人亲自访问)

没有驾驶证的情形

在本国没有取得驾驶证的外国人在韩国首次取得驾驶证的步骤与韩国本国人相同。
详细情况请问询道路交通工团官网客服中心。

※ 详细资讯请在道路交通工团官网查询，或致直接电客服问讯。

• 道路交通公团客服中心咨询

咨询: 82-1577-1120, 82-2-2230-6114

官网: www.koroad.or.kr/en_web/index.do (英)
dl.koroad.or.kr/license/cn/index.jsp (中)

汽车购买和登记

外国人在韩国购买汽车时，须附加可证明使用地点的外国人登记事实证明。

交通

其他事项

外国驾驶证的换发一般颁发国内驾驶证2种。

购买新车所需资料
-- 居住事实证明书
-- 韩国居住申报证

-- 外国人印鉴证明书
-- 韩国驾驶证
-- 印鉴图章

-- 工作医疗保险复印件（收入证明资料）
* 在韩国居住两年以上的外国人

* 持有F-4或F-5签证的外国人在购买车辆时可看作月付买家。

dl.koroad.or.kr/license/jp/index.jsp (日)

TIP

小贴士

扑通扑通，心跳驾驶(http://wonderfuldriving.com)

帮助居住在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获得驾照的免费在线教育网站。可以运用英

语、日语、中国语、越南语、泰国语、印度尼西亚语等各种语言进行驾照教育
讲课。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驾照取得流程和过程，还按照笔试、技能考试和路考
等划分课程，可以仅选择需要的课程授课。

道路交通公团(http://www.koroad.or.kr/en_web/index.do)

除了提供外国人驾照、国际驾照相关的丰富信息，还收录了Korea’s Traffic

Environment、Things You Must Know、Expressway Driving Guide等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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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驾驶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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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登记

车辆保险

汽车时，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百万韩元以下罚款。

若想在韩国拥有和运行汽车，务必参加保险。

• 登记机构: 居住地的市•郡•区的车辆登记部门

向外国人出售汽车保险的保险公司

• 新登记必备资料
-- 新登记申请书

AIG损害保险

-- 汽车制造证明书1份(新出库车辆)、进口车辆(进口申报事实证明)

MG安盛保险

-- 临时运行许可证和车牌(2个)

KB损害保险

-- 外国人登录证、外国人居住申报证

三星火灾

-- 责任保险参保证明书
-- 登记税缴纳收据

• 废车销毁登记必备资料
-- 汽车销毁登记申请书
-- 汽车登记证

-- 废车接收证明书(废车业主发行)或
失窃申报确认书(失窃时)

现代海上
韩华损害保险

交通

购买新车后，须申请汽车新登记。汽车制造•销售商等可代理新登记。未经登记运行

电话: 82-1544-2792 / 82-2-2260-6800
官网: www.aiggeneral.co.kr

电话: 82-1588-5959
官网: www.mgcar-direct.com/index.html
电话: 82-1544-0800 / 82-1544-4357
官网: www.kbinsure.co.kr

电话: 82-1588-5114 / 82-2-2119-2000
官网: www.samsungfire.com
电话: 82-1588-5656
官网: www.hi.co.kr

电话: 82-1566-8000 / 82-2-316-7000
官网: www.hwgeneralins.com

-- 汽车车牌(2个)、封印

-- 外国人登录证、外国人居住申报证
※	销毁登记期限：自废车日一个月以
内，违反时处以罚款。

※	其他二手车购买和转移登记等汽车
相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首尔全球中心
网站http://global.seoul.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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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驾车时需注意事项

Hi-pass

巴士专用车道

巴士专用车道是为提高巴士通行速度，避免道路堵塞，只允许符合条件的巴士通行

的专用车道。为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巴士专用车道一般设在高速公路中央和
普通公路的路边。一般来说只允许符合条件的巴士通行，但有时也允许厢型车、旅
行车等载人数较多的车辆通行。不符合通行条件的车辆使用专用车路时，要缴纳罚
金，具体情况请参照下表。

车交费的车辆引起交通不畅而开设的自动收费系统。车辆通过普通车道收费站时，
要暂时停车用银行卡或现今缴纳通行费，如果在车内安装Hi-pass终端并购买Hi-pass

交通

韩国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里经常可以看到‘Hi-pass’通道，它是韩国道路公司为缓解停

卡，可无需停车直接通过‘Hi-pass’通道。通行费会从已充值的Hi-pass卡中自动扣
除，使用后付费卡的车辆费用则在日后一起结算。

没有安装Hi-pass终端的车辆如通过Hi-pass车道时会被监控摄像头拍照后扣罚金，请
按照下图区分车道通行。

如果不允许走巴士专用车道的车辆因占用专用车道被抓获，将予以罚款，请参照以
下规定

专用车道的
类型

高速公路

可通行车辆

高速公路以外的车道

1. 36人乘以上的大型巴士
2. 未达36人乘的中型巴士

3. 持有许可证书接送儿童的儿童校车。
9人乘以上汽车及厢型车
巴士专用车 (小汽车及限乘12人以下的
道
厢型车需乘坐6人以上)

4. 属于地方警察厅长为保障道路畅通而指定的下
列车辆之一多人乘坐汽车

A. 指定路线运行的学生班车/通勤班车中16座以
上汽车

B. 运送国际活动参加人员等获得特殊批准的多
人乘坐汽车

非保护左转

汽车

弯。但若在交叉路上有以上指示，意味着即使无左转信号也可以

C. 包车经营者运营的25座以上外国游客运送用
*详细事项请参照<大路交通法通行施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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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部分的红绿灯有左转信号，原则上按照此信号可以左转
左转弯，绿色信号亮时，看好左右情况确认无车辆行驶，可以进
行非保护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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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处理方法

司、本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一旦发生事故，驾驶者应及时在事故现场就近靠边停

车。呼叫救护车可直接拨打119，无区域号码。需要报警的话，城市须在3个小时
内，其他地区须在12个小时内。报警方式可采用直接到警察局报警或打电话报警，
也可以请他人打电话报警。(不加区号直接拨打112)

驾驶者应及时向车辆保险公司通报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受损情况、事故现况、证
据及见证人等信息。应及时向保险公司咨询，以避免因证据损坏引起的不妥当责任
或处罚的发生。

需要翻译或其它帮助时，可联系首尔全球中心（82-2-2075-4130~1）获得帮助。如

TIP

罚分制度

罚分制度是违反交通法规或者发生交通事故时，根据其违反的轻重和损失程度

等，赋予一定的分数，当其分数合计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吊销或停止驾驶证的制

交通

外籍驾驶者，为防备万一出车祸的情况，最好持有韩国同事、律师、车辆保险公

度。违反法规时罚分项目、交通事故时罚分项目可在道路交通公团官网确认。
ㆍ 道路交通公团客服中心

咨询电话 : 82-1577-1120, 82-2-2230-6114

官网: www.koroad.or.kr/en_web/index.do (英)
dl.koroad.or.kr/license/cn/index.jsp (中)
dl.koroad.or.kr/license/jp/index.jsp (日)

果属于首尔全球中心不提供支援的语言，可向提供17种语言免费翻译服务的 BBB
Korea（82-1588-5644 / 82-2-725-9108~9）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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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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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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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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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

向海外汇款时

金融

• 汇款流程: 每件兑换一千美元以下时，没有特别限制事项，可自由汇款。
• 电汇(Telegraph Transfer, TT): 巨额或急需汇款时最普遍采用的方法
• 汇款支票(Demand Draft, DD): 不紧迫或者小额汇款时利用
※ 例: 汇外国劳动者的报酬时需要追加的文件
- 雇佣合同书或在职证明
- 国内收入证明
- 护照或入境签证
- 雇主确认的纳税相关证明文件(非法滞留者及产业研修生除外)
- 纳税事实证明(经营自由业的情形)

银行

基本信息

• 营业时间: 上午9:00 ~下午4:00（周末、公休日除外）

利用本行
取款机
利用他行
取款机

取款
用他行卡存款

转账

本行

取款
转账

他行

营业时间内
10万元以下
10万元以上
免除
700韩元

营业时间外
10万元以下
10万元以上
250韩元
500韩元
1,000韩元

500韩元
1,000韩元
600韩元
700韩元
1,000韩元

500韩元
1,000韩元
900韩元
700韩元
1,000韩元

免除

-- 根据银行和金额，手续费会有所不同。

免除

-- 营业时间内利用时间：平时08:30-18:00，星期六08:30-14:00，但因各地区、管理
分行的运营时间不同，所以确认后利用。

-- 在公休日或银行营业时间外适用营业时间外的手续费。
-- 使用他行卡时，适用相关金融机构手续费。

金融

• 所需文件: 外汇汇款申请书、外国人登陆证外，根据汇款目的，需要追加文件。

• 汇款时需要的信息: 汇款申请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 、接收人的姓名、地址、

电话号码、接收人的银行名称、银行地址(城市名称、地区名称、国家名称)账号、
SWIFTCODE、银行代码

• 注意事项:

-- 汇外汇/应制作英文支付申请书

-- 正确填写收款人的英文拼写与账号。

-- 账号的姓名和接收人的姓名一定要一致。

-- 外汇汇款申请书上应记载接收人的交易银行名称、支行名称、国家名称。
-- 不可向缅甸、利比亚、伊朗、苏丹等一些国家汇款。

外国人开设账户

• 申请方法：访问申请

• 所需材料：外国人注册证、护照、临时旅游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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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事项：为了确认身份使用护照或旅行证明书时，要记载韩国国内的地址和联系
号码，并提交可证明身份的材料（本国的身份证、在韩国使用的信用卡或在韩国国
内的纳税收据）。

* 为发放ATM卡，要在韩国有工作单位或由韩国人来保障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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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海外汇款时

• 先告知海外汇款人的内容：接收人的银行英文名称、银行总店地址、账号、

货币

SWIFTCODE、接收人的英文姓名

• 接收海外汇款时准备文件：能证明汇款接收事由的文件(出口合同、劳务合同等)
- 但根据汇款金额，需准备的文件会有所不同，必须向主要交易银行确认。

金融

网上银行：通过互联网可进行银行交易的系统。

是通过互联网处理银行业务的金融系统，在各银行窗口申请后可利用。
• 申请程序: 访问营业网点 → 利用申请 → 登录转账密码 → 领取保安卡或OTP卡 → 连
接网上银行 → 发放认定书

• 所需文件: 身份证(在国内可使用的身份证，海外护照不可以)、存折

电话银行：可用电话进行银行交易的系统
• 申请流程: 访问营业店 → 申请利用

• 服务内容: 申请或解除余额查询、交易银行间的汇款、跨行转账、定期存款、贷款
利息、公共费用等的自动转账

• 申请所需文件: 身份证、存折

• 利用电话银行时必要信息: 账户密码、电话银行密码、居民身份证、账号

手机银行：利用可连接互联网的手机随时随地可进行银行交易的金融
服务

• 服务内容: 查询交易内容、转账、存款查询、汇率查询、本票查询、交易内容查
询、信用卡交易、现金服务等

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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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兑换形态: 外汇现金、旅行支票
• 所需文件: 护照或者身份证

银行卡

信用卡

• 申请方法: 访问申请

• 申请资格: 持有外国人注册证的人，周岁20岁以上并在韩国有工作的人，持有本行
账户的人

• 所需材料: 就业收入证明(最近3个月)、工作合同、外国人注册证、护照

• 年会费: 分为基本年会费和合作服务手续费，每年一次请求，根据卡种都不同

• 发卡程序: 由信用卡审查部门审查材料，若材料不合格时可以存入定金方式发放信
用卡。(以KEB韩亚银行为准)此时刷卡限额为定金的90%，解除信用卡前不可取出
定金。

储蓄卡

• 申请方法: 与信用卡相同

• 申请资格: 与信用卡相同

• 所需材料: 就业收入证明（最近3个月）、工作合同、外国人注册证、护照
• 年会费: 无

• 可兑换金额: 每件兑换超过一万美元时，向国税厅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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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电话诈骗

1. 辨别电话诈骗的第一种方法，就是看对方是否要求提供自己的金融交易信

息。电话中会以个人信息泄漏、涉及犯罪事件等理由询问银行账户、银行卡
号、网上银行信息，或要求在网页上键入相关信息等情况时必须要怀疑是否
为陷阱。

人与韩国人同样具有纳税义务。

国税

此类的想法。近来的很多电话诈骗也会在已经知道金融交易信息的情况下接

税、综合不动产税、增值税等。

近目标。即便对方通过电话、短信、网络聊天软件告知此类信息，也不得盲
目相信。

4.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将本人的存折、银行卡、信用卡等交予他人手中。转让
个人存折、信用卡、储蓄卡等行为同时属于电子金融交易法违法事项。违反
该法则将受到3年以下拘留或2000万韩币以下罚款等刑事处罚。

5. 若因接到诈骗电话，担心本人合法权益受损，则需立即要求停止支付。停止
支付可拨打警察厅112热线或金融公司服务热线办理。

银行卡挂失申报联系方式

KB国民卡: 1588-1688 / 82-2-6300-7300
乐天卡: 82-1588-8300

新韩卡: 82-1544-7200 / 82-1544-7000

三星卡: 82-1588-8900 / 82-2-2000-8100, 800-1588-8700
花旗卡: 82-1566-1000 / 82-2-2004-1004

友利卡: 82-1588-9955 / 82-1599-2288 / 82-2-2006-5000
KEB韩亚卡: 82-1544-3500 / 82-2-524-8100
现代卡: 82-1577-6200 / 82-2-30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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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区等地方自治团体为调达该地区的交通、福利厚生等目的征收的地方税。外国

电话也绝对不可照做。

3. 要打掉“既然知道我的名字和交易信息，应该就是有关部门没错了吧？”诸如

TIP

税金主要分中央政府为调达国防、社会服务等需要的财源而征收的国税，以及市、

税务所赋税，用于国家运营财源，有所得税、法人税、遗产继承税和赠予税、教育

金融

2. 通过ATM自动存取款机进行退税、退回保险费，或提出启动账户安全措施等

纳税义务

国税问询-国税厅官网 nts.go.kr（支持英文）电话126

地方税

地方自治团体市、郡、区厅税务科赋税，用于各自治团体运营财源，有取得税、居
民税、汽车税等。

ㆍ缴付地方税-Wetax

Wetax可通过官网(www.wetax.go.kr)查询全国地方税、缴付，以及各种申报服务。
此外，还可通过Wetax手机软件(App)，处理十分方便。

外国人税务商谈指南

随在国内工作的外国工人数增加，国税厅为外国工人运营以下问询服务。
-- 英语资讯服务

-- 外国人拨打110（不加区号）政府信访指南热线可进行年终汇算简化服务，以及单
纯年末汇算税法内容。

-- 国税厅客服中心电话问询（1588-0560）

-- 提供外语服务：英文、中文、日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越南语、蒙

古语、印度尼西亚语、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柬埔寨语、缅甸
语、阿拉伯语

-- 提供外国人年终汇算英文咨询热线（02-397-1440）服务，以及国税厅官网英文年终汇算自
动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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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与便民设施
行政机构

警察局 (☎ 112)

遭遇诈骗、暴力、抢劫等犯罪损害时和发生交通事故时，或
目击以上事件时，请拨打112或直接访问警察局举报。无区
号只需拨打112即可。

消防署 (☎ 119)

着火或需要将某人快速送至医院时，或目击以上情况时，请
拨打119举报。无区号只需拨打119即可。

邮政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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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邮政服务

-- 服务处 : 全国邮局、邮件办理处
-- 主要业务 : 邮件办理、快递(包裹)、银行业务、保险业务
-- 运营时间: 周一~周五 09:00~18:00 邮件服务 / 09:00~16:30
金融服务
-- 电话 : 82-1588-1300 / 82-2-2108-9895

区分为普通邮件、包裹、国际特快(EMS)。包裹一般最多可邮寄20公斤，EMS最多可
邮寄30公斤，其费用根据发往国家或物件的种类、规格、重量而不同。各国家不同
的重量限制可在邮局或相关官网确认。

邮政编码由5位数构成，Naver邮编查询、网上邮局等提供邮政编码查询服务。
-- 费用 : EMS和EMS特级费用在网上(http://www.koreapost.go.kr/eng)查看，关于国
际普通邮件和国际包裹向呼叫中心(82-1588-1300/82-2-2108-9895)咨询

-- 电话: 82-2-2108-9895

-- 查询EMS: http://www.koreapost.go.kr, http://ems.epost.go.kr

※ 查看EMS收据上的条形码。

国际快递

如果您觉得与所产生的费用相比，把物品或文件安全、迅捷送到海外更为重要，可
以利用具有全球网络的海外国际快递公司。在韩国经营的国际快递公司如下，请预

公共机构与便民设施

日常生活中需要的行政机构有邑、面事务所和洞居民中心、市ㆍ郡ㆍ区政府。邑、面
事务所和洞居民中心、市ㆍ郡ㆍ区政府执行居民的健康和福利、公共设施的管理、各
种证书发放和申报等各种信访业务。

国际邮件

先确认服务范围及费用信息。
• DHL Korea

官网: http://www.dhl.co.kr
电话: 82-1588-0001
• FedEx

官网: http://www.fedex.com

电话: 82-080-023-8000 / 82-2-333-8000
• UPS Korea

官网: http://www.ups.com
电话: 82-1588-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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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服务及宅急便

韩国快递文化很发达，盛行各种企业。快递是直接向收件人传达的服务，比一般邮

TIP

韩国的洗浴文化

TIP

在大众洗浴池洗浴的顺序

寄贵，但可以很方便地向全国各地发送自己要发送的东西。
类型

快递服务

宅急便

快递所需时间
(以首尔为基准，
不含周末)

首尔、京畿大城市(1~2日)，
其他地区(3~4日)，山区需要增加
一些时日

领取物品后及时送货

预约

*关于快递公司，请参考目录。(第186页)

根据距离、邮件重量不同

大众洗浴设施

① 进入浴池前，简单的淋浴并清洗头发。
② 在装满热水的大型浴池中坐浴5-10分钟以出汗。
③ 从浴池出来，用手或沐浴毛由揉搓身体，去除泥垢。
④ 根据个人喜好，进入冷水池或进入滚烫的汗蒸幕。
⑤ 最后再次淋浴。

