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尔市政厅主楼 
(地下5楼~地上13楼) 
首尔市的新面孔 seoul.go.kr 
 
2012年8月竣工的首尔市厅大楼, 
重新诠释了韩国传统房屋的屋檐, 
其设计环保节能,夏季可遮阴带来清凉感, 
冬季可确保充足阳光,适合采暖。 
首尔市厅大楼不只是员工办公的行政业务空间, 
同时设有垂直庭园,天空广场,  
多功能大厅等设施,也是供市民使用的空间。 
这里不再是枯燥乏味的业务空间, 
已重新诞生为倾听和理解市民的意见， 
并提供各种内容的文化空间。

01  垂直庭园
这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室内植物墙，
从一楼延伸到七楼，
面积达1,516平方米，
栽种着常春藤,黄金葛等14种植物。
 
 1F

02  元叙事-徐伐
“元叙事-徐伐”通过征募获选,
是全寿千教授的作品。
该作品通过光,路和旋风来表现
首尔这一两千年古都的悠久历史。

➊ 希望之光  
象征着首尔市民的希望
➋ 神话之路  
象征着充满活力的首尔神话
➌ 生命之风  
象征着积极与市民交流沟通的首尔 
 
 1F

03  I SEOUL U 大厅
I SEOUL U 大厅是一个各类
主题展区，
包括展示市长办公室内部的
“开放市长室”，
展示首尔市政府创新政策的
“大家的首尔”，
行政数字化平台
“数字市民市长室”
以及展示视频与奖牌的
“首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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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人权泉 
    (市政厅正门左侧)

这是一种以人人皆有的“指纹”为
题材创造的造型艺术作品，象征着
“人权就像一口水一样”的意义。

07  首尔人权回忆图 
     (市政厅正门右侧)

这是将首尔市区各所人权现场
地板上的铜板布置成一幅
首尔市地图的作品。

05  幸福一加一商店
在天空广场,不仅可以俯瞰
首尔广场, 
还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在幸福
一加一商店中品尝到
由残疾人咖啡师精心准备的
可口的饮料以及各种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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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周一~周五 07：30 ~ 18：00

04  天空广场画廊
这里是220平米规模的展厅，
主要举行市民参与型展览或
艺术教育活动，
还可以俯瞰首尔广场，
而广受市民喜爱。
在此，市民可以毫无负担地
尽情观赏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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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10:00 ~ 18:00
周末及节假日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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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冬季(11月~2月)
08:30 ~  20:00(平时) 
09:00 ~  20:00(周末,节假日)

夏季(3月~10月)
08:30 ~  20:30(平时)
09:00 ~  20:30(周末,节假日)

▶元旦,春节,中秋节当天休息 
▶(自2020年1月1日起)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闭馆

B1F

市民听 
(地下1楼~地下2楼)  
市民的声音 seoulcitizenshall.kr 
 
“市民听”在取名之初确定使用“倾听”的“听”而不是 
“市政厅”的“厅”,还设有“倾听的耳朵”形状的造型作品， 
而且另设入口,方便市民出入,这一切都表明首尔市政府 
倾听市民声音,与之沟通的强烈意愿。

“市民听”是一个市民自由表达创新思想的，
“民有，民治，民享”的空间。
在此，市民可以参与和举办演唱会、日用品市场，结婚典礼
以及讨论会、讲座，研讨会等各种项目。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市民们可以充分发挥创意,
展现个性的天地。

一目了然的
首尔市厅大楼
旅游路线

03  I market SEOUL U
这里是展示和销售首尔优秀中小
企业创意产品的空间，聚焦了
美容用品,健康用品、创意小品,
工艺品等各种产品以及市民听
和首尔市政厅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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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开放天廊
开放天廊色彩鲜艳的各个板块
可以拆开,
再根据演出和休息等市民的各种
目的进行重组。
在这里还举办“活力演唱会”,
每个市民都可以事先申请后
在开放天廊舞台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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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市民发言台  
市民听常年开放“我有话要说”
平台，倾听市民声音，
以实现“沟通市政”。

B1F

 

