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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既是反映歷史與文化的空間藝術，亦是承載傳統與思想的文化遺產，要更貼近韓國

文化，觀覽、感受其內涵，最佳的方法即是規劃一場韓國建築巡禮，細細品味箇中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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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特色建築

何不規劃一場能窺探韓國的現在與未來的摩登

建築之旅？透過以嶄新構想與驚人創意賦予空

間主題與意義的獨特現代建築，將能看見韓國

文化與建築之美。

韓國建築巡禮

Mimesis Art Museum



Mimesis Art Museum所在
的坡州出版城為聚集著
250多家出版業者的「書
城」，可細細遊覽書店、
書香咖啡館、藝廊、展覽
館與博物館。

MIMESIS ART MUSEUM
純白曲面的美感

Mimesis	Art	Museum向以集規模不一展覽空間於一身的設計著稱，淺灰色的牆面看不見

尋常的招牌或展覽宣傳布條，也許有些單調，流麗曲線卻營造出無限生動感。位於內部

空間正中央的隔牆向內彎曲以代替柱子，看似切割出一個個獨立空間，卻又彼此相通。

結合多樣曲線而成的純白展覽空間用自然光取代人工照明，氣氛沉穩，令人舒心自在。

美 術 館

 京畿道坡州市文發路253

 mimesisartmuseum.co.kr

 031-955-4100

  於地鐵2、6號線合井站1號出口搭乘2200路公車在深鶴橋公車站下車後，步行1分鐘钟

 11~4月 09:00~18:00 / 5~10月 10:00~19:00(週一、二、元旦、大年初一、中秋節、聖誕節公休)

 成人 5,000韓元

INFORMATION

photographed by Fernando Guerra © Openbooks.

每年五月初舉辦的
漣川舊石器節是體
驗全球各地史前文
化的最佳場合。

  京畿道漣川郡全谷邑平和路443號街2

 jgpm.ggcf.kr   031-830-5600

 於地鐵1號線東豆川站轉乘京元線，在漢灘江站下車後，步行10分鐘

 10:00~18:00(7~8月至19:00 / 週一、元旦、大年初一、中秋節公休)

  免費

INFORMATION

全谷史前博物館
穿越史前時代的時光之旅

「全谷里」為東亞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早期典型阿舍利石斧的出土地點，全谷史前博物館

建於2011年，為保存與活用全谷里遺跡的展館。整座博物館建築令人聯想到蜷伏於山丘

上的金屬爬蟲類或太空船，細長建築亦發揮了銜接兩座山丘的橋梁作用，建造時順應地

形，與周邊山勢相得益彰。同時也因博物館深入地下，讓人不禁產生正在探索未知地底

世界的錯覺。

✽阿舍利石斧：外觀呈橢圓形或頂端尖銳的扁形，斧身經多重打製而成。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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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仁川城市觀光
巴士(www.travelicn.
or.kr) 「海港線」可
一路遊覽中華街、
G塔與中央公園等
仁川知名景點。

藝術空間TRI-BOWL
樂趣無窮的建築

Tri-brow為仁川文化財團所經營的複合文化藝術空間，內部設有圓形劇場、能舉辦文化

藝術教育與展覽的多功能空間。有別於典型建築物，平坦的天花板與流滑的曲面地板徹

底打破人們對於建築的既定印象，彷彿將貝殼倒放，由下往上趨漸拓寬的三個倒圓錐型

建築物各據三角的頂點，其上端相互連結成一體，遠看就像一艘太空船。

公 演 ‧ 展 覽 設 施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仁川塔大路250

 www.tribowl.kr   032-831-5066

  仁川地鐵1號線中央公園站3號出口，步行10分鐘

 13:00~17:30(週一公休)

 依活動而異

INFORMATION

從景福宮出發，經尹
東柱文學館走至美術
館所在的付岩洞街，
一路上可見傳統韓屋
與古色巷弄，處處坐
落著餐廳與咖啡館。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紫霞門路40街63

 www.whankimuseum.org   02-391-7701  

  於地鐵3號線景福宮站3號出口搭乘7022、1020、7212路公車，在付岩洞居民中心下車後，步行5分鐘

 10:00~18:00(週一、元旦、春節及中秋節連假公休)

 依展覽而異

INFORMATION

煥基美術館
融入周邊環境的簡潔美

1992年11月開館的煥基美術館是為紀念韓國抽象藝術初代藝術家金煥基(號	樹話，

1913~1974年）並展示作品的設施，在建造時順應地形闢路築物，與周遭環境交相融合。

建築本身儘管摩登，但位於本館中央的小庭院、圓頂模樣的屋頂、彩色花崗岩築構成的

壁面等，在設計上的靈感多來自於韓國傳統建築。以牆垣環繞而起的腹地內，所有戶外

空間皆設有造景、步道與休憩設施，顯得一派悠閒。	

美 術 館

©Whanki Founadation∙Whanki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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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特別市龍山區讀書堂路29街5-6 Replace漢南F棟

 www.daelimmuseum.org

 070-5097-0020

 於地鐵6號線漢江鎮站2號出口搭乘110B路公車，在漢南示範公寓下車後，步行5分鐘钟

  週二~日 10:00~18:00 / 週五六 10:00~20:00(週一公休)    12,000韓元

INFORMATION

走在從漢南洞延伸至玉水
洞的讀書堂路上，可沿
途遊覽Sounds Hannam、

Gallery Joeun、Print Bakery，
最後抵達D美術館，享受
一場文藝之旅。

D美術館
超越時代與流派的文化空間

成立於2015年的D美術館因策展方向偏大眾化，因而成為廣受年輕族群青睞的熱門設施。

建築的最大特色在於透過白灰兩色外牆凸顯簡潔美，其中所使用的獨特「古磚」是將已

使用過的磚塊再造而成的環保建材，具有卓越的溼度調節功效。總計五層樓的建築物空

間中未設柱子，可不受格局限制，呈現最佳的展覽與活動。

美 術 館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仁寺洞9街26

 www.araart.co.kr

 02-733-1981  

  地鐵3號線安國站6號出口或1號線鐘閣站3-1號出口，步行10分鐘

  10:00~19:00(每月第一週週一、元旦、春節及中秋節連假、各展覽自定公休日公休)