公共机构与便民设施

费用

以电话或网络预约 → 快递服务员访问 → 送货

韩国的洗浴文化极其发达。很多人每隔1-2周就会前往大众洗浴设施，将身体泡
在热水中并搓澡。洗浴时，脱去所有的衣服进行洗浴。在韩国，一起去洗浴说
明关系很亲密。这是因为如果关系不亲密，很难赤身相见。对于没有洗浴文化
的国家，有可能是一件非常陌生和难以适应的事情。有时，去洗浴的外国人穿
着内衣进入浴池，让韩国人吓一跳。但是韩国的洗浴文化非常值得体验，外国
人去过韩国的大众浴池后都想再去一次。

韩国的大众洗浴设施分为“浴池”、“桑拿”、“汗蒸房”等。

-- 汗蒸房: 设有浴池和淋浴设施。费用为4,000韩元-6,000韩元左右。

-- 桑拿: 除了浴池、淋浴设施以外，还设有休息空间。费用为5,000韩元-7,000韩元左右。

-- 蒸汽房: 只有在韩国才能体验的大众洗浴设施之一，除了洗浴以外，也被用作家人

或朋友聚会的场所。除洗浴设施外，还有男女都可以使用的共同休息空间。费用
为7,000韩元到12,000韩元左右。

汗蒸幕中的美食
米露

用米饭和麦芽酿制的传统饮料。有助于消化，在汗蒸房饮用可补充水分、恢复
体力。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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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鸡蛋（麦饭石烤鸡蛋）

要说汗蒸房代表性饮食，烤鸡蛋（麦饭石烤鸡蛋）是必不可少的。

麦饭石烤鸡蛋能很好地恢复体力，不论男女老少属于最受欢迎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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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韩国的医疗体系

韩国大部分医院和诊所都配有最新的医疗设备，向患者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最
近，随着在韩国居住的外国人日益增加，许多医疗机构正在努力面向外国人患者提

供多样的医疗服务，并开通了面向外国人的24小时电话咨询服务和免费翻译服务，
给外国人带来更多的方便。

2次诊疗机构

有4种以上的科室和各科专门医师的医院
诊疗住院和门诊患者，有30~500张病床的医院

3次诊疗机构

有所有科室的专门医师的医院
大型综合医院或有500张以上病床的大学附属医院

※ 为了在3次诊疗机构进行诊疗，要有1次或2次诊疗机构医生的意见书。若患者不经过1次或2
次诊疗机构，直接利用3次诊疗机构时会提高其出诊费用。

TIP

KOTRA 投资综合咨询室 (Investment Consulting Center)

当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去医院时，投资综合咨询室提供职员直接陪同的服务，
免费提供英语和日语服务。(一周前事先电话预约)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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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服务人员(82-2-3497-1056)
日语服务人员(82-2-3497-1055)

NEMC是策划并管理全国所有医院的急诊现况和大韩民国某个场所发生的急诊现场信

息的机关。运营E-gen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现场及医院急诊医疗的质量和加强相互联
系，扩大接木IT技术的各种信息化事业，让国民更加迅速便利地利用急诊医疗服务
(网站 : www.e-gen.or.kr)。

访问http://www.e-gen.or.kr可查询医院、药局、急救室、自动体外心脏去颤器（AED）、
急救方法等讯息。

国际医疗中心

综合医院(西医、韩医)

首尔大学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 电话 : 82-2-2072-0505

• 网站(英语) : http://www.snuh.org/

• 语言 : 英语、汉语、日语等多种外语

三星医疗院

• 电话 : 82-2-3410-0200/ 0226

医疗服务

1次诊疗机构

对疾病初期症状做综合诊断
- 保健所、保健支所、保健诊疗所

急诊医疗综合E-gen

• 网站(英语) : http://english.samsunghospital.com
• 语言 : E英语、汉语、日语等多种外语

延世大学Severance医院

• 电话 : 82-2-2228-5800 / 5810

• 网站(英语) : http://www.yuhs.or.kr/en/
• 语言 : 英语、汉语、日语等多种外语

首尔峨山医院

• 预约 : 82-2-3010-5001

• 网站(英语) : http://chn.amc.seoul.kr/
• 语言 : 英语、汉语、日语等多种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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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医疗院

Miz Medi医院

• 网站(英语) : http://www.kumc.or.kr

• 网站(英语) : http://www.mizmedi.com

• 预约 : 82-2-920-5677

• 语言 : 英语、汉语、蒙古语、俄罗斯语等

庆熙韩方医院

• 预约 : 82-2-958-9644/ 9477

• 网站(英语) : http://www.khuoh.or.kr

• 语言 : 英语、汉语、日语、俄罗斯语等

自生韩方医院

• 预约 : 82-2-3218-2167(英) /

3218-2106, 3218-2169 (日) /
3218-2177 (俄)

• 网站(英语) : http://www.jaseng.co.kr

• 语言 : 英语、汉语、日语、蒙古语、俄罗斯语等

Medi-i女性专科医院
• 预约 : 82-2-936-2122

• 网站(英语) : www.medi-i.com
• 语言 : 英语

第一医院

• 语言 : 英语、汉语、蒙古语、俄

国民健康保险

企业健康保险投保指南投保对象介绍

• 受雇于正式雇佣1名以上工人的企业的工人及雇主
• 无工人的企业不属于适用对象
• 不适用的企业

-- 所在地不固定的企业

-- 没有工人，只有代表人的个体企业

• 法人企业即使只有代表人1人，也是义务投保对象

外国人及在外国民的职场投保者健康保险投保之外的申请指南
• 国民健康保险法施行令 (外国人等投保者及被抚养人)
• 该法实施细则 (外国人等的适用申报等)

医疗服务

妇科医院

• 预约 : 82-1588-2701 / 82-2-3467-3814

• 长期滞留的在外国民及外国人的健康保险适用基准(保健福利部告示第2007-69号)

地区加入人员(未有所属工作单位的外国人或驻外同袍)健康保险加入条件

• 加入条件: 外国人注册(以下适用对象)人员或国内居住申报者、健康保险加入申报者

• 预约 : 8
 2-2-2000-7357 (英) /

82-2-2000-7351~2 (汉) /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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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000-7351 (日)

• 网站(英语) : http://www.cheilmc.co.kr

• 语言 : 英语、汉语、日语、蒙古语、俄罗斯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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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适用对象
(滞留资格)

所需材料
获得日期
(2008.12.17
前入境者)

以后入境者)
提交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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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

文化艺术(D-1)、留学(D-2)、产业研修(D-3)、一般培训(D-4)、采访(D5)、宗教(D-6)、驻在(D-7)、企业投资(D-8)、贸易经营(D-9)、教授(E-1)、
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表演(E6)、特定活动(E-7)、非专门就业(E-9)、访问同居(F-1)、居住(F-2)、同行
(F-3)、驻外同胞(F-4)、永居(F-5)、结婚移民(F-6)、观光就业(H-1)、访问
就业(H-2)、海外国民
外国人注册证
有所得时，可确认所得的材料
外国国籍同胞（F-4）提交国内居
住申报证

国内居住申报证
在学证明（D-2、海外公民）

外国人注册日或国内居住申报注
册日

国内居住申报注册日

国内入境后经过3个月的日期
(但，留学·就业时以国内入境日期
为准)

国内入境后经过3个月的日期
(但，留学·就业时以国内入境日期
为准)

外国人(国内居住申报)注册滞留地管辖支社

申请程序

本人申请时(及时处理)
- 提交材料
- 及时发放健康保险证(先付1个月的保险费)

合家标准

外国人或海外公民为地区加入者的家族时，认定为同一个家庭，进行编
入管理
- 同一个家庭认定对象：户主的直系小辈亲属(含外孙)、未婚的兄弟姐
妹、户口人的配偶、户主配偶的直系尊属

药局

在韩国，消化剂、感冒药、维他命等药品不需要开处方，在药房可直接购买，然而
购买抗生素、荷尔蒙剂和其他专门医药品时必须要携带处方。

将医生开的处方给药师，一般在单包装的塑料袋里一块儿放一次摄取的药物。大部

分未写服用方法，因此必须要从药师听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若药师会说英语的
话，可以建议他帮您简单写上服用方法。

对特定药品成分有过敏的人，诊疗时必须要告诉医生。并且以一个处方不能再购买
药品，因此再需要药物时，要去医院重新开处方。

※ 休息日照常营业（或常年营业）药房检索网站: www.pharm114.or.kr(韩语)

医疗服务

获得日期
(2008.12.17

养老保险

*健康保险相关咨询：1577-1000, 82-2-390-2000(英) www.nhic.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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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文件: 申请人姓名、电话号码(住宅/手机)、地址、外国人登陆证

广播与通讯

卫星电视

安装卫星天线和接收机后，包括地区电视广播网，
不仅可以收看电影、新闻、音乐、体育和音频频

道，还可收看德国DW、法国TV5、意大利RAI、西
班牙TVE、日本NHK和英语频道(MCM音乐频道)、

TV 广播

WTN、BBC、NBC、CNN、CNBC等几乎140多个频

韩国地面波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台

频道

道。
电话

KBS1

No. 9

82-1588-1801
82-2-781-1000

MBC

No. 11

82-2-789-0011

http://www.imbc.com

EBS/EBS2

No. 10

82-1588-1580

http://www.ebs.co.kr

KBS2
SBS

No. 7
No. 6

82-1577-1300

82-2-2001-6600

有线电视

http://www.kbs.co.kr
http://www.kbs.co.kr
http://www.sbs.co.kr

广播和通信结合的有线电视是播放新闻、电
影、音乐、娱乐、纪录电影、体育、宗教、
教育、围棋、电视购物等各种专业领域的内
容的多频道广播。外国人申请加入时，各电
视台需要的文件有所不同，所以向各地区有
线电视台确认为宜。
各地区有线电视台电话号码可咨询韩国有线
电视广播协会(http://www.kcta.or.kr)。
尤其是阿里郎国际电视台(http://www.arirang.com)是用外语播放韩国各种信息的具
有代表性的有线电视台。

• Sky Life

电话: 82-1588-8665/82-2-2003-3000
网站: www.skylife.co.kr

• 世纪卫星

电话: 82-2-2231-7989

网站: www.sekisat.co.kr

广播电台

部分AM或FM广电局有外语节目。通过AM548，FM102.7频率的AFN是唯一24小时全
英文频道。

• 网络服务 : http://www.classicfm.co.za (24小时英语广播)

广播与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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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

• 韩国有线电视广播协会

电话: 82-2-735-6511 网站: www.kcta.or.kr

• 阿里郎国际电视台

电话: 82-2-3475-5000 网站: www.arir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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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有线电话及互联网服务

手机

韩国的大部分通信公司都办理家庭用有线电话和互联网电话、手机、互联网、互联

注册手机

企业官网申请，受理申请后，企业向需要的地区派安装技师。

文等外语咨询服务，该项服务让手机的开通及选择资费套餐等变得更容易更简便。

网TV等业务。代表性的企业有olleh KT、SK Broadband、LG U+。可通过拨打电话或
产生加入费、基本费用、设备(调制解调器)使用费等费用，选择商品时，应仔细了

解使用费用及各企业的优惠政策。一般以1年、2年、3年为单位签合同，打折一些费
用，但在合同期内解除时，有可能产生解除违约金。在各通信公司官网上确认各种
商品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申请即可。

※ 利用结合商品(互联网、电话、移动通信等绑定各种通信服务销售)时，可以享受费用打折优惠。
区分官网

官网 : http://www.olleh.com
咨询 : Dial 82-100
外语咨询 : Call 82-1588-8448

电话号码

官网 : http://www.skbroadband.com
咨询 : Dial 82-106
外语咨询 : Call 82-080-8282-1063
官网 : http://www.uplus.co.kr
咨询 : Dial 82-101

可供外国人选择的手机话费的资费方式分为两种，即先付费后按额使用服务的预付
费手机和先用后缴费的后付费手机。预付费手机与后付费手机相比虽然资费更高，

但没有2~3年的合约期限，可按需使用，适合短期暂居的外国人。预付费电话又称
PPS，持护照即可开通一个号码。后付费电话的基本申请方法与韩国人一样，但可开
通的手机台数和是否可以分期付款、是否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具体内容会根据所持的
签证类型有所不同，建议先了解相关详情后再申请注册。
区分

要了解的事项

无保证金，运营预付制度
需要韩国的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
可用英语、中文、日语咨询
手机 : 82-1583，82-2-2190-1180
官网 : http://www.olleh.com
缴纳保证金后可加入
咨询 : 82-2525-011
官网 : http://www.tworld.co.kr
与国内人相同，需要银行账户
咨询 : 82-1544-0010
官网 : http://www.uplus.co.kr

广播与通讯

*所有设备利用费及通信费用征收附加税。

SKT、KT、LGT等韩国各大移动通信公司为停留在韩国的外国人提供英文、中文、日

※ 外国人开通手机时必需事项

• 携带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申报证
• 可用本人名义的存折或者信用卡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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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

TIP

国际电话

通信资费对比网站

官网: http://www.wiseuser.go.kr

广播通信委员会运营的广播通信用户门户Wise User的英文界面，详细介绍了
手机、光纤宽带、固定电话、网络电话、IPTV、组合商品等各种通信商品的
注册、使用、解除等相关服务指南。尤其是Services Utilization类目中第一个
版块Product Comparison会随时更新各大通信公司的无线电话、光纤宽带、
IPTV的通信资费对比详情，改变资费套餐或更换通信公司时可作为有用的参
考。此外，网站上还公示了诸多海外漫游服务、受害预防教育、用户保护中心
等实用信息。

TIP

韩国各地区号

固定电话：拨打同一地区的固定电话时无需区号，直接拨打对方的电话号码
即可。但拨打不同地区的电话时，需要先输入相关区号后再输入电话号码才
能接通。

无线电话

无论拨打哪一地区的电话，都需要先输入区号后再输入电话号码才能接通。
首尔
仁川

蔚山

02

032

051

062

大邱

大田

053

042

世宗

044

京畿

031

063

全南

061

庆北

054

033

庆南

055

忠北

济州

043

064

忠南

041

按下。

※ 例
 如)在韩国向中国拨打时国际电话服务号码(001)+国际区号(86)+国内区号(20)+电话号码
(1234-5678)
※ 国际电话服务号码 : KT(001)、SK 电话ink(00700)、LG U+(002)、世宗电信(00365)
国家

代码

国家

代码

智利

56

爱尔兰

353

意大利

39

新西兰

81

德国

阿根廷

瑞典

安道尔公国

376

澳大利亚

61

罗马尼亚

43

西班牙

973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880

埃及

巴西

55

中国

俄罗斯
奥地利

86
7

塞班

1+670

丹麦

45

巴林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966
65

葡萄牙

日本

委内瑞拉

976

越南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蒙古

叙利亚

印度尼西亚

218
963
62

34
94

巴基斯坦
土耳其
菲律宾

尼日利亚
安哥拉
柬埔寨

印度
希腊
伊朗

33

马来西亚

90

墨西哥

58

缅甸

84

244
855

91
30
98

41

哥伦比亚

234

49

瑞士

358

63

64

1+671

伊拉克

92

32

关岛

20

47

1

利比亚

36

挪威

加拿大

44

匈牙利

40

853

359

英国

852

澳门

保加利亚

27

香港

48

法国

31

351

波兰

673

荷兰

比利时

965

芬兰

代码

46

科威特

文莱

南非共和国

110

54

国家

964
57

台湾

886

泰国

66

美国

尼泊尔
苏丹

乌兹别克斯
坦

60

广播与通讯

053

江原

全北

釜山

光州

• 国际电话拨打方法：按照服务号码 → 国际区号 → 国内区号 → 相关电话号码顺序

52
1

95

977
249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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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购买SIM卡(韩国漫游SIM Card)

在韩国和海外国家均可使用的预付款型SIM卡。
• SIM卡购买处
可以通过 SIM Card Korea 网站及EG SIM卡网站购买。
SIM CARD KOREA
• 主页 : www.simcardkorea.com (韩、英)
• 营业时间 : 09:00-18:00
• 电话 : 82-505-648-7000 (韩)/ 82-505-649-7000 (英)

EG SIM 卡
• 主页 : http://www.egsimcard.co.kr (韩、英、日、中文简体、中文繁体)
• 营业时间 : 09:00-22:00
• 电话 : 82-1899-6120 (韩、英、中)

舆论媒体

外语服务新闻单位
公司名称

电话

京乡新闻

82-2-3701-1114

东亚日报

82-2-2020-0114

朝鲜日报

82-2-724-5114

国民日报
韩联网

中央日报

82-2-781-9114

英、中、日

http://www.chosun.com

英、中、日

http://www.mk.co.kr

英、中、日

82-1566-9595

http://www.hani.co.kr

82-2-727-0114
82-2-727-0205,
0206

82-2-724-2359

英文

http://www.donga.com

http://joongang.joins.com

82-2-360-4114

韩国时报

英文

82-2-751-5114

韩国经济新闻
韩国先驱报

http://www.kmib.co.kr

http://www.yonhapnews.co.kr

82-2-2000-2000

HERALD经济

语言服务

82-2-398-3114

每日经济

Hankyoreh报

官网

http://www.khan.co.kr

http://www.hankyung.com

英文

英、中、日
英、日
英文

http://biz.heraldcorp.com

发刊英文报纸

http://www.koreatimes.co.kr

发刊英文报纸

http://www.koreaherald.com

发刊英文报纸

广播与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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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学校与外国教育机构

至2018年11月，韩国共设有40所外国人(国际)学校。其中超过一半的所学校位于首尔，

在京畿道和釜山也分布有多所学校。外国教育机构有8所学校，济州国际学校有4所学

校。为国人学校与外国人教育机构虽其名称向思，依据法令、设立条件、入学资格等有
不同之处。

外国教育机构: 在海外根据海外法令设立•运营幼•初•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家地方自治
团体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在我国教育部长官承认下在国内设立的教育机构。

归国的本国公民也可在学校定额比率限度内入学。

济州国际学校 : 获得济州道教育监许可，在济州英语教育都市设立的，为提高国民外

教育

教育

外国人学校: 国内滞留中的外国人为提供本国教育而设立的学校。在国外居住3年以上

国语能力，并养成国际化专门人才的学校。几周国际学校可设立为幼稚园、初等学校
（小学）、中学，以及高等学校，也可并设或合并各过程运营。
区分

外国教育机构

入学资格

无限制条件

本国人入学比
率

-小•中学：总定额30%
（适用市•都教育规则可
扩大到50%）

设立/运营现状

TIP

-高等学校：无限制条件

外国人学校

-外国人的子女

-3年以上居住海外的本
国人

-在普通小•中学无法将学
业继续下去的入籍者子
女

济州国际学校

无限制条件

招生数总定额30%（适
用市•都教育规则可扩大
到50%）

无限制条件

全国 40所

4所(韩国国际学校, LCS
Jeju, Branksome Hall
Asia, SJA Jeju)

