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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天真地奔跑到夜幕降臨，然後在都市夜景的背景
下，和來旅行的朋友一起體驗炸雞啤酒，這是不是

也會成為一段愉快的回憶呢？當您仔細閱讀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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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韓國美容之旅
網路紅人 韓先達
CITY GUIDE

楊平：原生態 已足夠美麗
水原：仿佛電影中的一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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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就可以說已經為開始韓流旅行做好了完美的準
備。請關注京畿，我們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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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由31個市郡組成，每一個城市都以各自獨特的故事吸引著旅客們前往。

既可以跟隨韓流明星的足跡，按照最火熱的路線遊玩，又可以漫步在圈內人士深愛的各種小巷弄，

遇見和發現韓國潮流。京畿道地圖上已經佈滿了星標，等著大家去重新解讀已經廣為人所知的地方，
去發現像寶貝一樣深藏不露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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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UN
JOURNEY
TO GYEONGGI-DO
韓先達(SEONDAL HAN)是一個旅遊達人平臺，通過建立豐富多彩的韓國城市內容，不斷地為數位遊民
（Digital Nomad）帶來旅行的靈感。這次它介紹的旅行地點是京畿道。京畿道由31個市和郡組成，
可以遊玩的地方非常多，韓先達以“FUN”為主題，向臺灣遊客介紹了遊玩方法。在這裡，

您不僅可以變身為韓國朝鮮時代的花美男在民俗村逛來逛去，還可以學習BTS帥氣的舞蹈動作以及

TWICE清新活潑的K-POP舞蹈。跟隨韓先達指引的話，您會度過一段豐富多彩又愉快的京畿道旅行。
如果您已經準備好了，那就關注它吧。

INFLUENCER SEONDALHAN www.facebook.com/koreantravel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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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朝鮮時代花美男

抵達韓國民俗村龍仁! 雖然第一次來這

裡 但 是不是 感 覺有點熟 悉呢？啊 哈，

朝鮮時代花美男雲集，從而讓人心動的

《成均館緋聞》以及描述成為王的金秀

賢在皇宮中浪漫愛情的
《擁抱太陽的月
亮》
，都是在這裡拍攝完成的。

#GYEONGGI
模仿娛樂節目中的K-Star

在這裡可以參加找西瓜、天然染

色等系列的多種體驗活動。而且

經常出現在韓國綜藝
《無限挑戰》
或者
《我獨自生活》等節目中。如

果遊玩的時候遇到
“山神”
、
“花乞

#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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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等的時候一定要拍照留念。
因為他們都是民俗村的名人。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 90 韓國
民俗村
031-288-0000
09:30-19:00 (每天)
門票 15000韓元~20000韓元，
通票 (成人)28000韓元，
(青少年) 25000韓元
www.koreanfol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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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這裡就是BTS的MV
《春日》
中出
現的場所，廢舊的火車站復古
氣息濃厚，給人懷舊的感覺。

ⓒ楊州市立張旭鎮美術館

AM 10:00 @Korean Folk Village
PM 3:00 @Iryeong Station
PM 4:30 @Chang Ucchin Museum of Art Yangju City

ARTISTIC SPOT 1

楊州市立張旭鎮美術館

楊州日迎站
BTS《春日》MV拍攝地
來到這個地方時刻是春天

楊州市立張旭鎮美術館距離日迎站大約十
分鐘的車程。在這裡可以看到代表韓國近現

代美術的畫家張旭鎮的眾多作品。美術館以

作家的虎畫
《虎鵲圖》為主題修建。美術館採
用獨特的構造，中庭與房間像迷宮一樣 連

接。本美術館於2014榮獲
“第22屆金壽根建
築獎”
，還被英國廣播公司(BBC) 選為2014年

“偉大的8大新建美術館”，其空間之美及其

“思念像雪一樣落下，
春日什麼時候才能來
臨 FRIEND”
-來自BTS的MV
《春日》中

價值得到了認可。美術館建築呈白色，完全
被自然包圍著，無論從哪個角度拍攝，都給

全世界無數的ARMY為了BTS來到韓國旅行。該旅

人一種藝術的氣息。

行主要訪問防彈少年團專輯封面的背景上的地方和

京畿道楊州市長興面權栗路193 031-8082-4245
週二至週五 10:00-18:00
(成人) 5000韓元，(兒童)
1000韓元
www.yangju.go.kr/changucchin

MV拍攝地等。這裡再現了MV的場面，ARMY可以在

這裡拍照留念，並通過自己的SNS進行共用。韓國
觀光公社進行了“想跟隨BTS去過的韓國旅遊景點
TOP10”人氣投票，楊州日迎站位於杭湖海邊公交
站、釜山多大浦海水浴場、潭陽水杉林蔭大道、首

爾LINE FRIENDS梨泰院店之後，排名第五位。韓先

達去日迎站的當天，臺灣、中國、日本等多個國家的
ARMY也來到了這裡。

ⓒ加納藝術公園

日迎站是 廢 棄的火車站。BTS《春日》MV的第一
幕就從這裡開始。長長的線路，悠久的歷史，熙熙

攘攘的靜謐氣氛，魅力十足。一邊聽著BTS的《春
日》，一邊沿著鐵路走一走，回味一下MV中的場景

也不錯。而且歌曲在播放清單中迴圈播放的時候，

坐在椅子上計畫一下接下來的行程也挺好。日迎站
的每個季節都各有千秋，冬天，下著雪的日迎站仿

佛連接著另一個世界，營造出一種神秘的氣氛；春
天，春花綻放，仿佛撫慰著寂寞的心，讓人倍感親

切。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和被五顏六色的楓葉染紅的
秋天,也能讓您留下豐富多彩的旅行回憶。
 京畿道楊州市長興面三上里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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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55-5582

ARTISTIC SPOT 2

加納藝術公園

加納藝術公園距離張旭鎮美術館距離大約1公里，是另一
個藝術空間。來到這裡，最容易引人注目的是寬闊的草坪

上的雕刻公園。而且這裡還可以觀賞到著名建築師們在藝

術公園裡設計的各個空間，比如說藍色空間、紅色空間、

黃色空間等。不僅 如此，這裡 還設有公演場地、咖啡廳
等，您可以根據興趣享用。

京畿道楊州市長興面權栗路117 031-877-0500
週二至週五 10:00-18:00   (成人) 8000韓元，(兒童) 7000韓元
www.artpark.co.kr

日迎站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和被
五顏六色的楓葉染紅的秋天，
也能讓您留下豐富多彩的旅行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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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穿上舊式校服，享受一下復古
式約會吧，就像電視劇中的主
人公一樣。

AM 10:00 @Retro Museum
PM 2:00 @Yangpyeong Railbike
PM 4:00 @Yongmunsa

校服幻想
楊平青春回憶博物館
踏上復古之旅的一天

最近在韓國復古風的感性旅行很受歡迎。其中之一

就是穿著以前的校服，回憶體驗那段時光。早在幾
年前,通過電視劇和電影回憶了七八十年代的浪漫，

而且在綜藝節目中還邀請了2000年代的偶像歌手，
使得那個年代的歌曲再次流行。這種文化對於現在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種完全不同風格，對

於三十或者四十多歲的人來說，是對過去追憶。這
個背景下，去楊平青春回憶博物館的話，可以一次
性體驗這種樂趣。復古體驗以"完美再現20世紀70
年代!"為主題，熱烈迎接各位遊客的到來。在入口
處租下準備好的舊校服，像青春電影的主人公一樣

輕鬆地走進博物館。令人想起學生時代的教室，貼

有電影海報的溫情劇場，在音樂區域點歌播放的舊
茶坊，還有以前人們喜歡蹲在地上認真按鍵的電子
遊戲室。如果仔細觀看由2層構成的青春回憶博物

館的話，您會無法感覺時間的流逝。穿著校服，歪
戴著帽子,像校霸一樣拍照，在旱冰場上可以大膽地
向天空伸出手指任性。如果是約會的情侶，可以在

教室裡彈奏風琴，像電影中的主人公一樣，演繹一

番溫馨的場面如何呢? 如果運氣好的話，也可以嘗
試拍攝一個臺灣電影《不能說的秘密》的鏡頭。
京畿楊平郡龍門面龍門山路620 031-775-8907
10：00-18：00   (成人) 8000韓元，(兒童) 6000韓元
www.retromuseu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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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SPOT 1

楊平鐵路自行車

“讓您回憶起兒時經常
玩耍的小巷
讓您追憶起學生時期
曾暗戀的少女的旅行”

中央線鐵路曾運輸江原道的各種資源，現如
今被改造成鐵路自行車，為來楊平的遊客們
創造美好的回憶。這裡遍佈田野、樹林、農

田，您在這裡可以看到典型的田園風光。鐵
路附近流淌著一條大的河川，名為黑川，又
增添了一份清涼。Super Junior的成員Henry
和英國演 員 凱薩 琳·普萊斯考特(Kathr yn

Prescott)參加韓國綜藝
《我獨自生活》的時
候，曾踏著鐵路自行車在楊平遊玩！

京畿楊平郡龍門面三星裡126-5 031-775-9911
旺季 09:00-19:30，12月-2月 09:00-16:30，4月-10月
09:00-18:00，週六截止至 19:30
情侶雙人30000韓元，
家庭4人38000韓元
www.yprailbike.com

AROUND SPOT 2

龍門寺

入口處的銀杏樹，擁有千年歷史，一直守護

著龍門寺。從龍門山入口到寺廟的1公里長
的小路是著名的步行路，茂密的樹木，清澈
的溪穀，景色非常美麗。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新店里 625 031-773-3797
(成人) 2500韓元 (青少年) 1700韓元，(兒童) 1000韓元
www.yongmunsa.biz

一走進青春博物館，會看到復古式
的漫畫屋、文具店，到處都是喚起
成年人兒時記憶的地方，對於年輕
人來說反而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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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校園的標誌性建築噴泉和
市政廳是熱門的拍照區。

DAY 3.
AM 10:00 @Global K Center
PM 3:00 @Change Up Campus

學習K-POP舞蹈
坡州韓流培訓中心
跟隨曾最燦爛輝煌的101故事

韓國推出多個選秀節目，例如《超級明星K》、《偉
大的誕生》等。通過這些選秀節目，不僅讓一些擁

有音樂夢想的人有機會出道，而且還讓一 些名氣
不大的歌手們成為明星。觀眾們很關注參賽選手
們的故事，隨著節目的陸續播出，甚至形成了一種

粉絲群。隨著賽季的進行，節目的熱 度似乎有所
降低，但那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節目。那就是偶像
培養計畫《PRODUCE 101》。從2016年首次推出的

“I.O.I”
，到2017年的“WANNA ONE”
，再到2018年
穿過門口的纜車和拱門，就會
看到一些異國風情的建築，很
多人新人喜歡在這裡拍結婚照。

的“IZ*ONE”相繼成功出道之後，為了2019年全球偶

像培養項目，從世界各地召集了101名參賽選手。隨
著節目的連續播出，選手們的成長也越發引人注目，
成功獲得觀眾們的關注。通過國民製作人的投票，
決定最終的比賽結果，競爭相當激烈。

選手們充滿熱情，拼盡全力揮汗練習，一度成為熱
門話題，並且節目錄製結束後，吸引了大量粉絲來看

望。這裡正是位於變化校園的坡州韓流培訓中心。

雖然選手們的練習室、宿舍等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可

“K-FUN 之旅的最後一
站，學習K-POP舞蹈！

來這裡仿佛成為真正的
練習生，非常激動！”

以體驗K-POP過程的專案更博人眼球。遊客們可以
親自體驗歌唱、舞蹈、試鏡、拍攝個人海報，可以距

離實現韓流明星夢想更進一步。即使是短暫的旅行
時間，也可以體驗這些。因為可以通過一天的體驗，
接受K-POP舞蹈訓練。旅行達人平臺韓先達的達人

們也向這裡的舞蹈老師一個一個地學習BTS的《為
渺小之物的詩》中的動作。得到專家的指點以後，舞

蹈動作會顯得更加有活力。現在需要的是自信的眼
神! 如果集齊10名以上的學員的話,可以在自己想要學
習的日子裡學習舞蹈。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冰室路40 變化校園坡州韓流培訓中心
（Global K
Center） 070-8879-8808
體驗一天 90000韓元，體驗兩天一夜350000韓元
（包含食宿、接送服務）
www.globalk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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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化校園度過的一天

在韓流培訓中心所在地變化校園裡還可以尋找到其他的

樂趣。在校園內不僅可以體驗一天項目，還可以欣賞英語

舞臺劇。在這裡大家可以一邊觀賞歐美圈演員們的公演，
還可以一邊有趣地學習英語。大家還可以在逛逛陶瓷博物

館，買一些陶瓷收藏品，或者去對面的
“那個夏天”
咖啡廳稍
作休息，如果感到有點餓的話，還可以去漢堡店或者義大
利麵店填飽肚子。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Eoreumsil路 40
免門票 英語舞臺劇10000韓元，兒童體驗專案8000韓元起
www.gchangeupcampus.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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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PYEONG

CITY GUIDE

SEE IT

兩水裡 ─ 42.3km(車程60分鐘) ─ 九屯站 ─ 28km(車程43分鐘) ─ THE GREEM莊園 ─ 11.6km(車程22分鐘) ─
THE HILL HOUSE ─ 1.9km(車程3分钟) ─ BLOOM VISTA

原生態
已足夠美麗

楊平以浪漫的兜風地點而聞名，
非常受當地人的喜愛。

每個季節都有它的魅力。
兩水里的相框造型物為電視劇中
浪漫的吻戲增添了一筆。

楊平兩水里 樹齡超過400年的櫸樹

Tip

兩水裡小吃零食三劍客

楊平兩水里北漢江和南漢江兩條河流交匯的地方。尤其起水

麵粉中加入荷葉，有原味和

霧的時候非常美麗。流淌著的江邊，曾停留著三十艘船隻的

辣味

渡口，隨著時光的流逝，現如今只剩下淒涼的痕跡。看著這

殘留的痕跡，只能讓人想起2004年韓國國內唯一製作朝鮮

糖；天氣變冷的話，會在棉

船隻的造船匠人金貴成（音譯）製造的黃布帆船。樹齡超過

花糖上貼上Kakao卡通人

400年的櫸樹，韓劇《她很漂亮》的男女主人公的浪漫之吻，

物。彩虹棉花糖。
   

讓這裡變得更加有名，使得相框成為最佳拍照區。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里

3000韓元

天氣熱的時候，只賣棉花

3000韩元

刻有桃子君
（APEACH）
、

LION等卡通形象的糖饼。
  

031-770-1001

3000韩元

Tip
九屯站給人一種時間靜止的微妙感覺。
雖然現在這裡已是廢棄站，但是其感性的氛圍
吸引許多電影或者MV來此處拍攝。

在九屯站模仿IU海報

隨著廢棄火車站之旅的火爆，九屯

站也成為眾多遊客的首選景點。這
裡被載入韓國近代文化遺產，也是

楊平十景之一。這裡憑藉電影
《建築

學概論》
和人氣歌手IU的海報拍攝地

而被大家熟知以後，很多人都來到這
裡遊玩。
“模仿IU”
拍海報成為了九屯
楊平兩水裡一年四季風景各異，
尤其是蓮花盛開的夏季和被夕陽
染紅的秋季很有魅力。

14

站的專屬看點。車站和車站周邊的9
個地方都有別樣的看點。
  

京畿道楊平郡砥平面日新里1336-9
031-771-2101
www.kudun.modo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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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IT

BOOK IT

2017年榮獲京畿美麗庭院文化大獎

楊平The Greem莊園 如畫般的莊園

懷 著 與 許 多人 分享 美 好 私 人 別 墅 的 初 衷，打 造

出 一 個 有 著 咖 啡 館 般 氛 圍 的 迷 你 植 物 園“ T h e
Greem”。在首爾郊區附近可以欣賞自然和樹木，
療癒心靈。由於其歐式的住宅和庭院的建築風格，