 依展覽而異

INFORMATION

美 術 館

在一樓櫃台可報名
展覽導賞活動，智
慧型手機使用者可
掃描展場作品標示
牌上的QR Code以
聽取作品說明。

ARA藝術中心
極致活用地下空間的建築構造

2012年9月開館的Ara藝術中心為設有地下4層樓、地上5層樓的展覽、公演暨文化設施，

設址於過去的藝術活動重鎮、今日密集著古董店、畫廊、傳統工藝品店的仁寺洞。在繁

華的市區裡，集結黑色線條與玻璃帷幕的建築外觀尤其引人注目。設於建築南側的玻璃

窗在構造上發揮著將光線導引至地下空間的作用，貫穿四個地下樓層的自然光使展品更

加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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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館入口處的南
山圖書館前搭乘南山
循環巴士便能一路遊
覽南山首爾塔與南山
谷韓屋村。

安重根義士紀念館
形似安重根剛正氣概的建築物

安重根(1879~1910年)是英勇對抗日本侵略，為大韓民國的獨立犧牲奉獻的人物，1909

年10月26日於中國哈爾濱火車站射殺朝鮮統監府首任統監伊藤博文後當場被捕，經審判

後從容就義。安重根義士紀念館旨在紀念其偉業，向後人傳遞和平思想，整體建築由12

座半透明方柱體相連成一大型方塊，象徵著包含安重根義士在內，切去無名指第一指節

以立誓推動國家獨立大業的12名義士。

紀 念 館

 首爾特別市中區素月路91

 www.ahnjunggeun.or.kr

 02-3789-1016/1026  

  地鐵1、4號線、京義中央線、機場地鐵線首爾站10號出口，步行15分鐘

  3~10月 10:00~18:00 / 11~2月 10:00~17:00(週一、元旦、大年初一、中秋節公休)

 免費

INFORMATION

位於白南準藝術中心
對面的Zien Art Space
為展覽、教育暨創作
空間，設有咖啡館、
餐廳與Zien Shop等
設施。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白南準路10

 njp.ggcf.kr

 031-201-8500

  地鐵愛寶線、盆唐線器興站6號出口，步行15分鐘钟

  10:00~18:00(7~8月至19:00，週一公休)

  免費

INFORMATION

白南準藝術中心
媲美影像藝術的建築物

為展示影像藝術巨匠白南準（1932~2006年）作品、探究其藝術世界的展館，由德國建

築師Kirsten	Schemel與Marina	Stankovic以2003年國際建築師協會（UIA）國際設計徵選

大賽得獎作品為底稿聯手設計而成。建築最大特色在於層層堆疊起黑橫線玻璃的帷幕外

觀，其靈感正來自於白南準在作品中所使用的黑白電視。

美 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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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更深入接觸獨樹一格且演繹現代風範的建築物，韓國建築文化大獎得獎作品會是最

佳的選擇。韓國建築文化大獎為韓國當地極具權威的建築獎，自1992年開辦以來，每年

皆頒發相關獎項予忠實呈現建築本質並蘊含美學價值的建築物。以下介紹看點豐富，可

自由前往參觀的10座得獎作品。

韓國建築文化大獎得獎作品

1 » Wave On Coffee

 2018年本獎
 www.waveoncoffee.com

  釜山廣域市機張郡長安邑迎日路286

2 » 驪州博物館

 2017年本獎
 www.yeoju.go.kr/museum

 京畿道驪州市神勒寺街6-12

3 » 國立現代美術館首爾館

 2014年大獎
 www.mmca.go.kr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三清路30

4 » 韓國近代文學館

 2014年優秀獎   lit.ifac.or.kr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路15號街76

5 » The ARC

 2014年優秀獎
 cafe.naver.com/ilovethearc

 大邱廣域市達城郡多斯邑江靜本街57

6 » 麗水海之星

 2013年優秀獎
 www.aquaplanet.co.kr/yeosu

 全羅南道麗水市梧桐島路61-11

7 » 電影殿堂

 2012年優秀獎
 www.dureraum.org

  釜山廣域市海雲臺區水營江邊大路120

8 » 國立生態院Ecorium

 2013年優秀獎
 www.nie.re.kr

  忠清南道舒川郡馬西面錦江路1210

9 » 漢城百濟博物館

 2012年優秀獎
 baekjemuseum.seoul.go.kr

 首爾特別市松坡區尉禮城大路71

10 » Clayarch金海美術館

 2006年優秀獎   www.clayarch.org

  慶尚南道金海市進禮面進禮路275-51

1

4

6

2 3

5

8

7

9 10

大師建築名作

由赫赫有名的建築巨匠操刀設計的劃時代作品

遍布於韓國處處，不論是繁華喧囂的市中心，

還是風光旖旎的大自然，都能見到匠心獨具的

建築名作。 

韓國建築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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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房客獨享的「建築藝術導覽」活動可進
一步了解建築內外部的設計要素與建築的意
義。(1日1場，下午4點，總需40分鐘，免費)
從葡萄飯店驅車5分鐘可達的「方舟教堂」亦
是伊丹潤的作品，臨水的尖頂建築屋頂設計
靈感來自於諾亞的方舟。