-幼儿园、小学、中学数量：2
-高等学校 6所

想了解韩国国内的外国人学校吗？

可访问教育科学技术部运营的综合指南网页(https://www.isi.go.kr/en/index.do)。
可获得外国人幼稚园至外国人学校、国际学校等外国教育机构及外国人学校的
大量信息。同时，网页上有各教育机构的联系方式、相关官网链接，方便访问
者获取各方面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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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外国人学校的通用语言为英语，遵循美国的教学课程。为了考上韩国国内大
韩国国内外国人学校之课程即可。要确认学校有无专门针对升入大学的、被认定的
教育项目。

各所高校的学生数从100名至1500名都不同。一年学费为15,000~25,000美元，另加校
车费、教材费、课外活动费等其他费用的话，需要更多的费用。

每所学校的入学标准各不相同，外国人学校相关法律和规定常发生变化，因此直接
与愿意入学的学校联系，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准确的信息。

主要外国人学校

教育

学，需另外授韩国教育部认定的历史课和语言课，但准备考国外大学，只修今日的

首尔地区

首尔德怀特外国人学校(Dwight School Seoul)

首尔德怀特外国人学校时2012年首尔特别市引进设立的外国人学校，在美国、英
国、中国、加拿大等设有分校。同时，该学校提供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课
程，帮助多数学生考入了名牌大学。首尔德怀特通过Quest Program为每一个学生提
供符合自己的量身型教育课程。
设立年度

学生总数

2012

27班/366名

学年

教程

第2外国语

德语、
韩语、
PS3-12 运营IB教程
西班牙语、
中文(大陆)

入学资格
父母中至少1方是外国国籍，
或学生在海外居住了3年以上

地址: 首尔 麻浦区 世界杯北路62街 21号
官网: http://www.dwight.or.kr

首尔龙山国际学校(Yongs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eoul)

首尔龙山国际学校于1990年以首尔国际基督教学校之名设立，到2006年韩国外国
人学校财团转移汉南洞而开始适用了目前的国际学校校名。在首尔龙山国际学校任
职的50%以上教师们皆为硕士学位学历，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为缺乏英文能力的
学生，开设了ELL(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课程，并为上课吃力的学生们开设了
SLC(Special Language Center)，帮助学生们稳步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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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年度

学生总数

学年

教程

2006

41班/972名

K-12

运营IB程序

地址: 首尔 龙山区 梨泰院路 285号

第2外国语
中文、
法语、
日语、
韩国语、
西班牙语

入学资格

-父母中至少1方是外国国籍，
或学生在海外居住了3年以上
-或目前学生在国内国际学校就
学

官网: http://www.yisseou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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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地区

韩国外国人学校板桥于1999年教育部认证设立，设有馆藏4千册以上图书及学术期刊

查德威克松岛国际学校(Chadwick International)

规模学习。韩国外国人学校板桥从2015年9月开始引进了AP Capstone 学位课程，提

育哲学为基础而设立，在美国于韩国分别运营着1所学院。松岛学院于2013年设立，

论文的图书馆和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们。每个班级平均学生数位20名以下，追求小
供130种以上多样的课后活动。
设立年度

学生总数

1999

95班/1106
名

学年

教程

PK-12

运营AP程
序

第2外国语
中文、
法语、
韩国语、
西班牙语

地址: 京畿道 城南市 盆唐区 大王板桥路 385街 27号

入学资格

-父母中至少1方是外国国籍，
或学生在海外居住了3年以上
-或目前学生在国内国际学校就
学

查德威克松岛国际学校以1935年Margaret Lee Chadwick女士的全人教育为焦点的教

教育

韩国外国人学校 板桥 (Korea International School Pangyo)

主要外国教育机构

此后受到普遍的关注于支持。教师于学生比率为1:8，每个班级的平均学生数为19
名，追求小规模学习，并提供多样的户外活动项目。
地址: 仁川广域市 延寿区 艺术中心大路97街 45号
官网: http://www.chadwickinternational.org

大邱国际学校(Daegu International School)

大邱国际学校（DIS）以庆北地区外国人投资企业职工的子女、国际及国内韩国学生
们的教育为目的而设立。学校于2010年4月30日获得大韩民国最初由教育部颁布的外

官网: http://www.kis.kr

国教育机构设立认可。大邱国际学校以美国传统私立学校“LEE ACADEMY”宿舍章程

为基础，运营可入住5年以上的宿舍。学校提供AP教程，第2外国语可选择中文和西

其他地区

班牙语。

青罗道尔顿外国人学校(Cheongna Dalton Seoul)

青罗道尔顿外国人学校以由进步教育哲学家Helen Parkhurst开发的道尔顿计划位教
育哲学而设立。青罗道尔顿外国人学校以House, Assignment, Lab位构成要素，教育

地址 : 大邱广域市东区八公路50街22
官网 : http://www.dis.sc.kr

焦点是运营以学生的自律性、协同性位基础，最大限度地引导出创造性于潜在能力
的教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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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年度

学生总数

学年

教程

2011

26班/381名

K-12

运营AP课程

地址: 仁川广域市西区尖端东路344

第2外国语
中文、
韩语、
西班牙语

入学资格

父母中至少1方是外国国
籍，或学生在海外居住了3
年以上

官网: http://www.daltonschool.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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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就业

就业

外国人可依据由入境目的签发的签证类型就业。获得国民配偶(F-13,F21)签证入境的
结婚移民者，依据法律具有就业资格。使用以下网站可更为便利地获取就业相关信
息。

* 若想确认本人所持签证是否可以就业，请致电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www.hikorea.go.kr)不
加国际区号直接拨打1345。

首尔国际中心 (global.seoul.go.kr)

该网站由首尔市运营，为滞留韩国的外国人提供英文、中文的博览会、就业支援及
招聘信息。

外国人雇佣管理系统（www.eps.go.kr）

该网站为居住在韩国境内的企业主和外国人劳动者提供各类信访申请及申请现况查

询等招聘与就业支援服务。以英文、中文、泰语、越南语等20多个国家的语言提供
雇佣许可制、就业步骤、可就业业种等整体信息，该母语主页增添了使用便利性。
一般外国人(E-9)、特例外国人(H-2)等，根据签证种类所提供的服务会有所不同。

Hi Korea(www.hikorea.go.kr)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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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DANURI (http://www.liveinkorea.kr)

该网站为多元文化家庭支援门户网站，为因结婚、移民、就业等原因居住在韩
国的外国人能够良好地适应韩国生活而提供各种信息和窍门。该网站以包括韩

语的英语、中国语、日语、俄语、泰语、越南语、他加禄语等13种语言提供各
种信息。网站由滞留•外国人支援、韩国适应支援、就业支援，生活•医疗支援

等必备项目组成，使用极为便利。为支援外国人适应韩国生活，还提供PDF格

式的韩国生活指南。下载后在需要时参考会有所帮助。若想咨询有关韩国生活

的一些信息，请使用24小时运营的DANURI服务热线82-1577-1366。服务热线与
DANURI网站相同，将为您提供13种语言的服务。

该门户网站为滞留在韩国境内的外国人提供各种信息。可方便地连接到提供电子信

访、雇佣支援、投资支援等多种服务，以韩语、英语、中国语、日语等4国语言提
供外国人在韩投资相关信息的韩国投资支援中心（http://www.investkorea.org/ch/

index.do）；提供在韩外国人行政、生活综合服务的多语言支援外国人综合服务中
心；可确认韩国签证、外国人就业及雇佣可能性的外国人雇佣管理系统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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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支援
外国人支援服务

由政府和民间团体提供韩语教育、韩国文化教育、咨询等帮助外国人的韩国生活的
入境初期，通过外国人支援机构利用各种服务，非常有用。

TIP

Papago 是Naver免费提供的机器翻译服务。现在共支援韩国语、英语、日语、
汉语（简体/繁体）、西班牙语、法语、越南语、泰国语、印度尼西亚语等十
个国家的语言。安卓用户可在Googleplay store，IOS用户可在Apple store搜索
papago后，安装使用。选择符合自己的语言后，可通过文字输入或语音输入进
行翻译。把相册里的照片或用相机照的照片中的文字拖拽出来变换成文本后，
也可以进行翻译。
Naver是韩国最大的门户网站

韩语教育

为了使韩国生活变顺畅、理解韩国文化，必须学习韩语。在韩国，有许多外国人可
以免费学习韩语的机构。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外国劳动者支援中心、韩国语学
堂等是以外国人为对象实施韩语教育的代表性机构。在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开
设登门教育项目，直接向结婚移民家中派遣韩语教师，教授韩语。最近，在线韩语
教育项目也在增加，可以在希望的时间在家里轻松接受韩语教育。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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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http://global.seoul.go.kr

电话: 82-2-2075-4130~1(英) / 82-2-2075-4113(中) / 82-2-2075-4105(日)
电子邮件: hotline@seoul.go.kr

• 国际外国人中心

为了多文化家庭定期举行庆典、野营、韩语教室等各种节目。在网站的社团通知事
项网页能查看节目目录。

URL: http://www.migrantcenter.net/
电话: 82-31-795-5158

商务礼仪

1. 表达感谢需鞠躬行大礼

外国人支援

服务。尤其是在交流困难、对韩国文化感到陌生、难以维系与韩国人之间的关系的

首尔全球中心免费韩语教室
在首尔居住的外国人都能申请，免费提供各级别的韩语讲座。

初次见面的人，或因有事情找对方时需身子磬折30度左右，行普通礼。每天碰面两
次以上，或在比较狭隘的空间碰面时注目礼比较适合。相反，向对方表示感谢或歉

意时需把身子磬折45度左右，行大礼。若在洗手间遇到职场上司或同僚应如何呢？
不要故意与对方对上眼神，而是事后简单行注目礼即可。

2. 名片交换礼仪

名片一般由地位较低的一方先递出。但若访问其他公司，无论地位或关系，访问者
先行递出名片比较合于礼数。名片一般要双手递上，单手递名片时的姿势应是左手
托住右手。要将名片顺着对方的视角转向，使对方能一眼辩出自己的名片。递出名
片时应对上对方的眼睛，说出自己的名字与所属。即便对方的地位比自己低，接过
名片时应站起来接收，且不要让自己的手指盖住对方名片中的名字。接过名片后最
好试着低低的声音念出对方的名字与职称。收到的名片不可直接放进名片夹或口袋
中，而是放在自己座位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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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是蕴藏着古代情调的传统方式的市场，可以感受到闲逛的乐趣和韩国人特
有的人情味。可以购买到食品、服装、杂货等丰富多样的商品，划分为在规定地点

每天开放的常设市场和仅在规定的时间暂时性开放的5日集、7日集。也有许多只出
售水产品、农产品、蔬果和药材等特定商品的传统市场。传统市场的优点就是可以
还价。此外，到了打烊的时间，就会将所剩不多的商品以半价“甩卖”，若利用这个时
段，就可以凭借实惠的价格购买物品。

• 鹭梁津海鲜批发市场、可乐洞农水产批发市场、京东药令市场、清凉里水果市场
• 东大门综合市场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钟路266号(钟路6街)
电话: 82-2-2262-0114

销售品目: 原单类、首饰、服装補料、公司用品、线、结婚/室内装饰品、便利设
施、流行小饰品

电话: 82-2-1330 / 82-2-753-2805 1330
官网: www.namdaemunmarket.co.kr

销售品目: 服装、饰品、家电产品、化妆品、人参等
• 可乐市场(可乐洞农水畜产品市场)
地址: 首尔市松坡区良才大道932(可乐洞)
电话: 82-2-3435-1000

官网: www.garak.co.kr

销售品目: 农产品、水产、畜产品

购物

首尔最具代表性的大型传统市场

• 南大门市场
地址: 首尔市中区南大门市场4街21(南仓洞）

• 鹭梁津水产市场
地址: 首尔市铜雀区鹭得路688号
电话: 82-2-814-2211~2

官网: www.susansijang.co.kr
销售品目: 水产

• 首尔京东市场
地址: 首尔市东大门区旺山路147(祭基洞)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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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2-2-967-8721

官网: www.kyungdongmart.com

销售品目: 韩药材、干海产品、蔬菜

133

• 芳山综合市场
地址: 首尔市中区东湖路37街20(舟桥洞)
电话: 82-2-2268-6691

官网: www.bangsan-tmk.com
销售品目: 纸类、壁纸

• 广藏市场
地址: 首尔市钟路区昌庆宫路88(礼智洞）
电话: 82-2-2267-0291

官网: http://www.kwangjangmarket.co.kr

销售品目: 绸缎、西装布料、服装、农产品、寝具、手艺、螺钿漆器等

• 中部市场
地址: 首尔市中区乙支路36街35(五壮洞)
电话: 82-2-2267-5617

官网: http://www.jungbusijang.co.kr
销售品目: 蔬菜、干鱼类、水产品等

电话: 02-3396-6890, 02-3396-6900

销售品目: 古董、电子产品、钟表、宝石、照相机

韩国主要传统市场

∙	 大邱西门市场
地址: 大邱广域市中区垦场路26街45
电话 : 82-53-256-6341

官网 : http://www.seomun.net

销售品种 : 服装面料、服装辅料、窗帘、被子、各种杂货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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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南部市场
地址: 全罗南道全州市完山区丰南门1街19-3

电话: 82-54-858-9002

Web: http://www.adjang.kr

销售品种 : 蒸鸡、安东布、安东烧酒等特产、服装、杂货、水产ㆍ鱼干等
• 釜山札嘎其市场
地址: 釜山广域市中区札嘎其海岸路52
电话: 82-51-245-2594

Web: http://jagalchimarket.bisco.or.kr/
销售品种 : 各种水产品、生鱼片、鱼干

• 丹阳观光市场/丹阳五日集
（每月1、6、11、16、21、26日开张）
地址: 忠清北道丹阳郡丹阳邑道田5街31
电话: 82-43-422-3301

销售品种 : 大蒜、辣椒、生活必需品、服装等
• 光阳五日集
（每月1、6、11、16、21、26日开张）

购物

• 黄鹤洞跳蚤市场
地址: 首尔市中区黄鹤洞

∙	 安东旧市场
地址: 庆尚北道安东市西部洞184-4

地址: 全罗南道光阳市光阳邑白云路3
电话: 82-61-797-2601

销售品种 : 农产品、水产品、服装、杂货
• 城南牡丹市场
（每月4、9、14、19、24、29日开张）
地址: 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区遁村大路79
电话: 82-31-721-9905

销售品种 : 药草、家畜、辣椒、杂粮、花卉等

电话: 82-63-284-1344
官网 : http://jbsj.kr/

销售品种 : 锦锻、家具、鱼干、蔬菜、水果、药材、杂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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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夜猫子夜市

百货商店

首尔夜猫子夜市作为一个首尔型夜市，极大程度上体现了首尔各个名胜展现出的空

拥有服装、食品、家电、化妆品、珠宝、生活用品等丰富多样的商品种类，设施和

夜猫子夜市通过景观和文化、独特的商品和商人以及运营系统，已然作为一个夜市

是价格比其他地方贵。若参加定期折扣活动，则能够以更加优惠的价格购买到需要

间魅力。

品牌改变了首尔之夜。

夜猫子市场在汝矣岛、盘浦、DDP、清溪川等四处展开。

-- 汝矣岛（首尔市 永登浦区 汝矣东路330 汝矣岛汉江公园 水光广场）
-- 盘浦（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新盘浦路11街40 盘浦汉江公园 月光广场）

服务也十分优秀。优点是可以轻松购买到服装或食品等海外进口商品。但要注意的
的物品，尤其是，购买食品时，如果利用每天傍晚（一般下午6-7点开始）的收尾折
扣，则可以通过50%-70%左右的优惠价格购买到半加工食品或全加工食品。
• 乐天百货店、新世界百货店、现代百货店、Galleria百货店、时代广场等

-- DDP（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281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 清溪川（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瑞麟洞14-1 清溪川 广通桥一带）

TIP

购物信息

院世界塔馆”、“乐天世界水族馆”、韩国首家葡萄园形式的“乐天音乐厅”，是购
物和娱乐集为一体的综合购物广场。

Star field河南 : Star field河南是新世界Properties和美国购物广场开发企业
“Taubman”合作完成的综合购物主题公园。 在Star field河南，可以一次性经验
450个百货商店和300个购物广场加在一起的750多个卖场。这里有当天可进行
30多种运动的运动宝贝、还有可望着汉江和黔丹山戏水的Aquafield。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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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超市

像百货商店一样具备食品、服装、生活用品等丰富多样的商品。商品质量优秀，设
施和服务良好，到了周末，可以看到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但由于卖场大、顾
客多，结算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因此为了购买一两件商品而去大型超市是没有效率

购物

乐天世界购物广场 : 乐天世界购物广场是韩国最大的名牌百货店“Avenuel"和
韩国市内免税店中面积最大的“乐天免税店”、“乐天himart”、“乐天 Shopping
mall”、“乐天超市”等汇集在一起的购物旅游名胜，拥有各种国内外品牌。除了
购物空间以外，这里还是文化艺术空间，有亚洲最大规模的复合型的 “乐天电影

的。

• 易买得、TRADERS、乐天玛特、BIG MARKET、KIMS CLUB、HOME PLUS、
COSTCO等

COEX（总楼面面积46万㎡）从1楼道4楼共有4个展示场（总36,007㎡）和50个
会议室（总11,614㎡，最多可分为92个），以及最高端便利设施和演出、办公
场所。同时，COEX还是一个设有图书馆、服装、美妆、居家、美食店、咖啡厅
等100余处和娱乐场所、展示厅、酒店的综合型文化空间。
电话: 82-6000-0114
每日 : 10:00-18:00
※ COSTCO、TRADERS、BIG MARKET采用会员制，必须注册会员才能购物。COSTCO与普通
大型超市相比，进口商品的种类更加丰富，有许多外国顾客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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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

网上购物

24小时营业，包括速食品在内，出售各种简单的物品。销售商品的种类根据卖场的

仅需一次点击即可购买物品，操作便利，价格也十分优惠。有食品、服装、图书等

场稍高。

的网上商城。有时显示屏中的商品与实际商品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仔细确认

大小而异，大部分面积小，可以轻松找到需要的物品。但价格比大型超市或传统市
• CU、GS25、7-Eleven、BUY THE WAY、MINISTOP等

按品种划分的专业网上商城，也有像百货商店一样可以在一个网站上购买各种商品
商品的具体项目。使用网上商城时，需要将自己的个人信息输入网站，这一点有可
能令人感到负担。

