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韩剧控必须去看的15个韩剧拍摄地点 
 
近期，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韩剧中的拍摄地游玩，重温电视剧经典剧情的同时，自己化身

剧中主角和爱人一起上演一场浪漫的爱情剧！若你没有机会和偶像会面，别担心！这篇文

章将让你和你的偶像呼吸同一个空间的空气，到这些拍摄景点参观，探索偶像剧的拍摄景

点。剧中的场景都有超高讨论度，大家都想要去踩这些演员们踏过的地方，今天小编为各

位整理剧中的几个场景。小编个人无法抵挡自然风光的美，韩国是个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好

去处！韩国的自然风景美不胜收，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让你身临其境。 
 

为什么需要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 
● 规定时间内，可无限次乘坐包括KTX高速列车在内的韩国列车 
● 80条路线、600多个站点，可以自由乘坐任意区间的列车，不限次数 
● 只有外国游客能使用这列车旅行通票 
● 可以自由便利地环游韩国各个景点 
● 可以免费划位 
● 在任何的火车站都可领票 

 
费用包含： 
高速列车: KTX、KTX-山川 
一般列车: ITX-新村号, ITX-青春列车, 新村号, 无穷花号, Nuriro号, 通勤列车 
观光列车: 中部内陆循环列车(O-train), 旌善阿里郎列车(A-train), 南道海洋列车(S 
-train), 西海黄金列车( G-train), 和平列车(DMZ-train) 
 
但是要注意，费用不包含普通的地铁和SRT。使用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实在有太多

好处，而且非常划算。通票可在韩国铁路公司KORAIL官方网站和韩国火车站售票口购

买。你也可以到当地分销商处。但是为了快速方便的预订及收购，以及可享用折扣价格

，我们建议你通过Klook预订你的通票。多快速，多方便？预订后2个工作日内，你会

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交换券。你只需携带这张交换券去韩国，到KORAIL火车站售票处换

取真正通票，之后即可开始韩国之旅。通过Klook，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中舒适地预订和

领取韩国铁路通票！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除此之外，Klook正在举行额外的促销优惠，只要花上RM900，你就可以享有

RM58+RM58 = RM116 的优惠。你只需要使用优惠码<CHERRY58>就能享有此优惠。

千万不要错过这项好康！ 
 
如何运作： 

 
 

1. 选择您喜好的活动及参加日期 
2. 支付时，在以上的框中输入优惠码<CHERRY58> 
3. 输入您个人及信用资料完成您的付款 

 
在第一笔交易后，你将会在你的电邮收件箱中收到额外RM58的优惠券！因此，你可以

从Klook加上个韩国爱宝乐园Everland门票，或者首尔一日韩服体验，并且使用这额外

的RM58优惠券。能在两笔交易中享受 RM58+RM58 = RM116 的折扣， 实在是太棒

了！ 
 
开始你的韩国旅游行程前，也千万别忘了租下个不限量4G移动WiFi，让你随时随地都

可以连接到网络，和家人朋友分享你所探访过的地方，和有趣的事故。 

https://www.klook.com/zh-CN/promo/my-cherryblossom?utm_campaign=MY_website_tripzilla_korea_20180334&utm_source=website_tripzilla&utm_medium=partner_referral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9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0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1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9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2


1.《鬼怪》，注文津海边 

 
Image Credit: Korean Dramaland 
 
这部韩剧《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非常火红，很多旅客都到这里重温浪漫的剧情。这里

