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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Stn. ↔ Incheon Airport

Airport Railroad
Express train
With a non-stop express train and an early check-in
service at the seoul station city airport terminal,
the road to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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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Gyeonggi.
夕陽唯美的西海、廣闊的平原、沿著步道延伸的壯麗山脊。在如此壯觀的自然中，一點一滴地填滿京畿道的歷史、

建築、美食與文化。傳統與現代相互融合，旅客與空間交流完成了京畿道的情操。景點作為電影或電視劇中的背景，
偶爾會成為替音樂帶來靈感的媒介。多虧如此，京畿道各處都增添了韓流內容，散發著全新的魅力。

AKMU的專輯封面中如童話般登場的前谷港，在饒舌歌手泳知的YouTube裡變奏為動感的大海風味。
旅客跟隨電視劇中女主角的足跡，漫步於美麗的千年古剎，在寧靜的庭園中稍作歇息。
於老舊的古宅大廳體驗靜謐的時光，低聲細語著像個當地人一樣放慢腳步過日子吧。
立刻穿越四季的驚奇，在西厚里森林哼唱BTS的歌曲。現在就來關注京畿道！
期盼能發現如藏寶一般的地點，在31個市郡上畫出各自的旅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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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京畿道的31個市郡中包含喚醒固有故事與感覺的迷人場所，
這些場所有時會成為唯美影片中的背景。

旅客們跟隨主角的腳步，學習全新的旅行方式。如當地人的祕密基地般的空間，
吸引旅客們前往全新的地方探險，網紅們的評論有助於重新詮釋場所。
在蒐集如此迷人場所的過程中，旅客將獲得喚醒靈感的體驗。

FOLLOW ME

沿著帶給創作者靈感的地點旅行

讓我們一起分享以自身的獨特魅力繼續創作活動的韓流明星之訪談內容，

並跟著玩遍京畿道韓流主題之旅的兩名網紅開始京畿道之旅吧！因為迷上韓國電視劇而學習韓語，
進而果敢留學的泰國網紅PRAE，她追尋著電視劇主角的浪漫空間，並留下了紀錄。

喜愛美麗事物的時尚模特兒ERIC WARNER踏上京畿南部進行美食之旅，滿懷幸福的回憶回歸日常。
CITY GUIDE

策畫京畿道韓流之旅的地點

發現京畿道裡共5個城市（高陽、坡州–漣川、龍仁、城南、水原）的魅力。

必須注意的是！在每個城市策畫了符合DO IT、SEE IT、EAT IT和BOOK IT這四個主題的地點。

依據各城市製作的插畫地圖中，還一併介紹了附近值得一去的景點，有助於您規劃自己的路線。
另外，透過TIP文章還能讓旅行變得更加多采多姿。
LIKE A LOCAL

分享當地人介紹的旅行方式

如果您想來一趟與眾不同的京畿道之旅，那就注意這一頁吧！

在「LIKE A LOCAL」中，從MZ世代的代表–饒舌歌手李泳知分享享受京畿大海的方法，到BTS朝聖之旅、
夜景唯美之地及IG感性空間等，共有10個主題。查看當地人針對每個主題的評論也趣味十足哦。
COLUMN

閱讀韓國食物的本質

了解靈魂食物辛奇的多樣性與京畿道辛奇的特色，並學習酒的歷史與推薦京畿道傳統酒。
在這裡，來認識一下有趣的米飯故事和每個地區味道都不同的京畿道米吧。
GOOD STAY

依據喜好選擇各種類型的住宿

包含體會靜謐之美的韓屋STAY、以完美狀態幫助療癒的豪華飯店、

分享旅行經驗的GUESTHOUSE，以及在自然中引導休息的森林遊樂區。
FOUR SEASONS

享受京畿道的每個季節

從京畿道的櫻花小徑至一片雪白的滑雪場，介紹能夠體驗四季鮮明魅力的地點。

Instagram
gyeonggi_tour

Facebook
ggtour.en

Youtube

Website
cnt.ggtour.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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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COVER STORY
AK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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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民的K-POP

ⓒYG Entertainment

我以不畏懼嘗試其他事物的態度站上舞台，
想全心全意地展現我認真準備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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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望大家能好奇
下一個「泰民」
會帶來什麼樣的
音樂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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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COVER STORY
TAEMIN INTERVIEW

NOW
&
THEN

TAEMIN專訪

中學時期以‘SHINee’組合出道的TAEMIN。
不知不覺，印象中那個舞技一流的美少年、
SHINee組合的忙內，搖身一變已經長成一

個發了5張單曲唱片的帥氣男生。TAEMIN每
次出新唱片的時候，他的舞臺總是讓人耳目
一新。他今後將會書寫怎樣的音樂故事呢？

讓我們去聽一聽關於他的音樂、表演、個人的
時間與旅行的故事

Q 最 近TAEMIN在忙什麼呢？請跟我們分享一下你

粉絲們多溝通。 作為93年出生的我，比較喜歡動

A 最 近我都在回顧自己的過去。比如觀看自己過去

我還喜歡用照片記錄前往通告的行程中遇到的風

的日常。

的舞臺視頻，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同時也堅持
訓練。可以說是在不停的完善我自己。早上起床

後，先放鬆一下身體，然後開始做伸展運動，每天

景。這些經驗對我來說就像充電一樣。讓我以歌手
TAEMIN的身份回歸時，能釋放出更多的正能量。

都像既定的習慣一樣。如果不堅持做伸展運動，

Q 最 近‘Road to Kingdom’中，翻唱TAEMIN第

之前一般會看YouTube。我喜歡研究最近流行的

還記得‘怪盜’的MV拍攝地嗎？對，是在京畿道

不經意間就會發現跳舞時身體會變得遲鈍。睡覺
趨勢。以前跳的是另一種風格的舞蹈，但最近又

流行其他風格的舞蹈，變化真的非常快。不管怎

麼說，這麼多年經驗的積累，逐漸讓我習慣了這
些。我認為，為了讓自己走出舒適圈，我一定要竭

盡所能。總之，我平時還是比較努力追上新的潮
流，並讓它成為我的一部分。

Q 想 聽 聽 看 ，你 最 近 都 喜 歡 什 麼 。作 為 歌 星

的 T A E M I N，和 作 為 一 個 9 3 年 生 的 一 般 人
TAEMIN，喜歡的東西有什麼不一樣呢？

A 作 為歌手，還是喜歡透過音樂和粉絲們溝通。我

開設了SNS帳號（Instagram），經常挑選照片上
傳，粉絲們都很喜歡我上傳的內容，讓我感覺非
常開心和有趣。我想多分享平凡的日常，以此來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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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活動。我喜歡和朋友們玩遊戲，也喜歡運動。

一支單曲‘ 怪盜’的男團舞臺成了熱門話題 。你

的清心和平世界中心。因為是你的第一支單曲，
應該對這首歌有著異樣的情懷吧。。。當時拍攝
的現場氣氛如何呢？

A 因 為是單飛後首張單曲，所以我比任何時候都充

滿熱情。MV拍攝也是傾注了我全部的熱情，所以

對這支MV也是非常有感情的。第一次單飛，現在
想起來也是非常緊張，當時壓力也很大。我記得
投入了特別多的精力，但當時一點都不覺得累。本

來MV拍攝就有很多通宵達旦的情況，拍 ‘怪盜’的
時候，我全身心都集中在拍攝上，有一種‘已經結
束了嗎？’的感覺，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就拍完了。

Q 最 難忘的一次舞臺經歷，以及為什麼那次舞臺這
麼讓人難忘呢？

A 我 印象最深的也是‘怪盜’MV的拍攝。那次經歷

受旅行。有時也會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一般

場也很有趣，為了拍攝，我瘋狂的減肥。應該因

一日遊景點是楊平。有時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

是讓我重新樹立全新形象的一 個契機。拍攝現

為是我第一支單飛的單曲吧（笑）。當時，為‘怪

盜’編舞的老師是一位叫做 Ian Eastwood的編
舞家。舞蹈實在是太酷了。這是一個能讓我擁有

獨創風格的新契機，其過程非常有趣、有意義。
所以讓我印象深刻，也許幾年後也是如此。

Q 你 個人的成長也與全球巡 迴演出離不開吧 。有
沒有比較特別的經歷和難忘的事情呢？

A 去海外演出的時候，我都喜歡在當地體驗一下。

比如說購物啊、旅遊啊，等等。那種新鮮的經歷
讓我記憶猶新。與韓國截然不同的風景也讓我體

會到異域的感覺。天空的顏色也不一樣，天氣、
飲食、溝通方式也不一樣。每次，都讓我覺得，外

面未知的世界如此廣闊。如果時間充裕的話，我
想多經歷一些從沒體驗過的新東西。旅行時，也
會有人認出我， 在第一次踏上的陌生國家，能見

到認出我的人，這本身就非常神奇和刺激。這樣
的經驗每次都會成為我努力的源泉。一想到'很

多粉絲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注視著我，默默的喜
歡我'，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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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TAEMIN
在真正意義的旅行時，喜歡怎樣的風格呢？

A 我喜歡投入大自然的旅行！

喜歡去山、溪谷、

大海之類的地方。我喜歡親臨大自然中的風光，

並用我的眼睛來記錄。近距離接觸大自然，能喚

起我的靈感和想法。對創造新的東西有很大的
幫助。如此看來，京畿道又有山和溪谷，還有大
海，而且可以體驗在大自然中的戶外活動。如果

粉絲們喜歡的旅遊風格和我一樣，十分推薦京畿
道的旅行路線。

Q 你 喜歡說走就走的旅行嗎？還是喜歡去旅行前
仔仔細細做攻略呢？

A 首先我會定一個關於旅行的大方向。比如說，這

次是去度假休息的旅行，或者美食之旅，又或是
去學習、領略新事物等等，我會先定下旅行的主

題。到達目的地後，在大方向內，我會自由的享

會選擇去首爾近郊來一次一日遊。我比較推薦的

只是沿著北漢江兜風，也會有種治癒感。楊平有

很多風景很贊的咖啡廳和甜品店，推薦喜歡甜品
的人去體驗。

Q 最 近很多電視劇、MV都來京畿道取景。所以很

多粉絲也紛紛前來一 睹偶像的風 采。對計畫來
京畿道旅行的粉絲，有什麼推薦呢？

A 我 比較喜歡在議政府吃的部隊火鍋，特別想推
薦給粉絲們。那個濃湯真是太美味了。煲湯的時

間越長，湯汁越濃，而且可以一次性品嘗到很多
食 材。其實旅 行不就 是 美食之 旅嗎？前面您提
到，在拍攝'怪盜'MV時，我去過加平，那裏作為

京畿道旅遊勝地已經美名遠揚。
（笑）如果粉絲
們像我一樣喜 歡 大自然，真的想推薦給 大家。

特別是加平的"晨靜樹木園"，彷佛能將大自然融

進眼中，是漫步自然的好去處。對於需要心靈治
癒的人來說，這裏真的非常推薦。另外加平還有
很多戶外體 驗，適合喜 歡 戶外休閒運 動的粉 絲

們。像綜藝中的橋段一樣，和家人或朋友一起體
驗水上休閒運動，享受涼爽和刺激感，也是不錯
的選擇。

Q 去 旅行的時候會在當地做些什麼呢？

A 我一般會盡可能嘗試所有能嘗試的東西。有時去

徒步旅行、參加戶外活動，如果累了，就呆在能夠
治癒身心的地方休息。如果有可以學習的東西，

就會去學習，我喜歡嘗試對我來說是全新經驗的
東西，能激發我的興趣。

Q 剛才你提到“想創造TAEMIN獨有的音樂風格”。
今後在音樂領域和個人發展方面有怎樣的計畫呢？

A 我 想打造一個獨特的‘TAEMIN’形象。不是去模
仿某一個人，而是創造我自己的音樂與個性的舞
臺。與其說是‘像TAEMIN般的音樂’，更不如說是
走出一條其他人沒有走過的全新之路。我希望大

