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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首爾延伸腳步，換上雀躍心情，和美女部落客 Alisha、OREO一同漫遊夢幻新樂

園「京畿道」。圍繞車水馬龍的都會區，山明水秀的京畿道就像是韓國的後花園。搭乘首

都圈四通八達的地鐵網路，推開夢想任意門，你可以飛到小王子的奇幻星球，童真夢幻

的愛寶樂園，荷花滿開的浪漫水岸，或者在櫻花飛舞的水原華城，穿越到韓劇中古色古

香的世界。和知名部落客 Alisha、OREO一起發現京畿道夢幻角落，徜徉純淨山水，嘗遍

當地美食，京畿道樂活秋日女子旅即將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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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的樂趣。就是在湖畔市集

遇見獨一無二的創作。

換上韓服假裝自己是兩班貴族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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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平兩江匯集、山巒疊翠，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美景，是自行車愛好者趨之若鶩的

人氣景點。優美環境吸引了有機農人與藝術家沿河擺攤，也成為愛好攝影人們的築

夢踏實的夢想基地。每逢秋日，楊平山區染上一片火紅，龍門寺的古剎秋色也是不

可多得的美景。

兩水站自行車租借站

交通： 地鐵中央線兩水站 1 號出口

        （出口左前方） 
時間：09：00~18：00
費用： 單人自行車 1 小時 3,000 韓元、協

力車 1 小時 5,000 韓元

兩水頭

交通： 地鐵中央線兩水站下車後，步行約

15~20 分鐘

地址：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頭街 125

相識，暈染著記憶中幸福的色彩。

沿河騎到兩江匯流處「兩水頭」，寬闊的

河岸兩旁水草茂盛，荷花幽然綻放，澄澈江

水孕育出秀麗的山川風光，從兩水頭可以到

以賞荷聞名的洗美苑，循著山光水色探訪幽

境裡的花草芬芳，身心彷彿也得到洗滌而煥

然一新 。

傳遞幸福的鄉土味

兩水因為過去漕運發達，許多船夫上岸後

想裹腹，又或著飲酒做樂後想要解宿醉，就

會喝一種獨特的「解酒湯」。使用牛血、牛

肚等各種內臟和發酵酸菜長時間熬煮，具有

醒酒顧脾胃的功效，香濃解酒湯隨著水運

好滋味傳千里，許多遊客也會專程前來大快

朵頤。用柴燒大釜熬煮的湯頭鮮濃中帶著薰

香，牛血軟嫩滑口，適當辣度逼出汗水和酒

精，頓時感到神清氣爽。

兩水綠色騎行

兩水，指的是源自金剛山的北漢江，與金

台峰山麓的南漢江。兩條碧悠悠的江水在這

片三角洲相遇，匯流成首爾的母親之河—漢

江。兩水過去是水路交通樞紐，扼守江原道

與忠清北道至首爾的水路運輸。隨著陸路交

通日益發達，河運逐漸衰退，從歷史退場的

兩水後來被指定為綠色地帶，禁止捕魚與造

船等行業，讓水岸生態得以保存。

在車站旁租借自行車，踩踏鐵馬迎風走訪

山光水色。兩水鐵橋自行車道繞行兩江匯流

處的自然溼地，專用車道敷設完善，途中經

過優美的跨河鐵橋，風景無限美好。除了像

我們這樣輕裝慢行的遊客，還有許多全副武

裝的自行車騎士，放著輕快音樂從我們身邊

呼嘯而過。舒爽宜人的微風吹拂髮梢，道路

兩旁盡是盛開的野花，視野沿著河谷向綿延

山脈延伸，細膩又自然的風景讓人感到似曾

洗美苑

交通： 地鐵中央線兩水站下車後，步行

約 10 分鐘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路 93 
時間： 夏季（3~10 月）09：00~18：00

（7/1~8/15 至 19：00）、

          冬季（11~2 月）09：00~17：00 
休日：週一（6/1~8/31 週一不休館） 
費用：5,000 韓元

網址：www.semiwon.or.kr

青山碧水的慢活節奏

中央線   楊平

從兩水車站租借自行車，在水源地綠色騎行。

楊平特色美食就是以牛內臟熬煮的解酒湯。

從畫框取景，在鏡頭下留駐

湖光山色。

兩水鐵橋自行車道由

廢棄鐵道改建而成。

騎乘自行車繞行綠草

如茵的自然溼地。

Yangpyong

風景如畫的兩水頭，是許多古裝劇的拍攝地點。

楊平

兩水

龍門

中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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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排骨是另一道楊平特色美食，走傳統路

