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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多彩的旅遊資源
從東北山區一直到西南海岸區，京畿道具有豐富且獨特的自然環境。

京畿道 簡介

並且，還具備了韓國悠久歷史文化相關的旅遊資源，引以為傲。
因此吸引眾多國內外旅客專程來京畿道玩山區、寺廟、溪谷、瀑布、
海灘、江河、文化歷史遺址、博物館、畫廊、

四通發達的國際性旅遊區

渡假村、公園、高爾夫球場和溫泉等旅遊景點。

京畿道位於東北亞東邊的韓半島西部中心區。
由於京畿道環繞著繁華的首爾和仁川等兩大城市，
受惠於日益方便的首都圈大眾交通。
而且，全國主要的高速公路及鐵道系統皆通到京畿道，旅客出遊極其方便。

東北亞產業觀光之樞紐

不僅如此，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還能從仁川機場或仁川港口入境而直接到京畿道。

長久以來京畿道一直被視為韓半島軍事和戰略要塞，
而且作為經濟文化的中心。
京畿道作為二十一世紀「Global Inspiration」發揮積極創新的角色 ，
進而將東北亞經濟中心擴展到全球。
京畿道具備尖端產業園區、世界頂級國際展會場地，
目前被視為東北亞產業觀光核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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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華城

步行5分鐘

華城行宮

步行3分鐘

工房街

步行10分鐘

傳統市場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産
之旅 1

Must see

極具科學的水原華城
華城城牆以三個觀望口為一組，
蜿蜒相連。每組都有三名士兵透
過觀望口監視外部情況。這些觀
望口從外來看高度相同，但是內
部卻高低不一。有用來眺望遠
方、觀察中距、觀測城牆附近等
不同功能。僅從這點就能看出水
原華城的科技智慧。

Must do

搭乘華城列車
搭乘華城列車暢遊水原華城，輕鬆

水原華城與傳統市場

又便利。列車從供奉華城之神的
“城神祠”出發，途經華西門、長安

公園、長安門、華虹門，到終點練

路線介紹
水原華城承載著朝鮮王朝500年的歷史中，最具悲劇色彩卻極富才華的正
祖大王(1752～1800)之背景。文武雙全的年輕君王正祖曾致力於建立夢想
中的全新城市－水原華城。水原華城與傳統市場路線沿著2百年前建造的
水原華城延伸，可以深刻領略到歷史與現代共存的和諧面貌。
• 水原華城 ：京畿道水原市長安區煉武洞190號
• 傳統市場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776番路8號

武台，整條路線涵蓋了大半個水原
華城。列車的車頭為象徵君王的龍頭，口含如意珠，車身採用象徵君王
的“紅色”，整體造型獨特而醒目。

試穿宮廷服裝及拍照
有絕好的機會試穿電視劇中出現的宮廷服
飾！穿著同樣的衣服成爲劇中的主角, 並拍
照留念。您的相片將在現場爲您打印。
+82-31-290-3624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

射箭體驗
可以親自體驗用韓國傳統的 “ 國弓 ” 來射箭。體驗場所就設在210多年前
朝鮮時代的兵士們進行軍事訓練的水原華城 “練武台 ”，獨具歷史意義。
射箭前還可以接受有關韓國傳統國弓的介紹，導覽價格相當實惠，廣
受歡迎。
+82-31-228-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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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劇 《大長今》 外景地 - 華城行宮

好吃又好玩的工房街

“行宮”供國王在宮外臨時下榻之用。在眾多行宮中，尤以華城行

在華城行宮旁邊有一條橫向的街道，類似首爾仁寺洞的氣氛。街

宮規模宏大，華麗精緻。據記載，正祖曾計劃退位後，與母后惠

上聚集著小巧玲瓏的茶館和工房，每家店都精心布置著手作工藝

慶宮洪氏一起在臨近父王陵寢的華城行宮共度餘生。所以華城行

品或各種小裝飾，值得前往一探究竟。

宮的建造完全遵守正宮“景福宮”的格局，只是在規格稍微縮小。
以朝鮮王室為背景的韓劇《大長今》也因此將這里定為主要外景
地之一。

Must eat

新概念韓餐與傳統茶
就像其他傳統街道一樣，工房街上也有很多

Must do

華城行宮紀念圖章
華城行宮內共有10個主要景點，每個景點都設置有該景點圖

新概念韓餐廳和茶館。大部分家都由店主親
自烹飪，其中不乏清淡的健康美食，很適合
對重口味的韓餐尚未習慣的外國人。

樣的圖章。在體驗指南處購買圖章收集卡(500韓元)，找到隱
藏在各處的圖章一一蓋在上面，就成了非常有意義的旅遊紀
念品。蓋齊10枚圖章後，只要再付500韓元，就可以為蓋滿
章的收集卡護貝加膜，便於日後保存。

Must do

繪製七寶壁畫
七寶工藝是將七色的石頭用高溫熔化後，繪製
而成作品的傳統工藝。在工房街上的七寶工房

Must see 觀看武藝24技表演
上午11點與下午3點，在華城行宮前開展武藝24技表演。武藝
24技為以武功卓越的正祖集韓國、中國、日本三國武功之大成
而創作的武藝集為基礎，所編制而成。屆時可以近距離欣賞
到長過一人身高的長刀虎虎生風的精彩表演。(每週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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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英工房”目前提供遊客七寶壁畫繪製特別體

驗項目。遊客可與藝術家一起繪製七寶工藝瓷
磚，然後再將這些瓷磚貼在建築物的牆上，構
成一幅壁畫。
+82-31-252-6027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行宮路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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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打造的傳統市場
以八達門為中心，八達門市場、榮洞市場和池洞市場等好幾座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 水原華城

富傳統與歷史的市場環繞。其中，八達門市場已有220年歷史，由

朝鮮王朝的第22代君王正祖在位時，將年僅27歲就犧牲於王室黨派

正祖大王直接下令建造而成的。因為正祖夢想中理想的水原，不

之爭的父王莊獻世子的陵墓移至當時首屈一指的風水寶地水原之

僅是一座文化城市，還是經濟之都。直到今天，八達門市場的規

後，建立了水原華城。華城總長5.7公里，共有40多座主要建築，

模仍然非常可觀，不僅是水原人，就連附近城市的人們也經常來

僅花費2年半左右的時間即告完工，全須歸功於在建設過程中積極

此購物旅遊。雖然是傳統市場，但是現代設施俱全，一年四季無

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因此，水原華城堪稱集東西方城廓建築技

論氣候優劣，都可輕鬆享受購物樂趣，各種當地特產不僅物美價

術之大成的驚世之作。

廉，而且份量十足。傳統市場絕對不能錯過的各種美味小吃！就
讓生氣勃勃的市場之旅為整個旅行畫下美好句點吧。
Must see
Must eat

建築實名制
血腸美食城及各種街頭風味小吃

水原華城是首個實行建築

池洞市場內擁有具40年歷史的血腸工廠，

實名制的建築。除了在 《 華

經由歲月累積，發展為60多家血腸店聚集

城城域儀軌 》 中皆有記載之

的大型血腸美食城。新鮮的血腸富含維

外，在水原華城的四大門中

生素A與鐵質，且低脂低卡，廣受女性喜

也可以抽出端倪。特別以留

愛。加上道地的調味料，簡直好吃得令人

在蒼龍門的痕跡最為清晰，

上癮，只要嚐過一次，就令人難以忘懷。因此血腸城總是人超擁擠，直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鐫刻在

到夜晚依舊熱鬧萬分。此外還有炸雞、池谷市場的辣炒年糕與甜甜圈等

蒼龍門左側牆壁上的參與工

各種韓國風味小吃。

程者的姓名。

8

■

■

9

Must do

和文化旅遊解說員漫步在水原華城
若是4人以上團體，可申請在專業文化旅遊解說
員的陪同下參觀水原華城。在6個區段中選擇喜
歡的區段，每個區段參觀時間約為1小時，解說
員將為您提供生動詳細的文化解說。在服務時
間內，一次走完6個區段也沒有問題。申請外語解說或者20人以上團體須
提前電話諮詢。外語解說提供中、英、日三國語言。
+82-31-290-3622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行宮路11號 水原文化基金會

