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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从东北部山区一直到西南部海边, 京畿道的自然环境很有特色。并且, 一

京畿道 简介

直以来在影响韩国国民品格的悠久历史文化背景下, 京畿道具备了在世界
上可引以为豪的旅游资源。
所以常有国内外游客光顾京畿道内的山岳、寺庙、溪谷、瀑布、海滩、
江河、文化历史遗址、博物馆、画廊、度假村、公园、

四通八达的国际性旅游区

高尔夫球场、温泉等旅游景点。

京畿道位于韩半岛的西部中心地区。
因京畿道环绕大城市首尔和仁川, 所以将首都地区连在一起的地铁网等公共交通特
别发达。
而且, 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铁路都通到京畿道地区, 游客出行极其方便。

东北亚产业旅游的中心

海外游客还可以用仁川国际机场或仁川港直接到达京畿道。

长久以来京畿道不仅是韩半岛政治和战略的咽喉, 还是经济、文化中心。
京畿道作为21世纪的“Global Inspiration”发挥着其创造力,
这以东北亚经济中心还将会走向世界。
具有尖端产业园区、世界级国际展览场馆的京畿道,
目前被视为东北亚产业旅游的核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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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华城

步行5分钟

华城行宫

步行3分钟

工房街

步行10分钟

传统市场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
之旅 1

Must see

科技含量极高的水原华城
华城的城墙以三个观望口为一组，
蜿蜒相连。每组都有三名士兵通过
观望口来监视外部情况。这些观望
口从外面来看高度相同，但是从里
面来看却高低不一。有的用来眺望
远方，有的用来观察中等距离，还
有的专门观测城墙附近。仅从这一
点就可以看出水原华城的科技含量
之高了。

Must do

乘坐华城列车
乘坐华城列车，可以更加轻松便捷

水原华城与传统市场

地游览水原华城。列车从供奉着华
城之神的 “城神祠”出发，途径华西
门、长安公园、长安门、华虹门，

路线介绍

最后到达练武台，整条路线涵盖了
大半个水原华城。列车的车头采用象征着国王的龙口含如意珠的形象，

水原华城承载着朝鲜王朝500年的历史中最具悲剧色彩却极富才华的正祖

车身采用国王的象征色“红色”，整体造型独特而醒目。

大王 （ 1752～1800 ） 的故事。精通学问与武艺的年轻国王正祖曾致力于
建立梦想中的全新城市，即水原华城。水原华城与传统市场路线沿两百
余年前建成的水原华城铺展开来，可以领略到历史与现代共存的和谐面
貌。
• 水原华城 ：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练武洞190号
• 传统市场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776番路8号

试穿宫廷服装及拍照
有绝好的机会试穿电视剧中出现的宫廷服
饰！穿着同样的衣服成为剧中的主角, 并拍
照留念。您的相片将在现场为您打印。
+82-31-290-3624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

射箭体验
可以亲手尝试用韩国传统的 “国弓”来射箭。体验场所就设在210余年前朝
鲜时代的兵士们进行军事训练的水原华城 “练武台 ”，是不是很具有历史
意义？在射箭前还可以听取有关韩国传统国弓的介绍，而且价格也很实
惠，受到大众欢迎。
+82-31-228-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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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 《大长今》 外景地 - 华城行宫

汇集看点与美食的工房街

“行宫”供国王在宫外临时下榻之用。在众多行宫中，尤以华城行

在华城行宫旁边有一条横向的街道，与首尔仁寺洞的氛围颇为相

宫规模宏大，精致秀美。据记载，正祖曾计划在退位后，与母后

似。街上聚集着小巧玲珑的茶馆和工房，每家店都布置着手制工

惠庆宫洪氏一起在临近父王陵寝的华城行宫度过余生。

艺品或各种小装饰，很有看头。

所以华城行宫的建造完全遵守正宫“景福宫”的格局，只是在规格

Must eat

上有所缩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以朝鲜王室为背景的韩剧《大
长今》将这里定为主要外景地之一

新概念韩餐与传统茶
就像其他传统街道一样，工房街上也有很多

Must do

华城行宫纪念图章
华城行宫内共有10个主要景点，每个景点都设置印有该景点

新概念韩餐厅和茶馆。大部分餐馆都由店主
亲自烹饪，其中不乏清淡的健康美食，很适
合对浓厚味道的韩餐尚未习惯的外国人。

图样的图章。在体验指南处购买图章收集卡（500韩元）后，
找到隐藏在各处的图章一一盖在上面，就成了非常有意义的
旅游纪念品。

Must do

在盖齐10枚图章后，只要再付500韩元，就可以为盖满章的

绘制七宝壁画

收集卡加膜，便于日后的保存。

七宝工艺是将七色的石头用高温熔化后绘制作
品的传统工艺。在工房街上的七宝工房 “兰英工

Must see 观看武艺24技表演

即绘制七宝壁画建筑物。游客可以和艺术家一起

24技是以武功卓越的正祖集韩国、中国、日本三国武功之大成

绘制七宝工艺瓷砖，然后再将这些瓷砖贴在建筑

而创作的武艺集为基础编制而成的。届时可以近距离欣赏到

物的墙上，构成一幅壁画。

精彩的长刀表演（每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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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目前正在提供与游客共享的特别体验项目，

上午11点与下午3点，在华城行宫前开展武艺24技表演。武艺

+82-31-252-6027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行宫路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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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打造的传统市场
以八达门为中心，坐落着八达门市场、荣洞市场和池洞市场等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 水原华城

几座极富传统与历史的市场。其中的八达门市场已有220年的历

正祖的父王庄献世子在王室的党派之争中英年早逝。正祖即位

史，是由正祖大王直接下令建造而成的。因为正祖梦想中理想的

后，将父王的陵墓移至水原这个风水宝地，并且建立了在王陵祭

水原，不仅是一座文化城市，还是一座经济之都。直到今天，八

祀期间临时下榻的水原华城。能在都城之外建造起这样一座当时

达门市场的规模仍然非常可观，不仅是水原人，就连附近城市的

最先进的规划城市，全凭一个“孝”字。以至高无上的“孝”为理由

人们也经常来此购物游玩。虽然是传统市场，但是现代设施俱

建城，其臣下岂有反抗之理？

全，不管天气如何，一年四季都可以轻松购物，各种当地特产不
仅物美价廉，而且分量十足。而逛传统市场还有一点绝对不能错
过，那就是各种美味小吃！就让生气勃勃的市场之旅为整个旅行
画一个美好的句号吧。
Must see
Must eat

建筑实名制
米肠美食城以及各种街头风味小吃

水原华城是首个实行建筑

在池洞市场坐落着拥有40年历史的米肠工

实名制的建筑。除了在 《 华

厂，因此衍生出集中了60多家米肠店的大

城城域仪轨 》 中皆有记载之

型米肠美食城。新鲜的米肠富含维生素A

外，在水原华城的四大门中

与铁质，而且低脂低卡，尤其受到广大女

也可以一见端倪。特别以留

性的喜爱。再加上地道的调味料，简直

在苍龙门的痕迹最为清晰，

好吃得令人上瘾，只要尝过一次，就会念念不忘。因此米肠总是宾客盈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镌刻在

门，直到夜晚依旧熙熙攘攘。除此之外，还有炸鸡以及池谷市场的辣炒

苍龙门左侧墙壁上的参与工

年糕和甜甜圈等各种韩国风味小吃。

程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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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do

和文化旅游解说员一起漫步水原华城
如果是4人以上团体，可以申请专业文化旅游解
说员，参观水原华城。可以在6个区段中选择感
兴趣的区段，每个区段参观时间约为1小时，解
说员将为您提供生动详细的解说。只要在服务
时间内，一次走完6个区段也没有问题。申请外语解说或者20人以上团体
须提前电话咨询。外语解说提供中、英、日三国语言。
+82-31-290-3622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行宫路11号 水原文化财团

正祖与其父王的陵墓 - 隆健陵
隆健陵包括正祖的“健陵”与其父王(庄献世子)的“隆陵”，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正祖是离开汉阳都城(即今日首尔)
最远的国王，其理由就在于隆陵。隆陵距首尔65公里，而正祖先
后十次出宫，前往隆陵祭奠父王。正祖的孝心之诚，从下面这段
逸事可见一斑。某天，正祖在隆陵看到松毛虫正在啃食松针，大