• G MARKET、11号街、INTERPARK、AUCTION、新世界购物中心、乐天购物中心等

电视家庭购物

服装、食品、化妆品、家电、保险、汽车、旅行商品等涉及商品的范围广，可以在
惠，除了正品外，还经常提供各种赠品作为搭头。一般1~3天即可配送到家，若对配
送的商品不满意，向家庭购物方要求退货后，即可以在数日内回收产品和卡退款。

购物

家中观看电视后直接拨打电话订购，十分便利。利用自动订购电话时，提供折扣优

• 乐天HOME SHOPPING、现代家庭购物、CJ O SHOPPING、NS HOME SHOPPING、
GS SHOP等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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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使用电话，而通过家庭购物软件购买电视中播出的商品，即可获得额外积分或折扣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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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TIP

‘Naver地图’始用方法

Naver地图支持中、英、日文服务，还可通过地址、店名、邮编等搜索地图，并
可通过点击地，在韩国整个范围内寻找目标地区。同时还具有通过搜索显示到
达目标地点的最佳途径的技能。

通往四季的景点

Seoul

宗庙: 宗庙是史迹第125号，藏有朝鲜时代国王和王后之牌位的王室祠堂。在太祖3年

(1394)开工建立正殿，在世宗3年(1421)建设了永宁殿，然而在壬辰倭乱时都被烧毁，
在光海君即位当年(1608)重新建立了目前位于钟路3街的宗庙。1995年被指定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昌德宫: 昌德宫是史迹第122号，位于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卧龙洞的王宫。在朝鲜太宗
时代建立的，历代国王从事政务并长住的地方，有宝物383号敦化门。在1997年被指
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旅行

朝鲜王陵: 可以完好地呈现朝鲜王朝独特的葬墓文化，首尔坐落着贞陵、献仁陵、宣靖
陵、泰康陵、懿陵共8座朝鲜王陵，在京畿道九里、南杨州、坡州等地坐落着东九陵、
洪裕陵、光陵、思陵、英宁陵、三陵等共31座朝鲜王陵，江原道坐落着第6代王端宗的
陵即庄陵。这些陵的特征是，以朝鲜王朝的世界观、宗教观和自然观为基础，呈现出
与其他儒教文化圈王陵不同的形态，是代表着存续了500年以上的朝鲜王朝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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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石墓遗址 : 沿着仁川广域市江华郡高
丽山山脚分布着150余座支石墓。这里

世宗文化会馆
位于世宗大道的综合文化空间，由大剧

式支石墓，甚至比韩国支石墓的平均高

艺术殿堂开馆之前，主要演出均在此举

有长6.4m、高2.5m的韩国最大的桌子
度高的海拔100m-200m处也分布着支
石墓。

TIP

场、小剧场以及美术馆等构成。1988年

行，现在依然举行大量演出、展览以及
其他主要活动。

电话 : 82-1544-1887/ 82-2-399-1114~6
网站 : www.sejongpac.or.kr
何为‘史蹟’？

史蹟是指对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建筑物、设施等地点、遗迹，国家通过法律指定
的文化财，它具有很大的历史、学术、艺术价值。
1962年立出文化财保护法后，在1963年指定了125个史蹟，到2014年已达490
个。凡被指定为史蹟，须根据文化财保护法，受到国家保护。
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史蹟为独立门、社稷坛、景福宫香远亭、庆州鸡林等。

乐天音乐厅
2016年开馆的韩国首个葡萄园风格的音乐厅，共2,036个座位环绕着舞台，可以更加
生动地欣赏演出。主要举办古典、爵士等音乐演出。
咨询电话 : 82-1544-7744

网站 (英语): http://www.lotteconcerthall.com/eng

艺术殿堂

是位于牛眠山一带的综合艺术中心，1993年开馆。现在由歌剧院、音乐堂、美术馆、
教育馆等构成。每年举办约2,000余场文化艺术演出(歌剧、音乐会、独奏会)和展览。
电话 : 82-2-580-1300

旅行

网站 : www.sac.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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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路
大学路指首尔惠华洞方圆1.5km的区域。顾名思义，‘大学路’是那些青少年还有学生

聚集到这一地区大学的‘大学街’。过去，首尔大学也曾位于此处，但在1975年校区被

TIP

迁至冠岳区，而原址被马罗尼埃公园所替换。公园周围地区设有多家小规模的剧场

介绍首尔的主要旅游信息及住宿、美食店信息、推荐不同主题旅游路线的首尔
市官方旅行信息网站。可预约徒步旅游路线，也可以在线预约演出、电影。
可利用移动网络(http://m.visitseoul.net)，用智能手机确认。

饿戏台，吸引众多观光客的脚步。每年都会举办大学路小剧场庆典

国立中央博物馆
国立中央博物馆作为韩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馆，藏有30万件以上历史文物。博物馆建

方便而快速利用的首尔旅行信息<Visit Seoul>www.visitseoul.net

筑为地上6层、 地下1层，文物按年代及类型展示。国立中央博物馆于2005年迁移至

京畿道

电话: 82-2-2077-9000

根据各种娱乐设施和空间特性，分

目前的位置。

网站: http://www.museum.go.kr

爱宝乐园

为以世界各地主要城3市为主题的
“环球集市”、“美洲冒险区”、“魔术
天地”、“欧洲冒险区”、“动物王国”
等五大主题区。内有郁金香、玫瑰
等分季节展示的花园和韩国最长雪

橇场“Snow Buster”，以伊索寓言

为主题的主题区“伊索之村”等。其
中，草食动物和猛兽共存的世界唯
一的复合野生动物园尤为著名。

首尔市立美术馆

1988年首尔市改建的首尔市立美术馆藏有韩国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首尔市立美术馆

于2005年迁移至目前的位置，共有3层楼分6个展示厅。美术馆别馆于2003年设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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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宫内部。

地址: 首尔市 中区 德寿宫路 61
电话: 82-2-2124-8800

是史迹第3号，朝鲜正祖大王在水原

旅行

水原华城

市建筑的。拥有近代城廓结构，使
用举重器等机械设备，在韩国城廓
建筑技术史上拥有重要的意义。在

1997年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

网站: sema.seoul.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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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道
平昌:

2009年1月: 提出举办意向（平昌市）

2011年7月6日: 最终发表及开办城市决定（南非共和国 德班）（金妍儿选手发表）

大韩民国 平昌 63票/德国 慕尼黑 25票/法国阿讷西 7票，大韩民国平昌最终选定为
冬奥会举办地。平昌冬奥会后，冬季观光1番地江原道被选为东亚代表性的冬季观光
地，以Alpensia度假村、HIGH1度假村、洪川Vivaldi Park、WELLI HILLI PARK、太白
O2度假村等滑雪度假村等进一步发展为最受欢迎的观光城市。

同时，平昌发达有溪谷，分布着大量原始森林，一年四季都有登山客、野营、避暑
客等多数来访者。
南汉山城 : 史迹第57号。与北汉山城一样，是为保卫朝鲜都城汉阳而建造的山城，在光
海君时期（1621）正式建成。沿着城栅行走，地势平缓，现已被整顿为登山路，受到
众多游人喜爱。2014年，这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韩国民俗村

主要为展示经过考证再现的古建筑和
民俗资料的展示村落，拥有传统房屋

270余座，传统生活用品16,000余件。
春节或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这里还举
电话 : 82-31-288-0000

网站 : www.koreanfolk.co.kr
城南艺术中心

作为地方自治团体的城南市，为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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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才并对文化活动提供支持而设立的文化展示场，于2005年开馆。由歌剧院、音

和岭东的太白山脉的关口，以大关岭为界，东侧有南大川经过江陵流入东海，西侧
则成为南汉江的支流松川。这一带是被黄柄山、仙子岭、发旺山等围绕的盆地，形
成了高位平坦面地形。年降水量为1,717.2mm(以往年为基准)。是高寒地区蔬菜和种

旅行

行丰富多彩的活动。

大关岭 : 海拔高度为832m，山岭的总长为13km，山岭的弯曲达99个。是连接首尔

子土豆的主要产地，畜牧业比较发达。羊群在草地上自由玩耍的牧场有1.2km的散步
路，是家庭或恋人、朋友们同来旅游的好去处，还可以观赏到大关岭顶峰的雄伟景
象。

乐厅、美术馆、会议厅等构成。
电话 : 82-31-783-8000

网站 : www.snart.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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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草: 雪岳山

可以说人人都有去过雪岳山的美好回忆，可见雪岳山广受大众喜爱的程度。春天，
用绿色的嫩芽和春花打响美好的开始；夏天，让你感受到绿荫的极致；秋天，五色
枫叶的华丽点缀满山遍野；冬天，给你展现梦幻般的冬季风景。

在韩国，雪岳山是继汉拿山、智异山的第三高山，由主峰大青峰(1,708m)等700多个

山峰组成。束草海中推荐东明港、灵琴亭、灯台展望台。尤其，登上灯台展望台，
美丽风景尽收眼底。建议顺便一起观看束草观光水产市场和渡船、老头村。

庆尚道

石窟岩 : 是国宝第24号，位于庆尚北道庆州市吐含山同侧的韩国具代表性的石窟寺
佛教艺术。国宝正式名称为“石窟岩石窟”。与佛国寺一同于1995年被指定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佛国寺: 是史迹和名胜第一号，位于庆尚北

道庆州市进岘洞吐含山山麓的寺庙。佛国寺
和石窟岩皆是新罗时代佛教艺术的珍贵遗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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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有三层石塔、多宝塔、白云桥和莲花桥

市的历史和文化，留有佛教遗址和王京遗址。

2000年12月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庆州历史遗址地区，由佛教美术的宝库南山

地区、千年王朝的王宫遗址月城地区、包括新罗王在内的古坟群分布地区大陵苑地

区、新罗佛教的精髓皇龙寺地区和王京防御设施的核心山城地区组成，52个指定文
物被包含在世界遗产地区。

河回村和良洞村 : 安东河回村为从朝鲜中期1600年代起丰山刘氏积聚而建成住宅和
书院形成村子的丰山刘氏的刘家庄。安东河回村不仅保存着其原来的面貌，还有代
表两班居住文化的养真堂、忠孝堂、北村宅和书院建筑的白眉屏山书院等古代建筑
物，拥有秀丽的古代建筑美。

良洞村位于从新罗古都庆州沿着兄上江向东北离16公里的地方，被指定为重要民俗

旅行

院。在新罗景德王时期金大城筑造。既简单又奇妙的面貌和灵妙氛围创造出极致的

庆州历史地区 : 庆州历史遗址地区完整的保存了新罗千年(B.C.57-A.D.935)之古都庆州

材料第189号的民俗村。目前良洞村保存着当时繁华的群落面貌，从风水地理学上看
位置较好的主要建筑都被指定为宝物和重要民俗材料。被指定为重要民俗村后根据
严格的考证进行保修和管理，因此最好的珍藏着原来的面貌。

等。与石窟岩一同在1995年被指定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是大韩佛教
曹溪宗第11教区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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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离山国立公园: 海拔1,058m，位于从太白山脉向西南方延伸的小白山脉中部。俗离
山是韩国八景之一的名山，被花岗岩奇峰和葱郁的山林覆盖，山中有千年古刹法住
寺。春天开满山樱花、夏天有青翠的松树、秋天满山红叶、冬天以雪景著称。

海印寺藏经版殿 : 海印寺藏经版殿是保存在13世界制作的世界文化遗产高丽大藏经版
8万多张的宝库, 是世界唯一的大藏经版保存用建筑。海印寺的建筑工艺代表朝鲜初
期的传统木质建筑样式，包括建筑本身的美丽在内，被设计成建筑内适当通风并可
自动调节温度和湿度。

忠淸道

丹阳 : 丹阳是韩国最顶级的航空运动圣地。为了留下刺激满分的惊险回忆，人们蜂拥

扶余定林寺址 : 是位于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东南里的百济的寺址。史迹第301号。
是长方形的“南北1塔式伽蓝”，是典型的百济伽蓝布置，留存着百济的石塔扶余定林
寺址五层石塔和高丽时代做成的扶余定林寺址石佛坐像。

而至，前来参加滑翔伞、悬挂滑翔等航空休闲运动。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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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

济州偶来小路

牛岛位于城山日出峰的南侧。牛岛是一座火山

徒步旅行线路，于2007年开发了第一线路，

牛岛

岛，在8个有人岛中具有最多济州道的形象，
故又叫做小济州道。牛岛的主要观光胜地为珊

瑚草白沙滩、珊瑚滨海游泳场、黑滨海游泳
场、庆安洞窟、牛头岳、牛岛峰等。

偶来小路是选定济州岛比较好走的小路开发的
目前已开张20多路线。每路线一般又15km长
度，平均需要5~6小时。主要围绕济州海岸地
区，连接山路、田间小路、海岸线路、小岳路
等线路组成，也有逛济州周边小岛的线路。

城山日出峰

DMZ和JSA

一。因山顶喷火口周围看起来像一座城墙，故

军事区。根据《韩朝停战协定》，以军事分界

城山日出峰是济州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
名城山，又因在顶上看的日出非常美丽，因此
又叫做日出峰。

城山日出峰的海拔为182m，位于济州特别自
治道东端突出的城山半岛岛尾部，在济州多数
火山丘中唯一直接从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城
山日出峰原本为一座岛，后来在新阳海水浴场
和岛之间不断积累砂和石，逐渐与陆地连在一
起。城山日出峰虽比较陡峭，但并不高，中间

DMZ是 DeMilitarized Zone 的缩略词，表示非

线南北平行2km地区定位非军事区（韩国目前
是世界唯一一个分裂国）。近来还运营各种
DMZ旅游商品。

JSA是Joint Security Area的简称，指共同警备区。JSA为非军事区（DMZ）内军事分
界线（MDL）上的区域。板门店JSA在之前主要是管理停战的场所，近来用作南北朝
鲜之间接触和会谈场所，以及来往南北通过地点。
网站 : http://www.go2korea.co.kr/en/Default.aspx

还有休息地，带着孩子们也不难上山。

旅行

济州民俗村

济州民俗村是为保存济州文化遗产，以19世纪
为准，对山村、重山艮村、渔村、土俗信仰，
以及济州英文和流放地等经过专家考证来构建
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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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传统韩屋特别展示着济州岛人们实际居

住的样态，而在各个韩屋，都有民俗工艺匠人们为唤回当时风采而努力。民俗村规
模庞大，体验各种传统项目、仔细参观可能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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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RA组织及活动
KOTRA介绍

KOTRA是在贸易立国的宗旨下于1962年设立后至今与韩国经济一同发展的机构。20
世纪60-70年代在出口最前线扮演了“出口特殊部队”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了

开发东欧圈的北方经济外交先锋者作用，并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作为外商投资负
责机构，吸引外商投资进入韩国市场，为使韩国克服经济危机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
用。

现在KOTRA通过全世界10个地区、83个国家的123个网络，充实扮演着韩国企业和外

商投资企业之海外业务的基础设施角色。另外不仅在知识服务产业、IT融合产业、绿
色产业，还在海外采购市场、海外连锁市场、海外成套设备市场，支援韩国企业进
军海外市场。并且为实现韩国中小企业、中坚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支援与国外主要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关注解决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雇用问题和经济悬案，如吸引
海外人力、将韩国国内人才介绍给海外企业就业等。

• 输出支援
-- 移动KOTRA：输出专员来到企业、展会等，提供有关贸易实务、支援事业、FTA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162

活用等1:1顾问

-- 海外支社化：海外各国KOTRA贸易管旅行中小中坚企业的海外支社角色，支援市
场调查、发掘输出交易线等海外营销。

型企业，支援中坚企业的扩大输出余海外市场进出，并支援内需型中坚企业的输
出企业化。

• 全球营销
-- 海外市场大数据分析：分析企业成长阶段及品目，提供输出力量分析、海外有望
市场推荐、海外进出事业等咨询服务的大数据顾问服务。

-- Buy Korea：链接全世界买家与韩国供给企业的全球B2B e-Marketplace，支援韩
国商品的海外宣传、登陆及检索海外买家购买信息、交易费用线上支付等。

-- 国内外展会：在世界著名展会构成韩国馆，使韩国企业参与展示会（每年120次左
右），引进海外优秀买家，提供国内参加企业和商谈机会。

• 海外市场信息
-- 海外市场调查：挖掘进出希望市场的海外伙伴企业、提供市场动向、原辅材料供
给线调查等量身型调查

-- KOTRA海外市场新闻：全球最有活力的市场信息，加上专家分析的深层信息，一
眼看望国家信息、不同区域进出信息等

• 国际人才招聘支援
-- 发掘和传播海外招人需求：通过贸易管等发掘海外招人需求

-- 外国人投资企业招聘会：国内最大外资企业招聘博览会，举办求职者现场咨询、
深层面试、企业说明会等

经济通商协作
-- 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承揽支援：邀请土木建设、输送基础设施、发电厂等海外公共
事业招标商，支援本国企业承揽

-- 海外公共筹措市场进出支援：选定品目、筹措销售商引荐、营销等海外公共筹措
市场进出希望企业量身型支援

-- 政府间（G2G）交易支援：政府间输出协议主管机构，随行政府输出协议的协商
至签订协议、履行协议等整个过程

KOTRA组织及活动

KOTRA的主要事业及功能

-- 输出跳跃中坚企业育成事业：国际市场进出支援产业，为将中坚企业培养成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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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KOREA介绍

韩国国家投资招商机构Invest KOREA，为支援外企成功进军韩国市场、在韩国国内开
展事业活动，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内设立。Invest KOREA提供与外国人
直接投资申报、在韩国国内的事业活动、企业活动和生活相关的所有一揽子服务，
帮助外国企业迅速适应韩国投资环境并在短期间内奠定事业基础。

Invest KOREA的主要服务

提供投资信息及咨询服务

Invest KOREA提供投资可行性调查所需资料、与投资程序、法律问题、税务、会计领
域相关的专家建议等多种信息和咨询服务。并由专家编写以投资者为决定投资最愿
意了解的核心信息为主的建议案，准确介绍投资项目，以此有效吸引投资者。

吸引外商投资：支援潜在投资者和投资项目

与吸引外商投资有关的Invest KOREA的服务，包括从宣传国家形象到发掘目标企业、
投资审核、投资计划、投资实施、咨询和后续管理，广泛而有条不紊。另外Invest
KOREA将投资企业的反馈意见传达给政策当局，力争持续改善投资环境

外商投资后续管理服务(申诉专员)

Invest KOREA Plaza (IKP)

