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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古老的融合，
在京畿道，
您可尽享新旧相融的景致。
沿着城郭漫步，静静俯瞰，
闪烁着光芒，快速移动的城市夜景映入眼帘。
手持购物中心买到的饮料，在市场装满菜篮子，
满满都是暖人心扉的人情，
暂且熄灭汽车引擎，信步踏步溪边，
凉爽的溪水会将所有疲惫与担忧挥之而去。
集古老的闲适和现代的活力为一体，
这里，是京畿道。

京畿道位于韩半岛西部的中央，
有12,997,541名 (2016年 7月为准)居民。
占全国面积的1/10左右，面积约10,175㎢的京畿道
设31个市郡(28个市，3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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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旅游网站
 cn.ggtour.or.kr
一览京畿道旅游信息，
与京畿道旅游门户网站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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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旅游网站

京畿道电话服务中心
365天，24小时，

Korea Travel Hotline
旅游翻译咨询电话

▪服务时间 : 24小时，全年无休
▪服务内容 :  旅游咨询，旅游翻译，
                              旅游不便举报，连接旅游警察
▪服务语言 : 韩语，英语，日语，汉语

▪境内拨打时直拨 1330
▪境外拨打时 +82-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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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市     031-584-8200   www.suwoncitytour.kr

水原华城路线
整年，1日2班(10:00, 14:00) 所需时间约3小时30分钟(周一休息)
出发地点 ▶ 水原综合旅游咨询所(水原站4号出口)

华城、乌山市
连接路线

周日 09:30~16:30
出发地点 ▶ 水原综合旅游咨询所(水原站4号出口)

南杨州市  031-590-4243  www.nyj.go.kr/culture/tour

表演路线 (蒙古异国体验)
每周六、周日(各条路线) /随
时运行(团体) 
出发地点 ▶ 陶农站

自然景观路线(疗愈路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
世界文化遗产路线)

体验路线 (历史体验、有机农体验、博物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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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的气息、文化的气息、大海的气息、自
然的气息、波涛的气息，主体旅游

每周六、周日、公休日 9点~17点 
出发地点 ▶ 东滩-饼店-峰潭-乡南

安山市  031-413-1212  www.ansantour.net

安山文化、艺术探访，大阜海松街探访，海香主题探访，
定制型体验路线，首尔出发旅行

每周二-周六运行  
出发地点 ▶ 中央站

加平郡  031-582-2421  www.gptour.go.kr

循 环 型 定 期
路线

每日运行    
出发地点 ▶ 加平客运站 09点出发，晨静树木园10点出发

杨州市
每周六、周日运行     1544-4590    www.korailtour.com

出发地点 ▶ 杨州站，旧摆拨站

富川市
每周六运行    032-656-4306    bucheonculture.or.kr

出发地点 ▶ 富川市厅10:00

平泽市
每周六运行    031-656-0600    www.ptmunhwa.or.kr

出发地点 ▶ 平泽文化艺术会馆 09:00

高阳市
每周二-周日，定期路线，文化体验路线    031-975-3838

 www.goyangtour.net   出发地点 ▶ Aram Nuri

广州市
南汉山城绕城路线，草原、昆池岩、都尺，退村、南终，庆典路线   

出发地点 ▶ 广州市厅    031-760-2723

安城市
每周六/各季路线各异     031-678-2492   

 tour.anseong.go.kr    出发地点 ▶首尔市厅站

涟川郡
1日1班(周二休息)     02-706-4851   

 www.dmztourkorea.com    出发地点 ▶ 京元线，新滩里站

光明市
市内每日循环路线    1688-3399    出发地点 ▶ KTX光明站

市内主题型    1544-4590

坡州市
每周六、周日运行文化艺术路线，每周五运行历史遗迹路线

 031-949-8888   出发地点 ▶ 合井站，金村站

城南市
每周六运行，春、夏、秋季夜间路线    070-7813-5000

出发地点 ▶ 城南市厅

京畿道市区旅游
各市、郡运营的旅游项目 

电影及电视剧拍摄地
银幕中的感动依旧的电影拍摄旅游景点

购物
京畿道购物中心与传统市场

大型购物中心及购物街

C2 坡州新世界奥特莱斯  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paju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必胜路 200

F4 骊州新世界奥特莱斯  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yeoju
京畿道骊州市名品路 360

C2 坡州乐天奥特莱斯  031-960-2500     store.lotteshopping.com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 284