家都想要知道‘TAEMIN’下一個舞臺會是什麼樣
的。我也在積極準備下一張專輯。我會一直超越
自己，希望大家今後也會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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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 TRIP
RED VELVET - IRENE & SEULGI EPISODE 1 "(NAUGHTY)"

與RED VELVET一起體驗心動之旅
# 1
L o v e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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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可愛的粉紅色

#2 閃閃發光的神秘景觀

陽光與椰樹相輝映，

彷彿離開現實世界，遨游太空般的體驗，

始興Baegot Hanoul公園海水游泳池

開始一場異國風情之旅。

光明洞窟

在洞穴中巡遊，感受神秘幻覺。

連接月串洞到始華MTV的海岸線有15km長。這

光明洞窟保存著各種歷史痕跡。遊客們可以在這

Baegot

年廢礦以後，這裡曾經用來儲存蝦醬，洞穴有很

裡又被稱為K-黃金海岸，而以日落美景而聞名的
Hanoul公園就坐落在這裡。在都心欣

賞到的西海岸風景是那麼美的讓人窒息，彷彿能

感受到一種異國情調。再加上採用海水的環保

泳池，充滿感性的泳池設計與周圍景觀，是不可
多得的網紅拍照景點。登上流線型玻璃欄杆的

陽台，就能眺望到西海與松島國際城市的美麗景
觀。

京畿道始興市正往洞2590

10

裡找到近代化、產業化時代留下的痕跡。 1972
多讓 人驚訝的奇 特歷 史 。如 今，在洞穴本身神

奇、充滿秘密的空間裡，添加了各種文化內容的

加持，打造一個全新的旅遊體驗空間。通過和多
個藝 術家的合作，這裡重生為綜合文化藝 術空
間，在世界範圍內都得到矚目。沿著洞穴內部曲

折的構造，小小的照明閃閃發光，好像來到了一
個未知的全新世界。
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街142

Red Velvet的成員Irene和澀琪第一次以小分隊組團，並帶來了輕快曲風的作品。
在推出了第一首作品Monster之後，緊接著推出了第二首作品‘Naughty’
。

本次MV的拍攝地很多都是京畿道的景點，更引起了廣大的關注。兩個人各具風格的形象與拍攝地
相輝映，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讓我們跟隨兩個人一起去體驗MV中出現的京畿道景點吧。

# 3
A r t i s t i c

# 4
M o d e r n

# 3 藝術感性的視覺衝擊

# 4 現代感十足、新潮時尚的

啟發想像力的雕塑，

囊括了照明歷史的博物館，

安養藝術公園

讓遊客沉睡的感性漸漸甦醒。

楊州市照明博物館

和REDVELVET一起結束愉快的旅行

沿著觀嶽山三星川一帶，是盛產美味葡萄的地

這裡能看到所有關於照明的東西。韓國國內唯

而來的登山遊客。從2005年開始，‘安養公共藝

統照明館、近代照明館、現代照明館等展區，介

方。後來，葡萄園漸漸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慕名
術項目’正式啟動。這裡漸漸立起了與周圍自然

相融合的藝術作品，變成了藝術家們可以施展才
華的地方。欣賞著海內外52位知名作家的作品，

不知不覺時間就過去了。作品不單單是單純的感
性，可以直接用手去摸，去感受，彷彿置身於藝
術之中。

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藝術公園路

一一個照明博物館‘楊州照明博物館’。這裡有傳

紹了照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展望。另外，在光
之想像空間裡，還展出不同主題的創意之作。這

裡還有展出近代歐洲藝術家復古照明藝術的空
間。根據照明的不同，所展現出來的空間效果也

不同，在異域風情的照明中，讓我們為這次意義
不同的旅行畫上句號。

京畿道楊州市廣積面廣積路 2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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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CATION
JOURNEY TO GYEONGGI

12

THE
SENTIMENTAL
OF TRAVEL
成為電視劇中的主角，描繪一場浪漫美麗的旅程。一起進入超越時空展開的故事之中。

13

走在如夢境般美麗的時空–粵華苑

人煙稀少的上午，Prae來到的第一個電視劇

取景地是可以在韓國欣賞中國式庭園的「粵

華苑」。以拍攝《月之戀人－步步驚心：麗》
聞名的此地是主角李知恩（IU）與李準基於
皇宮初次相遇的場所，也是姜河那向李知恩

（IU）深情地述說愛意的地方。盡情欣賞依

據中國廣東地區的傳統風格建造的粵華苑
的異國風光後，不妨以中庭和橋樑為背景，

留下一張人生照吧！接著於粵華苑所在的孝
園公園悠閒地漫步，體驗無所事事的時光。
京畿水原市八達區東水原路399
平日09:00-22:00

14

1899-3300

透過清新夏天的綠意之間

灑落了陽光的粵華苑早晨。
漫步在粵華苑的美麗橋樑上，

將細膩雕刻的木造建築美麗的樣貌盡收眼底。
透過旅行相遇的京畿道取景地

樂意展現著自身最美麗的一刻。

15

16

為你祈禱。

就如《鬼怪》裡的金信

思念著心愛的妹妹與王而施放天燈的

那一天。

從山的另一端吹來涼爽的夏天微風時，
擁有美麗石階的千年古剎–石南寺

如果您想體會韓國佛教的情感，不妨造訪位

於瑞雲山的石南寺。佛教徒Prae在所有取

掛在石南寺屋簷尾端的風鈴將響起

清新的鈴聲。

景地中最期待的此地，是能夠感受山中靜謐

的氛圍，讓內心平靜下來的地方。這是電視

劇《鬼怪》中，主角孔劉寫下妹妹與高麗王
的名字後施放天燈的地方，從入口延伸至大

雄殿的石階美麗動人。石南寺建於新羅文武
王時期，於朝鮮初期獲選為祈禱國家興榮與

王室安寧的資福寺剎，四處可見歷史悠久的
寺廟面貌。

安城市金光面上村新村街3-120

031-676-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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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帶來的慰藉–Orangerie

得益 於 熱帶植物 打造出的獨 特風 景，
Orangerie咖啡廳多次於電視劇與廣告

等許多作品中被提及。不僅如此，這裡
也是電視劇《九尾狐傳》裡，金汎在李

棟旭的咖啡裡下藥，為劇情添加緊張感
的場景。許多人渴望的位子位於因風景
美麗而早早坐滿的二樓。另販售各種綠

色植物，對綠藝裝潢感興趣的朋友務必
前來參觀。多虧眼前遼闊的綠意風景，
Prae也獲得了活力。

京畿道楊州市白石邑基山路423-19
070-7755-0615 每日11:00-21:00，全年無休
美式咖啡8,000韓元，椰奶芒果冰沙12,000韓元
Instagram（@orangerie_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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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溫室中享受午茶時光。
品味茶香後環顧四周，

鵝掌藤、姑婆芋、龜背芋等

副熱帶的清新樹木遍布其中。

在散發綠意清爽能量的
Orangerie度過的午後

讓人不禁想起「幸福」兩字。
19

走向你的路–漢灘江天橋

黃昏之際，抵達最後一個取景地–漢灘
江 天橋。因《 愛的 迫 降》裡玄 彬 與 孫

藝真一起過橋的場景而聞名的這裡，

就算獨自行走，顫抖的雙腿也會帶來
暈眩感。踏上設置於天橋中間的玻璃
板–天空步道，感覺就像飄浮在空中。

順道一提，這個天橋的設計穩固，即使

1, 50 0名成人同時走 過也不會有絲毫
搖晃，您可以放心地享受刺激。
京畿抱川市永北面鴿子窩街207

20

09:00-18:00

美里川聖地

出現於電視劇《鬼怪》的美里川聖地為天主教代表聖地，
也是2021年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紀念人物的
韓國第一個祭司–聖安德肋·金大建神父的墓地所在之處。
聖地裡的103位韓國殉教聖人紀念聖堂在電視劇《鬼怪》

中作為金高銀呼喚孔劉的地方登場，美麗的哥德式建築為
完成美麗的場景立下了不少功勞。
安城市陽城面美里川聖地路416
www.mirinai.or.kr

INFLUENCER.Prae

031-674-7762

HIPRAE

09:00-17:00

BABOPRAE

在YOUTUBE「하이프래HI PRAE」頻道分享韓國旅行、文化和日
常，與64萬名訂閱者互相交流的泰國少女「PRAE」，她最近出演了

NETFLIX情境喜劇《明天不要來》及綜藝節目《大韓外國人》等，並
正作為演員與媒體人活動中。與平常也以開朗能量介紹韓國美麗景點
的她一起踏上旅程，前往京畿道的電視劇取景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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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ASTE
JOURNEY TO GYEONGGI

THE
TASTE OF
TRAVEL
一起品嚐韓國味道的深度，踏上旅程進入展現美麗姿態的美食世界中。

22

23

旅行的趣味在於緩慢。

比平時更悠閒地行動也好，
比平時用餐更久也行。

使用盛裝季節變化的食材製成的

斗數庫房飲食，

慢慢地回味，思索減少多餘之物的人生。

將季節變化裝進食物中–斗數庫房

寺廟飲食為代 表健 康韓式 料理的固有飲食文

化，於自然中取得的食材加上料理人的真誠製
成的飲食，帶給品嚐的人莫大的力量。斗數庫
房裡蘊含著寺廟飲食大師–靜觀師太的哲學，

可體驗韓國的傳統素食菜餚。寺廟飲食不添加

化學調味料與五辛（蒜、蔥、薤、韭菜、興渠），
能夠感受應季生長的健康食材原本的味道，適
合作為午飯食用。斗數庫房意指師父們實踐無
所有，進行乞食的修養方式–化緣，並保管剩餘

的食物，將其分給需要的人的空間。這裡並沒
有固定的菜單，以「今日的供養」之名，依據當
季食材與節氣變更菜單。

京畿水原市靈通區光教湖水公園路80 Around Life三樓
031-548-1912 每日11:30-20:00
今日的供養18,000韓元 Instagram（@doosoogobang)

24

連內心也飽足的用餐趣味–新羅排骨

為了吃一頓飽足的晚餐，決定吃水原排骨。在無
數的排骨餐廳之中，水原三大排骨美食餐廳之一

的新羅排骨以使用韓國1級韓牛且未經冷凍的鮮
牛排骨而聞名。味道不辣，連外國人也能輕鬆品
嚐的調味排骨使用鹽巴調味醬料醃製，保存鮮牛

排骨本身的味道，讓醬料完全滲透其中。雖然通
常會拿蔬菜包排骨食用，但為了享受鮮牛排骨香
郁且清淡的滋味，建議沾鹽食用。另一方面，調
味排骨則適合搭配酸味涼拌蔬菜一起食用。

京畿水原市靈通區東水原路538
031-212-2354
每日11:00-22:00，節日休息
大鮮牛排骨1人份49,000韓元、大調味排骨1人份46,000韓元、
韓牛鮮牛排骨69,000韓元、韓牛調味排骨53,000韓元
www.shillagalb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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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韓屋中緩慢熬製–鳥鳴水聲