線的餐廳「草家之愛」，木造韓屋中庭滿植

花木，天光從透明頂篷溫柔灑落，散發傳統

房舍獨特的安適感。店內使用京畿道鄉土食

材，製作豐盛的韓式套餐。阿姨推著小餐

車，香烤明太魚、醃漬芝麻葉、拌雜菜、藍

莓沙拉、各種泡菜⋯⋯琳瑯滿目的小菜堆滿

桌，搭配主餐香濃入味的燉排骨，豐盛的滋

味和口感層次，徹底展現韓式料理的魅力。

留駐夢想的咖啡店

這間位在楊平郊區的咖啡廳，因為獨特的

相機外觀，被美國網站「Buzzfeed」編輯選

為死前必訪的 25間咖啡廳之一。艷紅色的

雙眼相機矗立在田野之間，醒目造型讓人急

著想一探究竟，兩層樓的店裡空間不大，堆

滿各種復古相機和攝影書籍，充分可以看出

店主的興趣。

在陸軍服務時皆擔任直升機運輸官的店主

夫婦，一家三口透過這間咖啡店描繪出夢想

的模樣。「我想要有間咖啡店，女兒想要一

隻狗，而先生最愛的，就是他收藏近 15年

的相機。」店主郭明喜說。他們用幸福打造

溫馨的鄉間咖啡屋，以愛情烹煮美味香濃的

咖啡和甜點，如今兩人希望將夢想傳遞給來

訪的顧客們。顧客寫下夢想後，店主用拍立

得翻拍，讓顧客可以隨身攜帶，隨時提醒自

己不忘初心。在自然圍繞的店內享受自在角

落，溫暖故事讓香濃咖啡入口回甘，胸中滿

溢的幸福感，內心也跟著甜了起來。

河畔有機市集

趁著風和日麗的秋日親近郊外，來到汶湖

里 River Market體驗趕集樂趣。河畔市集又

叫做「小雞市集」。20位藝術家們浪漫地

選擇在河畔的青草地上擺攤，他們的理念逐

漸吸引其他夥伴與顧客，如今成為約 180個

攤位的熱鬧集市。

漫步河畔青草地，和有機生產的農家話家

常，挑選藝術家製作的生活藝品，美食餐車

飄出烤肉香，一旁堆滿笑容的大姊頻頻招

手，請你免費試喝自製發酵米茶，在 River 

Market不僅挑好物，更和賣家彼此交流做

朋友，即使語言不通，人們享受生活、友善

自然的樂活態度，拉近了彼此的心靈。 作夢的照相機

交通： 地鐵中央線龍門站下車後轉搭計程

車，車程約 10~15 分鐘，車資約

9,000~10,000 韓元

地址：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中元里 341-13 
時間：11：00~18：00 
休日：週日、週一 
網址：blog.naver.com/pilotgirl

汶湖里 River Market        
交通： 中央線兩水站下車後轉搭免費接駁車

（10:00~17:00 每小時一班）或計

程車，車程約 20~30 分鐘，車資約

13,000~15,000 韓元

地址： 京畿道楊平郡西宗面汶湖里 655-2 
時間： 每月第一週的週六 10：00~ 日落，

每月第三週的週六、週日（規模較

大） 10：00~ 日落

網址：www.rivermarket.kr

草家之愛 초가사랑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 426
時間：09:30~21:30
價格： 燉排骨定食一人份 22，000 韓元（最

少 2 人份以上）；養生排骨定食一人

份 28，000 韓元（最少 2 人份以上）

Yangpyong
獨一
無二
的

手作
藝品
！

楊平著名的燉排骨，搭配鮑魚滋味更香濃。

上 作夢的照相機店內擺放店主的骨董
相機收藏和寫真書。

下 窗戶設計有如畫框，擷取戶外美好
的田園風景。

在汶湖里河畔市集感受樂活與藝術。

문호리리버마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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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入花木繽紛的繪本世界

以「花、星星、小王子」為主題打造的小

法國村，16幢可愛的法式農莊坐落在綠意

盎然、花草綻放的庭院中，就像是置身阿爾

卑斯山麓的小山村，閉上眼睛，彷彿也嗅到

薰衣草與蠟橘的夏日香氣。

隨處擺放的小王子雕像帶來想像空間，自

從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來此拍攝，中庭廣

場也成為許多女性期望與都教授相會的祕密

花園。沿山坡建築的農莊，裡面是古董雜貨

店、畫廊、人偶劇場等設施，還有一間展示

《小王子》作者生平的聖修伯里紀念館，沿

路藝術探險，每個轉身都是微型驚喜。

晨靜樹木園也是加平的夢幻景點，33公

頃的園區被美麗花朵和蔥育松樹覆蓋，頂著

尖塔的白色教堂，以及跨越溪谷的吊橋，將

花園點綴得有如童話場景，一時之間分不清

什麼是夢境，什麼才是現實。這裡最大的特

色，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到花卉，春天是

燦然怒放的櫻花與野花，夏季玫瑰、繡球嶄

露嬌顏，秋天則是菊花與紅楓爭艷，即便是

白雪皚皚的冬天也不寂寞，數十萬盞 LED

燈泡點亮庭園，予人置身銀河般無比浪漫的

感受。

逛完花園，從清平壩到南怡島的路上，有

許多賣炒雞排的店家。走進座無虛席的《傳

聞中的雞排》( 소문난닭갈비 )，香噴噴的烤

雞味首先撲鼻而來，店裡除了香辣夠味的辣

炒雞排，還有使用大蒜、岩燒、原味等醃漬

的四色烤雞排，店家還端上融化起司，鮮嫩

雞肉包裹起司更添濃醇香，讓人停不了口，

白飯、涼麵、炒飯一碗接一碗。

小法國 쁘띠프랑스
交通： 地鐵京春線加平站下車，轉乘加平

觀光巴士，於小法國站下車

地址：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 1063
時間： 週日 ~ 週五 09:00~18:00、週六 

09:00~19:00
費用： 成人 8,000 韓元、青少年 6,000 韓

元、兒童 5,000 韓元

網址：www.pfcamp.com
使用京畿道景點優惠券可享 25% 折扣

加平擁有風景如畫的湖光山色與茂密森林，是首爾人避暑度假

的高級度假區。在蒼鬱的樹林與山谷之間，有許多值得探訪的

可愛花園，包括以書籍《小王子》為藍本打造的鄉村花園，以

及一年四季草木綻放的晨靜樹木園，加平也是前往南怡島度假

的必經路線。

湖光山色韓國小法國

京春線   加平

歐式農舍沿山而建，彷彿置身在法國鄉間。 園內擺放許多藝術作品

和互動式裝飾。

Gapyeong

來小
法國
欣賞

傳統
木偶
秀。

我也是木偶劇
演員斯密達。

加平京春線

花團錦簇的法式庭園，以「花、星星、小王子」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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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滑索浪漫飛行

