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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京畿

一个同时拥有现代而富有节奏的文化与传统，以及
华丽美观建筑的京畿道。这里随季节变化的自然面

貌，使它作为一个旅游胜地的魅力倍增，这里还推
出了用大自然的产物制成的多种多样的食物，使游
客们深深沉迷于此。拥有这种都市情节的设计师们
以电影、电视剧、音乐电视等为背景，将京畿道演绎

得多种多样。可以说，这样被附加了韩流信息的京畿

道，成为了一个更加生动的旅游胜地。去探索韩流巨

星走过的胡同，去她喜欢的现代化甜品咖啡店咬一
口雪白的蛋糕。您会瞬间被浪漫的时间和空间所包

围，仿佛走进了电视剧的某个片段，陷入愉快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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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当您坐在幽静的韩屋正厅地板上，像史剧中的主人
公一样休息片刻，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希望晚上能吃

顿传统韩餐的想法。春天 还可以听着BTS的歌，悠
闲地哼着旋律，去寻 找杨州日迎站。像《Running

Man》里面的李光洙一样，在主题公园里天真地奔跑
到夜幕降临，然后在都市夜景的背景下，和来旅行的

朋友一起体验炸鸡啤酒，这是不是也会成为一段愉
快的回忆呢？当您仔细阅读这本书，就可以说已经为
开始韩流旅行做好了完美的准备。
请关注京畿，我们欢迎您。

京畿道地区环绕首尔和仁川。
是按照“京畿”韩文的子音和母音发音顺序进行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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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由31个市郡组成，每一个城市都以各自独特的故事吸引着旅客们前往。

既可以跟随韩流明星的足迹，按照最火热的路线游玩，又可以漫步在圈内人士深爱的各种小胡同，

遇见和发现韩国潮流。京畿道地图上已经布满了星标，等着大家去重新解读已经广为人所知的地方，
去发现像宝贝一样深藏不露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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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网络红人开启一场京畿道韩流之旅

按照独自的风格，
追随热爱京畿道韩流主题旅行的网络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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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您前往京畿道内广为人知的景区以及
不为人知的魅力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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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 THEN
TAEMIN专访

中学时期以‘SHINee’组合出道的TAEMIN。不知不觉，印象中那个舞技一流的美少年、SHINee组合的忙
内，摇身一变已经长成一个发了5张单曲专辑的帅气男生。TAEMIN每次出新专辑的时候，他的舞台总是
让人耳目一新。他今后将会书写怎样的音乐故事呢？ 让我们去听一听关于他的音乐、表演、个人的时间
与旅行的故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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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最
 近TAEMIN在忙什么呢？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日常。

A 最 近我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比如观看自己过去
的舞台视频，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坚持训
练。可以说是在不停的完善我自己。早上起床后，

先放松一下身体，然后开始做伸展运动，每天都像
既定的习惯一样。如果不坚持做伸展运动，不经意

间就会发现跳舞时身体会变得迟钝。睡觉之前一
般会看YouTube。我喜欢研究最近流行的趋势。

以前跳的是另一种风格的舞蹈，但最近又流行其
他风格的舞蹈，变化真的非常快。不管怎么说，

这么多年经验的积累，逐渐让我习惯了这些。我认

为，为了让自己走出舒适圈，我一定要竭尽所能。
总之，我平时还是比较努力追上新的潮流，并让它
成为我的一部分。

Q想
 听 听 看 ，你 最 近 都 喜 欢 什 么 。作 为 歌 星 的

TAEMIN，和作为一个93年生的普通人TAEMIN，
喜欢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呢？

A 作为歌手，还是喜欢通过音乐和粉丝们沟通。我开

设了SNS账号（Instagram），经常挑选照片上传，
粉丝们都很喜欢我上传的内容，让我感觉非常开

心 和有趣 。我想多分享平凡的日常，以 此 来 跟粉

A因
 为是单飞后首张单曲，所以我比任何时候 都充

很有趣，为了拍摄，我疯狂的减肥。应该是因为这

要更加努力。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宣传K-POP。

的活动。我喜欢和朋友们玩游戏，也喜欢 运动。

对这支MV也是非常有感情的。第一次单飞，现在

盗’编舞的老师是一位叫做 Ian Eastwood的编舞

态度站在舞台上。暂时放下恐惧，将努力准备的东

丝们多沟通。 作为93年出生的我，比较喜欢动感
我还喜欢用照片记录前往通告的行程中遇到的风

景。这些经验对我来说就像充电一样。让我以歌手
TAEMIN的身份回归时，能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

Q今
 年已经是你单飞的6周年了。最近‘王国之路’中，

翻唱TAEMIN第一支单曲‘怪盗’的男团舞台成了热

想起来也是非常紧张，当时压力也很大。我记得投
入了特别多的精力，但当时一点都不觉得累。本来

MV拍摄就有很多通宵达旦的情况，拍 ‘怪盗’的时

候，我全身心都集中在拍摄上，有一种‘已经结束了
吗？’的感觉，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就拍完了。

门话题。你还记得‘怪盗’的MV拍摄地吗？对，是在

Q最
 难忘的一次舞台经历，以及为什么那次舞台这

曲，应该对这首歌有着异样的情怀吧。。。当时拍

A我
 印象最深的也是‘怪盗’MV的拍摄。那次经历是

京畿道的清心和平世界中心。因为是你的第一支单
摄的现场气氛如何呢？
6

满热情。MV拍摄也是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所以

么让人难忘呢？

让我重新树立全新形象的一个契机。拍摄现场也

是我第一支单飞的单曲吧（笑起来）。当时，为‘怪
家。舞蹈实在是太酷了。这是一个能让我拥有独创
风格的新契机，其过程非常有趣、有意义。所以让
我印象深刻，也许几年后也是如此。

我告诉自己，在尝试新事物的时候，要以不害怕的
西真诚地展现出来。

Q你
 个人的成长也与全球巡回演出离不开吧。有没有
比较特别的经历和难忘的事情呢？

Q作
 为歌手，先后经历了SHINee组合、SUPERﾠM，

A去
 海外演出的时候，我都喜欢在当地体验一下。比

爱。对于TAEMIN来说，K-POP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记忆犹新。与韩国截然不同的风景也让我体会到

以及单飞，也得到很多国际K-POP粉丝的支持和厚

AK
 -POP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影
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所以我
也感到骄傲和自豪。越是这样，我越觉得自己必须

如说购物啊、旅游啊，等等。那种新鲜的经历让我
异域的感觉。天空的颜色也不一样，天气、饮食、

沟通方式也不一样。每次，都让我觉得，外面未知

的世界如此广阔。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想多经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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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从没体验过的新东西。旅行时，也会有人认出

徒步旅行、参加户外活动，如果累了，就呆在能够

人，这本身就非常神奇和刺激。这样的经验每次都

会去学习，我喜欢尝试对我来说是全新经验的东

我，

在第一次踏上的陌生国家，能见到认出我的

会成为我努力的源泉。一想到'很多粉丝在我不知

道的地方，注视着我，默默的喜欢我'，就会鞭策我
自己要更加努力。

Q每
 次演出都像是一次全新的旅程。那么TAEMIN在
真正意义的旅行时，喜欢怎样的风格呢？

A 我喜欢投入大自然的旅行！ 喜欢去山、溪谷、大海

之类的地方。我喜欢亲临大自然中的风光，并用我

的眼睛来记录。近距离接触大自然，能唤起我的灵

感和想法。对创造新的东西有很大的帮助。如此看
来，京畿道又有山和溪谷，还有大海，而且可以体

验在大自然中的户外活动。如果粉丝们喜欢的旅游
风格和我一样，十分推荐京畿道的旅行路线。

Q你
 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还是喜欢去旅行前仔
仔细细做攻略呢？

A 首先我会定一个关于旅行的大方向。比如说，这次
是去度假休息的旅行，或者美食之旅，又或是去学

习、领略新事物等等，我会先定下旅行的主题。到

西，能激发我的兴趣。

Q最
 近很多电视剧、MV都来京畿道取景。所以很多

粉丝也纷纷前来一睹偶像的风采。对计划来京畿
道旅行的粉丝，有什么推荐呢？

A 我 比较喜欢在议政府吃的部队火锅，特别想推荐
给粉丝们。那个浓汤真是太美味了。煲汤的时间越
长，汤汁越浓，而且可以一次性品尝到很多食材。

其实旅行不就是美食之旅吗？前面您提到，在拍
摄'怪盗'MV时，我去过加平，那里作为京畿道旅游
胜地已经美名远扬。
（笑）如果粉丝们像我一样喜

欢大自然，真的想推荐给大家。特别是加平的"晨

静园艺树木园"，彷佛能将大自然融进眼中，是漫

步自然的好去处。对于需要心灵治愈的人来说，这
里真的非常推荐。另外加平还有很多户外体验，适

合喜欢户外休闲运动的粉丝们。像综艺中的桥段
一样，和家人或朋友一起体验水上休闲运动，享受
凉爽和刺激感，也是不错的选择。

达目的地后，在大方向内，我会自由的享受旅行。

Q刚
 才你提到“想创造TAEMIN独有的音乐风格”。

首尔近郊来一次一日游。我比较推荐的一日游景点

A 我 想打造一个独特的‘TAEMIN’形象。不是去模仿

江兜风，也会有种治愈感。杨平有很多风景很赞的

与其说是‘像TAEMIN般的音乐’，更不如说是走出

有时也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会选择去
是杨平。有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沿着北汉
咖啡厅和甜品店，推荐喜欢甜品的人去体验。

Q去
 旅行的时候会在当地做些什么呢？

A 我 一般会尽可能尝试所有能尝试的东西。有时去
8

治愈身心的地方休息。如果有可以学习的东西，就

今后在音乐领域和个人发展方面有怎样的计划呢？

某一个人，而是创造我自己的音乐与个性的舞台。
一条其他人没有走过的全新之路。我希望大家都
想要知道‘TAEMIN’下一个舞台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在积极准备下一张专辑。我会一直超越自己，
希望大家今后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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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Red Velvet一起体验心动之旅

Red Velvet的成员Irene和涩琪第一次以小分队组团，并带来了轻快曲风的作品。在推出了第一首作品

Monster之后，紧接着推出了第二首作品‘Naughty‘。本次MV的拍摄地很多都是京畿道的景点，更引起

了广大的关注。两个人各具风格的形象与拍摄地相辉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让我们跟随两个
人一起去体验MV中出现的京畿道景点吧。

# 1

# 3

L o v e l y

A r t i s t i c

# 4
M o d e r n

# 2
M y s t e r i o u s

# 1 可爱的粉红色

#2 闪闪发光的神秘景观

# 3 艺术感性的视觉冲击

# 4 现代感十足、新潮时尚的

阳光与椰树相辉映，开始一场异国风情之旅。

仿佛离开现实世界，遨游太空般的体验，在洞穴

启发想象力的雕塑，让游客沉睡的感性渐渐苏醒。

囊括了照明历史的博物馆，和RED

始兴Baegot Hanoul公园海水游泳池

连接月串洞到始华MT V的海岸线总长有15千米 。

光明洞穴

中巡游，感受神秘幻觉。

这里又被称为K-黄金海岸，而以日落美景而闻名的

光明洞穴保存着各种历史痕迹。游客们可以在这里

的西海岸风景是那么美的让人窒息，仿佛能感受到

以后，这里曾经用来储存过虾酱，洞穴里还有很多让

Baegot Hanoul公园就坐落在这里。在都心欣赏到

一种异国情调。再加上采用海水的环保泳池，充满
感性的泳池设计与周围景观，是不可多得的网红拍

照景点。登上流线型玻璃栏杆的阳台，就能眺望到
西海与松岛国际城市的美丽景观。
	京畿道始兴市正往洞2590

找到近代化、产业化时代留下的痕迹。1972年废矿
人惊讶的奇特历史。如今，在洞穴本身神奇、充满秘

密的空间里，添加了各种文化内容的加持，打造一个

全新的旅游体验空间。通过和多个艺术家的合作，
这里重生为综合文化艺术空间，在世界范围内都得

到瞩目。沿着洞穴内部曲折的构造，小小的照明闪闪
发光，好像来到了一个未知的全新世界。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街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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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养艺术公园

沿 着观岳山三 星 川 一 带，是 盛 产 美 味 葡 萄的 地 方。后

杨洲市照明博物馆

VELVET一起结束愉快的旅行

来，葡萄园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慕名而来的登山游

这里能看到所有关于照明的东西。韩国国内唯一一

渐渐立起了与周围自然相融合的艺术作品，变成了艺术

馆、近代照明馆、现代照明馆等展区，介绍了照明的

客。从2005年开始，‘安养公共艺术项目’正式启动。这里
家们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欣赏着海内外52位知名作家
的作品，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作品不单单是单纯的感
性，可以直接用手去摸，去感受，仿佛置身于艺术之中。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艺术公园路

个照明博物馆‘杨州照明博物馆’。这里有传统照明
过去、现在与未来展望。另外，在光之想象空间里，
还展出不同主题的创意之作。这里还有展出近代欧
洲艺术家复古照明艺术的空间。根据照明的不同，

所展现出来的空间效果也不同，在异域风情的照明
中，让我们为这次意义不同的旅行画上句号。
	京畿道杨洲市广积面广积路 2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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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EAUTY
JOURNEY
TO GYEONGGI-DO
当您听到最近热播的《金秘书为何那样》、
《罗曼史是别册附录》、
《我的ID是江

南美人》等电视剧的片名时，会联想起什么呢？当然每个人的着重点会有所不

同，但是如果您是K-Beauty的热心读者，那一定会首先想到朴敏英的可爱妆

容、李娜英的自然造型、林秀香的标志性单品香水等。还有人会想知道自己是否
适合历史剧中朴素优雅的韩服造型，就像展现宫中浪漫爱情故事的电视剧《拥

抱太阳的月亮》中的金裕贞和韩佳人一样。如果您在不自觉地点头的话，那么不
妨计划一次以美丽为主题的旅行。不一定非得要买什么东西，也没有必要做得一
模一样。到那些能够获得韩国美妆灵感的地方去旅行，自然而然地被同化怎么
样？如果您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跟着美妆模特李松熙开始一段变美的旅程吧。
模特 李松熙 网络红人 韩先达
www.facebook.com/koreantravel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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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EONGGI

#STYLE

#风格与美妆
在名牌精品店度过的愉快下午。
参考明星的造型，再观赏造型师
的手艺展示，还算有趣。用于装
饰橱窗的单品会帮助您了解韩国
女性的着装风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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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PM 2:00 - PM 4:00 @Pangyo AVENUE FRANCE

购物族的下午
板桥AVENUE FRANCE

挖掘购物据点

听说海外看了韩国电视剧中的人物后，会对韩国女

性的美妆与造型非常感兴趣。既然来韩国旅游了，
当然不能满足于只看着画面中的她们。直接去购物

板桥AVENUE FRANCE的店铺
是由专家们严格挑选的品牌构
成的。

街，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单品吧。再者说，有时在购物
只看不买地逛一阵子，在胡同
随处找一个咖啡馆，和漂亮到
甚至都不舍得吃的甜点一起共
度一段甜美的时光吧。

中心或有名的街道遇到的女性，她们的打扮会比电
视剧中的主人公更实用、更时尚。

在京畿道有大型折扣店、购物中心、购物街等各种

各样的购物场所。其中与美妆模特宋熙一起前往的
是板桥的AVENUE FRANCE。这里是商业街形式的购
物中心，可以购买到时尚品牌、美妆单品，还可以做

美甲或美发造型等。不仅如此，这里还有露台咖啡

屋和各种用餐场所,可以中途休息一下。这里不仅有
韩国品牌，还有很多国际时尚品牌进驻，重点是要仔
细看卖场中所展示的各种款式。因为实际上，即使是

PICK 1

在橱窗里很容易能发现韩国最近流行的单品和搭配

与咖啡街幽静的风格非常搭配的奶油色端庄外观、蓝色

同样的产品，不同国家所展示的造型也有所不同。
方法。如果需要的话，接受店内职员的帮助也是不错
的选择。

另外，这里到处都有适合拍美照的场所，希望大家不
要着急慢慢逛。

色调的门、黄色的招牌，吸引了来来往往人们的视线。深
受欢迎的菜品有蛋挞、三明治和早餐。另外推荐手工红豆
奶、炒面和糯米团牛奶红豆冰。
	 京畿城南市盆唐区板桥驿路10号路3-1