葡萄飯店
最具濟州特色的建築物

葡萄飯店的設計發想自濟州的寄生火山與草屋，因從空中俯瞰時就像一串葡萄而得名，

為建築師伊丹潤（日本，1937~2011年)所設計的精品飯店。整體建築彷彿俯臥在徐緩的

山丘上，不毀損周邊地形，自然融合於其中為其最大特色。而這一切也在在反映出當地

強風呼嘯的地理特性，以及「建築不能毀損自然」的伊丹潤建築哲學。圓滾屋頂相互連

結的模樣看起來尤其純樸可愛。

飯 店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浦市安德面上川里山62-3

 www.podohotel.co.kr

 064-792-5200

  從濟州國際機場搭乘計程車前往(約50分鐘，車資約25,000韓元)

 入房 15:00 / 退房 11:00   豪華客房(2人為準) 660,000~715,000韓元

INFORMATION

伊丹潤

BIOTOPIA博物館
其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空間

位於名為Biotopia的私人住宅區內的博物館，由伊丹潤（日本，1937~2011年）設計而成。

設計元素來自於濟州的水、風、石，因而又被稱為「水風石博物館」。有別於一般展示

作品或文物的博物館，以「提供冥想空間的博物館」為主題，水、風、石、兩手地中等

四座空間內空無一物。在建造時以水、樹木、石頭等自然素材搭配鋼鐵、水泥等的人工

建材，極致呈現「凝聚於大自然中的藝術」。

伊丹潤

距博物館約20分鐘車程的中
文觀光園區為韓國最大的綜
合旅遊園區，除了住宿設施
之外，還有如美地植物園、
天帝淵瀑布、中文穡達海水
浴場等多處景點。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浦市安德面山麓南路762號街79

 www.biotopiamuseum.co.kr   010-7145-2366 *英、日語預約服務

  從濟州國際機場搭乘計程車至集合場所The Annex飯店(約55分鐘，車資約26,000韓元)後，搭乘接駁巴士前往

   6/1~9/15 10:00、16:00，9/16~5/31 14:00、15:30(務必預約，每回限25名)

 平日 15,000韓元、週末 20,000韓元

INFORMATION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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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城濟州渡假村內設有安
藤忠雄的另一項作品「Glass 
House」、馬里奧‧博塔所
設計的「Agora」（會員俱樂

部）與「Hillius」（別墅）。

維民美術館
使濟州風光自成作品的美術館

維民美術館位於鳳凰城濟州渡假村內，展示自1894年起，在歐洲持續延燒20年之久的工

藝、設計運動「新藝術運動」的玻璃工藝作品。館藏展品為已故的洪璡基（號	維民，

1917~1986年）先生的蒐藏品，建築則由安藤忠雄（日本，1941~）設計而成。走進入口，

迎面而來的是走道兩側牆面鑲嵌著密密麻麻石子的石之庭園，穿越紫芒搖曳的風之庭園

後，靜謐的水路即出現在眼前。從石牆上的長窗還可眺望壯麗的城山日出峰。

美 術 館

 濟州特別自治道西歸浦市城山邑涉地岬路107

 www.yuminart.org

 064-731-7791

 從濟州國際機場搭乘計程車前往(約1小時15分鐘，車資約30,000~40,000韓元)

  09:00~18:00(週二公休)

 成人 12,000韓元

INFORMATION

安藤忠雄

MUSEUM SAN
擁抱大自然的美術館

Museum	SAN以結合大自然與藝術為概念，建於海拔275公尺的山麓上，由善於活用清水

模與光線的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日本，1941~）操刀設計。建築配置順應步道等的周

邊地形，沿著總長700公尺的動線前進，沿途可見迎賓中心、花之庭園、水之庭園、本

館與石之庭園等多樣主題建築與庭園。建築周邊設有水塘造景，使巍峨山勢更顯宏偉。

安藤忠雄

在原州客運站搭乘「原
州城市旅遊巴士(循環
型)」可一次遊覽Muse-
um SAN等原州市主要景
點，每日9班（tourism.
wonju.go.kr）。

 江原道原州市地正面橡樹谷2街260

 www.museumsan.org   033-730-9000

 於原州市外、高速巴士客運站前搭乘橡樹谷接駁巴士(1日5班)，或搭乘計程車前往(約20~30分鐘，車資

約27,000~30,000韓元)   10:00~18:00(週一公休)   成人 18,000韓元

安藤忠雄建築作品  

本態博物館		 	www.bontemuseum.com		維民美術館、Glass	House		 	phoenixhnr.co.kr

INFORMATION

美 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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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所在的「梨泰院觀
光特區」是從梨泰院路延
伸至漢南洞居民中心的商
街，處處可見美國、東南
亞、南美、歐洲等展現各
國文化的餐廳、服飾店。