加平是前往度假勝地，同時也是經典韓劇

《冬季戀歌》拍攝地南怡島的必經之路，到

南怡島一般是搭乘渡輪，而新推出的高空滑

索，則讓 10分鐘船程縮短成 1分半，繫上

繩索即可一路滑進島內。滑索以無動力方式

滑降，剛開始看到高 80公尺將近 10層樓的

塔座很難不腿軟，不過硬著頭皮滑出閘後，

一望無際的山水美景讓人豁然開朗，感覺真

的就像在飛翔一樣，開心地大叫出聲，煩惱

全部拋到九霄雲外。

滑索分兩方向通往南怡島和鱉島，鱉島以

10月的爵士音樂節馳名，平時則是人氣露

營地。島上有一座新開幕的二和園，330坪

的蝴蝶生態館內蝴蝶翩翩飛舞，溫室中還有

體驗韓茶的茶坊和咖啡座，啜飲一杯好茶，

在庭院綠意中森呼吸，悠閒自在不在話下。

晨靜樹木園 아침고요수목원
交通：地鐵京春線加平站下車，轉乘加平觀光巴士， 

於晨靜樹木園站下車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 432
時間：08：30~ 日落   
費用：成人 9,000 韓元、青少年 6,500 韓元、

兒童 5,500 韓元，平日優惠成人 8,000 韓

元、青少年 6, 000 韓元、兒童 5,000 韓元

網址：www.morningcalm.co.kr
※ 使用京畿道景點優惠券可享 22% 折扣

傳聞中的雞排 소문난닭갈비
交通：地鐵京春線 加平站下車，1 號出口步行 (600

公尺 )至加平客運巴士站， 轉搭31-7號公車，

於天堂木民宿 ( 하늘목펜션 ) 站下車後再步行

前往約 5 分鐘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樹木園路 218( 杏峴里 492-7)
時間：4~11 月 10：00~21:00、 

12~3 月 11:00~22:00
費用：炭烤雞排 12,000 韓元 ( 一人份 )、辣炒雞排

12, 000 韓元 ( 一人份 )
網址：http://somoon.net/

南怡島高空滑索 남이섬 짚와이어
交通：地鐵京春線 加平站下車，轉乘加平

 觀光巴士，於南怡島站下車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漢江路 1024
時間：夏季 09：00~19：00、

          冬季 09：00~18： 00   
費用：38,000 韓元，包含南怡島入場費

 與接駁船

網址：www.zipwire.co.kr
※ 滑索視氣象情況可能會有所變動，請事

 先透過網站確認 

加平二和園蝴蝶小故事

가평 이화원 나비스토리
交通：地鐵京春線加平站下車，徒步 15

分鐘至鱉島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鱉島路 64
時間：3~10 月 09:00~18:00、

         11~ 2 月 09:00~17:00
費用：成人 7,000 韓元、2~19 歲 5,000

韓元

網址：www.ewhawon.com

搭乘高空滑索一路「滑」進南怡島。

南怡島是熱門的度假勝地。

漫步在連續劇《冬季戀歌》

中浪漫的紅松大道。

加平二和園蝴蝶小故事中品嘗正宗韓茶。

蝴蝶溫室內粉蝶翩翩飛舞。

鱉島的寧靜自然讓

人身心舒暢。

香烤雞排搭配濃濃起司，

讓人吮指回味。

雞排炒飯香辣

帶勁！

晨靜樹木園占地寬闊，有歐式、

韓式等園林造景。

加平
京春線

Gapy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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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俗村