PICK 2

AROUND SPOT

欧式感觉，How’s House

这里是位于距板桥AVENUE FRANCE有1.5公里远的柏岘

爱，于是专门按照自己的喜好开了一家店铺。他挑选产品

柏岘洞咖啡街

洞咖啡街。在这条街上，有时尚的咖啡馆、充满个性的小

商品店，还有可爱的甜点店等。下面由小编稍微透露一下，
从《需要浪漫》到《来自星星的你》，作为浪漫电视剧的背
景经常出现的店铺，并且选择三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16

成为电视剧背景的 I’m Home

老板曾是广告公司的撰 稿人，由于对生活小物件过于喜
的标准是，使用时间越长越增色，而且在试用时也觉得不

错。色彩绚丽的波兰式碗、从法国和荷兰运来的亚麻制品
等欧洲产的生活小物件琳琅满目。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柏岘洞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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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PM 4:00 - PM 6:00 @Goyang CHICOR

玩转美妆
美妆品牌店CHICOR
我的专属乐园

这里是对喜欢美容商品的人来说，像游乐场一样的

地方——CHICOR。它是一种以感性的视角打造严选

美容收藏品的美容专业品牌店。除了彩妆、护肤品、

美发及身体产品、美甲商品之外，这里还可以体验
各种美容工具。卖场里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化妆

灯把镜子周围照亮，形成一个自助吧式的“Beauty
Stage”。

在这里，可以试用各种商品来给自己化妆，然后直接

当您在明星形象设计
师品牌的商品中寻找
适合自己的商品的时
候，甚至连时间都会
忘记。

选购喜欢的商品。请您一定要把这里当成游乐园一
样，度过欢乐的时光。

从在韩国只有通 过海 外直 购才 能 购买到的海 外商

品，到网上热卖的韩国国内品牌，各种产品层出不

穷。当您逛逛和试试各种不同产品，游走在展柜之

DEAR DAHLIA是没有使
用动物试验及动物原料的
著名的健康美妆品牌。

间时，真的就能学习到当今的美妆流行趋势。另外，

请留心看一下只有在CHICOR才能够买到的自营商
品。尤其是棒状粉底和粉色防晒霜，它们在海外也

是供不应求的产品，所以作为礼物应该也是不错的
选择。

引领者和形象设计师的品牌

与模特宋熙一起仔细观察了商场的品牌后，我觉得
最近韩国市面上的美妆品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

以美妆博主为卖点的品牌，另一种是负责给明星们

化妆的形象设计师的品牌。那么，我们先从美妆博主
开始介绍。首先，活跃于第一代美妆博客、以“Pony”

标识站稳脚跟的上市品牌“Pony Effect”特别显眼。

尤其是像气垫产品的优质使用感和彩妆产品的显色
效果等，这些重视基本的单品都很受欢迎。另外，

还有因经营“Gako的开放工作室”博客而出名的，
美妆博主闵塞仑参与制作的品牌“rom&nd”。她公
开对比素颜和化妆后的样子，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18

难道不正是rom&nd彩妆产品实现了这一戏剧性的差

别吗？那么，又有哪些品牌是形象设计师所引导的呢？

曾担任过演员李哈妮、模特张允柱的化妆师高原慧推
出的品牌“DELAROM”，曾担任过朴智允、严正花、金

喜善等明星的偶像化妆师赵成雅创作的“16brand”、
“chosungah22”等品牌也很吸引人。因为这些都是

引领美妆流行趋势的人们所参与的品牌，应该会对
了解k-beauty有所帮助。

高阳店
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高阳大路1955 高阳Starfield二楼
031-5173-1555
周一至周日 10:00-22:00

河南店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号路 新世界百货Starfield河南店一楼
031-8072-1735
周一至周日 11:00-21:00
www.chicor.com/chi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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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AM 11:00 - PM3:00 @Korea Folk Village

史的浪漫电视剧《拥抱太阳的月亮》都是在这里拍摄
的。也就是说，金秀贤的那个她——韩佳人就是以端庄

的姿态徜徉在这里的。不光是电视剧，这里也是《无限
挑战》、
《我独自生活》等娱乐节目经常选择的拍摄地

在韩国民俗村入口的韩服租赁
店租一套韩服穿，一起成为电
视剧《拥抱太阳的月亮》中的
女主人公韩佳人吧

点。在这里，每个季节都有多种不同的体验活动。这里

有偷西瓜、下五子棋等韩国传统游戏文化和天然染色
等传统体验，还有在院子里举行的民俗游戏表演和亭

子里演奏的美妙声音，整个院子热闹非凡。您瞅瞅这
儿，看看那儿的时候，还可能遇到山神、花乞丐、官差
等。他们都是民俗村的名人，所以不要忘记跟他们拍
一张合照，留下美好的回忆。

京畿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韩国民俗村
031-288-0000
周一至周日 09:30-19:00
门票15000-20000韩元，通票(成人)28000韩元，(儿童)25000韩元
www.koreanfolk.co.kr

美丽的宫殿生活
龙仁韩国民俗村

AROUND SPOT

大长今公园

如果您对在民俗村度过的一天很满意，而且还想再体验
一次其它作品的拍摄地点，那推荐您去龙仁的大长今公园

看看。它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开放式摄影棚，而且其乐趣在
于游玩中能够发现各种各样的故事。据说，MBC的大部分

历史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韩孝珠的端庄美貌被予以很高

评价的《同伊》、秀智和李胜基出演的《九家之书》等都

宫殿里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穿上颜色高贵的韩服，迈着轻盈的脚步漫步在
韩屋之间。走着走着停下来，登上亭子，感受一下透

过树干之间吹来的凉爽微风。然后，不妨站在齐刷刷

地抬头向天的屋檐下，观看墙边盛开的艳丽鲜花。这

是以这里为背景拍摄的。此外，还有《善德女王》、
《龟岩

许浚》、
《朱蒙》、
《李算》等作品，在其中都可以找到大

正当我沉浸在娴静的
宫中生活方式时，
眼睛和耳朵又被扇子
舞表演、传统婚礼表
演吸引走了。

长今公园的痕迹。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龙川电视剧街25
031-337-3241
3月-10月 9:00-18:00, 11月-2月 9:00-17:00
(成人)9500韩元，(青少年)8000韩元
djgpark.imbc.com

时，可以把黑发整齐地编成辫子，在干净的皮肤上画
上红色的嘴唇、粉色的脸蛋儿。就这样，在龙仁韩国
民俗村，感受传统之美，悠然地度过半天如何？

如果您想体验这些，那就首先从韩国民俗村入口的
韩服租赁店借一套韩服开始吧。选择稍微拖地的裙

子和与之相搭配的上衣。示范模特选择的颜色是浅
粉色和淡紫色。将衣带整齐地系好，再戴上头饰端

庄地收尾。如果您做好了在民俗村散步的准备，那就

大长今公园

正式开始吧。短短一瞬间，您会有好像穿越到了朝
鲜时代的错觉，眼前会展现出与现代氛围截然不同
的静谧景象。

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让我们回想一下看过的历史

剧吧。因为有众多朝鲜时代花美男出演的让人心动的
《成均馆绯闻》，还有讲述金秀贤出演的宫中帝王演变
20

©大长今公园

虽然是第一次来的地方，却有种熟悉的感觉，要想知
龙仁韩国民俗村将朝鲜时代的韩
屋和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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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U

CITY GUIDE

SEE IT

智慧之林 ─ 1.04km(步行16分钟) ─ MIMESIS博物 ─ 11.82km(驾车27分钟) ─
First Garden ─ 14.29km(驾车29分钟) ─ Heyri艺术村 ─ 520m(步行8分钟) ─
Farmer’s Table ─ 25.23km(驾车24分钟) ─ 童话治愈营地

时尚情感都市

这里是可以在Heyri艺术村和出版园区等地一次性感受艺术
方面情感的观光地坡州。周边吸引眼球的各式各样的建筑给

散步增添了乐趣。因此，这里也多次作为外景拍摄地出现在

电影或电视剧中。电视剧《罗曼史是别册附录》的主角李娜
英和李钟硕也在这座城市里演绎了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

坡州智慧之林 充满智慧的绝美书架

这里是用书籍垒成的智慧空间——智慧之林，它既是公共的书房，又是综合文化场所。这里将学者、知识分子、
研究所、出版社捐赠的图书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艺术等进行分类，供所有人阅读。存放着约15万本
书籍的8米高巨大书架令人叹为观止。除了图书馆和青旅“纸之香”以外，地下一楼还有拥有全球最多活字的“活

版印刷博物馆”，受到众多读书爱好者的喜爱。用于介绍这里的团体导游服务需在到访7天前申请，且10人以上
团体方可进行。

京畿道坡州市汇东街145 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
031-955-0082
一馆 10:00-17:00，二馆 10:00-20:00，三馆 00:00-24:00
团体到访需导游时，文化管理费1000韩元
forestofwisdom.or.kr

坡州MIMESIS博物馆 光与影成为作品的地方

这里是由柔和的白色曲线构成的宏伟建筑。布满了直角

MIMESIS艺术博物馆是葡
萄牙著名建筑家阿尔瓦罗·
西扎的作品，优美的曲线和
柔和的白色相互辉映。

四边形建筑物的出版园区绝对引人注目。走进去，能看
到自然光线挤入建筑中，照在一整面白墙上，营造出一

种奥妙的氛围。MIMESIS是“开放之书”创办的艺术专业

出版社，出版美术、设计、建筑、漫画、电影、摄影、文

献学等各个领域的艺术书籍。坐在一楼北侧咖啡厅的窗
MIMESIS博物馆的优美曲线。
在坡州也可以进行一场观赏
知名建筑家建造的美轮美奂
的建筑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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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您可以边喝咖啡边读书，以透过整面玻璃窗的整齐
的草坪为背景，拍一张体味人生的照片。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253
031-955-4100
春秋季 10:00-18:00，冬季 10:00-17:00，夏季 10:00-19:00
成人 5000韩元，学生 4000韩元
mimesisar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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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IT

EAT IT + BOOK IT
坡州HEYRI艺术村 文化艺术者们的艺术公社

正因为这绝美的造型，
才使其作为《深渊》、
《告白夫妇》等甜蜜剧情的
电视剧拍摄地而出名。

这里是进行美术、音乐、影像、雕刻等多种创作活动
的400余名文化艺术者们聚集的公社村。这里也是保

存了山与丘陵、沼泽与小溪的最大规模生态村落，
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体 验空间。来这里，一定要尝一

尝“ETALY”HEYRI店的辣排骨奶油意大利面和“柳载
到达的韩牛店“北顺农场”是明星们经常去的美食店。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法兴里
间都在周一休馆)村庄无门票。
heyri.net

031-946-8551
全年无休。(大多数空
村庄内各空间门票票价各不相同。

©shutterstock.com

恩面包店”总店的蒜味面包。从HEYRI村步行20分钟

坡州Farmer’s Table 意式乡下村庄风格

位于HEYRI艺术村的Farmer’s Table作为《花样男子》、

《风在吹》、
《认识的妻子》等人气电视剧的拍摄地
而出名。这里宽敞的露台、意式乡下村庄的装修风

格，正是适合拍照片墙(Instagram)照片的场所。
主要菜品有火炉披萨、意大利面和加了香草酱的牛

排。由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红酒，喜好红酒的人也经
常前往，这里的自制啤酒也很受欢迎。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HEYRI村街59-77 艾特纽斯一楼
031-948-6225
周二至周日 11:30-21:00，周一休息
里脊牛排 32000韩元，四种奶酪 26000韩元，法纳意面 23000韩元，
自制啤酒 5000韩元/杯，西柚汽水 7000韩元

坡州First Garden 有故事的娱乐文化空间

这里如果散步走完全程大概需要1小时，如果想时间

坡州童话治愈营地 在红杉大道散步路上治愈

的每一处都在装饰上下了大功夫，让您不肯放过任何

谷中，营地周围到处都是步行道。每当走在接连不断

充裕地参与活动和娱乐设施则大概需要3小时。这里

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它坐落于山与山之间的山

一个地方。您可以在“湿地园”体验木筏，也可以在设

的红杉树形成的步行道上，身体和心灵都会因植物

置于各处的向导牌前，和情侣或朋友模仿电视中出

杀菌素带来的新鲜空气而感到舒适。这里有三条“环

现的片段，一同度过愉快的时光。第一花园占地约2

形路线”。可以给鹦鹉喂食的小动物园内不久前还开

万坪，是由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模式相似的山坡

设了“松鼠村”，看点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住所由奢野

和平地组成的，会让您感受到异域风情。

©坡州童话治愈营地

这里春秋季经营树林体验活动，夏季开放戏水场。不

仅有四季都能观赏到南方国家植被的“绿色小屋”和“
流的“小鸟广场”。每天夜晚，这里都会举行闪烁的灯

光照亮黑夜的“银河幻想曲庆典”。您还可以在有绝美
壁画和室内庭院的早午餐厅PIANTE，或者处于最高
位置、最适合观景的BOSCO，享受茶点时间。

京畿道坡州市塔朔谷路260
031-957-6861
周一至周五 10:0022:00
限36个月~小学生 6000-7000韩元，限初中生以上 7000-8000韩
元
www.firstgarde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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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花园的
“绿色小屋”里，
可以观赏到四季
的各种各样的植
物，会让您有一种
好像在旅行中获
得休闲作为礼物
一样的感觉。

散落在山丘、树林、溪谷之间 。要么风景秀丽，要么
可以观赏到漂亮的花朵，要么空气非常新鲜，每个住
所都有各自的魅力，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

择。如果在预约住所时想加订餐点，这里还提供包

括颈肉、香肠、脊排、牛肉饼等的丰盛套餐，2人餐是
©坡州童话治愈营地

草本花园”等多种主题庭院，还有可以与鸟类进行交

露营、林中露营、房车公寓、山上和VIP公寓构成，

像根据地一样拥有
神秘又宁静氛围的房
车，在树林中，可以
迎接清爽的早晨。

40000韩元。到了晚上，绚丽的灯光会发出各自不同
的色彩，展现出与白天不同的异样魅力。

京畿道坡州市坡平面坡平山路363号路32-9
031-952-2002
周一至周日 入住15:00，退房10:00
露营 79000韩元-295000韩元
www.dwhealingca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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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ON–
UIWANG

CITY GUIDE

SEE IT
水原华城

拥有美丽夜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水原华城 ─ 1km(驾车12分钟) ─ 水原访花随柳亭 ─ 0.9km(驾车10分钟) ─ 水原行理团街
义王Mother’s Garden ─ 2.5km(驾车6分钟) ─ 义王清溪茶园 ─ 3.3km(驾车9分钟) ─ 义王自然豆 ─ 2.7km(驾车7分钟) ─
义王望良山自然休养林

这里于1997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

产。作为全球首个计划建设的新城市，这里集合了朝
鲜时代正祖时期的当代技术，仅用了2年6个月就建设

完成了。这里有为了观察敌人而建的三个空心洞，还
有运送兵器和食粮的秘密通道的暗门。战士们用于把

风的东一炮楼，现在是可以脱鞋进入休息的亭子。当
您登上雄伟的华城，水原市内的景象将尽收眼底。尤
其是，千万不能错过这里韩国前100名景区的夜景。

水原访花随柳亭 一定要在花开的秋夜观赏的亭子

这里是水原华城的四个角楼中的东北角楼，第1709
号重点文物。这里是朝鲜正祖时期由于军事需要而

建造的设施，同时也身兼瞭望风景的亭子的作用。它

非平面而是多角形状，使得四季变化非常明显。由于
夜晚比白天漂亮，所以现在每天晚上也有很多人光
顾。尤其是花开的秋季夜景非常美丽，着实会让人们
体会到它的风流倜傥。如果您路过这里，请一定要脱
下鞋子登上去俯瞰华城一番。
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练武洞190

031-290-3600

© GYEONGGI TOURISM ORGANIZATION

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迎华洞320-2
031-290-3600
3-10月 09:00-18:00, 11-2月 09:00-17:00
儿童 500韩元，青少年和军人 韩
700韩元，成人 1000韩元
www.swcf.or.kr

夜晚显得更加宏伟壮观的水原华城正门“长安门”(上)
和位于访花随柳亭东面的“东北炮楼”(下)

水原行理团街 最近水原最红的街道

每个城市人气最高的街道，通常都在韩文名字后面加
上“~理团街”或“~洛水街”。水原是从华城行宫开始

延伸到八达门最热闹的街道，所以叫做行理团街。

这条街上有风俗画工坊、瓷器工坊、木制品工坊、
咖啡馆、迷你展览馆、青纱灯笼专卖店、改良韩服店

等，它们都是自由开设的，有很多可以游逛的地方。

一定要去看的世界文化遗产和
新复古景区

还有可以进行焦糖饼体验、拔黄金麦芽糖、金鱼体
验的画廊商店。艺术彩绘街道和由瓷砖拼成的壁画
也为游玩增添了乐趣。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华西门路43