正祖與其父王的陵墓 - 隆健陵
隆健陵包括正祖的“健陵”與其父王（莊獻世子）的“隆陵”，被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正祖是離漢陽都城（即今日
首爾）最遠的君王，其理由就在於隆陵。隆陵距首爾65公里，而
正祖先後十次出宮，前往隆陵祭奠父王。正祖的孝心之誠，從下
面這段逸事可見一斑。某天，正祖在隆陵看到松毛蟲正在啃食松

美麗的行宮路

針，大怒斥喝“你們怎敢糟踐父王的松針？”，說完便將松毛蟲吞

在華城行宮旁邊，有條鋪有步行地磚的道路。此為水原名勝之一，
主要分為工房街和美食街兩大部分。在工房街可以購買或體驗製作
傳統工藝品或獨特的手工藝品；而在美食街則可以品嚐傳統韓餐、

了下去，瞬間松樹上的所有松毛蟲都從樹上掉下來促死。從那以
後，隆陵中再也不見松毛蟲的蹤影。
+82-1577-4200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行宮路11號 水原文化基金會

新概念韓餐和茶果等各種美食。每到週末和節假日，就會有街頭藝
Must do

人或受邀表演團體在廣場上義務表演。精緻玲瓏的工房與餐館獨特
而美麗，使這里成為攝影愛好者喜愛前往的熱門拍攝景點。
Must eat

隆健陵散步道
在隆健陵綠蔭茂密的松樹林和
橡樹林中知名散步道遍布。春

水原王牛排

天百花盛開，夏天清風涼爽，

水原牛排曆史悠久，以又好吃又大爲聞名，因

秋天丹楓落葉，冬天雪景迷

爲牛排大, 一個人吃不下，人們稱之爲王牛排。

人，每個季節都吸引著人們的

主要用鹽來調味，不用醬油，帶著牛排本來的

注目和腳步。散步道共分為26

味道和色澤，讓人大飽眼福和口福。加上因爲

分鐘、43分鐘和50分鐘三種路

使用炭火來烤肉，其美味更爲突出。

線。在嚴防山火時期（12～4月）部分散步道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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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漢山城

步行20分鐘

望月寺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産
之旅 2

南漢山城與望月寺

輕鬆悠閒的登山路線 - 南漢山城
南漢山城是京畿道的道立公園之一，一年365天皆以美麗風景迎接

路線介紹
廣州市為2000多年前古代國家百濟的王城所在地。而南漢山城則是在朝鮮
時代於此建立的山城，以擁有悠久歷史為自豪。山城上的登山道四季景
色優美，其鄕間風味美食也十分有名，吸引了不少登山者慕名而來。
• 南漢山城 ：京畿道廣州市中部面南漢山城路784-16號 / http://ggnhss.ggcf.mbdev.kr
• 望月寺 ：京畿道廣州市中部面南漢山城路680號

來自各地的登山者。山城方圓53萬平方公尺，朝鮮時代君王下榻的
行宮、寺院和祠堂等文物古跡完美保存。以山城為中心，周圍聚
集不少知名餐館，包括辣燒雞塊、清燉雞、清燉鴨和韓定食等各
色美食。以南漢山城為中心形成的登山路線共有5條，分別需費時
60～200分鐘不等。隨著季節與天氣變換，沿著山城漫步，或走在
山城內的登山步道景色皆各有不同，既獨特又有魅力。

Must eat

清燉雞鴨與馬格利酒
南漢山城一帶專營清燉土雞和土鴨的餐館極
多。清燉的雞肉和鴨肉清淡可口，營養豐
富，用濃厚的高湯熬煮出來的米粥喝起來也
是格外爽口，對於運動後疲憊的登山者們來
說，是再合適不過的美食。若能再來一杯馬
格利酒，其美味更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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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俗村

Must see

搭乘公車15分鐘

白南準藝術中心

藝術與文化
之旅

君王避難處 - 南漢山城行宮
朝鮮時代 “ 丙子胡亂 ( 1636～1637 )”
時，清朝入侵，當時的君王宣祖便
是在南漢山城避難，行宮則為君王
的臨時住所。南漢山城行宮原有的
建築全部毀於祝融，目前看到的是
復原後的面貌。可以在文化旅遊解
說員的導覽下參觀。

韓國民俗村與白南準藝術中心
路線介紹		
仔細審視今日生活，會發現，我們其實一直都在重複著祖先們的行蹤。
傳統文化並不是已經過去的歷史，而是融會於現今生活各個角落的一種
文化。讓我們一起踏上這條從韓國民俗村到白南準藝術中心的文化之

南漢山城的古寺 - 望月寺
望月寺為南漢山城歷史最悠久的寺院。其原有建築歷經日據時期

旅，體會從生活到藝術的巧妙穿越。
• 韓國民俗村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號 / www.koreanfolk.co.kr
• 白南准藝術中心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白南准路10號 / www.njpartcenter.kr

和韓國戰爭已消失殆盡，今日我們看到的是1990年經復原重建後的
望月寺。寺院內留下的只有一塊直徑長達167釐米的大型磨盤，由
此可以想像望月寺過去的氣勢與規模。這里原本是守護國家的僧
兵和義僧居住的寺院，現在則成為女尼修行的庵院。重建該寺的
女尼性法師父(1929～)由印度首位女總理英迪拉•甘地(1917-1984)
親手獲頒的佛祖真身舍利13層大型石塔堪稱為該寺的鎮寺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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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過去的時光旅行 - 韓國民俗村

Must eat

韓國民俗村民俗集市
可以品嘗到集市湯飯、雪濃
湯、海鮮蔥餅等朝鮮時代集市
與酒館中的風味小吃。這些美
食均遵循古法，以天然調味料
烹製而成，有益於身體健康。
集市上的小吃不僅種類豐富，
而且份量十足，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隨意挑選，盡情享用。另外也推薦您
品嚐被列為京畿道無形文化遺產第2號的民俗酒“糯米冬冬酒(浮蟻酒)”。

每當我們看到那些仿古的風景，就彷彿踏上時光之旅，回到過
去。韓國民俗村是一座傳統露天民俗博物館。來到這里，韓國的
各種傳統與文化盡收眼底。民俗村最大的特點就是將古時人們的
生活風貌原封不動地重現，因此無數古裝韓劇和電影都選擇在此
拍攝。在民俗村官方網站上可以查看到每天拍攝日程。此外，還
可以在這里親自體驗秋千、擲柶、踢毽子等韓國傳統遊藝。
+82-31-288-0000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號

Must do

韓國民俗村恐怖主題館
- 傳說的故鄉&鬼神傳
來到韓國民俗村可不只是逛逛公園那麼簡
單， “ 傳說的故鄉 ” 和 “ 鬼神傳 ” 這兩大恐怖
體驗將讓您徹底體會韓式恐怖與刺激！處
女鬼、閻羅使者、九尾狐等韓國鬼神與15
部恐怖傳說等待您的到來。

試穿韓服並拍照留念
韓國民俗村是 《 成均館緋聞 》 、 《 善德女
王》、《光海》、《李祘》、《大長今》等

世界級影像大師的殿堂
- 白南準藝術中心
在鳥叔的音樂電視征服世界之前，白南準（1932～2006）早已在40
年前製作了披頭四的音樂錄影帶。白南準可以說是影像藝術的創
始者，被稱為“影像藝術的米開朗基羅”。白南準藝術中心旨在保
存和弘揚白南準的作品世界與藝術之魂。館內收藏有67件大師作品

多部古裝韓劇和電影的外景地。在這里，

和2千多件影像檔案。其中最值得一看的要數“電視庭院”，里面展

可以試穿劇中戲服，還可以佩戴頭飾等裝

示有“月亮是最古老的電視”、“電視菩薩”和“電視庭院”等大師的

飾品。各種身份和階級的韓服服飾均有配備，穿好後還可以古裝劇中的

代表作品。

場面為背景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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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1-201-8500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白南准路10號

■

17

晨靜樹木園

搭乘城市觀光巴士50分鐘

小法國村

搭乘城市觀光巴士25分鐘

鱉島

拍攝之旅 1

晨靜樹木園與小法國村

愛的夢之園 - 晨靜樹木園
晨靜樹木園占地10萬多坪，共有5千多種植物，是韓國人最為珍愛

路線介紹
韓劇或電影當中時常出現不少引人注目的場景。美麗的景色與獨具特
色的氛圍令人想前往置身於其中。那就別猶豫，跟著化身為韓劇中的
主角吧。
• 晨靜園藝樹木園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號 / www.morningcalm.co.kr
• 小法國村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盤路1063號 / www.pfcamp.com