搭上時光機，走進韓國歷史劇裡的世界。

穿著韓服的農夫正坐在茅葺土房前乘涼，練

武場中相貌威武的武官們展現騎射絕技，博

得滿堂彩。往貴族家宅探頭，裡頭敲鑼打鼓

熱鬧非凡，原來今天正是舉辦大婚的好日

子。

完整重現韓國傳統生活，韓國民俗村打造

朝鮮時代的市集、衙門、樓亭街道，讓遊客

身歷其境，體驗士農工商各階層文化。逛民

俗村除了欣賞建築和表演，更有趣的就是自

己也換上韓服，融入村中當一日古人。在村

外的韓服出租店換好服裝，選擇當個貴族小

姐，或著全副武裝的朝廷命官，由於村民也

都是韓服裝扮，置身其中一點也不顯突兀，

純樸的農村，熱鬧的市集大街，或是兩班家

豪華房舍，每個角度都是最佳取景點，為自

己留下難忘的旅遊回憶。

韓國民俗村 한국민속촌
交通： 地鐵 1 號線水原站 4 號出口或

地鐵盆唐線上葛站 2 號出口，搭

乘免費接駁車即抵

地址：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

90（甫羅洞）

時間： 平 日 09：30~18：30、 週 末 
09：30~19：00（依季節更動）  

門票： 成 人 15,000 韓 元、 青 少 年 
12,000 韓元、兒童 10,000 韓

元。自由使用券：成人 24,000
韓元、青少年 19,000 韓元、兒

童 17,000 韓元

網址：www.koreanfolk.co.kr
※ 開放時間依季節更動，更詳細的參

觀資訊請上網查詢

※ 使 用 京 畿 道 景 點 優 惠 券 可 享

25~33% 折扣

走入韓劇夢幻場景

繽紛有趣的韓國愛寶樂園，主題多元，範圍也相當寬廣。

在韓國民俗村變身韓風美人。

民俗村中重現貴族兩班家的屋舍。

各種精采表演重現

朝鮮時代人文風情。

愛寶樂園 에버랜드
交通： 地鐵盆唐線器興站轉乘龍仁輕軌電

車（愛寶線）至愛寶樂園站下車，

再換搭接駁車即抵

地址：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

園路 199
時間：10：00~22：00（依季節更動）  
費用： 白 天（1 日 ） 成 人 52,000 韓 元、

青少年 44,000 韓元、兒童、敬老 
41,000 韓元。夜間（17：00~）: 成
人 43,000 韓元、青少年 37,000 韓

元、兒童、敬老 34,000 韓元

網址： www.ever land.com/web/
mult i /chineseB/everland/
main.html

※ 開放時間依季節更動，更詳細的票價與

參觀資訊請上網查詢

※ 使用京畿道景點優惠券可享 10~20%
折扣

繽紛樂園魔境夢遊

按耐不住雀躍期待的心情，暫時忘卻現

實，讓遊樂園的歡樂氣氛把煩惱拋到腦後！

在韓國規模最大的愛寶樂園，有驚險刺激的

遊樂設施，繁花綻放的璀璨花園，還結合動

物園、精彩表演、購物中心等，真要玩遍所

有園區三天三夜也不夠用。

慶祝開園 40週年，今年愛寶樂園從四川

臥龍迎來一對毛茸茸的新嬌客。熊貓館內兩

隻熊貓一點也不怕生，整天懶洋洋地發呆啃

竹筍，友善討喜的姿態，只是翻個身打滾都

萌到了極點。搭乘動物專車前進「Zootopia」

野生動物世界，近距離欣賞獅子、老虎、黑

熊等猛獸實際生活面貌，黑熊還會隔著車窗

和遊客打招呼！

想要追求刺激，肯定不能錯過韓國最高的

木造雲霄飛車，從 56公尺高空，以 104公

里的時速直飛而下，木軌道喀嗒喀嗒的響聲

首先就讓人手腳冒汗，從高空俯衝時，重力

加速度讓身體幾乎飄離座位，那種驚險感比

起現代化的鋼骨雲霄飛車有過之而無不及。

Yongin

距離首爾不到一小時車程，龍仁兩大樂園是首爾近郊匯聚人氣的的熱門景點。韓國歷史劇

中的傳統農村，以及貴族世家的優雅風情在韓國民俗村重現。而樂趣十足的「韓國迪士尼」

愛寶樂園，更是包括《製作人》、《浪漫滿屋》等韓劇中男女主角約會放閃光的招牌拍攝地。

愛寶線   龍仁

泡菜罐是傳統民家不可

或缺的必需品。
韓國最大規模的木造雲霄飛車，刺激度一百分。

來愛
寶樂
園

找我
玩∼

搭乘水陸鴨子車進入野生動物園，和長頸鹿家族互動。

愛寶線

前垡  愛寶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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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秋老虎還在發威，戶外驕陽正炙，遊