在水原，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
是用住宅改造的新复古(New-tro)风格咖啡店和

餐厅的行理团街，可以参与各种超越时空的体验
而产生的义王景区距离水原只有30分钟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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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华城文化观光解说项目

1997年水原华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水原的文化观光解说社也是从此

开始介绍水原华城的，如今它已经成
长为韩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志愿服务

社。以国外游客为对象的文化观光解

说项目提供英语、日语、汉语服务，并
通过专业的讲解，为游客提供关于水

原华城的准确信息，让游客欣赏和体
验文化遗产的时间度过得更有意义。

水原华城幽静的城郭步行道起，一直到四处都
活动。而且，因富有众多自然主义感观的新空间

Tip

拥有美丽夜景的访花随柳亭

申请方法
• 个人需现场申请，团体需网上申请
•	个人需4人以上，
团体需20人以上且到访7天前预约
•	事先得到批准的团体，可在到访日通过预约的
旅游咨询处确认团体名称
•	使用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 下午4点停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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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IT + EAT IT

BOOK IT
义王Mother’s Garden 舒服的精油足浴

沿着义王白云湖边的步行道走，就会看到Mother’s
Garden的草本农场。在这里不到10000韩元就可以
购买到各种草本和大小各异的多肉植物。Mother’s
Garden销售对身体有益的草本茶、草本芳香剂和香

皂等商品，是一个香气四溢的足浴咖啡馆。换上店里
给的T恤和裤子，将脚泡在足浴池里，感觉好像到了
桑拿浴一样，汗流浃背，祛走疲劳的同时全身也得到
了放松。

京畿道义王市义一路175 草本与番茄
031-426-2626
周一至周五 09:00-18:00，周六 09:00-13:00，周日与法定节假日休息
精油足浴A套餐 1人 25000韩元，2人 40000韩元
www.mothersgarden.kr

Tip

精油SPA足浴有A套餐和B套餐两种。

A套餐是按照松肩、腹部热敷和足盐浴、
矿物质盐浴、沐浴精华的顺序进行的，

B套餐是进行以上3种必要程序。相比一
个人来说，两个人同行价格更加优惠。

义王清溪茶园 用心熬制的传统茶的浓浓味道

这是一家传统茶馆，可以坐在炕上品尝到手工茶的浓
浓味道。这家茶馆的主人，是因为很多人尝过他制作的

义王望良山自然休养林

的。茶都是在下单了之后才开始制作的。材料均通过手

“自然休养林”可以被认作是国家经营的住宿设施，不

茶后，都让他开茶馆，才把原来居住的房子改成茶馆
工加工和处理。所以，虽然不能大量制作，但是了解其

真实价值的客人都成为了常客。这家茶馆位于从龙仁
爱宝乐园、韩国民俗村或水原去首尔的路上。因为位

置很偏僻，所以只有驾车才能前往，这是老顾客们不想
分享给别人的一家美味店。
京畿道义王市玉泊谷东街26
周一至周日 11:00-22:00

031-426-5595

义王自然豆 手工制作的豆腐料理专卖店

这是一家位于白云湖边、慕洛山脚下的豆腐料理专

卖店。每天早晨用在闻庆和尚州生长的韩国国产大

豆制作豆腐。春天可以尽情地品尝菜园里种植的野

菜和蔬菜。这家餐厅的特色菜自然豆套餐是以嫩豆
腐开胃菜开始的，接下来上来的包豆腐、豆腐糖醋

肉、豆渣火锅等能够摆满一桌子。混合料理J&A套餐

里包含豆腐纳豆吐司、熏制鸭肉、烤三文鱼等，让您
一次大饱口福。

京畿道义王市文化艺术路163
031-422-0059
每天上午11点30分~下午9点30分
jykong.modo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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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合理、亲近自然的住处

要想提高植物散发出来的植物杀菌素的效果，
当然是植物生长最旺盛的春季到秋季效果最好，
尤其是初夏是最适合的时期。

仅设施和项目都很完善，而且价格非常低廉，所以深
受韩国人的喜爱。由于预订者较多，所以每个月通过
从网上预定者中抽签来选取房客。

望良山自然休养林距离首尔很近，使用大众交通工

具即可前往。这里的游客来自韩国各地，生态环境保

存良好，设施整洁，还有各式的客房。在野外露营地
还可以用自带的帐篷露营。室内项目经营有木工体

验、森林解说、森林治愈、幼儿森林项目，受欢迎的
人气项目会很早结束。

与义王主干线相连约1.8km的登山路，是用望良365

希望阶梯和瞭望台等相连接起来的，非常适合做森

林浴。这里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从茂盛的树木和植

物的茎和叶子中释放出来的植物杀菌素。在植物生
长旺盛的春季到秋季、一天中上午10点到中午时分，
做森林浴是最有效果的。

京畿道义王市北谷内街96
031-8086-7482
周一至周日 09:0018:00
露营木板 14000韩元，固定式帐篷 28000韩元，4人间客房白云山
洞 淡季与周一至周五 49000韩元 旺季和周六至周日 70000韩元
barasan.uuc.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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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因为层高较高，
所以会有豁然开朗的凉爽感觉。
室内装饰华丽，
就像来到了电影摄影棚一样。

INSSA: 指代帅气时髦的人的新造词

提供一站式解
决方案的
美妆集群
高阳ID HAIR One Mount店

ID HAIR是一个入驻在包括水上乐园、滑雪乐园的一山One Mount内的综
合美容空间，面积约1000坪。美发店是基本，还有化妆、美甲、假发店、
头皮护理、整形外科、皮肤科、美黑等服务，可以一站式享受美容服务
和信息。此外，这里还有鲜花店、西饼店、鲜果汁专卖店，能够方便地享

用。这里不仅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理发店，而且室内还有高达9米的天花
板，十分雄伟。因此是韩国国内美容产业相关人士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地

方。很多欧洲及日本的世界级美发品牌CEO和设计师也为了进行“标杆管
美发店是基本，

还有化妆、美甲、

假发店、头皮护

理、整形外科、

皮肤科、美黑等

服务，可以一站式

享受美容服务和
信息。

理”而前来逛上一圈。

世界级美容专家在这里来来往往，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建筑规模和美

容产业的多样性。还因为这里拥有600多名在美容领域具有竞争力的员
工。中国美容师甚至为了学习美发技术而亲自前来。由于韩国流行音乐

的热潮，韩流美容大幅增长，为了访问美容院而来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

也不断增加。有很多游客带着韩国电视剧或综艺节目中的艺人照片到访

这里。这些主要是为染色或脱发而制作的样品照片。接受服务的外国人
也会成为常客。这里的个人色彩诊断服务非常有名。美发时除了取向和

体型外，还会提供帮助顾客寻找适合自己颜色的服务。主要由对一般染

色和个人色彩染色拥有感觉和实力的美妆集群、造型师来进行。如果您
一直以来都是根据流行趋势来管理自己的发型，那么建议您在这里享受

适合自己的服务。韩国门户网站NAVER也会经常进行预约活动，因此访
问前最好先确认一下，以便享受优惠。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031-961-6700
周一至周六10:00-22:00，周日10:0020:00
个人色彩诊断 100000韩元，染色80000韩元，女士剪发20000韩元，热烫150000韩元
idhair.com

Mini Interview 发型必须与整体造型相协调。因此，我们会了解您的肤色、喜
欢穿的衣服、发型的苦恼，并利用28年的经验，找到符合您整体形象的、独属于

您自己的发型。我们最自信的是为发量较少的客人打造的突显发根的烫发，以
及用剃发刀打造的剃发发型和风格优雅的复古烫发。院长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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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INSSA: 指代帅气时髦的人的新造词

凭借贴心而
细致的护理获得一致好评
高阳K&Beauty

在一山，由于有MBC、SBS电视台，所以各地都在进行拍摄。今年年初

SBS播出的电视剧《命运与愤怒》也是在这里拍摄的。要想进行拍摄，必

须确保编导和设备能够进入的空间。这也是K&Beauty与又小又窄的美
甲店的不同之处。这里窗户大，采光好，宽敞的空间里凉爽地布置家具，

整体上较为舒适。空气净化器和吸尘器也都具备，所以在享受服务期间
感觉连身体都能得到护理。

K&BEAUTY的服务细致而又贴心。
这里具备多种材料，会推荐与顾客的手的
特点相配的美甲设计。

K&Beauty的服务细致而又贴心。这里具备多种材料，会推荐与顾客的

手的特点相配的美甲设计。很多人都想尝试一下韩国艺人的风格。特别是

居住在一山的日本人非常喜欢前来。最近流行各种颜色像糖浆一样飘落
的大理石风格。

这里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进行绘画设计。如果没有自己想要的美甲设计，
则可以利用绘画技术演绎出富有个性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服务是手部

美甲、脚部美甲、睫毛术。施术时间约为30分钟，会很仔细地进行。从地
铁3号线注叶站5号出口步行3分钟左右即可，很容易找到。因为采用提前
虽然开业还不到1年，

但已凭借感性的实力和缜密的办事
能力而出名。

预约制，所以必须提前2~3天预约。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中央路1456
031-925-2160
周一至周六10:30-20:30 周日休息
脚部美甲基本款单色30000韩元，手部美甲基本款单色20000韩元，Silk睫毛25000韩元，天然立体
睫毛50000韩元
blog.naver.com/pkpkpk1015

Mini Interview 绘画是美甲师在手上绘制图画的作业，难度很高，需要符合顾

客喜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深受那些喜欢与众不同的风格的顾客喜爱。虽然

我们才开业6个月，但凭借差别化的技术和在悠闲的时间里全力以赴的服务，获得
了非常高的顾客满意度。院长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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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引人注目的男士专用造型工具。

INSSA: 指代帅气时髦的人的新造词

让您变身为
美男！

城南Kings bag理发店

复古理发店（Barber shop）起源于国外，在被介绍到韩国后，一些Barber
shop理发店陆续登场。Barber shop是面向有个性的男士和懂得打扮自己
风格的男士的男士专业美发店。古典的工具如欣赏饰品一般，别有一番
情趣，高档的装修，可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咖啡厅一般舒适。

Kings bag理发店正在改变男士的发型文化。仔细管理男士们因不知道而

没管理过的部分，提供只属于男士的时尚感的综合美容服务。从划分出
发线后用发蜡定形，到染色、受损发质护理、湿式剃须、干式剃须、指甲
和脚指甲护理等。

在这里可以看到墙上贴着的感性的美发海报。它不是单纯的装饰，而是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墙上贴着的感性的

美发海报。它不是单

纯的装饰，而是在全

世界的理发店中实

际使用的男士美发

在全世界的理发店中实际使用的男士美发造型的风格指南。如果有喜欢
的类型，用手指着海报即可。4位男士发型师会积极为您解答。因为有可

以使用英语的发型师，所以您无需为语言而苦恼。但由于座位太少，在访
问前最好提前咨询可理发的时间。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18号板桥站路12
010-3384-4798
周一至周日 11:00-21:00
基本剪发 33000韩元，头部SPA套餐 50000韩元，软发膏 22000韩元
www.instagram.com/_kingsbag

造型的风格指南。

Mini Interview 在安静而雅致的氛围下，我们会为您提供贴心的服务，并体

现顾客细致的要求事项。不仅是发型，整理发线，在刷子上沾上泡沫，再沾上化
妆粉进行清洗的细腻剃须过程也将成为您别具一格的体验。发型师尹泰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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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LIKE
AN 인싸 INSSA
INSSA: 指代帅气时髦的人的新造词

个人美妆咨询

富川爱茉莉太平洋(AMORE PACIFIC）商业中心

如果您是对韩国美容商品感兴趣的人，那么可能已经非常了解爱茉莉太

平洋。据说，它是除韩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名人也非常喜欢的企业。其建

立的爱茉莉太平洋商业中心之一位于富川。进入中心后，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明亮柔和的室内装饰，以及按照不同品牌展示的化妆品。您可以喝
在这里可以一览爱茉莉太平洋的多
种品牌商品。因此，可以尽情试用平
时想使用的韩国美妆产品。

着员工递过来的茶，看看平时自己感兴趣的产品。这里注重顾客各自的
品位和体验。因此，在观看爱茉莉太平洋公司生产的各种品牌产品的同

时，还能够试一试适合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另外，还可以得到员工们的专

业咨询服务，获得个人所需产品的推荐。只是不能购买产品。可以一边

观赏各种K-BEAUTY商品，一边集中精力进行“美妆治愈”。不仅是产品

测试，您还可以参加与美容相关的各种体验，以及中心准备的各种课程
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之一是，在体验区可以检查皮肤状态或通过体
测仪的测量来确认身体成分。另外，还可以通过OMNIFIT的心理关怀来
测定脉搏、脑波等，以检查大脑健康分数、集中度、压力指数等。
京畿道富川市新兴路161新韩国大厦七楼
032-328-9870
09:00-18:00(周六、周日休息，其他日期可随时访问，无需预约)

Mini Interview 这里可以说是喜欢我们品牌的游客可以放心来玩的地方。和

朋友们一起来喝茶，事先测试要买的产品。我们还在准备各种课程。不仅有化妆

课，还会以减肥运动或插花课、手工制作肥皂等多样的主题课程。进入这里又走
出去的人们露出灿烂的笑容，看起来是那么的美。爱茉莉太平洋 孙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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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BEAUTY
HOT PLACES

在旅行的过程中，由于与平时不同的行程，让人

身心都很疲惫。如果您很在意不能适应陌生环

游客的内在美容

01

©熊津游乐城水上都市

境的皮肤状态，那么不妨体验一下韩式SPA。把
身体放到温水里，休息后，可能会被光滑的皮
肤吓一跳。

02

©利川Spa Plus

03

04

©加勒比海SPA山庄

富川熊津游乐城水上都市

利川Spa Plus

龙仁ROMAN BATH

龙仁加勒比海SPA山庄

室内约5830坪，室外约1200坪，是集首都圈最大水上公

这里很久以前就开始以温泉而闻名，水上乐园、水疗区、

这里是离首尔最近的温泉设施。在一楼做完运动按摩后，

这里是 加勒比海内的封闭型SPA 空间。SPA的大小足供

通过桑拿房和SPA让肌肤充满活力

园和SPA于一身的主题公园。特别是SPA，从40至45度的
桑拿房到家庭SPA和以色列的死海SPA，种类繁多，不论

年龄大小，任何人都可以享受。桑拿房和SPA有助于排出

身体的代谢物，帮助血液循环、恢复疲劳、皮肤再生。这
里还有室内、露天和私人空间，因此可以选择不同的类型
尽情享受。

京畿道富川市枣廊台路2
1577-5773
周一至周日 10:00-21:00(水上公园区、SPA区)周一至周日10:0020:00(滑梯区)周一至周日11:00-18:00(阳光公园区)
成人 50000韩元，36个月-12岁 40000韩元，36个月以下 免费(水上公园
&SPA一日套票)
www.playdo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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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都是顶级温泉水

汗蒸房都注入了对身体有益的矿泉水。尤其水疗区，一年

四季都供应最顶级的温泉水。这里由大温泉池、温泉池、

幼儿池、菊花、菖蒲、红酒、青袍、核桃惊喜池、精油池、
浴缸等组成。这里很容易找到，您可以和家人、恋人一同

享受皮肤美容和休息。室外提前1小时关门，客房住客可
以享受七折优惠。

京畿道利川市中里川路115号路45
031-639-5116
周一至周四上午9点~晚7点，周五至周日上午9点至晚8点30分
各季节营业时间不同，请参考网站
www.mirandahotel.com

适合两天一夜缓解疲劳的温泉设施

在温泉浴池和高温桑拿房上休息，身体会很舒服。旁边还
设有美甲店。二楼有冰房、氧气房、玉房、紫水晶房等，三
楼有炭房、锗房和皮肤护理处。 24小时运营，可预约火

炕房、平房，作为一个一边充分休息一边护理皮肤的两天
一夜路线，深受欢迎。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芝三路470 永进主题公园
031-335-1118
温泉24小时，室内泳池上午10点-晚6点，年中无休
温泉8000-9000
韩元，水上乐园12个月~学龄前儿童18000韩元，小学生以上20000韩元
romanbath.co.kr