美丽的行宫路

怒，一边喝到“你们怎敢糟践父王的松针？”一边将一条松毛虫吞

在华城行宫旁边，有一条铺有步行地砖的道路。这里是水原的又一
名胜，主要分为工房街和美食街两大部分。在工房街可以购买或尝
试制作传统工艺品或独特的手工制品；而在美食街则可以品尝到传

了下去，瞬间松树上的所有松毛虫都从树上掉下来死掉了。从那
以后，隆陵中再也不见松毛虫的踪影。
+82-31-222-0142

京畿道华城市行宫路481番路21号

统韩餐、新概念韩餐和茶果等各种美食。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
Must do

有街头乐师或受邀表演团体在广场上义务表演。小巧玲珑的工房与
餐馆独特而美丽，使这里成为摄影爱好者们心爱的拍摄热点。
Must eat

隆健陵散步路
在隆健陵郁郁葱葱的松树林和
橡树林中有着很有名的散步

水原王牛排

路。春天百花盛开，夏天清风

水原牛排历史悠久，以又好吃又大为闻名，因

凉爽，秋天丹枫落叶，冬天雪

为牛排大, 一个人吃不下，人们称之为王牛排。

景迷人，每个季节都吸引着人

主要用盐来调味，不用酱油，带着牛排本来的

们的眼睛和脚步。散步路共分

味道和色泽，让人大饱眼福和口福。加上因为

为26分钟、43分钟和50分钟三

使用炭火来烤肉，其美味更为突出。

种路线。在严防山火时期(12～4月)局部散步路暂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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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山城

步行20分钟

望月寺

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
之旅 2

南汉山城与望月寺

轻松易行的登山路线 - 南汉山城
南汉山城是京畿道的道立公园之一，一年365天都以美丽的风景迎

路线介绍
广州市是2,000余年前的古代国家百济的王城所在地。而南汉山城则是在
朝鲜时代于这座古城之上建立的山城，拥有悠久的历史。山城上的登山
路四季景色优美，其乡间风味美食也十分有名，吸引了不少登山者慕名
而来。
• 南汉山城 ：京畿道广州市中部面南汉山城路784-16号 / http://nhss.ggcf.kr
• 望月寺 ：京畿道广州市中部面南汉山城路680号

接着来自各地的登山者。山城方圆53万平方米，保存着朝鲜时代国
王下榻的行宫、寺院和祠堂等文物古迹。以山城环岛为中心，聚
集着不少有名的餐馆，包括辣烧鸡块、清炖鸡、清炖鸭和韩定食
等各色美食。以南汉山城为中心形成的登山路共有5条路线，分别
需要60～200分钟不等。随着季节与天气的变换，山城的氛围也各
有不同，不论是沿山城漫步，还是面对山城攀登，都是独特而精
彩的体验。
Must eat

清炖鸡鸭与韩国传统米酒
南汉山城一带专营清炖土鸡和土鸭的餐馆尤
其多。清炖的鸡肉和鸭肉清淡可口，营养丰
富，用浓厚的高汤煮出来的粥喝起来也是格
外舒服，对于爬山后疲惫的登山者们来说，
是再合适不过的美食。如果再来上一杯韩国
传统米酒，那滋味更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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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俗村

Must see

乘坐巴士15分钟

白南准艺术中心

艺术与文化
之旅

国王的避难处 - 南汉山城行宫
朝鲜时代，爆发清朝入侵的 “ 丙子
胡乱(1636～1637)”时，当时的国君
宣祖避难的地方就是南汉山城。行
宫是国王的临时住所。南汉山城行
宫原有的建筑全部毁于火灾，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复原后的面貌。可以
在文化旅游解说员的陪同下，一边
听取相关说明一边参观。

韩国民俗村与白南准艺术中心
路线介绍		
当我们仔细审视今天的生活时，我们会发现，今天的我们其实一直都在
模仿着祖先们的行动。传统文化并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而是融汇于我
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一种文化。让我们踏上这条从韩国民俗村到白南准

南汉山城的古寺 - 望月寺

艺术中心的路线，体会从生活到艺术的巧妙穿越。

望月寺是南汉山城历史最悠久的寺院。其原有建筑历经日据时期

• 白南准艺术中心：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白南准路10号 / www.njpartcenter.kr

• 韩国民俗村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号 / www.koreanfolk.co.kr

和韩国战争已消失殆尽，今天我们看到的是1990年经过复原后的望
月寺。如今寺院内留下的只有一块直径长达167厘米的大型磨盘，
由此可以想象望月寺曾经的气势与规模。这里原本是守护国家的
僧兵和义僧居住的寺院，现在则成为女尼修行的庵子。重创该寺
的女尼性法师傅(1929～)从印度首位女总理英迪拉 ㆍ 甘地(19171984)那里获得的供奉着佛祖真身舍利的13层大型石塔堪称该寺的
镇寺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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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过去的时光旅行 - 韩国民俗村

Must eat

韩国民俗村民俗集市
可以品尝到集市汤饭、雪浓
汤、海鲜葱饼等朝鲜时代集市
与酒馆中的风味小吃。这些美
食均遵循古法，以天然调味料
烹制而成，有益于身体健康。
集市上的小吃不仅种类丰富，
而且份量十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挑选，尽情享用。推荐您再尝
一尝被列为京畿道无形文化遗产第2号的民俗酒“糯米冬冬酒(浮蚁酒)”。

每当我们看到那些仿古的风景，就恍然踏上了一场回到过去的旅
行。韩国民俗村是一座复古的露天民俗博物馆，来到这里，韩国
的各种传统与文化全都尽收眼底。民俗村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古时
人们的生活风貌原封不动地再现在今天人们的眼前。因此无数的
古装剧集和电影都选择这里作为外景地。在民俗村的官方网站上
可以查看到每天的拍摄日程。而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亲
自体验荡秋千、掷柶、踢毽子等传统游戏。
+82-31-288-0000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号

Must do

韩国民俗村恐怖主题馆
- 传说的故乡&鬼神传
来到韩国民俗村可不只是逛逛公园那么
简单，“传说的故乡”和“鬼神传”这两大体
验项目将令您彻底体会韩式恐怖！处女
鬼、阎罗使者、九尾狐等韩国鬼神和15部
恐怖传说等待您的到来。

试穿韩服并拍照留念
韩国民俗村是《成均馆绯闻》、《善德女
王》、《光海》、《大长今》等多部古装

世界级影像大师的殿堂
- 白南准艺术中心
在鸟叔的MV征服世界之前，白南准(1932～2006)早已在40年前制
作了披头四的MV。白南准可以说是影像艺术的创始者，被称为
“影像艺术的米开朗基罗”。白南准艺术中心旨在保存和弘扬白南
准的作品世界与艺术之魂。馆内收藏有67件大师作品和2千余件影

剧集和电影的外景地。在这里，可以试穿

像档案。其中最值得一看的要数“电视庭院”，里面展示有“月亮是

剧中的戏服，还可以佩戴头饰等装饰品。

最古老的电视”、“电视菩萨”和“电视庭院”等大师的代表作品。

各种身份和阶级的服饰均有配备，穿好后

+82-31-201-8500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白南准路10号

还可以古装剧中的场面为背景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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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静树木园

乘坐市区游巴士50分钟

小法兰西

乘坐市区游巴士25分钟

鳖岛

拍摄之旅 1

晨静树木园与小法兰西

爱的梦之园 - 晨静树木园
晨静树木园方圆33万余坪，共有植物5千余种，是韩国人最珍爱的

路线介绍
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场景。美丽的景色与独特的氛围让
人好想置身于其中。那么就顺着这条路线，当一次韩剧中的主人公吧。
• 晨静园艺树木园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号 / www.morningcalm.co.kr
• 小法国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盘路1063号 / www.pfcamp.com