Invest KOREA Plaza是地下2层、地上9层规模的，拥有最尖端智能建筑系统的外国人
投资者专用企业孵化设施。

为了支援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奠定初期投资基础，并让已进军韩国市场、计划扩大投

资的企业搞活投资，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专用办公室。入住IKP的客户可享受Invest
KOREA和政府机构提供的投资可行性调查、投资咨询等投资初期阶段支援服务乃至
韩国商务文化及日常生活咨询等广范围的综合服务。关于详情，请参考www.ikp.
or.kr。

投资综合咨询室(Investment Consulting Center, ICC)

在KOTRA综合行政支援中心（Foreign Investor Support Office）内的投资综合咨询
室，以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对象，支援从投资检讨、投资实施乃至外商
投资企业总经理定居于韩国，是一个一揽子咨询中心。

• 投资实务咨询 : 在投资综合咨询室有从外部聘用的民间专家和政府主要部门派遣的

公务员等20多名咨询师，就外国投资者投资韩国时要经过的所有阶段，提供有系统
的、专门的咨询服务。外国投资者和其家人都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直接
访问自由的免费享受咨询服务。

(http://www.investkorea.org/ikwork/iko/eng/cont/contents.jsp?code=1020603 -> FAQ)

• 外商投资申诉办公室 : 帮助外资企业克服许多在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障碍和困难。
投资申诉官帮助客户取得批准许可，或以接触进出口禁止措施让投资者获得优惠

• 外商企业投诉处理团 : 就向申诉官要求仲裁的所有事宜，到客户的所有问题得以解

决之前提供一对一服务，为此指定一位叫“家庭医生（Home Doctors）”的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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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专家。家庭医生向政府外商投资相关的最高机构外商投资委员会提交提议或建议
事项。他们主要负责报告关于外商投资政策的不满事项，或要求有关政府机构和各
相关部门之间进行调整，将自己负责的事例中值得关注的事例提交委员会。关于详

KOTRA组织及活动

等，提供全方面的支援服务。

情，可参考www.i-ombudsman.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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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领域
投资咨询
投资申报
投资行政支援
生活咨询

吸引外商投资有关法令、制度、程序和租税、税务和选地、劳
务咨询

交通路线

外国人投资申报及注册程序咨询、资本货物引进、物品明细检
讨确认申请
关税、法人、税务咨询和发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证、滞留资格
咨询、发放投资签证
提供韩国居住生活信息、1日秘书服务

-- 代表电话 : 82-2-3497-1056 (英文)/ 82-2-3497-1055 (日文)
-- 服务语言 : 英、日、韩

-- 运营时间 : 周一至周五 09:00-18:00 (中午休息时间 12:00-13:00)

KOTRA 海外上午平台

(贸易、投资咨询中心)，针对贸易、海外投资及外国人国内投资，由不同领域的咨询
委员通过在线咨询、来访咨询、拜访服务，为咨询人提供定制型咨询。
• 来访咨询步骤 (电话事前预约)
-- 出口 82-2-3460-7219

-- 向海外投资 82-1600-7119(#3)
-- 引进外商投资 82-2-3497-1970

公共交通

• 地铁：良才市民森林站（新盆唐线）
-- 3号出口出，往城南方向徒步10分钟

-- 4号出口出，乘坐（换乘）往盆唐•城南方向巴士：400, 405, 4432, 440, 452, 470,
471, 33, 500-5

• 地铁：良才站（3号线、新盆唐线）
-- 3号线 11号出口，新盆唐线 9号出口

-- 乘坐（换乘）盆唐•城南方向巴士：（可变车道站）400, 405, 4432 / （中央车道
站）440, 452, 470, 471, 33, 500-5

※ 乘坐400, 405, 421时在道路交通工团首尔支部•KOTRA下车；
其他巴士在Hanaro超市•KOTRA站下车，并在现代起亚汽车前斑马线过马路

口左转，过马路后进入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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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仁川到首尔

-- 在仁川国际机场1F公共汽车站，乘坐6009路轿车(仁川国际机场-可乐市场) → 在

江南站下车，换乘 140、407、408、440、462或470路公交车 → 在Hanaro Mart

KOTRA组织及活动

• 自驾: 江南站或良才站往盆唐城南方向驾驶（请勿进入地下车道）后在廉谷十字路

或KOTRA公交车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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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首尔站，乘坐地铁4号线(向往Danggogae)，在忠武路站下车 → 换乘地铁3号
线(向往水西) → 在良才站下车 → 从11、10或9号出口出来，在中央车道公交车
站乘坐蓝色公共汽车(140、407、408、440、462或470路) → 在Hanaro Mart或
KOTRA公交车站下车

韩国的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在2001年3月正式启用，为韩国最大的机场（占地面积：2239万7000

㎡）。大约80%的韩国国际航线在此运航。以2018年为准，仁川机场通过84家航公
公司，与55个国家、185座城市相连接。

2005年以来，仁川国际机场在国际机场与机场服务质量（ASQ）连续12年位于全球
机场首位，它拥有高质量的设施，同时具备很多看点。机场为乘客们设了大量的便
利设施，并提供各种主题活动及展示、韩国文化体验空间可自娱自乐，是全球顾客
满意度非常高的机场。

地址

首尔首市瑞草区献陵路13

[Invest KOREA Plaza]

首尔市瑞草区献陵路7

电话 82-1600-7119 传真 82-2-3460-7777
电话 82-2-3497-1000 传真 82-2-3497-1616
韩国的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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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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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便利设施
通讯/网络

上网区（免费网络Kiosk）
运营时间: 00:00-24:00
位置: 第1航站楼4楼免税区25号/29号登机口附近；第2航站楼4楼免税区231号/268号
登机口附近

休息/运动

Nap Zone
运营时间: 00:00-24:00
位置: 第1航站楼4楼免税区 25号/29号登机口附近，第2航站楼4楼免税区 /231号268
号登机口附近
Relax Zone
运营时间 : 00:00-24:00
位置: 第一航站楼4楼免税区25号/29号登机口附近；第2航站楼4楼免税区 231号/268
号登机口附近
备注: 休息用椅子、手机充电器
Digital gym
运营时间: 06:00-22:00
位置: 第2航站楼4楼免税区 231号/268号登机口附近
备注: 智能运动器材

其他便利设施

淋浴间
运营时间: 00:00-24:00
位置: 第1航站楼4楼免税区 25号/29号登机口附近；第二航站楼4楼免税区231号/268
号登机口附近
备注: 转机换乘旅客免费、普通旅客收费（3,000韩币）
CGV电影院
运营时间: 09:00-23:00
位置: 第1航站楼 交通中心 地下1楼 中央

※ www.airport.kr/ap/en/svc/getFacilityMain.do 可查询更多仁川机场便利设施。

仁川机场内手机租赁及漫游
LG U+
KT
SKT

ㆍ服务领域 : 移动电话租赁服务、国际漫游服务
ㆍ营业时间 : 06:00 ~ 22:00
ㆍ联系电话 : 82-2-3416-7010

ㆍ服务领域: 移动电话租赁服务、国际漫游服务
ㆍ营业时间 : 06:00-22:00
ㆍ联系电话 : 82-1588-0608 (国内) / 82-2-2190-0901 (国外、免费)
ㆍ服务领域 : 移动电话租赁服务、国际漫游服务
ㆍ营业时间 : 06:00-22:00
ㆍ联系电话 : 153-112 (国内) / 82-2-6343-9000 (国外、免费)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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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荷大学医院 第二航站楼(T2)
运营时间 : 08:30 ~ 18:00(周末 08:30 ~ 15:00)
位置: 第2航站楼 地下1楼西側
备注: 家庭医学科、牙科、急诊

韩国的机场

仁荷大学医院 第一航站楼(T1)
运营时间 : 08:30 ~ 17:30(周六 09:00 ~ 15:00 / 周日休息)
位置: 第1航站楼 地下1楼東側
备注: 家庭医学科、牙科、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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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国际机场

金浦国际机场设立于1942年，占地面积为680万平方米。金浦国际机场运航的国内线
航线为釜山、光州、济州、丽水、晋州、务安、襄阳、蔚山、浦项等。
金浦机场在韩国担当航空旅行、货物输送等功能，因首尔的世界都市战略，2001年
4月仁川机场开启后其国际航线功能弱化，目前金浦机场的国际航线有日本东京、大
阪、名古屋，以及中国上海等。

其他便利设施
国际线便利设施

无人售票机
金浦机场国际线2楼航空公司登机手续办理柜台前设有多台无人售票机，无需排队，
可直接办理登机手续。
保险公司咨询柜台

设有保险公司咨询柜台购买旅行保险，以备出游时发生意外事故或遗失等危险情况。
国内线便利设施
书店
位置: 国内线1楼
运营时间: 10:30-22:00
位置: 1楼国内线区，机场书店旁
金浦邮局&行李寄存处
位置: 国内线1楼
运营时间: 09:00-18:00
韩国的机场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172

173

清真食品
‘清真’意为‘合法的’，指符合伊斯兰教法。清真食品指符合伊斯兰教规条可食用的食
物。清真食品市场占有全球食品市场的16%，规模庞大。

联系人目录
KOTRA 韩国商务中心
区域

韩国当然也存在清真食品市场，首尔梨泰院站伊斯兰寺院周边的阿拉伯餐厅和肉店

新加坡
仰光

可购买清真食品和肉类产品。

达卡

胡志明市

梨泰院站周边有The Halal Guys、EID、Kervan等清真餐厅，首尔其他地区，以及韩

河内

国各地都有清真餐厅分布。

金边

科伦坡

清真餐厅可参考以下网站（提供120余家清真餐厅信息）
网站 http://www.hrwkorea.or.kr

城市

吉隆坡

亚洲和
大洋洲

新德里
钦奈
孟买

雅加达
曼谷

卡拉奇

马尼拉
悉尼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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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泗水

日本

东京
大阪

福冈

传真

网址

(65) 6426-7200

(65) 6223-5850

www.kotra.or.kr/KBC/singapore

(880-2) 984-4218/

(880-2) 984-3068

www.kotra.or.kr/KBC/dhaka

(95-1) 255453~6

(95-1) 255457

(84-8) 3822-3944/3950 (84-8) 3822-3941
(84-4) 3946-0511~8

(84-4) 3946-0519/20

(94-11) 2597494

(94-11) 2501818

(855-23) 999-099

(60-3) 2117-7100

(91-124) 4628-500

(91-44) 2499-7283~7
(91-22) 4925-5400
(62-21) 574-1522

(66-2) 663-6900~8

(855-23)211-598

(60-3) 2142-2107

(91-124) 4628-501

(91-44) 2499-4728
(91-22) 4925-5454
(62-21) 572-2187

(66-2) 261-1232~3

(92-21) 3530-3771~3774 (92-21) 3530-3778
(63-2) 893-1183/3244

(63-2) 817-3369

(61-2) 9264-5199

(61-2) 9264-5299

(64-9) 373-5792

(61-3) 9860-0500

(856-21) 455-080

(62-31) 534-7332
(81-3) 3214-6951

(81-6) 6262-3831
(81-92) 473-2005

(64-9) 373-2952

(61-3) 9860-0599

(856-21) 455-081

(62-31) 534-7320
(81-3) 3214-6950

(81-6) 6262-4607
(81-92) 473-2007

www.kotra.or.kr/KBC/yangon

www.kotra.or.kr/KBC/hochiminh
www.kotra.or.kr/KBC/hanoi

www.kotra.or.kr/KBC/phnompenh
www.kotra.or.kr/KBC/colombo

www.kotra.or.kr/KBC/kualalumpur
www.kotra.or.kr/KBC/newdelhi
www.kotra.or.kr/KBC/chennai

www.kotra.or.kr/KBC/mumbai
www.kotra.or.kr/KBC/jakarta

www.kotra.or.kr/KBC/bangkok
www.kotra.or.kr/KBC/karachi
www.kotra.or.kr/KBC/manila

www.kotra.or.kr/KBC/auckland
www.kotra.or.kr/KBC/sydney

www.kotra.or.kr/KBC/melbourne
www.kotra.or.kr/KBC/vientiane
www.kotra.or.kr/KBC/surabaya

联系人目录

奥克兰

电话

www.kotra.or.kr/KBC/tokyo

www.kotra.or.kr/KBC/osaka

www.kotra.or.kr/KBC/fuku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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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日本

城市

名古屋
上海
北京
大连
广州
成都
青岛
西安

中国

武汉
長沙
香港
台北
重慶
杭州
郑州
厦门
沉阳
南京
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达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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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 561-3936

(86-21) 5108-8771~2
(86-10) 6410-6162

(86-411) 8253-0051~3
(86-20) 2208-1600

(86-28) 8672-3501~6
(86-532) 8388-7931
(86-29) 8883-1060
(86-27) 8555-0118

(86-731) 8564-0080
(852) 2545-9500

(886-2) 2725-2324
(86-23) 6039-1005

(86-571) 8110-3099

(86-371) 8616-3927
~200

(86-592) 210-3190~2
(86-24) 3137-0770
(86-25) 8328-8991
(1-212) 826-0900
(1-323) 954-9500
(1-312) 644-4323
(1-972) 243-9300

华盛顿特区 (1-202) 857-7919
硅谷

(1-408) 432-5000

底特律

(1-248) 619-1601

迈阿密
多伦多
温哥华

(1-305) 537-9820
(1-416) 368-3399

(1-604) 683-1820
687-7322

传真

(81-52)561-3945

(86-21) 6219-6015
6236-8211
(86-10) 6505-2310

(86-411) 8253-0050
(86-20) 2208-1636
(86-28) 8672-3507

(86-532) 8388-7935
(86-29) 8883-1056
(86-27) 8555-0120

(86-731) 8564-0070
(852) 2815-0487

(886-2) 2757-7240
(86-23) 6039-1009

(86-571) 8110-3098
(86-371) 8616-3930
(86-592) 210-3193
(86-24) 3137-0773
(86-25) 8328-8995
(1-212) 888-4930
(1-323) 954-1707
(1-312) 644-4879
(1-972) 243-9301
(1-202) 525-2769
(1-408) 432-5056
(1-305) 537-9819
(1-248) 619-1615
(1-416) 368-2893
(1-604) 687-6249

网址

www.kotra.or.kr/KBC/nagoya

区域

危地马拉

www.kotra.or.kr/KBC/beijing

加拉加斯

www.kotra.or.kr/KBC/dalian

圣保罗

www.kotra.or.kr/KBC/guangzhou
www.kotra.or.kr/KBC/qingdao
www.kotra.or.kr/KBC/xian

www.kotra.or.kr/KBC/wuhan

中美洲
和南美

www.kotra.or.kr/KBC/changsha

www.kotra.or.kr/KBC/hangzhou
www.kotra.or.kr/KBC/xiamen

www.kotra.or.kr/KBC/nanjing

www.kotra.or.kr/KBC/chicago

www.kotra.or.kr/KBC/vancouver

(502) 2367-2350

www.kotra.or.kr/KBC/guatemala

(58-212) 750-2215

(55-11) 3175-3030
(56-2) 3221-0710
(57-1) 637-5099

(507) 264-8105, 7970
(51-1) 437-4341

(53-7) 204-1020,1117,
1165

(49-69) 2429-920, 9

(593-2) 2237-111

(49-40) 3405-740

(49-89) 2424-2630

(30-210) 654-3623~4

阿姆斯特丹 (31-20) 673-0555

www.kotra.or.kr/KBC/losangeles

www.kotra.or.kr/KBC/toronto

(502) 2367-2347,9

(1-809) 567-9733

法兰克福

雅典

www.kotra.or.kr/KBC/newyork

www.kotra.or.kr/KBC/detroit

www.kotra.or.kr/KBC/mexico%20city

(595-21) 238-1699,
328-7111

慕尼黑

欧洲

哥本哈根

(45) 3312-6658

布鲁塞尔

(32-2) 203-2142

布加勒斯特 (40-21) 233-2171~3
索菲亚

(359-2) 969-5571

斯德哥尔摩 (46-8) 308-090
苏黎世

(41-44) 503-5300

伦敦

(44-20) 7520-5300

马德里
维也纳
米兰

网址

(52-55) 5514-3170

亚松森

汉堡

www.kotra.or.kr/KBC/shenyang

www.kotra.or.kr/KBC/miami

巴拿马

基多

www.kotra.or.kr/KBC/zhengzhou

www.kotra.or.kr/KBC/siliconvalley

波哥大

传真

(52-55) 5514-3173~4

里约热内卢 (55-21) 2172-0902

www.kotra.or.kr/KBC/chongqing

www.kotra.or.kr/KBC/washingtond

圣地亚哥

哈瓦那

www.kotra.or.kr/KBC/taipei

电话

布宜诺斯艾
(54-11) 4312-0033
利斯

利马

www.kotra.or.kr/KBC/hongkong

www.kotra.or.kr/KBC/dallas

墨西哥

圣多明各

www.kotra.or.kr/KBC/shanghai

www.kotra.or.kr/KBC/chengdu

城市

(34-91) 556-6241
(43-1) 586-3876
(39-02) 795813

(1-809) 567-9737

(58-212) 750-2218
(55-11) 3175-3031

(54-11) 4312-7755
-

(57-1) 637-9238
(507) 214-9717

(51-1) 437-7167

(53-7) 204-1209

(55-21) 2172-0902
-

(593-2) 2908-450
(49-69) 2535-89

(49-40) 3405-7474
(49-89) 2424-2639

(30-210) 6543-508
(31-20) 673-6918
(45) 3332-6654

(40-21) 233-2174
(32-2) 203-0751

(359-2) 969-5033
(46-8) 306-190

(41-44) 202-4318

(34-91) 556-6868

(44-20) 7240-2367
(43-1) 586-3979
(39-02) 798235

www.kotra.or.kr/KBC/santodomingo
www.kotra.or.kr/KBC/caracas

www.kotra.or.kr/KBC/saopaulo

www.kotra.or.kr/KBC/buenosaires
www.kotra.or.kr/KBC/santiago
www.kotra.or.kr/KBC/bogota

www.kotra.or.kr/KBC/panama
www.kotra.or.kr/KBC/lima

www.kotra.or.kr/KBC/havana

www.kotra.or.kr/KBC/riodejaneiro
www.kotra.or.kr/KBC/asuncion
www.kotra.or.kr/KBC/quito

www.kotra.or.kr/KBC/frankfurt

www.kotra.or.kr/KBC/hamburg
www.kotra.or.kr/KBC/munich
www.kotra.or.kr/KBC/athens

www.kotra.or.kr/KBC/amsterdam

www.kotra.or.kr/KBC/copenhagen
www.kotra.or.kr/KBC/bucharest
www.kotra.or.kr/KBC/brussels
www.kotra.or.kr/KBC/sofia

www.kotra.or.kr/KBC/stockholm
www.kotra.or.kr/KBC/zurich

www.kotra.or.kr/KBC/madrid

联系人目录

北美

电话

www.kotra.or.kr/KBC/london
www.kotra.or.kr/KBC/vienna

www.kotra.or.kr/KBC/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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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欧洲