主人的第14代祖父自朝鮮中期開始生活

於此地，代代相傳，如今建成了咖啡廳。
韓屋附近有300年的櫸樹、八角亭、蓮花
池與水井，讓 人 感 覺彷 彿遠 道 而來 旅 行

般。於紅豆口感柔嫩、甜味適中且能溫暖
空 腹 的 甜 紅 豆 粥 裡 放 入核 桃、栗 子、松

子、銀杏和肉桂粉等配料，可品嚐到豐富
的口感與美味。

京畿城南市壽井區梧野南路38號街10
031-723-7541 每日11:00-22:00，節日休息
甜紅豆粥11,000韓元、紅棗茶10,000韓元、
冷五味子茶10,000韓元、瓊團糕組合5,000韓元
solicafe.site123.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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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宅迎接的早晨

與灑落於屋簷下的陽光一同開始。
還有將主人全心全意處理的紅豆

長時間慢慢攪動熬煮而成的紅豆粥中，
蘊含著撫慰內心的溫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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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嫻雅姿態的甜點–eedoga

自TVN的綜藝節目《尹食堂》被推廣至海外後，
對韓國甜點的關注度日漸增加。為品嚐傳統甜點

而前往的eedoga是能夠學習韓國傳統糕點及韓
菓的地方。希望製作孩子們也能品嚐的健康韓式

甜點，兩姊妹意氣相投，自2013年起開始經營糕

點、韓菓與蛋糕課程。這天，Eric上了一堂在松餅
麵糰及酒糕上擺花的體驗課，本課程由糕點的基

本原理開始，還能學習應用糯米糕、粳米等的深
度內容。平時對韓國傳統茶點感興趣，想親手製
作健康且值得信賴的點心的話，不妨嘗試一下。

京畿龍仁市水枝區星福2路76號街26-3 Dream Tower 211號
010-9772-2730
www.eedoga.co.kr

INFLUENCER. Eric Warner

@ERIC94KOREA

與目前以時尚模特兒活動的ERIC一起踏上京畿道南部的美食之旅。

在這趟旅程中，喜愛美麗事物的他品嚐了食物原本的味道，並體驗了
各種料理方式的韓國飲食。從面對食物就不自覺露出的微笑，可以察
覺到連內心也變得十分充實。

度過體驗韓式料理風味的一天，記錄他的幸福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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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GUIDE

GOYANG
度過充滿新奇體驗的特別一天–高陽

4

漢江

MIMESIS美術館

一山東區

炭峴站

一山西區

2

5
3
7

高陽市廳

6

1

漢
江

高陽是個充滿樂趣的刺激且活力滿
滿的城市。不僅有一山SBS、MBC等
電視台與攝影棚，也以各種綜藝節
目與電視劇的拍攝地而聞名。在開發
K-CULTURE VALLEY等成為節目聖地
的高陽度過特別的一天吧！

高陽
綜合客運站

大谷站

陵谷站

POINT SPOT
❶ Sports Monster高陽店 ─ 4.8km(車程14分鐘) ─ ❷ Let's Run Farm元堂 ─ 21km(車程30分鐘) ─
❸ 一山海之星 ─ 9.7km(車程20分鐘) ─ ❹ EAT ETALY碳爐 ─ 9.8km(車程20分鐘) ─ ❺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 1.3km(車程4分鐘) ─
❻ ENJOY 一山湖水公園 ─ 3.4km(車程7分鐘) ─ ❼ STAY Sono Calm G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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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運動遊樂場
高陽Sports Monster 

說這裡是大人們的親子咖啡廳也絲毫沒有違和感，在這個不分男女老少皆能享

受的室內主題樂園Sports Monster裡，可以體驗射箭、籃球、足球和攀岩等活
動。不僅如此，還備有VR運動器材和刺激的飛索。休息室裡販賣簡單的食物與
飲品，可以在此稍作休息。因使用時間有限，必須戰略性地做出選擇。

京畿高陽市德陽區高陽大路1955四樓
02-1668-4832
每日10:00-21:00
以2小時使用券為基準，成人25,000韓元、青少年／兒童20,000韓元
www.sportsmonste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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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自由奔跑的平原
高陽Let's Run Farm元堂 

穿越神祕的林蔭道後，就會出現遼闊的草原。在如田園詩

風景般令人印象深刻的牧場中，可以看到馬兒們悠閒地散
步或吃草。得益於美麗的自然景觀，電視劇《陽光先生》

也在此處進行了拍攝。不過，Let's Run Farm元堂是訓練
實習騎師等的空間，因此建議旅客們安靜地散步，享受療

癒的時光。還可以在草原裡的拍照區以草原為背景留下美
好的回憶。週末會以報名的先後順序開放兒童騎馬體驗，
如有興趣不妨事先洽詢。

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西三陵街233-112
02-509-2672
週一、二休息，週三～日營業，09:00-17:00
門票免費
krafarm.kra.co.kr

能夠遇見海洋生物
高陽一山海之星 

入口處便有張開大口的巨大鯊魚迎接觀光客，讓人充滿期
待。迎接滿心期待的人們的是如實呈現海中面貌，既神祕

又夢幻的水族館。這裡可以近距離觀賞到鯊魚、企鵝、海

象、鱷魚、水獺和烏龜等。在超大型的主要水槽中將上演

多彩多姿的水中表演，而3樓的海洋競技場還能遇見這裡

的吉祥物–海象。不僅海洋生物，也能看到浣熊、河狸、猴
子和狐獴等，對喜愛動物的人來說，這裡應該是個大受歡
迎的體驗場所吧？

京畿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282一山海之星
1833-7001
每日10:00-18:30（最後入場時間17:30）
平日券成人25,000韓元、
其他（13歲以下，65歲以上）23,000韓元／週末券成人31,000韓元、
其他（13歲以下，65歲以上）28,000韓元
www.aquaplanet.co.kr/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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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SPOT

坡州Mimesis美術館

由曲線打造出柔和感的巨大白色建

築物，在充滿長方形建築物的出版

園區內特別顯眼。內部更是一片雪

白，利用自然 採光打 亮建 築 物，營
造出奧妙的氣氛。MIMESIS為「The

Open Books Co.」成立的藝術專門

出版社，出版美術、設計、建築、漫
畫、電 影、相片和文 獻學 等多種 領

域的藝 術書 籍。坐在1樓 書本咖 啡

廳的窗邊享受咖啡與書本，並以落

地窗另一側修剪整齊的草地為背景
拍攝人生照吧！

完成一部車的電視劇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京畿道坡州市文發路253
031-955-4100
春季、秋季10:00-18:00，冬季10:00-17:00，
夏季10:00-19:00
成人5,000韓元、學生4,000韓元
www.mimesisart.co.kr

這裡是現代汽車打造的汽車展場，地上9層，地下5層，是韓國最大的體驗型汽車

主題公園。在這裡可以看到融化鋼鐵、打造車體、連接、塗漆及組裝零件的製造過

程。不僅可以看到、聽到、接觸一部現代汽車誕生的所有過程，並能親自體驗。在

製造汽車的過程中，人與機器人合作的過程對孩子們來說是個新鮮的學習現場。

研究影響汽車行駛的風、動作與產生聲音的過程，也刺激著孩子們的五感。常設展

《In to the Car》必須事先預約，也會舉行透過遊戲學習汽車的兒童工作坊。申請
英語導覽時，將100%只以英語進行。最後售票時間至下午5點30分為止。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KINTEX路217-6
1899-6611
常設展10:00-19:00，試車介紹10:00-17:00，1月1日、大年初一／隔天及中秋節當天／隔天休館
成人10,000韓元、青少年7,000韓元、兒童與敬老5,000韓元
motorstudio.hyundai.com/goyang/ln/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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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U &
YEONCHEON
留存著分裂歷史的和平城市－坡州與漣川

白馬高地站

6

2
大光里站

1

漣川郡
5
臨津江

7

4

坡州
精品折扣
購物中心

漢江

3

漣川郡廳

8

坡州市

坡州市廳

韓國是全世界僅剩的唯一一個分裂國家，
因此，兼具歷史與生態學意義的城市就是
京畿北部地區的坡州與漣川。在這裡可以
了解南北韓的現狀，扮演著從過去邁向未
來的信使角色。在因韓戰而出現的非武裝
地帶所在的漣川和平世界路第12路線中可
以發現DMZ的各種面貌，所以最近也有許
多人會來這裡進行一趟自行車之旅。

POINT SPOT
❶ 臨津閣觀景台 ─ 143m(徒步2分鐘)❷ 和平世界公園 ─ 28.54km(車程28分鐘) ─ ❸ ENJOY 坡州智慧林 ─ 13.20km(17分鐘) ─
❹ EAT 坡州Farmer's Table ─ 47km(車程49分鐘) ─ ❺ 供水塔 ─ 18km(車程23分鐘) ─
❻ 大光里廢棄隧道(冰釘) ─ 21.55km(車程40分鐘) ─ ❼ 丹頂鶴主題公園 ─ 13km(車程 24分鐘) ─ ❽ STAY 朝鮮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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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體驗分裂歷史
坡州臨津閣觀景臺 

臨津閣旅遊區是由北韓紀念館、各

種 紀 念碑及 統 一 公 園 等 所 構 成 的

統一安保旅遊景點。在距離平壤比

距離首爾更近的此地，是能夠間接

觀看並感受韓國分裂歷史的特別場
所。登上觀景臺後，可以 透 過望遠

鏡親眼確認北韓人民管制區域的面

貌與自然景觀。與其開闊而美麗的

視野形成鮮明對比，這裡是個讓人

再次感受到咫尺天涯的哀傷場所。

京畿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48-53
（因另無地址，該地址為觀景台前的停車場）
031-953-4744
09:00-20:00
觀景臺免費參觀（使用望遠鏡500韓元）
www.imjinga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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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朧而美麗
坡州和平世界公園 

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位於韓國與北
韓的風的交匯處，象徵韓國與北韓

的和解、相生、和平。位於軍事分界

線 以南7km處，與 板門店不同，無
須複雜的許可程序就能造訪。主體
建築臨津閣是1972年為了北韓失鄉

民而建立，雖然是個充滿歷史意義

的地點，卻也如風 景般 溫暖。造訪
時，風之丘上的公園吉祥物與風車
也是廣受歡迎的外拍地點。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馬井里618-13
031-956-8300
全年無休
門票免費
www.imjinga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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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Z生態的起點
郡南洪水調節池 丹頂鶴主題公園 

位於距離停戰線僅6km的邊境地區的洪水調節池，是為了

防止臨津江流域的洪水災害與預防北方擅自洩洪，於2011
年10月建造。高26m、長658m，總蓄水量為7000萬噸的

巨大混凝土水庫。特徵是首度採用自然型魚道，使魚類能
夠自然往返水庫的上下游。因保存了候鳥遷徙地的周邊環
境，每年會有200多隻韓國代表性的冬季候鳥暨天然紀念

物丹頂鶴、白枕鶴和白頭鶴前來。江水附近也是水獺、獐
和朝鮮䱻等各種稀有動植物棲息的清淨自然生態地區。郡
南洪水調節池旁坐落著以象徵和平的丹頂鶴為主題打造

的主題公園，入口設有觀景台，登上頂端便能將整個水庫
與臨津江盡收眼底。

韓戰痕跡留存之地
供水塔 

京畿道漣川郡郡南面仙谷里614-9

031-839-2061

雖然為了供水而建設的供水塔在1967年失去功能，但作為

登錄文化財第48號，仍然完整保存著昔日的面貌。供水塔
在韓戰當時遭到轟炸，凹陷的牆面與留下的彈痕將重現其
歷史意義，於上方恣意生長的藤蔓可推敲時間的流逝。不

妨在供水塔下方展示的蒸汽火車前或畫有火車的壁畫前
拍照留念。

京畿道漣川郡漣川邑車灘里34-373

031-839-2561

門票免費

自然的神祕
大光里廢棄隧道（冰釘） 

當寒流到來時，可看到韓國最美的自然藝術作品。與從高

處滴落的冰錐不同，從地面往上延伸、或小或大的冰釘展

現出神祕的姿態。每年以不同的面貌吸引觀光客目光的冰
釘，可發揮想像力推理各自呈現的模樣。因觀賞冰釘時須
注意安全，故無法進入廢棄隧道，只能在外面觀賞。
京畿漣川郡新西面大光里山173