在独立的空间里享受的独特的SPA

4~5名成年人使用。山庄内有休息空间、梳妆台、冰箱、
更衣室、可呼叫员工的内线电话等，因此可以很方便地使
用。这里共有5处SPA山庄，在访问前需要事先预约。但

是，这里以开放室外设施的5月初至10月初为重点进行运
营，最好咨询各季节的收费情况后再预约。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浦谷邑留云里
031-320-5000
8/19-9/22
SPA山庄 8/19-8/25 380000韩元，8/26-9/1 周一至周五 200000韩
元 周六周日 300000韩元，9/2-9/22 周一至周五 150000韩元 周六周日
200000韩元
www.eve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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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ETICS
如果您是关注韩国美妆的游客，那么一定不可错过以下信息。

这里不仅有护肤品、润体产品、
美发产品，连各种美容工具都按照
品牌一应俱全。而且，健康补品、零
食和饮料等真的应有尽有。

01

05

水光定妆喷雾

随着偶像歌手的美妆成

Powder 4 room
斯娜诺定妆液可以根据不
同类型挑选使用。这里介

得鲜珠光卧蚕眼影液

01

05

绍的产品是帮助展现润光

能够打造像艺人一样长时

前后为肌肤注入水润感，

间闪烁的眼妆的液体眼

突显光彩，帮助您长时间

影。

不脱妆。

8000韩元，得鲜

18000韩元，斯娜诺

06

保持凉爽舒缓足部喷雾

02

建议脚部敏感的人使用。

美迪惠尔三重激活舒缓
帮助肌肤美白和抗皱的高

02

06

感到脚部疲劳，那么就喷

有卓越的镇定和保湿效

一下吧。

果。

11000韩元，美迪惠尔

100ml，12000韩元，Adaline

03

07

植物烟酸美白面膜

APLILN白米蒸糕面霜

贴合力强，如同天鹅绒般

韩国No.1健身美容店

1999年，在韩国国内首次作为健身和美容商店1号店登场后，OLIVE YOUNG成为

了代表着韩国的药店。追求美丽和健康生活方式的OLIVE YOUNG反映了流行趋

势，随时更换产品，在这里可以最快地接触到新品牌、新产品，卖场可以体验各
种各样的生活。人气单品更换周期快，新的创意产品也会成为人气单品。面膜是

这里的畅销商品，当地Youtube和Instar等社交网站网红们提及的商品成为人气
商品。不仅是美容产品，这里还备有生活用品和宠物产品。OLIVE YOUNG还可以
进行产品演示，因此非常适合寻找符合自己的产品，此外，在这里还可以自由地

进行购物和体验。OLIVE YOUNG在韩国全国拥有1200多家卖场，在京畿道就有
250多家卖场，因此，无论到哪个地方旅游，都很容易看到OLIVE YOUNG卖场。
每个卖场都具备符合季节的企划商品和以月和周为单位的促销商品，即使是同
样的产品，也能够以比当地低廉的价格购买，而且打折的乐趣也相当可观。
40

03

07

美迪惠尔水漾保湿水凝

08

胶面膜REX

DreamWorks我是软面

美迪惠尔REX水凝胶面膜

霜美白面膜

系列中补水效果卓越，

如同奶油般的白色剂型，

帮助整顿肌肤、增进肌肤

不粘腻，易于清洗。

弹性的补水面膜。

27ml，3000韩元，美迪惠尔

效果。可自然提亮肤色，
50ml，29000韩元，APLIN

04

还具有抗皱和美白功能。

抹后可以看到面部变白的
涂抹性好。

25g，10贴 50000韩元，NACIFIC

含有霍霍巴油和牛油果油
成分，保湿功能好。

如果您想拥有清透的蜜

04

光肌肤，那么就尝试一下
L

OLIVE YOUNG

帮助肌肤美白和抗皱，涂

IH

EA

应有尽有的
健身&
美容药店

心情得到放松，而且脚部
果您因为长时间步行而

物、积雪草提取物等，具

白精华。

为疲劳的双脚喷上，不仅
也会变得舒适、干爽。如

浓缩安瓶。含有茶树提取

柔软的面膜布上充满了美

美妆道具的关注也有所

增加。这里介绍的产品是

妆容的定妆喷雾。在化妆

保湿精华

为热门话题，人们对闪耀

©

D
ME

08

吧。

100g，13000韩元，Dream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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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世界
宣传亚洲的美丽

K-BEAUTY BRAND
通过品牌遇见韩国美妆

除了韩国以外很
多国家的名人都喜欢
的品牌！

名人们的美妆游乐场

AMORE PACIFIC

CHICOR

样的旗舰品牌，同时也是将亚洲植物原料的神秘完美地

方——CHICOR。它是一种以感性的视角打造严选美容

爱茉莉太平洋(AMORE PACIFIC)是一个如同其企业名称一

这里是对喜欢美容商品的人来说，像游乐场一样的地

传达给世界女性肌肤中的奢华品牌，其凭借以“爱茉莉

收藏品的美容专业品牌店。除了彩妆、护肤品、美发及

太平洋”为首的韩方化妆品品牌“雪花秀”、将焦点放在

润体产品、美甲商品之外，这里还可以体验各种美容工

年轻女性的时尚感和风格上的“兰芝”、为了温柔却充满

具。卖场里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化妆灯把镜子周围照

产品，成为了一直深受人们喜爱的韩国企业。每个品牌

都有各自的卖场，可以在爱茉莉太平洋的代表品牌编辑
店“aritaum”购买到主要品牌的产品。各品牌在大型购物

海外直购才能购买到的海外商品，到网上热卖的韩国国
内品牌，各种产品层出不穷。

高阳店: 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高阳大路1955 高阳星空二楼
031-5173-1555
上午10点~晚10点（每天）
河南店: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号路 新世界百货星空河南店一楼
031-8072-1735
上午11点~晚9点(百货商店固定休息日不营业)
www.chicor.com/chicor

©DEAR DAHLIA

©WWW.HERA.COM

©WWW.PRIMERA.CO.KR

中心或百货商店也有入驻。

亮，形成一个自助吧式的“美妆台”。从在韩国只有通过

©CHICOR

©DESIGN.AMOREPACIFIC.COM

主题的自然主义美容品牌“悦诗风吟”等十多个品牌的

©CHOSUNGAH22.COM

热情的女性而打造的“梦妆”，以及以济州岛自然风景为

©WWW.AMOREPACIFIC.COM

完美策划的
美妆编辑店

01 AMORE PACIFIC 轮廓紧致精华

02 HERA

03 PRIMERA

01 DEAR DAHLIA

02 chosungah22(潮盛雅22)

03 CHICOR

肌肤的精华。珍贵的皂角苷成分帮助

轻薄而水润地与肌肤 贴合，亮丽遮

柔和护理角质，改善肌肤纹理的去角

仅 坚持 使 用自然萃 取 成分的“素食

创造韩流神话的化妆师赵成雅的品

CHICOR的PB产品。含有从

填补肌肤弹性连接桥梁，缔造弹性

改善肌肤弹性，氨基酸和植物萃取

成分结合而成的氨基连接物(Amino
Linker)缔造饱满健康肌肤。
30ml，280000韩元

黑气垫 SPF34/PA++

瑕的气垫。实现不粘腻的柔爽使用

感，就好像涂抹了粉底液之后轻拍
了粉饼一样，光滑而不粘腻。
55000韩元

温和去角质面部调理啫喱

质产品，是芙丽美娜的代表性单品。
柔软的啫喱剂型，成块吸附肌肤角质

和肌肤垃圾，减少刺激，去除角质。使
用方法简单。洁面后擦去面部水分，在
眼周和唇部以外的整个面部涂抹，轻
轻按摩30秒后用水清洗干净。
150ml，30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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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奥肌肤天堂绽放气垫粉底

主 义”美 妆 品 牌——黛 丽 奥 的 著名
大理石气垫。因为美丽，所以易于上

手。其所含成分好，深受敏感肌肤消
费者喜爱。是贴合力和遮 瑕力优秀

的半哑光气垫粉底，轻薄涂抹，清爽
贴合，缔造柔滑洁净肌肤。含有黛丽
奥鲜花提取物、“自然萃取矿物粉”。
SPF 35 PA+++，38000韩元

大王气垫粉底

牌——chosungah22的产品。既是
著名女演员的气垫，又是大王气垫。

除大马士革玫瑰精华以外，还含有
大量保湿成分，可缔造独一无二的

光彩肌肤，采用天然AIR CRUSH工
艺，遮瑕效果也得到了认可。产品本
身的容量和镜子都很大。其优点是，
不用另外携带小镜子。

SPF 50+ PA++++，35000韩元

全息露水防晒霜(粉色)

多个角度反射光线的微细

珍珠粒子，可以展现闪耀的
肌 肤 。强 力的 防紫 外 线 功
能，为护肤 的 最 后 一 步 负
责。

30ml，SPF 50+ PA++++，
17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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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的夜晚

日落后，京畿道展现出了不为人知的浪漫面孔。

当街上的路灯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时，就赶紧加快脚步吧。
因为不论是令人窒息的日落时分，还是华丽的烟花庆典，
点缀着景区夜晚的各种惊喜正等着您。

©现代邮轮

周六晚上的烟火庆典

沿着京仁运河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落日，还有商圈中
最大规模的marina设施，您还可以在大型购物街的

现代高级折扣店购物。在码头可以乘坐游艇，还可以

京仁运河水路是从幸州大
桥(首尔市江西区开花洞)
附近的汉江闸门开始，
路过金浦市，
再经过仁川市贵阳区，
通过仁川市的西部流向大
海的。

体验邮轮。尤其是每周六如果购买夜航商品，还可

以在船上观看演出的同时，在最佳位置观看到华丽
的烟火表演。

031-999-7800

www.waterway.or.kr

©instagram.com/yeoni0618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钱湖里

©利川宇宙星光庭院

©安山星光村摄影乐园

NIGHT VIEW

金浦 Aramarina

利川宇宙星光庭院

坡州童话治愈露营

安山星光村摄影乐园

安山落日观景台

作为可以欣赏到感性灯光和媒体艺术作品的光主题

去 人 工 月球 的 路上，水 杉 树一 个接 一 个 的 连 绵 不

这里的特色是，在远离市中心的美丽光影林中，可以与

在西海可以看到美丽的日落和仁川大桥。观景台距

每晚都仿佛在宇宙中一样

灯饰公园，在这里可以看到精致的动态光。经过这
里的港口区，可以看到很多在社交平台上出现过的

地方。还可以一次性领略到光与花，以及多种多样的
展示，有见面、享受、着迷、梦想、花开共五种主题。
京畿道利川市麻长面德耳路154号路287-76（位于德平自然休息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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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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创造的童话般的世界

绝，每次呼吸都能感受到它释放出的植物杀菌素，五

彩斑斓的灯泡发射出各自的光芒。一到晚上就会成

为光之国的这里，白天就变成了可以与鹦鹉、羊、小

猫、松鼠等动物一起玩耍的小动物园，也可以变成四
季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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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特别适合拍照，所以起名叫做摄影乐园

大约200只动物模型一起拍摄各种各样主题的照片。众

多的树木上布满了密集的灯光，企鹅、红鹤、熊猫、河
马、小兵丁等都在各个摄影区等待着您。

京畿道安山市常绿区水仁路1723
031-484-5050
周一至周五 16:00-23:00，周六和法定节假日 15:00-24:00
www.ansanstar.net

火红的灯塔旁边，落下火红的夕阳

离停车场约1.5公里。当您看到火红的灯塔和系着云
带的太阳模型时，就找对地方了。如果把在灯塔旁的

落日或太阳模型作为背景拍照，将会留下一个有趣
的场景。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大阜北洞山23

全年无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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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MARKET
充满活力的夜市

用五种颜色经营不同
主题的乌山五色市场。
在其中象征着热情和
年轻的红色路上，每
周五和周六晚上会有
夜市开放。

还可以一同品尝
到世界各国的
料理，观赏到街
头表演。

如果您计划通过游夜市来发现旅游的奇妙之
处，那么不妨去看看以下三个地方。
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旅行风格，

O

Y NI G H
NL

平泽宋弗朗西斯科商店

乌山五色市场夜市 哇！令人惊叹的夜市

水原南门夜市食品推车 10种选着吃的乐趣

铁路上的夜空里闪烁着象征平泽空军基地的飞机照

上都有夜市开放。随着天色越来越晚，夜市也会让

推车时，人们就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起来了。这里的特

沿着粉红色推车去往圣弗朗西斯科

明。这里的异国风情堪称“平泽的梨泰院”或“宋弗朗
西斯科”。每周六和周日，可以体验一下在夜市里，沿

着粉红色的食品推车，一边欣赏街头表演，一边享受
美食、购物和娱乐。

	 京畿道平泽市中央市场路25号路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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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不同的选择。

水原南门夜市食品
推车在接受
《白钟元的胡同餐
厅》宣传后变得更
加有名。

全年无休开放

具有百年历史的乌山五色市场，每逢周五和周六晚

旅游的心情越来越兴奋。在这里可以看到土耳其烤

肉、中国煎饼 等世界各国料理，炒年 糕、热 狗等小
吃，以及烤鳗鱼或炒肥肠也很受欢迎。像这样，在品
尝各种美食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街头表演。
京畿道乌山市五山路272号路22
周五至周六 17:00-23:00

从八达门步行街到支东桥之间，横上大约有10个食品
点是没有重复的菜单。牛排、虾料理、烧烤面、拉面等
让人看着就垂涎欲滴的食物足以激发食欲。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八达门路9

周一至周日 17:00-22:00

031-376-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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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RUNNING
#历史
#风景优美
#艺术
#咖啡馆
#吃
#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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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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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水果
#购物
#睡觉
#易于接近

K-WAVE
BEST PICK

#BTS

2

杨州日迎站 无论何时去，这里都是春天

来自全世界无数的A.R.M.Y为了防弹旅行来到韩国。这个旅行的主要行程是寻找

防弹少年团专辑封面的背景场所和MV拍摄地等。然后在那里再现MV的场面，拍
照留念，再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站进行分享。日迎站现在已经停止了列车的运营，

特别防弹-跟随A.R.M.Y参拜圣地

成为了废弃车站，BTS的《春天》MV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长长的

线路、悠久的历史、无人来往的宁静氛，真是魅力十足。听着BTS的《春天》，沿
着铁路走一走，回味一下MV中的场景也很好。在歌单播放期间，坐在空椅子上
计划一下余下的旅程也是不错的选择。
京畿道杨州市长兴面三上里327

031-855-5582

BEST PICK

SPORTS MONSTER 河南

3

穿着轻便的服装进行另类体育

这里是防弹少年团大步走过的绳索路线的所在地。它是体

育文化空间，设施包括BASIC、EXCITING、ADVENTURE和

DEGITAL四个主题区。在BASIC区，使用者可随意制定自由
运动规则，EXCITING区有跳跃激光射击等，ADVENTURE
区有不同级别的攀岩设施，DIGITAL区则可以进行虚拟体
验。想体验动感乐趣时，可以在这里开心地玩耍。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 Starfield河南四楼
1668-4832
周一至周日 10:00-21:00
www.sportsmonster.co.kr

BEST PICK

4

龙仁EVERLAND 防弹与僵尸的胜负对抗

《奔跑吧，防弹》花絮第24集《BTS VS僵尸》篇中，上演了BTS成员们与僵尸对抗来完成任务，以

及他们为粉丝争取自由利用权的过程，令观众捧腹大笑。拍摄的僵尸篇场景是由爱宝乐园5个主题
公园组成的，因为这里实在有太多好玩的和好看的，会让您都不知道一整天是怎么度过的。另外，
您也不要忘记在动物王国体验狩猎，以及认识世界濒危动物大熊猫爱宝和乐宝。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周一至周日 10:00-22:00

BEST PICK

1

0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高阳One Mount 像灵敏的防弹少年团一样奔跑

《奔跑吧，防弹》花絮第13集《重新复活的间谍》和第16集《雪地冬季奥运会》是在这里拍摄的。以寻
找间谍的横冲直撞花絮和冬季奥运会为主题，在One Mount滑雪场和滑冰场进行了愉快的游戏。其中
在日山土生土长的防弹少年团队长RM特别开心。这里除了水上乐园和戏雪乐园以外，还举办各种庆
典，作为一个体验空间深受人们喜爱。这里还有体育俱乐部和购物中心，您可以尽情享受多种文化。

京畿道高阳市日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1566-2232
（水上乐园）周一至周五 室内10:00-18:00 室外12:00-17:00，周六至周
日 室内10:00-20:00 室外11:00-19:00（戏雪乐园）周一至周五 室内10:00-18:00，周六至周日 室内10:00-19:00
onemoun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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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ICK

5

#RUNNING MAN
韩国人气综艺节目《Running Man》的7名成员穿行于京畿道各地，
拍摄了赛车游戏。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来一次冒险吧！

