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畿京觀光
地圖

古今融合，
拜訪京畿道，
就能能同時感受。
沿著城廓漫步，
能看見燈火閃爍的城市夜景。
拿著在購物中心買的飲料逛市場，
看著人們拿著菜籃逛市場，感受當地人情。
停下汽車，暫時熄火，站在河邊，
涼爽的河水洗去疲勞和煩惱。
古代的從容與現代的活力共存，
這裡就是京畿道。

京畿道位於韓國中西部地帶，
人口為12,997,541名(以2016年7月為準)，
面積為10,175平方公里，是全韓國面積的1/10，
共有31個市及郡(28個市、3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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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QR碼，
智能暢遊京畿道! 

120(031)120
電話咨詢，短信咨詢，SNS咨詢，聾啞人手語咨詢(視頻通話),

外語咨詢(提供19種語音咨詢服務)
tchinese.gg.go.kr

京畿道旅遊網站
 cnt.ggtour.or.kr
讓你對京畿道旅遊信息一目了然，
與京畿道旅遊門戶網站一同前行。

  031-259-4700
cnt.ggtour.or.kr

京畿道旅游网站

京畿道電話服務中心
365天，24小时，

Korea Travel Hotline
旅遊翻譯咨詢電話

▪服務時間 : 24小時，整年無休
▪服務内容 :  旅遊咨詢，旅遊翻譯，旅遊不便申報，

連接旅遊警察
▪服務語言 : 韓國語，英語，日語，中文
▪境内撥打 1330
▪境外撥打 +82-2-1330

中文繁體

Tourist Guide of Gyeongg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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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ggtour.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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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市  031-584-8200   www.suwoncitytour.kr

水原華城路線
整年，1日2班(10:00, 14:00) 所需時間約3小時30分鍾(周壹休息)
出發地點 ▶ 水原綜合旅遊咨詢所(水原站4號出口)

華城、烏山市
連接路線

周日 09:30~16:30
出發地點 ▶ 水原綜合旅遊咨詢所(水原站4號出口)

南楊州市  031-590-4243  www.nyj.go.kr/culture/tour

表演路線 (蒙古異國體驗) 
每周六、周日(各條路線) / 隨
時運行(團體)  
出發地點 ▶ 陶農站

自然景觀路線(療愈路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
世界文化遺産路線)

體驗路線 (曆史體驗、有機農體驗、博物館體驗)