門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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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IN
動感娛樂的城市–龍仁

在以高科技、自然、城鄉複合城市相調和的城市–龍仁，可以在主題公
園來一場特別的體驗。能體驗活生生的韓國傳統文化的民俗村、能體
驗美麗的遊行與驚險刺激的遊樂設施的愛寶樂園，都是韓國之旅必去
景點之一！正是適合擺脫無聊的日常，開心度過一天的旅遊景點。

2

3
5

4

RAMADA
YONGIN飯店

6
1

泰華山

龍仁市
處仁區
舞峰山

龍仁
農村主題公園

7

POINT SPOT
❶ 韓國民俗村 ─ 28.02km(車程42分鐘) ─ ❷ 龍仁高空滑索 ─ 7.8km(車程19分鐘) ─ ❸ ENJOY 加勒比海灣 ─ 1km(徒步18分鐘) ─
❹ 愛寶樂園 ─ 8.09km(車程22分鐘) ─ ❺ STAY 孝悰堂 ─ 7.94km(車程22分鐘) ─ ❻ EAT 松亭鍋粑藥膳燉雞 ─ 31.58km(車程48分鐘) ─
❼ ENJOY 大長今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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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觀賞走動的情境劇之處
韓國民俗村 

如果想回溯時代，親自體驗韓國文化，不妨造訪韓國民俗

村。這裡並不是單純的傳統文化體驗場所，韓國傳統童話

中的人物彷彿真的居住於此，打扮成山神、使道、花乞丐、
九尾狐的員工機靈的情境劇也更能助興。不僅如此，能夠

參與天然染色等各季度的各種體驗活動也是這裡的驕傲。
以拍攝電視劇《成均館緋聞》、《擁抱太陽的月亮》等多
部古裝劇的拍攝地聞名，全年充滿看頭與樂趣。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
031-288-0000
平日10:00-18:00，週末及國定假日10:00-21:00
門票15,000韓元～20,000韓元、自由使用券
（成人）28,000韓元、（青少年）25,000韓元
www.koreanfol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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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與希望的國度
愛寶樂園 

如果正在找不需要費勁規劃，就能玩一整天的地方，不妨

造訪主題公園吧！不僅隨處充滿看點，在能根據自己的喜
好挑選的遊樂設施前排隊也令人愉悅。特定時間進行的華
麗遊行是高潮。每一季還會舉行鬱金香慶典、萬聖節等特
別活動，推薦您在特定時期造訪。門票價格根據日期將有
所變動，造訪前請先參考網站月曆。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031-320-5000
10:00-21:00
門票成人／青少年50,000韓元至60,000韓元、兒童／
敬老40,000韓元至48,000韓元
www.everland.com

穿梭林間的刺激感
龍仁高空滑索 

不須經過訓練，只要聽從簡單的指引即可輕鬆體驗的環保
娛樂設施便是高空滑索。「高空滑索（zipline）」的名稱

是因乘坐鋼絲移動時發出的「嘰（zip）～」聲而得名。龍

仁高空滑索可體驗總長1,238m的動力高空滑索，無論季
節或天氣好壞均會開放，享受在空中飛躍的刺激感可消

除日常生活中的壓力。龍仁森林遊樂區的6條高空滑索路

線位於海拔562m的正光山南側，不僅風景秀麗，每條路

線還可以體驗到不同的魅力，帶來刺激無比的樂趣。風景

最美的路線是第3條鷹路線，不僅速度最快，難度也高。一
開始時會感到害怕，但從乘坐第1條至第5條路線的過程

中，將漸漸充滿自信，在乘坐第6條路線時，甚至能與登山
客揮手問候，變得游刃有餘。

在秋季乘坐高空滑索最對味，可一邊欣賞五顏六色的秋
天楓葉，盡情享受在空中迎風飛翔的刺激感。

京畿龍仁市處仁區慕賢邑草芙路220
（冬季17:00)
成人、兒童35,000韓元

1588-5219
09:00-19:00
www.ziplineyongin.co.kr

©Ev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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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內享受跳傘 Fly Station

Fly St ation的 優 點 是不受 季 節影

響，任何人都能輕鬆安全地在室內
享受跳傘。在安全的風洞中乘著最

高時速360km/h的風，可以享受不
穿戴任何設備就飄浮在空中的神奇
體 驗。對 新手而言，光要 飄 浮 都很

困難，因此當專家們擺出高難度的
藝 術姿勢時，四處便自然傳出讚嘆

韓國規模最大的古裝劇拍攝地
大長今主題公園 

拍攝《朱蒙》、《擁抱太陽的月亮》、《同伊》、《李祘》、《善德女王》等無數古
裝劇的開放式拍攝地，總占地84萬坪，為韓國最大規模。重現三國時代至朝鮮

時代等各時代的建築樣式與生活空間，可在這裡來一趟時空之旅。如果平時喜
歡古裝劇，那就參觀各個空間，重現電視劇的場景拍照留念吧！可以留下特別的

回憶。拍照區與宮中服裝體驗深受前來韓流觀光之旅的外國觀光客們喜愛。根
據COVID-19的情況，可能會暫停營業，造訪前請務必先確認網站資訊。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龍川路330
031-337-3241
09:00~18:00（冬季17:00）
門票成人9,500韓元、國高中生8,000韓元、48個月～小學生7,000韓元、未滿48個月免費
djgpark.imbc.com

聲。此體驗每場限制12人且相隔30

分鐘進行，當天現場報名時，可能難
以在希望的時間進行體驗，因此必

須事先於網站上預約。因成為人氣
綜藝節目的常見拍攝地，知名度 大

幅躍升。曾出現在KBS 2TV的《我的
超人爸爸》、MBC every1的《歡迎，

首次來韓國？》等韓國人氣綜藝節
目，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城山路521
1855-3946
平日10:30-19:30，
週末及國定假日10:30-20:30
平日66,000韓元、週末76,000韓元
www.flystatio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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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NGNAM
引領韓國的IT城市–城南

2

3

炭川

1

4

5

二梅站
板橋站

6

書峴站

炭
川

城南市
柏峴洞

代表城南的板橋有遊戲、
搜尋引擎、SNS的代表IT企業
齊聚一地，號稱韓國的矽谷。
從韓國人的搜尋引擎公司
NAVER至打造通訊軟體
KAKAOTALK的KAKAO，
還有讓喜愛遊戲的人為之
瘋狂的NEXON及NCSOFT！
另外，這裡也是最快展現新
服務的高科技城市。
走在乾淨俐落的板橋街道，
可一探韓國精彩的未來。

亭子站

城南市
亭子洞
7

8

POINT SPOT
❶ Kakao板橋辦公室 ─ 537m(徒步9分鐘) ─ ❷ Nexon ─ 248m(徒步4分鐘) ─ ❸ Neowiz ─ 414m(徒步9分鐘) ─
❹ NCsoft - 147m(車程2分鐘) ─ ❺ 首爾板橋萬豪萬怡飯店 ─ 1.8km(車程7分鐘) ─ ❻ 柏峴洞咖啡街(Redish Brown、
Open Coffee、Coffee Stone、I'm Home) ─ 3.4km(車程8 分鐘) ─ ❼ 美食街 - 981m(車程5 分鐘) ─ ❽ N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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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形影不離的親密公司
Kakao 

Kakao從提供通訊軟體服務開始，目前拓展至入口網站、
SNS、購物、網漫、遊戲、計程車、網路銀行等生活中的各

項服務，是生活服務領域之中最強的IT企業。擁有Kakao
Friends的角色開心迎接來賓的Kakao辦公室7樓設有外

部訪客可進出的咖啡廳，反映出自在環境的公司裝潢令人
印象深刻。此外並設有角色商店和休息空間等，能夠感受
韓國IT公司的高科技文化。

京畿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235 H-Square N棟
www.kakaocorp.com/page/

1899-1326

名不虛傳的遊戲王國
Nexon 

設計韓國國民遊戲《跑跑卡丁車》與《爆爆王》的遊戲公

司。即使是沒玩過遊戲的玩家，也一定有看過《跑跑卡丁
車》的藍寶與睏寶，或是《楓之谷》的蘑菇標誌。以可愛的

角色與容易操作的休閒遊戲為開端，推出了《風之王國》、

《突擊風暴》、《瑪奇》、《艾爾之光》和《最終幻想》等，
許多深受遊戲迷熱烈支持的遊戲。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板橋路256號街7
company.nexon.com

1588-7701

© Neowiz

穩固的遊戲名家
Neowiz 

伴隨舒適吉他演奏的療癒 遊 戲《吉他 少女》、召喚昔日

回憶的2D像素動作遊 戲《孤骨》、可使 用遊 戲主機或電

腦 進 行的《神 佑 釋 放 》等，正 提 供多種 遊 戲 服 務。連每
逢佳節就圍坐在一起玩的花牌遊戲Go-stop做成的遊戲

《Pmang New Matgo》也是該公司著名的作品之一。

在板橋的IT公司中，因其公司大樓的設計獨特而擁有法院
之稱，以生產遊戲機遊戲為主。

京畿城南市盆唐區大王板橋路645號街14
www.neowiz.com/neowiz

031-802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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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IT企業
Naver 

韓國第一的入口網站服務Naver以知識in、網漫等服務引
領了全世界的數位 趨勢，是超越韓國國內的世界級IT國

際企業。Naver將象徵色–綠色利用綠色植物打造成總公
司的圖書館及咖啡廳並對外開放。還有販賣熊大、莎莉、

兔兔等可愛的Line角色商品的商店，也可以買來當作造

訪總公司的紀念品！Naver 總公司一樓的圖書館目前因
COVID-19而禁止外部訪客進出。

擁有忠心的狂熱玩家群
NCsoft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佛亭路6
www.navercorp.com

只要是玩家，絕不能錯過的公司就是NCsoft。讓人聯想
到NCsoft的N的建築設計被稱為板橋的地標，也是象徵性

的存在。內部設施同樣很傑出，室內設有員工專用的三溫
暖、健身房、幼稚園及醫療中心等。如果對為了讓員工想

出創意點子而設計的公司大樓感到好奇，只要報名以青少

年為對象的參觀計畫即可。外部訪客可以在對外開放的一
樓咖啡廳悠閒地品嚐咖啡，盡情享受來到喜愛的遊戲角色
所誕生的搖籃的喜悅。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大王板橋路644號街12 NCsoft
kr.ncsoft.com/kr/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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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3830

平日10: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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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PICK