是金信和池恩倬之间的定情之地。你可以租借在韩剧鬼怪內出现的花、围巾、雨伞等，化

身为韩剧男女主角！江原道江陵市注文津領津海的防波堤水深低浅，适于举家度假。在拍

完照后，不要忘了品尝江陵新鲜的海鲜或吃一顿海鲜烧烤来填饱肚。 
 
如何抵达: 从首尔到注文津的方法：东首尔综合巴士转运站 → 注文津高速巴士综合转运

站。然后步行大约1.2KM到防波堤。 

https://koreandramaland.com/listings/jumunjin-beach-breakwater/


2.《太阳的后裔》，旌善丙方峙Skywalk 

 
Image Credit: 韩国旅游发展局 
 
来一点刺激一点的景点，旌善丙方峙Skywalk！这个景点适合用于冒险的玩家，位于海拔

高度583公尺高的绝壁上的展望台，地板以强化玻璃打造而成，走在上面就像走在半空中

一般，感觉惊险又刺激。若要重温剧中的剧情，重温宋仲基和宋慧喬感情之间的升华，不

妨到这里享受（或折磨）走在玻璃上的快感！ 
 
如何抵达: 旌善市外巴士客运站搭乘计程车(约2.5KM)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ATR/SI_CHG_2_11.jsp?cid=2416132


3.《尸速列车》，天安牙山站/釜山站 

 
Image Credit: (top) Klook; (bottom) calflier001; 维基百科 
 
《尸速列车》在两年前放映后，引起影迷们的热烈讨论。你可以和演员们一样搭KTX高铁

，透过这条京釜高速线从首尔至釜山，感受一下这趟旅程惊险的体验。在首尔之后，釜山

是韩国第二大城市。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釜山旅行。天安牙山站是电影中车上乘客目

睹月台上僵尸咬人的场景。以希腊风格打造而成的地中海村，吸引不少观光客。地中海村

是许多韩剧取景而爆红的小法国村、瑞士村，弥漫着欧风。如果在首尔待腻了，你可以考

虑体验韩国列车到釜山走走，你或许会发现许多意外的惊喜！因为釜山靠海，旅途中能欣

赏到更多好山好水，到商圈逛逛或享受夏日阳光。 

https://www.klook.com/activity/2847-korea-rail-pass-seoul/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alflier001/816953125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E%89%E7%89%99%E5%B1%B1%E7%AB%99


 
如何抵达: 从首尔站程达KTX到天安牙山站/釜山站 
在釜山还可以试试: 甘川洞文化村 & 伊甸园山谷滑雪度假村一日游；釜山巴士夜游体验；
釜山海云台游艇 & 包车夜游体验 
 

Klook 小贴士：从首尔程达KTX到釜山站的话，一定要购买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
）才划算！从首尔到釜山的KTX票已经会花费RM185左右，来回的行程就会花费

RM370. 而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的1日券只从RM248, 让你省下RM122! 要是你

购买3日券，5日券，7日券，任选2日Pass，或者是任选4日Pass，就可省下更多。 
 
而且，你不只可以省下不少时间，乘坐舒适的高速列车，还可享受免费座位预订哦！对

于喜欢自由便利地环游韩国各个景点的人来说，实在太方便了。 

4.《Doctors》，Bonjour Hawaii 

 
Image Credit: (top) Korea dramaland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3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4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5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http://koreandramaland.com/listings/bonjour-hawaii/


 
Image credit: Jo Eun Yeong 
 
在剧中的名称是「Sooni Hawaii」，原名Bonjour Hawaii。韩剧《Doctors》的重点场景

之一朴信惠在剧中的好友所开的夏威夷餐厅。Bonjour Hawaii是女主角慧静与男主角智弘

经常出现的场景。餐厅的位置在弘大商圈外围，非常的方便。这是他们喝啤酒的场景，是

他们享受约会的场景。你们可以三五成群一起在餐厅想用披萨或西餐，加上每个韩国人都

会搭配啤酒，享受一个愉快的夜晚。它充满独特的家具和涂着热带色彩和图案墙壁，餐厅

内的小细节、背景播放着夏威夷音乐一定能让你放松心情。 
 
如何抵达: 搭乘地铁2号线于弘大站9号出口或在合井站下车从3号出口步行过去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71490809913084&set=br.AbqE9aRkl35Q_I1IGIikVbahUPJN4IsYTdJP37aAgTCmuJPD7reixDMj_byXNCeb1EsMzv3-VYAQ1a0yZVB4LV63bzYGOVnkGzIo-bRiBv-4drxcT6VyUQvsAYVqzqWtBmYJMHRZM0OBYnv4MSKvdOvvSpDLsSHGhqJU0MHWK6b-vPe0b-buDq3xYBmUuN93x7acV9Ofys4Ii3VND--3eOw4VtvFMC1-EreOQAh_k7mSvYDTDrzwAALWz8sPg9P_KjU&type=3&theater