三星美術館LEEUM
融合三位巨匠風格的文化空間

2004年開館，多方展示韓國傳統美術、近‧現代美術、國際美術等類型作品，同時以三

位國際知名建築師所參與設計的風格建築物著稱。馬里奧‧博塔（瑞士，1943年~）利

用象徵泥土與火的紅色磚塊詮釋韓國傳統陶瓷之美；讓‧努維爾（法國，1945年~）透

過鋼鐵與玻璃強調現代美術的尖端性；雷姆‧庫哈斯（荷蘭，1944年~）則使用黑色水

泥呈現彷彿漂浮在空中的未來空間。

 首爾特別市龍山區梨泰院路55街60-16

 www.leeum.org   02-2014-6901

  地鐵6號線漢江鎮站1號出口，步行10分鐘  

  10:30~18:00(週一、元旦、春節及中秋節連假公休)   10,000韓元(以常態展為準)

馬里奧‧博塔建築作品  

鳳凰城濟州涉地岬Agora		 	phoenixhnr.co.kr

INFORMATION

馬里奧·博塔、讓·努維爾、雷姆·庫哈斯

美 術 館

東大門設計廣場(DDP)
運用曲線以融合於地形的建築物

2014年開幕的東大門設計廣場可說是首爾最具代表性的複合文化空間，不時舉辦展覽、

時裝秀、論壇與國際會議等各種文化活動。該建築物最大特色在於獨特的外觀，由第一

位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女性建築師札哈‧哈蒂（伊拉克，1950~2016年）以「變化無

窮的活力東大門」為概念設計而成。同時為了保存東大門地區特有的歷史、文化價值，

將建築型態延伸至城郭、公園等周邊景觀這點亦值得注目。

札哈·哈蒂

「東大門時尚城」設
有銷貨至全韓國各地

的服飾批發市場與藝文
空間，從清晨營業至深
夜，吸引無數人們前來

享受夜間購物樂趣。

 首爾特別市中區乙支路281

 www.ddp.or.kr   02-2153-0000

 地鐵2、4、5號線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1、2號出口

  LED玫瑰園19:00(日落後點燈)~00:00(熄燈)

* 設施、開放時間、門票依活動而異

INFORMATION

複 合 文 化 設 施

©Panta Creation Seoul Design Foundation©Chung Ch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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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校園內，採韓屋建
築樣式的「梨花歷史
館」是為整理、保存與
活用校史相關資料，於
1989年興建的設施，
可充分了解韓國女性教
育的歷史。

梨花校園複合園地(ECC)
活用地下空間以融合周邊的建築物

於2008年完工的梨花校園複合園地（ECC）是位於韓國知名女子綜合大學──梨花女子

大學內的新概念地下校園空間，出自於向有「建築畫家」、「堆砌風景的建築師」美譽

的多米尼克‧佩羅（法國，1953年~）之手。此建築的最大特色是將建築物埋入地底，

並在其上方打造一片綠地，與周邊環境相輔相成，也因此，綿延200公尺以上的地下通

道令人聯想到一分為二的紅海，在反射光線營造出多彩氛圍的玻璃牆面妝點之下，美輪

美奐，甚至被喻為「光之峽谷」。

大 學

 首爾特別市西大門區梨花女大街52

 www.ewha.ac.kr

 02-3277-2114

  地鐵2號線梨花女子大學站2、3號出口，步行5分鐘

INFORMATION

多米尼克·佩羅

韓屋美學建築

結合韓屋的古典美與現代建築的實用性而成的

建築物充分反映出注重古今融合的韓國文化，

以現代建築演繹傳統韓屋建築要素，在古韻中

流露摩登之感。

韓國建築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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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文化園區內設有百
濟宮殿泗沘城、王室寺
廟陵寺，以及平民百姓
生活的民家等設施。

樂天扶餘渡假村百想園
蘊含百濟之美的休閒渡假設施

樂天扶餘渡假村坐落於重現百濟（西元前18年~660年）文化財與史蹟的百濟文化園區附

近，內部的百想園由韓國現代建築界最具知名度的建築師Kim	Seunghoy（1963年~）所設

計，一般的渡假村建築物多採現代設計，但百想園卻兼具傳統韓屋與現代建築的優點，

藉以表現百濟的典雅風範。以中段粗、兩頭略細的支柱與傳統瓦片所建成的韓屋迴廊與

馬蹄模樣的現代建築雙雙構出圓滑曲線，雄偉中流露溫柔，古典中散發摩登氣息。

渡 假 村

  忠清南道扶餘郡窺岩面百濟門路400

 www.lottebuyeoresort.com

 041-939-1000

  於扶餘市外巴士客運站搭乘403路公車在韓國傳統文化大學下車

  入房15:00 / 退房11:00   豪華客房 270,000韓元起

INFORMATION

山茶島為釜山知名
景點，可沿著海岸
線散步，欣賞釜山
海景，日出與日落
景致尤其出眾。

 釜山廣域市海雲臺區冬柏路116

 www.busan.go.kr/nurimaru   051-743-1974~5

  釜山地鐵2號線冬柏站1號出口，步行15分鐘钟

  09:00~18:00(17:00截止入場，每月第一週週一公休)

 免費

INFORMATION

APEC世峰樓
展現亭榭韻致的建築物

位於釜山前海、景色秀麗的山茶島上，為舉辦2005年APEC高峰會而建的設施，目前則

是APEC紀念館與國際會議場所。設計上以現代手法重新詮釋韓國傳統建築中的亭榭，

室內運用橫梁、丹青、仿石窟庵穹頂等傳統建築要素，以視覺方式體現韓國傳統文化之

美。而在以韓屋大廳為概念所設計的露台上，還能放眼眺望五六島、廣安大橋、迎月

嶺、海雲臺等釜山壯美景致。

國 際 會 議 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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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韓方振興中心
傳統韓屋與現代建築的交融