06  公正贸易店·地球村
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通过
公平贸易购买的咖啡和巧克力,
还可以看到各种公平贸易产品。
这里为游客提供为公平的世界
做出不大却重要的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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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军器寺遗址展区  
    (体验区、照相区)

这里展示着在首尔市厅大楼建筑
工地发掘的遗构和文物,
游客可近距离参观朝鲜后期及
近代的军器寺(制造和保存武器
的官府)发掘现场。

B1F

01  旋转楼梯(1楼左侧)

开放时间  冬季(11月~2月)09:00 ~ 20:00 
       夏季(3月~10月)09:00 ~ 21:00 
    ▶元旦,春节,中秋节当天休息 
    ▶(自2020年1月1日起)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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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殿堂
市民听正门
地铁站 

4・19纪念
标石

首尔市议会

 

 

 

人权泉 首尔人权
回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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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厅右侧的
天空广场专用电梯

在天空广场乘电梯
到1楼(大厅)

用1楼左侧的
旋转楼梯到地下1楼

乘坐城市艺廊前面的
电梯到达5楼

向外走去

1F   主楼

首尔市厅大楼 
通通旅游出发点

1
正门 

➊

➋

➌

▶参加“通通旅游”才可以参观此处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110号(seoul.go.kr)
T. 02-120

首尔图书馆 
(地上1楼~地上5楼) 

修建于1926年, 原为京城府办公楼  lib.seoul.go.kr 

这座近代建筑物修建于日本强占时期中的1926年， 
被用作京城府办公楼， 
而从解放后的1946年到2008年一直被用作首尔市政厅。 
2003年，该建筑物被指定为第52号登录文化遗产，成为了 
近代史的活证人。

直至最近,该楼与身后新建的市政厅大楼完成首尔市政府
职能交接后又作为首尔市的市立图书馆出现在广大市民
的面前。 
首尔图书馆作为首尔市政府打造和运营的第一所公共 
图书馆，也作为政策类图书馆，负责制定和实施首尔地区 
有关图书馆的各项政策。

名誉殿堂 
(名誉殿堂(地下1楼市民听  
↔ 1号线市厅站)  
首尔的脸 

01 名誉殿堂 
 
2016年10月正式开放的
名誉殿堂设于通往市民听的
通道两边墙上，
用金色相框(铜板浮雕)展现
对首尔发展和市民幸福
有大功劳的市民或
团体的肖像和业绩。

首尔市政府每年都将选定
有功劳的市民，把他们的
名字刻在名誉殿堂上。

市议会大楼 
(地上1楼~地上2楼)

首尔市议会 smc.seoul.kr 

首尔市议会大楼于1935年
12月10日竣工,
被指定为首尔市第11号
登录文化遗产。
该楼曾被用作京城府民馆、国立
剧院、国会议事堂,市民会馆
以及世宗文化会馆分馆，而现在
被用作首尔市议会主楼议事堂
以及市议会办公楼。

01  一般资料室
一般资料室位于首尔图书馆的
一楼和二楼。
这里收藏了13万多本图书, 
可供阅览和外借。
在数码资料室内可以上
国立中央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
官网查看资料。

02  原市长办公室
原市长办公室在没有损坏
原材料的基础上复原了
20世纪初的面貌。
在经历了几任市长的
市长办公室内,小朋友们可以
坐在书桌上指点江山,
畅想未来。在曾经开过
各种会议的企划状况室的
桌子上,陈列着有关首尔市的
20个关键事件及其相关处理
过程的文件。

02  “4·19革命的中心” 
标石 
 
1960年3月和4月,数万学生
聚集在位于太平路的国会
议事堂(现首尔市议会大楼)前,
为抗议自由党政权的独裁和
非法选举,举行誓师大会。
这里是当年4・19革命的中心,
是一个历史性场所。

03  市议会主楼
市议会主楼于1935年竣工,
在日本强占时期被用作综合
文化空间——府民馆。
这里曾见证四舍五入修宪,
民法制定,10月维新和
第七次修宪等历史性事件。