被許多電視劇或廣告選為拍攝地，因而聞名。2017

年榮獲京畿美麗的庭院文化大獎。 現在每天早晨
也保持清潔，隨時擦拭遊客們會去的地方，週末的
時候，庭院、椅子和桌子也非常乾淨。引人注目的

是門票中包括了20種可選飲料的免費飲料。選擇飲
料時,不需額外繳費，也不是固定的功能表，基本上
都可以喝，讓您能感受到主人的人情味。這裡沒有

陡峭的上坡路,可以沿路散步，並且所有場所都是拍
照區，是情侶和家庭首選的旅行地之一。

京畿道楊平郡玉泉面龍川里564-7   070-4257-2210
每天上午10點~下午7點，星期三休息
  門票成人7000韓元，兒童5000韓元，含飲料   www.thegre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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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爾郊區附近
可以欣賞自然和
樹木，療癒心靈。
由於其歐式的住
宅和庭院的建築風
格，被許多電視
劇或廣告選為拍
攝地，因而聞名。

楊平Bloom Vista 大廳就是一條小畫廊

Bloom Vista可以感受到南漢江和田園住宅區風光帶來的特有的舒適感。大廳就是一條小畫廊，介紹世界級雕

塑家李在孝(音)作家的作品和楊平的新作家的作品。此處的簽名室是與韓國代表性玩具品牌YOUNG TOYS簽
訂獨家合約後建成的卡通形象室。另外,以清爽的視野和高檔的室內裝飾為特色的豪華客房經常被用來拍攝電
視劇上流社會主人公的客廳或住所。
 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031-770-8888

www.bloomvista.co.kr

楊平The Hill House 擁有三十年歷史的酒店

Hill House位於距離首爾中心街約50分鐘，俯瞰著
如全景般的南漢江和整齊的庭院。有著30年歷史的
古色古香的建築，常常被用作以上流層為背景的電

視劇的主要拍攝地點。最近，有很多人舉行見面禮

或者結婚儀式等特殊日子的時候來這裡。這裡可以
為您量身定制的戶外婚禮，比如草坪婚禮、紅花主
題婚禮等符合您風格的婚禮。
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489
  www.thehillhouse.co.kr

031-77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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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ON

CITY GUIDE

SEE IT + DO IT
©水原市政府

水原華城 擁有美麗夜景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
水原華城 ─ 1km(步行12分鐘) ─ 水原訪花隨柳亭 ─ 1.1km(步行14分鐘) ─ Flying水原 ─ 1.5km(車程7分鐘)
─ 水原上升餐廳 ─ 1.9km(車程7分鐘) ─Hongrard咖啡廳2號店 ─ 0.5km(車程9分鐘) ─ 新豐齊

世界文化遺產

水原華城於1997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作為世界首個被規劃的新城市,它彙集

了朝鮮時代正祖時期的當代技術,僅用了2年零6個月
就完工了。華城中有觀察敵人的3處空心墩和運送兵
器和糧食的秘密通道暗門。曾是戰士們放哨的東一
鋪樓是一座可以讓人們脫鞋休息的亭子。登上華城

以後，您便可以俯瞰將水原的全景。希望您千萬不要
錯過韓國的100大看點之夜景。

京畿道水原市長安區迎華洞320-2 031-290-3600
3月-10月 09:00-18:00，11月-2月 09:00-17:00。
兒童500韓元，青少年和軍人700韓元，成人1000韓元。
www.swcf.or.kr

水原訪花隨柳亭 鮮花盛開的秋夜必觀賞的亭子

水原華城的四個閣樓中，訪花隨柳亭被選為寶物第

1709號。訪花隨柳亭是建於朝鮮正祖時期的軍事設
施，同時可眺望風景。亭子外形不是平面而是多角

形狀，四季變化分明。由於亭子夜晚比白天更加絢
麗，所以現在每晚都有很多人來這裡遊玩。特別是

鮮花盛開的秋夜非常美麗，可以讓您切實感受到聚
集交流的。如果來到這裡，請一定要脫下鞋子，爬
上去俯瞰華城。

京畿道水原市長安區練武洞190

031-290-3600

Flying水原 搭乘熱氣球俯瞰水原！

熱氣球遊覽非常有特色，可以在150m高的上空俯瞰

水原華城全景。熱氣球最多可搭乘30人，並且為了安
全起見，有訓練有素的飛行員陪同。熱氣球通過歐

洲港空安全局規定的聯合章程 (JAR21) ，還獲得建

仿佛電影中的
一個場景

設交通部安全檢查審批等，並於每週週一上午進行

基本的安全檢查。門票只能現場購買，一次飛行時

間為10-15分鐘。根據等候的乘客數量，可能在晚上
8點之前停止售票，如果決定去體驗的話，最好早點

去。熱氣球根據天氣風速決定是否運行，如果遇到

水原華城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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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華城文化觀光解說項目

1997年水原華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水原的文化觀光解
說社也是從此開始介紹水原華城的，如今它已經成長為韓

國最早、規模最大的志願服務社。以國外遊客為對象的文

化觀光解說專案提供英語、日語、漢語服務，並通過專業
的講解，為遊客提供關於水原華城的準確資訊，讓遊客欣
賞和體驗文化遺產的時間度過得更有意義。
•
•
•
•
•

申請方法
個人需現場申請，團體需網上申請
個人需4人以上，團體需20人以上且到訪7天前預約
事先得到批准的團體，可在到訪日透過預約的旅遊諮詢處確認團體名稱
使用時間為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下午4點停止受理

運行或取消飛行。

改造的新復古風咖啡廳和餐廳櫛比鱗次，您可以在
電影中的一個名場面，足以讓您難以忘懷。

Tip

突發氣象變化時，可能會在沒有預兆的情況下停止

遺產。安靜的城郭環城路，行宮洞美食街上舊住宅
這裡進行超越時空的各種體驗。在這裡的一天就像

乘坐熱氣球飛翔水原，欣賞幽靜的水原夜景
（上）
以及位於訪花隨柳亭東側的
“東北鋪樓”
（下麵）

擁有美麗夜景的訪花隨柳亭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京水大路697 031-247-1300
(5月-10月)11:00-21:30，(11月-4月) 週一至週五 11:00-20:30，週六至週日
10:00-20:30。
   成人18000韓元，中學生17000韓元，小學生15000韓元，
兒童10000韓元   www.flyingsuw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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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 IT + BOOK IT

水原上升餐廳

HONGRARD咖啡廳2號店

水原新豐齊 有閣樓的韓屋旅館

上升餐廳 被選為“行宮洞美食店”，僅僅只是用於

水原行宮洞附近有很多看點和美食。其中一 個便

住宅改造而成，供客人居住 該建築由有利於健康的

必須提前預約的現代式韓餐廳

裝飾的一些調料，也可以看出來廚師的用心。這裡
是完全開放式廚房，可以看到做料理的全過程，值
得信賴。功能表包括三種類型的料理，可以選擇其

中一種，而且根據時段的不同，功能表可能會略有不
同。因為這裡只有三張桌子，所以一定要提前預約。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行宮路41-1 010-2884-4112
週四至週二11:00-21:00，週三休息
月郎套餐人均27000韓元，
新星套餐人均38000韓元，薩拉套餐人均9000韓元
www.instagram.com/dining_oreum

是HONGRARD咖啡廳，古典風格，隨處可見的照片
牆，開業僅1年就開設了2號店，是當地最受歡迎的
復古咖啡廳。喜歡旅行和照片的主人將媽媽的味道
和自己的感性原封不動地體現在咖啡廳。充滿才氣

的“前男友吐司”是這裡的招牌菜。雖然1號店和2
號店相距較遠，但當一個店擁擠時，不妨到另一個
店去看看!

1號店 京畿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16號街15 2號店 華西門路16號街15
2號店 070-4142-3736
12:30~23:00
前男友吐司6000韓元，查理布朗尼6000韓元
www.instagram.com/hongrard

該旅館於2017年9月開業，由主人生活了六年的私人

松樹和黃土建造而成，是一個純正的韓屋旅館。有
很多客人表示一覺醒來感覺很輕鬆。旅館裡一共有

五個房間，分別是奉壽房、洛南房、長樂房、老來房、
福內房，其名稱來自於華城行宮的宮殿名。

客房中有一個單人間，剩下是的4人間和6人間。最受

歡迎的房間是，讓人聯想起兒時記憶的2層閣樓，很

難預約。旅館含早餐，提供吐司、煎雞蛋、牛奶、咖
啡。並且一樓還有單獨的廚房，適合家庭居住。如果

入住的話，主人會推薦一些旅遊路線。一般推薦的

Mini Interview

Tip

路線是西將台路線、華虹門、訪花隨柳亭路線，晚餐

最擅長的是韓餐。上升餐廳的正餐價格適中，韓食類別新

的姓氏
“Hong”和
“rard”相結合，進而得名
“HONGRARD”。

有很多日本或者香港的海外遊客來這裡居住，也非

我學習了二十多年的料理，通過開設家庭烹飪課明白自己
穎，能讓您在高雅的環境中享受健康的美食。特殊的日子
來這裡的話更加合適。李現代表
李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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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最熱門的復古咖啡廳

因為主人非常喜歡英國足球運動員 Gerrard，所以把自己
來這裡一定要嘗一嘗奶油乳酪、藍莓醬、霜淇淋相結合的

“前男友吐司”和馭手咖啡。如果不能喝咖啡的話，可以喝
蜂蜜炒麵茶和炒麵堅果吐司。

一般是水原戀浦排骨（音譯）或者東虹餐廳（音譯）。
常適合韓國國內家庭聚餐以及同學聚會。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城門路42號路34 031-242-5897
入住時間：14：00，退房時間：11：00
4人間：80000~100000韓元
6人間：120000韓元
sinpungjae.modo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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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INSSA: 指時髦的人的新造詞

珍藏
一千年歷史的
韓國代表性山城
南漢山城

電影《南漢山城》已將版權銷售給了28個國家，成功地席捲了全球票
房，同時將南漢山城宣傳到了全世界各地。這個地方是韓國代表性的山
城，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保持著原有的面貌。在這裡可以看到百年的松

樹群，每條路線都可以看到用於訓練軍事設施和君王居住過的行宮、

祠堂、寺廟等古代的建築物。美麗的景觀和珍貴文物鱗次櫛比，南漢山
城於2014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南漢山城東西南北一共五條路線，需要花費1小時到3小時20分鐘觀

賞。守禦將台是為了觀測及指揮周邊情況而修建的樓閣，在前往守禦將
台的途中可以把樂天塔等首爾江東地區風景盡收眼底。南汉山城路是

即使不崎岖，也有弯曲的山路，所以最好穿上舒適的運動鞋，準備可以

簡單吃的零食和水。如果想要更詳細地瞭解南漢山城的話，可以利用解
說項目。外語解說實行預約制，提供的語言為英語、漢語和日語。雖然

觀賞南漢山城不需要門票，但是想要進入南漢山城行宮的話需要買門

票，成人票2000韓元，兒童票1000韓元。但是如果穿韓服來的話是免
費的。參觀時間是冬季到晚五點，夏季到晚六點。

京畿道廣州市南漢山城面南漢山城路731 031-8228-5155
南漢山城行宮
（4-10月）
週一至週日10:00-18:00
（11-3月）
週一至週日10:00-17:00  
www.gg.go.kr/namhansansung-2

Tip
南漢山城鬱鬱蔥蔥的松樹林路。

超過100年樹齡的樹木都展現出各

自的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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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貼士 南漢山城文化遺產韓語解說預約指南
（英語/漢語/日語）
季節

夏季
(4月-10月)

冬季
(11月-3月)

運營時間

預約

費用

所需時間

諮詢電話

10:00-17:00

抵達前請撥打電話
+82 31-746-2845
進行預約。

免費

小時左右

0317462845

09: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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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INSSA: 指時髦的人的新造詞

憑藉一根線
在空中滑翔的
刺激感

龍仁高空飛索

高空飛索是一項無需訓練、只需簡單介紹即可輕鬆享受的環保娛樂設

施。“飛索”的名稱是由於乘坐鋼絲移動時發出“咯吱~”的聲音而得
名。龍仁高空飛索橫跨距離為1238m。一年四季每天開放，飛向天空的

刺激感，可以讓您一下子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壓力。在龍仁自然休養林的
6種高空飛索路線位於海拔562米的正光山南側，風景秀麗，每條路線

可以體驗到的不同的樂趣，給遊客帶來更多刺激。風景最美的路線是
第三條，也是速度最快，難度係數最高的路線。剛開始乘坐的時候會感

到害怕，在乘坐第一種到第五種的過程中漸漸變得自信，乘坐第六種的
時候可以和登山路的人打招呼，還可以揮手等，變得更加遊刃有餘。

最重要的是安全係數高。讓人放心的是，會在全身系著三重安全帶，而

且鋼絲繩下麵還設有防墜落安全網，向下看也會安心。鋼絲繩可承受

12噸重量，每季度定期檢修，每隔2~3年更換一次新的鋼絲繩,管理非
常徹底。

拍照區即拍攝紀念照的地方位於山頂的高空飛索開始的第一個路線。
盡情體驗完高空飛索以後，在附近
的龍仁叢林冒險
（EcoAdventure）好
好地玩兒一玩兒遊戲。

10個人一起乘坐的話需要約1小時30分鐘。體重在30公斤以上的遊客
可乘坐，並必須攜帶身份證。秋天乘坐高空飛索才夠帶勁兒一邊欣賞
紅色的秋日楓葉，一邊在空中飛翔，盡情享受劈風的刺激。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慕賢邑草富裡山25-1   1588-5219
冬季09:00-17:00，夏季09:00-18:00
成人，兒童票價35000韓元
www.ziplineyongin.co.kr

Mini Interview

乘坐飛索之前會讓遊客熟讀翻譯過來的安全手冊，方便遊客理解，而且負責飛索的

工作人員可以簡單地用外語進行交流。不僅如此，從頭到尾都會有兩名導遊陪同，即使不
會韓語也可以盡情地玩耍。
  金城泰副中心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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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仁叢林冒險
（ECOADVENTURE）
屬於森林冒
險遊樂場，適合家人們、戀人們
親自跑跳，共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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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INSSA: 指時髦的人的新造詞

赤身
飄在空中的感覺
Fly Station讓

您置身於風

中，擁有與地

面水平齊飛的

驚心動魄的

經歷。不受季

節和天氣的

影響。

龍仁 Fly Station

室內跳傘是在世界範圍內已有超過6000萬喜歡的體育運動，現如今
大約有20000名職業運動員，是一項準備列入奧林匹克項目的熱門運
動。而且該運動也非常受韓國國民們的喜愛，龍仁室內高空跳傘（Fly

Station）開業沒多久，就被很多綜藝節目選為拍攝地點。曾出現在KBS

2TV的《超人回來了》、MBC every1的《快來，第一次來韓國吧？》、SBS

的《我家的熊孩子》等韓國熱門綜藝節目當中，吸引了許多人的關注。

Fly Station其優勢在於不受季節影響，任何人都可以在室內輕鬆、安全

地進行高空跳傘。在安全的風洞中，憑藉360km/h的風讓自己的身體飄

在空間，不借助任何設備，非常神奇。初學者只是想要保持漂浮都比較

困難，如果專業人士們展現高難度、具有藝術感的動作的話，自然而然

會贏得掌聲。試乘的時候，一般是一次12個人，每30分鐘為間隔，如果

直接去現場體驗的話，可能無法在想要的時間段體驗，因此需要提前網

上預約。需要注意的是您最少需要提前三十分鐘到達現場簽到。因為
穿戴飛行服，以及接受事前教育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Fly Station是韓國的首個室內高空跳傘設施，擁有十名專業教練，可安
全體驗。年齡4歲以上體重在120公斤以下即可體驗。體力消耗大，最好

是在體力充足的情況下試乘。服飾包括特殊服裝、耳塞、護目鏡、頭盔，
腳上穿著襪子和運動鞋即可。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麻城里 72-17 1855-3946
基本雙人56000-76000韓元，雙4人84000-114000韓元  

10:30-21:00  
flystation.kr

Mini Interview

騰空的姿勢很重要，試乘之前都會教給大家基本的知識，教體驗者如何使得肚子朝

下，身體和地面保持平行，找到身體平衡點的方法。初學者們從靜靜漂浮的山谷飛行開始，到
在大氣中上下騰空的高空飛行，完全可以做到的。
張民錫教練
（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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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TYLE
HOT PLACES

INSTA感性空間
這裡彙集了京畿道的時尚感性空間，
不僅有刺激藝術性的地方，也有一些
新開張且有特色的的咖啡廳。如果您
來這裡旅行的話，您的照片牆
(Instagram)會變得更受歡迎。