內部設有可參觀、體驗韓方文化的首爾藥令市韓醫藥博物館、學習韓藥材健康料理的藥

膳飲食體驗館等各種韓方設施。建築物同時結合韓屋的典雅與現代的簡煉，曾數度獲得

韓國權威建築獎項。在構造上採瓦片、木材、傳統窗櫺等的傳統韓屋樣式，搭配運用水

泥、石材等的現代建築樣式，在設於每一層樓的寬敞庭院中可充分感受傳統韓屋的開放

感及調和大自然的特色。

複 合 文 化 設 施

位於附近的首爾藥令市
場為形成於1960年代
的傳統市場，以合理價
格銷售人蔘、紅蔘、
蜂蜜、靈芝等各種韓藥
材。

 首爾特別市東大門區藥令中央路26

 kmedi.ddm.go.kr

 02-969-9241

  地鐵1號線祭基洞站2號出口，步行10分鐘钟

  3~10月10:00~18:00 / 11~2月10:00~17:00(關閉前1小時截止入場，週一、元旦、春節及中秋節連假公休)

 成人 1,000韓元

INFORMATION

北村韓屋村為朝鮮時代
貴族聚居的村莊，可親
身體驗傳統韓屋的生
活方式，或參與傳統繩
結、試穿韓服等體驗活
動。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栗谷路83

 www.arariomuseum.org

 02-736-5700

  地鐵3號線安國站3號出口，步行5分鐘钟

 10:00~19:00(18:00截止入場，週一公休)

 10,000韓元

INFORMATION

阿拉里奧美術館 IN SPACE
韓國現代建築的生動歷史

由被譽為韓國現代建築的生動歷史與象徵的韓國知名建築師金壽根（1931~1986年）

操刀設計，1977年落成。截至2013年為止作為金壽根的建築事務所「空間」使用，自

2014年起全新誕生為阿拉里奧美術館，設有展覽室、餐廳與咖啡館等設施。藤蔓攀生的

黑磚建築、雅緻的韓屋與現代式玻璃帷幕建築交相輝映，融會古今，同時與周邊的昌德

宮、北村韓屋村構成一幅曼妙風光。

美 術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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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韓屋之美的宗教設施

金山教堂

體現男女不同席的瓦房建築

建於1905年的韓國第一座韓屋教堂，由耶穌教長老會傳教士Tate,	L.	B.（美國）所成立。

形態上為南北向的五房格建築物連接朝東的兩房格建築物，呈90度逆時針朝下旋轉的「

ㄱ」字形，男性座位被安排於南方，女性座位則位於東方，從中可見傳教士透過建築構

造以解決「男女授受不親」之倫理文化的智慧。

 全羅北道金堤市金山面母岳路407

 063-548-4055

東西合璧的韓屋天主教堂

大韓聖公會首任主教C.	John	Corfe（英國）於1900年主導興建的韓國第一座韓屋天主教

堂。與其說是天主教堂，建築外觀更近似寺廟，內部遵照巴西利卡式的基督教建築樣式

建成，型態融合東西洋建築構造，在在顯示出早期聖公會傳教士為讓天主教在韓國扎根

而做的努力。環繞於建築周邊的牆垣在形象上展演出救世的方舟。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官廳里336

 032-934-6171

大韓聖公會江華天主教堂

韓國傳統建築

遊覽韓國時，不可或缺的便是參觀韓屋、體驗

韓國文化，靜謐、高雅且順應地形與自然而生

的韓屋，漫步於其中，彷彿穿越至過去。

韓國建築巡禮

28

昌德宮



昌德宮於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昌德
宮月光紀行（www.chf.or.kr），
可欣賞韓國傳統風貌，感受皎潔
月夜之美。

昌德宮
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宮殿

建於1405年，為朝鮮王朝（1392~1910年）的第二座宮殿，歷時最久的君王起居處。在

目前僅存的朝鮮宮殿中，與原形最為相近，同時蘊含重視與大自然間協調性的韓國傳統

思想，遂而在1997年獲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建築物依地形而配置，

充分展現韓國傳統建築的非典型造型美，在完美呈現韓國庭園文化的後苑，可親身感受

最真實的自然美景。

宮 殿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栗谷路99   www.cdg.go.kr   02-3668-2300

  地鐵1、3、5號線鍾路3街站6號出口，步行10分鐘钟 

地鐵3號線安國站3號出口，步行5分鐘钟

   2~5月 09:00~18:00 / 6~8月 09:00~18:30 / 9~10月 09:00~18:00 

11~1月 09:00~17:30(關閉前1小時截止入場，週一公休) 

宮殿導覽：中國語 10:00、16:00 

後苑導覽：中國語 12:30

 成人 3,000韓元

INFORMATION

©文化財廳宮陵遺跡本部

5月第一週週日、11月第
一週週六來到宗廟便可參
觀2001年登載於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口傳暨無形
遺產傑作的宗廟祭禮及祭
禮樂。

宗廟
朝鮮的根本與象徵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鍾路157

 jm.cha.go.kr   02-765-0195    地鐵1、3、5號線鍾路3街站11號出口，步行5分鐘钟

   2~5月、9~10月 09:00~18:00 / 6~8月 09:00~18:30 / 11~1月 09:00~17:30

(關閉前1小時截止入場，週二公休)