05  原市政府大楼旧迹展厅
这里展示着拆除原市政府大楼时
保留下来的
一些装饰物和附属物品。
这里还复原了最近并不太常见的
上下推拉窗,
以及1926年用灰泥粉刷的墙壁。

外借对象 首尔图书馆读者卡持卡人 
(在首尔图书馆数码资料室可以办理
读者卡)

外借册数  1人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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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幸福的烘焙咖啡厅
市政厅旧楼屋顶上设有残疾人 
咖啡师工作的
残疾人的幸福工作空间
——幸福的烘焙咖啡厅。
在这里不仅可以喝咖啡，还可以
观赏美丽的景观。

营业时间   
09:00~20:00 
周末 09:00~18:00 
(休息日：周一和图书馆休息日)

屋顶开放(天空庭院)  
09:00~18:00 (3月~11月)

图书馆休息日和出现安全问题时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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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周二~周五 09:00~21:00 
               3.4楼  09:00~18:00 
                周末 09:00~18:00

(周一和节假日休息) 

首尔广场和大钟 

一直在流淌着的
市民们的时间长河

04  首尔广场和大钟
首尔广场曾见证数万名市民
为助威世界杯足球赛,
为举行烛火集会
而团结一心的壮观景象。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97年。
而后，从3·1运动、4·19革命，
韩日会谈反对示威到6月民主化
运动等，
首尔广场一直是市民同心合力，
表达自己声音和愿望的历史性
舞台。

1975年最初挂在首尔旧市政府
大楼上的是一个电子屏的数码
时钟,预告2002年世界杯正式
开始的倒计时活动使它
声名鹊起,
在随后的2003年它被替换成捐赠
给韩国的斯沃琪时钟。
现在悬挂的是韩国企业浪漫神
生产的带有青瓷蓝色的大钟
为首尔市民准确报时。

文化旅游解说员陪您参观首尔市厅大楼
• 旅游路线

垂直庭园、原市长办公室,I SEOUL U 大厅,军器寺遗址展厅,市民听等

• 旅游时间 
   1小时10分左右(周一和元旦、春节,中秋节当天以及每月最后一个周日休息)

• 出发地点 
   市民听(B1)城市艺廊前

• 网上预约 
   首尔徒步观光(dobo.visitseoul.net)  
 
• 解说时间(韩)  周二~周五(10:00, 14:00), 周末(10:00, 11:30, 14:00, 15:30)  
   外语 
   - 周二 10:00(英), 周四 14:00(汉), 周五 10:00(日) 
   - 周六 10:30(英), 11:00(汉), 14:30(日), 15:00(英) 
   - 周日 10:30(英), 14:30(英)

• 现场参与(只有韩文解说) 
   没有网上预约可以直接到现场参加通通旅游全程路线 
   解说时间  平时(11:30,15:30) / 周六(12:00,12:30,16:00,16:30) / 周日(12:00,16:00) 
 

• 咨询电话 
   (02)120，(02)6925-0777(预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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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
市厅站(1、2号线)4、5号出口

公交
一般  790, 799
干线  101, 103, 150, 172, 401, 402, 405, 406, 472, 501, 506, 708
支线  1711, 7016, 7022
广域  M4108, M4130, M4137, M5107, M5115, M5121, 4108, 8800, 9007
机场  6005, 6701

网上预约
首尔徒步观光(dobo.visitseoul.net)

01

1号线市厅站

二号线
乙支路入口站

乐天百货店

清溪川
首尔市议会

首尔总统酒店

首尔市政厅

首尔图书馆

首尔广场首尔市政厅
西小门副楼

2号线市厅站

来访路线

游览首尔市政厅

首尔市厅大楼

1号线钟阁站

德寿宫

开放时间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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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首尔记录文化馆
首尔记录文化馆是与市民共享
有关首尔市的记录和信息的
空间。在此，就能看到以沟通的
象征——首尔广场为题材的
《首尔广场记录展》。

开放时间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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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世界资料室
这里收藏了世界各国大使馆
以及文化机构捐赠的
图书资料。
在此，您可以阅览外国期刊和
报纸。

开放时间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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