華城市  031-366-8921   www.hscitytour.co.kr

恐龍的氣息、文化的氣息、大海的氣息、自
然的氣息、波濤的氣息，主體旅遊

每周六、周日、公休日 9點~17點 
出發地點 ▶ 東灘-餅店-峰潭-鄉南

安山市  031-413-1212  www.ansantour.net

安山文化、藝術探訪，大阜海松街探訪，海香主題探訪，
定制型體驗路線，首爾出發旅行

每周二-周六運行    
出發地點 ▶ 中央站

加平郡  031-582-2421  www.gptour.go.kr

循環型定期
路線

每日運行    
出發地點 ▶ 加平客運站 09點出發，晨靜樹木園10點出發

楊州市
每周六、周日運行     1544-4590    www.korailtour.com

出發地點 ▶ 楊州站，舊擺撥站

富川市
每周六運行    032-656-4306    bucheonculture.or.kr

出發地點 ▶ 富川市廳10:00

平澤市
每周六運行    031-656-0600    www.ptmunhwa.or.kr

出發地點 ▶ 平澤文化藝術會館 09:00

高陽市
每周二-周日，定期路線，文化體驗路線   031-975-3838

 www.goyangtour.net   出發地點 ▶ Aram Nuri

廣州市
南漢山城繞城路線，草原、昆池巖、都尺，退村、南終，慶典路線

出發地點 ▶ 廣州市廳    031-760-2723

安城市
每周六/各季路線各異     031-678-2492   

 tour.anseong.go.kr    出發地點 ▶首爾市廳站

漣川郡
1日1班(周二休息)     02-706-4851   

 www.dmztourkorea.com    出發地點 ▶ 京元線，新灘裏站

光明市
市內每日循環路線   1688-3399    出發地點 ▶ KTX光明站

市內主題型    1544-4590

坡州市
每周六、周日運行文化藝術路線，每周五運行曆史遺迹路線

 031-949-8888   出發地點 ▶ 合井站，金村站

城南市
每周六運行，春、夏、秋季夜間路線    070-7813-5000

出發地點 ▶ 城南市廳

京畿道市區旅遊
各市、郡運營的旅遊項目

電影及電視劇拍攝地
銀幕中的感動依舊的電影拍攝旅遊景點

購物
京畿道購物中心與傳統市場

大型購物中心及購物街

C2 坡州新世界奧特萊斯  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paju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必勝路 200

F4 骊州新世界奧特萊斯  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yeoju
京畿道骊州市名品路 360

C2 坡州樂天奧特萊斯  031-960-2500     store.lotteshopping.com
京畿道坡州市文發路 284

F4 利川樂天奧特萊斯  031-777-2500     store.lotteshopping.com
京畿道利川市戶法面Premium outlet路 177-74

D2 金浦現代奧特萊斯  031-812-2233     www.ehyundai.com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Ara陸路152號街 100

Lafesta  031-920-9600     www.lafesta-ilsan.com
京畿道高陽市壹山東區木槿花路 32-34

傳統市場

陽平五日集  031-771-2080   
京畿道陽平郡陽平邑陽平Jangteo街 15

八達門市場  031-254-8996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776號街 8

E3 牡丹市場  031-721-9905  
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區遁村大路83號街 1

光明市場  02-2614-0006 
京畿道光明市光明路918號街 12-1

B2  臨津閣/世界和平公園
為京畿道中最多外國人訪問的保安旅遊景點，在此可以感受南北分裂以及了解
和平的重要。可以利用往返第三地道、都羅瞭望臺、都羅山站、統一村直販場的
巴士。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77 臨津閣    031-953-4744     peace.ggtour.or.kr

  非武裝地帶 參觀路線
 路線A

      臨津閣出發 – 第三地洞 – 都羅瞭望台 - 都羅山站 - 統壹村 – 到達臨津閣(所需時
間，約3小時)
 路線B

     臨津閣出發 – 都羅瞭望台 – 第三地洞 – 許浚先生之墓 – Haemaru村 – 到達臨
津閣(所需時間，約3小時30分鍾)
  上午 9點 20分鍾 ~ 下午 3點  / 每周壹休息，需持有身份證
  031-954-0303 (DMZ售票處), ,   031-940-8523 (坡州市觀光振興中心)

E3  南漢山城                                                                                            世界文化遺產
南漢山城守護首都–漢陽，是韓國朝鮮時代山城裡設施最為齊全的。南漢山城被
指定為道立公園，獲得許多登山客喜愛，到這裡可以沿著登山或兜風路線觀光。

  京畿道廣州市南漢山城面南漢山城路731
 8號線山城站 2號出口     搭乘 9-1、52路公共汽車 – 終點站下車
 031-743-6610     nhss.ggcf.kr

D2  一山湖水公園
與一山新都市宅地開發事業一同建造的人工湖水公園。這裡有許多供人休息的
地方，如行經水邊廣場、人工島、公園的自行車專用道、兒童遊戲場、自然學習中
心、音樂噴泉等。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湖水路731    031-909-9000    www.visitgoyang.net

D3  两水里
韓國數一數二的拍照聖地，為北漢江和南漢江的交會處，此外這裡還有400年
樹齡的櫸樹。神秘的運河、水霧、日出及日落等，一年四季都有著夢幻般的自然
環境。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頭街123    031-770-2068    
 tour.yp21.net/gcontent

C3  國立樹木園(光陵森林)
保存自然原始面貌，擁有50 0年歷
史，是韓國第一的植物園。珍貴巨大
的原始林空間也是世界僅有，裡面有
植物園、山林動物園、山林博物館、
專用標本館等。必須先事先預約才能
參觀。