树木园。园中各处按照季节和主题来分别装点，将韩国式的自然
美呈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晚上尤其浪漫。随着太阳徐徐落下，
600万盏LED照明灯大放异彩，整座树木园被装点得绚烂无比。在
冬天，晨静树木园将化身为一座星光庭院，是远近闻名的约会和
求婚的最佳场所。
+82-1544-6703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号

Must see

晨静树木园的象征 -“千年香”
在位于树木园中心的清晨广场的正中央，矗立
着一棵造型奇异的桧柏树。据推测此树矗立于
此已有千年之久，因此得名 “ 千年香 ” ，其独特
的姿态和碧绿的针叶演绎出一派美景，是非常
有名的拍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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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see

五彩星光庭院展
晨静树木园的冬季庆典。绚烂的灯光为银光素裹的树木园渲染上五彩光
芒。浪漫的气氛和奇幻的景色受到恋人们的钟爱。

青春的罗曼史 - 鳖岛
鳖岛都是坐落在南汉江中的美丽小岛。鳖岛上最有名的是房车露
营场、种植有咖啡树的“二和园”以及一年一度的国际爵士节。前
往南忆岛上，不妨尝试一下“高空滑索”这种形式。在滑索之上，
可以将碧绿的北汉江和江上的鳖岛以及南怡岛尽收眼底，景色之

童话中的城镇 - 小法兰西
小法兰西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法式乡镇，

美丽是置身于地面时难以想象的，因此极具人气。
Ewhawon : +82-31-581-0228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龟路64号
Campground : +82-31-580-2700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龟路60号

来到这里，就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这
里最珍贵的看点是《小王子》的作者圣
埃克苏佩里的纪念馆，馆内陈列着由圣

Must see

埃克苏佩里的遗族亲自捐赠的多件遗

鳖岛国际爵士节

物。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圣埃克苏佩里的

鳖岛国际爵士节被评为2014年韩国
最佳节庆典活动。10年来，共有来

各种作品和作品中的形象，就好象来到

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535个爵士团

了小王子的小行星一样。另外，原样再

体或个人前来参加，是一场大规模

现了200年前法国房屋面貌的法国传统住

的音乐盛宴。在与爵士乐相得益彰

宅展示馆和从欧洲收集来的珍贵八音盒

的秋季，爵士节如期召开，在3～4

的演奏会也是不容错过的精彩看点。金
秀贤、全智贤主演的人气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也曾在这里取景
拍摄。
+82-31-584-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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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时间里，岛上的5～6个舞台以
及岛外的3～4个舞台将为大家带来令人难忘的精彩表演。
+82-31-581-2813~4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龟路60号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盘路1063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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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仁大长今主题
公园

乘坐巴士50分钟

韩宅植物园

拍摄之旅 2

Must do

横穿天空的“高空滑索”
在碧绿清澈的北汉江上空飞向南怡岛！ 在
相当于25层楼高的80米高空，顺着铁索高速
飞翔，凉爽而畅快，只消1分半钟，就已经
踏上了南怡岛或鳖岛的土地，这是多么刺激精彩的体验！
+82-31-582-8091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汉江边路1024号

Information | 信息
加平市观光巴士
•费
 用 ：成人6,000韩元，青少年/儿童4,000韩元，残疾人和老人/军人
4,000韩元，3岁以下免费
•  一日游票的观光巴士使用次数不限
•用
 现金从巴士司机购买门票
•  网站 ：http://www.gptour.go.kr (韩文)

加平客运站 → 晨静树木园
车站

第1班 第2班 第3班 第4班 第5班 第6班 第7班 第8班 第9班 第10班 第11班 第12班 第13班 第14班 第15班

加平客运站

09:00 10:00 10:30 11:00 12:00 13:00 13:30 14:00 15:00 15:30 16:00 17:00 17:30 18:00

加平站

09:10 10:10 10:40 11:10 12:10 13:10 13:40 14:10 15:10 15:40 16:10 17:10 17:40 18:10

鳖岛

09:12 10:12 10:42 11:12 12:12 13:12 13:42 14:12 15:12 15:42 16:12 17:12 17:42 18:12

铁路自行车

09:15 10:15 10:45 11:15 12:15 13:15 13:45 14:15 15:15 15:45 16:15 17:15 17:45 18:15

南怡岛

09:25 10:25 10:55 11:25 12:25 13:25 13:55 14:25 15:25 15:55 16:25 17:25 17:55 18:25

小法兰西

09:50 10:50 11:20 11:50 12:50 13:50 14:20 14:50 15:50 16:20 16:50 17:50 18:20 18:50

清平客运站

09:30 10:10 11:10 11:40 12:10 13:10 14:10 14:40 15:10 16:10 16:40 17:10 18:10 18:40 19:10

清平站

09:35 10:15 11:15 11:45 12:15 13:15 14:15 14:45 15:15 16:15 16:45 17:15 18:15 18:45 19:15

晨静树木园

09:55 10:35 11:35 12:05 12:35 13:35 14:35 15:05 15:35 16:35 17:05 17:35 18:35 19:05

晨静树木园 → 加平客运站
停靠車站
晨静树木园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与韩宅植物园

第1班 第2班 第3班 第4班 第5班 第6班 第7班 第8班 第9班 第10班 第11班 第12班 第13班 第14班 第15班 第16班
10:00 11:00 12:00 12:30 13:00 14:00 15:00 15:30 16:00 17:00 18:00 18:30 19:00 19:30

清平站

08:25 09:25 10:25 11:25 12:25 12:55 13:25 14:25 15:25 15:55 16:25 17:25 18:25 18:55 19:25 19:55

清平客运站

08:30 09:30 10:30 11:30 12:30 13:00 13:30 14:30 15:30 16:00 16:30 17:30 18:30 19:00 19:30 20:00

小法兰西

08:50 09:50 10:50 11:50 12:50 13:20 13:50 14:50 15:50 16:20 16:50 17:50 18:50

南怡岛

09:15 10:15 11:15 12:15 13:15 13:45 14:15 15:15 16:15 16:45 17:15 18:15 19:15

鳖岛

09:22 10:22 11:22 12:22 13:22 13:52 14:22 15:22 16:22 16:52 17:22 18:22 19:22

铁路自行车

09:25 10:25 11:25 12:25 13:25 13:55 14:25 15:25 16:25 16:55 17:25 18:25 19:25

加平站

09:30 10:30 11:30 12:30 13:30 14:00 14:30 15:30 16:30 17:00 17:30 18:30 19:30

加平客运站

09:35 10:35 11:35 12:35 13:35 14:05 14:35 15:35 16:35 17:05 17:35 18:35 19:35

路线介绍
龙仁作为有名的电视剧摄影景点，以古代或现代为背景的多样作品在此
摄影。“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可谓是韩流的中心，也是MBC电视台历史
剧的主要摄影场所。风光美丽的树木园也是受人欢迎的好去处之一。散
步在电视剧摄影地，就会使游客不知不觉地想起电视剧的美丽场面。
•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韩宅路25号
withmbc.imbc.com/dramia/main
• 韩宅植物园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韩宅路15号 / www.hantaek.co.kr

旅游咨询处
加平站加平郡旅游咨询处 070-7779-8832
南怡岛出入境管理事务所 +82-31-580-8114, 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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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eat

白岩血肠(Korean

sausage)

龙仁的白岩五日集每逢
1、6日开集。白岩血肠是
白岩五日集上的有名小
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其他地区的血肠相比，白
岩血肠里的圆白菜和白菜
干等蔬菜更多，因此味道
更加清淡爽口。把白岩血
肠放在滚烫的猪肉高汤中煮成血肠汤配米饭，还有血肠和猪内脏组成的
血肠拼盘都是极受欢迎的招牌菜。

古装片的拍摄圣地 -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韩剧正在全球走红。“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作为韩流的中心，其
面积为277万平方米，可谓是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该公园拥有从
三国时代以来的建筑和生活环境，跟一般的摄影设施不同，其半
永久性的设备可以长期使用。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在历史剧里常见
的无量寿殿、奎章阁、东宫殿以及惠民署等建筑，并沿着游览路
线观看集市街、捕盗厅、狱舍、仁政殿、练武场等24所景点设施。
到目前为止拍摄了《朱蒙》、《善德女王》、《李祘》、《同
尹》以及《拥日之月》等诸多历史剧作品。除了摄影电视剧以
外，还给游客提供机会亲身体验韩流文化和韩国传统居住文化。