城市

电话

(420) 245-005-650

(420) 245-005-651

www.kotra.or.kr/KBC/prague

华沙

(48-22) 520-6230

(48-22) 520-6231

www.kotra.or.kr/KBC/warsaw

萨格勒布
巴黎

赫尔辛基
莫斯科

(385-1) 4815-101

(33-1) 55-35-88-88
(358-9) 682-9490

(36-1) 201-8474,6368
(7-495) 258-1627~8

符拉迪沃斯
(7-423) 240-7104
托克
新西伯利亚
巴库
基辅

阿拉木图
塔什干

乌兰巴托
圣彼得堡
迪拜

的黎波里
利雅得

卡萨布兰卡
阿尔及尔
安曼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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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
德黑兰

特拉维夫
开罗

科威特

(33-1) 55-35-88-89
(358-9) 682-94910
(36-1) 488-0184

(7-495) 258-1634
(7-423) 319-6510

(994-12) 436-7560,1

(994-12) 436-7562

(7-727) 245-94-93
070-7735-8988

(7-727) 274-18-28

(380-44) 495-2951

(998-71) 140-0215, 6
(7-812) 241-0033
(976) 7711-0140

(971-4) 450-4360

(218-91) 321-8274
(966-11) 273-4496

(212-522) 98-96-27
98-46-36
(213-21) 60-44-51,
69-41-94, 69-42-03
(968) 2411-7011~3
(962-6) 5831-045

(964-772) 224-4629
(98-21) 2620-6711
(972-3) 639-6488

(380-44) 495-2951
(998-71) 140-0217
-

(976) 7711-0142

(971-4) 450-4350
-

(90-212) 325-3642
(966-11) 273-4750

(212-522) 99-45-13
(213-21) 69-42-09
(968) 2411-7014

(962-6) 5831-015
-

(98-21) 2620-6698
(972-3) 639-6489

(20-2) 2754-5319, 5329 (20-2) 2754-7429
(965) 2243-6933

(965) 2243-6948

www.kotra.or.kr/KBC/zagreb

区域

中东

城市

www.kotra.or.kr/KBC/moscow

www.kotra.or.kr/KBC/vladivostok

非洲

(962-6)5831-015

www.kotra.or.kr/KBC/damascus

内罗毕

(254-20) 2228-928
2220-458

(254-20) 315-706

www.kotra.or.kr/KBC/nairobi

多哈

www.kotra.or.kr/KBC/tashkent

www.kotra.or.kr/KBC/saintpetersburg
www.kotra.or.kr/KBC/ulaanbaatar
www.kotra.or.kr/KBC/dubai

www.kotra.or.kr/KBC/tripoli

www.kotra.or.kr/KBC/istanbul
www.kotra.or.kr/KBC/riyadh

www.kotra.or.kr/KBC/casablanca
www.kotra.or.kr/KBC/alger

www.kotra.or.kr/KBC/muscat

www.kotra.or.kr/KBC/amman

www.kotra.or.kr/KBC/baghdad
www.kotra.or.kr/KBC/tehran
www.kotra.or.kr/KBC/telaviv
www.kotra.or.kr/KBC/cairo

www.kotra.or.kr/KBC/kuwait

(234-1) 792-7212

达累斯萨拉姆 (255-22) 292-2201, 2
亚的斯亚贝巴 (251-113) 204305
喀土穆

(249-1) 8349-8814
8349-8845

金沙萨

(243-81) 362-6920

阿克拉

www.kotra.or.kr/KBC/baku

www.kotra.or.kr/KBC/almaty

(974) 4016-2603

约翰内斯堡 (27-11) 784-2940

www.kotra.or.kr/KBC/novosibirsk
www.kotra.or.kr/KBC/kiev

网址

(962-6) 5831-045
(963-11) 311-5015

拉各斯

www.kotra.or.kr/KBC/budapest

传真

大马士革

www.kotra.or.kr/KBC/paris

www.kotra.or.kr/KBC/helsinki

电话

驻韩大使馆
国家

(233-302) 764-367

电话

(974) 4016-2602

www.kotra.or.kr/KBC/doha

-

www.kotra.or.kr/KBC/lagos

(27-11) 784-2983

www.kotra.or.kr/KBC/johannesburg

(255-22) 292-2200

www.kotra.or.kr/KBC/daressalaam

(251-113) 204396

www.kotra.or.kr/KBC/addisababa

(249-1) 8349-8860

www.kotra.or.kr/KBC/khartoum

(233-302) 762-918

www.kotra.or.kr/KBC/accra

-

传真

www.kotra.or.kr/KBC/kinshasa

网址

阿富汗

82-2-793-3535

82-2-795-2662

-

安哥拉

82-2-792-8463

82-2-792-8467

www.angolaembassy.or.kr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白俄罗斯
比利时

玻利维亚
巴西
文莱

保加利亚
柬埔寨

82-2-794-5034, 5
82-2-796-8144

82-2-2003-0100

82-2-732-9071, 2

82-2-797-17-65, 66
82-2-796-4056, 7

82-2-2237-8171, 8173
82-2-749-0381

82-2-318-1767, 2726
82-2-738-4970

82-2-790-1078, 9
82-2-794-8625, 6

82-2-3785-1041, 1046

82-2-794-5040
82-2-792-5820

82-2-2003-0196
82-2-732-9486
82-2-797-1767
82-2-790-5313

82-2-2237-8174
82-2-797-1688

82-2-3789-2757
82-2-738-4974
82-2-790-1084
82-2-794-8627

82-2-3785-1040

www.algerianemb.or.kr
-

www.southkorea.embassy.gov.au/
seol/home.html

www.bmeia.gv.at/kr/botschaft/seoul.html
www.seoul.mfa.gov.az/
-

www.belarus.or.kr

republicofkorea.diplomatie.belgium.be/ko
-

seul.itamaraty.gov.br

联系人目录

马斯喀特

(385-1) 4818-821

(7-383) 319-6508, 6509
(7-383) 222-7805
070-7001-0607

伊斯坦布尔 (90-212) 325-3646

中东

网址

布拉格

布达佩斯

独联体

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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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传真

网址

国家

电话

传真

网址

加拿大

82-2-3783-6000

82-2-3783-6239

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
korea-coree

伊拉克

82-2-790-4282-2, 3

82-2-790-4206

-

中国

82-2-738-1038

82-2-738-1077

www.chinaemb.or.kr/kor

以色列

82-2-3210-8500

82-2-3210-8555

embassies.gov.il/seoul

智利

哥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洪都拉斯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82-2-779-2610
82-2-720-1369
82-2-722-7958

82-2-707-9249, 9254
82-2-3785-0561, 2

82-2-725-6765, 6766
82-2-720-6453
82-2-795-4187
82-2-756-3513

82-2-739-2401, 2
82-2-749-0787, 9
82-2-753-3432, 3
82-2-790-9766
82-2-792-6396

82-2-370-103-00
82-2-3149-4300

82-2-793-9575, 6

82-2-792-7118, 7171
82-2-748-4114

82-2-3785-1427
82-2-749-8982~3
82-2-729-1400, 1
82-2-771-7582, 3
82-2-738-8482
82-2-792-2105
82-2-798-4257

82-2-783-5675~7
783-5371~2
82-2-793-7751~3

82-2-779-2615
82-2-725-6959
82-2-722-7998
82-2-707-9255

82-2-3785-0564
82-2-734-6452
82-2-796-0986
82-2-756-3514
82-2-739-2355
82-2-795-2588
82-2-753-3456
82-2-790-0156
82-2-792-6397
82-2-723-4969
82-2-363-4310
82-2-793-9574
82-2-792-3118
82-2-748-4161

82-2-3785-1428
82-2-729-1402
82-2-771-7584
82-2-738-8403
82-2-792-2109
82-2-797-6338
82-2-780-4280
82-2-792-7052

www.coreachile.org
-

cotedivoireembassy.or.kr
www.mzv.cz/seoul
sydkorea.um.dk

www.embadom.or.kr

coreadelsur.embajada.gob.ec
-

www.finland.or.kr

www.ambafrance-kr.org
-

www.seoul.diplo.de

www.ghanaembassy.or.kr
-

www.hondurasembassy-seoulkorea.com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

黎巴嫩
利比亚

马来西亚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缅甸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www.mfa.gov.hu/kulkepviselet/KR/
en/mainpage.htm

巴布亚新几内亚

www.indonesiaseoul.org/indexkorea.php

秘鲁

www.indembassy.or.kr
seoul.mfa.ir

巴拉圭
菲律宾

82-2-721-7200

82-2-750-0200, 0201
82-2-2170-5200
82-2-318-2897
82-2-391-8906

82-2-3785-2903, 4
82-2-749-3688
82-2-379-0951
82-2-796-1713
82-2-794-6482

82-2-797-6001, 2
82-2-795-9203

82-2-798-1694, 5

82-2-2266-8228, 9229
82-2-793-6249

82-2-790-3814, 6

82-2-3789-9770, 1
82-2-311-8600

82-2-3701-7700

82-2-797-2370, 3280
82-2-727-7100
82-2-790-2431

82-2-796-8252, 0313
82-2-734-8610, 1
82-2-2198-5771

82-2-792-8335, 1173
82-2-757-1735~7
82-2-796-7387

82-2-774-6458
82-2-797-5560
82-2-734-4528
82-2-318-3644
82-2-395-9766

82-2-3785-2905
82-2-749-3604
82-2-379-0953
82-2-796-1771
82-2-794-6485
82-2-797-6007
82-2-794-5480
82-2-790-0939

82-2-2266-8227
82-2-792-8178
82-2-790-3817
82-2-736-8848
82-2-311-8650

82-2-3701-7701
82-2-796-1848
82-2-727-7199
82-2-790-2430
82-2-796-0316
82-2-734-8613

82-2-2198-5779
82-2-792-8334
82-2-757-1738
82-2-796-0827

www.dfa.ie/irish-embassy/republic-ofkorea/
www.ambseoul.esteri.it/ambasciata_seoul
www.kr.emb-japan.go.jp/
www.jordankorea.gov.jo
www.kazembassy.org

www.kenya-embassy.or.kr
-

www.malaysia.or.kr

embamex2.sre.gob.mx/corea
www.mongolembassy.com
-

www.nepembseoul.gov.np
southkorea.nlembassy.org

www.nzembassy.com/korea
www.nigerianembassy.or.kr
www.norway.or.kr
-

www.pkembassy.or.kr/kor/
-

www.papuanewguineaembassy.kr

联系人目录

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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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www.embaparcorea.org/korea
-

www.philembassy-seo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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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南非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沙特阿拉伯
塞尔维亚

塞内加尔共和国
新加波

斯洛伐克
西班牙

www.seul.msz.gov.pl

82-2-798-2444, 6

82-2-790-1027

-

82-2-3675-2251~3
82-2-2077-5900
82-2-797-4924
82-2-752-0630
82-2-798-1052

82-2-739-0631, 4
82-2-745-5554

82-2-797-5109,
798-5109

82-2-774-2464~7
82-2-794-3981

82-2-794-3581, 2

瑞典

82-2-3703-3700

台北
泰国
东帝汶
土耳其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阿联酋
乌克兰
英国

乌拉圭

82-2-793-8692
82-2-739-9511
82-2-399-2780

82-2-790-2955
82-2-795-0095, 3098,
3253

82-2-3675-2250
82-2-792-4856
82-2-794-3114
82-2-752-1407
82-2-798-1054
82-2-739-0041
82-2-745-5524
82-2-790-6109
82-2-773-2465
82-2-794-3982
82-2-796-8207
82-2-737-9577
82-2-793-8693
82-2-37033701~2

82-2-737-9392
-

www.seul.msz.gov.pl
www.southafrica-embassy.or.kr
-

www.russian-embassy.org
rwanda-embassy.or.kr
-

www.sudanembassy.co.kr

www.swedenabroad.com/en-GB/
Embassies/Seoul
www.eda.admin.ch/seoul.html
www.roc-taiwan.org/KR

82-2-3780-1600

82-2-797-8546

www.seul.be.mfa.gov.tr

82-2-3210-5500
82-2-6245-3179

82-2-790-5697
82-2-725-1738

82-2-6245-3181

-

uae-embassy.ae/Embassies/kr
korea.mfa.gov.ua/en

电话

传真

82-2-738-8845

kr.usembassy.gov

82-2-732-1546~7

82-2-732-1548

www.venezuelaemb.or.kr/index.asp

82-2-574-6554
82-2-577-3660
82-2-720-5124
82-2-725-2487

名称

82-2-578-0576
82-2-577-3661
82-2-739-2064
82-2-720-4684

电话

www.uzbekistan.or.kr

www.vietnamembassy-seoul.org

网址

企划财政部

82-44-215-2114

www.mosf.go.kr

教育科学技术部

82-2-6222-6060

www.moe.go.kr

未来创造科学部
外交部
统一部
法务部
国防部

政府机关

网址

82-2-397-4114

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

www.slembassykorea.org/

-

82-2-790-5696

越南

www.exteriores.gob.es/Embajadas/
SEUL/ko/Paginas/inicio.aspx

82-2-797-6152

82-2-790-3238

委内瑞亚

-

82-2-797-6151

82-2-790-3235

乌兹别克斯坦

www.mfa.gov.sg/seoul/

www.thaiembassy.org/seoul

82-2-790-4333

美国

www.seoul.mfa.gov.rs/

82-2-798-3448

82-2-790-4334, 5

国家

行政自治部

文化体育观光部
农林畜产食品部
产业通商资源部
保健福利部
环境部

雇佣劳动部
女性家族部
国土交通部
海洋水产部

82-1335

82-2-2100-2114
82-2-1577-1365
82-2-2110-3000
82-2-748-1111

82-2-2100-3399
82-44-203-2000
82-2-6196-9100
82-1577-0900
82-129

82-44-201-6568
82-1350

82-2-2100-6000
82-1577-1366

82-44-1599-0001
82-44-220-5555

www.msip.go.kr

www.mofa.go.kr

www.unikorea.go.kr
www.moj.go.kr

www.mnd.go.kr
www.moi.go.kr

www.mcst.go.kr

www.mafra.go.kr
www.motie.go.kr

www.mohw.go.kr
www.me.go.kr

www.moel.go.kr

www.mogef.go.kr
www.molit.go.kr
www.mof.go.kr

联系人目录

突尼斯

网址

82-2-723-9680

82-2-735-2966, 7
82-2-794-2968

瑞士

传真

82-2-723-9681

斯里兰卡
苏大内

182

电话

www.gov.uk/government/world/
south-korea
www.embrou.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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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首尔市政府

82-2-120

釜山市政府

82-51-120

仁川市政府
光州市政府
大邱市政府
大田市政府
蔚山市政府
地方政府

京畿道政府
江原道政府

忠清北道政府
忠清南道政府
全罗北道政府
全罗南道政府
庆尚北道政府
庆尚南道政府

济州特别自治道政府
世宗特别自治市
国会

青瓦台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
LH韩国土地住宅公社
韩国观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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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石油公社

韩国水资源公社
韩国电力公社

大韩商工会议所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大韩商工会议所
金融结算院

82-32-120
82-62-120
82-53-120
82-42-120

82-52-120, 1345
82-1577-2818
82-31-120

82-33-254-2011
82-43-220-2114
82-41-635-2000
82-41-120
82-63-280-2486
82-61-286-2063
82-54-880-2114
82-55-211-2114
82-64-120
82-44-120

82-2-788-3656, 3664
82-2-730-5800
82-61-931-114

82-55-922-5114
82-33-738-3000
82-52-216-2114
82-42-629-2634
82-1577-0600
82-61-345-3114
82-1577-5500

82-2-551-2000~2019
82-1577-7119

82-2-1588-3554

网址

名称

www.seoul.go.kr

大韩商事仲裁院

www.incheon.go.kr

韩国认可援助中心

www.gwangju.go.kr

金融委员会

www.busan.go.kr

www.daegu.go.kr

www.daejeon.go.kr
www.ulsan.go.kr

国家情报院

行政机构

统计厅

www.cb21.net

www.jeonnam.go.kr

国税厅
中小企业厅

www.provin.gangwon.kr

www.jeonbuk.go.kr

警察局
关税厅

www.gg.go.kr

www.chungnam.net

公正交易委员会

韩国专利局

电话

82-2-3779-6114

www.koreaexim.go.kr

82-111

www.nis.go.kr

82-43-927-1330
82-2-2100-2568
82-44-200-4326
82-182

82-1588-0560
82-125

82-42-481-6894
82-2-2012-9114
82-42-481-5073

驻韩商工会议所和外商投资相关机构
名称

网址

电话

www.kab.or.kr
www.fsc.go.kr
www.ftc.go.kr

www.police.go.kr
www.nts.go.kr

www.customs.go.kr
www.smba.go.kr
kostat.go.kr

www.kipo.go.kr

网址

www.gb.go.kr

美国驻韩商工会议所

82-2-6201-2200

www.amchamkorea.org

www.jeju.go.kr

加拿大驻韩商工会议所

82-2-554-0245~6

www.canchamkorea.org

www.gyeongnam.go.kr
www.sejong.go.kr

www.assembly.go.kr

www.president.go.kr

英国驻韩商工会议所

商工会议所

www.at.or.kr

意大利驻韩商工会议所
首尔日本俱乐部

欧盟驻韩商工会议所
法国驻韩商工会议所

world.lh.or.kr

韩德商工会议所

kto.visitkorea.or.kr

澳大利亚驻韩商工会议所

www.kwater.or.kr

外商投资申请官

www.knoc.co.kr

home.kepco.co.kr/kepco
www.kftc.or.kr

www.kcab.or.kr

www.sba.seoul.kr
www.ksure.or.kr

Invest KOREA

外商投资相
关机构

产业通商资源部
企划财政部
外交部

京畿道招商引资

京畿道外商投资企业协议会

82-2-6365-2300
82-2-402-4379

82-2-739-6962~3
82-2-6261-2700
82-2-2268-9505
82-2-3780-4600
82-2-766-9590
82-1600-7119