客紛紛躲到室內找樂子。在高陽新開發的大

型複合式文化中心 Onemount中，遊客們攜

家帶眷，抱著泳圈和野餐盒衝入水上樂園，

走進宛如北極圈聖誕老人村的冰雪世界。總

面積 16公頃的 Onemount境內還包括購物

中心、美食餐廳等設施應有盡有，待上一整

天也不厭倦，加上終年表演與活動不斷，正

是首爾人假日遛小孩的最佳首選。

置身夢幻雪國 

新落成的 Onemount冰雪樂園以芬蘭的

聖誕老人村為靈感，打造有如《冰雪奇緣》

樂園內的人氣設施包括由哈士奇拉的狗狗

雪橇，以及一座約兩層樓高的冰滑梯，滑梯

乍看不覺得可怕，但是坐著輪胎一滑而下的

當下，還是刺激地讓人大叫出聲，忍不住想

再多玩幾遍才過癮！

心跳百分高空滑水道 

結合韓國最大規模的室內戲水區，高度第

一名的大型戶外水上設施，以及韓國傳統三

溫暖，讓 Onemount水上樂園一年四季遊人

如織。打造海島風情的室內波濤池、250公

尺長的漂流河道讓全家盡情戲水，膽子大點

的，則不要錯過三條霸王級的戶外滑水道。

沿著樓梯爬上離地 50公尺的高空滑道，然

Onemount 원마운트
交通： 地鐵 3號線注葉站 3號出口

步行約 16分鐘。或注葉站 2
號出口乘坐免費接駁車（約

每 15分鐘發一次車，10：
00~18：30） 

地址：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
世界路 300（大化洞）

時間： 平日 10：00~19：00、假日
10：00~20：00

費用： 水上樂園 50,000韓元。冰
雪樂園 25,000韓元、假日
30,000韓元（防寒衣租借
5,000韓元）

網址：ch.onemount.co.kr
※使用京畿道景點優惠券可享

50%折扣

一樣，由冰晶與雪景鋪陳的夢幻世界。不需

換穿溜冰鞋，可以直接走到冰場中滑雪橇、

玩冰溜雪，單純自在地享受「下雪了」的樂

趣。冰場氣溫約 15度，往內穿過雪洞來到

聖誕老人的家，氣溫降到只有 5度左右，冷

得讓人直打哆嗦，暑氣頓時一掃而空，每逢

整點天空會飄散棉柔白雪，仔細一看原來是

泡泡做成的雪花，白雪飄落冰場、芬蘭木屋

造景與旋轉木馬，浪漫得彷彿走進童話書的

場景。

後乘著水流急衝而下，那種心臟快飛出胸口

的痛快感實在非筆墨能形容。瘋狂玩樂、盡

情大笑，就是在水上樂園的專屬權力。

綜藝節目「Running Man」劇組曾經
在雪屋挑戰闖關。

水上樂園擁有韓國規模最大的室內戲水區。

超刺激的戶外滑水道，讓你叫得開懷。

冰雪樂園中貨真價實的狗雪橇，奔跑速度飛快。

樂園每到整點就會下起幾可亂真的泡泡雪。

徜徉在一年四季下著綿綿細雪的奇幻園地，想像自己化

身靈活的海豚，從高空水道一躍而下，潛入微暗的藍色

深海，與大魟魚比肩遨遊，位於首爾近郊的衛星城市高

陽，精彩紛呈的主題樂園拓展視野，在這個充滿想像力

的世界，只要你願意，沒有什麼不能實現。

跌入不思議的繽紛世界

3 號線   高陽

Goyang

注葉

3 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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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相約優雅夜晚

亭子洞與首爾清潭洞同為韓國的高級住宅

區，在綠意盎然的林蔭大道旁，充滿設計感

的咖啡店、小酒館、時尚精品店林立，天氣

晴朗的日子，打扮入時的人們在露天座位

品味手沖咖啡，啜飲小酒享受消夜，從白

天優雅到深夜。彷若巴黎街頭的雅致的氣

氛，使亭子洞咖啡街之名不逕而走，電視劇

《太陽的後裔》也到當地知名的 dal.komm 

COFFEE取景，拍攝男女主角會面的場景。

影迷們也可以點杯劇中特製的愛心巧克力拿

鐵，重現男女主角的浪漫時刻呢。

南漢山城歷史散策

朝鮮時代漢陽城分別由北部開城、南部水

原、西部江華、東部廣州四座城池駐守。東

邊的廣州即為南漢山城，從百濟始祖溫祚始

建以來，南漢山城歷經兩千年歲月，並在朝

鮮時代作為皇帝的行宮與避難景點使用。

歷經豐臣秀吉的軍隊圍城、改朝換代等歷

史更迭，南漢山城在戰爭結束後幾乎破壞殆

盡，直到 2010年透過各方奔走方才修復，

回歸往日風貌。山城四周森林幽深，四季景

色宜人，特別是秋日楓葉紅映滿山，為古老

城池憑添詩情畫意。

咖啡香氣中的懷舊風景

盆唐線   新盆唐線   盆唐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交通： 地鐵搭乘盆唐或新盆唐線至亭子站（정자）

下車，5 號出口直走一個街區再左轉，步行

約 10 分鐘

地址：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亭子洞

dal.komm COFFEE（盆唐亭子洞咖啡街分店） 
交通： 地鐵搭乘盆唐線或新盆唐線到亭子站下車，

從 3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地址：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亭子洞 PRUGIO CITY 
3 期 D 棟 108、109 號

時間： 平日 08：00~23：00、

          假日 10：00~23：00
※ 使 用 京 畿 道 景 點 優 惠 券 可 享 甜 蜜 咖 啡 dal.
komm COFFEE 折扣

南漢山城

交通： 地鐵 8 號線山城站 2 號出口出站後搭乘 9 號

綠色公車

地址： 京畿道廣州市南漢山城面南漢山城路 731
        （南漢山城面）

時間： 夏季 (4~10 月 )10：00~18：00、

          冬季（11~3 月）10：00~17：00、

休日：週一

費用：成人 2,000 韓元、青少年 1,000 韓元

網址：www.gg.go.kr/namhansansung-2
※ 南漢山城提供外語解說服務，詳情請諮詢南漢山

城訪問中心。電話：+82-31-745-2845

咖啡店 dal.komm COFFEE是連
續劇《太陽的後裔》拍攝地。

Aqua Planet動物新樂園

結合水族館、鳥園與室內動物園，由韓華

集團打造的 Aqua Planet是 325餘種、3.65

萬隻海底生物與陸地生物的家。旅程從海底

世界開始，水母們在海中無重力漂浮團團起

舞，小丑魚、各種熱帶魚爭奇奪艷，彷彿打

翻的調色盤。館內定時舉辦餵食秀，飼育員

穿潛水裝泅泳在大水槽中，與巨大魟魚共

游，還會帶著長鬍子的海象和觀眾打招呼，

不過要小心海象興頭一來，可是會調皮撥水

把你濺得一身濕。

從海中逐漸步入陸地，生物種類也從魚

類變成海獅、海象、水獺等兩棲補類，

半開放式模仿叢林造景的展示空間「The 

Paradise」，還有大花豹懶洋洋地掛在枝頭

魷魚燉排骨 오대갈
交通： 地鐵 3 號線白石站 5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地址：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白石洞 1280 
時間：16：00~04：00
費用： 魷魚燉排骨 95,000 韓元（1 人份，