 成人 1,000韓元

INFORMATION

供奉朝鮮王朝（1392~1910年）歷代君王、王后牌位的祠堂，由朝鮮開國始祖太祖	

（1335~1408年）下令興建，1395年竣工。在儒教扎根已久的朝鮮，宗廟即是國家的根

本與象徵，整座建築儘管未使用華麗裝飾或精美工法，卻自然流露出莊嚴肅穆氛圍。作

為建築中心的正殿為韓國最長的木造建築，全長101公尺。宗廟為亞洲儒教國家中，唯

一一個完整保存王室祭禮文化的設施，已於1995年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

遺產。

祠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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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邵修書院附近的榮州儒
生村定期舉辦可揣想儒生生
活與韓屋文化的韓國儒生
文化節，並有書法、傳統婚 
禮、韓屋住宿等多樣活動。

邵修書院
凝聚朝鮮儒生精神的書院

設於1543年的教育機構，為第一座獲君王欽賜書院名稱、匾額、奴婢與書籍等的賜額書

院。1963年被指定為史蹟第55號，內部大多數建築物與文物也已被指定為國寶與寶物。

因地處小白山與竹溪川之間，山明水秀，在建築物配置上同樣考量自然景觀，呈非典型

構造。位於書院通道路口處的莊嚴松林、文雅簡煉的建築物在在流露出儒生重視清廉與

氣節的精神。

書 院

 慶尚北道榮州市順興面小白路2740

 www.yeongju.go.kr/open_content/sosuseowon/index.do

 054-639-7691~5

  從榮州站搭乘計程車前往(約30分鐘，車資約23,000~28,000韓元)

  11~2月 09:00~17:00 / 3~5月、9~10月 09:00~18:00 / 6~8月 09:00~19:00(關閉前1小時截止入場)

 成人 3,000韓元

INFORMATION

瀟灑園附近坐落著環繞
於山水間的息影亭、展
示朝鮮代表文學之一的
歌辭文學與相關文物的
歌辭文學館。

瀟灑園
代表朝鮮時代的民資庭園

 全羅南道潭陽郡歌辭文學面瀟灑園街17

 www.soswaewon.co.kr

 061-381-0115

  從光州站搭乘計程車前往(約40分鐘，車資約16,000~20,000韓元) 

  11~2月 09:00~17:00 / 5~8月 09:00~19:00 / 3~4月、9~10月09:00~18:00  

 成人 2,000韓元

INFORMATION

作為重視與自然間調和的朝鮮特有造景文化代表，為朝鮮中期的文臣、儒學家梁山甫	

（1503~1557年）為跳脫世俗，隱居大自然而於1530年建造的庭園。建築群以發源自山

間的溪谷為中心，於兩側山丘採梯形配置，包括展現朝鮮時代亭榭建築樣貌的光風閣、

可環顧周邊景致的霽月堂等。種類繁多的樹木形成蔥鬱森林，隨季節流轉展現無限風情。

民 資 庭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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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嚴寺設有可體驗韓國佛
教文化與修行者生活的寺
院寄宿體驗活動。
（www.templestay.com）

仙巖寺
韓國佛教建築的鮮明歷史

寺 廟

建於統一新羅（676~935年）末期的寺廟，歷史悠久，加上保有大量重要文化財，已在

2018年連同其他六座寺廟以「山寺，韓國的山地僧院」之名被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建築群不僅具備宗教含意，更擁有卓越的造型美與藝術性。最具代表性的建

築物為具寺廟出入口功用的降仙樓、肅穆且華麗的大雄殿，通往仙巖寺的1.5公里長林道

與韓國現存拱型石橋中最為優美的昇仙橋亦值得一賞。

 全羅南道順天市昇州邑仙巖寺街450

 www.seonamsa.net   061-754-6250

 從順天站搭乘計程車前往(約40分鐘，車資約26,000~30,000韓元)

  12~2月 07:00~18:00 / 3~5月、10~11月 07:00~19:00 / 6~9月 06:00~19:30

 成人 2,000韓元

INFORMATION

明齋古宅
韓屋建築樣式教科書

明齋古宅設有可體驗韓屋生活的韓屋住
宿體驗活動，還可參與茶禮、天然染色
等體驗項目。
明齋古宅左側的魯城鄉校建於1398年，
為朝鮮時代地方教育機構，曾有無數儒
學家在此豐厚學識，交流情誼。

  忠清南道論山市魯城面魯城山城街50

 www.myeongjae.com

 041-735-1215

  從論山站搭乘計程車前往(約20分鐘，車資約14,000~19,000韓元)

  3~11月 10:00~17:00 / 12~2月 10:00~16:00(週一公休)

 免費

INFORMATION

朝鮮儒學家尹拯（號明齋，1629~1714年）委人建造的兩班住宅，建築風格獨特，充分

展現出尹拯既非襤褸，也無奢華的儒生精神。空間結構上與一般的兩班住宅大同小異，

但卻未設高柱大門或高牆，藉此營造出開闊感。高低不一的建築物呈梯形配置，可有效

提高日照量，達到冬暖夏涼的需求。在設有人工蓮池與茂密樹林的庭園中，可細細品味

朝鮮時代的造景手法。

古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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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屋中的悠閒時光
若想親身感受韓國傳統韓屋中的悠閒，不妨前往韓屋餐廳或韓屋咖啡館。可坐在古雅的