01

02

光明洞窟

的家庭比赛”篇

匙搭乘宇宙飞船吧”篇

1 91 2年，日本 以 掠 夺 资源 为目的开发了这 里，

这里可以看到以新石器时代的
贝冢遗迹为代表的古代文物。
作为日常活 动，在 这 里可以制
作史前时代的装饰品，还有用

新石器时代遗物制作的有声书

角，以及儿童体验室和各种教
育方面内容，非常适合体验。
京畿道始兴市西海岸路113-27
031-310-3460
oidomuseum.siheung.go.kr

拍 摄 “来自星 星的 您，找 到 钥
这里是韩国具代表性的传统文

化主题公园。这里再现了朝鲜

时代的传统房屋和村庄、传统
演出和游戏，在这里全年都可

以观赏热闹的表演，体验韩国
民俗村特有的名流和朝鲜式民
俗灵魂。

拍摄“寻找消失的玩具TOY比赛”篇

1972年，在封矿后的40多年期间这里一直被用作
虾酱仓库。2011年，光明市收购了洞窟，将其变身
成为有恐怖体验、VR体验等能够体验文化和历史
的适合家庭游玩的洞窟主题公园。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路142
070-4277-8902
www.gm.go.kr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0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04

05

高阳现代发动机工作室

高阳One Mount

年特辑比赛”篇

在现代 发动机 工作室，除了有

的假日”篇

这里的收藏库收藏了20世纪70年代前两万多张原

稿和六千多册单行本等，还有使用漫画素材打造

的体验区、专业资料室、能容纳70人的4D动画放
映厅等。如果您喜欢漫画，一定要来这里看看。
京畿道富川市吉州路1
032-310-3090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52

05 06
仁川国际机场

拍摄“预定王比赛”篇

试乘新车、体 验豪华轿车等多

种主题试乘项目外，还有作为
培训项目的儿童工作坊、儿童

观光、体验前途的梦境儿童交
通安全班等经营活动。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Kintex路
217-6
1899-6611
motorstudio.
hyundai.com/goyang

京畿道

首尔

04
01 03

02

07

涟川香草村

拍摄“温室中香草的秘密”篇

这里有春天举办薰衣草庆典，秋天举行天使花庆

09

加平Le Petite France

华城嗨皮乐园水上公园

的衣服”篇

事”篇

拍摄“与2PM一起寻找小王子
除了小巧精致的空间外，还可以
体 验到奇幻木偶剧、牵线木偶
演出、八音盒演示等多种表演和

见到小王子的虚拟现实（VR）体
验，以及体验到法国蒙马尔特山
上爱墙的爱神蓝色摄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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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跟着水女神哈菲娜的故
由使 用100%天然温泉水的温
泉、水上公园和香草公园组成。
水上公园有室内外游泳池、露

天 温 泉 等，可以尽情 享 受 。但
是，旺季和淡季等不同季节的

运营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在访问
前请务必确认。

京畿道华城市八滩面市厅路888
1577-5752
www.hapyland.co.kr

典的户外 花园等，总占地约1,238平方米的超大
型草本温室人气超高。有100多种草本植物和20

多种温带树木，其中有5棵树龄约为300年的橄榄
树，是韩国国内橄榄树中树龄最高的几棵。
京畿道涟川郡旺澄面北三里222
031-833-5100
herbvillage.co.kr

06

富川韩国漫画博物馆

拍摄“与李瑞镇、李胜基、文 彩英一 起度过的新

08

03

龙仁韩国民俗村

拍摄“变身为八 兄妹的成员们

12

09

始兴乌尔岛史前遗迹公园

08

07
11
10

11

拍 摄“Running Man成员们
这 里 是 由 水 上 公 园 、戏 雪 公
园、灯光 庆 典 、体育 俱乐部 、

10

购物中心组成主题公园。在这

涟川朝鲜王室

设施一应俱全，不仅 适合和朋

念根堂原位于明伦洞文庙旁，被原封不动地搬迁

里，美食广场和哺乳室等便利
友一起，有孩子的家庭出行也
可以很方便。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
300
1566-2232
onemount.co.kr

拍摄“王位游戏”篇

到当前的位置后，建造成了为王室成员和特权阶层
而准备的空间，成为每个人体验历史文化的名胜。
京畿道涟川郡涟川邑岘文路339-10
031-834-8383
www.chosun1807.com

12

涟川全谷史前博物馆

抱川香草岛

这是一座在发现东亚第一个阿

始游戏”篇

拍摄“我们现在去史前时代”篇
舍 利型手斧，重写世界旧石器

历史的全谷里旧石器遗址上建
立的博物馆。因为运营着多种
教育项目和活动，所以很值得
参与一下。

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邑平路443号路2
031-830-5600
jgpm.ggcf.kr

拍摄“与奥林匹克明星一 起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草植物博

物馆，一年到头都可以观赏草
本 植 物，享受 身心休息 。上午

和下午运营有从首尔出发的班
车，可以在网上预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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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NDSCAPE

#历史

©华城济扶岛水上漫步

能够欣赏传统韩流文化的异色旅游景点

平泽修道寺 需要心灵安定的时候

修道寺是伟大的高僧元晓大师获得领悟的地方，这是一

#风景优美

BEST PICK

9

一个走进大自然留下特别的旅行回忆的好地方
©安城农场乐园

BEST PICK

6

处曹溪宗指定的寺庙食物特色寺庙，也因寺庙食物的大
师——红门法师的所在地而出名。这里有可以体验僧人修

行生活的寺院寄宿和寺庙食物体验。寺院寄宿是两天一

华城济扶岛水上漫步 日落后在海上散步

夜项目，还有可以体验2 ~ 4小时的寺院寄宿项目。

这里是位于华城旁边的小 巧而朴素的
岛——济扶岛。一天出现两次海路，出

京畿道平泽市浦升邑虎岩路58
031-682-3169
两天一夜项目每周六16:00至周日14:00
www.sudosa.net/index.php

现后就可以步行进入岛上。为了看到这

一情景，很多游客都慕名前往。这条海
滨路的起点有一 个名为“水上漫步”的

BEST PICK

10

雕塑。海水上涨的时候，走上44米的楼
梯，感觉就像在海上漫步一样。也可以
BEST PICK

7

在这里欣赏西海美丽的日落。在电视剧

 京畿道华城市西新面松桥里377-46

个地方是韩国代表性的山城，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

原有的面貌。探访路线共有5个，所需时间从1小时到3小

时20分钟各不相同。南汉山城路是即使不崎岖，也有弯曲

山路的路线，所以最好穿上舒适的运动鞋，准备可以简单

等的开花期，可以 欣赏到美丽的景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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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零食和水。

8

色。但是，部分设施的基本使用时间
不同，最好在访问前登录网站确认。
京畿道安城市孔道邑大薪头路28
031-8053-7979
2月-11月10:00-18:00，
12月-1月10:00-17:00
nhasfarmland.com

京畿道广州市南汉山城面南汉山城路731
031-743-6610
南汉山城行宫（4-10月）周一至周日10:00-18:00（11-3月）周一至周日
10:00-17:00
www.gg.go.kr/namhansansung-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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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ETITE FRANCE

BEST PICK

验牧场主题公园。可以观看牲畜表
来油菜、黑麦、玫瑰、荷花、波斯菊

济扶岛的水上漫步景点拍摄的。

卷了全球票房，同时将南汉山城宣传到了全世界各地。这

这里是设有游泳池和游乐设施的体
等。4月到11月期间，农场乐园会迎

英确认对方心意的浪漫场景就是在这

电影《南汉山城》已将版权销售给了28个国家，成功地席

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旅游

演，体验喂养、骑马、制酪农、工艺

《金秘书为何那样》中，朴叙俊和朴敏

南汉山城 珍藏着一千年历史的韩国的代表山城

安城农场乐园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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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州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 韩国和朝鲜的风相遇的和平公园

加平Le Petite France 灯光创造的童话般的世界

杨平两水里 排队拍照的摄影区

平的象征而建造。范围从军事分界线到7公里以南的地方，

在内的欧洲多种文化体验和演出。奇幻木偶剧、牵线木偶表

亮》男女主人公的美丽吻戏而变得更有名。附近的美食很

这是韩国国内唯一的法国主题公园。可以欣赏到包括法国

在2005年世界和平庆典时，以韩国和朝鲜的和解、共生、和

演、八音盒展示等都是代表性的活动。除了小巧精致的空间

与板门店不同，这里无需复杂的许可证即可访问。主要建筑

外，还可以体验到奇幻木偶剧、牵线木偶演出、八音盒演示

临津阁是1972年为朝鲜流离失所者建造的。可以体验从临

等多种表演和能够见到小王子的虚拟现实（VR）体验，以及

津阁进入民统线的DMZ观光。可以亲眼看到朝鲜开城市的
桔梗山瞭望台，还可以参观朝鲜军队挖掘的第三地道。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马井里618-13
年中无休开放
imjingak.co.kr

54

031-956-8300

©京畿观光公社

体验到法国蒙马尔特山上爱墙的爱神蓝色摄影区。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1063
031-584-8200
09:00-18:00
www.pfcamp.com

这里是相框排成一行拍摄的摄影区，因电视剧《她很漂
有名。尤其是荷叶热狗、焦糖饼、彩虹棉花糖很受欢迎。

简单地吃完后，借用电动滑板车，围绕两水里转一圈吧。
还有家庭型拖车，有孩子的家人也可以一起享受。如果下
雾的话，则可以尽情享受洗美苑植物园的景致。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里

031-770-1001

年中无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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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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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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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川香草岛

添加了艺术感性后完成的概念空间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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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CERAPIA 从世界级陶瓷艺术作品展示到体验

利川的标志——利川Cerapia，这是包含着用陶瓷做成的
乌托邦意思的家庭型主题公园。这里的核心文化场所——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收藏了两千多件世界级的现代陶瓷作
品，并通过多种企划展和特别展览展示了世界各国的陶瓷

艺术作品。另外，这里设有为艺术家们专心创作而设计的
居住设施和体验设施，正在作为观众可以与作家沟通的复
合文化空间运营。

京畿道利川市京忠大路2697号路263
09:00-18:00，每年1月1日和每周一，节日当天休馆
www.kocef.org/02museum/04.asp

031-631- 6501

安阳艺术公园 艺术家们的根据地

2005年11月，52名世界级作家在山谷和散步路、广场周围

抱川香草岛

展出了各种公共艺术作品，吸引了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欣

用香草满足五感，恢复元气

赏世界艺术作品，安阳艺术公园成为了情侣们的约会场所

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香草原产地

和必须去的旅游景点。

地中海生活为主题的香草植物博物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石水洞山22
年中无休全天候开放

馆。除了经常举办的灯光童话庆典

外，不同的访问时间都会举办有鲜
花 庆 典（1-5月）、薰衣草庆 典 、香
气淋浴庆典（6-10月）、狂欢节（10

月）、生动收获节（10月），尽情享受
每次游览。不仅如此，还有凤尾船、

驴子体验、恐龙村、圣诞老人家等庆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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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与活动，参与项目丰富多彩。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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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号路35
031-535-6494
周日至周五 09:00-22:00，周六和公休日
09:00-23:00
www.herbisland.co.kr

利川猪博物馆 小猪和孩子们交感的地方

猪是动物中最喜欢干净的动物。在这个地方，可以亲自抚摸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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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干净的猪，留下宝贵的回忆。基本活动有观看有趣的

猪演出，还有孩子们能够产生共鸣的猪游行、体验香肠的制

坪村MONAMI商店

代表50年传统的大韩民国文具品牌

摩纳米商店提供了一种“写作”的新
体 验。即兴组装圆珠笔，找 到只属

于自己的墨水 颜色，让 人铭记自己
的名字等，即使一 个小小的文具，
也能彻底反映个人喜好。

京畿道安养市东安区市民大路180 乐天百货
店平坪村四楼
031-8086-9457
周一至周四10:30-20:00，周五至周日
10:30-20:00
monamiconcept.com

作、制作猪形状的摆件等多种项目活动。尤其是博物馆一角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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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刚出生的小猪聚集在一起的样子，一定要去看看哦。
京畿道利川市栗面林乌山路372号路129-7
031-641-7540
周二至周日 09:00-18:00，周一休息
www.pigpark.co.kr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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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SIMMONS TERRACE

希望您能在讲解员旅行中睡熟

拥有世界公认的床垫自主生产系统

和世界顶级设备的睡眠研究研发中

杨平THE GREEM 像私人别墅一样的迷你植物园

杨平THE HILL HOUSE 全景画般的南汉江视野

思的心 脏的研 究 所席 梦思 工 厂，以

拍摄地着称。也因婚礼照片拍摄地而获得口碑。在首尔近

南汉江视野和井然有序的花园。有30年历史的古色古香的

心等都云集在这里。名为韩国席梦
及品牌博物馆传统客栈中提供讲解

员旅行。工厂旅行预订原则上为网
站申请。

京畿道利川市事实路988
031-631-4071
周一至周五11:00-20:00，
周六至周日11:00-21:00
www.simmons.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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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045-2473

令游人陶醉于欧洲风格的豪宅和花园，以电视剧和广告
郊，可以欣赏到自然和树木，是一处可获得治愈的空间。

能听到一年四季流动的溪水声和各种鸟鸣。每天使用水
清洗，随时清扫和擦拭游客人走过的地方，所以即使人头

涌动，花园也会很整洁。入场费中包含可以在20种饮料中
免费挑选饮用的服务。

京畿道杨平郡玉泉面龙川里564-7
周四至周二10:00-19:00，周三休息

0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距首尔中心约50分钟车程的山之屋酒店拥有全景画般的
建筑物在以上流社会为背景的电视剧中作为主拍摄地亮

相。最近，在见面礼、婚礼等特殊日子前来的人越来越多
了。尤其是婚礼，这里可以举办花园婚礼、红花婚礼等针
对多种场所的不同风格的定制型花园婚礼。
京畿道杨平郡江下面江南路489
www.thehillhouse.co.kr

031-77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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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
最容易进入的京畿道咖啡馆之旅

军浦洪钟昕烘焙店 唤醒味觉的大韩民国名匠烘焙店

杨平梦寐以求的照相机 愿您的梦想成真！

这个地方的主人相信通过每天看照片，反思自己梦想的
过程，可以实现那个梦想。实际上，这里的主人正在向

BEST PICK

24

顾客传授这样实现梦想的过程和诀窍。在咖啡馆里准

备的纸上写下人生目标清单，即可免费赠送用拍立得拍
摄的“梦想照片”。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韩松路35
031-771-3264
周二至周六11:00-18:00，周日、周一和节日休息
dreamycamera.synology.me

如果想要品尝大韩民国名匠的面包店，那么等待的时间要
比想象的长一些。因为虽然味道也很好，但由于很多人来看

风景，度过悠闲的时光，所以要等待。人气产品是明太鱼籽

©杨平梦寐以求的照相机

杨州Orangerie

BEST PICK

25

长棍面包。得益于又咸而又劲道的口感，这款面包一出炉就
会立马被抢光。名匠推荐的另一款人气菜单是卡布奇诺奶

一座名叫治愈的植物园咖啡馆

咖啡馆里有树，有石头，有鱼儿们嬉戏的小
溪和池塘。在植物园中的咖啡馆是以前没有

油摩卡面包。柔软的面包里有清淡的奶油，帮助激活味蕾。
031-406-3316

见过的存在，这种视觉效果一度成为热门话

09:00-23:00

题。和Orangerie植物园在一起，咖啡馆的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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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州李陶陶瓷工作室 韩式碗和韩国的饮食文化

这里是运营有陶瓷创作和展览、体验、购物、演出等多类

项目的新概念复合文化空间。“李陶”是向世界宣传韩国碗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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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时会非常喜欢。

©南杨州For A Day八堂

21

规模也是超大型。孩子们和父母一起 来这

和饮食文化的李允信李陶会长开发的品牌。2004年在首
尔钟路区仁寺洞森吉路开业，开始积累品牌认同感。从

京畿道杨州市白石邑机山路423-19
0615
周一至周日11:00-21:00

070-7755-

©杨州Orangerie

 京畿道军浦市繁荣路252

南杨州For A Day八堂 在露天平房里观赏夜景

这里是可以在户外平房里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根据天气
的不同，四周的帐篷都可以下降或升起，椅子上还准备了

电热毯，即使在寒冷的天气下，也能在户外温暖地享受。
在这个咖啡馆吃的香港华夫饼很特别。华夫饼之间密密
麻麻地嵌着应季水果。白天看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汉
江，晚上欣赏夜景，享受的美味是无与伦比的。
京畿道南杨州市瓦阜邑京江路926号路8-7
031-577-2505
周一至周日 11:00-24:00