 京畿道抱川市蘇屹邑光陵樹木園路415
 031-540-2000
 www.kna.go.kr

C4  晨靜樹木園
以22個具有韓國之美的特色庭園組成，在這裡可以看到超過5000種的植物。每
到冬天會舉辦五色星光庭園展，帶給大家冬夜閃爍的庭園。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 
 地鐵京春線清平站一號出口    地鐵京春線清平站一號出口
 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

C4  鱉島
由北漢山秀麗風光、草地廣場及生態文化公園組成，其中，環保自助露營場受
到大家歡迎。每年秋季都會定期舉辦「鱉島國際爵士音樂節」。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鱉島路60
 地鐵京春線加平站1號出口步行15分鐘
 www.jarasum.net

自然觀光景點
一邊欣賞美麗的京畿道風光，一邊享受閒暇時光

F1  大阜海香主題公園
到這裡能呼吸大海香氣及在海邊散
步。周圍主題公園的地標是大大小小的
風車及大波斯菊、向日葵綻放的花卉
園區。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大阜北洞1841-10
 tour.iansan.net/tour

E2  烏耳島
以漁村及廣闊的溼地聞名，每到漲
潮、退潮時，就能近距離觀察海中生
物。這裡還利用海洋資源打造了一條
美食街。

 京畿道始興市正往洞2063  
 在地鐵4號線烏耳島2號出口   搭乘

30-2公車 – 於烏耳島綜合魚市場站下車  
 031-310-6743   www.siheung.go.kr/

culture

F3  水香樹木園
以「水、樹木與人類相遇」為主題，根
據地區和植物特性，打造20個主題公
園，此外還有展覽空間可以觀察昆蟲
及鳥類。

 京畿道烏山市青鶴路211
 031-378-1261    mulhyanggi.gg.go.kr

C2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
是一座融合韓式庭園及西式庭園的植
物園。蓮花及蓮花葉盛開的碧草池及
隨著季節變化改變栽種植物的女王花
園尤為壯觀。

 京畿道坡州市廣灘面倉滿里166-1
 031-957-2004     www.bcj.co.kr

歷史觀光景點
沉浸歷史，感受祖先們氣息，學習他們的智慧

C4  小法國村 《來自星星的妳》，《秘密花園》

F3  韓國民俗村 《來自星星的妳》，《黃真伊》，《仁醫》

E3  華城行宮 《田禹治》，《張玉貞，爲愛而生》，《好運浪漫史》

F4  龍仁大長今公園 《大長今》，《抱著太陽的月亮》，《九家之書》，
《同伊》，《獄中花》，《善德女王》

C2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 《49日》，《需要浪漫第二季》，《她很漂亮》

D4  The Greem 《順藤兒上的妳》，《烏塔房王世子》，《王家壹家人》，
《假面》，《美女的誕生》

G4  安城牧場 《九家之書》，《吧塔吧塔》

B3  香草島樂園 《哦我的維納斯》

C2  松巖天體中心 《戲子》

D4  雪絨花瑞士主題公園 《Remember(兒子的戰爭)》

C4  晨靜樹木園 《她很漂亮》

C3  紫雲書院
1615年(光海君7年)地方儒林經公議，
決定建立紫雲書院，紀念栗谷李珥先
生的學問及美德。在紫雲書院裡供奉
了栗谷李珥先生的牌位及遺像。

 京畿道坡州市法院邑東文裏，山5-1
 031-959-9233    
 tour.paju.go.kr

C2  檜巖寺址
雖然目前僅剩遺址，但過去檜巖寺的規
模足足有260間，且曾有3000多名僧侶
居住於此。檜巖寺是韓國一流的寺廟、
國寶級的文化資產，深富歷史價值。

 京畿道楊州市桧岩洞，山14號
 031-820-2114
 tour.yangju.go.kr

D2  幸州山城
幸州山城可一覽漢江流入西海的美
景，這裡是壬辰倭亂時，將軍權慄大
獲全勝的地方，在大捷紀念館展示
著當時使用過的砲筒及戰車。此外
這裡還有一條長達1公里左右的林
蔭道。

  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幸州內洞，山26
 031-8075-4642    
 www.visitgoyang.net