01
安陽藝術公園

坪村摩納米商店

2005年11月，52名世界級作家在山谷和散步路、廣場周圍

摩納米商店提供了一種
“寫作”
的新體驗。即興組裝圓珠筆，

公園即是藝術

展出了各種公共藝術作品，吸引了國內外遊客慕名前來欣

賞世界藝術作品，安陽藝術公園成為了情侶們的約會場所
和必須去的旅遊景點。

경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石水洞山22
031-8045-2473
年中無休全天候開放
門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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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代表50年傳統的大韓民國文具品牌

找到只屬於自己的墨水顏色，讓人銘記自己的名字等，即
使一個小小的文具，也能徹底反映個人喜好。

京畿道安養市東安區市民大路180樂天百貨店平坪村4樓  
031-8086-9457
周一至周四10:30-20:00，周五至周日10:30-20:00
體驗費用：25000韓元
（含30ml墨水和包裝費，體驗時間：45分鐘）
monamiconcep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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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楊州 FOR A DAY 八堂
熱戀情侶的約會地

FOR A DAY 八堂蘊含感性氣息的室外餐桌、可以烤肉的平
房、再加上可以眺望到漢江，情侶的約會的熱門場所。如果

在夕陽下的時候來這裡的話，可以以漢江的夕陽和美麗的
照明為背景拍下紀念照。

京畿道南楊州市瓦阜邑京江路926號路
031-577-2505
11：00-24:00，全年無休
香港華夫餅12000韓元，草莓牛奶8000韓元，
花蟹海鮮義大利麵19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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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楊州Orangerie

©楊平夢寐以求的照相機

©南楊州 FOR A DAY 八堂

03

05

06

楊平夢寐以求的照相機

東豆川外國人旅遊特區  

楊州ORANGERIE

這個地方的主人相信通過每天看照片，反思自己夢想的過

在地鐵1號線寶山站附近，有一個裝飾低層商業街牆的華

咖啡館裡有樹，有石頭，有魚兒們嬉戲的小溪和池塘。在

願您的夢想成真！

程，可以實現那個夢想。實際上，這裡的主人正在向顧客傳
授這樣實現夢想的過程和訣竅。在咖啡館裡準備的紙上寫

下人生目標清單，即可免費贈送用拍立得拍攝的
“夢想照片”
。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韓松路35 031-771-3264
週二至週六11:00-18:00，週日、週一和節日休息
dreamycamera.synology.me

仿佛不是韓國的異國風情街道

麗塗鴉和無序的英語招牌相結合的陌生風景區。東豆川外
國人旅遊特區以土耳其捲餅和披薩而聞名，多種設計的工
坊櫛比鱗次，常常被選為異國風情社區的拍攝地。
 京畿道東豆川市生淵洞571-31

一座名叫療癒的植物園咖啡館

植物園中的咖啡館是以前沒有見過的存在，這種視覺效果

一度成為熱門話題。和Orangerie植物園在一起，咖啡館的

規模也是超大型。孩子們和父母一起來這裡時會非常喜歡。
京畿道楊州市白石邑機山路423-19
070-7755-0615
11:00-21:00，年中無休
美式咖啡8000韓元，香草拿鐵10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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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TIPS

MERCHANDISE
KAKAO FRIENDS的人氣單品APEACH美妝用品。能夠滿足少女感性的可愛表情的發卷、洗臉帶、
吹風機、化妝品等是必備單品。繼而值得信賴的朋友LION被做成各種各樣的玩偶和抱枕，

成為孩子們的寵愛玩偶。而且還推出系列單品，只有在那段時期才能購買的罕見單品，具有收藏價值。

02

快樂的茶時間，瓷杯

可愛的萊恩和一隻桃的開心茶時

間。慵懶星期天馬克杯可以用小萊
恩和小一隻桃兩種設計堆疊杯子。
陶瓷材料的小號一隻桃12000韓元

01

02

01 芳香劑四兄弟

從卡通人物中散發出的陣陣清香~以
顯示器懸掛式芳香劑LION為中心,

APEACH車用芳香劑以及帶有橡膠吸

附器，可以在室內隨處粘貼的Aura室
值得信賴的LION，身份不明的
MUZI，一生氣會變成瘋鴨子的
TUBE仿佛像我們身邊的朋友一樣，
非常親近，因此很受歡迎。可愛且
愛撒嬌的APEACH是人們最喜歡的
卡通人物之一。

受到全韓國
國民喜愛
在KAKAO FRIENDS
拍照留念

載通風口的NEO和APEACH，無論什麼
時候買，無論買什麼，都會讓您百分之
百滿意。

LION 19900韓元，APEACH 12500韓元，車輛
通風口用芳香劑APEACH、NEO 13900韓元

休息站店等6個賣場。另外，KAKAO FRIENDS網站可以轉

換成韓語、英語、日語、漢語,部分產品在網上購物時支援

全球配送。網站每月可下載裝飾手機和電腦螢幕的壁紙，
每月可製作新的背景畫面。

組裝的樂趣~不需要膠水就可以組

手感柔軟，沒有勒頭的感覺，戴上

萊恩塑膠手辦
（單色&管子）
15000萬韓元

年10月，KAKAO FRIENDS和女團TWICE推出合作產品。

店、Starfield河南店、水原AK店,樂天折扣店器興店、器興

04

1個手臂套裝，共3套。

類、餐具類、室內裝飾品等各種生活中的小物件。20 09

其中包括收納類別、生活用品類別、美妝類別。K AK AO

03

衣服頭和1個管子的鞋子形狀頭，

內，K AK AO FRIENDS在國外也大受歡迎，他們出售文具

章；10月，將正式出售T WICE參與制作的20多種 產品，

04

裝，1個主體包含1個單色的兔子

看著就想擁有的小物件們聚集到了一起。除了在韓國國

2019年8月，9名成員親自製作了反映藝術插圖的合作胸

03

親手製作的萊恩塑膠手辦

KAKAO FRIENDS 推出TWICE合作產品

FRIENDS在京畿道設有現代百貨店板橋店、Starfield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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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芳香劑。花香甜蜜，用夾子固定在車

05
06

今年2月份新推出的KAKAO

飛過天空的可愛的KAKAO角色。

FRIENDS的蜜蜂系列。陽光明媚，
天氣晴朗，前來採甜蜜的可愛
HONYE FRIENDS

無噪音壁式掛表 25000韓元 HONYE
FRIENDS玩偶 LION和TUBE各35000韓元，
天然蜂蜜12000韓元

後感覺舒適的洗臉發帶。是連掉

下來的一縷頭髮都不錯過的8釐米
厚的發帶。

一隻桃洗臉發帶12000韓元

06

05

變身蜜蜂系列組合

心情好的洗臉發帶

哧溜~拉伸的鑰匙鏈

用捲筒鏈條拉長，自由伸展的飛天
鑰匙鏈，可以掛到想要的地方。
飛天全身鑰匙鏈_一隻桃8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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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TIPS

MERCHANDISE
LINE FRIENDS的單品總共1790種，種類豐富多樣。夢想成為宇宙大明星的八個BT21人物形象中，

TATA幾乎被用於全部單品，非常受歡迎。家長們經常去的龍仁愛寶樂園店裡尤其是孩子們喜歡的小玩
偶和可愛的生活用品人氣非常高。

02

02

輕巧結實漂亮的BOTTLE水杯

bottle水杯採用透明乾淨的玻璃以

及環保的triton材料，像玻璃一樣不

易碎，輕巧且結實。而且還有相配的
卡通人物杯套，加入冰飲料也不會
被弄濕。

BT21 SHOOKY bottle水杯 15000韩元

01
01

坐在BROWN頭上的LEONARD

BROWN和LEONARD的相遇非常
小巧可愛的SALLY是想法奇特、擁有
反轉魅力的
“BROWN & FRIENDS”
的原型卡通形象。LINE FRIENDS
總共擁有十九種卡通人物形象，包
括
“BROWN & FRIENDS”
和BT21卡
通人物形象，其代表卡通人物形象
包括BROWN、MOON、JAMES、
TATA、VAN、COOKY。

LINE FRIENDS

實惠購物

個磁鐵玩偶,容易拆卸,可以一起
玩,也可以分開玩

BROWN&LEONARD坐式玩偶，
高20cm，28000韩元

05

仁愛寶樂園設有賣場，其中龍仁愛寶樂園的LINE FRIENDS商店

接觸眼睛的部分是100%棉

擺放著各種風格的雨具；並且考慮到會有很多孩子來這裡，賣
場擺放著大小各異的玩偶，格外醒目。在這裡購買產品可以累

積愛寶樂園積分，有愛寶樂園打折卡時還可以同時享受折扣，
可以進行實惠的購物。

天真爛漫的努力派，喜歡穿黃

採用可以裝入口袋或化妝包

輕盈、涼爽的網狀製作的拖鞋。
  

色的連帽衛衣的CHIMMY採用

BT21CHIMMY居家鞋13000韓元

以在日常生活中隨身攜帶。
  

05

非常受歡迎。考慮到戶外遊樂園愛寶樂園的特點，賣場醒目地

揭開臉形的蓋子，隱藏的鏡
裡的小巧尺寸設計，所以可

品徠卡索菲特。徠卡索菲特拍立得外形設計復古，擁有特別的

收藏價值。LINE FRIENDS在京畿道的金浦現代奧特萊斯和龍

04

輕便又輕盈的網狀拖鞋

子和梳子就會出現在眼前。

LINE FRIENDS始於“BROWN & FRIENDS”卡通人物貼紙，逐漸

為國際品牌，進軍七個國家。2019年8月，LINE FRIENDS在韓國

04

03

擴展領域，推出一些卡通人物形象的生活用品，如今已發展成
國內單獨推出限量版產品，和擁有100年歷史的德國著名照相

03

看到布朗就變漂亮了

LINE FRIENDS 與BTS合作推出的BT21卡通人物系列

機品牌徠卡（Leica）合作，推出徠卡（Leica）的首個拍立得產

34

偶然，因而更珍貴。LEONARD是

指導舒適的睡眠

制的，使眼睛感覺舒適柔

軟。為了不粘附灰塵，產品

附帶有有利於整潔存放的包
裝兼拉鍊包。

BT21半睡眠眼罩11000韓元

布朗臉部手拿梳14000韓元

06

06

一起洗澡吧

BROWN&SALLY BOAT在水裡是小
船，不在水裡則變身為水槍。

由1個BROWN BOAT、1個SALLY
BOAT以及兩支小旗組成。

BROWN&SALLY BOAT泡澡水上套装
17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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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後，京畿道展現出了不為人知的浪漫面孔。

當街上的路燈一個接一個地亮起來時，就趕緊加快腳步吧。
因為不論是令人窒息的日落時分，還是華麗的煙火慶典，
點綴著景區夜晚的各種驚喜正等著您。

©現代郵輪

週六晚上的煙火慶典

沿著京仁運河可以欣賞到美麗的落日，還有商圈中

最大規模的marina設施，您還可以在大型購物街的

現代高級折扣店購物。在碼頭可以乘坐遊艇，還可

京仁運河水路是從幸州大
橋
（首爾市江西區開花洞）
附近的漢江閘門開始，路
過金浦市，再經過仁川市
貴陽區，通過仁川市的西
部流向大海的。

以體驗郵輪。尤其是每週六如果購買夜航商品，還

可以在船上觀看演出的同時，在最佳位置觀看到華
麗的煙火表演。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錢湖里

031-999-7800

www.waterway.or.kr

©利川宇宙星光庭院

©安山星光村攝影樂園

NIGHT VIEW

金浦 ARAMARINA

©instagram.com/yeoni0618

景區的夜晚

利川宇宙星光庭院

坡州童話療癒露營

安山星光村攝影樂園

安山日落觀景台

作為可以欣賞到感性燈光和媒體藝術作品的光主題

去人工月球的路上，水杉樹一 個接一 個的連綿不

這裡的特色是，在遠離市中心的美麗光影林中，可以

在西海可以看到美麗的日落和仁川大橋。觀景台距

每晚都仿佛在宇宙中一樣

燈飾公園，在這裡可以看到精緻的動態光。經過這

裡的港口區，可以看到很多在社交平臺上出現過的
地方。還可以一次性領略到光與花，以及多種多樣的
展示，有見面、享受、著迷、夢想、花開共五種主題。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德耳路154號街287-76
（位於德平自然休息站內）
031-645-0002
12-2月 13:00-22:00，3-11月 11:00-23:00
www.ooozooo.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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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創造的童話般的世界

絕，每次呼吸都能感受到它釋放出的植物殺菌素，
五彩斑斕的燈泡發射出各自的光芒。一到晚上就會

成為光之國的這裡，白天就變成了可以與鸚鵡、羊、
小貓、松鼠等動物一起玩耍的小動物園，也可以變
成四季滑雪場。

京畿道坡州市坡平面坡平山路363號路32-9 031-952-2002
入住15:00，退房10:00   www.dwhealingcamp.com

特別適合拍照，所以起名叫做攝影樂園

與大約200只動物模型一起拍攝各種各樣主題的照
片。眾多的樹木上佈滿了密集的燈光，企鵝、紅鶴、
熊貓、河馬、小兵丁等都在各個攝影區等待著您。
京畿道安山市常綠區水仁路1723 031-484-5050
週一至週五 16:00-23:00，週六和法定節假日 15:00-24:00  
www.ansanstar.net

火紅的燈塔旁邊，落下火紅的夕陽

離停車場約1.5公里。當您看到火紅的燈塔和系著雲
帶的太陽模型時，就找對地方了。如果把在燈塔旁

的落日或太陽模型作為背景拍照，將會留下一個有
趣的場景。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大阜北洞山23  

全年無休開放

37

NIGHT MARKET
充滿活力的夜市
那麼不妨去看看以下三個地方。

O

Y NI G H
NL

平澤舊金山商店 沿著粉紅色餐車前往舊金山

烏山五色市場夜市 哇！令人驚歎的夜市

水原南門夜市食品推車 10種選著吃的樂趣

明。這裡的異國風情堪稱“平澤的梨泰院”或“宋舊

上都有夜市開放。隨著天色越來越晚，夜市也會讓

品推車時，人們就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起來了。這裡

鐵路上的夜空裡閃爍著象徵平澤空軍基地的飛機照
金山”。每週六和周日，可以體驗一下在夜市裡，沿

著粉紅色的食品餐車，一邊欣賞街頭表演，一邊享
受美食、購物和娛樂。

 京畿道平澤市中央市場路25號街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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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不同的選擇。

水原南門夜市食
品推車在接受
《白
鐘元的巷弄餐廳》
宣傳後變得更加
有名。

O

如果您計畫透過遊夜市來發現旅遊的奇妙之處，
可以根據您的喜好和旅行風格，

用五種顏色經營不
同主題的烏山五色
市場。在其中象徵著
熱情和年輕的紅色路
上，每週五和週六晚
上會有夜市開放。

還可以一同品嘗
到世界各國的料
理，觀賞到街頭
表演。

全年無休開放

具有百年歷史的烏山五色市場，每逢週五和週六晚
旅遊的心情越來越興奮。在這裡可以看到土耳其烤

肉、中國煎餅等世界各國料理，炒年糕、熱狗等小
吃，以及烤鰻魚或炒肥腸也很受歡迎。像這樣，在
品嘗各種美食的同時，還可以欣賞到街頭表演。
京畿道烏山市五山路272號路22
週五至週六 17:00-23:00

從八達門步行街到支東橋之間，橫上大約有10個食
的特點是沒有重複的菜單。牛排、蝦料理、燒烤面、
拉麵等讓人看著就垂涎欲滴的食物足以激發食欲。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八達門路9

週一至週日 17:00-22:00

031-376-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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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 拜聖地，感受傳統的韓流文化，感受聚集了感京性畿的道空旅間行中不可錯過的精選項目。
裡
跟著A.R.M.Y參
的咖啡廳。這
人士必須前往
內
圈
為
成
了
還有為
瞭若指掌。
畿道的資訊將
打開頁面，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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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ICK