的樹木園。園中各處按照季節和主題分別栽種，將韓國式的自然
美呈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晚上尤其浪漫。隨著夕陽西下，600萬
盞LED燈光照明大放異彩，整座樹木園被點綴得五彩繽紛。在白雪
靄靄的冬季，晨靜樹木園則化身為一座星光庭院，為知名的約會
和求婚最佳場所。
+82-1544-6703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號

Must see

晨靜樹木園的象徵 -“千年香”
位於樹木園中清晨廣場的正中央，有棵造型
特殊的檜柏樹。據推測，此樹聳立於此已有
千年之久，因此得名 “ 千年香 ” ，其獨特的線
條和碧綠枝葉演繹出一派美景，為非常熱門
的拍攝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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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see

五彩星光庭院展
晨靜樹木園的冬季慶典。絢爛的燈光為白色雪景的樹木園渲染上五彩光
芒。浪漫氣氛和奇幻景色廣受戀人們的喜愛。

青春的羅曼史 - 鱉島
鱉島是坐落於南漢江中的美麗小島。鱉島上最有名的是房車露營
場、種植有咖啡樹的“二和園”以及一年一度的鱉島國際爵士節。
不妨嘗試一下“高空滑索”前往南怡島，可以將碧綠的北漢江和鱉
島、南怡島美景盡收眼底，不嘗試不會知道其景色之壯麗，因此

童話小鎮－小法國村
普羅旺斯是一座小巧玲瓏的法式鄉鎮，來

極具人氣。
Ewhawon : +82-31-581-0228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龜路64號
Campground : +82-31-580-2700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龜路60號

此地就彷彿走進童話世界裡。《小王子》
作家安東尼•德•聖埃克蘇佩里紀念館為

Must see

這裡必玩景點，館內展示著他的家屬所捐

鱉島國際爵士音樂節

贈的他生前所使用的ㄧ些物品。還可以欣

鱉島國際爵士節被評為2014年韓國

賞到他留下來的許多著作和作品中的視覺

最佳慶典活動。10年來，共有來自

影像，讓人彷彿置身小王子的小星球上。

41個國家和地區，約535個爵士團

還有許多必看的景點，包括依照原貌打造

體或個人前來共襄盛舉，是一場超

出200多年前的法式房屋、法式傳統住宅展

大規模的音樂盛宴。秋季，鱉島國

示館。另外來自歐洲的珍貴八音盒的演奏

際爵士音樂節舉行的3～4天里，島

會也是不能錯過的精彩看點之一。金秀賢和全智賢主演的人氣爆
紅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也曾在此取景拍攝。
+82-31-584-8200

20 ■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盤路1063號

上的5～6個舞台以及島外的3～4個
舞台上將為大家帶來令人難忘的精彩表演。
+82-31-581-2813~4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龜路6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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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仁大長今主題
公園

搭乘公車50分鐘

韓宅植物園

拍攝之旅 2

Must do

橫跨藍天的“高空滑索”
在碧綠清澈的北漢江上空翱翔飛往南怡島！
在相當於25層樓高的80公尺高空，順著鐵索
高速飛翔，涼爽痛快，只要1分半鐘，就能
踏上鱉島，如此刺激精彩的體驗等你來挑戰！
+82-31-582-8091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漢江邊路1024號

Information
加平市观光巴士
•費
 用 ：成人6,000韓元，青少年/兒童4,000韓元，殘疾人和老人/軍人
4,000韓元，3歲以下 免費
•  一日遊票的觀光巴士使用次數不限
•用
 現金從巴士司機購買門票
•  網站 ：http://www.gptour.go.kr (韓文)

加平客運站 → 晨靜樹木園
停靠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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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平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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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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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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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怡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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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法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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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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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靜樹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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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靜樹木園 → 加平客運站
停靠車站
晨靜樹木園

龍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與韓宅植物園

第1班次 第2班次 第3班次 第4班次 第5班次 第6班次 第7班次 第8班次 第9班次 第10班次第11班次第12班次第13班次第14班次第15班次第16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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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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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法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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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怡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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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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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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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平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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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介紹
龍仁作爲有名的電視劇攝影景點，以古代或現代爲背景的多樣作品在此
攝影。“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可謂是韓流的中心，也是MBC電視台曆史
劇的主要攝影場所。風光美麗的樹木園也是受人歡迎的好去處之一。散
步在電視劇攝影地，就會使遊客不知不覺地想起電視劇的美麗場面。
•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韓宅路25號
djgpark.imbc.com
• 韓宅植物園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韓宅路15號 / www.hantaek.co.kr

旅遊諮詢處
加平站加平郡旅游諮詢處 070-7779-8832
南怡島出入境管理事務所 +82-31-580-8114, 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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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eat

白岩血腸(Korean

sausage)

龍仁的白岩五日市集每逢
1、6日開放。白岩血腸是
白岩五日市集上的知名小
吃，擁有悠久歷史。和其
他地區的血腸相比，白岩
血腸里的高麗菜和白菜等
蔬菜較多，因此味道更加
清淡爽口。將白岩血腸放
入滾燙的豬骨高湯中熬煮成血腸湯配飯，還有血腸和豬內臟組成的血腸
拼盤等都是極受歡迎的招牌菜。

古裝片的拍攝聖地
-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韓劇正在全球走紅。“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作爲韓流的中心，其
面積爲277萬平方米，可謂是韓國最大的主題公園。該公園擁有從
三國時代以來的建築和生活環境，跟壹般的攝影設施不同，其半
永久性的設備可以長期使用。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在曆史劇裏常見
的無量壽殿、奎章閣、東宮殿以及惠民署等建築，並沿著遊覽路
線觀看集市街、捕盜廳、獄舍、仁政殿、練武場等24所景點設施。
到目前爲止拍攝了《朱蒙》、《善德女王》、《李蒜》、《同
尹》以及《擁日之月》等諸多曆史劇作品。除了攝影電視劇以
外，還給遊客提供機會親身體驗韓流文化和韓國傳統居住文化。

Must do

宮廷韓服試穿與拍照留念
體驗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拍攝的古
裝劇韓服，成為劇中主角的絕佳好
機會！穿上主角的戲服，以劇中情
景為背景，再與劇中各主角的立牌
拍照照片留念。照片即拍即得，是
再好不過的旅行紀念品！

24 ■

野生植物的寶庫 - 韓宅植物園
韓宅植物園呵護著多種珍貴的瀕危植物，堪稱為一座植物寶庫。
全園總面積達20萬坪，共分為36個主題園。院內種植有韓國本土植
物2,400多種和外來植物7,300多種，共有植物上千萬株，是韓國最
大的綜合型植物園。而且在這里還能看到僅生長在澳洲的猴面包
樹！英國女王在訪問韓國時都不忘特意來這里參觀。最近的KBS韓
劇《那年冬天風在吹》就曾在此拍攝。園內可以拍照，但是嚴禁
使用可能對植物造成損傷的三腳架。
+82-31-333-3558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韓宅路2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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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步行15分鐘

時尙與美容·
購物之旅 1

愛莉薇絲麗
美麗城

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與愛莉薇絲麗美麗城
路線介紹

搭乘公車45分鐘

普羅旺斯

擁有眾多韓國品牌的購物城
- 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坡州店
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坡州店有多種價位的各樣品牌入駐，從國
際知名的PRADA、Mulberry等世界名牌，到NII、TBJ等韓國平價時
尚品牌，應有盡有。物美價廉的商品吸引了眾多精打細算的消費