第一次點餐至少 2 人份以上） 

睡懶覺，熱帶鸚鵡展翅飛翔，火鶴在人工瀑

布旁昂首，頗有置身伊甸園的感受。看著動

物們的萌態，什麼壓力也就煙消雲散了，格

外有療癒效果呢。

海陸交織高陽料理

搭乘接駁巴士回到高陽市區，這間位於餐

廳街的老店每到晚上總是座無虛席。每桌必

點料理，就是店裡招牌菜魷魚燉排骨，兩隻

新鮮魷魚和軟嫩香濃的排骨馬鈴薯湯以大火

煮滾，魷魚口感軟嫩香氣足，鮮味完全釋放

到高湯中，而排骨經長時間燉煮後香軟充滿

膠質，再加上些許辣椒的刺激感，格外酣暢

淋漓。一口香濃魷魚，再一口好酒，暢快不

亦樂乎。

Aqua Planet海洋世界  아쿠아플라넷
交通： 地鐵 3 號線注葉站 2 號出口直走約 15 分鐘

地址：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園區路 282（大化洞）

時間：10：00~19：00
費用：29,000 韓元、青少年 26,000 韓元、兒童 24,000 韓元

網址：www.aquaplanet.co.kr/ilsan/index.jsp
※ 使用京畿道景點優惠券可享 30% 折扣

馬鈴薯排骨湯中放入整隻魷魚提鮮。

Aqua Planet打造從海底到陸地的
可愛動物伊甸園。

Bundang

Goyang 夜晚的亭子洞飄散咖啡香氣。

電視劇中出場的

愛心巧克力拿鐵。

唉一古，台灣女生
都這麼可愛啊！

盆唐線

8 號線

利用光影營造不可思議的水中世界。

靠近江南區的盆唐，過去是帝王行宮所在，如今則成為新興的高級住宅

區，林蔭道旁時尚咖啡店林立，芳醇咖啡香中飄散著優雅的人文氣質，

韓劇《太陽的後裔》也選中這裡做為主角的戀愛場景。

亭子

3 號線
注葉

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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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客人們翻炒紅通通的辣炒血腸，大口喝

燒酒，氣氛熱絡而歡騰。

漫遊華城除了步行，也可以租借自行車，

或搭乘龍頭造型的華城列車。我們就像是古

代皇帝出巡一樣，悠閒地遊覽各大景點，車

內還會播放語音介紹，飽覽華城景色之外，

也像是上了一堂歷史講座。

八達門牆角被規劃為國弓射箭場，舉起長

弓瞄準靶心，想像自己化身帥氣神射手，出

手固然容易，但要射中靶心可不簡單。除了

射箭，還有韓服體驗活動，華城行宮前也固

定舉辦守衛儀式、正祖出行等表演，各種動

態活動為歷史遺產貫注生命力，傳統文化在

華城中，仍然是現在進行式。

漫步行宮，工坊街品韓菓

來水原必訪的華城行宮，是正祖祭拜父親

莊獻世子時留宿的宮殿。莊獻世子代理聽政

十餘年，因為嚴重憂鬱症被英祖廢為庶人，

關進米櫃中活活餓死。隨後登基的正祖為紀

華城浪漫，水原歷史物語

車輛駛入水原八達門，石疊城墎、亭閣飛

簷映入眼簾，彷彿穿越時空，來到《大長

今》、《擁抱月亮的太陽》等韓國古裝劇的

時代。

建於 14世紀的水原華城是朝鮮王朝的邑

城，朝鮮第 22代王正祖為了紀念父親，在

水原打造新城，全長 5.7公里的城牆懷抱市

區，城內小溪潺潺，映照樓閣倒影，過去帝

王住宿的華城行宮內建築古色古香，似乎一

個轉身，就會看見戴著寬沿帽的武官，或著

綁長辮的供女低頭走過。

繞著城牆漫遊老城，四座門樓姿態各有千

秋，其中北門長安門與南邊的八達門做為主

要出入口，設計最是宏偉壯闊。半月型的甕

城懷抱樓門，登上城樓從高處睥睨往來車

潮，軍旗迎風飄揚，內心也湧現一夫當關的

氣概。城牆外是人聲鼎沸的八達門市場，大

叔大嬸熱情叫賣生鮮蔬果和日用品，近 40

間販賣血腸與黑白切的攤販聚集在市場一

水原華城 수원화성
交通： 地鐵水原市區公車幾乎都有行經城郭周邊，通常從西將臺、

八達門方向，或長安門、華虹門、長安公園的方向開始參

觀為佳，請在水原市外巴士客運站或水原站搭乘公車前往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 910（長安洞）長安門