#BTS

2

楊州日迎站 無論何時去，這裡都是春天

來自全世界無數的A.R.M.Y為了防彈旅行來到韓國。這個旅行的主要行程是尋找防

彈少年團專輯封面的背景場所和MV拍攝地等。然後在那裡再現MV的場面，拍照

留念，再通過自己的社交網站進行分享。日迎站現在已經停止了列車的運營，成為

特別防彈-跟隨A.R.M.Y參拜聖地

了廢棄車站，BTS的《春天》MV的第一個場景就是在這裡拍攝的。長長的線路、悠

久的歷史、無人來往的寧靜氛，真是魅力十足。聽著BTS的《春天》，沿著鐵路走
一走，回味一下MV中的場景也很好。在歌單播放期間，坐在空椅子上計畫一下餘
下的旅程也是不錯的選擇。
京畿道楊州市長興面三上里327

031-855-5582

BEST PICK

河南SPORTS MONSTER

3

穿著輕便的服裝進行另類體育

這裡是防彈少年團大步走過的繩索路線的所在地。它是體
育文化空間，設施包括BASIC、EXCITING、ADVENTURE和

DEGITAL四個主題區。在BASIC區，使用者可隨意制定自由
運動規則，EXCITING區有跳躍鐳射射擊等，ADVENTURE

區有不同級別的攀岩設施，DIGITAL區則可以進行虛擬體驗。
想體驗動感樂趣時，可以在這裡開心地玩耍。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 Starfield河南四樓 1668-4832
週一至周日 10:00-21:00
www.sportsmonster.co.kr

BEST PICK

4

龍仁愛寶樂園 防彈與僵屍的勝負對抗

《奔跑吧，防彈》花絮第24集《BTS VS僵屍》篇中，上演了BTS成員們與僵屍對抗來完成任務，以及

他們為粉絲爭取自由利用權的過程，令觀眾捧腹大笑。拍攝的僵屍篇場景是由愛寶樂園5個主題公
園組成的，因為這裡實在有太多好玩的和好看的，會讓您都不知道一整天是怎麼度過的。另外，您
也不要忘記在動物王國體驗狩獵，以及認識世界瀕危動物大熊貓愛寶和樂寶。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穀邑愛寶樂園路199

BEST PICK

1

031-320-5000

週一至周日 10:00-22:00

www.everland.com

高陽ONE MOUNT 像靈敏的防彈少年團一樣奔跑

《奔跑吧，防彈》花絮第13集《重新復活的間諜》和第16集《雪地冬季奧運會》是在這裡拍攝的。以尋找
間諜的橫衝直撞花絮和冬季奧運會為主題，在One Mount滑雪場和滑冰場進行了愉快的遊戲。其中在一

山土生土長的防彈少年團隊長RM特別開心。這裡除了水上樂園和戲雪樂園以外，還舉辦各種慶典，作為
一個體驗空間深受人們喜愛。這裡還有體育俱樂部和購物中心，您可以盡情享受多種文化。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1566-2232 （水上樂園）
週一至週五 室內10:00-18:00 室外12:00-17:00，週六至周日
室內10:00-20:00 室外11:00-19:00
（戲雪樂園）
週一至週五 室內10:00-18:00，週六至周日 室內10:00-19:00
onemoun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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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ICK

5

7

#RUNNIG MAN

5

韓國人氣綜藝節目
《Running Man》
的7名成員穿行於京畿道各地，拍攝了賽車遊戲。
讓我們跟著他們一起來一次冒險吧!

1

2

3

龍仁韓國民俗村

光明洞窟

的家庭比賽”篇

搭乘太空船吧”篇

1912年，日本以掠奪資源為目的開發了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以新石器時代的
貝塚遺跡為代表的古代文物。

作為日常活動，在 這裡可以製
作史前時代的裝飾品，有用新

石器時代遺物製作的有聲書角，
還有兒童體驗室和各種教育方
面內容，非常適合體驗。

京畿道始興市西海岸路113-27
031-310-3460
oidomuseum.siheung.go.kr

拍攝“來自星星的您，找到鑰匙
這裡是韓國具代表性的傳統文
化主題公園。這裡再現了朝鮮
時代的傳統房屋和村莊、傳統
演出和遊戲，在這裡全年都可

以觀賞熱鬧的表演，體驗韓國
民俗村特有的名流和朝鮮式民
俗靈魂。

拍攝“尋找消失的玩具TOY比賽”篇

1972年，在封礦後的40多年期間這裡一直被用

作蝦醬倉庫。2011年，光明市收購了洞窟，將

其變身成為有恐怖體驗、VR體驗等能夠體驗

文化和歷史的適合家庭遊玩的洞窟主題公園。
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號路142
www.gm.go.kr

070-4277-8902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
0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4

5

高陽現代發動機工作室

高陽ONE MOUNT

特輯比賽”篇

在現代發動機 工作室，除了有

的假日”篇

這裡的收藏庫收藏了20世紀70年代前兩萬多張原
稿和六千多冊單行本等，還有使用漫畫素材打造的
體驗區、專業資料室、能容納70人的4D動畫放映廳
等。如果您喜歡漫畫，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京畿道富川市吉州路1 032-310-3090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44

拍攝“預定王比賽”篇

試乘新車、體驗豪華轎車等多
種主題試乘專案外，還有作為

培訓專案的兒童工作坊、兒童
觀光、體驗前途的夢境兒童交
通安全班等經營活動。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Kintex路217-6
1899-6611
motorstudio.hyundai.com/goyang

12

京畿道

首爾

4
1 3

加平LE PETIT FRANCE

華城嗨皮樂園水上公園

的衣服”篇

事”篇

拍攝“與2PM一起尋找小王子
8

2

7

漣川香草村 拍攝“溫室中香草的秘密”篇

9

除了小巧精緻的空間外，還可以
體驗到奇幻木偶劇、牽線木偶
演出、音樂盒演示等多種表演和
見到小王子的虛擬實境（VR）體
驗，以及體驗到法國蒙瑪律特
山上愛牆的愛神藍色攝影區。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1063
031-584-8200
www.pfcamp.com

這裡有春天舉辦薰衣草慶典，秋天舉行天使花慶
典的戶外花園等，總占地約1,238平方米的超大型

拍攝“跟著水女神哈菲娜的故
由使 用10 0%天然溫 泉水的溫
泉、水上公園和香草公園組成。

水上公園有室內外游泳池、露

天溫泉等，可以盡情享受。但是，
旺季和淡季等不同季節的營運
時間是不同的，所以在到訪前
請務必確認。

京畿道華城市八灘上市廳路888
1577-5752
www.hapyland.co.kr

草本溫室人氣超高。有100多種草本植物和20多種
溫帶樹木，其中有5棵樹齡約為300年的橄欖樹，是
韓國國內橄欖樹中樹齡最高的幾棵。
京畿道漣川郡旺澄面北三里222
031-833-5100
herbvillage.co.kr

6

富川韓國漫畫博物館

拍攝“與李瑞鎮、李勝基、文彩英一起度過的新年

仁川國際機場

6

9

始興烏爾島史前遺跡公園

拍攝“變身為八兄妹的成員們

8

10 11

11

拍攝“RUNNING MAN成員們
這裡是由水上公園、戲雪公園、
燈光慶典、體育俱樂部、購物中

10

心組成主題公園。在這裡，美食

漣川朝鮮王室

俱全，不僅適合和朋友一起，有

念根堂原位於明倫洞文廟旁，被原封不動地搬遷

廣場和哺乳室等便利設施一應

孩子的家庭出行也可以很方便。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1566-2232
onemount.co.kr

拍攝“王位遊戲”篇

到當前的位置後，建造成了為王室成員和特權階層
而準備的空間，成為每個人體驗歷史文化的名勝。
京畿道漣川郡漣川邑峴文路339-10
031-834-8383
www.chosun1807.com

12

漣川全穀史前博物館

抱川香草島

這是一座在發現東亞第一個阿

始遊戲”篇

拍攝“我們現在去史前時代”篇
舍利型手斧，重寫世界舊石器歷

史的全穀裡舊石器遺址上建立
的博物館。因為運營著多種教

育項目和活動，所以很值得參與
一下。

京畿道漣川郡全谷邑平路443號路2
031-830-5600
jgpm.ggcf.kr

拍攝“與奧林匹克明星一起開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草植物博

物館，一年到頭都可以觀賞草
本植物，享受身心休息。上午和

下午運營有從首爾出發的班車，
可以在網上預訂。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號路35
0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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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NDSCAPE

#SCENIC

©安城農場樂園

BEST PICK

8

安城農場樂園 親自體驗才是最好的旅遊

這裡是設有游泳池和遊樂設施的體驗牧場主題公園。可以觀看牲畜表演，體驗

餵養、騎馬、制酪農、工藝等。4月到11月期間，農場樂園會迎來油菜、黑麥、玫瑰、
荷花、波斯菊等的開花期，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景色。但是，部分設施的基本使用時

一個走進大自然留下特別的旅行回憶的好地方

間不同，最好在訪問前登錄網站確認。
京畿道安城市孔道邑大薪頭路28
nhasfarmland.com

031-8053-7979

2月-11月10:00-18:00，12月-1月10:00-17:00

BEST PICK

9

華城濟扶島水上漫步 日落後在海上散步

這裏是位於華城旁邊的小巧而樸素的島——濟扶島。一天出

現兩次海路，出現後就可以步行進入島上。為了看到這一情景，
很多遊客都慕名前往。這條海濱路的起點有一個名為“水上

漫步”的雕塑。海水上漲的時候，走上44米的樓梯，感覺就像

在海上漫步一樣。也可以在這裡欣賞西海美麗的日落。在電
視劇《金秘書為何那樣》中，樸敘俊和樸敏英確認對方心意
的浪漫場景就是在這濟扶島的水上漫步景點拍攝的。
京畿道華城市西新面松橋里377-46

©華城濟扶島水上行走

BEST PICK

10

始興生態濕地公園 在旅遊勝地享受的野餐

始興生態濕地公園以寬廣的蘆葦叢而聞名。只是颳風，整個樹林都會晃動，讓人

產生仿佛看到了風移動的錯覺。沿著林蔭道兩旁整整齊齊地排列著櫻花樹，一到
春天就開滿了粉紅色的花，讓您仿佛走在棉花糖之間。初夏，在綠色的草坪正茁
BEST PICK

6

或鹽田等多種看點。最後，公園內有一個觀景台，可以將這一切動人風景盡收眼底。

坡州碧草池文化林園（The Garden of BCJ）憑藉是《太陽的後裔》、《羅曼史是別冊附錄》等電視劇、電

而且電視劇《男朋友》中朴寶劍和宋慧喬的手緊緊握著手爬上去的觀景台就是這

影、廣告的拍攝地而聞名，於1996年開工，耗時十年，承載著韓國和歐洲風情。全年每個季節都有慶典活

個觀景台。

動，春季舉辦鬱金香節，夏季舉辦球根節，秋季舉辦菊花楓葉節，冬季舉辦燈節。還可以體驗做陶瓷、黃
土染色、秋天挖地瓜等。

京畿道坡州市廣灘面倉滿里166-1

031-957-2004

週一至周日 09:00-18:00

坡州第一花園 有故事的娛樂文化空間

娛樂設施則大概需要3小時。這裡的每一處都在裝飾上下了大功夫，讓

您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地方。您可以在“濕地園”體驗木筏，也可以在設
置於各處的嚮導牌前，和情侶或朋友模仿電視中出現的片段，一同度過
愉快的時光。第一花園占地約2萬平，是由與義大利托斯卡尼地區相似
模式的山坡和平地組成的，會讓您感受到異域風情。
京畿道坡州市塔朔穀路260
www.firstgarden.co.kr

031-957-6861

週一至週五 10:00-22:00

7

京畿始興市東西路287

www.bcj.co.kr

BEST PICK

這裡如果散步走完全程大概需要1小時，如果想時間充裕地參與活動和

46

壯成長，坐在草地上享受野餐也是不錯的選擇。請參考公園裡到處都是濕地區域

坡州碧草池文化林園 熱門的電視劇電影拍攝地

031-488-6900

BEST PICK

抱川藝術穀 廢棄採石場的華麗變身

11

從2003年開始，廢棄採石場被重新打造成為複合文化藝術
空間。從售票處乘單軌列車上去,就能看到天鑄湖。天鑄湖
是由泉水和雨水流入採取花崗岩的時候挖出來的水坑形成

的湖泊，水深最深20m。這裡配備有觀望台、展覽館、咖啡
館等周邊設施，還可以體驗工藝,手工藝術。但是，入場可能
會在閉館前一兩個小時。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藝術谷路234 031-538-3483
3月~10月 週二至周日09:00-22:00 週一09:00-19:00，11月~2月每個月提
前一小時。 artvalley.pocheon.go.kr

©抱川藝術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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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REND

BEST PICK

#ARTISTIC

如果想要品嘗大韓民國名匠的麵包店，那麼等待的時
間要比想像的長一些。因為雖然味道也很好，但由於
很多人來看風景，度過悠閒的時光，所以要等待。人氣

產品是明太魚籽長棍麵包。得益於又鹹而又勁道的口

添加了藝術感性後完成的概念空間

感，這款麵包一出爐就會立馬被搶光。名匠推薦的另一
款人氣菜單是卡布奇諾奶油摩卡麵包。柔軟的麵包裡
有清淡的奶油，幫助啟動味蕾。
京畿道軍浦市繁榮路252

BEST PICK

09:00-23:00

031-406-331

利川CERAPIA 從世界級陶瓷藝術作品展示到體驗

#CAFE

12

15

軍浦洪鐘昕烘焙店 喚醒味覺的大韓民國名匠烘焙店

利川的標誌——利川Cerapia，這是包含著用陶瓷做成的
烏托邦意思的家庭型主題公園。這裡的核心文化場所——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收藏了兩千多件世界級的現代陶瓷作品，
並通過多種企劃展和特別展覽展示了世界各國的陶瓷藝術

作品。另外，這裡設有為藝術家們專心創作而設計的居住
設施和體驗設施，正在作為觀眾可以與作家溝通的複合文
化空間運營。

031-631- 6501

光州項目山坡

從市場購買的新鮮原料

BEST PICK

13

16

蛋糕是親自做的，飲料是店主人在巴黎品嘗過之後，用

韓國式再現了那種感歎的味道。這裡以早午餐好吃的
咖啡館而聞名。一個個小小的擺飾，高級的室內裝潢，

坡州智慧之林 知識份子和坡州市民建立的讀書文化空間

甚至符合第一層和第二層氣氛的音樂選曲，咖啡館到處

8公尺高的書架上大約有15萬冊書，可謂智慧之林。1館是

都滲透著店主人的高端品味。菜品中最受歡迎的是明

學者、知識份子、研究所捐贈的書籍，2館是著名出版商出

太魚籽油義大利麵和戈爾貢左拉面義大利麵。咖啡館

版的書籍，3館是Jijihyang旅舍的大廳，擺放著博物館及美

裡還有智慧手機彩擴機，所以可以即時挑選照片。

術館捐贈的書籍。特別是,保存世界上最多活字的"活版印刷

京畿道坡州市五浦邑新馬路280-59
031-714-5487
周二至周日11:00-22:00，周一休息

博物館"位於地下一層，深受書籍愛好者們的關注。
京畿道坡州市會同路145號亞洲出版文化資訊中心
1館和2館10:00-20:00，3館00:00-12:00
031-955-0082
forestofwisdom.or.kr

14

利川席夢絲露臺

希望您能在講解員旅行中睡熟

擁有世界公認的床墊自主生產系統和
世界頂級設備的睡眠研究研發中心等

都雲集在這裏。名為韓國席夢思的心
臟的研究所席夢思工廠，以及品牌博
物館傳統客棧中提供講解員旅行。工
©利川席夢絲露臺

利川名品彙集一處

這裡入駐有以李孝利經常光顧的麵包店而

聞名的小點心麵包店（Maizon de Petit Four）。
雖然有很多種麵包，但小點心麵包店的麵包

一早就會銷售一空，所以如果想要一品其美味，
最好早下手為強。在每天用新鮮的食材精心烤

製的烘焙美食中，利川名品純米起司麵包很受

歡迎。搭配經過高級焙燒過程的咖啡一起享用，
嘴裡就會立刻散發出濃郁的香味。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西利川路656
10:00-22:00 070-8888-8882
instagram.com/ijinsanghoe

BEST PICK

17

BEST PICK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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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ICK