2008年进入韩国国内新世界百货商店开始，逐渐增加了
分店。以传播韩国文化的品牌固有观点构成的李陶陶瓷工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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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通过充满异国情调的空间和体验项目打造口碑，成

为了骊州的代表性旅游景点。这里是特别适合想要离开
复杂的城市，享受闲暇的情侣们约会的路线，并且作为以
体验为主的家庭郊游路线备受欢迎。

这里运营有观光项目，基本观光时间为30分钟，从李陶宣

传馆李舜臣大厅开始，可以参观手工艺陶瓷工厂——歪工

利川利津商会

李孝利经常光顾的面包店和利川名品汇集一处

这里入驻有以李孝利经常光顾的面包店而闻名的Maison
de Petit Four。虽然有很多种面包，但Maison de Petit Four

的面包一早就会销售一空，所以如果想要一品其美味，最好

早下手为强。在每天用新鲜的食材精心烤制的烘焙美食中，

利川名品纯米芝士面包很受欢迎。搭配经过高级焙烧过程
的咖啡一起享用，嘴里就会立刻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京畿道利川市麻长面西利川路656
070-8888-8882
www.instagram.com/ijinsanghoe

58

10:00-22:00

厂（Y-Factory）。这里可以亲眼看到和泥-成型-干燥-头遍

烧窑-上釉-二遍烧窑-完成等瓷器的制作过程。选择附加
陶艺体验需要2小时，还有其他纪念品。如果参观者在5人

以上，则可以运营，最多可容纳20人参与。为观光申请人

提供的解说服务是为了帮助初次接触瓷器的游客更容易
理解而提供的。在李陶陶器作坊能够以比市面便宜的价

格购买生活餐具、桌上摆件等。体验后，建议您尽情享受
美丽的景色，在李陶咖啡馆或户外广场休息。

京畿道骊州市北内面稼亭一路62
031-881-5525
周一至周六 10:00-18:00，周日休息
yidopottery.com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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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P. HILLSIDE 亲自做的蛋糕，早午餐美食店

蛋糕是亲自做的，饮料是店主人在巴黎品尝过之后，以韩国式再现了那种感
叹的味道。这里以早午餐好吃的咖啡馆而闻名。一个个小小的摆饰，高级的
室内装潢，甚至符合第一层和第二层气氛的音乐选曲，咖啡馆到处都渗透着

店主人的高端品味。菜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明太鱼籽油意大利面和戈尔贡佐
拉面意大利面。咖啡馆里还有智能手机彩扩机，所以可以即时挑选照片。
 京畿道坡州市五浦邑新马路280-59

031-714-5487

周二至周日11:00-22:00，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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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议政府鱼饼食堂

在京畿道散步的美味旅程

传承了三代的美食之家

大韩民国第一个部队火锅1号店，还上过好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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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次电视，这个地 方从 卖 鱼饼的大 篷车开
始，如今成为了吃饭要排队的部队火锅美食

之家。以传承了三代的食谱和高质量的食材
为基础，成为代表议政府的部队火锅饭店。

附近虽然有很多部队火锅饭店，在其中，这
家饭店的部队火锅汤味道又浓又香，不仅是

韩国人，还牢牢地抓住了外国顾客的胃。采
用传统菜谱 做 成的水萝卜泡菜使部队火锅
的辣味变得更加清爽。

京畿道议政府市护国路1309路15
031-842-0006
上午8点30分~晚8点30分
odengsikdang.com

平泽The Big Bite 去美国来一场美食旅行

美国海外单一基地中最大的平泽营地汉弗莱斯，是汝矣岛

面积的5倍左右，是板桥新城的1.6倍左右，以大规模的占
地而自豪。The Big Bite是一家家庭饭店，堪称平泽美食

之家。外表当然是因为数量多的食物，所以到了让人想起

BEST PICK

31

来美国的程度。人气菜单是牛排和意大利面，所以最好尽
可能和3名以上的朋友来享受。

京畿道平泽市彭城邑安停循环路187
周二至周日11:30-22:00，周一休息
031-656-3083
thebigbite.modoo.at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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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杨州木香园 用明火烤肉满足您的味蕾

在《星期三美食会》中受到盛赞的这个地方位于水落山脚下，可以品尝到明火烤肉包饭。主菜单是铁

网烤牛肉包饭套餐。点菜后，一口大小的三色糯米饭等美观、整洁的摆放好上菜，增添了口味。一口大
小的三色糯米饭越嚼越觉得有嚼劲，甚至连不远千里找来的外国顾客也很佩服。
 京畿道南杨州市德陵路1071号路34-12

031-527-2255

周一至周日11:00-22:00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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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皇帝米饭店 韩国人的饭桌是这样的

这里是《周三美食汇》上介绍过的“皇帝米饭店”，用亲自蒸的大米

饭做石锅饭，然后做出一个丰盛的饭桌。另外，只用无人工添加的
天然调味料调味的清国酱和有嚼劲的利川米饭的完美搭配，甚至
得到了宫中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慧性奶奶的盛赞。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京忠大路3134
031-632-3646
周一至周日 10:00-21:00
www.imkum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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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ETALY碳炉 在韩屋中吃碳炉披萨

高阳林内花园 变成树林的饭店

方每天用少量购买的食材制作披萨和意大利面。为了保持

里有很多大玻璃窗，采光也很完美。人们纷纷举起照相机的

在现代装饰的韩屋里可以品尝到碳炉披萨的地方。这个地
特有的香脆感，碳炉披萨由店家亲自揉面，确保披萨饼不

致太厚。在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容器上放上意大利面，然后
在上面铺上奶酪烤制而成的。口腔中满溢着香醇的味道，
来到这里吃饭的人肯定再来一次的。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高峰路770号路26-47韩屋一楼
031-977-4013
周二至周日12:00-21:00，周一休息

从入口到室内，仿佛进入树林的内部装饰令人印象深刻。这
地方都成了摄影区，还以电视剧和广告拍摄地而出名。除了

讲述着住在附近BTS的领队RM来访事实的RM的签名外，还
有很多著名明星的签名。这里的早午餐也很有名，如果是第
一次听说，则要尝尝用特制酱调味的辣酥的砂锅意大利面。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无穷花141号路8-8
031-918-1186
周日 10:00-24:00
forestgarden70.modoo.at

周一至

61

BEST PICK

BEST PICK

#点心

#热门热门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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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小吃热战！

#便利店大势小吃#香蕉味牛奶很好喝#便利店特产巧克力蛋糕卷#按口味挑选的各式各样的杏仁
如果因为选择范围广而苦恼，那就先从下面的推荐商品开始吧。需要充电的时候，饥饿的时候，想尝尝有特色的美食的时候，
就来便利店尝一下便利店经历了10年的统计费尽心思挑选的美食吧。如果完全错过便利店里推出的特别商品，
那真是太可惜了。作为参考，韩国的便利店有CU、GS25、7-Eleven和易买得24等代表性的商品。

挑战辣味食物吧？展示韩国人辣味的辛辣食物出动。

#提到韩国就想起的辣味#火鸡系列#辣味也有阶段#人气产品的升级
韩国的辣味挑战在YouTube上获得了人气，辣味使人想起韩国。代表辣味的品牌是三养食品的火鸡系列，食物有炒年糕和炒

饭。辣味也有微辣和特辣之分，购买前要确认一下是微辣还是非常辣的味道，然后购买。第一次挑战辣味的人请选择微辣或者
芝士或者含面条的产品。挑战辣味的时候，吃前先喝牛奶，吃了辣味后再喝非常甜的冰镇饮料或酸奶。

深受喜爱的畅销
香蕉味牛奶

甜蜜的酸酸甜甜的酸奶
有多种味道，
人气超高。在7-ELEVEN
购买的 酸奶

人气本来就很高，
所以酸奶味道的软糖也
出现了。酸奶软糖

酸奶里混合了各种馅
料，投入品尝的乐趣
中。VIYOTT

柔软的独特质感，在世
界范围内都受到喜爱的
软软的 草莓牛奶软糖

YOUTUBE上的挑战视频成为话题的辣味
火鸡系列。感觉能辣得要死的杯面和袋装拉
面都在盛赞声中销售
火鸡炒面三养食品

吃饺子后嘴里像着火一样。
充满火鸡炒面酱的火鸡王饺子三养食品

在韩国人喜欢的肥肠加上辣味，非常简单地
就能烹饪出来了。
辣味非常铁板炒饭清净园

在杏仁中浇上甜蜜的蜂
蜜慢慢融化，
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
汤姆斯 蜂蜜黄油杏仁

现在连炒年糕的味道都
推出来了。
炒年糕味的杏仁

象征韩国情的巧克力派
焕然一新。
浓郁、甜蜜的焦糖里含
有融化的生奶油的
生奶油派

有嚼劲的年糕中添加了
柔软的巧克力奶油和花
生巧克力，又有嚼劲又
甜。Ghana奶油巧克力

松软的蛋糕里充满了柔
软、甜蜜的奶油的高丽
糖 巧克力蛋糕卷

忠于基本的炒年糕味道。
MIMINE的原味汤炒年糕

和韩式炸鸡一起搭配着吃，甜甜辣辣的，很
适合作为下酒菜的炸鸡块。
易买得商务小麦炸鸡块

向韩国人喜欢的辣炒章鱼饭挑战。
章鱼炒饭

饼干里有排骨和整鸡的
味道。乐天制果的
回归外带大排骨整鸡味

用韩国传统食材腌制而
成的香喷喷的糯米糕味
小吃。便利店中只能在
易买得24处购买。
米酥块

与KAKAO相遇的享用
乐趣，视觉乐趣进一步
升级。朋友矿泉海苔传
统海苔

通过社交网站为人所
知，蟹肉味棒

含有清爽味道的强烈薄
荷遇到了KAKAO角色。
不含糖，更好的
强劲薄荷

轻松享受韩式BBQ。真空包装，便于携带，
易于烹饪的
NO品牌葱丝辣椒酱五花肉

韩国人非常喜欢做下酒菜的
NO品牌明火烤猪皮

含有劲道面和香喷喷的芝士，辣味、清爽的
芝士炒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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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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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当地美酒收藏

酒酒酒菜单

#传统主义的味道#新鲜的水果酒#香喷喷的玛格丽酒#您的口味是？

#咕咚咕咚#蜂蜜组合酒儿童（不能喝酒的大人）也能咕咚咕咚的新潮酒#酒变成了魔术

最近酿酒厂的主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做了很多有趣的尝试，酿造出了多种味道的酒。

但是，混合不当可能会成为惩罚，所以要注意材料的组合和比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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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出味道和谐的当地酒。

虽然烧酒太苦了，但在想喝一杯的日子里，加上材料，做成甜蜜的鸡尾酒。

可以根据旅行者的喜好进行选择的范围变大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的苦恼。
（*价格因经销商方而异）

醇香的
地区
生玛格丽酒

甜蜜的
果酒

GRNAD COTEAU
葡萄酒
放入葡萄皮进行发酵后，
适度浸泡一段时间将皮
捞出，只用果肉做成。口
味柔软柔和，颜色呈粉红
色，被称为恋人们的葡萄
酒、甜点葡萄酒。味道清
爽，单宁酸柔软。
度数：12.0%
价格：21000韩元
制造商：绿色营农组合法人

蜜月葡萄酒
采用京畿道20多家农
户直接收获的蜂蜜和清
净杨平的水酿造的葡萄
酒。蜂蜜的花香隐约飘
散。橙子汁的香气和味
道可以增强食欲，所以
很多人喜欢作为餐前酒
饮用。
度数：10.0%

价格：35000韩元
制造商：

常春藤营农组合法人

1932年抱川二东生玛格
丽酒
抱川地区驻扎着很多军队
和部队，退伍的士兵忘不
了抱川二东玛格丽酒的味
道，所以仍然会回来喝，
使得这款酒变得很有名。
这是用85年传统的特有
酿造秘诀和清溪山清洁
地下岩层水酿成的。味道
像云一样轻柔。
度数：6.0%
价格：1700韩元
制造商：（株）抱川二东玛格
丽酒

恰如其分生玛格丽酒
采用安城市能保证质量
的新米恰如其分大米。
由首尔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松节酒”的功能持有
人李正子代表酿造。轻
快的味道是其特色，还
散发着淡淡的香蕉牛奶
的香味。
度数：6.0%
价格：2000韩元
制造商：韩酒酿造

砥平生玛格丽酒
这是拥有90多年历史的
“砥平酒造”的代表产品，
干净和柔和的口感，隐隐
的甜味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突显了玛格丽酒的美
味。
度数：5.0%
价格：1650韩元
制造商：砥平酒造

小小酒

酸橙奶烧酒

烧啤

温和桃味烧酒 + 冰

炼乳 + 冰

将烧酒和啤酒混合在一起的，作为一

桃味Petitzel水果冻 +
将 便 利 店里 容 易买 到 的 水 果 冻（桃

多种口味的
蒸馏烧酒

味）和温和的桃味烧酒混合一下。又
软又滑的桃子果冻使增添了口感的烧

酒味道中和，完成甜蜜的小小的酒。
其制作方法很简单。首先在透明的玻
骊红薯蒸馏烧酒25
100%骊州产红薯的香气
经过常压蒸馏和瓮熟成，
味道深邃，口感更加温
和。
度数：25.0%
价格：25000韩元
制造商：
（农）麴醇堂骊州名酒
（株）

64

文梨酒传统
这是2000年南北首脑
会谈时，金大中总统和
前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干
杯的酒。这还是向高丽
时代皇帝进贡的清雅的
酒。目前，由传统食品
名称第7号李基春名人
酿造。
度数：23.0%
价格：5000韩元
制造商：文梨酒酿造厂

MIR 25
用自制的韩国产小麦酒曲
发酵而成，不添加其他材
料。利用烧酒罐，按照传
统方式制作而成。与度数
相比，香气丰富，甜味细
腻。和五花肉很配。
度数：25.0%
价格：18000韩元
制造商：酒泉

天妃香火酒
由常压蒸馏天妃香药酒
制成的最高级的蒸馏酒。
熟粮和熏香浓郁。不刺
激，但像其名字一样，入
口后嘴里像着火一样热。
和调味烤鸭肉很配。
度数：40.0%
价格：5000韩元
制造商：农业公司法人
（株）好酒

韩酒玻璃套装
由首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2号“松节酒”功能持有
人李成子代表酿造。饮用
时的猛烈的气息可以立
刻增添兴趣。无后劲，能
清醒地醒酒是其优点。味
道浓郁，适合与用猪肉做
的食物搭配。
度数：35.0%
价格：16800韩元
制造商：韩酒酿造

璃杯里装满一半左右的冰。然后倒入
2烧酒杯的桃味烧酒。烧酒的量要根
据味道和酒量来调节。然后在冰杯里
倒入一袋Petitzel水果冻。两种材料

混合均匀就完成了。粉嫩的颜色和桃
子的香气相互融合，看着就好像能够
沉醉在气氛中。

桃味Petitzel水果冻2000韩元，温和的桃味
烧酒2000韩元

烧酒 + 莫吉托酸橙饮料 +
酸 橙 奶烧酒是口感 柔和的炼乳 和浓
郁的酸 橙香味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制
作的鸡尾酒。制作方法很简单。首先
在鸡尾酒杯里 放 入 莫吉托 饮料和炼

乳。把两种材料混合均匀，然后把粉

碎 的冰 装 满 。如 果觉 得 将 冰 粉 碎 很

麻烦，那么也可以在便利店买到。然
后在其中放半杯烧酒（以烧酒杯为基

准）。完成的鸡尾酒拥有柔和的口感

和酸橙的甜蜜和清爽的味道。缺点是
会过量饮酒。喝一口就停不下来，不
知不觉就会过量饮酒，需要小心。

烧酒2000韩元，莫吉托酸橙饮料2000韩元

烧酒 + 啤酒

种鸡尾酒的烧啤是大韩民国最受欢迎

的流行鸡尾酒。制作的惯例是，啤酒
使用干啤酒，烧酒使用稀释的烧酒。

其 制 作 方 法 很 简单 。根 据 个人 的 喜
好，在空啤酒杯里倒入一定量的烧酒，

将杯子的剩余部分装满啤酒，然后混

合均匀即可。所谓黄金比例是指，烧
酒和啤酒的比例是3:7，据说这样会口

感柔和。混合烧啤的时候，还可以用
勺子舀杯底。两种度数不同的酒混合
在一起时，度数高的会往下沉，所以
如果施加垂直冲击，下沉的酒会受到
冲击而向上升，产生混合的效果。
烧酒2000韩元，啤酒3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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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水果