日常中的自慢生活
柏峴洞咖啡之旅
CAFÉ PICK 1 Redish Brown

CAFÉ PICK 2 Coffee Stone

廳，由申世景與任時完演出的電視劇

是間擁有「反轉」的咖啡廳。咖啡廳內部以自然的棕色原

這 裡 是柏峴 洞 咖 啡 街的第一間咖 啡

《Run On》也曾在這裡拍攝，室內裝潢深具魅力。老闆為

了堅守美味的信念，使用好的食材並設計出符合食材的食

許多心得都提到內部空間實際上比外部面貌寬敞許多，

木為基礎，到處可見費心於一間咖啡廳裡打造各種風格的

空間。老闆不僅烘焙咖啡，還親自挑選咖啡豆。美式咖啡

譜。這裡的招牌餐點是紅豆刨冰，使用完美烘焙的咖啡豆

可以免費續杯一次，烘焙咖啡分為手

維持紅豆刨冰原本的美味而不至於過甜。

茶、冰沙及新鮮果汁。

沖調的咖啡味道絕佳。紅豆刨冰使用韓國產紅豆，致力於
京畿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18號街30
031-8016-2055
12:00-21:00，週一休息
(Instagram）@redish_brown_

沖咖啡、濃縮咖啡和冰滴咖啡，另有
京畿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10號街8
031-8017-0529
11:00-23:00

CAFÉ PICK 3 Open Coffee

CAFÉ PICK 4 I’
m Home

豆和濾掛式咖啡，擁有忠心的常客，對咖啡味道的信賴度

室內裝潢深具魅力。門口的紫色門為拍照區，不妨先拍照再

具書店與藝廊的感覺，正是適合俯瞰欣賞設有亭子的公

作為早午餐咖啡廳，能同時用餐與品嚐甜點為其特徵。如

為板橋知名的烘豆咖啡廳，還有客人會親自前來購買咖啡
相當高。一樓以黑白大理石布置，二樓深具魅力的裝潢兼
園的最佳場所。代表咖啡為單品咖啡，也可以嘗試拿鐵咖
啡、Open萃取咖啡、告爾多等。
京畿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14號街15
070-4633-0691
週一～週四10:00-22:00，
週五～週日10:00-23:00
(nstagram）@opencoffee_roasters

讓人誤以為暫時來到一間國外的速食店，鮮明色彩顯眼的

進入！走進內部，在美妙的氛圍中談話的人們便映入眼簾。

果想享受早午餐，可以選擇生菜沙拉、義大利麵或三明治系

列；若是為了香甜的甜點而來，推薦您品嚐舒芙蕾、香蕉布
丁、布朗尼蛋糕或牛奶紅豆刨冰。

京畿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10號街3-1
070-4418-0415 週一～週四10:00-23:00，
週五～週日10:00-24:00
(Instagram）@imhome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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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ON

5

水
原
川

蘊含歷史的文化城市–水原

1
6
2

4
7
8

水原的長久傳統成為趨勢，全新的空
間創造城市的歷史。位於市區中心的
水原華城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的世界遺產，激起人們對歷史的好奇
心，而訪花隨柳亭的夜景則讓戀人們
悸動不已。不僅能品嚐電影中出現的
正統水原牛肋排炸雞，還能在水原華
城附近充滿當地人秘密基地的行理團
路留下滿滿的愉快經驗。

華城行宮

水原市
行宮洞

3

水原工坊街
八達門

八達門市場

POINT SPOT
❶ 水 原傳 統 文化館 ─ 1 5 5m(徒 步2分 鐘) ─ ❷水 原華城 ─ 1.07km(徒 步16分 鐘) ─ ❸ 水 原 炸 雞 街 ─ 924m(徒 步14分 鐘) ─
❹ 行理團路(Jung Jiyoung Coffee Roasters、行宮81.2、 CAFE 7209、Paterson coffee) ─ 1.65km（徒步25分鐘) ─
❺ Flying水原 ─ 1.03km(徒步 16分鐘) ─ ❻ 訪花隨柳亭 – 753m(徒步11分鐘) ─ ❼ On se mi ro ─ 139m(徒步2 分鐘) ─ ❽ 韓屋Stay 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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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韓國的禮與美
水原傳統文化館 

蘊含正祖氣息之處
水原華城 

體驗活動。大人們可以嘗試以閨房工藝製作拼布風鈴、拼

世界上第一個計畫好的新都市，於朝鮮正祖時期集結了當

如果想體驗水原的傳統，不妨留意這裡準備的傳統文化

布鏡子、編織手環和編織書籤等，小孩子們則可以在弘齋
書堂學習傳統基本禮節、問候方式和四字小學等。搓揉出

五顏六色的花糕，放至白雪糕上，並搭配茶飲享用的畫中

之餅體驗活動也很受歡迎。不僅如此，能夠聆聽板索里名
唱們歌聲的名人列傳在去年大受歡迎，因應COVID-19疫

情，「宅家玩國樂」之類的線上體驗活動也持續進行中。

每個季節或每個月份都有不同的體驗，建議事先於網頁

1997年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是

代技術，歷時2年6個月完工。設有可窺視敵人的東北空心
墩與脫逃用的暗門等，軍士們看守的東一舖樓則是可以稍
作休息的亭子。登上坡度平緩的華城可一覽水原市區，絕
對不要錯過韓國百大名勝的夜景哦！

京畿道水原市長安區迎華洞320-2
031-290-3600
3～10月 09:0018:00，11～2月 09:00-17:00
兒童500韓元、成人1,000韓元
www.swcf.or.kr

查詢再前往。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長安洞18-11
031-247-5613
09:00-18:00
（週一休館)
＜畫中之餅，可望不可及＞課程費用3,000韓元、
＜市民正規課程＞課程費用2小時50,000韓元
www.swcf.or.kr

49

DO IT
EAT IT

融入溫暖情感的複合式餐廳
On se mi ro 

On se mi ro位於圍牆低矮的房子聚集的巷子內，由母親與
兒子所經營，是一間充滿韻味的韓食複合式餐廳。今年3月
開幕的這裡，在小庭院栽培用於擺盤的食用花朵與香草，

而在陽光明媚的日子裡，則能看到晾曬食材的親切風景。
Lee Daehan廚師為了使用生拌牛肉、鮭魚等最新鮮的食

材，每天凌晨前往採購，以烹調當天的餐點。共有4種主菜
與3種副菜，而且經常開發新餐點。包含戶外一共13張桌

子，最受歡迎的餐點依序是海藻奶油燉飯、生牛肉拌飯、
起司漢堡排。

京畿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42號街6一樓
031-244-5424
週二～日 11:00-22:00，週一例行休息（無休息時間，最後點餐時間為晚上9點)
起司漢堡排16,500韓元、生牛肉酪梨拌飯13,000韓元

如龍棲息的蓮花池般神祕
訪花隨柳亭 

沿著華城的城廓漫步，就會看到以出遊地點聞名的訪花隨
柳亭。許多遊客會帶上野餐組合，圍坐在瀰漫著清秀之美
的蓮花池畔。有機會到訪花隨柳亭時，務必記得從樓閣上

眺望全景。雖然白天的景色美麗，但在燈光點綴的夜晚，
彷彿結束累人朝政的王一般溜達的晚間散步也別有樂趣。
京畿水原市八達區水原川路392號街44-6
門票免費
全年無休，一天24小時

031-290-3600

將城市盡收眼底
Flying水原 

這是可以在最高150m的上空眺望整個水原華城的特別觀

光設施。氦氣球最多可搭乘30人，為安全起見，接受過專
業訓練的飛行員會一同搭乘。氦氣球通過歐洲航空安全

局規定Joint Avaltion Requlation（JAR21），並取得建

設交通部的安全檢查許可等。每週一上午進行基本安全檢

查，可以放心體驗。票券僅限現場購買，一次的飛行時間

為十分鐘左右。根據天氣與風速決定是否營運，天氣突然
出現變化時，可能不事先通知便停止搭乘或取消營運。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京水大路697
031-247-1300
成人18,000韓元、國高中生17,000韓元、小學生15,000韓元（水原市民
出示身分證可享折扣）
www.flyingsuw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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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的古宮欣賞方式
行理團路咖啡之旅
CAFÉ PICK 1 CAFE 7209

CAFÉ PICK 2 行宮81.2

在離咖啡廳十分鐘距離的訪花隨柳亭愉快地野餐也會是

光的寬敞咖啡廳，這裡正是最佳地點。店內出色的裝潢讓

朵吐司都 相當美味，但也適合美 麗地擺

代 表 飲品 為草 莓優 格冰沙、維 也

以在藤籃裡裝有三明治、飲料和墊子的野餐組合而聞名。
旅行中的一場特別經驗。儘管草莓三明治和雲
設後拍攝Instagram感性照片打卡。
野餐組合只能 透 過Instagram的

訊息預約。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新豐路23號街54
031-302-1111 12:00-22:00，星期四休息
(Instagram）@cafe7209

CAFÉ PICK 3 Jung Jiyoung Coffee Roasters

如果正在找尋能夠一邊欣賞黃昏彩霞，一邊享受悠閒時
許多客人暫時放下手中的飲品到處拍照。
納咖啡，目前也正在販售能夠搭
配品嚐的蛋糕、瑪德蓮和司康

等甜點。

京畿水原市八達區新豐路56
031-257-0812
每日10:00-22:00
(Instagram）@haenggung_81.2

CAFÉ PICK 4 Paterson coffee

改造自老舊的住宅，可感受到復古魅力與舒適氛圍的地

4層樓高的白色建築物外牆上寫著英文字母「Paterson

絕。1樓設有櫃台、麵包坊、烘豆室，二樓則設有風格各不

各種設計的咖啡杯、書籍、大型喇叭與CD等，讓人看得津

方。因其穩定不變的味道與傑出的咖啡，旅客們絡 繹不
相同的隔間，結構相當奇特。此處

魅力是能夠將長安門與城廓盡收眼

底的頂樓露臺。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905號街13
070-7773-2017
12:00-22:00，週一休息
(Instagram）@jungjiyoungcoffee

coffee」，是一家讓人印象深刻的咖啡廳。感性地展示著
津有味。幸運的話，還能在咖啡廳

一角聆聽爵士樂現場表演。特色是

「今日甜點」每天都有所不同。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33
070-4257-0515
12:00-22:00
(Instagram）@paterson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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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Beaches
李泳知PICK！最近的人氣京畿大海

不要再只是憑眼睛記住壯觀的大海了！能感受到滿滿大海氣息的體驗會讓您明白浩瀚大海的真實價值。
MZ世代的代表–饒舌歌手李泳知去了一趟京畿的大海，她推薦的京畿大海在哪裡呢？
Mini Interview

饒舌歌手李泳知

「每到夏天我都會去海邊旅行，但今
年因為COVID-19而無法遠行。就算
行程忙碌，也能馬上往返一趟的京畿

大海對我來說是個療癒的地方。雖

然只是看著大海也不錯，但 還能參

加漁村體驗、釣魚、划獨木舟、潮間

帶體驗等，來一趟更流行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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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臨其境的潮間帶體驗場 百味里漁村體驗村

位於京畿道華城的百味里村擁有閃耀的大海及無邊無際的潮間帶，是個令人印象

深刻的美麗漁村，也是愛上寧靜魅力的旅客們會舊地重遊的景點之一。這裡的釣
鰕虎體驗最受歡迎，因為距離體驗場超過1km，故備有40人可搭乘並利用曳引機
拉引的潮間帶馬車。除了釣魚、撿貝之外，還有划獨木舟、立竿網、使用月亮網等
各種體驗，是個親近在城市難以接觸的海洋生態界的大好機會。另備有英文與中
文的體驗介紹冊子，也不失對外國觀光客的體貼。

京畿道華城市西新面百味街210-35
031-357-3379
成人（國中生以上）8,000韓元、30個月～小學生：5,000韓元，租借費：長靴（2,000韓元）、鋤頭（1,000韓元）
www.xn--oy2b2bw6grgz84bvicm0oduan74d.kr/expintroduce