最容易進入的京畿道咖啡館之旅

京畿道利川市京忠大路2697號路263
09:00-18:00，每年1月1日和每週一，節日當天休館
www.kocef.org/02museum/04.asp

利川利津商會 李孝利經常光顧的麵包店和

廠旅行預訂原則上為網站申請。

京畿道利川市事實路988
週一至週五11:00-20:00，
週六至周日11:00-21:00 031-631-4071
www.simmons.co.kr

18

驪州李陶島陶瓷工作室 韓式碗和韓國的飲食文化

這裡是運營有陶瓷創作和展覽、體驗、購物、演出等多類項目的新概念複合

文化空間。“李陶”是向世界宣傳韓國碗和飲食文化的李允信李陶會長開發
的品牌。2004年在首爾鐘路區仁寺洞森吉路開業，開始積累品牌認同感。從

2008年進入韓國國內新世界百貨商店開始，逐漸增加了分店。以傳播韓國文
化的品牌固有觀點構成的李陶陶瓷工作室，透過充滿異國情調的空間和體
驗項目打造口碑，成為了驪州的代表性旅遊景點。這裡是特別適合想要離開

複雜的城市，享受閒暇的情侶們約會的路線，並且作為以體驗為主的家庭郊
遊路線備受歡迎。

京畿道驪州市北內面稼亭1路62
031-881-5525
週一至週六 10:00-18:00，周日休息
yidopottery.com

49

1

4

常受歡迎。除了上整體課程以外，還可以上
“單日課程”
，這對遊客們來說是個好機會。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17號 42樓
070-8844-2624
12:00-19:00，週三休息

PATERSON COFFEE 感性的現代咖啡廳

如果發現4層白色建築外牆上寫有"Paterson
Coffee"的英文字母，就毫不猶豫地進去看

板橋站路10號路

5

看吧。兩個門中左邊是點餐的櫃檯，右邊是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33
12:00-22:00

2

Williams Burger

3

O’BROTHERS CAFE & BABER

由兩層家庭住房改造而成的理髮店和咖啡廳

寬敞的座位。這裡的人氣菜單是南瓜蛋糕。

板橋站路10號路

板橋站路18號路

的為您寫一份像白色藥袋一樣的花處方，非

很有意思的是,房子的結構被直接劃開,分為
多個房間。最大的房間是理髮店,可以在2樓

070-4257-0515

點咖啡。水原華城的環路就在正前方，通過
整塊玻璃可以充分觀賞城郭的風景。

JUNG JI YOUNG COFFEE ROASTERS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17號54
010-6221-8728

複谷風格的屋頂咖啡廳

一樓是櫃檯、麵包房和露營房，二樓是風格

各異的房間。登上屋頂的話，水原華城長安
門和城郭盡收眼底。

藪內
十字路口

1

板橋站擼

I’
m home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905號13
070-7773-2017
12:00-22:00，週一休息

Jung Ji Young Coffee Roasters

BEST PICK

19

城南板橋柏峴洞咖啡街

板橋咖啡街隨處可見時尚的咖啡廳和充滿個性的小商品賣場等。

從《需要浪漫》到《來自星星的你》，

經常被用作浪漫電視劇的拍攝背景。
50

水原華城
長安門

3

地鐵1號線水原站

1

I’
M HOME 電影裡的背景畫面

3

ON THE STAIRS 集三個魅力於一身的法

乳白色的端莊外觀、藍色的門、黃色的招牌引

式餐廳

歡迎。還推薦品嘗用牛奶、炒麵粉、糯米團做

嘗到有機茶和直接在賣場中烤製的蛋撻的咖

人注目。蛋撻、三明治和早午餐功能表非常受
成的牛奶紅豆沙冰。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板橋驛路10號路3-1
070-4418-0415
10:00-24:00 (年中無休)

2

WILLIAMS BURGER 正宗漢堡店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白峴洞 564-3 031-701-8899
(平日)11:00-01:00，(週末)11:00-02:00

4

HOW’
S HOUSE 歐式感性

點餐後立即製作食物,一般需要等待15~20分鐘。

老闆曾是廣告公司廣告撰稿人，由於對生活用

酪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值得等待。

興趣為中心的店鋪。色彩絢麗的波

手工魚肉餅和培根中充足的肉汁，以及3種乳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白峴洞 579-4 031-8016-7676
(平日)12:00-21:00，(週末)11:00-21:00，
(閉餐時間)15:00-17:30

長安公園

比薩或者義大利麵中加入簡單的酒類,可以品
啡屋,還有燒烤店，香薰藤條,香皂等。

20

水原行裡團街

“einspanner”是熱賣單品。

門風景盡收眼底。買花的時候，店裡會真誠

舊住宅改造而成的咖啡廳和西餐廳等營造出復古風格的行裡團街。

酷似閣樓的2樓花店。透過窗戶，安靜的華西

2

板橋站路50號路

BEST PICK

花處方 在旅遊景點買花的心情

在滕條竹籃裡同時放入三明治、飲料、墊子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新豐路23街 54
031-302-1111
12:00-22:00，週四休息

ON THE STAIRS

水滴
公園

4

的野餐套餐特別有名。加鹽的奶蓋馭手咖啡

3

新柏峴中學

CAFE7209 享受充滿少女心的野餐

特別是登上屋頂咖啡廳觀賞華城行宮，非常有趣。

#STREET

How’
s House

得益於寧靜的風景，這裡也成為電影拍攝地。

沿著小路往前走，感受一下時尚韓流。

新盆唐線
板橋站

4
花處方

水原傳統文化館

5

O’
Brothers Cafe
& Baber

華虹門

字路口
長安十

Paterson Coffee

2

品非常喜愛，便專門開了一家以自己
蘭碗、從法國和荷蘭運來的亞麻製
品等歐洲產小物件琳琅滿目。

1

Cafe7209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白峴洞562-1
031-8016-5662
10:00-20:00 (周日休息)
www.howshouse.co.kr

正祖大王銅像

華城行宮

八達門

51

K-FOOD

#EAT

BEST PICK

BEST PICK

25

26

在京畿道散步的美味旅程
議政府魚板食堂 傳承了三代的美食之家

大韓民國第一個部隊火鍋1號店，還上過好幾次電視，這個

坡州FARMER’
S TABLE 此處有花樣紅酒
BEST PICK

21

Farmer’
s Table因曾是KBS2電視劇《花樣男子》的校內食

BEST PICK

堂而聞名。位於展廳,咖啡廳、餐廳集一體的Heyri Artinus

22

建築內，適合外出遊玩時去。寬敞的空間被眾多的樹木、石

頭和室內庭院包圍，顯得非常帥氣。人氣菜品是華德比薩和
牛排。繼紅酒之後，自製的手工啤酒越來越受歡迎。

南楊州瓦房嫩豆腐鳥安總店

採用傳統方法製作國產大豆
南楊州木香園 用明火烤肉滿足您的味蕾

在《星期三美食會》中受到盛讚的這個地方位於水落山腳下，

可以品嘗到明火烤肉包飯。主菜單是鐵網烤牛肉包飯套餐。
點菜後，一口大小的三色糯米飯等美觀、整潔的擺放好上

菜，增添了口味。一口大小的三色糯米飯越嚼越覺得有嚼勁，
甚至連不遠千里找來的外國顧客也很佩服。
京畿道南楊州市德陵路1071號路34-12
周一至周日 11:00-22:00 031-527-2255

這是一家距離兩水裡僅5分鐘路程的美食店。2018年，該店
參加了161次週三美食會，2019年參加了753次2TV新資訊
等眾多美食節目。因為很有名,所以總是人多，因此，只要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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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火鍋美食之家。以傳承了三代的食譜和高品質的食材為基

礎，成為代表議政府的部隊火鍋飯店。附近雖然有很多部

隊火鍋飯店，在其中，這家飯店的部隊火鍋湯味道又濃又香，
不僅是韓國人，還牢牢地抓住了外國顧客的胃。採用傳統菜
譜做成的水蘿蔔泡菜使部隊火鍋的辣味變得更加清爽。
京畿道議政府市護國路1309路15 031-842-0006
08:30-20:30
odengsikdang.com

加平ANANTI PENTHOUSE SEOUL LAFORET 特色牛排餐廳

Ananti Penthouse Seoul的西餐廳“Laforet”在法语中意為

“森林”，能夠讓您享受美的同時一起觀賞美麗的自然風景。
Laforet的招牌菜是特色牛排，使用最高級的烤箱，完全鎖

食。豆腐料理是主菜，按照傳統方法製作國產大豆，口感柔

住肉汁，使表面迅速熟透，保留牛肉原有的味道。午餐自助

軟，味道清香。

區有30多種沙拉和豐富多樣的小食供您選擇，並且製作這

京畿道南楊州市鳥安面北漢江路133
3月-10月 星期一-星期日 10:00-21:00，11月-2月 星期一-星期日
031-576-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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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午飯時間和晚飯時間，就可以悠閒地坐在桌子上享用美

BEST PICK

BEST PICK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Heyri村路59-77 Artinus1樓
星期二-星期日 11:30-21:00 031-948-6225

地方從賣魚板的大篷車開始，如今成為了吃飯要排隊的部

些沙拉的原材料都是從農場以最快的速度直接配送的。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柳明路1007-90 031-280-3330~1
週一至周日 07:00-10:30，12:00-14:30，18:00-21:30
theananti.com/kr/seoul

義王天然大豆 早晨新鮮出爐的豆腐

天然大豆是一家位於白雲湖附近的
帽洛山腳下的豆腐料理店。採用生長
在聞慶和尚州的大豆，每天早晨製作
出新鮮的豆腐，春天可以盡情品嘗在
菜園裡的各種蔬菜。這裡非常適合

大家聚餐，比如和家人聚會、公司聚
餐、同學聚會等。店裡招牌菜是用天

然大豆製作而成的豆腐套餐，其中包

BEST PICK

渣等，滿滿的一桌。
利川皇帝米飯店 韓國人的飯桌是這樣的

《週三美食匯》上介紹過的“皇帝米飯店”，用親自蒸的大

米飯做石鍋飯，然後做出一個豐盛的飯桌。另外，只用無人
工添加的天然調味料調味的清國醬和有嚼勁的利川米飯的
完美搭配，甚至得到了宮中烹飪非物質文化遺產黃慧性奶
奶的盛讚。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京忠大路3134 031-632-3646
週一至周日 10:00-21:00
www.imkum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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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義王市文化藝術路163
週一至周日 11:30-21:30
031-422-0059
jykong.modoo.at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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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嫩豆腐、豆腐包飯、豆腐湯、豆腐

高陽ETALY碳爐 在韓屋中吃碳爐披薩

29

平澤THE BIG BITE 去美國來一場美食旅行

在現代裝飾的韓屋裡可以品嘗到碳爐披薩的地方。這個地

美國海外單一基地中最大的平澤營地韓弗理斯，是汝矣島

特有的香脆感，碳爐披薩由店家親自揉面，確保披薩餅不

而自豪。咬一大口是一家家庭飯店，堪稱平澤美食之家。外

方每天用少量購買的食材製作披薩和義大利麵。為了保持

致太厚。在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容器上放上義大利麵，然後
在上面鋪上乳酪烤製而成的。口腔中滿溢著香醇的味道，來
到這裡吃飯的人肯定再來一次的。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高峰路770號路26-47韓屋1樓
周二至周日12:00-21:00，周一休息 031-977-4013

面積的5倍左右，是板橋新城的1.6倍左右，以大規模的占地

表當然是因為數量多的食物，所以到了讓人想起來美國的
程度。人氣功能表是牛排和義大利麵，所以最好盡可能和3
名以上的朋友來享受。

京畿道平澤市彭城邑安停迴圈路187 週二至周日11:30-22:00，週一休息
031-656-3083
thebigbite.modo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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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CK

#HOTHOTHOT

#便利店大勢小吃 #香蕉味牛奶很好喝 #便利店特產巧克力蛋糕卷 #按口味挑選的各式各樣的杏仁

#提到韓國就想起的辣味 #火雞系列 #辣味也有階段 #人氣產品的升級

如果因為選擇範圍廣而苦惱，那就先從下面的推薦商品開始吧。需要充電的時候，饑餓的時候，想嘗嘗有特色的美食的時候，

韓國的辣味挑戰在YouTube上獲得了人氣，辣味使人想起韓國。代表辣味的品牌是三養食品的火雞系列，食物有炒年糕和炒飯。

那真是太可惜了。作為參考，韓國的便利店有CU、GS25、7-Eleven和易買得24等代表性的商品。

士或者含麵條的產品。挑戰辣味的時候，喝前先喝牛奶，喝了辣味後再吃非常甜的冰鎮飲料或優酪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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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小吃熱戰！

就來便利店嘗一下便利店經歷了10年的統計費盡心思挑選的美食吧。如果完全錯過便利店裡推出的特別商品，

挑戰辣味食物吧？展示韓國人辣味的辛辣食物出動。

辣味也有微辣和特辣之分，購買前要確認一下是微辣還是非常辣的味道，然後再購買。第一次挑戰辣味的人請選擇微辣或者芝

深受喜愛的暢銷
香蕉味牛奶

甜蜜的酸酸甜甜的優酪
乳有多種味道，人氣超
高。在7-ELEVEN購買
的優酪乳

人氣本來就很高，所以
優酪乳味道的軟糖也出
現了。優酪乳軟糖

優酪乳裡混合了各種餡
料，投入品嘗的樂趣
中。VIYOTT

柔軟的獨特質感，在世
界範圍內都受到喜愛的
軟軟的草莓牛奶軟糖

YOUTUBE上的挑戰視頻成為話題的辣味火
雞系列。感覺能辣得要死的杯面和袋裝拉麵
都在盛讚聲中銷售。火雞炒麵三養食品

吃餃子後嘴裡像著火一樣。
充滿火雞炒麵醬的火雞王餃子三養食品

在韓國人喜歡的肥腸加上辣味，
非常簡單地就能烹飪出來了。
辣味非常鐵板炒飯清淨園

在杏仁中澆上甜蜜的蜂
蜜慢慢融化，散發出香
噴噴的味道。湯姆斯蜂
蜜黃油杏仁

現在連炒年糕的味道都
推出來了。
炒年糕味的杏仁

象徵韓國情的巧克力派
煥然一新。濃郁、甜蜜
的焦糖裡含有融化的生
奶油的生奶油派

有嚼勁的年糕中添加了柔
軟的巧克力奶油和花生巧
克力，又有嚼勁又甜。
Ghana奶油巧克力

鬆軟的蛋糕裡充滿了柔
軟、甜蜜的奶油的高麗
糖 巧克力蛋糕卷

忠於基本的炒年糕味道。
MIMINE的原味湯炒年糕

和韓式炸雞一起搭配著吃，甜甜辣辣的，很
適合作為下酒菜的炸雞塊。
E-MART商務小麥炸雞塊

向韓國人喜歡的辣炒章魚飯挑戰。
章魚炒飯

餅乾裡有排骨和整雞的
味道。樂天製果的回歸
外帶大排骨整雞味

用韓國傳統食材醃製而
成的香噴噴的糯米糕味
小吃。便利店中只能在
E-MART 24處購買。
米酥塊

與KAKAO相遇的享用樂
趣，視覺樂趣進一步升
級。朋友礦泉海苔傳統
海苔

通過SNS為人所知，
中國遊客特別喜歡的
蟹肉味棒

含有清爽味道的強烈薄
荷遇到了KAKAO角色。
不含糖，
更好的強勁薄荷

輕鬆享受韓式BBQ。真空包裝，便於攜帶，
易於烹飪的NO品牌蔥絲辣椒醬五花肉

韓國人非常喜歡做下酒菜的
NO品牌明火烤豬皮

含有勁道面和香噴噴的芝士，
辣味、清爽的起司炒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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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NK

#COCKTAIL

#傳統主義的味道 #新鮮的水果酒 #香噴噴的瑪格麗酒 #您的口味是？

#咕咚咕咚 #蜂蜜組合酒兒童（不能喝酒的大人）也能咕咚咕咚的新潮酒 #酒變成了魔術

好水做好酒。好材料的搭配能做出最好的味道。京畿道的好水和山地的食材相遇，釀造出味道和諧的當地酒。最近釀酒廠的主

但是，混合不當可能會成為懲罰，所以要注意材料的組合和比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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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當地美酒收藏