葡萄界的香奈儿，晴
王青葡萄
晴王葡萄是价格昂贵
的葡萄界的香奈儿，
是一种被称为葡萄界
爱马仕的最高级葡
萄，葡萄内无籽，可
以连同青葡萄皮一起
咀嚼。

紫色葡萄的代表者，康
拜尔葡萄
与巨峰一起成为紫色葡
萄代名词康拜尔葡萄体
积大、种子少，人们喜
欢在盛夏吃这种葡萄。
南原、岭东、松山、大
阜岛等是主要的葡萄产
地。

橘子类中最热销的红香
作为韩国的节日礼物水
果，人气很高。口感甜
脆，体积比其他柑橘大
两倍，皮更容易剥掉，
朱红色更深。橘子的上
市季节是 月到 月。

处于柑橘和橙子的中
间，丑橘
凹凸不平的外表引人注
目，其多汁多糖，质感
柔软，是去济州岛旅游
时作为礼物买来的珍贵
水果。

心里熟了就像蜂蜜一样
甜的富苹
韩国人最熟悉和最欢迎
的苹果是富苹。也被
称为富士苹果。苹果
心变黄了就像抹了蜂蜜
一样甜蜜。从秋天开
始吃，可以存放最长时
间，一直享用。

新推出来的水果。
苹果西瓜
新推出来了又小又
轻，但是像苹果一样削
着吃的西瓜。大小为现
有西瓜的 ，因而被称
为迷你西瓜，由于糖度
高，表皮薄，所以是在
西瓜界冉冉升起的新
星。

韩国特产，岭东柿饼
柿子在韩国童话中经常
出现，受到了人们的喜
爱。将生柿子切成片后
晒干做成的柿饼，以及
将柿子分成
~等分，
使其干燥成有嚼劲儿的
柿子干儿，是韩国人喜
欢的美味零食。

被称为 梨-的梨
清凉、甜爽的味道中充
满了水分的韩国梨，口
感柔软，很受欢迎。被
称为 梨
K-，吸引了世界
各地游客前来品尝。
硬实的与众不同的口
感，星洲香瓜
韩国香瓜的代表是在星
洲地区出产的星洲香
瓜。这种备受韩国人喜
爱的星洲香瓜在海外也
有着超高的人气。口感
比哈密瓜硬实，爽脆，
糖度也高，喜爱的呼声
持续不断。

B
T
S

K

冬季国民水果，柑橘
酸酸甜甜的味道和丰富
的维生素 含量，挽救
了人们冬天疲惫的口
味。作为一千多年来受
到韩国人喜爱的大韩民
国国民水果，主要在济
州岛生产。

3

4

迷你水果很受欢迎，迷
你苹果
可以一口吃掉的可爱的
迷你苹果登场了。为一
人家庭开发的迷你苹
果，苹果皮中含有大部
分营养素，所以要洗干
净后带皮吃。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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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界的
，草莓
韩国的草莓又甜、
又大、又硬实，是海外
消费者最喜欢的水果。
被称为﹁ 梅-子﹂，
并且被公认为代表韩国
的优质水果。

的永东市场和南门时尚一号街。每个市场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花时间去逛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周一至周日17:00-22:00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八达门路9

#超市
传统市场观光

3

在水原更是如此。在八达门，以水原川为中心，足足有9个传统市场密密麻麻地摆开生意行列。从正祖大王直接吸引的八达

在SNS中作为人气商品的极细纱毯子是市场上常见的商品。传统市场在京畿道旅行中是不可或缺的热门景点之一。尤其是
住顾客的嗅觉。逛遍角角落落，看各个角落，还能发现宝贝般的商品。被称为“冰箱裤子”的紧身裤，以及凭借华丽的图案而

在传统市场观光中不可或缺的韩国水果购物

BEST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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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传统市场简直是一个能感觉到浓郁生活味道的地方。现烤的糖烧饼、煎得滋滋的绿豆煎饼、各种面食等，市场食物首先会抓
水原传统市场 只是看着就很开心！

39

BEST PICK

门市场开始，东边是地动市场、水芹光市场、木谷市场等以食物或食材为中心的市场，西边则是以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为中心

MERCHANDISE

#购物

不知道时间在流逝，角色购物

#KAKAO好友 #LINE好友 #您的口味是什么？
BEST PICK

BEST PICK

40

41

城南KAKAO好友现代百货商店板桥店 上市与TWICE合作的产品

龙仁LINE好友爱宝乐园店 在爱宝乐园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开始，将与全球女子组合TWICE一起推出合作产品。京畿道有6家卖场，其中城南现代百货商店板桥店能够迅速见到热门商

家，在韩国国内，龙仁爱宝乐园内的LINE好友商店深受国内外游客

KAKAO好友是拥有文具、餐具、室内装饰摆件等全部生活方式用品的全商品群卖场，在国内和国外都获得了人气。从10月
品的新潮卖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角色发烧友的喜爱。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板桥站路146号路8现代百货商店板桥店Uplex四楼

01
心情好的洗脸发带
手感柔软，没有勒头的感觉，戴上
后感觉舒适的洗脸发带。是连掉下
来的一缕头发都不错过的8厘米厚
的发带。
一只桃洗脸发带12000韩元

02
亲手制作的莱恩塑料手办
组装的乐趣~不需要胶水就可以组
装，1个主体包含1个单色的兔子衣
服头和1个管子的鞋子形状头，1个
手臂套装，共3套。

莱恩塑料手办（单色&管子）15000韩元

68

031-5170-2451

03
哧溜~拉伸的钥匙链
飞过天空的可爱的KAKAO角色。
用卷筒链条拉长，自由伸展的飞天
钥匙链，可以挂到想要的地方。

飞天全身钥匙链_一只桃8000韩元

04
快乐的茶时间，瓷杯
可爱的莱恩和一只桃的开心的茶时
间LAZY SUNDAY MUG可以用小莱
恩和小一只桃两种设计堆叠杯子。
陶瓷材料的小号一只桃12000韩元

周一至周日 10:30-20:00

store.kakaofriends.com

01

03

02

04

LINE好友卖场在京畿道有龙仁爱宝乐园和金浦现代奥特莱斯两

的欢迎。考虑到户外游乐园爱宝乐园的特点，孩子们喜欢的玩偶和
道具尤其受欢迎，包括多种风格的雨衣等户外用品。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22:00
store.linefriends.com

01
看到布朗就变漂亮了
揭开脸形的盖子，隐藏的镜子和梳
子就会出现在眼前。采用可以装入
口袋或化妆包里的小巧尺寸设计，
所以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
布朗脸部手拿梳14000韩元

02
指导舒适的睡眠
接触眼睛的部分是100%棉制的，
使眼睛感觉舒适柔软。为了不粘附
灰尘，产品附带有有利于整洁存放
的包装兼拉链包。
BT21半睡眠眼罩11000韩元

031-320-9108

周一至周日 10:00-

03
轻便又轻盈的网状拖鞋
天真烂漫的努力派，喜欢穿黄色的
连帽卫衣的CHIMMY采用轻盈、凉
爽的网状制作的拖鞋。
BT21CHIMMY居家鞋13000韩元

04
一个轻便、结实的漂亮随身水杯
利用玻璃和塑料的优点，用环保材
料TRITAN（新一代共聚酯）制成，
轻巧而坚硬。包含根据角色设计的
盖子，即使装冷饮也不会湿。

01

03

02

04

BT21 SHOOKY Tritan随身水杯
15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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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

#睡觉

BEST PICK

46

47

在旅行地体验的一天的开始和结束

46
45

48

50
仁川国际机场

首尔

44

京畿道

BEST PICK

42

BEST PICK

坡州临津阁和平野营场 没有帐篷的野营

43

位于坡州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附近。这是一个拥有34000平方米占
©平泽RAMADA ENCORE酒店

43

BEST PICK

42

地的综合野营场。由各种主题的野营区构成，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

方式享受。尤其是在租赁野营区，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可以身心
轻松地访问。旺季和假期从下午3点开始可以入场，所以最好在使用
时再确认一次。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马井里613-1
imjingakcamping.co.kr

1670-3856

入住 14:00，退房 11:00

平泽RAMADA ENCORE酒店
既舒适又美丽

可以看到平泽港的晚霞和西海大桥的美

丽景色。得益于舒适的室内环境，集体

游客们很多。尤其是套房与其他客房不

同，宽敞豪华的室内装潢很引人注目。

利川EDEN PARADISE酒店 连小小的细节都很精致的设计

还可以透过开阔的窗口直接欣赏西海和

这是建在利川猪鸣山山脚3.6万平方米土地上的酒店。该酒店是大

夕阳美景。平日住宿时的早餐自助餐是

韩民国最高建筑设计师崔诗英的设计，制作得精致、美丽。1.1万

免费提供的。常时运行的免费班车是在

平方米的伊甸园里种满了200多种鲜花和植物。湖面花园和四色

美军汉弗莱营往返酒店的路线，使用前

花园、蓝莓花园由多种概念装饰而成，散步时会非常有趣。与酒店

最好先咨询前台。

的服务水平相比，价格合理，被认为是性价比很高的酒店。此外，

京畿道平泽市浦升邑平泽港路184号路3-10号
031-229-3600
入住 15:00，退房 11:00
www.ramadaencorepyeongtaek.com

游客从很远的地方慕名前来茶屋中提供纯手工制作的司康和茶的
味道堪称一品，声名远扬。

京畿道利川市麻长面西利川路449-79
031-645-9100
入住 15:00，退房 12:00
www.edenparadisehotel.com

BEST PICK

BEST PICK

48

加平SS度假村 豪华的个人别墅

使花庆典。建在约57000平方米土
地上的环保主题公园香草村由超大
型玻璃温室、户外花园等可以欣赏

“俱乐部女花神”和意大利餐厅“农夫

品，感觉不是来到了度假村，而是到了高级私人

餐桌”等多种配套设施组成。香草村

别墅。虽然是只有10个房间的淡雅的度假村，

旅馆共设有40个房间，其中包括双

但很多欧洲和美洲的游客却被Expedia上看到

层型家庭房间、单层型、家庭房间、

的这里的气氛吸引，不远万里的前来旅游。所

韩室等13坪型到32坪型，家人、恋

有的客房都能够看到江景。早午餐和烤肉一定

人、朋友在这里都可以和睦相处。

要尝试一下。由于主人夫妇有在国外留学的经
验，所以在语言沟通方面不会出现不便。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汉江边路494
9514
入住 15:00, 退房 11:00
ssresort.co.kr

春天举办薰衣草庆典，秋天举办天

户外游泳池、烤肉场等的住宿设施

豪华的室内装潢、复古的家具、白色的床上用

京畿道涟川郡旺澄面北三里222
031-833-5100
入住 15:00，退房
herbvillage.co.kr

070-8808-

BEST PICK

50

49

水原新风斋 店主推荐的旅行

这 是只用健 康的松树和黄土 建
人推荐的旅行路线。去西将台路

线、华虹门及访花随柳亭路线游

©高阳MVL酒店

造的韩屋招待所。去这里会有主

Ⓒ智慧之林

玩后，晚饭菜单推荐水原软脯排

坡州纸之香 与书共度一夜

杨平BLOOMVISTA 大厅就是小画廊

高阳MVL酒店 京畿北部第一家特级酒店

很受欢迎，是很难预订的房间。

思考中。简约风格的房间是双层、三层、暖炕结构，附有

验到特有的舒适感。大厅是介绍世界雕塑家李在孝作家

车程，距离市中心很近。虽然是安静的近郊，但步行5分钟

骨或东兴饭店。尤其是2层阁楼

因为有可以单独 做饭的一楼 房
间，所以也非常适合与家人一起
入住。
34

70

涟川香草村 365天，植物的庆典

BEST PICK

45

BEST PICK

44

47

49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华西门路42号路
031-242-5897, 010-4144-9339
入住14:00，退房11:00
sinpungjae.modoo.at

与其在房间里打开电视，不如翻开插满书架的书，沉浸在
代表韩国的作家的名字。能感受到木纹的原木家具和棉

材质的床上用品使人感受到自然的舒适。这个地方是在美
丽的书架和成千上万本书里能平静地放松身心，安静地治
愈的书家乐。

京畿道坡州市会同路145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
午11点
031-955-0090
www.jijihyang.com

入住下午3点，退房上

在BLOOMVISTA能感受到南汉江和田园住宅区风光，体

的作品，以及杨平新兴作家们的小画廊。这个地方的传统
房间是与大韩民国代表性玩具品牌英实业签订垄断合同

后制作的人物室。秘密jouju、豆顺、托宝兄弟等游乐场般
的人物房间装饰得很漂亮，孩子们非常喜欢。
京畿道杨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031-770-8888
入住 14:00，退房 11:00
www.bloomvista.co.kr

这是京畿北部地区唯一的特级酒店。距首尔有50分钟的
的距离上有One Mount、水行星，在5分钟车程处则有现
代百货商店和易买得购物中心，很容易到达。宾客使用自
助餐厅库奇纳M、中餐厅竹林、咖啡馆伊拉戈可享受10%
的折扣，而桑拿则可享受50%的折扣。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太极路20号
031-927-7632
入住 15:00，退房 11:00
www.mvlhotel.com/goyang

71

AROUND STATIONS

#易于接近

去看看京畿道主要地铁站周围的旅游景点吧！

BEST PICK

51

板桥站: AVENUE FRANCE

大韩民国第一个街头型购物中心，两边排列
©THE AK TOWN

©乐天奥特莱斯光教站

的露台型咖啡馆和主题型饮食文化，是一处

BEST PICK

52

光教中央站: 乐天奥特莱斯光教站

可以在近距离交通便利的中心地区，以30~70%的折扣价

充满巴黎感性的综合购物中心。

新盆唐线、京江线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东板桥路177号路25板桥湖畔峰
顶广场
031-8016-0101
周一至周日11:00-22:00
www.avenuefrance.co.kr

格购买百货商店的著名品牌产品。

©THE AK TOWN

地铁1号线，KTX iTX停车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道厅路10
031-8064-2500
周一至周四11:00-21:00，周五至周日/公休日11:00-22:00
www.lotteshopping.com

这是韩国第一个以Aeon（离子）型概念设计
的购物空间，是安装有太阳能和能源设备，
拥有屋顶生态公园等的环保建筑。

地铁1号线，KTX iTX停车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德灵大路924 AK广场水原店
1661-1114
周一至周五10:30-20:00，周六至周日
10:30-20:30
www.akplaza.com

BEST PICK

53

从KTX和地铁1号线光明站步行约15分钟，

就有居家品牌宜家和合理的购物中心乐天
奥特莱斯。在同一个区内，值得逛一逛。
地铁1号线，KTX iTX停车

1670-4532
周一至周日
www.ikea.kr

乐天奥特莱斯
京畿道光明市日直路17
周一至周二11:00-21:00，周
五至周日/公休日11:00-22:00，节日当天休息
02-6226-2500
www.lotteshop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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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汶山站: 和平乐园、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

从临津江站步行7分钟就能看到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

平方米，旨在利用新再生能源，每年减少4000吨以上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

地铁3号线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Kintex路217-60
031-810-8114
www.kintex.com

BEST PICK

58

平泽站: 平泽湖艺术馆、平泽湖、平泽港

平泽港是一个开辟了与中国的直达航线，拥有很高效用价

值的港口。另一方面，平泽湖观光园内的平泽湖艺术馆是

这是1988年开放的韩国国内第一个主题公园，可以乘坐VR门、北欧
地铁4号线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02-509-6000
周一至周四 10:00-21:00，周五至周一 10:00-22:00
www.seoulland.co.kr

Kintex。这里是亚洲第四大会展中心，展览区面积有10万

京义中央线
和平乐园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48-33
031-953-4448
夏季周一至周日11:00-18:30，冬季11:00-17:30
和平世界公园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马井里618-13
031-956-8300

果川站: 首尔乐园
典。

如果说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展览馆有COEX，那么一山就有

园可以游玩和平列车、碰碰车等游乐设施。

©首尔乐园

海盗等50多种游乐设施。年中举行光明庆典卢娜公园和各季节庆

大化站: KINTEX

军事分界线以南7公里处，象征着和平的愿望。在和平乐

BEST PICK

54

56

和平乐园等临津阁旅游景点。特别是临津阁建于1972年

一座金字塔型建筑，被用作展览馆兼多功能大厅，观众可
©LEE GEUN SOO

光明站: 宜家、乐天奥特莱斯

BEST PICK

BEST PICK

©平泽湖艺术馆

水原站:AK广场

宜家
京畿道光明市日直路17
10:00-22:00，节日当天休息

©KINTEX

55

BEST PICK

以免费入场。

地铁1号线，KTX iTX停车
平泽港宣传馆 京畿道平泽市浦升邑平泽港路98（新堂公园内）
031-686-0632
周一至周六10:00-18:00，周日/公休日休息
平泽湖观光园 京畿道平泽市玄德面面平泽湖路159
031-8024-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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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观光巴士
I N FO R M AT I O N