時間：夏季 (3~10 月 ) 09：00~18：00、

          冬季（11~2 月）09：00~17：00   
費用：成人 1,000 韓元、青少年 700 韓元、兒童 500 韓元

網址：www.swcf.or.kr
※2016 年為水原華城訪問年

          詳細內容請見官網：2016.suwon.go.kr

華城列車 화성열차
交通： 地鐵 1 號線水原站搭乘 77-1、7 號公

車至蒼龍門下車，車程約需 15 分鐘

搭乘地點： 練武臺售票處、八達山售票處

時間： 10：00~17：50，一天約 12 班次，

下雨、下雪停駛、

費用： 成人1,500韓元、青少年1,100韓元、

兒童 700 韓元

※ 行駛區間：八達山—華西門—長安公園—           
長安門—華虹門—練武臺，單程 30 分鐘

國弓射箭場挑戰百步穿楊。

龍頭造型的華城列車

周遊水原華城景點。

古老城牆圍繞水原舊城。

華城行宮是正祖到顯隆園祭拜父親時留宿的宮殿。

世界遺產水原華城是圍繞水原市中心的壯麗都城，雄偉城牆與華麗宮殿見證朝鮮時代的盛

世興衰，八達門下傳統市場人潮不絕，大叔大嬸的熱情活力伴隨蒸騰熱氣，直到深夜也不

消停。延伸腳步來到鐵道都市義王，圍繞水岸溼地的自行車鐵道，引領走入如詩如畫的田

園自然。

Suwon

仔細
端詳

精細

的建
築結
構。

念父親，將莊獻世子葬至水原八達山，從無

到有打造水原華城，並將華城行宮修築地美

輪美奐，規模勘比正宮景福宮，優美行宮同

時也是電視劇《大長今》的拍攝場景。

行宮旁有一條寧靜的石疊路，民宅牆面彩

繪創意十足的壁畫，可愛的陶藝店、手工雜

貨店和咖啡店隱藏在盛開的花草身後，靜待

有緣旅人到訪。被櫃中五顏六色的手工年糕

吸引，我們走進了咖啡店「카페 단오」，
手工藝品妝點的店裡散發溫暖懷古的氣氛。

韓國年糕色彩鮮豔口味多樣，綠色是清新的

艾草，黃色是香甜的南瓜，有的則夾入紅豆

餡、芝麻餡，或是入油鍋酥炸做成麻糬，搭

配酸甜五味子茶或冰鎮沁涼的發酵米茶，甜

蜜美好地讓人堆滿笑意。啜飲韓茶，倚靠窗

邊感受老街的懷舊風情，優雅盡在不言中。

Alisha和 OREO置身古色古香的行宮，穿越朝鮮時代。

華城行宮的大門富麗氣派。

華城行宮 화성행궁
交通： 地鐵 1 號線水原站下車，轉搭「11、13、36、39」號公車，於八達門站下車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 825 （南昌洞） 
時間：全年無休，夏季 (3~10 月 )09：00~18：00、

          冬季（11~2 月）09：00~17：00、

費用：成人 1,500 韓元、青少年 1,000 韓元，兒童 700 韓元

網址：www.swcf.or.kr

水原         

穿越朝鮮王朝華麗年代

1 號線   水原   義王

1 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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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排骨的禮讚

在歷史名城水原，美食文化也是淵遠流

長，其中水原排骨是最出名的代表料理。在

韓國，正宗韓牛就像日本神戶牛一樣，是高

級肉品的代名詞。水原排骨的特色就是選用

最肥美的上等牛小排，沿著牛骨片成 0.5公

分，口感最佳。經過直火燒烤的排骨肉質極

為彈嫩，油花與肉汁在口中噴發，此刻再搭

配一口酸爽泡菜，美味到讓人想翩翩起舞。

除了品嘗韓牛原味，店家還會使用水梨、辣

醬等秘製醬料做成醃漬排骨，醃漬後的排骨

口感更飽滿豐盈，香濃多汁的烤牛肉在舌尖

上跳圓舞曲，些微辣度讓人欲罷不能，味覺

滿足到最高點。

烤排骨最佳伴侶非冷麵莫屬，而水原有一

家 60年歷史的冷麵老字號，道地平壤冷麵

搭配水煮五花肉，彈牙麵條搭配水梨泡菜

汁，直叫人通體舒暢越吃越清涼，熱騰騰的

現煮五花肉沾些蝦醬，和冷麵又是一番感官

衝擊，十分地過癮。

鐵道自行車遊樂活水岸

沿地鐵線來到鐵道都市特區義王，風水清

麗的旺松湖是義王的生態亮點，湖畔草花欣

欣生長，粉燦櫻花夾道，純淨山水吸引鳥兒

翩然來作客，交織出水岸花草新樂園。

踩著鐵道自行車繞行湖區，4.3公里的軌

道環湖一圈約 1個半小時，經過水車滴溜

輪轉的生態公園與鳥類生態區，各種裝置藝

術和互動設備增加旅途亮點，可惜此刻並非

櫻花季節，否則通過櫻花樹交錯的林蔭大道

時，該會是多麼夢幻的景色。自然風光無需

太多裝飾，幻化的天光水影與瀰漫空氣中的

野花芬芳，就是最難忘的風景，踩著鐵道自

行車一步一腳印，親身感受自在有機的綠色

生活。

義王鐵道自行車 의왕레일바이크
交通： 地鐵 1 號線義王站 1 號出口，搭

乘免費接駁車約 5 分鐘，或直接

步行前往約 15~20 分鐘

地址： 京畿道義王市旺松

          motdongro 209
時間： 夏季 09：00~20：00、

冬季（12 月 ~2 月底）

       09：00~17：00   
費用： 以台為單位，每台32,000韓元，

最多乘坐 4 人

網址：www.uwrailpark.co.kr

Uiwang

使用高級韓牛碳烤鮮嫩的水原排骨。

咖啡店「카페 단오」
交通： 地鐵 1 號線水原站下車，轉搭

「11、13、36、39」號公車，

於八達門站下車後步行約 10 分

鐘（水原行宮旁工坊街內） 
地址：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行宮路 28
時間： 平日 11：00~23：00、

          假日 10：00~23：00  
費用： 花茶 5,000 韓元、

          核桃餅乾 5,000 韓元

網址：2016.suwon.go.kr/?p=34&vi   
ewMode=view&idx=38

本水原排骨 ( 본수원갈비 )
交通： 地鐵 1 號線水原站轉搭計程車

前往，車程約 13 分鐘，車資約

5,000 韓元

地址：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

233 街 41
時間： 11：00~22：00
        （最後點餐 20：30）    
費用： 原味排骨33,000韓元（一人份）、

調味排骨29,000韓元（一人份）

網址：www.bonsuwon.co.kr

工坊街有許多販賣藝術品

和骨董品的店家。

工坊街內的韓茶店內，享受藝術角落。

韓茶店內品嘗年糕點心和韓式傳統茶。

六十年老字號平

壤冷麵。

鐵道自行車穿越花海與裝置藝術，還有競速區、噴水區等趣味設計。

列車啟程，

準備出發！

1 號線

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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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資訊