01
02

美麗日落所在之處 炭島漁村體驗村

潮間帶體驗是能在韓國感受到神奇、陌生，卻令人印象深刻的體驗之一。您可找回童

心，在自然中盡情地累積回憶。不必做任何準備，成人支付10,000韓元、兒童支付8,000
韓元，就會提供手套、袋子、鋤頭和長靴等基本裝備，相當便利。可以自行走到體驗場，
加上沒有時間限制，行動相當自由。不只潮間帶體驗，還提供製作貝殼項鍊、透過潮間

帶地圖認識炭島港的生物等，一家人可以休息、吃喝玩樂的體驗。另外，管理團隊們英
語流利，外國人造訪時會親切地指引。最重要的是，日落相當美麗，在天色漸漸昏暗的
時分，旅客們總是忙著拍照留念。

京畿安山市檀園區大阜黃金路17-34
032-885-3745
每日00:00-23:00，依據每日潮汐時間，
體驗時間可能有所變動
體驗費用成人9,000韓元、兒童7,000韓元
www.tando.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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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View
夜景唯美的約會地點

夜晚是讓人暫時停止思考並欣賞風景的時間。在漸漸昏暗的晚上，就看著美麗的夜景，

整理一天的旅行，並開始全新的旅行吧！在比白天更浪漫的氛圍中約會，必能留下美好的回憶。

01

Mini Interview

《國家地理旅行者》
韓國版
@natgeotravelkor

到京畿 道 旅 行 時，絕 對不

能 錯 過 欣 賞 美 麗 的日落，

尤其是紅霞照耀的宮坪港，
以及呈現紫色與橘色之夢

幻組合的安山落照觀景臺，

足以迷惑攝影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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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風景令人印象深刻 宮坪港日落

宮坪港為落於水產市場後的太陽周圍散發出紅色光芒，日落非常美麗

的地點。適合悠閒地釣魚或漫步於宮坪港附近的海水浴場。看著蕩漾
的波浪與在海面上來回飛翔的海鷗，便能盡情地感受到自然帶來的餘

裕。宮坪港附近的漁村體驗村提供撿貝、潮間帶體驗、挖蛤蜊、滑泥

橇體驗、釣鰕虎及水上活動體驗等，在觀賞日落之前，可以充實地度
過白天的時間。

京畿華城市西新面宮坪港路1049-24宮坪漁村體驗村諮詢處

031-356-7339

以100年的傳統自詡 烏山五色市場

引導至光之森林 安山星光村攝影樂園

油·糕點的磨坊聚集的街道、主要販售豬牛的精肉街道、充滿

動物模型一起拍攝各種風格的照片。樹木與模型上密密

以服飾和時尚為主的夜市街道、新鮮食材街、製作胡椒粉·麻
滋補食品與看點的Moms街，共有五種色彩，故稱為五色市
場。每逢週五與週六夜晚便開放的夜市中，可遇見世界各國的
料理。販賣五色市場所開發的手工啤酒的CROW:D及戶外舞台
常會進行各種類型的表演、街頭表演與活動，頗有一番看頭。
京畿道烏山市烏山路272號街22
www.5colormarket.com

031-376-4141（客服中心）

在黑暗中展開如童話般風景的安山星光村，可與約200隻

麻麻設置了粉紅、綠色、紅色、藍色等多種顏色的美麗燈
光增添美麗，且隨處設有拍照區，在黑暗中顯得更加鮮明
的燈光讓人無論拍攝何處，都散發著令人著迷的光芒。

京畿道安山市常綠區水仁路1723
031-484-5050
週一～週五16:00-23:00，週六與國定假日15:00-24:00 門票成人7,000韓元、
兒童5,000韓元、身障人士及敬老5,000韓元
www.ansanstar.net

02 03

ⓒinstagram.com/sensibility-seain

04 05

平澤的梨泰院街 平澤國際中央市場

美麗的落日 安山落照觀景臺

會開市，變得活力十足。位於美軍部隊附近的此地是松炭

臺。如果看到紅色燈塔與雲帶環繞的太陽形狀雕塑，

每到週末，平澤國際中央市場的夜市「松舊金山市集」就
部隊鍋的故鄉，漢堡亦富有盛名。以厚實美味的餡料聞名

的手工漢堡店「Ｍiss Lee漢堡」，除了附近美軍部隊的外
國人會光顧外，連外地人也會特地遠道而來。不僅如此，
這裡也是能品嚐泰國、土耳其、蒙古、巴西、非洲和歐洲等

各國料理的地方，是新咖啡廳與餐廳陸續進駐的南部地區
新興的熱門景點。

這裡是能夠鑑賞西海的美麗落日與仁川大橋的觀景
那就表示找對地方了。造訪這裡的人們會坐在雕塑中

間的洞擺姿勢，以後面的落日及大海為背景拍照。在

日落之 前的傍晚 造訪，悠閒地在觀 景台欣 賞 風 景的
話，將能享受無比的快樂。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大阜北洞山23

京畿道平澤市中央市場路25號街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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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Viewfinder
IG感性空間

Instagram裡擁有感性，雖然用眼睛看也得要美麗，但拍成照片時，必須顯得特別且具有價值才會顯

眼。比起任何人都到得了的市中心人氣咖啡廳或美食餐廳，如果您渴望以更加特別的自我專屬感性填滿
動態消息，那就介紹您只有行家才知道的IG感性地點。

01

Mini Interview

Instagram使用者
金南希（音）

@namhee_in_stars

對 身 為 攝 影 師 的 我 來 說，

「作夢的照相機」是個令人悸
動的地方。將參加寫下夢想

清單活動拿到的夢想照片當

作書籤使用，內心彷彿得到
溫暖的鼓勵般，非常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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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漢江美景深具魅力 南楊州for a day三牌
在戶外露臺上可以欣賞到遼闊漢江美景的雙層頂樓露臺咖啡廳。以翠
綠草地及花朵布置的戶外庭園結構自由，適合四處漫步。為了讓遊客

隨處都能欣賞到漢江美景，咖啡廳內部的窗戶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透
明窗戶另一端如畫般的風景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代表餐點為加入新
鮮當季水果與鮮奶油的雞蛋仔，以及裝滿有機上下牧場牛奶及草莓的
草莓瓶。如果想以夕陽為背景，來一場美味的用餐時光，不妨選擇使
用澳洲純淨牛肋排肉製成的烤牛肉餅排。

京畿道南楊州市孤山路232-24
031-576-2505
每日10:00-22:00
雞蛋仔12,000韓元、草莓瓶7,000韓元、烤牛肉餅排19,800韓元

漢江的兩道水流交匯之處 楊平兩水里

夢想實現之地 作夢的照相機

和，可以毫無負擔地行走。曾有30艘船在流動的江河附近

的過程，就能進而實現那個夢想。事實上，他也將如此實現

兩水里在水霧瀰漫的日子特別美麗，散步道的坡度也算緩

進出的渡口歷經長久歲月，今僅留下痕跡。因電視劇《她
很漂亮》中男女主角拍攝吻戲而更加出名的相框擺飾至今
仍是許多人造訪的拍照區。造訪兩水里時必吃的兩水里蓮

花熱狗是楊平著名的美食店家，麵糊內含蓮花葉，可選擇
一般口味與辣味，肚子有點餓時不妨前往品嚐看看。
031-770-1001

夢想的過程與訣竅傳授給客人。在咖啡廳準備的紙上寫下

願望清單，就能免費為您印製親自以拍立得拍攝的「夢想
照片」，將是一次特別的經驗。咖啡廳內部與店名相襯，展
示著老舊的照相機與袖珍相機，參觀時充滿了樂趣。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韓松街35
031-771-3264
週二～週六11:00-18:00，週日、週一、節日休息
卡布奇諾、拿鐵咖啡
4,500韓元、混合調配茶5,000韓元
dreamycamera.synology.me

ⓒCamera Café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里

作夢的照相機老闆相信，透過每天看照片來反思自己夢想

02 03
04 05

潮人的聖地 東豆川外國人觀光特區

喚醒藝術感受 安養藝術公園

在一角規劃整齊的小吃攤街可外帶或內用，目前販賣著

的此地充滿了刺激想像力的要素。遊樂區隨處設有國

擁有韓美文化廣場之稱的空地附近設有世界各國的餐廳，
海苔飯捲、辣炒年糕、牛排、義大利麵、肉餅、熱狗、土耳

其烤肉等各式各樣的食物。融入各國特色的看板與菜單、
因外國人頻繁光臨而熙熙攘攘的街道，彷彿造訪韓國裡

的外國般，別具特色。特別是裝飾低層店家外牆的華麗塗
鴉，更是潮人們裝飾IG動態消息的人氣拍照區。
京畿道東豆川生淵洞571-31

藉由從2005年開始的「安養公共藝術計畫」重新誕生

內外52名知名藝術家的裝置藝術，與周邊自然相互融
合的藝術作品設置於自然之中，變身為相當特別的藝
術家地點。不妨登上螺旋型結構的APAP觀景台，站在

能將山頂與藝術公園路盡收眼底的位置，留下感性的
照片。

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石水洞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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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ry Tour
京畿道地區酒遊記

好的水與健康的土地能釀造美味的好酒，這裡再加上地區材料的調配，釀造成頂尖美味的京畿道地區酒。
從誠心誠意釀造的韓國傳統酒馬格利酒、啤酒到葡萄酒，為您介紹可以依據個人喜好選擇的地方。

01

Mini Interview

Instagram使用者
金玄正（音）
@insta_train95

前 往「山葡萄農園」葡萄

酒熟成隧道的沉重木門，
猶如前往中世紀的祕密通

道。充滿橡木桶的香味，
打造出了神祕的氛圍。品
酒之旅的美妙之處就是試
飲山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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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遇見韓國傳統酒的地方 傳統酒博物館山楂園
致力於保存並發揚韓國傳統酒的山楂園，對愛酒人士來說如天堂一般。

設有了解韓國傳統酒「家釀酒」的展覽空間，且現正販售中。您可試喝
水果酒、藥酒和蒸餾酒等裴商冕酒家的30多種產品。可以利用入場時拿
到試飲杯品嚐好奇的酒並購買，因此有挑選自己喜愛的酒的樂趣。若因
種類繁多而難以選擇時，不妨參考一下本月最佳酒類銷售排行榜吧。
京畿抱川市花峴面花東路432號街25
031-532-9300
8:30-17:10，節日連假休息
成人4,000韓元、團體遊客（40人以上）3,500韓元
www.soolsool.co.kr

農家型酒莊 大阜島Grand Coteau

韓國傳統酒的自尊心 裵惠正都家

40多處農家聯合參與，於2000年開始生產葡萄酒。造訪展覽

利酒的代表公司，以 又麯生酒及老虎生馬格利酒最具代表

將意指大山丘的大阜島翻譯成法文，即為Grand Coteau，由
場的話，不僅能試飲，還能參加參觀釀造廠的品酒之旅及葡

萄酒Spa等各種葡萄酒體驗。大阜島的葡萄以食用也很受歡
迎的坎貝爾葡萄與青水葡萄來釀造葡萄酒。青水品種不僅美
味，也適合釀成葡萄酒。今年預計推出20年復古青水。
京畿安山市檀園區布穀山街107
032-886-9873
週一～週六09:00-18:00，週日休息
特別葡萄酒課程20,000韓元、
參觀與試飲10,000韓元
www.grandcoteau.co.kr