I N FO R M AT I O N

沿着街道散步，充实时尚的韩流感性吧

城南都市乐大巴

坐一天舒适的公交车，亲身体验城南的美食、

看点和各种体验的城南文化观光路线。导游亲

切 地讲解 每个 景点，帮助 游 客更 好地 理 解 城

南。每周六运行，每周的路线各不相同。路线

从第一周开始共分为五周，费用根据路线分为
3种，但成人和儿童的费用相同。

水原城市观光大巴

能够参观朝鲜时代英祖、正祖的人生和功绩的

水原华城历史博物馆和华城行宫、华虹门、长
安门等路线，感触历史。体验传统与现代共存
的朝鲜新城水原华城之旅和试穿传统服装、打
糕、射箭等传统文化。

运行路线

第一周: 南汉山城守乐将台 - 午饭（自由午餐）- 板桥博物馆 - 孟山萤火
虫自然学校

第二周: 南汉山城守乐将台 - 午饭（自由午餐）- 新丘大植物园 - 板桥博物馆

第三周: 藏书阁 - 律动生态学习园 - 午饭（自由午餐）- 申海哲街 - 奥菲
欧音乐博物馆

第四、五周: 南汉山城守乐将台 - 陶瓷体验&三明治便当 - 板桥博物馆

出发地 首尔市厅站3号出口, 08:30 教大站9号出口, 09:00 城南市厅
运行时间 周六，每周的路线都不同。 费用 第一周：11000韩元，第二周：11000韩元，第三
周：13000韩元，第四周：17000韩元 费用包含 入场费、体验费、专用巴士费、导游陪同、三明
治午餐（第四、五周）费用不包含 游客保险、个人费用、餐饮（第一、二、三周）
咨询 070-7813-5000，www.seongnamtour.com

运行路线

第1路线: 水原站 - 解忧斋 - 华西门 – 长安门 – 华城行宫 – 华虹门 – 练武台
– 水原华城博物馆 – 水原站

第2路线: 水原站 – 解忧斋 – 华城行宫 – 练武台 – 午餐（池洞市场内自由
用餐）- 华虹门 – 水原华城博物馆 – 光教湖水公园 – 水原站

第3路线: 水原站 – 华西门 – 长安门 – 华虹门 – 华城行宫 – 练武台 – 池洞
市场 – 八达门 – 隆健陵 – 龙珠寺 – 水原站

出发地 水原站4号出口前水原市旅游信息中心 运行时间（水原-华城半天路线）3-10月周二-周日
（周六休息日）9:30，13:50出发（水原-光教全天路线）3-10月周六，9:50出发（水原-隆健陵全天
路线）周日，9:30出发 费用 11000-14900韩元 咨询 0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华城城市观光巴士

韩国国内第一个公正旅行城市观光项目，必须

事先预约。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碳的产生，减
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携带个人杯子和手帕，步

行1小时以 上，访问传 统 市场、当地食品直销

店，可以体验农渔村地区人文社会。参加费中
有1%会通过自动捐赠系统，捐赠给社会。

运行路线

恐龙的呼吸（生态旅游）、文化的呼吸（历史/文化）、海洋的呼吸（候鸟
探索/潮滩/盐田）、自然的呼吸（森林体验/自生植物）、海浪的呼吸（岛

屿/生态探访）、主题观光（农渔村体验/骑马/牧场/游艇/庆典/服务观
光）、一天观光（两天一夜住宿，野营观光）、善良的旅行一天

运行路线

生态公园。这是韩国国内唯一一处潮滩生态公

出发地 10:30，14:00乌耳岛站
运行时间 4-10月 周六至周日 费用 10000韩元中包含往返车辆费、体验费、入场费、文化观光
解说服务、领队费等，不包含午餐、游客保险 咨询 031-310-2902, www.siheung.go.kr

园，是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1934年至1936年
的索莱盐田中形成的。参观前需要预约，支付

10000韩元使用当地货币观光，然后还会获得
8000韩元的返还，相当于用了2000韩元旅游。
这简直就是性价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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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一处拥有南汉江和八堂湖秀丽景观的地
方，观光路线很有魅力，一旦确定了旅行日程，

最好先预订。专业解说员将会介绍被指定为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南汉山城中的丙子

胡乱历史。运行路线每6个月换一次， 所以需
要在网站上确认后再选择。

富川城市观光大巴

这 是一次 “有趣（Fun Fun）之行”，可以 通 过
文化观光解说员了解包括漫画、电影、音乐在

内的富川丰富的 文化 基 础设 施 。定 期 观 光有
FAN、TA、SI、A，还有与附近城市相关联的广

莲花主题公园 - 三美市场或水王水库 - 潮滩生态公园 - 乌耳岛

运行路线 （以下景点有部分包含在路线中）
南汉山城行宫 / 南汉山城守乐将台

申翼熙生家 / 面部博物馆 / 京畿道陶瓷博物馆 / 英恩美术馆体验

昆池岩花墙林 / 庆安川湿地生态公园 / 八堂水雾公园 / 山头村 / 律春植物园
出发地 07:30 首尔市厅站3号出口，08:00 教大站9号出口，09:00 京畿道广州站
运行时间 7/6（周六）-11/16（周六）收费 15000韩元 费用包含事项 往返车辆费、体验费、
入场费、文化观光解说服务、领队费等 费用不包含事项 午餐、游客保险 咨询 02-318-1664,
www.gjcity.go.kr

运行路线

FAN（环境旅行）、TA（科学旅行）、SI（ 历史旅行）、A（漫画旅行）、游
击城市观光（双层巴士观光 / 夜间观光 / 光明·始兴联动广域观光）
出发地 10:00 富川区厅议会前，城市观光站台 运行时间 4-11月，每周六, 10:00-16:20
费用 1万韩元 咨询 032-656-4306, www.bucheonculture.or.kr

域市观光（光明洞窟、始兴潮滩庆典），可以根
据喜好进行选择。观光运营事宜采取预约制。

安山城市观光巴士

能 够看到朝鲜时代 最出色的画家金弘 道作品
的檀园美术馆，能够体验韩国国内最大的人工

湿地公园安山芦苇湿地等的观光，由各路线组
成。另外，还有能感受到每年20万只候鸟到来
的自然生命的大松湿地，所以作为治愈和户外
拍摄旅行也很好。

运行路线

第一路线: 中央站 - 崔容信纪念馆 - 星湖纪念馆（植物园）- 午餐 - 檀园
美术馆 - 安山芦苇湿地公园 - 中央站

第二路线: 中央站 - 始华湖潮力发电站（月观景台）- 大阜海松路第一路
线 - 午餐 - 炭岛海路 - 中央站

第三路线: 由自由选择市区、大阜岛区的路线组成（团体20人以上）

双层巴士主题路线: 光化门、新道林站 - 始华湖潮力发电站（月观景台）
- 大阜海松路第一路线 - 午餐 - 炭岛海路 - 光化门、新道林站
出发地（安山）10:00中央站，
（首尔双层巴士）09:30光化门站，10:00新道林站
运行时间（周二至周六 10:00-17:00（首尔双层巴士）周一至周日 09:30-19:00
收费 6000-18900韩元 咨询 1899-7687，www.ansancitytour.com

出发地 东滩站2号出口、华城市媒体中心、华城市东部出差所、峰潭邑办事处对面、乡南邑办事
处、共享中心前面的公交车站 运行时间 周六至周日，09:00-17:00 收费 14000韩元 咨询 031366-4983, www.hscitytour.co.kr

始兴城市观光巴士

这里有可观察西海潮滩和古代盐田情趣的潮滩

广州城市观光巴士

加平城市观光巴士

总有9辆循环巴士，每一辆都通过直达视觉感
官外观设计吸引了游客们的视线。这里有每年
举行爵士乐节的鳖岛、因电视剧《冬季恋歌》

而成为韩流热风中心的南怡岛、铁轨自行车休
闲旅游等历史和旅游景点。购买当天的入场券
在循环路线中可以自由换乘，因此很实用。

运行路线

A: 加平客运站 – 加平铁轨自行车 – 鳖岛 – 加平站 – 南怡岛 - 金垈里会
馆 - 互动艺术博物馆 – 福长里三岔路口 – 小法兰西 - 虎呜里 – 清平客
运站

B: 加平客运站 – 加平站 - 南怡岛 – 互动艺术博物馆 – 雪岳客运站 – 小
瑞士村 – 希谷里 – 清平客运站 – 清平站 – 晨静树木园

出发地 09:00-18:00 加平客运站 / 9:50、11:30、15:50、17:30 沐洞客运站 运行时间 周二至周
日（周一休息）费用 8,000韩元(成人), 6,000韩元(青少年), 不含入场券 咨询 031-580-2114,
www.gptou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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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城市观光大巴

高阳市拥有能近距离观看1919年三一运动时，

韩国全国唯一一个在船上举行万岁示威场所汉

江河口的幸州历史公园，是一座传统和文化并

运行路线

周二文化散步（第1部）: 中南美文化园 - 高阳乡校 - 碧蹄馆

周二文化散步（第2部）: 栗刺草屋 – 栗里坛路 – 手工曲奇（不含体验费用）
周三高端车展（第1部）: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不含入场券）-KINTEX

存的城市。高阳城市观光以周为单位运营不同

周三高端车展（第2部）: Foma汽车设计美术馆（不含入场券）- 航空宇

大韩民国的独立运动遗址。

周四纪录片精选（第1部）: 西三陵历史纪录片 – 元堂花卉园区（不含体

观光路线，能以5000韩元左右的低费用回顾

宙博物馆
验费用）

周四纪录片精选（第2部）: 长项湿地生态探访

周五特选电影（第1部）: 高阳海洋摄影棚 - Let's run parm 元堂
周五特选电影（第2部）: 旧一山站 – EBS – 音乐喷泉

周六夜间剧场 / 夜间观光: 幸州山城 – 幸州历史公园 – 音乐喷泉
周日天气预报 / 晨间观光: 北汉山散步 – 兴国寺

坡州城市观光巴士

以 周为单位开发的当天路线有7条，周末有两
天一夜路线（五/感 /满/足）4条，两天一夜星

光观光路线2条，共有13条丰富多彩的观光项
目。韩 国国内大 规 模的出版基 地 坡 州出版城

市，以及壁草地树木园和愚农鸵鸟村、林津阁

和栗谷李珥遗迹等文化、生态、历史和旅游资
源，使旅行更加丰富。

出发地 10:00,14:00 鼎钵山站 2号出口 运行时间 每周周二至周日（周一休息）收费 30006000韩元 不含午餐、入场费、体验费 咨询 010-5106-3158, www.goyang.go.kr/citytour

运行路线

周一路线：普光寺 – 自由午餐 – 马场湖吊桥 – 碧草池树木园

周二路线：黄喜先生故居&伴鸥厅 – 统一大桥 – 都罗山站（自由午餐）都罗展望台 – 第3隧道/DMZ视听馆

周三路线：Honey乐园 – 金村统一市场（自由午餐） - 国立6.25战争拉
北者纪念馆&临津阁景点 – 临津阁和平公园

周四路线：临津江黄袍帆船 – 积城传统市场 – 山葡萄院 - 绀岳山吊桥

周五路线：坡州李珥故居&紫云书院 – 文山自由市场（自由午餐）- 国立
6.25战争拉北者纪念馆&临津阁景点-第一花园

周六路线：坡州庄陵 – 京畿未来教育坡州校区 – 普罗旺斯/坡州美食村
（自由午餐）- 坡州出版城

周日路线：马场湖吊桥 – 统一乐园观光特区 – 乌头山统一展望台

DMZ火车涟川观光巴士

渗 透着六二五韩国战争引起的南北分裂的痛
苦，蕴含着和解除武装的和平含义的地方——
DMZ（非武装地带）。乘坐火车从首尔出发可以

在1小时30分钟后到达，速度不如KTX快，所以

可以慢慢欣赏窗外的风景。停战后这里人迹罕
至，干净的自然保存完好，可以体 验草本植物

出发地 09:00 舍堂站1号出口公共停车场，09:30 首尔站2号出口(文化首尔站 284 前), 10:10
大化站4号出口, 10:30 云井站 1号出口大巴站台
运行时间 根据不同的主题选择时间及路线 费用 6,000韩元~77,000韩元
咨询 02-530-6123, www.pjcitytour.co.kr

运行路线

11月～第二年3月：才人瀑布 – 韩潭江水文化馆 – 台风展望台 – 全谷先
史博物馆 – 涟川站

出发地 09:27首尔站，09:50清凉里站，10:28议政府站 运行时间 周三至周日（周一、周二休
息）运行时间 周六，每周的路线都不同。 费用 35000韩元，包含往返车票、涟川DMZ梦幻观
光（摆渡车费、各种入场费、行程费）不包含午餐、游客保险、其他个人费用 咨询 1544-7755,
www.dmztourkorea.com

I N FO R M AT I O N

AIPRPORT ACCESS
AIPRPORT LIMOUSINE

AIPRPORT ACCESS

仁川国际机场机场大巴

机场联动服务

售票处
(内部售票处) T1, 1层，4号出口/21号售票窗口，9号出口/ 48号售票窗
口, T2 地下1层
(外部售票处) T1, 1层，4, 6, 7, 8, 11, 13号出口前
售票处运营时间 06:00~22:00 (8号出口运营时间为 06:00~22:40)
票价 5,000韩元~15,000韩元
咨询处 032-743-7600, www.airportlimousine.co.kr
运营路线
7000路 仁川国际机场-安山
3200路 仁川国际机场-高阳/元堂
3300路 仁川国际机场-一山
5300路 仁川国际机场-城南
7001路 仁川国际机场-富川
8837路 仁川国际机场-东滩站/饼店
8852路 仁川国际机场-水枝/龙仁
8877路 仁川国际机场-水原光教/民俗村
A4000路 仁川国际机场-东水原
A4200路 仁川国际机场-安阳/军浦
A8834路 仁川国际机场-平泽/安城
9000路 仁川国际机场-金浦

金浦机场机场大巴

售票处
（国内线航站楼）
1层，5号出口内部
（国际线航站楼）
1层，1号出口前，6号站台，需向现场工作人员直接购买
售票处运营时间 06:00-22:00
费用 5,000韩元~15,000韩元
咨询 02-2664-9898, www.airportlimousine.co.kr

京畿道机场机场大巴

运行路线
4300路 水原-金浦机场
4000路 东水原-仁川国际机场
4100路 灵通-仁川国际机场
4200路 军浦
（山本）
-仁川国际机场
费用 6,000~12,000韩元
咨询 031-382-9600, www.ggairportbus.co.kr
* 关于其他大巴的咨询处
首尔地区大巴：茶山呼叫中心
（02-120）
京畿地区大巴：京畿呼叫中心
（031-120）

光明站机场联动服务
机场摆渡车服务是为旅客提供机场到KTX光明站、永登浦站的交通便利
服务。搭乘KTX与机场大巴时，不仅可以享受机场大巴票价20%
（3,000
韩元）
的优惠，还可以体验在都心机场客运中心值机并托运行李的服务。
运行时间 运行时间
（首班车）
05:30 永登浦站，06:23 KTX光明站
（末班
车）
22:00 永登浦站，22:52
（周一～周五）
/22:55
（周六、周日、节假日）
KTX光明站

运行路线
（地铁）
KTX光明站-衿川区厅站-秃山站-加山数码园区站-九老站-新道林
站-永登浦站
咨询 1544-7788,
www.letskorail.com/ebizcom/cs/guide/station/station03.do

TAXI
仁川国际机场国际出租车
（外国人专用）

服务台位置
(T1 入境大厅) 00:00~24:00, 4号与5号出口之间，23号柜台, 070-51021191/1195
(T2 入境大厅) A出口右侧服务台，032-743-6805
咨询电话 1644-2255, www.intltaxi.co.kr

仁川国际机场智能出租车
（外国人专用）

服务台位置
(T1) 07:00-23:00 运营，1层，8-9号出口之间46号服务台
(T2) 14:00-20:00 运营，1层，4号出口附近
咨询电话 1661-9917, www.koreataxi.kr/koreataxi

金浦机场国际出租车
（外国人专用）

服务台位置
(1层到达大厅) 10:00-23:00, 1号与2号出口之间，070-5102-1190
咨询电话 1644-2255, www.intltaxi.co.kr

治愈、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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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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