從台灣到京畿道可搭乘易斯達、華航、長

榮、德威航空班機往返松山機場與金浦機

場，也可搭乘易斯達、大韓、長榮、華航、

韓亞等航空公司班機往返桃園機場與仁川機

場。除了台北，台中與高雄都有航線直飛仁

川機場。

如何到京畿道

京畿道屬於首都圈地區的一環，大部分城

市都與首爾地鐵相連，交通相當便利。也可

從首爾搭乘搭乘廣域巴士，或是搭乘火車直

達京畿道主要城市，詳情請參考京畿觀光公

社或韓國觀光公社網站。

觀光資訊

京畿觀光公社 駐台辦事處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245號 6樓

           A室 (敦南金融大樓 )

電話：（02）2772-3606

信箱：ggtourtw@gto.or.kr

「Let's go 多彩京畿道」

官方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ggtourtw

京畿觀光公社官網：cnt.ggtour.or.kr

韓國觀光公社官網：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

24小時觀光諮詢電話：+82-1330

水原諾富特飯店
位在三鐵共構的水原車站旁，附近購物商場、餐廳林立，兼

顧奢華享受與便利性，是水原觀光的極佳選擇。

交通：地鐵 1 號線水原站 4 號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 902
電話：+82-31-547-6600
網址：https://novotel.ambatel.com/suwon/main.amb

現代 THE BLOOMVISTA
位於湖水畔的大型度假旅宿，寬敞客房搭配精品家

俬，營造賓至如歸的感受。高級餐廳、SPA、三溫暖

等設施為旅客打造極致舒壓假期。

交通： 地鐵中央線楊平站下車後，轉搭公車（車程約

30 分鐘，車資約 1,100 韓元），或計程車（車

程約 15 分鐘，車資約 11,000 韓元）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 316
電話：+82-31-770-8888
網址：www.bloomvista.co.kr

飛航資訊：

松山機場—金浦機場，每日往返。

桃園機場—仁川機場，每週一、三、五、日往返。

購票訊息：請洽台灣總代理 新瑞旅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97 號 11 樓

訂位電話：02-2567-8668
網址：www.eastarjet.com.tw
          www.168fly.com.tw
※ 另有機加酒與團體旅遊等套裝行程，

    詳情請洽新瑞旅行社

水原 Ramada Plaza飯店
頂級與奢華的代名詞，客房以落地窗引入自然天光，

帶給旅客寬敞舒適的感受。各式高級餐廳與宴會廳，

提供多功能的宴飲住宿選擇。

交通： 地鐵 1 號線水原站 4 號出口，轉搭公車 10、

10-5、66、83-1、6000 至飯店下車。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 150（仁溪洞）

電話：+82-31-230-0001
網址：www.ramadaplazasuwon.com

Value Hotel Worldwide High End
鄰近水原市商圈，以合理價格提供優質服務與住宿環

境，是深受商務與觀光旅客喜愛的商務旅館。

交通： 地鐵盆唐線水原市廳站 10 號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孝園路 299
電話：+82-31-230-6000
網址：www.valuehighend.com

交通   觀光資訊 易斯達航空   京畿道心距離

金浦

坡州

高陽

楊州

議政府

南楊州

加平

楊平

抱川

漣川

東豆川

河南

廣州

驪州

利川龍仁

城南

水原

華城

平澤 安城

始興

安山

義
王

軍浦

安養

富川

光明
果川

九
里

大阜島

靈興島

首爾
仁川

江原道

忠清北道

忠清南道

烏
山

京畿道
Gyeonggi-do

경기도

金浦機場

仁川機場

秉持「合理的價格，誠摯的服務」，易斯

達航空每天往返台北到首爾，讓旅客往來京

畿道暢行無阻，想飛就飛隨心所欲。總部位

在首爾金浦，易斯達是來自韓國的廉價航空

公司。進軍台灣四年來，易斯達航空以優

惠合理的價格與優質服務，深得顧客好評，

航班載客率近九成以上。台灣距離韓國只要

兩個半小時航程，兩地航線往來頻繁，易斯

達提供優惠的機位選擇，讓消費者可以省下

機票錢，花費更多預算在旅途遊樂上，加上

松山與金浦每日均有航班，大幅節省移動時

間，不僅年輕的自住客喜愛，也有許多旅行

團指定要搭乘易斯達班機。

搭乘易斯達航空飛行仁川或金浦機場，只

要轉接地鐵和巴士，即可輕鬆前往京畿道，

暢遊愛寶樂園、韓國民俗村等人氣景點。和

姊妹淘相約京畿道浪漫旅行，易斯達航空無

疑是便利又聰明的選擇。

Horizon-WiFi韓國WiFi租用優惠方案

韓國大容量WiFi租用優惠，每日NT$179元起，多人可同時連線上網！

Horizon-WiFi 不僅僅提供韓國上網服務，其他 110 個國家上網租用

服務也有提供喔！

azTravel 讀者，可從右方的 QR 直接申請，立

即享有部分商品租用優惠！

另外，宅配免運費優惠實施中，同時也提供桃園

機場取機還機服務！

詳情請至 www.horizon-wifi.com 官網了解更

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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