Must do

宫廷服饰试穿与拍照留念
可以试穿在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拍
摄的古装剧中主人公服饰的绝好机
会！穿上主角的戏服，以剧中情景
为背景，再配合上剧中各主角的模
型，拍张照片留念吧。照片即拍即
得，是再好不过的旅行纪念品！

24 ■

野生植物的宝库 - 韩宅植物园
韩宅植物园呵护着多种珍贵的濒危植物，堪称是一座植物的宝
库。全园总面积达66万坪，共分为36个主题园。院内种植有韩国本
土植物2,400余种和外来植物7,300余种，共有植物上千万株，是韩
国最大的综合型植物园。而且在这里还能看到仅生长在澳洲的猴
面包树！英国女王在访问韩国时都不忘特意来这里参观。新近的
KBS韩剧《那年冬天风在吹》就曾选用这里作为外景地。园内可以
拍照，但是对植物可能造成损伤的三脚架不得带入。
+82-31-333-3558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韩宅路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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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州名牌奥特莱斯

步行15分钟

爱莉薇丝丽

乘坐巴士45分钟

普罗旺斯

时尚与美容
-购物之旅 1

坡州名牌奥特莱斯
与爱莉薇丝丽
路线介绍

拥有众多韩国品牌的奥特莱斯
- 乐天高级折扣店坡州店
乐天高级折扣店坡州店入驻有各种价位的多个品牌，既有PRADA、
Mulberry等世界名牌，也有NII、TBJ等韩国平价时尚品牌。物美价
廉的商品吸引了众多精打细算的消费者。4座3层高的购物大楼彼此

坡州坐落有两座大型名牌奥特莱斯购物园区，一座是乐天集团旗下的乐

相连，在3层还设有美食街、书店和综合休闲中心，可以在购物途

天高级折扣店坡州店，另一座则是新世界西蒙集团旗下的坡州名牌折扣

中前来稍事休息。

购物中心。两座奥特莱斯皆拥有多个世界知名品牌，并提供非常优惠的
特价，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购物胜地。

+82-31-960-2500

京畿道坡州市回洞390号

• 坡州名牌折扣店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必胜路200号 / www.premiumoutlets.co.kr/paju
• 爱莉薇丝丽美丽城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219号 / www.skinannivers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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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青春活力的
“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入驻有220余个知名品牌的
精品奥特莱斯。除LV、香
奈儿、阿玛尼等传统名牌之
外，还拥有Jil Sander、Tory
Burch、Calvin Klein等多个年
轻品牌。欧洲村镇风格的建
筑充满异国情调，经常出现在各种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影视作
品中。园区内设有提供多种美食的美食区和环境优雅的餐厅。而
且还有巴士路线和班车往返于购物中心与首尔之间，交通非常便
利，因此吸引了众多年轻的购物族前来购物或约会。
+82-1644-4001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必胜路200号

感性浪漫的购物城 - 普罗旺斯
皮肤护理体验 - 爱莉薇丝丽

马卡龙色的大小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普罗旺斯小镇上，如画的
风景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镇上不仅有意大利餐厅、韩定食店

亚洲最大的美容店“爱莉薇

和新概念酒馆，还坐落着面包店、咖啡馆、家居用品店、设计精

丝丽”。在这里可以体验到

品店和时装店，特别是由设计师亲自制作的氛围独特的布艺、陶

韩国的美容文化，在接受皮

瓷和芳香草制品非常有名。很多恋人都来到这里享受浪漫轻松的

肤状态测定后，根据个人皮

约会。

肤情况提供定制皮肤护理服

+82-1644-8044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鸟鸭路77号

务。共有4种护理套餐可供选
择，男性和女性的护理套餐各种不同。爱莉薇丝丽还有一项特别
服务，就是在接受皮肤护理后，可以选择接受各种韩流明星的局
部彩妆。所有美容体验须提前一天预约。
+82-31-955-1688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219号

Must do

嗨里艺术村
在普罗旺斯附近有一座聚
集了350余位艺术家的艺术
村。村内建筑均控制在3层
以下，留出一片豁然开朗的

Must see

明媚天空。工房、画廊、博

坡州出版城

物馆、剧场、艺术品店、咖

位于爱莉薇丝丽旁边。在这里可以接触到

啡馆和餐馆等林林总总地坐

各种各样的韩国书籍。特别是在集中了30

落在村内各处，与各种花朵

余家有名出版社附属书店的 “ 书店街 ” 上，

和树木相辅相成，生态湿地和自然河川点缀在其中，景色这里独好，一

可以用低至6折的价格买到各种好书。

直是摄影爱好者和恋人们的钟爱之地。
+82-31-946-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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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Heyri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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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美容
-购物之旅 2

乐天高级折扣店
利川店

乘坐巴士50分钟

沙器膜谷陶艺村

亚洲最大规模名牌奥特莱斯
- 乐天高级折扣店利川店
旅行中怎能少了购物带来的
乐趣？亚洲最大的名牌奥特
莱斯“乐天高级折扣店利川
店”吸引着购物一族的脚步。
入驻于这里的 ETRO、Blue
Dog Baby、COLOMBO、
Patagonia、TEMPUR等31个
海外品牌都是首次登陆韩国。德国厨具品牌Fissler和露营用品品牌
Snow Peak也在这里开设了其第一家奥特莱斯卖场。除此之外，这
里还设有销售利川大米等900余种当地特产的利川国王牌乡土特产
馆和展销300余件工房陶瓷的利川陶瓷馆。世界名牌与当地特产的
共存就是乐天高级折扣店利川店的最大魅力。

利川名牌奥特莱斯
与沙器膜谷陶艺村

+82-31-777-2500

京畿道利川市户法面直销店路177-74号

泥土打造出的美丽 - 沙器膜谷陶艺村
土与火，还有匠人们的艺术

路线介绍

之魂，全都凝聚在沙器膜谷

每个人都有特别想要拥有的东西。在眼前挥之不去，在脑海深深停留，

陶艺村！村内各处林林总总

最后终于一买为快的那件宝贝。来到利川的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心爱

地坐落着匠人们的工作室，

的珍贵宝贝满意离开。

烧制陶瓷的人类文化财产传

• 利川直销店 ：京畿道利川市户法面直销店路177-74号

承人也居住于此，整个村庄

http://store.lotteshopping.com
• 沙器膜陶瓷村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慕贤面乌山路229号

承载着利川陶瓷的历史。村
内的陶瓷也用于销售，每家店的陶瓷都有着自己的个性，用途也
各不相同。既有传统陶瓷，也有生活陶瓷，还有很多样式新颖的
陶瓷饰品，令人目不暇接。生活陶瓷价格实惠，可以轻松购买。
对于想要收藏质优貌美的韩国陶瓷的人来说，这里的商品无疑是
再好不过的纪念品。
旅游咨询处
利川旅游咨询处 +82-31-634-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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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乘坐巴士20分钟

书岘站罗德奥街

时尚与美容
-购物之旅 3

美丽露台组成的街道
-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宛如欧洲的露天咖啡馆般富
有情调的美丽咖啡馆和西餐
馆错落有致地排列在街上。
几乎每家店都设有或大或小
的露台，营造出十分美妙的
氛围。这里的感觉与首尔最
高级的街道之一——江南的
清潭洞十分相似，因此得名
“清子洞”。在白天来这里吃
个早午餐，或是在夜晚伴着
咖啡馆露台的绚烂灯光悠闲
漫步，都是很不错的享受。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与书岘站罗德奥街

《绅士的品格》和《七级公务员》等多部影视作品都曾在这里取
景拍摄。街上的餐厅除饮品和面包之外，也包括中餐、日餐和意
大利餐等多种风味，选择的范围十分广泛。
Must do