韓屋中啜飲傳統茶，品味韓國建築之美，或是一邊品嚐義大利麵，一邊體會蘊藏於寧謐

中的時尚摩登。以下介紹鄰近知名景點且深受韓國人喜愛的韓屋餐廳與韓屋咖啡館。

星巴克慶州大陵苑店展望

1894舍廊齋

杏園

Hangwon杏園

 史密斯愛韓屋

 披薩、義大利麵

 02-722-7003

 首爾特別市鍾路區三清路22-7

 Mansion 5

 早午餐、班尼迪克蛋

 www.instagram.com/mansion5_daegu

 大邱廣域市中區中央大路79街28

 鳥鳴水聲

 傳統茶、刨冰、紅豆粥

 solicafe.site123.me

  京畿道城南市壽井區梧野南路38號街10

 多人韓屋咖啡館

 傳統茶

 www.instagram.com/hanok_cafe_dine

 京畿道金浦市毛潭公園路170-4

 1894舍廊齋

 咖啡、蕎麥鬆餅

 instagram.com/cafe_1894

  慶尚北道慶州市鮑石路1068號街23

 星巴克慶州大陵苑店

 咖啡

 www.istarbucks.co.kr

 慶尚北道慶州市瞻星路125

 杏園

 傳統茶、咖啡

 hangwon.modoo.at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豐南門3街12

 展望

 咖啡

 jeonmangnet.modoo.at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韓紙街89

近代建築

18世紀末葉，風格迥異的西洋建築樣式隨朝鮮(1392~1910年)

開港而傳入韓國，其被廣泛應用於宮殿、天主教堂與住宅之

中，造就出融合韓屋與歐風建築的奇麗風光。

韓國建築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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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壽宮大漢門每天進行三場
（11:00、14:00、15:30）德
壽宮王宮守門將交接儀式，
重現朝鮮時代守衛王宮的守
門將實際交接流程。

 首爾特別市中區世宗大路99(德壽宮內)

 www.deoksugung.go.kr

  02-751-0753    地鐵1、2號線市廳站2、3號出口，步行10分鐘钟

 地面展覽室：09:00~18:00(自由參觀)

 免費(須購買德壽宮門票(1,000韓元)，週一公休)

* 1、2樓：解說員導覽(事前預約制，外國人可於現場預約)

INFORMATION

德壽宮石造殿
大韓民國近代史的象徵

曾是朝鮮（1392~1910年）末代皇帝、大韓帝國首任皇帝高宗（1852~1919年）的起居

空間，目前已改建為大韓帝國歷史館。隨著高宗強烈的近代化意志而興建的德壽宮石造

殿為朝鮮宮殿中唯一的西式建築，亦是韓國第一座西式石造建築，由英國人J.R.Harding

設計，1910年完工。整體遵照新古典主義樣式，比例嚴謹，左右對稱。建築正面以愛奧

尼柱式圓柱支撐三角形結構屋頂，令人聯想到希臘的羅馬神殿。

歷 史 館

 首爾特別市中區世宗大路21街15

 www.cathedral.or.kr   02-730-6611

 地鐵1、2號線市廳站3號出口，步行5分鐘

 週一~六 11:00~16:00

 免費

INFORMATION

首爾主教座天主教堂所在
的貞洞設有首爾徒步旅遊
（dobo.visitseoul.net）與
西小門朝聖之路活動，可
傾聽各式建築所訴說的韓
國近代史。

大韓聖公會首爾主教座天主教堂
羅馬樣式與韓屋的結合

大韓聖公會的代表天主教堂，由英國人A.Dixon操刀設計，1922年動工，1926年竣工當

時仍是半完成狀態。原訂型態為大型十字架，但受到日本所頒佈的物資動員令影響，使

得建材籌措受限，而成為1字型態建築。1993年在英國萊辛頓地區博物館發現設計原稿

後，依此於1996年重建為十字架型態。整體建築採羅馬樣式，氣勢雄偉，窗櫺與屋頂等

部分仿造韓屋，展現出韓屋特有的靜謐情調。

天 主 教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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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洞天主教堂
建於殉教者之地上的天主教堂

殿洞天主教堂建於朝鮮時代無數信徒遭處死的地點，深具歷史意義。崇尚儒教思想的朝

鮮排擠天主教，曾多次處死信徒，1791年與1801年曾有大批信徒在目前殿洞天主教堂所

在位置殉教。殿洞天主教堂依照法國神父Poisnel的設計，1908年動工、1914年完工，

主要採羅馬樣式，部分混入拜占庭樣式，紅灰兩色磚塊交疊而成的建築

外觀散發出柔和色調。

天 主 教 堂

殿洞天主教堂所在的全
州韓屋村密集著800多棟
韓屋，可參與製作韓紙
娃娃、試穿韓服等傳統
體驗，也能品嚐全州代
表美食全州拌飯。

  全羅北道全州市完山區太祖路51

 www.jeondong.or.kr

 063-284-3222

  於全州站搭乘119、79、1000路公車在殿洞天主教堂‧韓屋村下車

  09:00~17:00

 免費

INFORMATION

 大邱廣域市中區一帶

 www.jung.daegu.kr

 053-611-2000

  大邱地鐵1、2號線半月堂站18號出口，步行10分鐘、大邱地鐵2、3號線青蘿丘站9號出口，步行5分鐘

  依建築而異   免費

INFORMATION

大邱近代文化街導覽
大邱市開設的免費導覽活動，於網站(www.jung.daegu.kr)報名後，便可在導覽
員的陪同下遊覽近代建築街。

文化財夜景之旅
可欣賞韓國近代文化與優美夜景的夜景之旅(www.jung.daegu.kr)於每個月第三
週週五晚間7點舉辦，約需3小時。

大邱近代文化街 
回到韓國近代的時光之旅

大邱受韓戰（1950~1953年）波及程度小，進而得以完善保存近代建築，其中近代文化

街因聚集著眾多歷史意義深遠的建築物，遊客如織。儘管全長不過1.64公里，但若要仔

細欣賞所有建築物，少說也得花上2個小時。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為以韓屋瓦片屋頂妝