5.《当你沉睡时》，安城牧场 

 
Image Credit: Korean Dramaland 
 
这片超美的麦田就隐身在京畿道安城市里的农场「安城Farm Land」里，除了有随着季节

不同而盛开的各式花田之外，还有可爱的小动物可以看，适合全家大小假日来这边玩！从

春季到冬季，安城牧场举办各种应季活动，分别有荠菜节、麦田与草原节、仲夏节、秋季

牧童节等。参观的游客可以体验喂养家畜，骑马和其他活动。在这个农场里享受大自然的

美，是一个让人可以喘口气的好地方。 
 
如何抵达: 地铁3号线南部客运站5号出口→首尔南部客运站→大林园巴士站→大林园巴士

站换乘1-4路公交车→农协研修院下车→约步行824m 

http://koreandramaland.com/listings/anseong-farmland/


6.《W兩個世界》，SKYFARM 스카이팜 

 
Image Credit: Korean Dramaland 
 
尹昭熙骗吴妍珠去喝酒的顶楼酒吧的地方，SKYFARM 스카이팜，位于汝矣岛的知名餐

厅。这个小屋般的餐厅设计得像一个农场，餐厅里有很多自然的摆设。这家餐厅非常豪华

，清新的装修和顶楼的观景台通过浪漫唯美景观玻璃屋享用早午餐！从五十楼顶楼的餐厅

观赏一望无际的汝矣岛和汉江的美。这里的氛围十分浪漫，也是很多新人举办婚礼的场

合。这里绝对是一家华丽、时髦、颜值超级高的一家餐厅，快点带心爱的人一起到这家视

野绝佳的餐厅用餐吧！ 
 
如何抵达: 首尔地铁五号汝矣岛站，二号出口， 步行约五分钟 

http://koreandramaland.com/listings/the-skyfarm-at-fki-tower/


7.《她很漂亮》，晨静树木园 





 
Image Credit: (top) Weliminakwan; (bottom) Milet Miranda 
 
晨静树木园也是小编多家推荐的景点！这里常年鲜花盛开，松树林立，在恬静地享受着山

林浴的同时，还能欣赏到水仙花、郁金香、木槿花、菊花等各种各样的野生花卉。五月份

将会是花开得灿烂之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量级！记得抽出时间远离热闹的首尔市区，探

索这个世外桃源哦！ 
 
如何抵达: 乘搭火车到达清平站，然后再转乘巴士。火车可以选择ITX青春号（对号入座

的特急列车）或是京春线的普通列车。 
 
如果偏向一日游行程，Klook 也提供南怡岛 & 晨静树木园 & 小法国村 一日游！ 
 

想探访这些美丽的景点吗？那就不得不购买韩国铁路通票 （KR PASS）啦！在规定时

间内，可无限次乘坐韩国列车，包括KTX高速列车在内。 
 
无论是1日券，3日券，5日券，7日券，任选2日Pass，或者是任选4日Pass，实用这韩

国铁路通票能让你享受超多的优惠哦！ 

https://www.flickr.com/photos/welix/1403213570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24112593@N07/23316183204/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6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8.《举重妖精金福珠》，首尔市立美术馆 