坡州有兩座大型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坐落於此，一是樂天集團旗下的樂天

者。4座3層高的購物中心彼此相連，在3樓還設有美食街、書店和

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坡州店，另一座則是新世界西蒙集團旗下的坡州名牌

綜合休閑中心，可以在購物之餘前往休憩。

折扣購物中心。兩座折扣購物中心皆擁有多個世界知名品牌，並提供非
常優惠的價格，是深受人們喜愛的購物勝地。

+82-31-960-2500

京畿道坡州市回洞390號

• 坡州名牌折扣店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必勝路200號 / www.premiumoutlets.co.kr/paju
• 愛莉薇絲麗美麗城 ：京畿道坡州市文發路219號 / www.skinannivers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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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青春活力的
“新世界西蒙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有220多個知名品牌入駐的名
牌折扣購物中心。除LV、香
奈兒、阿瑪尼等國際品牌之
外，還擁有Jil Sander、Tory
Burch、Calvin Klein等多個年
輕品牌。歐洲村鎮風格的建
築充滿異國情調，經常出現在各種電視劇、電影和廣告等當中。
園區內設有提供多種美味的美食區和環境優雅的餐廳。往返於購
物中心與首爾之間的巴士、公車路線眾多，交通非常便利，因此
吸引眾多年輕購物族前來購物或約會。
+82-1644-4001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必勝路200號

感性浪漫的購物城 - 普羅旺斯
皮膚護理體驗 - 愛莉薇絲麗

馬卡龍色的大小房屋交錯座落，有序排列在普羅旺斯小鎮上，如
畫的風景吸引了不少攝影愛好者。鎮上不僅有意大利餐廳、韓定

亞洲最大的美容服務中心“愛

食店和新概念酒館，還有麵包店、咖啡館、家居用品店及設計精

莉薇絲麗”。在此可以盡情體

品店和時裝店，特別是由設計師親自設計製作，獨具個性的布

驗韓國美容文化，接受皮膚

藝、陶瓷和芳香草製品皆非常有名。許多情侶都喜歡前往享受浪

狀態檢測後，根據個人皮膚

漫約會。

情況提供專屬你的皮膚護理

+82-1644-8044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鳥鴨路77號

服務。共有4種護理課程供君
選擇，男性和女性的護理課程各不同。 愛莉薇絲麗還有一項特別
服務，就是在接受皮膚護理後，可自由選擇接受喜愛的韓流明星
局部彩妝。所有美容體驗須提前一天預約。
+82-31-955-1688

京畿道坡州市文發路219號

Must do

嗨里藝術村
在普羅旺斯附近有座350多
位藝術家聚集的藝術村。
村內建築均控制在3層以
下，隨時可見晴空萬里的

Must see

蔚藍天空。工房、畫廊、

坡州出版城

博物館、劇場、藝術品

位於愛莉薇絲麗旁。各種各樣的韓國書

店、咖啡館和餐館等處處

籍，應有盡有。特別是在30多家知名出版

林立，與各種花朵、樹木

社附屬書店聚集的“書店街”上，能低至6折

相輔相成，生態濕地和自然河川點綴在其中，景色絕佳，深受攝影愛好

的價格買到各種好書。

者和情侶們的熱愛。
+82-31-946-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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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尙與美容·
購物之旅 2

樂天名牌折扣購
物中心利川店

搭乘公車50分鐘

沙器幕谷陶藝村

亞洲最大規模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 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利川店
旅行中怎能少了購物帶來的
樂趣？亞洲最大的名牌折扣
購物中心“樂天名牌折扣購
物中心利川店”吸引不少購
物狂前往。有ETRO、Blue
Dog Baby、COLOMBO、
Patagonia、TEMPUR等31個
國外品牌都是首次登陸韓國。德國廚具品牌Fissler和露營用品品
牌Snow Peak也在這里開設了其第一家折扣購物中心賣場。除此之
外，還有銷售利川特產白米等900多種當地特產的利川國王牌鄉土
特產館和展銷300多件工房陶瓷的利川陶瓷館。國際名牌與當地特
產巧妙融合為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利川店的最大魅力。

利川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與沙器幕谷陶藝村

+82-31-777-2500

京畿道利川市戶法面直銷店路177-74號

泥土打造出的美麗 - 沙器幕谷陶藝村
土與火，以及匠人們的藝術

路線介紹

之魂，全都可在沙器幕谷陶

每個人都有特別想要擁有的東西。在眼前揮之不去，在腦海深深停留，

藝村一探究竟！村內匠人們

非買不可最後不小心買下手的東西，在利川您可以優惠價格盡享所有非

的工作室林立，燒製陶瓷的

買不可的購物體驗。

人類文化財產傳承人也居住

• 利川直銷店 ：京畿道利川市戶法面直銷店路177-74號

於此，整個村莊承載著利川

http://store.lotteshopping.com
• 沙器膜陶瓷村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慕賢面烏山路229號

陶瓷的歷史。村內的陶瓷也
用於銷售販賣，每家店的陶瓷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個性，用途也各
不相同。既有傳統陶瓷，也有生活陶瓷，還有很多樣式新穎的陶
瓷飾品，令人目不暇接。生活陶瓷價格實惠，可以輕鬆選購無負
擔。想要收藏品質優渥具設計感的韓國陶瓷的玩家，這里的商品
無疑是再好不過的紀念品。
旅游諮詢處
利川旅遊諮詢處 +82-31-634-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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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搭乘公車20分鐘

書峴站羅德奧街

時尙與美容·
購物之旅 3

美麗陽台組成的街道
-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宛如歐洲的露天咖啡館般富
有情調的美麗咖啡館和西
餐廳交錯有致地排列在街道
旁。幾乎每家店都設有或大
或小的露天陽台，營造出絕
佳獨特的氣氛。這里與首爾
最高級的街道之一的江南清
潭洞十分相似，因此得名“清
子洞”。在白天到此享用早午
餐，或是在夜晚伴著咖啡館
露天陽台的絢爛燈光悠閑漫
步，都是不錯的享受。《紳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與書峴站羅德奧街

士的品格》和《七級公務員》等多部韓劇都曾在這里拍攝取景。
街上的餐廳除飲品和麵包外，也包括中餐、日餐和意大利餐等各
國料理應有盡有，選擇範圍十分廣泛。
Must do

路線介紹

栗洞公園高空彈跳

城南市內擁有盆唐、板橋、蔚禮等經規劃建設而成的新城市。首爾江南

在被綠蔭茂密的樹林環繞四周的栗

一帶與原來市中心江北一帶相比，道路設施更加完善，城市整體面貌更

洞公園，可以體驗到刺激無比的休

加現代化。而城南市的感覺就與首爾江南十分類似。橫貫市區的炭川與

閑體育活動，那就是相當於15層樓

寬闊的公園，異國情調的咖啡街與購物街，營造出比首爾更顯優閒從容

高，地上45公尺的高空彈跳！有人

的城市氛圍。

獨自瀟灑地躍下，也有人和戀人緊

• 盆唐亭子洞咖啡街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書岘洞

緊相摟一起跳下，光看都讓人心跳

• 書岘站羅德奧街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書岘洞

加快，壓力全無。此活動項目有加
入保險，並配有專業人員協助穿戴
安全裝備，下面是寬闊的水庫，不
用擔心安全問題。
+82-31-704-6266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文井路1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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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溫泉樂園與

搭乘公車需40分鐘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健康之旅

同時享受游泳與溫泉雙重樂趣
- 利川溫泉樂園

利川溫泉樂園
與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利川溫泉樂園是以水療為主要概念的德國式海水溫泉主題公園。
一年365天均可以在室外溫泉池游泳、泡溫泉或戲水。這里還擁有
亞洲最大的圓形水療池，10多種水療及按摩設施滿足人們對健康
的需求。所有設施均使用從地下1,200公尺噴湧而出的含鈉弱酸性
溫泉水。特別是露天區內的米池、馬格利米酒池、牛奶池、啤酒

路線介紹
利川有三好，好水、好米、好陶瓷。當我們在陌生的地方旅行時，總是
既興奮又不安，因為陌生的一切總會帶來莫名的緊張。所以一次美好的
旅行，絕對少不了充足的休憩。盡情解放身心的疲憊，再以唇齒難忘的

池、蜂蜜池、柚子池和草莓池等添加了食物洗浴劑的溫泉池對皮
膚美容更有療效。而利用松枝產生森林浴效果的汗蒸幕則對於緩
解壓力相當有幫助。
+82-31-645-2000

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事實路988號

美食慰勞自己！前往利川，來一趟身心療癒之旅吧!
• 利川溫泉樂園 ：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988號 / www.termeden.com
• 利川陶花源 ：京畿道利川市2697番路京忠大路167-29號