路线介绍

栗洞公园蹦极

城南市坐落着盆唐、板桥、蔚礼等经规划建设而成的新城市社区。首尔

在被苍郁的树林环抱的栗洞公园，

的江南一带与原来的市中心江北一带相比，道路设施更加完善，整体面

可以体验到超级刺激的休闲体育项

貌更加现代。而城南市的感觉就与首尔的江南十分类似。横贯市区的炭

目，那就是相当于15层楼高的地上

川与宽阔的公园，异国情调的咖啡街与购物街，营造出一派轻松从容的

45米的蹦极！既有人独自潇洒地飞

城市氛围。

下，也有人和恋人紧紧抱在一起跳

•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书岘洞

下，光是看一看都让人觉得心跳加

• 书岘站罗德奥街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书岘洞

快，压力顿消。此项目已经加入保
险，且有专业人员协助佩戴安全装
备，下面是宽阔的水库，完全不用
担心安全问题。
+82-31-704-6266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文井路1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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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Termeden
温泉乐园

乘坐巴士40分钟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健康之旅

享受游泳与温泉的双重乐趣
- 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

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
与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是以水疗为理念的德国式海水温泉主题公
园。一年365日均可以在室外温泉池中游泳、泡温泉或戏水。这里
还拥有亚洲最大的圆形水疗池，10余种水疗及按摩设施满足人们对
健康的需求。所有设施均使用从地下1,200米处喷涌而出的盐碱性
温泉水。特别是露天区内的大米池、马格利米酒池、牛奶池、啤

路线介绍
利川有三好，好水、好米、好陶瓷。当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旅行时，总是
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因为陌生的一切总是让人有些紧张。所以一次好的
旅行，绝对少不了好的休息。尽情洗去身心的疲惫，然后用美食给自己

酒池、蜂蜜池、柚子池和草莓池等添加了食物洗浴剂的温泉池有
助于皮肤美容。而利用松枝产生森林浴效果的汗蒸幕对于缓解压
力具有奇效。
+82-31-645-2000

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事实路988号

一个大大的奖励！利川，将带给您一场健康舒适的治愈之旅。
• 利川温泉乐园 ：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988号 / www.termeden.com
• 利川陶花源 ：京畿道利川市2697番路京忠大路167-29号

治疗室IRINA

Must do

位于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内的健康治疗室，
根据顾客的个人情况，通过专业的特别护理，
达到疲劳的缓解和心情的放松。可从身体放松
项目和主题项目中随意选择。特别像背包族推
荐Lower body Therapy项目。这个项目主要针对
下肢循环，有助于缓解腿部肌肉的僵硬与疲劳。此店实行预约制度，须
提前约好时间后再前往。
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事实路9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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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水里

步行30分钟

洗美苑

乘坐出租车15分钟

水钟寺

风景秀丽的
美容之旅 1

用陶瓷打造的世界 -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的英文为“Icheon Cerapia”，“Cerapia”是
“Ceramics(陶瓷)”和“Utopia(乌托邦)”的合成语，意为“陶瓷天堂”。
正如其名，这里的湖水、展馆、游戏场甚至洗手间等所有设施都
是用陶瓷做成的。其原料来自于陶艺家的过季作品或有瑕疵的处
理品，将这些废弃的陶瓷再利用，打造出了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陶瓷主题公园。除了欣赏各种陶瓷作品外，在这里您还可以亲
自动手制作陶瓷。随着泥土渐渐成形，心灵也会慢慢归于平静。
+82-31-631-6501

京畿道利川市2697番路京忠大路167-29号

Must see

两水里与水钟寺
路线介绍

九尾湖

韩国摄影爱好者公认的最佳拍摄地——两水里。同时这里也被选入韩国

位于公园中心的人工湖，由各种陶

旅游发展局推荐的京畿百景和韩国旅游百选之中。每天都有上千人聚集

瓷作品与陶瓷碎片装点而成。 “ 九

在此，只为了将美景留在自己的镜头之中。两水里还经常出现在屏幕之

尾狐”本是传说中长着9条尾巴的狐

上，400余年的古老槐树与孤独的帆布船演绎出仙境般的美景。特别是在

狸精，而这里的“九尾湖”则是因为

早晚温差悬殊的春秋两季，清晨水雾浩渺，更为这番景色添加了神秘的

拥有9种美丽而得名。九尾湖与雪

色彩。坐在槐树旁的长椅上，静静地望着江水，心情从未像此时这般平

峰湖以及雪峰公园相连，营造出一

静。如果错过了清晨的美景，那就抓住另一个机会，好好地把日落时分

派迷人风光。特别是站在九尾湖前，眼前的喷泉与陶瓷创造中心好似一

的两水里看个够吧。

幅美丽的画卷。这里还特别设有拍照区，可以在九尾湖的映衬下，拍下

• 两水头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里

照片留作纪念。

• 水钟寺 ：京畿道南杨州市乌安面433番路北汉江路186号 / www.sujongsa.net

旅游咨询处
利川旅游咨询处 +82-31-634-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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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水之庭园 - 洗美苑

适合极目远眺的好地方 - 水钟寺

洗美苑是一座利用水生植物来净化自然环境的公园。“洗美苑”这

通向水钟寺的山路比韩国任何一条寺前道路都要美丽。登上长达2

个名字取自于《长子》中“观水洗心，观花美心”的诗句。园中生

公里的陡坡，北汉江的壮观美景就跃然眼前。水钟寺早在朝鲜时

长着荷花、睡莲、菖蒲等上百种水生花卉，慢慢走过全园，眼到

代起就被称为是东方寺院之最，堪称是美丽风光的代名词。水雾

之处皆为清水，眼波荡过即见花开。园中以各种主题装点出多个

映着湖影，小小的山脚下很适合静下心来慢慢思索。寺院内朴素

庭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流觴曲水园。此园重现了祖先们将

简约，只有大雄宝殿、药师殿、山神阁、应真殿等基本建筑。水

酒杯浮于流水之上，交杯换盏之间，吟诗作词，尽享风流的传统

钟寺的象征是两棵高大的银杏树。这两棵树是朝鲜时代第7代国王

庭院风貌。

世祖（1417～1468）栽种的，至今已有560余年的历史。

+82-31-775-1834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路93号

Must eat
Must do

水钟寺三鼎轩
茶馆三鼎轩是水钟寺的魅力所在。水钟

荷花文化体验教室

寺的水味甘甜，自古就是品茶胜地。在

在洗美苑可以参加各种用荷花荷叶进行的文化体

三鼎轩品到的雀舌茶味道恬淡，远近闻

验活动，可以亲手制作荷叶染色手帕、荷花扇、

名。望着窗外两水里的盈盈水光，享受

荷叶饭、荷叶茶等等。特别值得尝试的是荷叶

一杯免费呈上的好茶，是多么惬意的一

饭，将五谷糯米饭置于荷叶之上，再摆上菜码，

段时光。

然后将荷叶包卷起来蒸40分钟，饭中浸透了荷叶
的清香，味道堪称一绝。
+82-31-775-1834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路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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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咨询处
两水里咨询处 +82-31-775-8700
洗美苑咨询处 +82-31-775-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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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谷池

步行10分钟

始兴荷花主题公园

乘坐巴士1小时25分钟

乌耳岛

风景秀丽的
美容之旅 2

百余种荷花竞相绽放
- 始兴荷花主题公园
路线介绍

韩国首个荷花栽培区 - 官谷池
盛开着美丽荷花的官谷池。官谷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朝鲜时代，
当时的农学家姜希孟（1424-1483）将从中国明朝带回的几颗莲子
播种在了这里。之后，由姜希孟的女婿家——安东权氏世世代代
负责荷花的栽培和管理，从此官谷池一带得名“荷花村”。官谷池

始兴市是坐落于韩国西海沿岸的沿海城市。每晚将天空与海洋染红的西

方圆437平方米，规模并不大，池内盛开着美丽的白莲。旁边的韩

海晚霞如画卷般美丽迷人。在以官谷池为中心的荷花栽培园区内，每年

屋是安东权氏的祠堂，韩屋的点缀令莲池更多了几分韵致。

夏天，形形色色的荷花竞相绽放。因此来到始兴市，不仅可以饱餐各式

+82-31-310-6223

京畿道始兴市下中洞208号

新鲜海味，还可以品尝到香气怡人的荷花及荷叶料理。
• 始兴莲花主题公园 ：京畿道始兴市官谷池路139号 / lotus.siheung.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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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eat