 
Image Credit: Korean Dramaland 
 
《举重妖精金福珠》讲述20岁的举重选手的初恋爱情故事。在1920年代复古风格建筑旧

大法院修复之后而建成。首尔市立美术馆以韩国现代美术为主，展出多种风格的美术作品

和作家的著作。展厅会有许多国际和国内各种独特的策划展览，每隔几个月展厅的内容都

会更新，千万不要错过哦！艺术细胞非常浓烈的迷妹们，可以带上一家大小和志趣相同的

朋友们在美术馆待上一整天。 
 
如何抵达: 地铁二号线舍堂(Sadang)站六号出口，步行两分钟 

http://koreandramaland.com/listings/sema-seoul-museum-of-art/


9.《咖啡王子1号店》，弘大咖啡王子1号店 

 
Image Credit: watchsmart 
 
《咖啡王子1号店》改编自浪漫小說，主要拍摄地点是一家位于首尔弘大的咖啡厅。《咖

啡王子1号店》的偶像剧怎么可以少了咖啡厅呢！本店在几年前重新整装后开业，海外客

源剧增。在宽敞的店内，摆放着独具时尚感的木质家具和装潢。通过阳光洒在咖啡厅里，

坐在里面喝咖啡很舒服~ 你到这家咖啡厅一定会身临其境在《咖啡王子1号店》的情节

中。《咖啡王子1号店》迷妹们一定不能错过的朝圣地。 
 
如何抵达: 地铁2号线弘大站4号出口 → sevensprings餐厅右转，经十字路口后于三叉路

口左转 → 沿着小公园而上约100m处，再沿右侧道路直走 → 前方500m右手边 

https://www.flickr.com/photos/watchsmart/2416294300/in/photolist-4Fw97y-6VLpAy-4FrWgF-agqfk5-agnujz-agntMn-agqf2s-4Fw8Cu-agnv4g-agqesu-agqfb7-4kn3Up-4Fw8Gy-5ijCUN-agnrPn-aBKMq6-agnvev-5ijD53-735sKV-p9b6KK-5LaRu5-asHEa1-8M5qqg-5ijDpA-5h4Ats-8M5nKR-739qiA-2jVzxy-735swk-739qCo-8nJw8B-7BdJyN-6JoA37-csyWUJ-739p89-oWbhiY-asHEfo-7wznTw-735qGM-af5Lx-7BdJJW-5taJkR-5gZfs4-5EGgHf-63m9oB-asF29z-735snt-aeV9Y9-dDM8M4-b4zN5X


10.《冬季恋歌》，南怡岛 

 
Image Credit: angels  
 
韩剧《冬季恋歌》拍摄地，江原道春川旅游景点，以自然美景著称的小岛！南怡岛离首尔

不远，搭地铁只要大约90分钟。南怡岛不仅拥有自然景色，还齐备餐馆、酒店、美术馆

等一系列观光配套服务设施。在《冬季恋歌》拍摄之后，南怡岛更是掀起了一股韩流热潮

，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观光客。南怡岛一年四季景色迷人，岛上凡是能听到音乐的地方都

在放《冬季恋歌》里面的歌曲。快在白雪满地的冬天到南怡岛来乘着游船到岛上观光游憩

吧！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dlydrawn/14315748391/


 
Image credit: Klook 
 
如果觉得自行前往南怡岛有些麻烦，Klook也有提供接驳巴士到南怡岛的配套，实惠又方

便！这个配套与一日游配套不同，没有导游，你只需早上九点半在首尔坐上接驳巴士，过

后下午四点从南怡岛乘搭返回巴士。来回中间在南怡岛的时间，你可以灵活按照自己步调

自由行。 
 
依据你的冒险旅行程度，Klook为你提供适宜方案： 
冒险旅行者: 使用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 
(在龙山站乘坐京春路到加平站下车，转乘出租车到南怡岛泊船港) 
半冒险旅行者: 南怡岛一日游（首尔出发） 
较不冒险的旅行者: 南怡岛 & 晨静树木园 & 小法国村 一日游 
 

Klook 小贴士：乘搭普通地铁的话，从首尔的龙山站抵达加平站会需要一个半钟头左
右。但是如果你购买了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就可以在五十分钟之内抵达加平
站，省下不少时间。而且，不只可乘坐舒适的高速列车，还可享受免费座位预订。对于
喜欢自由便利地环游韩国各个景点的人来说，实在太方便了。 

https://www.klook.com/zh-CN/activity/3142-nami-island-roundtrip-transfer-seoul/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7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7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6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11.《蓝色海洋的传说》，宝城绿茶园 - 大韩茶园 