SPA療程IRINA

Must do

為位於利川溫泉樂園內的健康SPA療程，按照
顧客的體質，透過專業的特別護理，達到舒緩
身心壓力與緊張的效果。可從身心放鬆課程
和主題課程中二選一。特別推薦背包族Lower
body Therapy課程，本課程主要強調下半身循
環，有效緩解腿部肌肉的僵硬與疲勞。此店實行預約制度，須提前約好
時間後再前往。
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事實路9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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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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秀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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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Icheon Cerapia”，“Cerapia”是
“Ceramics(陶瓷)”和“Utopia(烏托邦)”的合成語，意為“陶瓷天堂”。
正如其名，這里的湖水、展館、遊戲場甚至洗手間等所有設施都是
用陶瓷製作而成。其原料來自於陶藝家的過季作品或有瑕疵的處理
品，將這些廢棄的陶瓷再利用，打造出了這座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陶
瓷主題公園。除了能欣賞各種陶瓷作品外，還可以親自製作陶瓷工
藝，體驗隨著陶土漸漸成形，心靈慢慢跟著平靜的悠閒。
+82-31-631-6501

京畿道利川市2697番路京忠大路167-29號

Must see

兩水里與水鐘寺
路線介紹

九尾湖

韓國攝影愛好者公認的最佳拍攝景點—兩水里。同時這里也被選為韓國

位於利川世界陶瓷中心公園中央的

觀光公社推薦的京畿百景和韓國旅遊百選之一。每天都有上千人聚集前

人工湖，由各種陶瓷作品與陶瓷碎

往，只為了將美景留在自己的鏡頭之中。兩水里還經常出現在韓劇、電

片點綴而成。“九尾狐”本是韓國傳

影當中，400多年的古老槐樹與孤獨的帆布船演繹出仙境般的美景。特

說中有著9條尾巴的狐狸精，而這

別是在早晚溫差懸殊的春秋兩季，清晨水霧浩渺，更為這番景色添加了

里的 “ 九尾湖 ” 則是因為擁有9種美

神秘色彩。坐在槐樹旁的長椅上，靜靜地眺望江水，心情從未像此時這

麗而得名。九尾湖與雪峰湖以及雪

般平靜。若錯過了清晨美景，日落時分的兩水里也別具特色，千萬不要

峰公園相連，景色秀麗迷人。站在九尾湖前，眼前的噴泉與陶瓷創造中

錯過。

心好似一幅美麗的畫卷。這里設有拍照區，可在九尾湖的映襯下，拍照

• 兩水頭：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裏

留念。

• 水鍾寺：京畿道南楊州市烏安面433番路北漢江路186號 / www.sujongsa.net

旅游諮詢處
利川旅遊諮詢處 +82-31-634-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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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水之庭園 - 洗美苑

展望美景迷人的寺廟 - 水鐘寺

洗美苑是一座利用水生植物來淨化自然環境的公園。“洗美苑”這

通往水鐘寺的山路比韓國任何一條寺前道路都要美麗。登上長達2

個名字取自於《長子》中“觀水洗心，觀花美心”的詩句。園中有

公里的陡坡，北漢江的壯觀美景盡收眼底。水鐘寺早在朝鮮時代

荷花、睡蓮、菖蒲等上百種水生花卉，漫步環繞整座庭園，眼到

起就被稱為是東方寺院之最，堪稱是美麗風光的代名詞。水霧映

之處皆為清水，眼波蕩過即見花開。園中以各種主題點綴出多座

著湖影，小小的山腳下很適合靜下心來慢慢思索。寺院內樸素簡

庭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屬流觴曲水園。此園重現了祖先們將

約，只有大雄寶殿、藥師殿、山神閣、應真殿等基本建築。水鐘

酒杯浮於流水之上，交杯換盞之間，吟詩作詞，盡享風流的傳統

寺的象徵為兩棵高大的銀杏樹。這兩棵銀杏樹由朝鮮時代第7代國

庭院風貌。

王世祖(1417～1468)所栽種的，至今已有560多年的歷史。

+82-31-775-1834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路93號

Must eat
Must do

水鐘寺三鼎軒
茶館三鼎軒是水鐘寺的魅力所在。水鐘

荷花文化體驗教室

寺的山泉水甘甜怡人，自古就是品茶勝

在洗美苑可以參加各種荷花荷葉相關的文化體驗

地。在三鼎軒品嚐的雀舌茶味道恬淡，

活動，能親手體驗荷葉染色手帕、荷花扇、荷葉

遠近聞名。望著窗外兩水里的水光粼

飯、荷葉茶等。特別推薦是值得品嚐的荷葉飯，

粼，享受一杯免費呈上的好茶，多麼令

將五穀糯米飯置於荷葉之上，再擺上各樣小菜，

人心曠神怡。

把荷葉包卷起來蒸煮40分鐘，讓荷葉的清香滲入
米飯里，味道堪稱一絕。
+82-31-775-1834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路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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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諮詢處
兩水里諮詢處 +82-31-775-8700
洗美苑諮詢處 +82-31-775-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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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谷池

步行10分鐘

始興荷花主題公園

搭乘公車1小時25分鐘

烏耳島

風景秀麗的
美容之旅 2

100多種荷花爭相齊放的
始興荷花主題公園
路線介紹

韓國首座荷花栽培區 - 官谷池
美麗荷花盛開的官谷池。官谷池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朝鮮時代，當
時的農學家姜希孟（1424-1483）將從中國明朝帶回的幾顆蓮子播
種在這里。之後，由姜希孟的女婿家—安東權氏世世代代負責照
料荷花的栽培和管理，從此官谷池一帶得名“荷花村”。官谷池佔

始興市是坐落於韓國西海沿岸的沿海城市。每晚將天空與海洋染紅的西

地437平方公尺，規模並不大，池內盛開著美麗的白蓮。旁邊的韓

海晚霞如畫卷般美麗迷人。在以官谷池為中心的荷花栽培園區內，每年

屋是安東權氏的祠堂，韓屋的點綴令蓮池更多了幾分韻致。

夏天，形形色色的荷花競相綻放。因此來到始興市，不僅可以飽餐各式

+82-31-310-6223

京畿道始興市下中洞208號

新鮮海味，還可以品嘗到香氣怡人的荷花及荷葉料理。
• 始興蓮花主題公園 ：京畿道始興市官谷池路139號 / lotus.siheung.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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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eat

荷葉荷花美食
始興市每年透過全國性的荷花美食大
賽，開發嶄新的荷葉荷花料理。在栽
培荷花的官谷池、始興市蓮花主題公
園以及水王水庫周邊的餐館里可以品
嚐到香味四溢的荷葉飯、紅燒藕片等
美食。始興市荷花主題公園內的始興
市生命農業技術中心1樓荷製品展銷
場內，還可以購買到始興市開發並生
產的荷葉荷花相關商品。