荷叶荷花美食
始兴市每年通过全国范围的荷花美食
大赛开发和保存新的荷叶荷花料理。
在栽培荷花的官谷池、始兴市莲花主
题公园以及水王水库周边的餐馆里可
以品尝到荷叶饭、红烧藕片等美食。
在始兴市荷花主题公园内的始兴市生
命农业技术中心1层荷制品展销场可
以购买到始兴市开发并生产的荷叶荷
花相关商品。

百余种荷花竞相绽放 - 始兴荷花主题公园

美丽晚霞与美味海鲜的天堂 - 乌耳岛

紧邻官谷池，有一座规模达3万2千平方米的大型荷花栽培园区。此

乌耳岛是著名的

园区以研究为主要目的，由始兴市直接运营。园内盛开着百余种

晚霞观赏胜地。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小不一的各种荷花。为了将宽大的碧绿荷叶与

沿着海岸防潮

清香扑鼻的荷花演绎出的美景收入眼帘和相机，众多游客和摄影

堤，设有很好的

师纷纷赶往此地。推荐您在荷花盛放的7月末的上午前来观赏，因

散步路，还有3个

为荷花一般在上午盛开，到下午花瓣就开始蜷曲。每逢花季，还

眺望台供人们欣

会召开荷花美食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特别活动。
+82-31-310-6221~5

赏大海与晚霞，

京畿道始兴市官谷池路139号

其中的红色灯塔
展望台可谓是乌

Must see

耳岛的象征。散
步路旁边有一条被指定为京畿道饮食文化示范街的美食街。在这

雨中荷花池

里可以品尝到来自西海的各种新鲜海产。特别是冬天新鲜的烤蛤

荷花盛开在韩国多雨的夏季。一般的花遇到雨水就

蜊和蛤蜊刀切面别具人气。

会显得凋残可怜，而荷花等水生植物却截然不同，
越是雨天越是别有韵致。打着雨伞，踩着雨鞋，顺
着莲池悠然漫步，恍然间自己仿佛成了浪漫剧情中

新鲜的烤蛤蜊

的主人公一般。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看雨滴在荷

在乌耳岛海边的美食街很容易就能找到写着
“ 조개구이 ( 烤蛤蜊 )” 的大招牌。在桌旁坐下，

叶上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Must eat

点好烤蛤蜊之后，店员会拿来炭火和烤盘。

挖莲藕体验

Must do

再过一会儿，量大得惊人的新鲜蛤蜊就登场

如果错过了荷花盛开的夏季也没关系，可以在秋季来挖莲藕。始兴市生

了。把蛤蜊放在烤盘上，一只手戴上手套拿

命农业技术中心每年都会举办挖莲藕体验活动。在电话预约后，准备好

着张开嘴的熟蛤蜊，另一只手用夹子把蛤蜊

雨靴、工作服、毛巾和手套等相关用具，就可以来这里亲手挖莲藕。另

肉夹出来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如果有怎么烤都不张嘴的蛤蜊，还是不要

外还可以享用各色莲藕美食。

吃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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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宝乐园

乘坐班车10分钟

湖岩美术馆

游乐园之旅 1

爱宝乐园与湖岩美术馆

爱宝乐园
爱宝乐园里到处都是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且与水上乐园“加勒比

路线介绍
龙仁市内拥有京畿道博物馆等10座博物馆和6座美术馆，还建有4座度假
村。韩国代表主题公园之一的爱宝乐园和著名的古装剧外景地——韩国
民俗村也都坐落于此。因此来到龙仁的外国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 爱宝乐园度假村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面爱宝乐园路199号 / www.everland.com
• 湖岩美术馆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面562番路爱宝乐园路38号 / www.hoammuseum.org

海湾”、度假村“家桥”、公共高尔夫球场“Glenross高尔夫俱乐部”和
收藏着国宝的“湖岩美术馆”等各种文化、娱乐、休闲设施比邻而
居。爱宝乐园里最有名的游乐项目当属下降77度的木质云霄飞车“T
Express”，比下降角度更惊心动魄的是木头轨道特有的呲扭呲扭的
声响。乘坐水陆两用车与2,000余只动物亲密接触的野生动物园“遗
失的峡谷”和每个季节都推出不同风格的花车游行也极具人气。
+82-31-3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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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see

爱宝乐园庆典
爱宝乐园一年四季开展各种精彩庆典。春季有美
丽的郁金香庆典和春花庆典；夏季有凉爽的水之
庆典；秋季有万圣节庆典，冬季则开展雪花庆典
和灯光庆典。比美丽的四季更加奇异美妙的爱宝
乐园庆典，吸引着人们的到来。

收藏着国宝的美术馆 - 湖岩美术馆
湖岩美术馆和爱宝乐园一样，都从属于三星集团。馆内展示着三
星集团的创立者李秉喆先生从国内外收集的文物及艺术品1万6,000
余件。美术馆附带一座名为“熙园”的庭园，院内既有古香古色的
韩屋，又有池塘、亭子和花墙，呈现出美丽的韩式古韵。美术馆

Must do

加勒比海湾
具有世界水准的水上乐园，

前的湖水名为“三万六千池”，此湖与爱宝乐园以及湖岩美术馆之
间的小路被京畿观光公社评选为春花最美丽的道路之一。
+82-31-320-1801~2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面562番路爱宝乐园路38号

冬暖夏凉，任何时候都可以
尽享各种戏水和游乐项目。
其中以波浪高达2.5米的波浪
池、韩国最长的流水池、惊
险刺激的水滑梯最具人气。
戏水之后，还可以在SPA、桑
拿、美容区和放松室稍事休
息，缓解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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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ount乐园

乘坐巴士20分钟

WESTERN DOME

步行10分钟

Lafesta

步行15分钟

新韩流宣传馆

游乐园之旅 2

One Mount乐园与Lafesta
路线介绍
高阳市因主办 “高阳世界花卉博览会 ”而远近闻名。以广阔的湖水公园为
中心，坐落着三座大型购物中心，吸引了众多购物族争相前往。
不远处则是MBC梦想中心与SBS一山制作中心，是很多韩国影视作品的诞
生地。
• One Mount乐园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区韩流世界路300号 / www.onemount.co.kr
• 夜逛大型购物中心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洞区木槿花路20-11 / www.lafesta-ilsan.com

高阳国际花卉博览会
每年聚集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花卉相关单位参加，是一
场大规模的国际博览会。 届时将展开一场花的盛筵，用花装点的
美丽庭院，用花打造的精致作品，可以欣赏到著名插花师和花园
设计师的珍贵作品。
+82-31-908-7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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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季节影响的购物中心
- Western Dome

四季休闲娱乐城 - One Mount乐园

在两座庞大的购物大楼之间建有穹顶型天花板，不论刮风下雨都

One Mount乐园是一座一年四季均可尽情享乐的购物娱乐城。建有

题街道，各条街上都装饰着与其主题相符的艺术造型，看点十

宽敞舒适的波浪池的室内外水上公园和世界首座365日雪花飘落的

分丰富。旁边即是MBC梦想中心，因此不仅电视剧，《无限挑

冰雪公园为人们带来至高无上的快乐。同时这里还入驻有多家品

战》、《我们结婚了》等MBC综艺节目也经常来这里取景拍摄。

可以轻松享受购物的乐趣。内部细分为魔法街、愿望街等各个主

牌专卖店、编辑精品店、美容店和餐厅，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圆顶室内高尔夫球场和健身中心曾拍摄过鸟叔的新歌《绅士》的
音乐电视，引得众多韩流粉丝慕名前往。
+82-1566-2232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区韩流世界路300