酒酒酒菜單

雖然燒酒太苦了，但在想喝一杯的日子裡，加上材料，做成甜蜜的雞尾酒。

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年輕，做了很多有趣的嘗試，釀造出了多種味道的酒。可以根據旅行者的喜好進行選擇的範圍變大了。所以
這可以說是一種幸福的苦惱。
（*價格因經銷商方而異）

醇香的
地區
生瑪格麗酒

甜蜜的
果酒

GRNAD COTEAU
葡萄酒
放入葡萄皮進行發酵後，
適度浸泡一段時間將皮撈
出，只用果肉做成。口味
柔軟柔和，顏色呈粉紅
色，被稱為戀人們的葡萄
酒，甜點葡萄酒。味道清
爽，單寧酸柔軟。
度數：12.0%
價格：21000韓元
製造商：
綠色營農組合法人

蜜月葡萄酒
採用京畿道20多家農戶直
接收穫的蜂蜜和清淨楊平
的水釀造的葡萄酒。蜂蜜
的花香隱約飄散。柳丁汁
的香氣和味道可以增強食
欲，所以很多人喜歡作為
餐前酒飲用。
度數：10.0%

價格：35000韓元

製造商：常春藤營農
組合法人

多種
口味的
蒸餾燒酒

1932年抱川二東
生瑪格麗酒
抱川地區駐紮著很多軍隊
和部隊，退伍的士兵忘不
了抱川二東瑪格麗酒的味
道，所以仍然會回來喝，
使得這款酒變得很有名。
這是用85年傳統的特有釀
造秘訣和清溪山清潔地下
岩層水釀成的。味道像雲
一樣輕柔。
度數：6.0%
價格：1700韓元
製造商：
（株）
抱川二東
瑪格麗酒

恰如其分生瑪格麗酒
採用安城市能保證品質的
新米恰如其分大米。由首
爾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松節
酒”
的功能持有人李正子代
表釀造。輕快的味道是其
特色，還散發著淡淡的香
蕉牛奶的香味。
度數：6.0%
價格：2000韓元
製造商：韓酒釀造

砥平生瑪格麗酒
這是擁有90多年歷史的
“砥
平酒造”
的代表產品，乾淨
和柔和的口感，隱隱的甜
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突
顯了瑪格麗酒的美味。
度數：5.0%
價格：1650韓元
製造商：砥平酒造

小小酒

酸橙奶燒酒

燒啤

溫和桃味燒酒 + 冰

煉乳 + 冰

將燒酒和啤酒混合在一起的，作為一

桃味PETITZEL水果凍 +
將便利店裡容易買到的水果凍（桃味）
和溫和的桃味燒酒混合一下。又軟又

滑的桃子果凍使增添了口感的燒酒味
道中和，完成甜蜜的小小的酒。其製作
驪紅薯蒸餾燒酒25
100%驪州產紅薯的香氣經
過常壓蒸餾和甕熟成，味
道深邃，口感更加溫和。
度數：25.0%

價格：25000韓元

製造商：
（農）
麴醇堂驪州名酒

（株）

文梨酒傳統
這是2000年南北首腦會談
時，金大中總統和前國防
委員長金正日乾杯的酒。
這還是向高麗時代皇帝進
貢的清雅的酒。目前，由
傳統食品名稱第7號李基
春名人釀造。

MIR 25
用自製的韓國產小麥酒
麴發酵而成，不添加其
他材料。利用燒酒罐，
按照傳統方式製作而
成。與度數相比，香氣
豐富，甜味細膩。和五
花肉很配。

天妃香火酒
常壓蒸餾天妃香藥酒製成
的最高級的蒸餾酒。熟糧
和熏香濃郁。不刺激，但
像其名字一樣，入口後嘴
裡像著火一樣熱。和調味
烤鴨肉很配。

價格：50000韓元

價格：18000韓元

製造商：農業公司法人

度數：23.0%

製造商：文梨酒釀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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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數：25.0%

製造商：酒泉

度數：40.0%

價格：50000韓元
（株）
好酒

韓酒玻璃套裝
由首爾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2號
“松節酒”
功能持有
人李成子代表釀造。飲用
時的猛烈的氣息可以立刻
增添興趣。無後勁，能清
醒地醒酒是其優點。味道
濃郁，適合與用豬肉做的
食物搭配。
度數：35.0%

價格：16800韓元

製造商：韓酒釀造

方法很簡單。首先在透明的玻璃杯裡

裝滿一半左右的冰。然後倒入2燒酒杯
的桃味燒酒。燒酒的量要根據味道和
酒量來調節。然後在冰杯裡倒入一袋

Petitzel水果凍。兩種材料混合均勻就
完成了。粉嫩的顏色和桃子的香氣相互
融合，看著就好像能夠沉醉在氣氛中。

桃味Petitzel水果凍2000韓元，溫和的桃味燒
酒2000韓元

燒酒 + 莫吉托酸橙飲料 +
酸橙奶燒酒是口感柔和的煉乳和濃郁

的酸橙香味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製作的
雞尾酒。製作方法很簡單。首先在雞
尾酒杯裡放入莫吉托飲料和煉乳。把

兩種材料混合均勻，然後把粉碎的冰
裝滿。如果覺得將冰粉碎很麻煩，那
麼也可以在便利店買到。然後在其中

放半杯燒酒（以燒酒杯為基準）。完成

的雞尾酒擁有柔和的口感和酸橙的甜

蜜和清爽的味道。缺點是會過量飲酒。
喝一口就停不下來，不知不覺就會過
量飲酒，需要小心。

燒酒2000韓元，莫吉托酸橙飲料2000韓元

燒酒 + 啤酒

種雞尾酒的燒啤 是大韓民國最受歡

迎的流行雞尾酒。製作的慣例是，啤

酒使用幹啤酒，燒酒使用稀釋的燒酒。
其製作方法很簡單。根據個人的喜好，
在空啤酒杯裡倒入一定量的燒酒，將
杯子的剩餘部分裝滿啤酒，然後混合
均勻即可。所謂黃金比例是指，燒酒

和啤酒的比例是3:7，據說這樣會口感
柔和。混合燒啤的時候，還可以用勺

子舀杯底。兩種度數不同的酒混合在

一起時，度數高的會往下沉，所以如

果施加垂直衝擊，下沉的酒會受到衝
擊而向上升，產生混合的效果。
燒酒2000韓元，啤酒3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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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界的香奈儿，
麝香葡萄
麝香葡萄是價格昂貴
的葡萄界的香奈兒，
是一種被稱為葡萄界
愛馬仕的最高級葡
萄，葡萄內無籽，可
以連同青葡萄皮一起
咀嚼。

紫色葡萄的代表者，
康拜爾葡萄
與巨峰一起成為紫色葡
萄代名詞康拜爾葡萄體
積大、種子少，人們喜
歡在盛夏吃這種葡萄。
南原、嶺東、松山、大
阜島等是主要的葡萄產
地。

橘子類中最熱銷的紅香
作為韓國的節日禮物水
果，人氣很高。口感甜
脆，體積比其他柑橘大
兩倍，皮更容易剝掉，
朱紅色更深。橘子的上
市季節是 月到 月。

處於柑橘和柳丁的中間，
醜橘
凹凸不平的外表引人注
目，其多汁多糖，質感
柔軟，是去濟州島旅遊
時作為禮物買來的珍貴
水果。

心裡熟了就像蜂蜜一樣
甜的富蘋
韓國人最熟悉和最歡迎
的蘋果是富蘋。也被
稱為富士蘋果。蘋果
心變黃了就像抹了蜂蜜
一樣甜蜜。從秋天開
始吃，可以存放最長時
間，一直享用。

新推出來的水果。
蘋果西瓜
又小又輕，像蘋果一樣
削著吃的西瓜。大小
只有現有西瓜的 ，
被稱為迷你西瓜，糖度
高，皮薄，所以是西瓜
界上升起的新星。

韓國的特產，嶺東柿餅
柿子在韓國童話中也經常
出現，可見其從古代就備受韓
國人喜愛。有把生柿子切開後
直接晾曬的柿餅，還有把柿子
分成
~ 等分，乾燥得勁
道之後製成的柿片幹，是韓國人
一吃就停不下來的零食。

被稱為 梨-的梨
清涼、甜爽的味道中充
滿了水分的韓國梨，口
感柔軟，很受歡迎。被
稱為 梨-，吸引了世
界各地遊客前來品嘗。

冬季國民水果，柑橘
酸酸甜甜的味道和豐富
的維生素 含量，挽救
了人們冬天疲憊的口
味。作為一千多年來受
到韓國人喜愛的大韓民
國國民水果，主要在濟
州島生產。

市場和南門時尚一號街。每個市場都有不同的個性，所以花時間去逛逛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週一至周日17:00-22:00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八達門路9

#MARKET

#KOREAN FRUITS

3

4

迷你水果很受歡迎，
迷你蘋果
可以一口吃掉的可愛的
迷你蘋果登場了。為一
人家庭開發的迷你蘋
果，蘋果皮中含有大部
分營養素，所以要洗乾
淨後帶皮吃。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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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實的與眾不同的口感，
星洲香瓜
韓國香瓜的代表是在星
洲地區出產的星洲香
瓜。這種備受韓國人喜
愛的星洲香瓜在海外也
有著超高的人氣。口感
比哈密瓜硬實，爽脆，
糖度也高，喜愛的呼聲
持續不斷。

，
水果界的
草莓
韓國的草莓更甜、更
大、更硬實，是海外消
費者最喜歡的水果。被
並且
稱為 “ 梅-子 ，”
被公認為代表韓國的優
質水果。

在八達門，以水原川為中心，足足有9個傳統市場密密麻麻地擺開生意行列。從正祖大王直接吸引的八達門市場開始，
門景點之一。尤其是在水原更是如此。

華麗的圖案而在SNS中作為人氣商品的極細紗毯子是市場上常見的商品。傳統市場在京畿道旅行中是不可或缺的熱

K

K

B
T
S

K

3

首先會抓住顧客的嗅覺。逛遍角角落落，看各個角落，還能發現寶貝般的商品。被稱為冰箱褲子的緊身褲，以及憑藉

在傳統市場觀光中不可或缺的韓國水果購物

34

BEST PICK

傳統市場觀光

1

傳統市場簡直是一個能感覺到濃郁生活味道的地方。現烤的糖燒餅、煎得滋滋的綠豆煎餅、各種麵食等，市場食物

C

水原傳統市場 只是看著就很開心！

35

BEST PICK

東邊是地動市場、水芹光市場、木穀市場等以食物或食材為中心的市場，西邊則是以衣服和生活必需品為中心的永東

K-BEAUTY

#COSMETICS
對韓妝感興趣的遊客們，千萬不能錯過的一些資訊

BEST PICK

OLIVE YOUNG

這裡不僅有護膚品、潤體產品、
美髮產品，連各種美容工具都

補品、零食和飲料等真的應有

盡有。該藥妝店的優點是物品

是因為這樣不管需要不需要都

01

04

©CJ Olive Networks

想要購買。

01
POWDER 4 ROOM水光定妝噴霧
斯娜諾定妝液可以根據不同類型挑
選使用。這裡介紹的產品是幫助展
現潤光妝容的定妝噴霧。在化妝前
後為肌膚注入水潤感，突顯光彩，
幫助您長時間不脫妝。
18000韓元，斯娜諾

02

05

04
得鮮珠光臥蠶眼影液
隨著偶像歌手的美妝成為熱門話
題，人們對閃耀美妝道具的關注也
有所增加。這裡介紹的產品是能夠
打造像藝人一樣長時間閃爍的眼妝
的液體眼影。
8000韓元，得鮮

100ml，12000韓元，Adaline

03

06

06
保持涼爽舒緩足部噴霧
建議腳部敏感的人使用。為疲勞的
雙腳噴上，不僅心情得到放鬆，而
且腳部也會變得舒適、乾爽。如
果您因為長時間步行而感到腳部疲
勞，那麼就噴一下吧。
100ml，12000韓元，Adaline

富川熊津葡蕾樂園

享受露天SPA的同時護理肌膚

WOONGJINPLAYDOCI是一所主題公園，其中包括首爾
最大的水上樂園和SPA區，室內面積約5830坪（1坪=
3.3058m2。），以及擁有360碼200個擊球區的高爾夫

球場。SPA區投入歐式水治療按摩系統的bathe pool

等設施，可以和家人或戀人進行私人休息的水療別墅，
大型窗戶實現自然採光，讓您沐浴在陽光下享受水療。

25g，10貼 50000韓元，NACIFIC

選擇適合自己的SPA，可以幫助護理肌膚和放鬆身心。
©富川WOONGJINPLAYDOCI

京畿道富川市早馬路2號
水上樂園區和SPA區 週一至周日
10:00-21:00, Slide區 週一至周日10:00-20:00，陽光樂園區 週一至周
日11:00-18:00 1577-5773
www.playdoci.com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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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SPA PLUS 天然溫泉水，讓肌膚充分休息

這裡很久以前就開始以溫泉而聞名，水上樂園、水療區、汗蒸
房都注入了對身體有益的礦泉水。尤其水療區，一年四季都

供應最頂級的溫泉水。這裡由大溫泉池、溫泉池、幼兒池、菊
花、菖蒲、紅酒、青袍、核桃驚喜池、精油池、浴缸等組成。這

裡很容易找到，您可以和家人、戀人一同享受皮膚美容和休息。
京畿道利川市中裡川路115號路45
室外SPA09:00-19:00，大溫泉區 週
一至週五06:00-19:00 週六至周日 06:00-20:30
031-639-5116
www.mirandahotel.com

©利川Spa Plus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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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仁ROMANBATH 享受溫泉的同時護理肌膚

CHICOR 您的專屬美妝天地

這裡是離首爾最近的溫泉設施。在一樓做完運動按

視角打造嚴選美容收藏品的美容專業品牌店。除了彩妝、護膚品、美髮及潤體產品、美甲

服。旁邊還設有美甲店。二樓有冰房、氧氣房、玉房、

這裡是對喜歡美容商品的人來說，像遊樂場一樣的地方——CHICOR。它是一種以感性的
商品之外，這裡還可以體驗各種美容工具。賣場裡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化妝燈把鏡子周

圍照亮，形成一個自助吧式的“美妝臺”。從在韓國只有通過海外直購才能購買到的海外
商品，到網上熱賣的韓國國內品牌，各種產品層出不窮。

高陽店: 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高陽大路1955 高陽星空二樓
031-5173-1555
10:00-22:00
（每天）
河南店: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號路 新世界百货星空河南店一楼
031-8072-1735
11:00-21:00
www.chicor.com/chi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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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植物菸酸美白面膜
貼合力強，如同天鵝絨般柔軟的面
膜布上充滿了美白精華。

05
保持涼爽舒緩足部噴霧
建議腳部敏感的人使用。為疲勞的
雙腳噴上，不僅心情得到放鬆，而
且腳部也會變得舒適、乾爽。如
果您因為長時間步行而感到腳部疲
勞，那麼就噴一下吧。

BEST PICK

37

BEST PICK

11000韓元，美迪惠爾

按照品牌一應俱全。而且，健康
種類齊全，應有盡有，缺點是正

在旅遊景點一邊泡溫泉一邊享受休閒時光

02
美迪惠爾三重啟動舒緩保濕精華
幫助肌膚美白和抗皺的高濃縮安
瓶。含有茶樹提取物、積雪草提取
物等，具有卓越的鎮定和保濕效果。

36

集健康美妝於一體的藥妝店

#SPA

摩後，在溫泉浴池和高溫桑拿房上休息，身體會很舒

紫水晶房等，三樓有炭房、鍺房和皮膚護理處。在室
外可預訂火炕屋和平房，進行一天兩夜的皮膚管理
的路線非常受人歡迎。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芝三路470 營津主題公園
週一至周日00:00-24:00 031-335-1118
romanbath.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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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