F4 利川乐天奥特莱斯  031-777-2500     store.lotteshopping.com
京畿道利川市户法面Premium outlet路 177-74

D2 金浦现代奥特莱斯  031-812-2233     www.ehyundai.com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Ara陆路152号街 100

Lafesta  031-920-9600     www.lafesta-ilsan.com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木槿花路 32-34

传统市场

阳平五日集  031-771-2080   
京畿道阳平郡阳平邑阳平Jangteo街 15

八达门市场  031-254-8996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776号街 8

E3 牡丹市场  031-721-9905  
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区遁村大路83号街 1

光明市场  02-2614-0006 
京畿道光明市光明路918号街 12-1

C2  松岩天文中心
具备高科技设施与节目安排的韩国最大
规模天文主题公园。设有天文台、天文中
心、挑战者学习中心等设施，可通过望远
镜尝试多种天体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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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  杨平轨道自行车
利用废弃的铁路，穿越杨平的山、河、乡
村，往返6.4km路线的轨道自行车，一小
时左右的行程，驾乘轻松，可同时欣赏周
边景致。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三星里 126-5
 京义中阳线龙门站1号出口 步行10分钟
 031-775-9911    www.yprailbike.com

B3  香草岛乐园
这里精挑细选出世界各地的香草，耐心收集，精心栽培。设有以香草为主题的店铺、餐
馆、咖啡屋、手工制作体验场等，每年还举办灯火童话节。

 京畿道抱川市青新路947号街35    0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体验旅游景点
可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和享受多种内容的体验旅游景点

E2  义王轨道自行车
骑着轨道自行车绕4.3km旺松湖循环，可一边欣赏湖边景观，一边观察栖息在四季候鸟
迁徙地旺松湖上的各种候鸟。

  京畿道义王市旺松湖东路209
  1号线义王站2号出口    1544-1555     www.uwrailpark.co.kr

G3  安城牧场
在39万坪的绿草地上，与25种家畜一同享受多种四季庆典的畜牧主题公园，在这里游
客可为家畜喂食，坐着拖拉机和马车奔驰在燕麦田上，体验骑马和制作奶酪等，享受多
种畜牧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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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爱宝乐园
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设有惊险陡峭的过山车以及多种游乐器具，可以近距离观察猛兽
的“迷失山谷”和可以观览熊猫的“熊猫世界”。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爱宝线爱宝乐园站     有班车常年运行    0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E3  首尔大公园
韩国最大规模公园，设有动物园、植物园、主
题花园等多样的附带设施，与地铁四号线相
连接，作为离市中心较近的近郊休息空间，是
一处接近性较好的地方。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园广场路102
 4号线大公园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
 02-500-7335    
 grandpark.seoul.go.kr

D4   雪绒花瑞士主题公园
在以瑞士小村庄的庆典为主题修建而成的雪绒花，游客可欣赏美丽的瑞士建筑和风景，多
样的博物馆，画廊，主题场馆，摄影区，幻觉艺术。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多乐斋路226-57    
 031-581-9400     www.swissthemepark.com

C4  小法兰西
以“小王子”为主题概念建成的法国文化村，让人联想起地中海沿岸的漫步道等景观相容相
契，营造了一道异国风光。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各种法国文化。

  京畿道加平郡高城里616
 京春线清平站1号出口    搭乘31-20公共汽车-小法兰西站下车
 031-584-8200    www.pfcamp.com

C2  嗨里艺术村
由艺术家们亲自建造的房屋与工作室等艺术
文化空间聚集的村庄，是文化艺术作品的创
作、展示、表演、教育场所。极富个性的建筑
与造型等，是嗨里独有的看点。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嗨里村街嗨里艺术村
 031-946-8551    
 www.heyri.net

E3  首尔大公园
韩国最大规模公园，设有动物园、植物园、
主题花园等多样的附带设施，与地铁四号
线相连接，作为离市中心较近的近郊休息
空间，是一处接近性较好的地方。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园广场路102
 4号线大公园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
 02-500-7335     grandpark.seoul.go.kr

F4   龙仁大长今公园
是逼真地重现了各时代建筑风格与生活方式的场所，有无数MBC历史剧在此地进行拍
摄。在这里可亲眼看到历史剧中经常登场的奎章阁、东宫殿、惠民署等拍摄场地，还可体
验主人公曾经穿着和佩戴的宫廷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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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高句丽铁匠村
电视连续剧<太王四神记>的拍摄场地。既是
韩国唯一一处铁匠村，又是电视剧外景地。这
里还为游客运营传统文化体验学习场。