E3  水原華城                                                                 世界文化遺產
為朝鮮正祖時代的著名建築，全長5.7公里，面積為1.2平方公里。水原華城
有長安門、八達門、虹門等各種建築及許多街燈，體現韓國建築樣式迅速發
展的一面。

 京畿道水原市長安區練武洞190
 水原站 10號出口    搭乘35、36、39路公車 –華城行宮站下車
 031-228-4672 (水原旅遊咨詢中心)     
 www.swcf.or.kr

F3  隆健陵                                                                                                     世界文化遺產
思悼世子與惠慶宮洪氏長眠的隆陵、正祖與孝懿王后金氏長眠的健陵，兩者合稱
隆健陵。陵墓後方草木茂盛，適合散步。冬季雪景被稱為「隆健白雪」是華城八景
之一。

 京畿道華城市孝行路481號街 21    1577-4200    tour.hscity.go.kr

E4  英陵(世宗大王陵)  
 世界文化遺產

是朝鮮時代第4代王–世宗及昭憲王
后沈氏合葬的陵墓，也是朝鮮王陵
中最早出現的合葬陵，是朝鮮時期
王陵的基礎。往孝宗大王陵途中的
森林裡有適合散步的林蔭道。

  京畿道骊州市陵西面旺垈裏，山83-1
 031-885-3123
 www.yj21.net/main/culture

京畿道美食
用眼睛和嘴巴同时品味的京畿道代表美食

京畿道酒店及度假村
Information of Accommodations in Gyeonggi-do

水原全雞街
位於從八達門到長安門方向的行宮洞小巷。約有
11處全雞店，不僅口碑好，在網上也很熱門，客人
慕名而來，門庭若市。好吃的全雞、炸雞或調味炸
雞都值得一嘗。

楊平醒酒湯
楊平醒酒湯先用辣椒油和辣椒籽等做出辣爽的底
湯後再放入豬血和各種內臟、豆芽等熬出的湯。楊
平解酒湯全國有名，因此名為‘楊平醒酒湯’的餐廳
特別多。

坡州長湍豆定食
坡州長湍豆是指產自長湍地區的大豆。在清凈的
環境中生長，優良的品質堪稱韓國第一。坡州長湍
豆定食中包括用長湍豆做成的豆腐或者清麯醬、
大醬等。

臨津江烤鰻魚
把鰻魚的骨刺剔除，把魚放進用頭部和骨頭熬成
的高湯裡，並放入醬油、白糖、生姜、芝麻和蔥末
大蒜後腌制而成，最後放在烤盤上烤出。坡州臨
津江附近的鰻魚村特別有名。 

抱川二東排骨
指在排骨肉上刀切鋪平後放入醬油、白糖、蒜、生
姜、清酒等腌制後用炭火烤出的排骨。做二東排骨
時把排骨和剩下的排骨肉插在牙簽上制作而成。

抱川二東濁酒
濁酒是指釀酒後把酒倒出再倒入水制成的酒。二
東濁酒用白雲洞山谷中流下的清泉製作，因此帶
有獨特的芳香和清淡的味道。

利川米飯定食
每年10月份都舉辦利川大米文化節，利川以盛產
優質大米而聞名，這里的大米不僅粘香而且散發
著亮澤。利川米飯定食是以利川米為材料做成的
韓式定食，包括石鍋飯和多種小菜。

議政府部隊火鍋
把豬肉、香腸、泡菜、拉麵、麵餅、豆腐和我國傳
統的辣醬放在一起熬成的湯。其中在有很多美軍
部隊駐紮的議政府的部隊火鍋最為出名。

京畿道具代表性的美食│東豆川肉餅，議政府部隊火鍋，城南南漢山城雞
肉粥，楊平玉泉冷麵，安山、華城蛤仔刀削麵，水原王排骨，抱川二東排
骨，廣州牛頭湯飯，利川米飯定食，驪州川西里蕎麥面，龍仁白巖米腸
湯、米腸薈萃。

酒店

5星級
酒店

水原市

Novotel Ambassador水原
 031-547-6600   novotel.ambatel.com/suwon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 902

Ramada Plaza水原   031-230-0001   www.ramadaplazasuwon.com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 150