#SLEEP

46

49

48

45 46
47
44
仁川國際機場

首爾

京畿道

42
41

©坡州童話療癒露營

在旅行地體驗的一天的開始與結束

BEST PICK

BEST PICK

45

BEST PICK

42

坡州童話療癒露營 燈光創造的童話般的世界

去人工月球的路上，水杉樹一個接一個的連綿不絕，每次

呼吸都能感受到它釋放出的植物殺菌素，五彩斑斕的燈泡

43

發射出各自的光芒。一到晚上就會成為光之國的這裡，白天

就變成了可以與鸚鵡、羊、小貓、松鼠等動物一起玩耍的小
動物園，也可以變成四季滑雪場。

BEST PICK

41

義王望良山自然修養林 在帳篷裡享受森林浴

義王望良山自然修養林4.2km的散步路連接著露

營場和登山路。約1.8km的望良山登山路包括巴

拉365希望臺階、還有巴拉山觀望臺等，非常適合
享受森林浴。休養林內由27個露營場構成，其中

14個露營場可以預約固定式帳篷。此外,修養林內

利川伊甸樂園酒店 連小小的細節都很精緻的設計

還有約2km的森林小路和幼兒森林體驗場，非常

這是建在利川豬鳴山山腳3.6萬平方米土地上的酒店。該設計是大
韓民國最高建築設計師崔詩英的設計，製作得精緻、美麗。1.1萬平

方米的伊甸園裡種滿了200多種鮮花和植物。湖面花園和四色花園、
藍莓花園由多種概念裝飾而成，散步時會非常有趣。與酒店的服務

適合與家人一起來。

京畿道義王市望良山路96 031-8086-7482
09:00-18:00
barasan.uuc.or.kr

京畿道坡州市坡平面坡平山路363號路32-9 031-952-2002
入住15:00，退房10:00
www.dwhealingcamp.com

坡州臨津閣和平野營場
没有帐篷的野营

位於坡州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附近。
合野營場。由各種主題的野營區構成，

坡州紙之香 與書共度一夜

與其在房間裡打開電視，不如翻開插滿書架

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尤其

的書，沉浸在思考中。簡約風格的房間是雙層、

是在租賃野營區，不需要準備任何東

三層、暖炕結構，附有代表韓國的作家的名字。

西，可以身心輕鬆地造訪。旺季和假

能感受到木紋的原木傢俱和棉材質的床上用

期從下午3點開始可以入場，所以最

品使人感受到自然的舒適。這個地方是在美

好在使用時再確認一次。

遠的地方慕名前來茶屋中提供純手工製作的司康和茶的味道堪稱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西利川路449-79
031-645-9100
入住 15:00，退房 12:00
www.edenparadisehotel.com

47

這是一個擁有34000平方米占地的綜

麗的書架和成千上萬本書裡能平靜地放鬆身心，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馬井里613-1
1670-3856
入住 14:00，退房 11:00
imjingakcamping.co.kr

水準相比，價格合理，被認為是性價比很高的酒店。此外，遊客從很
一品，聲名遠揚。

BEST PICK

安靜地療癒的書家樂。
Ⓒ智慧之林

BEST PICK

Ⓒ지혜의 숲

京畿道坡州市會同路145亞洲出版文化資訊中心
入住15:00，退房11:00 031-955-0090
www.jijihyang.com

BEST PICK

44

48

BEST PICK

49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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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澤RAMADA ENCORE酒店

既舒適又美麗

可以看到平澤港的晚霞和西海大橋

的美麗景色。得益於舒適的室內環
境，集體遊客們很多。尤其是套房與
其他客房不同，寬敞豪華的室內裝潢

很引人注目。還可以透過開闊的視

窗直接欣賞西海和夕陽美景。平日

住宿時的早餐自助餐是免費提供的。
常時運行的免費班車是在美軍韓弗
理營往返酒店的路線，使用前最好
先諮詢前臺。
©平澤RAMADA ENCORE酒店

62

京畿道平澤市浦升邑平澤港路184號路3-10號
入住 15:00，退房 11:00
031-229-3600
www.ramadaencorepyeongtaek.com

©高陽MVL酒店

高陽MVL酒店 京畿北部第一家特級酒店

加平SS度假村 豪華的個人別墅

漣川香草村 365天，植物的慶典

程，距離市中心很近。雖然是安靜的近郊，但步行5分鐘的

是來到了度假村，而是到了高級私人別墅。雖然是只有10

平方米 土地 上 的 環 保 主 題 公 園 香草 村由超 大 型 玻 璃 溫

這是京畿北部地方唯一的特級酒店。距首爾有50分鐘的車

距離上有One Mount、水行星，在5分鐘車程處則有現代百
貨商店和易買得購物中心，很容易到達。賓客使用自助餐

廳庫奇納M、中餐廳竹林、咖啡館伊拉戈可享受10%的折扣，
而三溫暖則可享受50%的折扣。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太極路20號 031-927-7632
入住 15:00，退房 11:00
www.mvlhotel.com/goyang

豪華的室內裝潢、復古的傢俱、白色的床上用品，感覺不

個房間的淡雅的度假村，但很多歐洲和美洲的遊客卻被
Expedia上看到的這裡的氣氛吸引，不遠萬里的前來旅遊。

所有的客房都能夠看到江景。早午餐和烤肉一定要嘗試一下。
由於主人夫婦有在國外留學的經驗，所以在語言溝通方面
不會出現不便。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漢江邊路494 070-8808-9514
入住 15:00，退房 11:00
ssresort.co.kr

春天舉辦薰衣草慶典，秋天舉辦天使花慶典。建在約57000
室、戶外花園等可以欣賞戶外游泳池、烤肉場等的住宿設施
“俱樂部女花神”和義大利餐廳“農夫餐桌”等多種配套設

施組成。香草村旅館共設有40個房間，其中包括雙層型家

庭房間、單層型、家庭房間、韓室等13坪型到32坪型，家人、
戀人、朋友在這裡都可以和睦相處。

京畿道漣川郡旺澄面北三里222 031-833-5100
入住 15:00，退房 11:00
herbvillag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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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STATIONS

#EASY ACCESS
去看看京畿道主要地鐵站周圍的旅遊景點吧！

BEST PICK

50

板橋站: AVENUEFRANCE

大韓民國第一個街頭型購物中心，兩邊排列

©THE AK TOWN

©樂天Outlet光教站

的露臺型咖啡館和主題型飲食文化，是一處

BEST PICK

51

光教中央站: 樂天OUTLET光教站

可以在近距離交通便利的中心地區，以30~70%的折扣價格

充滿巴黎感性的綜合購物中心。

新盆唐線、京江線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東板橋路177號路25板橋湖畔峰頂廣場
031-8016-0101
週一至周日11:00-22:00
www.avenuefrance.co.kr

購買百貨商店的著名品牌產品。

這是韓國第一 個以 Aeon（離子）型概念設

計的購物空間，是安裝有太陽能和能源設備，
擁有屋頂生態公園等的環保建築。

地鐵1號線，KTX iTX停車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924 AK廣場水原店
1661-1114
週一至週五10:30-20:00，週六至周日
10:30-20:30
www.akplaza.com

BEST PICK

52

有居 家 品 牌 I K E A 和 合 理 的 購 物 中心 樂 天
Outlet。在同一個區內，值得逛一逛。
地鐵1號線，KTX iTX停車

IKEA
京畿道光明市日直路17 1670-4532
週一至周日
10:00-22:00，節日當天休息
www.ikea.kr

樂天Outlet
京畿道光明市日直路17
週一至週四 10:00-21:00，
週五至週一 10:00-22:00 02-6226-2500
www.lotteshopping.com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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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山站: 和平樂園、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

從臨津江站步行7分鐘就能看到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和

地鐵4號線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02-509-6000
周周一至周四 10:00-21:00，周五至周一 10:00-22:00
www.seoulland.co.kr

如果說江南地區的大規模展覽館有COEX，那麼一山就有

Kintex。這裡是亞洲第四大會展中心，展覽區面積有10萬平
方米，旨在利用新再生能源，每年減少4000噸以上的溫室
氣體排放量。

地鐵3號線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Kintex路217-60號
031-810-8114
www.kintex.com

遊玩和平列車、碰碰車等遊樂設施。

京義中央線
和平樂園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48-33 031-953-4448
夏季周一至周日11:00-18:30，冬季11:00-17:30
和平世界公園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馬井里618-13 031-956-8300

BEST PICK

57

平澤站: 平澤湖藝術館、平澤湖、平澤港

平澤港是一個開闢了與中國的直達航線，擁有很高效用價

值的港口。另一方面，平澤湖觀光園內的平澤湖藝術館是一

果川站: 首爾樂園

盜等50多種遊樂設施。年中舉行光明慶典盧娜公園和各季節慶典。

大化站: KINTEX

分界線以南7公里處，象徵著和平的願望。在和平樂園可以

©首爾樂園

這是1988年開放的韓國國內第一個主題公園，可以乘坐VR門、北歐海

55

平樂園等臨津閣旅遊景點。特別是臨津閣建於1972年軍事

座金字塔型建築，被用作展覽館兼多功能大廳，觀眾可以
©LEE GEUN SOO

從KTX和地鐵1號線光明站步行約15分鐘，就

56

BEST PICK

©平澤湖藝術館

水原站: AK廣場

光明站: IKEA、樂天OUTLET

BEST PICK

©THE AK TOWN

地鐵1號線，KTX iTX停車
京畿道水原市靈通區道廳路10 031-8064-2500
週一至週四11:00-21:00，週五至周日/公休日11:00-22:00
www.lotteshopping.com

64

©KINTEX

54

BEST PICK

免費入場。

地鐵1號線，KTX iTX停車
平澤港宣傳館 京畿道平澤市浦升邑平澤港路98
（新堂公園內）
031-686-0632
周一至周六10:00-18:00，周日/公休日休息
平澤湖觀光園 京畿道平澤市玄德面面平澤湖路159 031-8024-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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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TOUR BUS
沿著街道散步，充實時尚的韓流感性吧。

城南便當巴士

坐一天舒適的公車，親身體驗城南的美食、看點

和各種體驗的城南文化觀光路線。導遊親切地

說明了每個景點，幫助遊客更好地理解城南。每
週週六運行，每週的路線各不相同。路線從第
一周開始分為5周，費用根據路線分為3種，但成
人和兒童的費用相同。

水原城市觀光巴士

能夠參觀朝鮮時代英祖、正祖的人生和功績的
水原華城歷史博物館和華城行宮、華虹門、長安

門等路線，學習歷史。體驗傳統與現代共存的朝

鮮新城水原華城之旅和試穿傳統服裝、打年糕、
射箭等傳統文化。

華城城市觀光巴士

韓國國內第一個公正旅行城市觀光項目，必須
事先預約。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碳的產生，減
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攜帶個人杯子和手帕，步行

1小時以上，造訪傳統市場、當地食品直銷店，可
以體驗農漁村地區人文社會。參加費中有1%會
通過自動捐贈系統，捐贈給社會。

始興城市觀光巴士

這裡有可觀察西海潮灘和古代鹽田情趣的潮灘

生態公園。這是韓國國內唯一一處潮灘生態公

園，是於日本帝國主義時代1934年至1936年的

索萊鹽田中形成的。參觀前需要預約，支付1萬
韓元使用當地貨幣觀光，然後還會獲得8千韓元
的返還，相當於用了2千韓元旅遊。這簡直就是
性價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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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路線

第一周：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 午飯（自由午餐）- 板橋博物館 孟山螢火蟲自然學校

第二周：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 午飯（自由午餐）- 新丘大植物園 - 板橋博物館
第三周：藏書閣 - 律動生態學習園 - 午飯（自由午餐）- 申海哲街 奧菲歐音樂博物館

第四、五周：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 陶瓷體驗&三明治便當 - 板橋博物館

出發地 08:00 首爾市中心站3號出口，08:20 教大站9號出口，09:00城南市廳
執行時間 週六，每週的路線都不同。費用 第一周：11000韓元，第二周：11000韓元，第三周：
13000韓元，第四周：17000韓元 費用包含 入場費、體驗費、專用巴士費、導遊陪同、三明治
午餐
（第四、五周）費用不包含 遊客保險、個人費用、餐飲
（第一、二、三周）
諮詢 070-7813-5000，www.seongnamtour.com

運行路線

水原-華城半天路線 水原站 - 海牛齋 - 華虹門（芳華水流亭）擂臺（國宮體驗）- 水原華城博物館 - 水原站

水原-光教全天路線 水原站 - 海牛齋 - 華城行宮（武藝二十四期）-

擂臺（國宮體驗）- 午餐（地動市場內自由就餐）- 華虹門（芳華水流亭）水原華城博物館 - 光教湖公園 - 水原站

水原 - 隆健陵全天路線 水原站 - 華虹門（芳華水流亭）- 華城行宮（武藝

二十四期）- 擂臺（國宮體驗）- 地動市場（午餐）- 隆健陵 - 龍珠寺 - 水原站

出發地 水原站4號出口前水原市旅遊資訊中心 執行時間
（水原-華城半天路線）
3-10月週二至周日
（週六休息日）
9:30，13:50出發
（水原-光教全天路線）
3-10月週六，9:50出發
（水原-隆健陵全天路
線）
周日，9:30出發 費用 11000 ~ 14900韓元 諮詢 031-256-8300，www.suwoncitytour.co.kr

運行路線

恐龍的呼吸
（生態旅遊）
、文化的呼吸
（歷史/文化）
、海洋的呼吸
（候鳥探索/潮灘/鹽田）
、自然的
呼吸
（森林體驗/自生植物）
、海浪的呼吸
（島嶼/生態探訪）
、主題觀光
（農漁村體驗/騎馬/牧場/
遊艇/慶典/服務觀光）
、一天觀光
（兩天一夜住宿，野營觀光）
、善良的旅行一天
出發地 東灘站2號出口、華城市媒體中心、華城市東部出差所、峰潭邑辦事處對面、鄉南邑辦
事處、共用中心前面的公車站 執行時間 週六至周日，09:00-17:00 收費 14000韓元
諮詢 031-366-4983，www.hscitytour.co.kr

運行路線

蓮花主題公園 - 三美市場或水王水庫 - 潮灘生態公園 - 烏耳島

出發地 10:30，14:00烏耳島站 執行時間 4-10月 週六至周日 費用 1萬韓元中包含來回車輛費、
體驗費、入場費、文化觀光解說服務、帶隊費等，不包含午餐、遊客保險 諮詢 031-310-2902，
www.siheung.go.kr

廣州城市觀光巴士

廣州是一處 擁有南漢江和八堂湖秀麗景觀的

地方，觀光路線很有魅力，一旦確定了旅行日程，
最好先預訂。專業解說員將會介紹被指定為聯

運行路線 （以下景點有部分包含在路線中）
南漢山城行宮 / 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申翼熙生家 / 面部博物館 / 京畿道陶瓷博物館 / 英恩美術館體驗

昆池岩花牆林 / 慶安川濕地生態公園 / 八堂水霧公園 / 山頭村 / 律春植物園

胡亂歷史。運行路線每6個月換一次，所以在網

出發地 07:30 首爾市廳站3號出口，08:00 教大站9號出口，09:00 京畿道廣州站
執行時間 7/6
（週六）
-11/16
（週六）
收費 15000韓元
費用包含 來回車輛費、體驗費、入場費、文化觀光解說服務、帶隊費等 費用不包含 午餐、
遊客保險
諮詢 02-318-1664，www.gjcity.go.kr

富川有趣城市觀光巴士

運行路線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南漢山城中的丙子
站上確認後再選擇。

這是一次“有趣（Fun Fun）之行”，可以通過文
化觀光評論員瞭解包括漫畫、電影、音樂在內

的富川豐富的文化基礎設施。定期觀光有FAN、

TA、SI、A，還有與附近城市相關聯的廣域市觀光
（光明洞窟、始興潮灘慶典），可以根據喜好進

FAN（環境旅行）、TA（科學旅行）、SI（歷史旅行）、A（漫畫旅行）、

遊擊城市觀光（雙層巴士觀光 / 夜間觀光 / 光明·始興聯動廣域觀光）
出發地 09:00 富川市廳議會旁邊
執行時間 3-11月週六，09:00-16:30
費用 8000 ~ 10000韓元
諮詢 032-656-4306，www.bucheonculture.or.kr