  京畿道九里市牛尾川街41
 031-550-2363    gbv.guri.go.kr

E2  光明洞窟
这里是将废矿区变身为可享受文化艺术体
验与疗愈的洞窟主题公园。洞窟内的表演场
地上经常会举办艺术表演、时装秀、展览、
电影节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街142
 1号线光明站7号出口
  搭乘17路公共汽车 – 光明洞窟站下车
 1688-3399    
 cavern.gm.go.kr

E2  熊津娱乐城
是可同时享受SPA与水上公园，位于城市
中心的四季皆宜室内主题公园。室内外水
上公园和SPA、室内滑雪场、高尔夫都市
等聚集一处，不受天气影响，可根据喜好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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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onemount 
结合了主题公园与购物中心的空间，由水上公
园、室内滑雪场、购物中心、体育中心构成。
距离地面50m高的水上滑梯与可一年四季乘
坐雪橇的雪山是最具代表性的设施 。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3号线注叶站2号出口
 搭乘免费班车
 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D4   The Greem
精美如画，又更胜于画的房屋，茂密的松树林
后山与欧氏建筑，2000坪左右的庭园与有名
山山岭相容，这里是超过60余篇的电视剧、电
影、CF的著名拍摄场地。

  京畿道杨平郡玉泉面舍那寺街175
 京义中央线杨平站7号出口   
  搭乘6-2路公共汽车- 龙泉2里站下车
 0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文化·主题公园
带给您丰富多样的看点和乐趣的文化、主题公园景区

F3  韩国民俗村
可体验韩国传统文化与生活风俗的传统文化主题公园。按照原样重现了传统房屋以及多种体验
活动和展览及继承了传统方式的生活工艺。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 90
 盆唐线器兴站6号出口     搭乘54路公共汽车 – 韩国民俗村站下车
 0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D2  一山湖水公园
与一山新都市宅地开发事业连接建造的近邻公园，有水边广场、人工岛、环公园循
环的自行车专用道、儿童游乐场、自然学习场、音乐喷泉等远近有名的休息场所。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湖水路731   
 031-909-9000    www.visitgoyang.net

E2  乌耳岛
这里是一个渔村，同时还是以广阔滩
涂著称的旅游胜地。每到落潮和涨潮
时，可身处美丽的景观之中，在近处观
察鲜活的海中生物。周边建设了一条
利用海洋资源的美食街。

 京畿道始兴市正往洞 2063     
 4号线乌耳岛站2号出口   搭乘30-2路

公共汽车 – 乌耳岛综合鱼市场站下车  
 031-310-6743   www.siheung.go.kr/

culture

D3  两水里
大韩民国屈指可数的摄影名所之一，北汉江与南汉江交汇之处，饱含着400余年
沧桑岁月的榉树、神秘的云海和水雾、日出和日落等自然景观一年四季营造着
梦幻般的氛围。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头街 123    031-770-2068    
 tour.yp21.net/gcontent

C3  国立树木园(光陵林)
保存了大自然原貌，拥有500年历史
的韩国最著名树木园，是世界稀有的
巨大原始自然空间。由树木园、森林
动物园、森林博物馆、专用标本馆构
成。只有事先预约，方可参观。

 京畿道抱川市苏屹邑广陵树木园路 415
 031-540-2000
 www.kna.go.kr

C4  晨静园艺树木园
蕴含着韩国之美的22个特色庭园构成晨静树木园，可观览5000余种的植物。冬
季举办五色星光庭园展，为游客营造冬夜的灿烂庭园。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    
 京春线清平站1号出口    搭乘31-7路公共汽车 - 终点站下车       
 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

C4  鳖岛
北汉山秀丽景观与草地广场，生态文化公园相容，是一处人气很旺的环保型自
助露营地。每年秋季，还举办《鳖岛爵士音乐节》。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鳖岛路 60   
 京春线加平站1号出口步行15分钟       
 www.jarasum.net

自然景观旅游景点
可在欣赏京畿道美丽风光的同时享受闲适的自然景观旅游景点

F1  大阜岛海香主题公园
在这里可在散发着凉爽的大海气息的
水边公园，沿着水路散步。周边还有主
题公园的标志，大大小小的风车和盛
开着波斯菊、向日葵的花卉园区。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大阜北洞1841-10
 tour.iansan.net/tour