82-2-3497-1827
82-1577-0900

82-44-215-2114
82-2-2100-2114
82-31-120

82-31-259-6521

www.bcck.or.kr

www.itcck.org/english
www.sjchp.co.kr
www.ecck.eu

www.fkcci.com
korea.ahk.de

www.austchamkorea.org
www.investkorea.org

www.i-ombudsman.or.kr
www.motie.go.kr
www.mosf.go.kr

联系人目录

行政机构

电话

www.mofa.go.kr
invest.gg.go.kr

www.gafic.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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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相
关机构

名称

全罗南道招商引资
全罗北道招商引资

公共事业

公司名称

煤气

韩国煤气协会
韩国电力公社

首尔特别市上水道事业本部
仁川广域市上水道事业本部

上水道

大邱广域市上水道事业本部
釜山广域市上水道事业本部
光州广域市上水道事业本部

电话、通讯
有线电视&
卫星电视
邮政

运输(国内、国际)
类别

82-63-280-2401

-

类别

-

KT

SK

LG U+

KT Skylife
网上邮局

公司名称

电话

网址

www.citygas.or.kr

82-2-120

arisu.seoul.go.kr

82-32-720-2114
82-53-121
82-53-670-2000
82-51-669-4211
82-62-121

82-2-2190-1180
82-80-2525-011
82-1544-0010

82-2-2003-3000
82-2-2108-9895
82-1588-1300

电话

www.waterworksh.incheon.kr
www.dgwater.go.kr
water.busan.go.kr

water.gjcity.net/index.
do?S=S14
www.olleh.com

网址

82-2-6363-2600

www.dongbuexpress.com

韩进快递

82-1588-0002

82-80-873-2178
82-1588-0011

www.pumex.co.kr

www.kgbls.co.kr

www.ilyanglogis.com
www.kdexp.com

hanex.hanjin.co.kr

造船海运

Tongyin Express

UPS

DHL Korea
FedEX

公司名称

82-1588-5824

82-2-2031-7000
82-2-723-0123

82-2-3489-2500
82-2-3142-3100
82-1588-6886
82-1588-0001

82-2-333-8000

www.cilkorea.com
www.aecx.co.kr

www.tonginpack.com

www.asiantigers-korea.com
aceshipping.co.kr
www.ups.com/kr
www.dhl.co.kr

www.fedex.com/kr

网址

82-2-3015-8517

www.dulwich-seoul.kr

首尔国际学校

82-31-750-1200

www.siskorea.org

首尔外国人学校

首尔龙山国际学校

Asia Pacific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电话

Dulwich College首尔英国学校

首尔Academy国际学校

www.epost.go.kr

东部快递
京东快递

82-2-1588-6534

Dwight首尔学校

www.skylife.co.kr

www.doortodoor.co.kr

ILYANG快递

类别

www.uplus.co.kr

82-1588-1255
82-1577-4577

Pumex

教育 ; 国际学校、韩国语教育院、图书馆、书店

www.tworld.co.kr

大韩通运
KGB快递

www.cyhds.com

Ace海运

国内和国际

网址

82-2-722-8000

Asian Tigers KOREA

cyber.kepco.co.kr

电话

现代海运

大韩国际物流

82-2-554-7721

82-61-345-3114

公司名称

地球村基督教学校

韩国国际学校(首尔、板桥校区）
韩国Kent外国人学校
议政府国际基督学校
京畿水原国际学校

水原华侨中正小学校

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外国人学校
平泽基督教外国人学校
大田国际基督教学校
光州外国人学校

82-2-6920-8600
82-2-554-1690
82-2-330-3100
82-2-797-5104
82-2-907-2747
82-2-797-0234

82-2-3496-0510
82-2-2201-7091
82-31-855-1276
82-31-695-2800
82-31-262-2648

82-2-772-9275~6
82-31-651-1376
82-42-620-9000
82-62-575-0900

www.dwight.or.kr

www.seoulacademy.net
www.seoulforeign.org
www.yisseoul.org

www.apis.seoul.kr

www.gcfskorea.org
www.kis.or.kr
www.kkfs.org

www.ics-ujb.org
gsis.sc.kr

www.oscschool.co.kr
www.ccslions.com

联系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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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运输

82-61-286-5120

网址

国际运输

类别

电力

电话

www.icsptk.org
www.tcis.or.kr

www.kwangjuforeignschool.org

187

类别

公司名称

82-55-853-5125

www.gifs.or.kr

釜山外国人学校

82-51-747-7199

www.busanforeignschool.org

韩国国际基督教学校
虹桥国际学校
首尔华侨小学
首尔华侨中学

韩国永登浦华侨小学
釜山华侨小学
釜山华侨中学

韩国大邱华侨小学
韩国大邱华侨中学
议政府华侨小学

仁川华侨中山学校
原州华侨小学
忠州华侨小学
温阳华侨小学

釜山华侨幼儿园
首尔日本学校
首尔法国学校
首尔德国学校

Xavier国际学校
韩国蒙古学校

Franciscan外国人幼儿园
青罗Dalton外国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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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日本学校

现代外国人学校

韩国北伦敦教会学校济州分校
韩国国际学校(济州校区)

82-51-742-3332
82-32-688-2212~5

82-2-571-2917, 18
82-2-776-1688
82-2-324-0664

82-2-2678-5939
82-51-467-0274
82-51-467-0275
82-53-255-4273
82-53-471-1422
82-31-829-3481
82-32-772-3615
82-33-764-4846
82-43-847-2656
82-41-462-2807
82-51-468-2845
82-2-308-2010
82-2-535-1158
82-2-792-0797
82-2-396-7688

82-2-3437-7078
82-2-795-8418
82-2-798-2195

82-32-563-0523
82-51-753-4166
82-52-250-2851
82-64-793-8004
82-2-2278-0509

类别

www.bifskorea.org

www.hanxiao.or.kr
yongxiao.kr
-

韩国语教育
院

www.ganadakorean.com

梨花女子大学韩国语学院

82-2-3277-6958

elc.ewha.ac.kr

语言教育学院

首尔韩国语Academy
首尔大学语言教育院

www.kbchs.org

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语文化教育院

www.kdcs.or.kr

汉阳大学语言教育院

-

cafe.daum.net/ui-hwagyo

建国大学语言教育院

-

西江大学韩国语教育中心

-

檀国大学语言教育院

-

国立中央图书馆

-

国会图书馆

-

www.sjs.or.kr

www.lfseoul.org

www.dsseoul.org

图书馆

www.franciscanfk.com
www.daltonschool.kr
busanjs.jp

hyundaiforeignschool.com

西大门图书馆
坪內图书馆

www.mongolschool.org
www.eclcseoul.com

南山图书馆
江南图书馆

www.xavier.sc.kr

中区区立新堂图书馆
书店

网址

82-2-332-6003

延世大学韩国语学院

www.rischool.org

电话

GANADA韩国语学院

鲜文大学韩国语学院

www.christianschool.or.kr

www.scs.or.kr

公司名称

教保文库
永丰文库

Bandi and Luni's

82-41-5591306~7

82-2-2123-8550
82-2-2123-3464~5
82-2-735-0039
82-2-563-3226

82-2-880-8570,
5488

82-2-2173-2260
82-31-330-4831

82-2-2220-1663,
1665, 1666

82-2-450-3075~6
82-2-705-8088~9
82-1899-3700

82-2-535-4142
82-2-788-4211
82-2-754-7338

82-2-6948-2115,
2160

82-2-3448-4741~5
82-31-590-8560~1
82-2-2280-8490~1
82-1544-1900
82-1544-9020
82-1577-4030

kli.sunmoon.ac.kr
www.yskli.com
-

www.seoul-kla.com
language.snu.ac.kr

builder.hufs.ac.kr/user/
hufskorean
iie.hanyang.ac.kr
kfli.konkuk.ac.kr

klec.sogang.ac.kr

www.dankook.ac.kr

www.nl.go.kr/english/
index.jsp

www.nanet.go.kr/english
nslib.sen.go.kr

sdmlib.sen.go.kr
gnlib.sen.go.kr

lib.nyj.go.kr/pynae/index.jsp
www.e-junggulib.or.kr

www.kyobobook.co.kr
www.ypbooks.co.kr

www.bandinlunis.com

联系人目录

ECLC外国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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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庆南国际外国人学校
釜山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电话

www.nlcsjeju.co.kr

www.ybm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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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医院, 人寿保险
类别

城市

名称

首尔国立大学医院
Severance医院
首尔峨山医院
三星医疗院

江南Severance医院
首尔

顺天乡大学医院
汉阳大学医院
庆熙大学医院
首尔圣母医院
中央大学医院
高丽大学医院

梨花女子大学医院

医院

京畿道

京畿道

外国人劳动者专用医院
亚洲大学医疗院
清心国际医院

嘉泉大学吉医院
国立癌症中心

顺天乡大学富川医院
仁荷大学医院
釜民医院

Good Gang-An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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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南道
庆尚北道

Parkside康复医学院
美好文化医院

高神大学福音病院
昌原Fatima医院
龟尾车医院

82-2-2072-0505

82-2-2228-5800,
5810
82-2-3010-5001

82-2-3410-0200, 0226

822-2019-3600, 3690
82-2-709-9114, 9158
82-2-2290-9553

82-2-958-9644, 9477
82-2-2258-5745~6
82-1800-0114

82-2-920-5677

82-2-2650-5890
82-2-862-0066

82-31-219-4311~3,
4010, 7070
82-31-589-4300
82-32-460-3213
82-31-920-1934
82-32-621-5114

82-32-890-2080, 2090
82-51-602-8189
82-51-610-9182
82-51-890-6114
82-51-629-8000

82-51-644-2002 8251-630-0123

82-51-990-6114, 6900
82-55-270-1000
82-54-450-9700

网址

大邱

www.snuh.org

www.yuhs.or.kr

medical.amc.seoul.kr

www.samsunghospital.com
gs.iseverance.com

www.schmc.ac.kr/seoul
www.hyumc.com
www.khmc.or.kr

www.cmcseoul.or.kr

城市

蔚山
医院

光州
全罗北道
大田

www.caumc.or.kr

www.gang-an.or.kr
www.paik.ac.kr

www.parkside.co.kr

www.moonhwa.or.kr
www.kosinmed.or.kr

www.fatimahosp.co.kr
kumi.chamc.co.kr

www.uuh.ulsan.kr

全南国立大学医院
光州基督教医院
耶稣医院

圆光大学医科大学医院
乙支大学医院
建阳大学医院

东洋生命保险

www.gilhospital.com

www.bumin.co.kr

82-52-250-7000

朝鲜大学医院

教保生命保险

www.csmc.or.kr

inha.com

蔚山大学医院

岭南大学医疗院

兴国生命保险

www.ajoumc.or.kr

www.schmc.ac.kr

www.dsmc.or.kr

三星生命保险

-

大都会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网址

82-53-250-7303

安联人寿保险

www.eumc.ac.kr

电话

启明大学东山医学中心

韩华生命保险

www.kumc.or.kr

ncc.re.kr

名称

保德信金融

新韩生命保险
PCA生命保险
ACE生命保险
ING生命保险

LINA生命保险
友邦保险
三星火灾
现代海上

Meritzfire
KDB生命

82-1522-3114
82-53-623-8001
82-62-220-3114
82-62-220-5400
82-62-650-5000
82-63-230-8114
82-63-859-1114

82-42-1899-0001

82-42-600-6654, 6655
82-2-2169-0899
82-1588-6363
82-2-3299-5500
82-1588-6500
82-2-900-3114

82-31-789-9200
82-2-2670-5200
82-2-2047-2000
82-2-2017-6700
82-2-331-4620

82-2-2131-3000
82-2-6958-3898
82-1599-4600

82-2-2261-1133
82-2-797-9000

82-2-3707-4800
82-2-2119-2000
82-1588-5656
82-1566-7711

82-2-6913-8190

yumc.ac.kr/12_english/
vision.htm
hosp.chosun.ac.kr
www.cnuh.com

www.kch.or.kr/eng

www.jesushospital.com
www.wkuh.org

www.emc.ac.kr

www.kyuh.ac.kr

www.hanwhalife.com
www.allianzlife.co.kr

www.samsunglife.com
www.hungkuk.co.kr
www.kyobo.co.kr

www.myangel.co.kr
www.metlife.co.kr

www.prudential.co.kr

www.shinhanlife.co.kr
www.pcakorea.co.kr
www.acelife.co.kr
www.inglife.co.kr
www.lina.co.kr
www.aia.co.kr

www.samsungfire.com
www.hi.co.kr

联系人目录

釜山

仁济大学釜山白医院

电话

类别

www.meritzfire.com
www.kdblif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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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银行、信用卡
类别

名称

82-2-1588-1500

www.kdb.co.kr

国民银行

82-2-6300-9999

omoney.kbstar.com/
quics?page=ochn

新韩银行
KEB韩亚银行
友利银行
摩根大通
花旗银行

瑞穗金融集团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巴克莱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
瑞银集团
德邦银行
万事达卡

美国运通卡
JCB卡
BC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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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B Hana卡
信韩卡
友利卡
花旗卡
NH卡

82-1577-7744

82-1577-8380
82-2-3449-8380
82-1599-6111
82-42-520-2500
82-2-2006-5000
82-1599-2288
82-2-758-5200

82-2-3704-7000
82-2-3782-8500
82-1670-5566

82-2-755-5688
82-1588-1770

82-2-2126-2600
82-2-317-1700

82-2-3702-8888
82-2-724-4500

82-0079-811-887-0823
82-2-399-2929
82-2-755-4693
82-2-950-8600
82-1544-3500
82-1544-7000

82-2-2169-5900
82-2-2004-1004
82-2-3704-1004
82-1588-2100
82-1544-2100

类别

www.standardchartered.co.kr

www.jpmorganam.co.kr
www.citibank.co.kr

国立民俗博物馆
国立现代美术馆

耕仁美术馆

首尔市立美术馆

www.bnpparibas.co.kr

国立故宫博物馆

www.ubs.com/kr/en.html

泡菜间

www.db.com/korea

电影院

www.bccard.com

CGV

Mega Box

乐天电影院
首尔电影院
乐天游乐园

www.hanacard.co.kr

爱宝乐园

www.shinhancard.com

card.nonghyup.com

国立中央博物馆

嘉会博物馆

www.barclays.com

www.citibank.co.kr

Chungmu艺术中心

农业博物馆

www.hsbc.co.kr

card.wooribank.com

www.sejongpac.or.kr

首尔历史博物馆

www.icbc.com.cn

www.jcbcard.kr

82-2-399-1114~6

贞洞剧场

www.bank-of-china.com

www.americanexpress.com

世宗文化会馆

环球艺术中心

www.mizuhocbk.co.jp

www.mastercard.com

www.ntok.go.kr

首尔艺术中心

美术馆
和博物馆

游乐园

网址

82-2-2280-4114

Soma美术馆

open.keb.co.kr

电话

国立剧场

城南艺术中心

www.shinhanbank.co.kr

spot.wooribank.com

名称

首尔游乐园

首尔儿童大公园

Aiins World游乐园
E-world游乐园
庆州游乐园

通度Fantasia

82-31-783-8000
82-2-425-1077
82-2-580-1300

82-70-7124-1740
82-2-751-1500

82-2-2230-6600
82-2-2077-9000
82-2-3704-3114
82-2-2188-6000
82-2-724-0274

82-2-2080-5727
82-2-741-0466

82-2-733-4448~9
82-2-2124-8800
82-2-3701-7500
82-2-6002-6456
82-1544-1122
82-1544-0070
82-1544-8855

82-2-2269-2700
82-2-1661-2000
82-31-320-5000
82-2-509-6000
82-2-500-7338

82-32-320-6000
82-53-620-0001
82-54-745-7711
82-55-379-7000

www.snart.or.kr

www.somamuseum.org
www.sac.or.kr

www.uac.co.kr

www.chongdong.com
www.caci.or.kr

www.museum.go.kr
www.nfm.go.kr

www.mmca.go.kr

www.museum.seoul.kr

www.agrimuseum.or.kr

www.gahoemuseum.org
www.kyunginart.co.kr
sema.seoul.go.kr

www.gogung.go.kr

www.kimchimuseum.co.kr
www.cgv.co.kr

www.megabox.co.kr

www.lottecinema.co.kr

www.seoulcinema.com
www.lotteworld.com
www.everland.com

www.seoulland.co.kr

grandpark.seoul.go.kr

联系人目录

信用卡公司

网址

韩国产业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银行

银行

电话

娱乐和文化 ; 美术馆、博物馆、电影院、游乐园

www.aiinsworld.com
www.eworld.kr
www.gjw.co.kr

www.fantasia.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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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 百货店、市场、大型超市、购物商场、免税店
类别

百货店

名称

新世界
乐天
现代

The Galleria
Timesquare
南大门市场
东大门市场
广场市场
防产市场
可乐市场

市场

江西市场

鹭梁津水产市场
和平市场
斗塔

Migliore(明洞)
乐园商场

龙山电子商场
良才鲜花市场
易买得

乐天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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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Plus

Hanaro Mart
好市多
每家玛

82-02-310-1047
82-1899-8900
82-2-771-2500
82-2-547-2233
82-2-410-7114

82-2-2638-2000
82-2752-1913

82-2-2262-0114
82-2-2272-0091
82-2-2266-8765
82-2-3435-0400
82-2-2640-6000

82-2-2254-8000~1
82-2-2265-3531~3
82-2-833-8800

82-2-2124-0001
1599-1968
82-2-7074700,4694

82-2-579-8100
82-2-380-5678

82-1577-2500
82-2-2145-8000
82-2-530-5752

82-2-3459-8000
02-2022-6900
82-1899-9900

82-2-820-8500

网址

www.shinsegae.com

www.lotteshopping.com

购物商场

www.ehyundai.com

www.namdaemunmarket.net
www.dongdaemunsc.co.kr

www.kwangjangmarket.co.kr

www.garak.co.kr

www.enakwon.com

corporate.homeplus.co.kr
www.nhhanaro.co.kr
www.costco.co.kr

home.megamart.com

乐天免税店
东和免税店

华克山庄免税店

易斯达航空公司

-

-

Enter 6

真航空公司

www.doota.com

www.lottemart.com

www.centralcityseoul.co.kr

济州航空公司

www.pyounghwa.com

emart.shinsegae.com

82-2-6002-5300

韩亚航空公司

www.susansijang.co.kr

www.yfmc.co.kr

Central City

Ipark百货商店

大韩航空公司

www.garak.co.kr

www.i-etland.co.kr

www.garden5.com

新世界免税店

www.bangsanmarket.net

釜山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网址

82-2-2157-0100

新罗免税店
免税店

电话

Garden 5

COEX商场

dept.galleria.co.kr

www.timessquare.co.kr

名称

Tway航空

印尼鹰航航空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

汉莎航空集团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越南航空公司

阿斯塔纳航空公司
印度航空公司

加拿大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

82-2-2012-0101
1566-6222

82-2-6000-0114
82-2-2639-6000
82-2-1688-3020
82-1688-6680
82-1599-1110
82-1577-0161