骊州市 Sunvalley酒店   031-880-3838   www.sunvalleyhotel.co.kr
京畿道骊州市江邊遊園地街45

4星級
酒店

加平郡 Club inner酒店度假村   031-581-2270   www.clubinner.com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漢江邊路382

富川市 高丽观光酒店   032-329-0001   www.hotelkoryo.net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 66

城南市
首尔板桥Courtyard by Marriott

 031-8060-2000   www.courtyardpangyo.com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192號街12

水原市

水原Ibis Ambassador   031-230-5004   ibis.ambatel.com/suwon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勸光路132

Castle Suwon酒店   031-211-6666   www.hcastle.co.kr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 203

安山市 Square 酒店   031-490-2000   www.hotelsquare.co.kr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Dongsan路 81

安養市 Avalon 酒店    031-547-6600   www.hotelavl.com
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顯忠路 2

楊平郡 现代Bloomvista   031-770-8888   www.bloomvista.co.kr
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平泽市 平泽湖 Grand 酒店   031-683-8899   www.hotelgrandkorea.com
京畿道平泽市玄德面平泽湖街 39-15

華城市

Rolling Hills 酒店   031-268-1000   www.rollinghills.co.kr
京畿道華城市南陽邑市廳路 290

Shilla Stay 东滩   031-8036-9000   www.shillastay.com/dongtan
京畿道華城市露雀路 161

度假村

抱川市 C3 Bearstown度假村   031-540-5151   www.bearstown.com
京畿道抱川市內村面金剛路2536號街 27

南楊州市 D3 Starhill度假村   02-2233-5311   www.starhillresort.com
京畿道南楊州市和道邑Meokgat路 96

利川市 F4 芝山森林度假村   031-644-1200   www.jisanresort.co.kr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芝山路 267

廣州市 E4 昆池岩度假村   1661-8787   www.konjiamresort.co.kr
京畿道廣州市都尺面都尺上路 278

龍仁市 F4 陽智Pine度假村   031-338-2001   www.pineresort.com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陽智面南坪路 112

C2  松巖天文中心
韓國最大天文主題公園，擁有最先進的
設備及項目。不僅有天文台、天文中心、
挑戰者學習中心，還能利用望遠鏡進行天
體體驗。

  京畿道杨州市长兴面权栗路185号街103
 031-894-6000     www.starsvalley.com

D5  楊平軌道自行車
利用廢棄鐵路建造長達6.4公里的鐵路自
行車，路經楊平的山、江及村莊。一趟所
需時間為1小時，不需花費太大的力氣，可
以邊騎自行車，邊輕鬆地欣賞周圍風景。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三星里126-5
 地鐵京義 • 中央線龍門站1號出口步行

       10分鐘
 031-775-9911    www.yprailbike.com

B3  香草島樂園
嚴選世界各地香草後進行收集、栽種。香草島樂園有許多以香草為主題的商店、餐廳、
咖啡廳、體驗活動，每年還會舉行燈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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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型觀光景點
可以親身體驗、享受各種文化活動

E2  義王鐵路自行車
長4.3公里的環湖鐵道，沿線能欣賞湖水周圍美景。此外旺松湖水還是四季候鳥遷徙
地，到這裡能觀察到為數眾多的侯鳥。

  京畿道義王市旺松吳東路209
  地鐵1號線義王站2號出口 步行15分鐘    1544-1555     www.uwrailpark.co.kr

G3  安城牧場
為農畜產主題公園，一年四季，與25種動物一起在39萬坪寬廣的草地上，進行不同的慶
典。到這裡可以體驗各種與農畜相關活動，如餵動物飼料、搭乘卡車式馬車欣賞麥田風
光、體驗騎馬、製作起司等。

  京畿道安城市孔道邑大薪頭路28    031-8053-7979    www.nhasfarmland.com

E3  愛寶樂園
愛寶樂園裡有驚悚的雲霄飛車等各式遊樂設施、能與猛獸近距離接觸的「失落的峽谷」、
能看到可愛熊貓的「熊貓世界」，是韓國最大主題樂園。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愛寶線，愛寶樂園站     有班車常年運行    0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C4  小法國村
以「小王子」為概念打造的法國文化村，小法國村的街道讓人聯想到地中海，彷彿來到國
外。此外到這裡還可以體驗各種法國文化。