目前由第三代繼承韓國傳統家業的裵惠正都家為生產馬格

性。又麯生酒曾在馬格利酒品質評鑑大會獲獎，因是以傳統

方式不摻一滴水製造的蒸餾酒而更具特色。尤其頂級馬格利
酒「富者系列」是使用京畿米釀造，進而提高品牌格調的商
品。造訪釀造新鮮傳統酒的釀造廠時，還能親自購買酒品。

京畿道華城市正南面西峰路835
031-354-9376 平日09:00-18:00可造訪
紫色馬格利酒3,500韓元、玉米馬格利酒1,500韓元、老虎生馬格利酒2,300韓元
www.baedoga.co.kr

02 03
04 05

感受啤酒風味之處 Kraemerlee啤酒廠

使用野生山葡萄釀造的葡萄酒 坡州山葡萄農園

手工啤酒工廠。可以看到玻璃窗另一端的巨大釀造機

產芬香且糖度高的山葡萄，製成山葡萄汁與葡萄酒。為了

這是一間能邊望著綠山，邊享受一杯剛出爐的啤酒的

器，親眼確認啤酒的生產過程。手工啤酒種類繁多，選

擇範圍廣泛，挑選啤酒時，將從機器直接為您倒入您

所挑選的啤酒。事先預約時可進行啤酒廠之旅，您可參

觀釀造設施、試喝啤酒及享受餐酒搭配。

京畿加平郡上面清郡路429
031-585-5977
平日11:00-22:00
（最後點餐時間21:00）
Kraemerlee小麥勃克8,000韓元、
Kraemerlee皮爾森7,000韓元
www.instagram.com/kraemerlee

農園自1979年起開始親自栽培於野生生長的山葡萄，生

品嚐山葡萄傳統酒，觀光客們絡繹不絕，而農園以品酒之
旅聞名。這裡設有葡萄酒熟成室、葡萄酒洞穴、藝廊及山

葡萄隧道等農場參觀行程，您可自行遊覽並一窺生產過

程。另外，也提供孩子們喜歡的巧克力、山葡萄果醬和肥
皂製作體驗等，適合全家一起來享受美味的山葡萄。

京畿坡州市積城面Witbaeuni街441-25
031-958-9558
09:00-17:00
品酒之旅3,500韓元、製作山葡萄酒＋品酒之旅＋試飲22,000韓元
www.sanmeor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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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retty!
一窺美妝用品購物車

如果您平時對K-Beauty很感興趣，這裡聚集了許多不容錯過的資訊，包含素食、環境、

東方療法及內在美。推薦您京畿道旅遊可體驗的美妝景點，助您在旅途中變得更加美麗。

01 02

豪華東方Spa
THE BELLE SPA

可以盡情享受真正的內在美
米蘭達飯店SPA Plus

溫加熱鍮器後，以其彎曲部分仔細鬆緩頸部線條肌肉或背部

設施，游泳池、汗蒸幕和三溫暖齊聚一堂。還能在使用頂

這裡的招牌是使用韓國傳統的青銅方字鍮器，根據顧客的體
豎脊肌線條等較難以手抓住的部位，按摩緊張僵硬的肌肉，

細膩的觸碰、柔和的手法及THE BELLE SPA的氛圍給人特別
的感受。僅透過預約制營運，並提供房間套餐組合。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902 國賓水原諾富特飯店二樓
031-547-6708（諾富特水原店）
每日10:30-20:00，每月第三個週一休息
韓式全身按摩90分鐘195,000韓元、精油擴香石療法90分鐘195,000韓元
www.bellespa.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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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達飯店為一年四季均供應含鈉的室內溫泉水的Spa
級溫泉水加上菊花、菖蒲及葡萄酒等天然成分的露天溫泉

中可保養肌膚。尤其木醋湯是稀釋純木醋液的韓方溫泉
水，有助於使肌膚光滑與生髮。

京畿利川市中里川路115號街45
031-639-5000
整體營業時間
06:00-18:00（各空間的營業時間需於網站確認）
游泳區（溫泉＋水上樂
園）成人44,000韓元、兒童38,000韓元／SPA區（溫泉）成人12,000韓元、
兒童8,000韓元
www.mirandahotel.com/renewal/index.asp

Hot Beauty
Item 5

介紹您

CHICOR

門市的人氣
美妝用品。

CHICOR COLLECTION
[FINAL STEP眼影盤
#HOOOOT! DATE]
增廣彩妝範圍的24色眼
影盤。從平時可以毫無
負擔使用的日常顏色，
到特別日子想作為亮點
使用的鮮豔顏色，應有
盡有。21G，49,000韓元

URBAN DECAY
[ALL NIGHTER
定妝噴霧]

在使用過許多瓶定妝噴
霧的人之間已經是出名
的商品，化妝後稍微噴
灑就會滲入肌膚並緊貼，
守護您費心化好的妝容。
118ML，40,000韓元

LAGOM
[CELLUP MICRO
洗面乳]

以低刺激成分的雙重
水分隔絕系統強化肌膚
屏障，洗臉後不緊繃，
維持肌膚溼潤。細密的
泡沫可帶來深層清潔。
150ML，18,000韓元

ONOMA
[WONDER
TOMORROW 精華液]
油性質地，可柔順塗抹
的高濃縮精華液。同
時供應水分與養分，為
肌膚屏障補充保溼力，
同時維持緊緻肌膚。
35ML，52,000韓元

KLAIRS
[FRESHLY JUICED
維他命精華露]

穩定純粹的維他命Ｃ成
分，敏感性肌膚也可以
使用的低刺激性維他命
精華液，質地透明容易
吸收，能乾淨俐落地結
尾。35ML，21,900韓元

03 04

喜愛環境的美妝地點
愛茉莉光教無包裝商店

可遇見各種品牌的美妝店
高陽Starfield CHICOR（彩妝）

及礦物質製成、塑膠成分減少30%的環保按壓瓶中補充

品的空間。CHICOR裡進駐了開架彩妝至專櫃品牌，適合

可體驗保護環境的環保美妝空間。您可在使用廢棄椰殼
洗髮精和沐浴乳。門市設有各種體驗空間，為您挑選適

合粉底色澤的粉底色挑選服務、可帶走各種愛茉莉化妝
品試用品的光教市集則是門市裡的人氣服務。
京畿道水原市靈通區光教湖水公園路80 134～137號
每日10:00-22:00，每月第四個週一例行休息

031-212-5659

只要是喜歡化妝品的人，都想要一個能一眼看見所有化妝
您比較分析。另外，還進駐了經常在網路上看見的新興品
牌，絕對能滿足您的好奇心。豐富的彩妝產品可供您親自
試用塗抹，充滿尋找適合自己的化妝品時的樂趣。
京畿高陽市德陽區高陽大路1955 Starfield高陽店二樓
031-5173-1555
每日10:00-22:00
www.chic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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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S
朝聖之旅

全世界無數的ARMY們為了BTS之旅來到韓國，本旅行主要造訪防彈少年團專輯封面中的背景地點與
MV拍攝地等。為您介紹提高粉絲期待與團結心的京畿道BTS之旅4個代表景點。
實際看到完成MV中精彩場面的背景地時，將會加倍感動。

01 02

感覺得到模擬感性 日迎站

遼闊平地令人印象深刻之處 牛音島

第一幕便是從這裡開始。蔓延的軌道、老舊的車站、人煙

音島。周圍遼闊的蘆葦田與獨自豎立的樹木造就的美麗風景

日迎站目前是停止運行的廢棄火車站，BTS的《春日》MV
稀少的寧靜氛圍深具魅力。一邊聆聽BTS的《春日》，一邊

沿著鐵軌行走，回想MV中的場景也不錯。在播放您的播放
清單期間，不妨坐在空椅子上，計畫一下剩下的旅程。
京畿道楊州市長興面三上里327

031-855-5582

因為島的形狀與牛相似，或從陸地傳來的牛鳴聲，故被稱為牛

深具魅力，並與悲傷的《春日》MV氛圍相輔相成。包含環保生

態探訪在內，也是個適合學習地質的勝地，並因被指定為天然
紀念物第414號的恐龍蛋化石遺址而聞名。造訪時能感受到自
然的遼闊感。雖然沒有汽車難以前往，但相對地，也是能感受
到辛苦抵達的價值，並拼命按下快門的地方。
京畿華城市松山面古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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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音島生態探索定向運動031-355-8610

Mini Interview

Instagram使用者洪多英（音）@youtube_twinmix

身為ARMY的我和妹妹去了SUGA去過的「大長今主題樂園」，我們在MV裡的地點拍了認證照並
跳舞。尤其是坐擁日月五峰圖的仁政殿龍榻，讓我聯想到身穿袞龍袍跳著劍舞的SUGA，同時也
感受到其威武和氣度，內心一角洶湧澎湃了起來！

03 04

韓國古裝電視劇的故鄉大長今主題樂園

安詳的散步道 楊平西厚里森林

粗獷地行走過的市井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那便是在大長今

是個可以休息並感受他們氣息的地點。以樺樹與紅松聞名

BTS SUGA在《大吹打》MV中身穿袞龍袍登場的仁政殿及

主題樂園拍攝的。作為古裝劇拍攝地的這裡，實際上也拍
攝過許多電視劇、電影和廣告。您可參觀王與中殿生活的

東宮及中宮殿、學者們的學習之地–奎章閣、兩班家、捕盜
廳等電視劇中出現的各種拍攝地。參加宮中服飾體驗，穿
著韓服拍照留念，也會是個特別的經驗。

京畿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龍川路330
031-337-3241 （11月～2月）每日
09:00-17:00，（3月～10月）每日09:00-18:00 成人9,500韓元、國高中生8,000
韓元、48個月～小學生7,000韓元、未滿48個月嬰幼兒免費 djgpark.imbc.com

喜歡BTS的ARMY注意了！蓊鬱樹木獨具魅力的西厚里森林

的此地是成員們在原野上拍攝輕鬆休息風格照片的地方。
一邊漫步一邊聆聽樹葉輕輕擺動的聲音，並看著高聳直立
的樹木，彷彿全身都能吸飽芬多精。散步路線共一小時，如
果想要更輕鬆的路線，也設有30分鐘內的路線。

京畿楊平郡西宗面龜岩1街200
031-774-2387
每日09:00-18:00（最後入場時間17:00）
（週三休息，逢國定假日時正常營業）
門票一般7,000韓元，學生、身障人士、敬老、國家有功者、
團體6,000韓元，兒童5,000韓元
www.seohuri.com

63

K-LOCATION
LIKE A LOCAL 7

K-Location
電視劇＆MV取景地10

如果想以全新視角體驗旅行的話，推薦去尋找電視劇或MV作品中的背景吧！
因為可以一邊在印象深刻的場景旅行，一邊重新回味其中的情感與故事。

01

可一窺高句麗姿態的地方 高句麗鐵匠鋪村

高句麗鐵匠鋪村位於連接首爾與九里市的峨嵯山下。與山相鄰，是個靠近

首爾，卻讓人彷彿進入森林中的地方。高句麗鐵匠鋪村以高句麗壁畫中的

房屋構造為基礎重建，是個能一窺高句麗鐵器文化的遺跡主題公園。曾為
電視劇《太王四神記》、《快刀洪吉童》拍攝地的此地設有鐵匠鋪、黑水

村、淵虎凱屋、談德屋等戶外展覽館與蘊含歷史的遺跡展覽館、可進行傳
統文化體驗的學習區，訪客們可進行各種體驗。
京畿九里市牛尾川街41
031-550-2363
門票免費
www.guri.go.kr/main/g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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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09:00-18:00，週末及國定假日09:00-19:00

以浩瀚無際的蘆葦林聞名 河溝生態公園

蘊含東西方之美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

有著鹽生植物、各種魚類及兩棲類棲息的此地，在2012年被指

還有曾出現於以美麗的拍攝手法聞名的電影《下女的誘惑》與

這裡是能感受京畿道唯一的內灣河溝與昔日鹽田遺痕的地方。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以彷彿成為神話中的神一般的西方庭園，