100多種荷花爭相齊放的始興荷花主題公園

美麗晚霞與美味海鮮的天堂 - 烏耳島

規模達3萬2千平方公尺的大型荷花栽培園區緊鄰官谷池。此栽培園

烏耳島是知名的

區以研究為主要目的，由始興市直接運營管理。園內100多種來自

晚霞觀賞勝地。

世界各地大小不一的各種荷花盛開齊放。許多遊客和攝影師紛紛

設備完善的散步

爭相前往，就為了目睹寬大碧綠的荷葉與清香撲鼻的荷花相映演

道沿著海岸防潮

繹出的美景。由於荷花一般都是在上午盛開，到了下午花瓣就開

堤環繞，還有3個

始蜷曲，因此建議在荷花盛放的7月底上午前來觀賞。每逢花季，

展望台供人們欣

還會召開荷花美食大賽等豐富多彩的特別活動。
+82-31-310-6221~5

賞蔚藍大海與晚

京畿道始興市官谷池路139號

霞，其中的紅色
燈塔展望台可謂

Must see

是烏耳島象徵。
散步道旁有一條被指定為京畿道飲食文化示範街的美食街。在這

雨中荷花池

里可以品嚐到來自西海的各種新鮮海產。特別是冬天新鮮的烤蛤

荷花盛開在韓國多雨的夏季。荷花不同一般的水生

蜊和蛤蜊刀削麵更是別具人氣。

植物遇到雨水就會顯得凋殘可憐，越是雨天越是別
有韻致。打著雨傘，踩著雨鞋，順著蓮花池悠然漫
步，自己仿佛化身成了浪漫連續劇中的主角一般。

新鮮的烤蛤蜊

伴隨淅淅瀝瀝的雨聲，看雨滴在荷葉上結成一顆顆

在烏耳島海邊的美食街很容易就能找到寫著
“ 조개구이 ( 烤蛤蜊 )” 的大招牌。在桌旁坐下，

晶瑩的露珠，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Must eat

點好烤蛤蜊之後，店員會拿來炭火和烤盤。

挖蓮藕體驗

Must do

再過一會兒，量大得驚人的新鮮蛤蜊就登場

如果錯過了荷花盛開的夏季也沒關系，秋季可以前往體驗挖蓮藕。始興

了。把蛤蜊放在烤盤上，一只手戴上手套拿

市生命農業技術中心每年都會舉辦挖蓮藕體驗活動。事先電話預約後，

著張開嘴的熟蛤蜊，另一只手用夾子把蛤蜊

準備好雨靴、工作服、毛巾和手套等相關用具，就可以來這里親手挖蓮

肉夾出來大快朵頤，相當過癮。如果有怎麼烤都不張嘴的蛤蜊，建議還

藕。另外還可以享用各色蓮藕美食。

是不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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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寶樂園

搭乘接駁巴士10分鐘

湖巖美術館

遊樂園之旅 1

愛寶樂園與湖巖美術館

愛寶樂園
愛寶樂園處處充滿驚險刺激的遊樂設施，並與水上樂園“加勒比

路線介紹
龍仁市內坐落有京畿道博物館等10個博物館和6個美術館，還建有4座渡假
村。韓國代表主題公園之一的愛寶樂園和知名古裝劇外景地—韓國民俗
村也都坐落於此。因此來到龍仁的外國遊客總是絡繹不絕。
• 愛寶樂園度假村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面愛寶樂園路199號 / www.everland.com
• 湖岩美術館：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面562番路愛寶樂園路38號 / www.hoammuseum.org

海灣”、渡假村“家橋”、公共高爾夫球場“Glenross高爾夫俱樂部”
和藏有國寶的“湖巖美術館”等各種文化、娛樂、休閑設施比鄰而
居。愛寶樂園里最有名的遊樂設施就屬下降77度的木質雲霄飛車“T
Express”，由於木頭軌道會發出特有的聲響，比下降角度更加驚心
動魄。搭乘水陸兩用車與2,000多隻動物親密接觸的野生動物園“遺
失的崍谷”和每個季節都推出不同風格的花車遊行也極具人氣。
+82-31-3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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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see

愛寶樂園慶典
愛寶樂園一年四季舉行各種精彩慶典。春季有美
麗的鬱金香慶典和春花慶典；夏季有清涼的水之
慶典；秋季有萬聖節慶典，冬季則是雪花慶典和
五彩燈光慶典。比起四季美景更能奢華享受的愛
寶樂園慶典，吸引許多人們爭相前往。

珍藏國寶的美術館 - 湖巖美術館
湖巖美術館和愛寶樂園一樣，都屬於三星集團旗下。館內展示著
三星集的創立者李秉喆先生從國內外收集約1萬6,000多件的文物及
藝術品。美術館內有一座名為“熙園”的庭園，院內古韻猶存的韓
屋坐落，還有池塘、亭子和花牆，相襯出韓國傳統之美。美術館

Must do

Caribbean Bay
具有世界級水準的水上樂

前的湖水名為“三萬六千池”，此湖與愛寶樂園以及湖巖美術館之
間的步道被京畿觀光公社評選為春花最美麗的道路之一。
+82-31-320-1801~2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面562番路愛寶樂園路38號

園，冬暖夏涼，任何時候都
可以盡享各種戲水和遊樂設
施。其中以波浪高達2.5公尺
的波浪池、韓國最長的流水
池以及驚險刺激的水滑梯最
具人氣。盡享戲水之樂後，
還可以在SPA、三溫暖、美容
區和休憩放鬆區稍做休息，
緩解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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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ount樂園

搭乘公車20分鐘

WESTERN DOME

步行10分鐘

Lafesta

步行15分鐘

新韓流宣傳館

遊樂園之旅 2

One Mount樂園與Lafesta
路線介紹
高陽市因主辦 “高陽世界花卉博覽會 ”而遠近聞名。以廣闊的湖水公園為
中心，三座大型購物中心環繞，吸引了眾多購物族爭相前往。不遠處則
有MBC夢想中心與SBS一山製作中心，為許多韓劇及電影的誕生地。
• One Mount樂園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區韓流世界路300號 / www.onemount.co.kr
• 夜逛大型購物中心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洞區木槿花路20-11 / www.lafesta-ilsan.com

高陽國際花卉博覽會
每年聚集來自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個花卉相關單位參加，
是一場大型國際博覽會。屆時將展開一場花卉饗宴，以美麗花朵
點綴的華麗庭院，用鮮花打造的各種精緻作品，還可以欣賞到知
名插花老師和花園設計師的珍貴作品。
+82-31-908-7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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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季節影響的購物中心
- Western Dome

四季休閑娛樂城 - One Mount樂園

在兩座龐大的購物中心之間建有穹頂型天花板，讓人們不論刮風

One Mount樂園是一座一年四季均可盡情享受的購物娛樂城。建有

主題街道，各條街上都裝飾著與其主題相符的藝術造型，熱鬧有

寬敞舒適波浪池的室內外水上公園和世界首座365日雪花飄落的冰

趣。旁邊即是MBC夢想中心，因此不僅電視劇，《無限挑戰》、

雪公園，為人們帶來至高無上的樂趣。同時還入駐有多家品牌專

《我們結婚了》等MBC綜藝節目也經常來這里取景拍攝。

下雨都可輕鬆享受購物樂趣。內部細分為魔法街、願望街等各個

賣店、個性精品店、美容店和餐廳，滿足不同族群的需要。圓頂
的室內高爾夫球場及健身中心曾是鳥叔新歌《紳士》音樂電視的
拍攝景點，吸引眾多韓流粉絲慕名前往。
+82-1566-2232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區韓流世界路300號

街道型主題購物中心 - Lafesta
佔地22,000平方公尺的
大型購物中心。時裝
店、美容店、美發店、

Must do

音像店、書店、美食

水上公園&冰雪公園

街、咖啡館和電影館等

在One Mount樂園，您既能享受室內外戲水的樂

多個電機和設施聚集，

趣，同時也能不分四季隨心所欲的滑雪。這里的

道路以聚氨酯鋪設而

水上樂園建有韓國最大規模的室內波浪池 “ 嘉年

成，走起路來非常舒

華海濱”，打造5種不同型態的仿真波浪；而世界
首個冬季主題公園—冰雪公園則充斥著北歐風
情，提供雪橇、動物拉雪橇、滑冰等各種冬季娛
樂活動，深受好評。
+82-1566-2232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區韓流世界路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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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在露天舞台上經常
會有各種演出與特別活動。這里還是MissA的裴秀智、2PM的玉澤
演、張佑榮、2AM的鄭鎮雲以及IU等韓流偶像主演的韓劇《夢想
高飛》的主要外景地之一。
+82-31-920-9600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洞區木槿花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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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漫畫
博物館

步行10分鐘

富川韓屋
體驗村

步行25分鐘

熊津蒲蕾
樂園

遊樂園之旅 3

韓流資料總動員 - 新韓流宣傳館
向大眾介紹在高陽市拍攝制作或得到高陽市贊助的韓劇、電影等
作品，包括仿製的韓劇攝影棚、3D影院、韓流周邊商品店和拍照
區。特別是用泰迪熊來演繹韓流明星的“韓流形象區”最受歡迎。
宣傳館位於有名的外景地“一山湖水公園”內，每年都推出全新韓
流資料，對韓流粉絲極具吸引力。
+82-31-908-3236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洞區湖水路595號

韩国漫画(卡通)博物館
與熊津蒲蕾樂園
路線介紹
富川是一座體驗之城，這里的各個景點都為廣大遊客准備了各種有趣的
體驗項目。既有令人回歸童年的漫畫博物館，又有可以體驗到韓國傳統