F3  水香树木园
以“水与树与人类的相识”为主题，根
据各个地区及植物特点分别设置了20
个主题园区，还准备了可观察昆虫或
鸟类等的展示空间。

 京畿道乌山市青鹤路211
 031-378-1261    mulhyanggi.gg.go.kr

C2  碧草池文化树木园
韩式庭园和西式庭园相容相契的植物
园，尤其是大莲花和莲叶茂密的碧草
池莲池与每季换栽植物的女王花园极
为壮观。

 京畿道坡州市广滩面仓满里 166-1
 031-957-2004     www.bcj.co.kr

B2  临津阁/和平公园 
作为一处安保旅游景区，在这里可看到南北分裂的现实，领悟和平的珍贵，是外
国人访问次数最多的地方。游客可乘坐经由第三地洞、都罗瞭望台、都罗山站、
统一村直销店的班车。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临津阁路177 临津阁    031-953-4744     peace.ggtour.or.kr

  参观非武装地带
 路线A

      临津阁出发 – 第三地洞 – 都罗瞭望台 - 都罗山站 - 统一村 – 到达临津阁(所需时
间，约3小时)
 路线B

     临津阁出发 – 第三地洞 – 都罗瞭望台 - 都罗山站 - 统一村 – 到达临津阁(所需时
间，约3小时)
  上午 9点 20分钟 ~下午 3点 / 每周一休息，需持有身份证
  031-954-0303 (DMZ售票处),   031-940-8523 (坡州市观光振兴中心)

E3  南汉山城                                                                                            世界文化遗产
守护首都汉阳的朝鲜时期山城，在韩国山城之中配置最为完善，被指定为道立
公园，有众多登山客来访，游客可在散步路线和驾车路线中选择。

  京畿道广州市南汉山城面南汉山城路731
 8号线山城站 2号出口     搭乘 9-1、52路公共汽车 – 终点站下车
 031-743-6610     nhss.ggcf.kr

历史旅游景点 
可在历史中体会和学习祖先们气息和智慧的历史旅游景点 

C4  小法兰西 《来自星星的你》，《秘密花园》

F3  韩国民俗村 《来自星星的你》，《黄真伊》，《仁医》

E3  华城行宫 《田禹治》，《张玉贞，为爱而生》，《好运浪漫史》

F4  龙仁大长今公园 《大长今》，《抱着太阳的月亮》，《九家之书》，《同伊》，
《狱中花》，《善德女王》

C2  碧草池文化树木园 《49日》，《需要浪漫第二季》，《她很漂亮》

D4  The Greem 《顺藤儿上的你》，《乌塔房王世子》，《王家一家人》，
《假面》，《美女的诞生》

G4  安城牧场 《九家之书》，《吧嗒吧嗒》

B3  香草岛乐园 《哦我的维纳斯》

C2  松岩天体中心 《戏子》

D4  雪绒花瑞士主题公园 《Remember(儿子的战争)》

C4  晨静园艺树木园 《她很漂亮》

C3  紫云书院
1615年(光海君7年)，由该地儒林共同
建议，为纪念栗谷李珥的渊博学识与
高尚德行而建，是供奉着栗谷李珥的
排位和遗像的书院。

 京畿道坡州市法院邑东文里，山5-1
 031-959-9233    
 tour.paju.go.kr

C2  桧岩寺址
虽然现在只留有遗址，却曾是260间
规模，供3000余名僧侣居住的著名寺
院，出土文物均为国宝级别，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

 京畿道杨州市桧岩洞，山14号
 031-820-2114
 tour.yangju.go.kr

D2  幸州山城
将流入西海的汉江之壮观拥在怀中的
幸州山城，曾是壬辰倭乱时期权栗将
军获得大捷的战场。大捷纪念馆展示
着炮筒和战车等当时使用过的武器，
还修葺了长达1km左右的漫步道，供游
客享受山城的闲适。

 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幸州内洞，山26    
 031-8075-4642    
 www.visitgoyang.net

E3  水原华城                                                                                           世界文化遗产
朝鲜正祖时期力作，全长 5.7km，面积为1.2km²，作为韩国建筑风格划时代发展
的历史遗迹，设有长安门、八达门、弘门等多样的建筑物和多个阁楼。

 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练武洞190 
 水原站 10号出口    搭乘35、36、39路公共汽车 –华城行宫站下车 
 031-228-4672 (水原旅游咨询中心)    
 www.swcf.or.kr