點西式建築的斯威茲住宅、呈現羅馬樣式的桂山主教座大天主教堂等；透過李相和‧徐

相敦古宅與3.1萬歲運動路可深刻感受日據體制下的朝鮮人生活。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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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紀行

韓國保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13件、人類無形文化遺產20件、世界紀錄遺產16件，

以下介紹6件與建築物相關的遺產。(以2019年5月為準)

海印寺藏經板殿 海印寺藏經板殿

 石窟庵‧佛國寺（1995年登載）

建於8世紀後葉的佛教古蹟，被譽為東北亞古代佛教藝術巔峰巨作之一，可從中看見洋溢新羅人創造力

的藝術美感、優異的建築技術與雕刻技法。

石窟庵  慶尚北道慶州市佛國路873-243  seokguram.org

佛國寺  慶尚北道慶州市佛國路385  www.bulguksa.or.kr

 海印寺藏經板殿（1995年登載）

為保存製於13世紀的8萬餘張高麗大藏經板，於15世紀興建的全世界唯一木板保管專用建築，建造時

活用科學原理，使木板歷經六百多年歲月仍完好如初。

 慶尚南道陜川郡伽倻面海印寺街122   www.haeinsa.or.kr

鳳停寺華城

浮石寺

通度寺法住寺

 宗廟（1995年登載）» 請見P.31

 昌德宮（1997年登載）» 請見P.30

 華城（1997年登載）

朝鮮以建設新邑城與防禦為目的，於18世紀大動土木興建的城郭。建造當時以傳統築城技法為主，輔

以東西洋新穎科學知識與技術，締造出不同以往的全新城郭樣式。

 京畿道水原市長安區迎華洞320-2   www.swcf.or.kr

 山寺，韓國的山地僧院（2018年登載）

集結七座體現韓國山地型佛教寺廟類型的寺廟，建造迄今，功能與特徵一如既往，藉以延續僧侶的信

仰、精神修行與日常生活。

通度寺  慶尚南道梁山市下北面通度寺路108  www.tongdosa.or.kr

浮石寺  慶尚北道榮州市浮石面浮石寺路345  www.pusoksa.org

鳳停寺  慶尚北道安東市西後面鳳停寺街222  bongjeongsa.org

法住寺  忠清北道報恩郡俗離山面法住寺路405  beopjusa.org

麻谷寺  忠清南道公州市寺谷面麻谷寺路966  www.magoksa.or.kr

仙巖寺  全羅南道順天市昇州邑仙巖寺街450  www.seonamsa.net   » 請見P.34

大興寺  全羅南道海南郡三山面大興寺街400  www.daeheungsa.co.kr

佛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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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觀光公社機構網              www.visitkorea.or.kr
總社  (26464) 韓國江原道原州市世界路10   82-33-738-3000

海外支社(亞洲地區)

臺北 (110)臺灣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32樓3206室   886-2-2772-1330   886-2-2777-1330   ktotp@knto.or.kr

香港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世界貿易中心22樓2202-2203室   852-2523-8065   852-2845-0765   general@knto.or.kr

北京 (100020)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光華西里1號韓國文化院3樓   86-10-6585-8213~4   86-10-6585-8147   beijing@visitkorea.or.kr

上海 (200030)中國上海市徐匯區漕溪北路396號匯智大廈502室   86-21-5169-7933   shanghai@knto.or.kr

廣州 (510620)中國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385號太古匯一座8樓803室   86-20-3893-1639   86-20-3893-1221   koreaplaza@knto.or.kr

瀋陽 (110004)中國瀋陽市和平區青年大街286號華潤大廈A座33樓6室   86-24-3137-9343   86-24-2281-5155   ktosy@knto.or.kr

成都 (610041)中國成都市武侯區人民南路三段1號平安財富中心26樓2604室   86-28-6557-2311   86-28-6557-2312   chengdu@knto.or.kr

西安 (710065)中國西安市雁塔區南二環西段64號凱德廣場16樓1室   86-29-8964-0100   86-29-8964-0106   weibo.com/XIANKTO

免費提供 한국의 아름다운 건축물(중국어 번체)

發̇行 : 韓國觀光公社

本̇手冊收錄之內容以2019年6月為準，日後可能有所變動，敬請見諒。

本̇手冊之資訊及著作權歸韓國觀光公社所有，您可於官網(www.visitkorea.or.kr)查閱電子書。

1330是在世界各地都能進行韓國旅遊諮詢的專線，由韓國觀光公社偕同全國各旅遊諮詢中心提供。為方便外國遊客，

目前提供中文、英文及日文等多種語言服務，全年無休，24小時隨時為您服務。

‧在韓國 1330 ‧在海外 +82-2-1330 ‧Wi-Fi免費通話 下載APP「1330 Korea Travel Hot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