 
Image Credit: 韩国旅游发展局 
 
由李敏镐和全智贤领衔主演的《蓝色海洋的传说》，讲述人和人鱼之间的爱情故事。美丽

的人鱼配帅气的男神，小编每一集都守在电脑旁等待下一集。难怪无数的迷妹们沦陷！这

部电视剧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剧中唯美的取景，《蓝色海洋的传说》大多从西班牙取景。

既然西班牙的景点听起来有点遥不可及，你或许可以考虑到宝城绿茶园大韩茶园。宝城绿

茶园大韩茶园是人鱼沈清被一群恶党紧追的场景，而許俊宰英雄拔刀相助的情景。你可以

沿着掩映在葱翠的杉树林间的小路前行，可看到层层茶田高至天边，享受大自然的自然风

光~ 
 
如何抵达：宝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搭乘农渔村公车(宝城─群鹤)，至大韩茶园公车站下车→
步行约6分钟即可抵达大韩茶园 

http://chinese.visitkorea.or.kr/chs/ATR/SI_CHG_2_1_1_1.jsp?cid=331176


12.《大长今》，济州岛 

 
Image Credit: Jeju Tourism Organization 
 
《大长今》必定是家喻户晓的长寿电视剧之一，小编还收录了这部电视剧的光碟，重看三

次也不腻~ 若看过《大长今》的人，必定会想到医女大长今的拍摄场景和演员们烹饪的地

方。从奢华的宫廷，到平民的乡村，走到这些景点一定会让你重温剧中的剧情。《大长

今》几个主要拍摄景点有济州岛、韩国民俗村、华城行宫、昌德宫、边山半岛等。景点那

么多，小编不知道如何选择！最好是每个景点都能走透透，给你来个视觉轰炸。快逃离城

市生活，穿越古装历史剧体验一下韩国传统风气~ 
 
如何抵达: 从首都首尔达飞机到济州岛 
在济州岛还可以试试： 济州城市观光巴士, 济州岛泰迪熊博物馆, 济州岛牛岛潜水艇, 济州

岛Play K-POP博物馆  

http://www.visitjeju.net/en/tourCampaign.jto?menuCd=DOM_000001817001000000&areaId=CNTS_000000000020013&langCd=EN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8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9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80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81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81


13.《继承者们》，江原道 

 
Image Credit: 韩国旅游发展局微博 
 
这是小编最喜欢的韩剧了！欧巴李敏镐。李敏镐将恢复英俊本性，在剧中持续出演一位富

家子弟。金叹和一个平凡的女主人公发生了轰轰烈烈的爱情。女主海边的家取景地就在江

原道的墨湖，在海边靠海的公路，好似一个世外桃源。朴信惠山顶的房子探索这个山坡，

享受这壮丽的自然景观也会非常有乐趣。这里成为了夏季旅行的热门景点。在落日下牵着

爱人的手，沿着海边的公路漫步，多浪漫呀！韩剧《善良的男人》也曾在这条路取景。江

原道也有很多主题公园、大洞穴和洞窟、水上樂園和遊樂場等你来探索。中雪岳山和五台

山最受登山爱好者的青睐，千万别错过江原道！ 
 
如何抵达: 从首尔到江原道最快的火车是KTX，大约2小时40分种。 
 

Klook 小贴士：需要乘搭KTX的话，购买韩国铁路通票 （KR PASS）最划算啦！它让

你在规定时间内，可无限次乘坐韩国列车，包括KTX高速列车在内。80条路线、600多
个站点，任你选！无论是1日券，3日券，5日券，7日券，任选2日Pass，或者是任选4

https://m.weibo.cn/k/%E5%A2%A8%E6%B9%96%E7%81%AF%E5%A1%94?from=feed#&gid=1&pid=7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日Pass，实用这韩国铁路通票能让你享受超多的优惠哦！而且价格只从RM248起。 

14.《来自星星的你》，昭宁园森林 

 
Image Credit: SBS 
 
由金秀贤及全智贤主演，两个不同星球的人彼此消除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最终寻找到他们