街道型主题购物中心 - Lafesta
总面积达22,000平方米
的大型购物中心。集中
了时装店、美容店、美

Must do

发店、音像店、书店、

水上公园&冰雪公园

美食街、咖啡馆和电影

在One Mount乐园，您既可以享受室内外戏水的

馆等多家店铺和设施，

乐趣，又可以一年四季随心所欲的滑雪。这里的

道路以聚氨酯铺设而

水上乐园建有韩国最大规模的室内波浪池 “嘉年

成，走起来非常舒适。

华海滨”，打造5种形态的仿真波浪；而世界首个
冬季主题公园——冰雪公园则呈现出北欧风情，
提供雪橇、动物拉雪橇、滑冰等各种冬季游乐活
动，极具人气。
+82-1566-2232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区韩流世界路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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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露天舞台上经常开展
各种演出与特别活动。这里还是MissA的裴秀智、2PM的玉泽演、
张佑荣、2AM的郑镇云以及IU等韩流偶像主演的韩剧《梦想高
飞》的主要外景地之一。
+82-31-920-9600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洞区木槿花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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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漫画
博物馆

步行10分钟

富川韩屋
体验村

步行25分钟

熊津蒲蕾
乐园

游乐园之旅 3

韩流资料总动员 - 新韩流宣传馆
向大众介绍在高阳市拍摄制作或得到高阳市赞助的韩流影视作
品，包括仿制的韩剧摄影棚、3D影院、韩流周边商品店和拍照
区。特别是用泰迪熊来演绎韩流明星的“韩流形象区”最受欢迎。
宣传馆位于有名的外景地 “一山湖水公园”内，每年都推出新的韩
流资料，对韩流粉丝极具吸引力。
+82-31-908-3236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洞区湖水路595号

韩国漫画(卡通)博物馆
与熊津蒲蕾乐园
路线介绍
富川是一座体验活动之城，这里的各个景点都为广大游客准备了各种有
趣的体验项目。既有令人回归童年的漫画博物馆，又有可以体验到韩

Must see

国传统文化的韩屋村，还有春夏秋冬均可享受休闲体育活动的主题公

一山湖水公园的音乐喷泉

园…… 丰富的体验活动将为您带来充实的一天。

每天都演出不同的歌曲，为眼睛和

• 韩国漫画(卡通)博物馆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号 / www.komacon.kr/museum

耳朵带来愉悦的享受。位于一山湖

• 熊津蒲蕾乐园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日出峰路2号 / www.playdoci.com

水公园内，面积达51,700平方米。
五颜六色的灯光与1,655个喷水口最
多可演绎出500种喷泉形态。
+82-31-924-5822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洞区湖水路595号

旅游咨询处
韩国旅游发展局无人旅游咨询处(触摸屏) +82-31-908-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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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体验 - 富川韩屋体验村
富川韩屋体验村为大众免费
提供丰富多彩的看点，是一
个了解韩国传统文化的好地
方。其中穿着韩服拍照留念
的活动最受欢迎。穿上韩服
在韩屋村旁一边荡秋千一边
拍照片，简直就是一举三得。还可以参加烹制传统饮食和茶礼等
体验活动。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还举行真正的传统婚礼。
+82-32-323-1542

韩国漫画的过去 · 现在和未来
- 韩国漫画博物馆
完全为了漫画而设立的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一览韩国漫画的百年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号

Must do

传统文化体验教室
提供传统茶体验、传统饮食制作和传统雕塑工艺体验等
活动。费用相对实惠，既可以学做蛋糕型年糕、江米
块、羊羹等传统饮食，也可以制作耳环、项链、戒指

历史，还可以了解到著名漫画作品和作家。为了让参观更有趣

等小饰品。特别是可以了解和品尝到7种茶的传统茶体

味，建议您先去3层企划展示馆的韩国漫画历史馆去看一看。在这

验，无须预约，随时都可以参加，受到大家的欢迎。

里展示着各种新老漫画，将韩国漫画的百年悠久历史呈现在人们

+82-32-323-1542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号

的眼前。在4D影院，可以观看到非常逼真的4D立体影像。在体验
区，可以尝试创作只属于自己的漫画形象，通过数码触摸屏，可
以绘制头部、表情和服饰等漫画形象的各个部分。
+82-32-310-3090~1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号

市区里的四季型室内主题公园
- 熊津蒲蕾乐园
集SPA与水上乐园于一体的
室内公园，设有室内外水上

Must do

乐园、SPA、室内冰雪公园

制作漫画形象配饰

和室内高尔夫球场等设施。

在韩国漫画博物馆可以亲手制作独一无

特别是这里的冰雪乐园，一

二的纪念品。在常设体验教育观参加体
验项目，只需很少的金额，就可以亲手
制作会话气泡冰箱贴、手机链、扇子、
徽章和漫画形象画框等小物品。20人以上

年四季都可以大玩单板、双
板滑雪和滑雪橇。内设韩国唯一的室内滑雪场，建有长达270米长
的滑雪道，供初、中、高级滑雪者作为练习使用。可以通过自动

团体如果事先预约，可以参加用纸张制

步道升上滑雪道顶端，非常方便。而在这里的SPA和水上乐园，即

作漫画形象等更多的体验活动。

使是冬季也可以大享戏水的乐趣。

+82-32-3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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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乐园

乘坐巴士10分钟

首尔大公园

乘坐地铁27分钟

LetsRun公园

游乐园之旅 4

韩国的迪斯尼乐园 - 首尔乐园

首尔乐园临近动物园、美术馆和科学馆，可以一站式进行游乐、
文化、体验等多种活动。园内分为世界广场、三千里游乐场、冒
险国度、未来国度、幻想国度等多个独特的主题。如果您喜欢惊
险刺激，那么推荐您去冒险国度和幻想国度。这里超大型的海盗

从首尔乐园到LetsRun公园
路线介绍
还记得小时候去游乐场的那天吗？还记得旋转木马上那轻飘飘的感觉
吗？如果您想重新找回这些记忆，就来果川吧。那儿时的幸福感将再次

船，还有角度极高的激流勇进，令人大呼过瘾。除此之外，还有
升上高空旋转不停的世界杯游乐项目，也十分刺激好玩。玩玩这
个，坐坐那个，愉快的一天不知不觉已经渐渐落幕。
+82-2-509-6000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号

动植物的王国 - 首尔大公园

将您紧紧拥抱！

首尔大公园拥有韩国

• 首尔乐园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号 / www.seoulland.co.kr

最大规模的动物园和

• LetsRun公园 ：京畿道果川市赛马公园大路107号 / http://park.kra.co.kr

植物园。首尔大公
园的动物园排在世界
十大动物园之列，园
内生长着动物360余
种，共3,000余只。公
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铁丝网与围栏，营造
出与大自然相仿的野生环境。大公园的天空缆车非常值得一坐，缆
车全长1.7公里，可以俯瞰到宽阔的水库和主题花园等美丽风景。
+82-2-500-7338

56 ■

京畿道果川市赛马公园大路102号

■

57

Must do

体验之旅

首尔大公园森林浴场
环绕首尔大公园的清溪山有着很适合
享受森林浴的茂密丛林。林中散步
路共有4条路线，分别需要30～60分
钟。特别是可以赤脚踏在黄土地上的
“ga”路线上的“思索林”尤其受到人们

喜爱。
+82-2-500-7541
京畿道果川市赛马公园大路102号

杨平铁轨脚踏车与杨平英语村
路线介绍
亲身去体验曾经在照片上看到的场景，可以说是旅行的一大乐趣。杨平
有很多特色体验活动吸引着游客们的脚步。快来杨平，为您的旅行装进

马的竞赛 - LetsRun公园
在LetsRun公园，您将体会到那瞬间爆发的巨大能量。园内保有赛

更多乐趣吧。
• 杨平铁路自行车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龙门三星路277号
http://www.yprailbike.com/main.php
• 杨平英语村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延寿路209号 / www.yea.or.kr

马1,400余匹，每个周末都有马赛。只要买上一张马券，就能淋漓
尽致地体会到赛马的紧张感。除赛马场外，还设有小马乐园，可
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名马。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还可以伸手摸
一摸，或者给马儿喂食。
+82-1566-3333

京畿道果川市赛马公园大路107号

旅游咨询处
首尔乐园综合咨询处 +82-2-509-6000 		
首尔大公园综合咨询处 +82-2-500-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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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铁轨脚踏车