  京畿道加平郡高城裏616
 京春線清平站1號出口    搭乘31-20公共汽車-小法國村站下車
 031-584-8200    www.pfcamp.com

C2  嗨裏藝術村
為聚集藝術文化空間的藝術村，裡面有藝術
家親自建造的房子及工作室，還有關於文化
藝術的創作、展覽、表演、教育等。充滿個性
的建築及造型物是Heyri藝術村的一大看頭。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海裏村街海裏藝術村
 031-946-8551    
 www.heyri.net

E3  首爾大公園
為韓國最大的公園，裡面有動物園、植物
園、主題花園等。與地鐵4號線相連，是一
個鄰近市中心的休閒場所。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園廣場路102
 4號線大公園站2號出口，步行10分鍾
 02-500-7335     grandpark.seoul.go.kr

F4   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
大長今主題樂園具體重現各時代的建築樣式與生活方式、素材等，許多MBC的歷史劇都在
此拍攝。到這裡能看見歷史劇中常出現的奎章閣、東宮殿、惠民署，還能體驗宮廷服飾等。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涌泉路330
 031-337-3241     djgpark.imbc.com

D3   高句麗鐵匠村
是電視劇《太王四神記》的拍攝地及高句麗遺
址主題公園，也是韓國唯一一座冶鐵村及電視
劇拍攝場。針對觀光客還舉辦傳統文化體驗學
習活動。

  京畿道九裏市牛尾川街41
 031-550-2363    gbv.guri.go.kr

E2  光明洞窟
將廢棄洞窟改造為體驗藝術文化及休閒的
洞窟主題樂園。在洞窟內的表演場地會定期
舉辦藝術表演、時裝秀、展覽、電影節等各
種文化藝術活動。

  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號街142
 1號線光明站7號出口
  搭乘17路公共汽車 – 光明洞窟站下車
 1688-3399    
 cavern.gm.go.kr

D2  onemount 
結合主題樂園及購物中心的複合空間，包含水
上樂園、滑雪場、購物中心、高級運動中心。
離地50公尺高的滑水道與一年四季都開放的
雪橇場是最具代表的設施。

  京畿道高陽市壹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3號線注葉站2號出口
 搭乘免費班車
 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文化·主題樂園
各式各樣的看頭，享受多種樂趣

F3  韓國民俗村
可以體驗韓國傳統文化及生活風俗的傳統文化主題公園。裡面不僅有傳統房屋，還重現四季不
同風貌的生活文化，在這裡可以體驗各種活動及沿襲傳統方式的生活工藝。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 90
 盆唐線器興站6號出口     搭乘54路公共汽車 – 韓國民俗村站下車
 0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E3  首爾大公園
為韓國最大的公園，裡面有動物園、植物園、
主題花園等。與地鐵4號線相連，是一個鄰近
市中心的休閒場所。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園廣場路102
 4號線大公園站2號出口，步行10分鍾
 02-500-7335    
 grandpark.seoul.go.kr

D4   雪絨花瑞士主題公園
以小瑞士村為主題，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美麗的瑞士建築及風景，還有各種博物館、畫廊、
主題館、拍照區及視覺藝術等，供大家參觀。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多樂嶺路226-57
 031-581-9400     www.swissthemepark.com

E2  熊津娛樂城
位於市中心的室內主題樂園，能同時享受
SPA及水上樂園。室內外水上樂園、SPA、
室內滑雪場、高爾夫城等，不受季節影響，
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盡情享受。

 京畿道富川市朝宗裏路2  
 032-310-8000   
 www.playdoci.com

D4   The Greem
比畫更夢幻的房子、長滿松樹的後山、各式歐
式建築、2000多坪的庭園與山巒相结合。曾有
超過60部以上的電影、電視劇、廣告到此取
景，是熱門的外景地。

  京畿道楊平郡玉泉面舍那寺街175
 京義中央線楊平站7號出口   
搭乘6-2路公共汽車- 龍泉2裏站下車
 0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