82-1588-2001
82-2-2656-2001
82-1588-8000
82-2-2669-8000
82-1599-1500

82-1600-6200
82-2-3600-6000
82-1544-0080

1666-3060
070-7997-3060
82-1688-8686

82-2-773-2092

82-2-3483-1133
82-2-754-1921

82-2-6022-4228

82-2-7536-241, 2
82-2-348-34849
82-2-757-8920

82-2-3788-0170
82-2-752-6310

82-2-3788-0100
82-2-3483-1033

www.iparkmall.co.kr
www.enter6.co.kr
coex.co.kr

www.shilladfs.com/cn/
cn.lottedfs.com/main
www.dutyfree24.com
www.skdutyfree.com
www.ssgdfs.com

www.koreanair.com
flyasiana.com

www.jejuair.net
www.jinair.com

www.eastarjet.com

www.airbusan.com
www.twayair.com

www.garuda-indonesia.com/kr
www.klm.com/

www.delta.com

www.lufthansa.com/kr

www.malaysiaairlines.com
www.vietnamairlines.com
www.airastana.com

联系人目录

大型超市

Kim’s Club

电话

类别

www.airindia.co.kr

www.aircanada.co.kr
www.airfranc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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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82-32-744-6766

www.airhongkong.com.hk

日本航空公司

82-2-757-1711

www.kr.jal.com/krl/en

全日空航空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南方航空公司
东方航空公司
中华航空公司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菲律宾航空公司
新加波航空公司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
卡塔尔航空
阿联酋航空

首尔威斯汀酒店
首尔希尔顿酒店
首尔广场酒店
新罗酒店

首尔乐天酒店

首尔铂尔曼大使酒店
一等级酒店

首尔君悦大酒店

首尔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
首尔希尔顿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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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梅菲尔德酒店
首尔JW万豪饭店

首尔格蓝德洲际酒店
首尔丽思卡尔顿酒店

82-2-751-0300

82-2-2096-5500
82-2-774-6886
82-1899-5539
82-1661-2600

82-2-317-8888
82-1644-8003

82-2-3707-0114
82-2-1544-1717
82-2-755-1226

82-2-569-3271, 3276
82-2-3772-9000
82-2-2022-8400
82-2-771-0500
82-2-753-7788
82-2-771-2200

82-2-2233-3131
82-2-771-1000

82-2-2275-1101
82-2-797-1234
82-2-455-5000
82-2-465-2222

82-2-3216-5656
82-2-2660-9000
82-2-6282-6262
82-2-555-5656

82-2-3451-8000

www.kr.united.com

www.ana.co.jp/wws/kr/k

类别

一等级酒店

www.airchina.kr

二等级酒店

釜山海云台山泉酒店

www.shilla.net

釜山海云酒店

www.lottehotel.com

釜山PALE DE CZ

grand.ambatel.com

釜山PALE DE CZ

seoul.grand.hyatt.kr/ko/
hotel/home.html

www.grandicparnas.com:444/kor

首尔诺富特国宾江南酒店

首尔华美达酒店

www.hoteltheplaza.com

www.jw-marriott.co.kr

首尔花园酒店

首尔宫廷酒店

www.hilton.co.kr

www.mayfield.co.kr

首尔假日城北饭店

莱克星顿酒店

www.echosunhotel.com

www.grandhiltonseoul.com

釜山威斯汀酒店

首都大酒店

www.emirates.com/kr

www.wseoul.com

www.lottehotelworld.com

太平洋酒店

www.philippineairlines.com

www.sheratonwalkerhill.co.kr

82-2-419-7000

韩国酒店

www.thaiair.co.kr

www.qatarairways.co.kr

首尔乐天世界酒店

首尔贸易展览中心洲际酒店

首尔世宗酒店

www.cathaypacific.com/kr

www.aeroflot.ru/cms/zh

www.imperialpalace.co.kr

总统酒店

www.china-airlines.co.kr

高雅乐宾馆

公寓酒店

网址

82-2-3440-8000

首尔皇家饭店

www.easternair.co.kr

电话

首尔皇宫酒店

釜山天堂酒店

www.cs-air.com

www.singaporeair.com/kr

名称

首尔江南普洛威萨酒店
清潭洞和曼斯塔维酒店

世贸中心奥克伍德豪景酒店
江南区酒店式公寓服务

首尔萨默赛特宫公寓酒店

82-2-3452-2500
82-51-749-7000
82-51-742-2121
82-2-756-1112
82-2-753-3131
82-2-773-6000

82-2-2171-7000
82-2-777-7811

82-2-6399-2000
82-2-929-2000
82-2-710-7112
82-2-567-1101

82-2-6670-7000
82-2-532-5000

82-2-6202-2000
82-51-720-9000
82-51-933-1000
82-51-746-1010
82-51-746-1010
82-2-6288-3333
82-2-597-1140
82-2-556-0070
82-2-553-0050

82-2-3466-7000
82-2-6474-1515
82-2-6730-8888

www.iccoex.com/kor/index.do
twcb.echosunhotel.com

www.busanparadisehotel.co.kr
www.royal.co.kr

www.hotelpresident.co.kr
www.sejong.co.kr

www.koreanahotel.com

www.thepacifichotel.co.kr
www.hotelcapital.co.kr
www.holiday.co.kr

www.seoulgarden.co.kr

novotel.ambatelen.com/gangnam
www.kensingtonyoido.co.kr
www.seoulpalace.co.kr

www.ramadaseoul.co.kr

www.ecentumhotel.com

www.seacloudhotel.com
www.paledecz.co.kr
www.paledecz.co.kr
www.coatel.co.kr

www.provista.co.kr

www.humanstarville.com

www.oakwoodpremier.co.kr

www.gangnamresidence.com
www.somersetpalace.co.kr

联系人目录

首尔W华克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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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香港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电话

www.ritzcarltonseou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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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82-2-2220-8888

seoul-central.frasershospitality.com

新村卡萨维勒公寓

82-2-6220-4000

www.casaville.co.kr

Stay7

新艺术酒店

Vabien Suites
Korea Hotel
Hotel Java
酒店VIP

酒店预约服
务

Hotel Join

Oh my Hotel

INTERPARK Tour

BENIKEA(由韩国观光公社运营)
Hotels.com

Hotel.Korea

Hotel Together

雪岳山国立公园
北汉山国立公园
国立公园

智异山国立公园
汉拿山国立公园
多岛海国立公园

泰安海岸国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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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

安东河回民俗村
韩国民俗村

济州民俗村博物馆
景福宫
昌德宫
德秀宫
昌庆宫

82-2-3406-8000, 1
82-2-365-9010
82-2-580-7400
82-2-580-7400

82-2-2076-9000
82-2-3152-0777
82-1544-8608

82-2-785-5552

82-2-2017-4644
82-1566-7005
82-1588-3443

82-1330
82-33-738-3670
82-2-3480-0151
82-2-552-6965
82-2-584-1884

82-33-636-7700
82-2-909-0497

82-55-970-1000

82-64-713-9950~3
82-61-554-5474
82-41-672-9737
82-55-860-5800

82-54-853-0109, 0103
82-31-288-0000

82-64-787-4501~2
82-2-3700-3900

82-2-762-8261/9513
82-2-771-9955
82-2-762-4868

类别

www.hyundairs.com

www.vabiensuite.com

www.hotelvip.co.kr

www.hoteljoin.com

www.ohmyhotel.com

观光信息

www.benikea.com

hallyeo.knps.or.kr
www.hahoe.or.kr

休闲运动
类别

休闲运动

www.koreanfolk.co.kr
www.jejufolk.com

www.royalpalace.go.kr
www.cdg.go.kr

www.deoksugung.go.kr
cgg.cha.go.kr

仁川市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82-32-120

光州市政府

大田市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京畿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庆尚北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bukhan.knps.or.kr

名称

82-53-803-3902
82-62-120
82-42-120
82-31-120

82-33-1330
82-33-249-3337

www.korea.net

www.visitseoul.net
ctour.busan.go.kr

tour.daegu.go.kr/chi
china.visitincheon.org

chn.gwangju.go.kr

www.daejeon.go.kr/dre/index.do
cn.ggtour.or.kr

cn.gangwon.to

82-41-635-2000

www.chungnam.net/chineseTrad
itionMain.do

82-63-1330

www.gojb.net/chinese

82-43-220-2114
82-61-247-0011
82-54-1330
82-54-745-0753

电话

chn.chungbuknadri.net

www.namdokorea.com/ch
www.gbtour.net

网址

River City

82-2-3442-3313

www.hanrivercity.com

东首尔网球场

82-2-406-4781

-

汉江治理工程本部
奖忠网球场

网球

82-2-3788-0882
82-51-1330,
82-51-120

全罗南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seorak.knps.or.kr

82-44-203-3300

釜山市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全罗北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home.hoteltogether.com

taean.knps.or.kr

global.seoul.go.kr

忠清北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www.hotel.co.kr

dadohae.knps.or.kr

82-2-2075-4113

忠清南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www.hotels.com

www.hallasan.go.kr

首尔国际中心

江原道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tour.interpark.com

jiri.knps.or.kr

korean.visitkorea.or.kr

大邱市官方旅游信息网站

www.koreahotel.com

网址

82-33-738-3000

VISIT SEOUL 首尔市官方旅游信
息网站

www.gnanhotel.com

电话

韩国观光公社
Korea.net

-

www.hoteljava.co.kr

名称

首尔高中网球场
汉南网球场
乐园网球场

世界杯公园网球场
良才网球场

82-2-120

82-2-2274-3379
82-2-582-8151
82-2-790-3651

82-10-6267-9392
82-2-300-5501~2
82-2-579-7277

hangang.seoul.go.kr
-

联系人目录

闲丽海上国立公园
传统乡村

网址

Place首尔central弗雷泽
现代公寓酒店

公寓酒店

电话

www.hannamtennis.com
blog.naver.com/j2h7072

worldcuppark.seoul.go.kr

cafe.naver.com/fotest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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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网球

名称

cafe.naver.com/hannamtennis

Hanaro网球场

82-2-3462-7807

-

Kolon Sporex网球场
Sportime网球场
汉南跆拳道中心
海东跆拳道中心

梨泰院跆拳道中心

Seoul Expats跆拳道中心
韩国Expats跆拳道中心
Benest高尔夫俱乐部
昆池岩高尔夫俱乐部
南首尔高尔夫俱乐部
新韩国高尔夫俱乐部

高尔夫球

Lakeside高尔夫俱乐部
Lakehills高尔夫俱乐部

Lotte Skyhill高尔夫俱乐部
Asiana高尔夫俱乐部

Troon高尔夫俱乐部 Alpensia
Jack Nicklaus高尔夫俱乐部

KBS 88体育馆 KBS Sports World
奥林匹克公园体育中心
World Sp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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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36.5

RU健身中心&热瑜伽
Liberty健身中心

哈密尔顿酒店游泳池

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游泳池
汉江Supia游泳池
汉江蚕院游泳池

82-2-580-8301~2
82-2-526-0444

82-2-2642-0692
82-2-794-9125
82-2-794-1462
82-2-798-7271
82-2-322-6067
82-2-884-5833
82-1577-9727

82-31-760-3555~6
82-31-709-6000
82-2-353-0091

82-31-334-2111
82-31-336-8350
82-55-340-9000
82-31-334-8800
82-33-339-0000
82-32-850-8000
82-2-2600-8880
82-2-410-1642~3

82-2-2041-6114~5
82-2-569-3650
82-1577-8420

82-2-798-0994

82-2-3786-6000
82-2-450-4607
82-2-761-8201
82-2-536-8263

类别

www.sporex.com/

名称

www.sealala.com

Caribbean Bay

82-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雪岳Waterpia

www.taekwontokorea.com

维瓦尔第公园海洋世界

-

龙平度假村Peak Island

-

凤凰公园蓝色大峡谷

水上乐园/
筏运

www.golfsamsung.com

韩国东江筏运

www.newkoreacc.co.kr

宁越筏运

www.lakesidecc.co.kr

东江度假村

lakehills.co.kr

昆池岩度假村

www.skyhill.co.kr

芝山Forest度假村

www.asianacc.co.kr

龙平度假村

www.alpensiaresort.co.kr

High One度假村

www.jacknicklausgolfclubkorea.
com

大明Vivaldi Park度假村

www.kbssw.co.kr

Bears Town度假村

www.ksponco.or.kr

blog.naver.com/club3650
www.rufitness.com
-

www.hamilton.co.kr

www.sheratonwalkerhill.co.kr
-

Spavis

釜谷夏威夷

Blue One水上公园

www.nscc.co.kr

www.worldspopia.co.kr

Tedin水上公园
Aqua Fantasia

www.konjiam.lg.co.kr

阳智Pine度假村

滑雪&度假村

网址

82-2-2628-9000

Woongin Playdoci

www.sportime.co.kr

电话

Sealala

wellihillipark
Elysian

凤凰公园

O2度假村

Star Hill度假村
Sajo度假村

Eden Valley度假村

Hansol Oak Valley度假村
德裕山茂朱度假村

82-1577-5773
82-1588-2299
82-1588-4888
82-1577-0069

82-33-330-7103
82-41-906-7000
82-41-539-2000
82-55-536-6331
82-55-379-7000
82-1899-1888

82-1600-5121
82-33-375-6600
82-33-375-1432
82-33-333-6600
82-1661-8787

82-31-644-1200
82-33-335-5757
82-1588-7789
82-1588-4888

82-31-540-5000

82-2-744-2001~2
82-1544-8833

82-33-260-2000

82-1577-0069(#1)
82-33-580-7000
82-2-2233-5311
82-43-846-3000
82-55-379-8000
82-1588-7676
82-33-730-3500
82-63-322-9000

www.playdoci.com

www.hanwharesort.co.kr

www.daemyungresort.com
www.phoenixpark.co.kr
www.yongpyong.co.kr
www.tedin.co.kr

www.spavis.co.kr

www.bugokhawaii.co.kr
aqua.fantasia.co.kr
wp.blueone.com

www.rvv.co.kr/rvv

www.ywrafting.com
www.raft.co.kr

www.konjiamresort.co.kr
www.Jisanresort.co.kr

www.yongpyong.co.kr
www.high1.com

www.daemyungresort.com
www.bearstown.com
www.pineresort.com

www.wellihillipark.com
www.elysian.co.kr

www.phoenixpark.co.kr

www.o2resort.com/chinese
www.starhillresort.com
www.sajoresort.co.kr

www.edenvalley.co.kr

联系人目录

健身中心/
游泳

网址

82-10-4880-5313

国际锦江跆拳道中心
跆拳道

电话

汉南第一网球场 EZ TO Tennis

www.oakvalley.co.kr

www.mdysresort.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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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www.seoulworldcupst.or.kr

木洞棒球场

82-2-3660-1000

www.heroes-baseball.com

仁川文鹤棒球场
釜山社稷棒球场
蚕室体育馆

82-2-2240-8802

82-2-2234-4032,
4036

Kidzania

金宝贝(Gymboree)
彩虹儿童中心

冰球场(Jr. Kings Korea)

社会团体 ; 文化中心、国际协会
名称

82-2-3704-3114
82-1544-5110

82-2-596-0949
82-2-796-2776

82-2-2201-9300~1
82-2-6002-6200

82-10-3778-3803

联系处

www.doosanbears.com

www.kidsnfm.go.kr
www.thebefu.org

www.kidzania.co.kr/web/eng
www.gymboree.co.kr
-

www.uniartcenter.com
www.coexaqua.co.kr
www.jrkings.co.kr

82-2-2021-2800

www.goethe.de/seoul

法国文化中心

82-51-442-0025
82-2-317-8500

2019 韩国 生活指南

日本文化中心

82-2-765-3011~3

墨西哥文化中心

82-2-798-1694, 5

沙特阿拉伯文化中心
伊斯但布尔文化中心

82-2-744-6471

82-2-3452-8182

-

法国韩国协会

外国人社区服务
德国俱乐部

通过英语帮助别人(HOPE)
韩国爱尔兰协会(IAK)
墨西哥社区集团

北欧妇女俱乐部(NWC)
韩国中东协会

皇家亚洲学会韩国分公司
首尔国际妇女协会(SIWA)

-

82-2-756-0260

82-2-3445-3847
82-2-596-8858

82-70-7797-8212
82-798-7529
N/A

82-10-3905-7020
N/A

82-2-798-1694~5
82-11-1704-6937
82-2-793-1775
82-2-763-9483
-

awckorea.com

www.anzakorea.com

www.britishseoul.com

www.kcbl.org/bbs/clubs-e.
php
-

www.focusonseoul.com

www.deutscherclubseoul.org
www.alwayshope.or.kr
www.iak.co.kr
-

www.raskb.com

www.siwapage.com

www.cccseoul.org

www.iicseoul.esteri.it

cafe.naver.com/phil7107

www.institutfrancais-seoul.
com
www.kr.emb-japan.go.jp/
cult/cul_guide_map.html

联系人目录

菲律宾文化中心

82-2-3477-5423

82-2-749-3554

网址

德国文化中心

82-2-796-0634
82-2-797-7792

韩法协会(AFC)

美国妇女俱乐部(AWC)

首尔英国协会(BASS)

国际协会

网址

www.ilculture.or.kr/

韩国桥牌联赛(KCBL)

stadium.seoul.go.kr/reserve/
reserve_01_00.html

联系处

82-2-525-7301

stadium.seoul.go.kr/reserve/
reserve_01_03_01.html

www.giantsclub.com

www.britishcouncil.kr

意大利文化中心

名称

以色列文化中心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协会
(ANZA)

82-2-3702-0601
82-2-733-8307

类别

文化中心

www.sksports.net/Wyverns/
Munhak/index.asp

英国文化中心
中国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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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1-590-9000

韩国儿童文化艺术中心

COEX水族馆

文化中心

82-32-200-7507

82-2-2240-8800

Uni Culture

类别

82-2-2240-1777

综合运动场

国立民俗儿童博物馆

儿童休闲活动

网址

82-2-2128-2002

蚕室棒球场

体育活动

电话

首尔世界杯足球场

-

embamex2.sre.gob.mx/corea
tulip.or.kr/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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