行選擇。觀光運營事先預約制。

安山城市觀光巴士

能夠看到朝鮮時代最出色的畫家金弘道作品的

檀園美術館，能夠體驗韓國國內最大的人工濕

地公園安山蘆葦濕地等的觀光，由各路線組成。
另外，還有能感受到每年20萬隻候鳥來尋的自
然生命的大松濕地，所以作為療癒和戶外拍攝
旅行也很好。

運行路線

第一路線：中央站 - 崔容信紀念館 - 星湖紀念館（植物園）- 午餐 檀園美術館 - 安山蘆葦濕地公園 - 中央站

第二路線：中央站 - 始華湖潮力發電站（月觀景台）- 大阜海松路第一路線 午餐 - 炭島海路 - 中央站

第三路線：由自由選擇市區、大阜島區的路線組成（團體20人以上）

雙層巴士主題路線：光化門、新道林站 - 始華湖潮力發電站（月觀景台）大阜海松路第一路線 - 午餐 - 炭島海路 - 光化門、新道林站

出發地
（安山）
10:00中央站，(首爾雙層巴士）
09:30光化門站，10:00新道林站
執行時間
（安山）
週二至週六 10:00-17:00
（首爾雙層巴士）
週一至周日 09:30-19:00
收費 6000 ~ 18900韓元 諮詢 1899-7687，www.ansancitytour.com

加平城市觀光巴士

總共9輛循環巴士，每一輛都通過感性的外觀設
計吸引了遊客們的視線。這裡有每年舉行爵士

樂節的鱉島、因電視劇《冬季戀歌》而成為韓流
熱風中心的南怡島、鐵路自行車休閒旅遊等歷
史和旅遊景點。購買當天的入場券在迴圈路線
中可以自由換乘，因此很實用。

運行路線

A: 加平客運站 - 加平鐵路自行車 - 鱉島 - 加平站自行車 - 南怡島 -

互動式藝術音樂 - 小法國 - 清平客運站 - 清平站 - 清晨寧靜植物園

B： 沐洞客運站 - 峴岩農耕博物館 - 加平客運站 - 鐵軌自行車 - 加平站 -

刀峰山索道 - 加平站 - 南怡島 - 互動式藝術音樂 - 雪嶽客運站 - 瑞士雪絨
花 - 希穀裡 - 清平客運站 - 清平站 - 清晨寧靜植物園

出發地 09:00-18:00 加平客運站 / 9:50、11:30、15:50、17:30 沐洞客運站
執行時間 週二至周日
（週一休息）
費用 6000韓元
（成人）
不含入場費、使用費
諮詢 031-580-2114，www.gptou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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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最簡單的方式遊覽京畿道主要旅遊景點的外國人專用觀光巴士

高陽城市觀光巴士

高陽市 擁有1919年三一運 動時，韓國全國唯

一一個在船上舉行萬歲示威的漢江河口附近的

幸州歷史公園，是一座傳統和文化並存的城市。
高陽城市觀光根據星期幾運營多種路線，能以

5000韓元左右的低費用回顧大韓民國的獨立運
動遺址。

坡州城市觀光巴士

按照星期開發的當天路線有7條，週末有兩天一

夜路線（五/感/滿/足）4條，兩天一夜星光觀光
路線2條，共有13條豐富多彩的觀光項目。韓國

國內大規模的出版基地坡州出版城市，以及壁
草地樹木園和愚農鴕鳥村、林津閣和栗谷李珥
遺跡等文化、生態、歷史和旅遊資源，使旅行更
加豐富。

便於從仁寺洞、弘大入口站、明洞站等首爾中心出發。由7條路線組成。
半日上午歷史文化：西五陵 - 高麗恭讓王陵

半日下午歷史文化：幸州山城 - 李慎儀先生紀念館 - 飯奶奶石像

A.

F.

半日下午市中心文化：兒童博物館-國立女性史展示館-高陽川路站稻種博物館

坡州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 - 坡州DMZ（都羅山瞭望台、第三

紺岳山徒步旅行（索橋、雲溪瀑布、梵輪寺）- 海裡藝術村 -

半日上午市中心文化：高陽600年紀念館 - 和平統一教育展示館 - 幸州歷史公園
週六一天歷史體驗：飯奶奶石像 - 碧蹄館址 - 幸州山城 - 幸州大捷體驗 李慎儀先生紀念館

出發地 10:00，14:00阿拉世界 執行時間 每週週二至周日
（週一休息）
收費 3000 ~ 6000韓元
不含午餐、入場費、體驗費 諮詢 031-909-9000，www.goyang.go.kr/citytour

運行路線

五路線：第1天）合井站 - 汶山站 - 臨津閣 - 都離山飯店（午餐，自行承擔）第三地道 - 都羅瞭望台 - 都羅拉山站 - 郡內面飯店（晚餐，自行承擔）-

格裡夫斯營地 第2天）格裡夫斯營地 - 太陽的後裔體驗 - 都羅山和平世界公園 長湍豆村（午餐，自行承擔）- 許浚墓 - 汶山站 - 合井站

感路線：第1天）合井站 - 汶山站 - 臨津江黃浦帆船 - 鬥只裡鮮辣魚湯（午餐，

自行承擔）- 牛草村 - 坡州李珥遺跡 - 東化治療營地（晚餐，自行承擔）WIZ酒店 第2天）WIZ酒店 - 栗谷水木園 - 杜魯姆博物館 - 高句麗牧場 山葡萄農園 - 汶山站 - 合井站

滿路線：第1天）合井站 - 金村站 - 烏頭山瞭望台 - 坡州美味村（午餐，自行

承擔）- 宋榮譽的針故事 - 坡主莊陵 - 羅賓的樹林（晚餐，自行承擔）- 宏遠
研修院 第2天）宏遠研修院 - 坡州三陵 - 尹瓘將軍墓 - 龍尾裡磨崖二佛立
像 -（午餐，自行承擔）- 伴鷗亭和黃喜先生遺址 - 看點國 - 金村站 - 合井站
足路線：第1天）合井站 - 雲井站 - 馬場湖 - 普光寺（午餐，自行承擔）-

苦，蘊含著和解除武裝的和平含義的地方——

DMZ（非武裝地帶）。乘坐火車從首爾出發可以
在1小時30分鐘後到達，速度不如KTX快，所以

可以慢慢欣賞窗外的風景。停戰後這裡人跡罕

至，乾淨的自然保存完好，可以體驗草本植物療
癒、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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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都羅山站）- 坡州普羅旺斯村 - 新世界西蒙坡州高端
奧特萊斯

出發地 仁寺洞 07:30，弘大入口站 08:30 目的地 弘大入口站 17:00，仁寺洞
17:30 執行時間 07:30-17:30
（週一、星期二休息）
費用 40000韓元
（包括午餐）
諮詢 02-365-1500，www.eg-shuttle.com

B.

京畿道南部地區: 傳統體驗路線

水原華城 - 水原南門市場 - 龍仁韓國民俗村

出發地 仁寺洞 9:00，弘大入口站 9:30 目的地 弘大入口站 17:30，仁寺洞
18:00 執行時間 09:00 ~ 18:00
（周日、週一休息）
費用 40000韓元
（包括午餐）
諮詢 02-365-1500，www.eg-shuttle.com

廣州南漢山城 - 廣州花牆樹林 - 利川個陶瓷村（馬克杯DIY
體驗）

出發地 仁寺洞 8:00，弘大入口站 8:30 目的地 弘大入口站 17:30，仁寺洞
18:00 執行時間 8:00 ~ 18:00
（周日、週一休息）
費用 65000韓元
（包括午餐）
諮詢 02-365-1500，www.eg-shuttle.com

抱川藝術穀 - 抱川農場體驗 - 抱川香草島

京畿東部地區：自然體驗路線

出發地 明洞站 08:30 目的地 明洞站 18:50 執行時間 08:30-18:50
（週一休息）
費用 35000韓元
（不含午餐）
諮詢 02-861-9195，
www.hanyouwang.com/special/egtourbus.html

G.

京畿道南部地區: 海岸徒步旅行路線

光明洞窟 - 濟扶島海岸散步路徒步旅行 - 濟扶島泥灘體驗

出發地 明洞站 08:30 目的地 明洞站 18:00 執行時間 08:30-18:00
（週一休息）
費用 34000韓元
（不含午餐）
諮詢 02-861-9195，
www.hanyouwang.com/special/egtourbus.html

E.

出發地 09:27首爾站，09:50清涼裡站，10:28議政府站
執行時間 週三至周日
（週一、週二休息）
執行時間 週六，每週的路線都不同。
費用 35000韓元，包含來回車票、漣川DMZ dreaming觀光
（聯動車輛費、各種入場費、行程費）
不包含午餐、遊客保險、其他個人費用 諮詢 1544-7755，www.dmztourkorea.com

光明洞窟 - 安城農場樂園 - 安山星光村拍攝樂園

京畿東部地區：自然療癒路線

出發地 弘大入口站 11:20，明洞站 12:00，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12:10
目的地 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20:30，明洞站 20:40，弘大入口站 21:20
執行時間 11:20-21:20
（週三、五、日運行）
費用 55000韓元
（不含午餐）
諮詢 02-2038-0840，www.ktourstory.com

香草島

紺嶽山徒步旅行

抱川藝術谷
農場體驗

臨津閣和平世界
普羅旺斯村

HEYRI藝術村

體驗韓國傳統三溫暖房

出發地 弘大入口站 07:20，明洞站 08:00，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08:10
目的地 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站 06:30，明洞站 16:40，弘大入口站 17:20
執行時間 07:20-17:20
（週二、四、六運行）
費用 50000韓元
（不含午餐）
諮詢 02-2038-0840，www.ktourstory.com

1-3月）才人瀑布 - 漢灘江水文化館 - 颱風觀景台 - 全穀史前博物館 - 漣川站
4-10月）才人瀑布 - 漢灘江水文化館 - 颱風觀景台 - 香草村 - 漣川站

體驗韓國傳統三溫暖房

京畿道南部地區: 歷史療癒體驗路線

自行承擔）- 烏頭山瞭望台 - 愚農鴕鳥農場 - 雲井站 - 合井站

運行路線

京畿西北部地區：徒步旅行&健身路線

C.

D.

出發地 09:30合井站
（星光觀光）
18:30合井站 執行時間 按星期幾的各主題及路線
費用 10000 ~ 73000韓元。諮詢 031-949-8888，www.pjcitytour.co.kr

滲透 著六二五韓國戰爭引起的南北分裂的痛

京畿西北部地區: 安保體驗路線

壁草地文化水木園 - 第一花園 - HEYRI藝術村（晚餐，自行承擔）- 錫耶納酒店
第2天）錫耶納酒店 - 芝士農場 - 恭陵景區 - 普羅旺斯/美味村（午餐，

DMZ火車漣川觀光巴士

門票費包含每個景點的入場費。但是，至少須要提前3天預約。

運行路線

光明洞窟

濟扶島海岸散步路徒步旅行
濟扶島泥灘體驗

廣州南漢山城

水原華城

韓國民俗村

水原南門市場

利川陶瓷村
利川米飯
花牆樹林

安城農場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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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BUS TERMINAL
水原綜合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水原市勸善區京水路270
1688-5455
www.suwonterminal.co.kr
西水原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水原市勸善區水仁路291
1688-8507
www.seosuwonterminal.co.kr
驪州綜合客運站
京畿道驪州市世宗路85
1688-6512
龍仁公共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中部大路1486
031-338-4444
www.knyongintr.co.kr

加平市外巴士客运站
京畿道加平加平市外巴士客運站
031-582-2308

汶山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文鄉路72
031-952-2657

利川綜合客運站
京畿道利川市利涉大川路1200
1688-3320

雲川市外客運
京畿道抱川市永北面雲川內路33
070-4045-5217

安城綜合巴士客運
京畿道安城市飛鳳路85
1688-1845
www.anseongtr.co.kr

龍門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路341-1
031-773-3100

安山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安山市常綠區港家郁路410
1666-1837
www.ansan-busterminal.co.kr

廣州綜合客運站
京畿道廣州市廣州大路30
031-799-7901

花井客運站
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花信路260號路74
1577-9884
www.hwajungterminal.co.kr

松炭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平澤市芝山路29
1666-3555
www.stbus.net

平澤高速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平澤市平澤路39號路40
031-655-2453
www.dyexpress.co.kr

城南綜合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城南大路925號路16
1644-2689
www.newseongnamterminal.co.kr

光明綜合客運站
京畿道光明市光明站路51
02-897-0799
www.kobus.co.kr

富川綜合客運站
京畿道富川市松內路239
032-719-2158
buspia.co.kr/terminal/bucheon/main.php

抱川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抱川市中央路126-7
1666-5068

高陽綜合客運站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中央路1036
1688-2113
www.goyangtr.kr
清平客運站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清平中央路54
031-584-0239
議政府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議政府市東一路640
1688-0314
uijeongbutermina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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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興綜合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始興市玉龜公園路225
031-434-8686
安養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安養路339，340
031-446-1937
www.anyangbusterminal.co.kr

一東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抱川市一東面花東路1051號路4-3
1666-7010
竹山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安城市竹山面竹州路290
1666-0283
一竹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安城市一竹面主來本竹路21
1688-6575
黑市電視臺
京畿道華城市雨汀邑朝岩南路3-3
031-351-8185
長湖院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利川市長湖院邑泉齋路152
031-641-2688
太平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驪州市加南邑太平路56加南客運站
031-882-6202
烏山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烏山市烏山洞881-1
031-377-3215

AIPRPORT LIMOUSINE

AIPRPORT ACCESS

仁川國際機場機場巴士

機場聯動服務

車票購買處
（內部售票處）
T1 一樓4/21號門售票處、9/48號門售票處
（外部售票處）
T1 一樓4、6、7、8、11、13號門前
售票處運營時間 6:00-22:00
（8號門為06:00-22:40）
費用 5000 ~ 15000韓元
諮詢 032-743-7600，www.airportlimousine.co.kr

金浦機場機場巴士

車票購買處
（韓國國內船務大樓）
一樓5號們內部
（國際船務大樓）
一樓1號門前6號網站，向現場工作人員購買
售票處運營時間 6:00-22:00
費用 5000 ~ 15000韓元
諮詢 02-2664-9898，www.airportlimousine.co.kr

京畿道機場機場巴士

運行路線
4300路水原 - 機場
4000路東水原 - 仁川國際機場
4100路靈通 - 仁川國際機場
4200號路浦
（山本）
- 仁川國際機場
費用 6000 ~ 12000韓元
諮詢 031-382-9600，ggairportbus.co.kr

光明站機場聯動服務

機場聯動服務是KTX光明站-永登浦站之間的顧客便利服務。將KTX和
機場巴士聯動，機場巴士的票價可享受20%的折扣
（3000韓元）
，在市
中心機場客運站登記後可以方便地使用機場巴士，非常實用。

執行時間（第一班）
05:30永登浦站，06:23 KTX光明站
（末班車）
22:00
永登浦站，22:52
（週一至星期五）
/22:55
（週六、周日、公休日）
KTX光
明站
運行路線（地鐵）
KTX光明站 – 衿川區廳站 – 禿山站 – 加山數碼園區站 –
九老站 – 新道林站 – 永登浦站
諮詢 1544-7788，
www.letskorail.com/ebizcom/cs/guide/station/station03.do

TAXI
仁川國際機場國際計程車
（僅限外國人使用）

網站位置
（1號候機大廳入境廳站）
00:00-24:00，第4和第5號們之間的服務台編號
23號，070-5102-1191/1195
（2號候機大廳入境廳）
A門右側服務台，032-743-6805
諮詢電話 1644-2255，www.intltaxi.co.kr

仁川國際機場智慧計程車
（僅限外國人使用）

網站位置
（1號候機大廳）
07:00-23:00運營，一樓8-9號出口之間的服務台編號46號
（2號候機大廳）
14:00-20:00運營，一樓4號出口附近
諮詢電話 1661-9917，www.koreataxi.kr/koreataxi

金浦機場國際計程車
（僅限外國人使用）

網站位置
（一樓到達大廳）
10:00-23:00，1號和2號門之間，070-5102-1190
諮詢電話 1644-2255，www.intltaxi.co.kr

楊平市外巴士客運站
京畿道楊平郡楊平邑市民路91
031-772-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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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al Theme Park,
with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throughout the year.

KOREAN
FOLK VILLAGE

Weibo
龙仁民俗村KoreanFolkVillage

Instagram
@withkoreanfolkvillage

Facebook
@withkoreanfolkvillage

Youtube
youtube.com/koreanfolkvill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