步行15分钟

杨平龙门五日集

乘坐巴士20分钟

杨平英语村

体验之旅

移步换景 - 杨平铁轨脚踏车
杨平铁轨脚踏车是将
废旧的铁轨再利用而
建成的游乐项目。在
往返6.4公里长的铁
轨上，以15～20公里
/小时的速度慢慢踩
着脚踏车悠然前行。
铁轨的一边是潺潺流
水，令一边则是秀美
山色。行驶在山水美
景之间，感觉妙不可言。往返约需1小时20分钟，在中途的掉头区
段有20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因此实际骑行时间约为1小时。脚踏车
个头虽大，骑起来却并不费力，可以迎着温柔的清风，轻松从容
地欣赏身边的大好风光。
+82-31-775-9911

英语主题公园 - 杨平英语村
杨平英语村是一座通过体验和游戏自然而然地培养英语能力的主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龙门三星路277号

题教育公园。公园仿佛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缩版。华盛顿机场与
出入境管理所，杰佛森图书馆和歌剧中心……55座建筑全都有模

精彩看点层出不穷 - 杨平龙门五日集
龙门五日集位于巴士
站附近，就在中央线

有样，仿佛真的来到了美国一样。《花样男子》、《城市猎人》
等韩剧均曾在这里选景拍摄。最近村内新装点的许多壁画也受到
人们的好评。
+82-31-770-1300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延寿路209号

终点站龙门站的前
面。这是每5天开集
一次的传统五日集，

Must eat

其规模不大也不小。

醒酒汤(Hangover

各个摊点呈一字形排

醒酒汤是杨平的代表风味。杨

开，逛起来很方便。
从附近的龙门山采摘
的山野菜和卖家自己
种植的蔬菜是这里的特产。集市上还有不少风味小吃，其中以杨

Soup)

平醒酒汤以牛骨、牛内脏搭配
各种蔬菜炖煮而成，再点上几
滴辣椒油，味道堪称一绝。和
其他地区的醒酒汤相比，杨平
醒酒汤的牛肉部位更多，量也

平醒酒汤和猪蹄等最受欢迎。在集市上可以讨价还价，卖家大多

更足。很多人都在饮酒后的第

人心宽厚，热情好客。

二天喝一碗醒酒汤来安抚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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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津阁

步行5分钟

临津阁和平世界

步行5分钟

自由之桥

步行5分钟

都罗眺望台

DMZ之旅

临津阁与自由之桥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南北交流之场所
- 临津阁

路线介绍

临津阁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7公里处，是可以眺望到DMZ内部与北

1953年韩国战争的南北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产生了名为 “ 非武装地带

韩土地的安保旅游区。这里原本是失乡民的临时住处，现在代替

(DMZ)”的控制区域。随着分割态势的继续，DMZ一直保持着人迹罕至的

需要繁杂手续才能进入的板门店，成为与南北关系相关联的活动

状态，其生态环境也因此得到了极好的保护，成为一座生态界的宝库。

场所。临津阁从地下1层至地上3层，除顶层的眺望台以外，还设有

目前，DMZ作为濒危动物与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韩定食店、咖啡馆、销售北韩酒与特产的纪念品店等。临津阁前

• 临津阁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77号 / www.imjingak.co.kr

面专门为失乡民和离散家庭设有祭拜坛。每逢中秋节和春节，都

• 自由桥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162番路马井路2-18号

有众多群众来到这里，面朝故乡进行茶礼和祭祀。
+82-31-953-4744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77号

Must do

地堡体验 - Art Space BEAT 131
Art Space BEAT 131是用韩国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军事地堡改造而成的体验
空间。地堡内部展示着战亡者衣物、弹皮和无线电等军事用品，并且播
放与战争、分隔和北韩村庄相关联的影片。
+82-31-953-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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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和平公园 - 临津阁和平世界
数千个五颜六色的风
车呼呼旋转的“风之
丘”是这里的象征。
在辽阔的平原之上，
大大小小的池塘与和
平主题艺术品错落有
致，并且还建有漂亮
的咖啡馆和香烛店，
一直以来都是摄影师们的钟爱之地。大规模露天剧场“音乐之丘”
最多可容纳2万5千人，常年开展各种以祈祷南北统一与和平为主题
的演出和特别活动。位于入口处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房”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场馆，为北韩等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提供
支援与捐赠。
+82-31-956-8304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48-40号

01

连接南北的唯一桥梁 - 自由之桥

卫生间文化展览馆

沈载德先生、被人叫做厕所先生、为了纪念
世界厕所协会的成立,他拆掉自己生活了30多

自由之桥横跨京畿道

年的房子、建设了马桶形状的房子、命名为

北端分界线临津江之

Haewoojae、Haewoojae寓意使人由焦虑转为

上，是连接南北的唯

欣慰的房子、展示了厕所在人的生命中是多

一通路，和板门店的

么的重要。

“不归桥”同为南北分

•

TEL : 82-31-271-9777

•

URL : www.haewoojae.com

割的象征。这座桥原
本是连通南韩首尔与
北韩新义州的地铁线路上的铁桥，在停战后，众多俘虏通过这座
桥回到了故乡，同时也是南北会谈代表往来的历史性地点。当时

02

安城牧场乐园

回到南韩的俘虏赋予了这座桥“自由之桥”的名称。今天，在封锁

韩国最大的家禽体验牧场放牧着37种家禽的

住的桥头上，系满了承载着人们统一与和平愿望的五色彩带。

三十万平方米草原、为曹承佑、李瑶媛所主

+82-31-953-4744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77号

演的电视剧[马医]、以及郑雨盛、韩志旼、
金范主演的[噗通噗通]的外景地。
•
•

TEL : 82-31-8053-7979
URL : www.nhasfarmland.com

旅游咨询处
DMZ临津江站旅游咨询处(售票处) +82-31-953-4744
临津阁旅游咨询处 +82-31-953-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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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地道

07

碧
草池文化树木园

1978年被发现的第3地道、位于距汶山12公

湖水环绕的美丽庭园以碧草池为中心所妆点

里、距首尔52公里的地方。

而成的美丽庭园、为朴有天(JYJ)所主演的

从2002年开始、这里为迎接国内外游客、准

SBS电视剧[阁楼上的王子]与郑容和(CNBLUE)

备了现代化的DMZ影院、

所主演的MBC电视剧[你为我着迷]的外景地。

象征性雕塑作品及纪念品商场。

•

TEL : 82-31-954-0303
• URL : http://dmz.gg.go.kr

•

•

04

DMZ Tour bus (Joint Security Area Tour)

这是您在世界上可以看到分裂现实的唯一的
地方。

08

一山“海之星”

板门店是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在军事分界线

拥有从深海动物到鸟类等350种3万多只动物

上设置的共同警备区域(JSA)，

的韩国最大水族馆。

是世界上仅存的冷战区域。

•

TEL : 82-31-952-4066
• URL : http://www.tourdmz.com
•

05

TEL : 82-31-957-2004
URL : www.bcj.co.kr

•

TEL : 82-31-960-8500
URL : www.aquaplanet.co.kr/ilsan

坡州山葡萄农园

首都圈唯一的能體驗用山葡萄制作紅酒、
果醬、巧克力等的魅力景点。
•
•

TEL : 82-31-958-4558
URL : www.seowoosuk.com

09

小人国世界
欢迎您来到小人国世界，在这个主题公园，
您只需一天内能够环游世界、欣赏世界著名
建筑模型！

06

•

坡州英语村

•

TEL : 82-32-320-6000
URL : www.aiinsworld.com

以英国伦敦近郊Rye的小村庄为概念而建造的
英语文化体验空间、是大韩民国最著名的出
游摄影地。

10

香草岛乐园

在这里曾经拍摄过KBS[Running Man]和 MBC

芬芳庭园设有香草农场、

的[无限挑战]等人气艺能节目以及SUPER

香草餐厅、香草工房、香草博物馆、

JUNIOR、KARA、Wonder Girls等K-Pop歌手们

香草SPA等、可参观、品尝、

的音乐视频。游客可享受观光TV中出现的景

体验香草的特色香草旅游园区。

点、同时还可享受拍照留念的乐趣。
TEL : 82-31-956-2000
• URL : www.english-village.or.k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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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L : 82-31-535-6494
URL : www.herbislan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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