Must see

文化的韓屋村，還有春夏秋冬均可享受休閑體育活動的主題公園…等豐

一山湖水公園，會唱歌的噴泉

富多彩的體驗活動將為您帶來充實的一天。

每天都呈現不同歌曲，為眼睛和耳

• 韓國漫畫(卡通)博物館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號 /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朵帶來愉悅的感官享受。位於一山

• 熊津遊樂城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日出峰路2號 / www.playdoci.com

湖水公園內，面積達51,700平方公
尺。五顏六色的燈光與1,655個噴水
口最多可演繹出500種噴泉形態。
+82-31-924-5822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洞區湖水路595號

旅游諮詢處
韓國旅游發展局無人旅遊諮詢處(觸摸屏) +82-31-908-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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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體驗 - 富川韓屋體驗村
富川韓屋體驗村為大眾免費提
供豐富多彩的看點，是一個深
入了解韓國傳統文化的好地
方。其中穿著韓服拍照留念的
活動最受歡迎。穿上韓服在韓
屋村旁一邊蕩秋千一邊拍照，
簡直是一舉三得，應有盡有。另外，還可以參加烹製傳統飲食和
茶禮等體驗活動。每到週末和節假日還會舉行真正的傳統婚禮。
+82-32-323-1542

韓國漫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 韓國漫畫博物館
完全就只為了漫畫而設立的博物館。在這里可以一覽韓國漫畫的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號

Must do

傳統文化體驗教室
提供傳統茶體驗、傳統飲食製作和傳統雕塑工藝體驗等
活動。費用相對實惠，既可以學做蛋糕型年糕、江米
塊、羊羹等傳統飲食，也可以製作耳環、項鏈、戒指

百年歷史，還可以了解到著名漫畫作品和作家。為了讓參觀更有

等小飾品。特別是可以了解和品嘗到7種茶的傳統茶體

趣味，建議您先去樓層企劃展示館的韓國漫畫歷史館去看一看。

驗，無須預約，隨時都可以參加，受到大家的歡迎。

在這里展示著各種新老漫畫，將韓國漫畫的百年悠久歷史呈現在

+82-32-323-1542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號

人們的眼前。在4D影院，可以觀看到非常逼真的4D立體影像。
在體驗區，可以嘗試創作只屬於自己的漫畫形像，通過數位觸摸
屏，可以繪製頭部、表情和服飾等漫畫形像的各個部分。
+82-32-310-3090~1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號

市區里的四季型室內主題公園
- 熊津蒲蕾樂園
集SPA與水上樂園於一體的
室內公園，設有室內外水上

Must do

樂園、SPA、室內冰雪公園

製作漫画形象配饰

和室內高爾夫球場等設施。

在韩国漫画博物馆可以f勳手製訂獨一无

特別是這里的冰雪樂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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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親自
製作会话气泡冰箱贴、手机链、扇子、
徽章和漫画形象画框等小物品。20人以上

年四季都可以大玩滑板、雙
板滑雪和滑雪橇。內設韓國唯一的室內滑雪場，建有長達270公尺
長的滑雪道，供初、中、高級滑雪者作為練習使用。還可以透過

團體如果事先预约，可以参加用纸张製

自動步道升上滑雪道頂端，非常方便。而在這里的SPA和水上樂

作漫画人物等更多的體驗活動。

園，即使是冬季也可以盡情享受戲水的樂趣。

+82-32-3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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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樂園

搭乘公車10分鐘

首爾大公園

搭乘地鐵27分鐘

LetsRun公園

遊樂園之旅 4

韓國的迪斯尼樂園 - 首爾樂園

首爾樂園臨近動物園、美術館和科學館，可以同時盡享遊樂、文化、
體驗等多種活動。園內分為世界廣場、三千里游樂場、冒險國度、未
來國度、幻想國度等多個獨特主題區。如果您喜歡驚險刺激，推薦您
去冒險國度和幻想國度。超大型的海盜船，還有角度極高的激流勇

首爾樂園與LetsRun公園

進，令人大呼過癮。除此之外，還有升上高空旋轉不停的世界盃遊樂
設施，十分刺激好玩。在首爾樂園玩上一整天也不膩。
+82-2-509-6000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號

路線介紹
還記得小時候去遊樂場的那天嗎？還記得旋轉木馬上那輕飄飄的感覺
嗎？如果您想重新找回這些記憶，就到果川來吧。是再次回想起兒時幸

動植物的王國 - 首爾大公園

福回憶的最佳場所！

首爾大公園擁有韓國

• 首爾樂園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號 / www.seoulland.co.kr

最大規模的動物園和

• LetsRun公園 ：京畿道果川市賽馬公園大路107號 / http://park.kra.co.kr

植物園。首爾大公園
的動物園排在世界十
大動物園之列，園內
有360多種，共3,000
多隻動物。公園最大
限度地減少了鐵絲網
與圍欄，營造出與大
自然相仿的野生環境。大公園的天空纜車非常值得一坐，纜車全
長1.7公里，可以俯瞰到寬闊的水庫和主題花園等美麗風景。
+82-2-500-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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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do

體驗之旅

首爾大公園森林浴場
環繞首爾大公園的清溪山有著很適合
享受森林浴的茂密叢林。林中散步
路共有4條路線，分別需要30～60分
鐘。特別是可以赤腳踏在黃土地上的
“ga”路線上的“思索林”尤其受到人們

喜愛。
+82-2-500-7541
京畿道果川市賽馬公園大路102號

楊平鐵道自行車與楊平英語村
路線介紹
旅行最大樂趣就是親身去體驗曾經在照片上看到的場景。陽平有許多特
色體驗活動吸引著遊客們前往。快來楊平體驗特色活動!

馬兒的競賽 - LetsRun公園

• 楊平鐵路自行車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三星路277號 /
http://www.yprailbike.com/main.php
• 楊平英語村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延壽路209號 / www.yea.or.kr

在LetsRun公園，您將能體會到那瞬間爆發的巨大能量。園內保有
賽馬1,400多匹，每個週末都有馬賽。只要買上一張馬券，就能淋
漓盡致地體會到賽馬的緊張感。除賽馬場外，還設有小馬樂園，
可以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名馬。不僅可以近距離觀看，還可以伸手
摸一摸，或者給馬兒餵食。
+82-1566-3333

京畿道果川市賽馬公園大路107號

旅游諮詢處
首爾樂園綜合諮詢處 +82-2-509-6000 		
首爾大公園綜合諮詢處 +82-2-500-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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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平鐵道自行車

步行15分鐘

楊平龍門五日集

搭乘巴士20分鐘

楊平英語村

體驗之旅

移步換景好風光 - 楊平鐵道自行車
楊平鐵道自行車是將
廢舊的鐵軌重新再利
用而建成的休閒活
動。在往返6.4公里
長的鐵軌上，以15～
20公里/小時的速度
慢慢踩著腳踏車悠然
前行。鐵軌的一邊是
潺潺流水，令一邊則
是秀麗山色。行駛在
山水美景之間，感覺妙不可言。往返約需1小時20分鐘，在中途的
掉頭區段有20幾分鐘的休息時間，因此實際騎行時間約為1小時。
腳踏車個頭雖大，騎起來卻並不費力，可以迎著溫柔的清風，輕
鬆從容地欣賞身邊的大好風光。
+82-31-775-9911

英語主題公園 - 楊平英語村
楊平英語村是一座透過體驗和遊戲自然培養英語能力的主題教育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三星路277號

公園。公園仿佛是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縮小版。華盛頓機場與出入
境管理所，傑佛森圖書館和歌劇中心……美國55座知名建築全都有

逛也逛不完的 - 楊平龍門五日市集
龍門五日市集位於公
車站附近，就在中央

模有樣，彷彿真的置身美國一樣。《花樣男子》、《城市獵人》
等韓劇均曾在這里選景拍攝。最近村內新裝飾的許多壁畫也深受
到人們的好評。
+82-31-770-1300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延壽路209號

線終點站龍門站前。
每5天開集一次的傳
統五日市集，其規模

Must eat

不大也不小。各個攤

醒酒湯(Hangover

點呈一字形排開，逛

醒酒湯是楊平的代表美食。楊平

起來很方便。從附近
的龍門山摘採的山野
菜和賣家自己種植的
有機蔬菜是這里的特產。集市上還有不少風味小吃，其中以楊平

Soup)