F3  隆健陵                                                                                                     世界文化遗产
思悼世子与惠庆宫洪氏共眠的隆陵，与正祖与孝懿皇后的健陵合称为隆健陵。陵
的背后树林茂密成荫，适宜散步，冬季的雪景被誉为《隆健白雪》，被列入华城八
景之一。

 京畿道华城市孝行路481号街 21    1577-4200    tour.hscity.go.kr

E4  英陵(世宗大王陵)  
 世界文化遗产

朝鲜第四代王世宗大王与昭宪王后申
氏合葬之墓，是朝鲜王陵之中第一个
将王与王后合葬在同一个坟丘之中的
陵墓，还是具备了朝鲜前期王陵基本
结构的陵墓。前往孝宗大王陵的树林
之中还铺设的林间步道。

 京畿道骊州市陵西面旺垈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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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原全鸡街
位于由八达门延伸到长安门方向的行宫洞胡同
内。约聚集有11家全鸡店，不仅口碑好，在网上也
很热门，客人慕名而来，门庭若市。可以品尝到烤
全鸡、炸鸡、调味炸鸡。

杨平醒酒汤
杨平醒酒汤是先用辣椒油和辣椒籽做出鲜辣的底
汤后，加入血旺、各种内脏、豆芽等熬成的。在韩
国全国范围内都十分有名，名为“杨平醒酒汤”的饭
店栉比鳞次。

坡州长湍豆套餐
坡州长湍豆是指产自长湍地区的大豆。在洁净环
境中生长，品质优良，居韩国第一。在坡州长湍豆
套餐里，可以品尝到用长湍豆做成的豆腐、清麴酱
(黄豆酱)、大酱等。

临津江烤鳗鱼
剔除鳗鱼的骨刺，在用鱼头和鱼骨熬成的肉汁中
加入酱油、白糖、生姜、芝麻、葱末大蒜，将收拾好
的鳗鱼肉放到汤中腌制，再置于铁网上烤。坡州临
津江附近的鳗鱼村很有名。 

抱川二东烤排骨
在排骨肉上拉些刀痕铺平后，放到由酱油、白糖、
大蒜、生姜、清酒调成的酱料里腌制，再置于炭火
上烤。二东烤排骨是将排骨和剩下的排骨肉串到
牙签上制作而成。

抱川二东马格利酒
马格利是指酿制后，把酒舀走，在剩下的部分倒入
水而制成的酒。二东马格利酒是用白云洞溪谷流
出的清澈泉水所酿，与其他的马格利酒不同，具有
独特清淡的味道。

利川米饭套餐
利川米十分出名，每年十月都会举办利川米文化
节。大米既黏香，又散发着光泽。利川米饭套餐是
以利川米为食材制作的韩定食，包括石锅饭和许
多小菜。

议政府泡菜香肠锅
放入猪肉、香肠、泡菜、拉面、年糕、豆腐等，再加
入能做出韩国传统辣味的辣酱煮成的汤。美军部
队聚集的议政府因泡菜香肠锅而闻名。 

京畿道代表美食│东豆川牛肉饼、议政府泡菜香肠锅、城南南汉山城鸡丝粥、
杨平玉泉冷面、安山•华城蛤仔刀切面、水原大排骨、抱川二东烤排骨、广州
牛头肉汤饭、利川米饭套餐、骊州川西里凉拌荞麦面、龙仁白岩血肠汤、血肠
拼盘

酒店

5星级
酒店

水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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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德灵大路 902

Ramada Plaza水原   031-230-0001   www.ramadaplazasuwon.com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 150

骊州市 Sunvalley酒店   031-880-3838   www.sunvalleyhotel.co.kr
京畿道骊州市江边游园地街 45

4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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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边路 382

富川市 高丽观光酒店   032-329-0001   www.hotelkoryo.net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 66

城南市
首尔板桥Courtyard by Marriott  

 031-8060-2000   www.courtyardpangyo.com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板桥站路192号街12

水原市

水原Ibis Ambassador   031-230-5004   ibis.ambatel.com/suwon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劝光路132 

Castle Suwon酒店   031-211-6666   www.hcastle.co.kr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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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养市 Avalon 酒店    031-547-6600   www.hotelavl.com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显忠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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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城市

Rolling Hills 酒店   031-268-1000   www.rollinghills.co.kr
京畿道华城市南阳邑市厅路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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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假村

抱川市 C3 Bearstown度假村   031-540-5151   www.bearstown.com
京畿道抱川市内村面金刚路2536号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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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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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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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仁市 F4 阳智Pine度假村   031-338-2001   www.pineresort.com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阳智面南坪路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