之间真挚的爱情。除了剧中男女主人公的浪漫爱情，以及风景优美的背景也是很吸引人。

昭宁园森林的邻近景点有普光寺、绥吉园、圣师影庙等。昭宁园森林不是主流的景点之一

，所以旅客不会非常多。对于那些比较喜欢人少的地方，这里最适合不过了。在这个充满

竹林，绿油油的树叶一定会让照片看起来非常出色。蔓延着弄弄的复古风，喜欢韩国传统

文化的爱好者可以到这里走走。 
 
如何抵达: 在地铁3号线三松站八号出口附近的公交车站，搭乘333路巴士至灵场三岔路口

站下车， 再搭乘出租车1.16km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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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花样男子》, N首尔塔 

 
Image Credit: Korean Dramaland  
 
我相信花样男子是令粉丝们很难遗忘的电视剧，喜欢看《流星花园》的观众一定也有观赏

这部颜值超高的偶像剧。四位长相英俊的富二代和一个平民的少女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擦出

的火花。南山塔真是韩剧必不可少的景点，就像到了日本要去东京铁塔，到了台湾要去台

北101一样的概念。N首尔塔，可谓是亚洲第一高塔，首尔塔位于南山之上。附近也有缆

车站，韩剧的迷妹们绝对不要错过首尔的大地标。乘坐缆车或者爬上南山，可以欣赏南山

上的风景！《来星星的你》也在这里取景，说不定你到这里旅行时会碰到韩国明星在拍戏

呢！ 
 
如何抵达: 首尔地铁三、四号线忠武路站二号出口 → 搭乘02号南山循环公车后至N首尔

塔公车站下车 → 步行约五分钟可抵达N首尔塔 
 

Klook 小贴士：N首尔塔（南山塔）门票 可从Klook购买！除此之外，网上购买不仅省
麻烦又方便，而且比在现场买票便宜 RM10！你也可以购买套餐票，除了能登入N首尔

塔展望台，也可以到Hello Kitty Island、Ssentoy Museum、N Burger等好去处！ 
 
到了韩国后，你一定有超多照片想放上网对吧？使用Klook的WiFi分享器，不限流量4G吃

到饱！你可以无时无刻连接到网络，容易和家人朋友分享旅游的照片和视频。 
● 享受韩国全国无限网络，每天只需要支付RM11 
● 通过仁川（首尔），金浦（首尔），金海（釜山）或济州机场或釜山港口的服务，

您可以在不同的地点领取与归还！ 
● 一次过连接多达3部智能电话、电脑、平板电脑 

 
实在太方便又超值。现在就租下你的(1天) 不限量4G移动WiFi吧！ 

https://koreandramaland.com/listings/namsan-cable-car-%EB%82%A8%EC%82%B0-%EC%BC%80%EC%9D%B4%EB%B8%94%EC%B9%B4/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82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2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72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要从Klook购买周游券，这里有一些好处： 

● 最好的价格保证 — 若找到更便宜的周游券，Klook会退还差价 
● 即时确认 
● 用户评论 — 有超过30万评论，帮助你做出明智的决定 

 
而且，你可以轻松地用手机或电脑购买韩国铁路通票（KR PASS）。抵达韩国之后，只

需呈现打印的交换券，以及自己的护照换取韩国铁路通票。领取处在仁川机场，首尔站，

釜山站以及遍布韩国的地铁站。 
 
以上的景点也不是非常靠近，有时候必须程达KTX到地铁站。KTX连结韩国多个重要城市

，小编个人非常推荐购买Klook的KR Pass，使用KR Pass在韩国各地旅行，无需购买单

程票，多方便呀！KR Pass 也可以让旅客旅游更轻松便利。 
 
赶快邀你的姐妹淘和家人一起去韩国吧！韩流来袭，全部的景点都要去打卡啦～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哦！现在就畅游韩国吧！别忘了拍几张自拍照哦！ 
 

 
此文章由Klook带给您。 
 

https://tripzilla.sg/external-links/view/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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