醒酒湯以牛骨、牛內髒搭配各種
蔬菜燉煮而成，再點上幾滴辣椒
油，味道堪稱一絕。和其他地區
的醒酒湯相比，楊平醒酒湯的牛
肉部位更多，量也更足。很多人

醒酒湯和豬蹄等最受歡迎。在集市上可以還討價還價，感受熱情

都在飲酒後的第二天喝一碗醒酒

的人情味，賣家大多人心寬厚，熱情好客。

湯來安撫腸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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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津閣

步行5分鐘

臨津閣和平世界

步行5分鐘

自由之橋

步行5分鐘

都羅眺望台

DMZ之遊

臨津閣與自由之橋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南北交流場所
- 臨津閣

路線介紹

臨津閣位於軍事分界線以南7公里處，是可以眺望到DMZ內部與北

1953年韓國戰爭的南北雙方簽署停戰協定後，便規劃了名為“非武裝地帶

韓土地的安保旅游區。這里原本是失鄉民的臨時住處，現在代替

(DMZ)”的控制區域。隨著分割態勢的繼續，DMZ一直保持著人跡罕至的

需要繁雜手續才能進入的板門店，成為與南北關係相關聯的活動

狀態，其生態環境也因此得到了極好的保護，成為一座生態界的寶庫。

場所。從地下1樓至地上3樓的臨津閣，除頂層的眺望台以外，還設

目前，DMZ作為瀕危動物與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而受到全世界的矚目。

有韓定食店、咖啡館、銷售北韓酒與特產的紀念品店等。臨津閣

• 臨津閣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77號 / www.imjingak.co.kr

前面專門為失鄉民和離散家庭設有祭拜壇。每逢中秋節和春節，

• 自由橋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162番路馬井路2-18

都有許多群眾來到這里，面朝故鄉進行茶禮和祭祀。
+82-31-953-4744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77號

Must do

地堡體驗 - Art Space BEAT 131
Art Space BEAT 131是用韓國戰爭時期使用過的軍事地堡改造而成的體驗
空間。地堡內部展示著戰亡者衣物、彈皮和無線電等軍事用品，並且播
放與戰爭、分隔和北韓村莊相關聯的影片。
+82-31-953-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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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和平公園 - 臨津閣和平世界
數千個五顏六色的風
車呼呼旋轉的“風之
丘”是這里的獨特象
徵。在遼闊平原上，
大大小小的池塘與和
平主題藝術品交錯坐
落，還建有充滿個性
的咖啡館和蠟燭店，
一直都是攝影愛好者們熱愛前往拍攝的景點。大型露天劇場“音樂
之丘”最多可容納2萬5千人，常年開舉辦各種以祈禱南北統一與和
平為主題的表演和特別活動。位於入口處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
童房”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宣傳場館，為北韓等發展中國家的兒
童提供支援與捐贈。
+82-31-956-8304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48-40號

01

連接南北的唯一橋梁 - 自由之橋

洗手間文化展覽館

沉載德先生是被韓國人稱為廁所先生。為了
紀慶祝世界廁所協會的成立，他拆掉自己生

自由之橋橫跨京畿道

活30多年的房屋，建設一座馬桶形狀的房子

北端分界線臨津江之

並命名為解憂齋，是指使人們的焦慮轉為心

上，是連接南北的唯

慰的房子，讓人體會到廁所在人的生命中多

一通路，和板門店的

麼重要。

“不歸橋”同為南北分

•

TEL : 82-31-271-9777

•

URL : www.haewoojae.com

割的象徵。這座橋原
本是連通南韓首爾與
北韓新義州地鐵線上
的鐵橋，在停戰後，眾多俘虜經由這座橋回到了故鄉，同時也是

02

安城牧場公園

南北會談代表往來的歷史性地點。當時回到南韓的俘虜賦予了這

安城牧場公園作為韓國最大的放牧體驗農

座橋“自由之橋”的名稱。今天，在封鎖住的橋頭上，系滿了承載

場，在30萬平方米草坪上放牧著37種家畜。

著人們統一與和平願望的五色彩帶。
+82-31-953-4744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77號

特別是，曹承佑和李瑤瑗所演的《馬醫》、
鄭雨盛、韓志旼和金範所演的《噗通噗通》
也曾在此取景拍攝。
•

旅游諮詢處
DMZ臨津江站旅游諮詢處(售票處) +82-31-953-4744 		
臨津閣旅游諮詢處 +82-31-953-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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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31-8053-7979
URL : www.nhasfarm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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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地道

07

碧
草池文化樹木園

1978年被發現的第三地道，位於離汶山12公

被湖水環繞著的美麗庭園

里、離首爾52公里之處。			

該樹木園作為景色優美的庭園，以碧草池為

自2002年起，這裡具備現代化的DMZ影院、具

中心而塑成。朴有天(JYJ)所主演的SBS電視

有象徵意義的雕刻作品及紀念品銷售處，吸

劇《屋塔房王世子》與鄭容和(CNBLUE)所主

引國內外旅客專程來此旅遊。

演的MBC電視劇《你為我著迷》曾在此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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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景。

•

•
•

04

DMZ旅遊巴士 (共同警備區域JSA旅遊巴士)

韓國是地球上唯一的分斷國家，在DMZ非武裝
區域能感受到戰爭留下的傷痛。

08

一山“海之星”

板門店作為由軍事停戰委員會總部在軍事分

擁有從深海動物到鳥類等350種3萬多只動物

界線上所設置的共同警備區域(JSA)，

的韓國最大水族館。

亦是全球唯一的冷戰區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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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州野葡萄農園

坡州野葡萄農園是韓國唯一一家能用野葡萄
體驗釀酒、果醬和巧克力的農園，可說是具
有特色的旅遊景點。

09

小人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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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到這個小人國世界，在這個主題公
園，環遊世界夢想只要一天就能完成，便欣
賞世界著名的建築模型！

06

•

坡州英語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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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州英語村是從英國倫敦郊區Rye的小鎮得到
設計靈感而建造的英語文化體驗空間，亦是韓
國最具代表性的出遊攝影地。在這裡曾拍攝

10

香草島樂園

過SBS製作的《Running Man》、MBC製作的《無

香草島樂園是具有特色的香草旅遊園區。

限挑戰》等人氣綜藝節目以及Super Junior、

香草味芬芳的庭園區設有香草農場、香草博

KARA、Wonder Girls等韓流偶象團體的MV。旅

物館、香草ＳＰＡ等設施，讓旅客能參觀、

客可觀賞電視影幕中出現過的場景，同時還可

品嚐、體驗各種各樣的香草。

享受親身拍攝留念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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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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

仁川國際機場

문수산성
文殊山城

光州

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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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

開豐郡

江華道

京畿道

大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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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

獨島

兔山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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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山站

坡州市

金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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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义中央线
京義中央綫
경의중앙선

임진각/평화누리공원
臨津閣/和平公園

兔山郡

파주프리미엄아울렛
坡州奧特萊斯

京畿京
觀光地圖

1

高陽市

송암스페이스센터
松巖天文中心

벽초지수목원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

자운서원
紫云書院

楊州市

議政府站

議政府市

楊州站

1号线
1號綫
1호선

東豆川市

소요산관광지
逍遙山旅遊區

漣川郡

逍遥山站

회암사지
檜巖寺址

한탄강관광지
漢灘江旅遊區

태풍전망대
颱風瞭望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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허브아일랜드
香草島樂園

국립수목원(광릉숲)
國立樹木園(光陵林)

재인폭포
才人瀑布

3

清平站

쁘띠프랑스
小法國村

加平站

加平郡

伏主山自然休養林

연인산도립공원
戀人山道立公園

강씨봉자연휴양림
姜氏峰自然休養林

아침고요수목원
晨靜樹木園

경기도잣향기수목원
京畿道松籽香綠樹林

축령산자연휴양림
祝靈山自然休養林

베어스타운리조트
Bearstown度假村

抱川市

포천아트밸리
抱川藝術谷

산정호수
山井湖水

鉄原郡

花江Swiri公園

4

南怡島

자라섬
鱉島

Jipdarigol
自然休養林

華川郡

勝利瞭望臺

萬山洞溪谷

春川市

鯉魚島

金裕貞文學村

孔之川遊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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