定為國家濕地保護區域，是個意義深遠的場所。起風時，整個

電視劇《德魯納酒店》作品中的清新東方庭園吸引了大眾目光。

朴寶劍與宋慧喬緊牽著手登上的搖曳觀景臺是必去景點。

心管理的庭園空間規劃得宜，讓人能在漫步時療癒身心。遊覽

蘆葦林會輕輕擺動，形成壯麗的景觀。在電視劇《男朋友》中，
京畿道始興市東西路287
031-488-6900
10:30-17:00（各體驗的營運時
間不同，請參考網頁）
鹽田體驗場4,000韓元、海水體驗場4,000韓元、電動
車2,000韓元、多人乘自行車30分鐘10,000韓元
www.siheung.go.kr

在這裡，可以遊覽由六種主題建成的27個東西方式庭園，精
後，還能在花展覽場與Flower Hill欣賞並購買芬香的花朵。

京畿坡州市廣灘面復興路242
031-957-2004 每日09:00-19:00（4月～9月）
（最後售票時間18:00）
成人9,000韓元、青少年7,000韓元、兒童6,000韓元、
敬老／身障人士／國家有功者6,000韓元
www.bcj.co.kr

©Byukchoji Garden

02 03
04 05

神祕洞窟中的世界 光明洞窟

天然紀念物第537號 抱川鴿子窩瀑布

Man》的拍攝地聞名的洞窟。進入蟲洞廣場可以看到連接

朽的愛》等作品的拍攝地。沿著階梯走下去的話，翡翠綠

以電 視 劇《 我 的 室 友 是 九 尾 狐 》與 綜 藝 節目《 R u n n i n g

各主題的通道；而在黑暗之中閃耀的燈光藝術深具魅力的

光之空間中，能欣賞到由夢幻燈光打造出的空間。洞窟裡有

生長著綠色植物的洞窟植物園，且在因地下岩層水豐沛而打
造出洞窟水中世界的洞窟水上世界中，可看到世界各地的魚
類。洞窟藝術殿堂設有350席，會進行各種類型的表演。

京畿光明市駕鶴路85號街142
070-4277-8902
每日09:00-18:00（最後入場時間17:00／週一例行休息）
門票成人6,000韓元、軍人4,000韓元、青少年3,500韓元 www.gm.go.kr/cv

以美麗景致著稱的這裡曾是《屍戰朝鮮》、《狼少年：不

的溪谷將映入眼簾，壯麗的風景美得讓人目不轉睛。神祕
的鴿子窩瀑布是不耐侵蝕的部分因流動的河川削減而成，

目前仍在持續侵蝕中，洞穴也日漸增大。圍繞著瀑布的柱
狀節理絕景造就了其奧妙的氛圍。
京畿抱川市永大面大回山里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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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使用者玄慧媛（音）@oneday.hyun

衝浪手們說過，世界上不存在相同的波浪。在「Wave Park」，透明波浪會以一定的大小湧上，
準備完成後，只要乘著美麗的水波奔馳就行了。傍晚時分，西方天空的紅光會在水面上閃閃
發光，彷彿在夢中乘風破浪。也許城市衝浪手的幸福就在這裡吧？

01

感性設計的共享書房 坡州智慧林

如果您喜歡書，不妨到共享書房暨複合文化空間–智慧林走走。坡州是
以出版圖書園區聞名的地區，其中智慧林依據種類分類，展示了學者、

知識分子、研究所及出版社捐贈的圖書，所有人都能在此閱讀。尤其是
書庫Stay紙之鄉以敘述出版社故事的電視劇《羅曼史是別冊附錄》拍
攝地聞名。介紹空間的團體訪問導覽服務須於造訪日7天前申請，只要
一組達10人以上即可進行。

坡州市回洞街145亞洲出版文化資訊中心
門票免費
forestofwisdom.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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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55-0082

每日10:00-18:00

造訪韓國裡的法國 小法國

頂樓露臺令人印象深刻 CAFORE. GALLERY

秀賢與全智賢的吻戲。彷彿將法國的小村莊整個搬遷過來，除

《Hyena：富豪辯護人》的拍攝地，是能鑑賞圖畫、相片

電視劇《來自星星的你》在這裡拍攝了最經典的場景之一–金
了可愛的小空間之外，還有吉尼奧爾木偶劇、音樂盒演奏等各
種表演。透過虛擬現實（VR）體驗小王子與重現法國蒙馬特山
丘愛牆的愛情藍拍照區是必去景點。最近還開設了義大利村。
京畿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1063
031-584-8200
每日09:00 - 18:00，
全年無休
門票成人10,000韓元、青少年8,000韓元、兒童6,000韓元
www.pfcamp.com

C A F O R E . G A L L E R Y 獨 特 的 建 築 令人 印 象 深 刻，曾為

和雕像等各種作品的藝廊咖啡廳。展覽結束後，藝廊內的
作品會更換成其他作品。因是以參觀為主題的咖啡廳，購

買藝廊門票時，將免費贈送一杯飲料。在浩瀚天空如圖畫
般呈現的四樓頂樓露臺可將南漢江的風景盡收眼底。不妨
欣賞著迷人的黃昏晚霞，為旅行畫下句點。

京畿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458
031-775-5342
每日10:00-20:00
藝廊門票成人8,000韓元、兒童5,000韓元，含飲料
cafore.co.kr

02 03

ⓒPetite France

04 05

ⓒWave Park

一年四季都能享受的衝浪 Wave Park

©Baegot Hanwool Park

以作為朴寶劍與朴素淡主演的《青春紀錄》的攝影地而開始

擁有異國風景的游泳池
Baegot Hanwool公園海水體驗場

在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人工衝浪樂園–Wave Park可盡情享受

水打造，可以親近自然地玩水。與一般海邊前的游泳池不

聞名，如果無法抽空到海邊遊玩，就在附近的首都圈玩樂吧。

原以為只能在大海進行的海洋運動。尤其衝浪區以溫水系統
維持平均水溫，一年四季都能享受衝浪，對因為季節而無法
享受衝浪的衝浪手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消息。另為了衝浪新手
開設衝浪課程，讓您可輕鬆挑戰。

京畿始興市龜島圍路42
031-431-9600
平日10:00-18:00
公園使用券40,000韓元、新手課程100,000韓元、兒童課程100,000韓元
www.wavepark.co.kr

曾出現於Red Velvet《遊戲》MV的奇特地點，這裡是以海
同，僅可在限制區域內游泳，設施乾淨整潔，在烈日下，椰
子樹的和諧呈現出異國風情。依據水深分為成人池與幼兒

池，如預計與兒童一起造訪，可以安全地享受玩水。可在涼
蔭下欣賞壯闊的風景並享受悠閒的遮陽棚須事先預約。
京畿始興市正往洞2590

每週一、週五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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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 High
沿著驚險刺激的天際線大膽旅行

這個項目是推薦給渴望擺脫平凡的日常，嘗試新鮮挑戰的旅客。

如果能戰勝極限並挑戰成功，就會發現更上一層樓的自我，並感到滿足。

01

從天空拍下壯觀的自然吧！ Paralove

有名山設有韓國最高的飛行傘滑翔場，從最高的地方起飛，眺望著美麗的北漢

江風景，並能感受到著陸的刺激感。特別是在楓葉優美的秋天與白雪覆蓋的冬
天，更令人印象深刻。這裡有幾個經營飛行傘30多年的韓國代表飛行傘團隊，

尤其Paralove為擁有頂尖師資陣容的公司，常出演各種電視劇與綜藝節目等，
是擁有最多無線電視台出演紀錄的最強團隊。採預約制經營，根據天氣狀況可
能取消，請務必確認造訪日期的天氣。

京畿道楊平郡玉泉面東幕街49 Paralove 飛行傘著陸場
每日07:00-19:00（根據天氣將可能變動）
體驗飛行基本110,000韓元、情侶飛行1人150,0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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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255-1102

Mini Interview

Instagram使用者鄭鉉允（音）@rubieonni

因為我有懼高症，搭乘「高空滑索」前苦惱一番後才挑戰。穿戴安全裝備後，內心平穩了許多。
雖然一開始緊閉了眼睛，但鼓起勇氣稍微睜開眼睛一看，夢幻的景象便在我腳下展開。

失神地欣賞旺松湖與RESOLRE公園，竟在不知不覺間就抵達了！100%會想再搭乘一次！

02 03

充滿真實感的體驗 加平ATV越野車

驚險刺激地掛在空中 義王高空滑索

顯而易見的選擇。ATV越野車能更自由地迎風奔馳，以更遼闊

搭乘義 王的高空滑索。將旺松湖的風光當作背景，以長

如果想享受韓國的自然風景，盡情地在道路上奔馳，不妨擺脫
的視野盡情享受風景。其中，加平站休閒是能於高山、原野、
水邊等各種路線奔馳的ATV越野車專門經營店。搭乘時全身感

受到的行駛感覺可以提高刺激與滿足感，路線分成初級、初中

級、中級、高級和最高級等，行駛時間最短40分鐘，最長120分
鐘，根據路線與難度而有不同。

京畿加平郡加平邑達田里627-1
010-9616-0081
09:00-18:00，全年無休
以定價為準，基礎（初級）40分鐘25,000韓元、
Follow Me（中級路線）40,000韓元、極限（最高級）80分鐘50,000韓元

不搭電梯便從15層樓高的建築物快速下來的方法，便是
350m、時速80km的驚人速度瞬間抵達。共有三條滑索，

所以如果害怕獨自搭乘，也可以和同行人一起出發。滑行

途中若能鼓起勇氣，那就張開眼睛享受眼前的風景吧！兒

童有年齡、體重及身高限制，最低搭乘體重也可能視風向
而有所變動，建議造訪前事先諮詢。

京畿義王市旺松湖東路307
031-8086-7372
（3～10月）每日09:00-18:00，（11～2月）每日10:00-17:00，
每月第一個週一休息
體驗費用15,000韓元
uiwangpark.uuc.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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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ty Road
美食路之旅

食物是最容易且能最快了解一個文化的方法。

不需要像讀書那樣認真，只要以開放的心態挑戰，便會在不知不覺間點頭。

01

Mini Interview

Instagram使用者
朴智友（音）
@eenomsiki

在「水 原 炸 雞 街 」挑 選 店 家

時，最 好比 較各自的色 彩。A
店使用大排骨醬汁、B店贈送
雞胗、C店有炸雞腳！當然，各
自都 有 蘊含數十 年訣 竅 的 偌
大炸雞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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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遇見全世界飲食的地方 安山多文化美食街
安山聚居著各種國籍的人，據說在安山多文化美食街，每3個居民就有２個
是外國人。這裡深具魅力的理由就是因為食物。每到週末，中國、俄國、印

度和越南等世界各地的食物在市場中呈現出異國景致。讓人彷彿以為來
到鄰近的國外遊玩一般，也是韓國人經常造訪的街道。還有販賣中國式煎
餅、月餅、熱帶水果及海外食材的超市，造訪前不妨寫下美食清單，幸福
地煩惱一下！

京畿道安山區檀園區元谷洞870

至今沒有這種味道 水原炸雞街

充滿人情味的純樸市場 楊平市場街

雞的10幾間店家進駐後，自然而然地聲名大噪。最具代表性的三

地方，是旅行時必去的場所之一。楊平市場街為韓國

坐穩水原代表勝地的炸雞街。自1970年代起於大鐵鍋內倒油炸
大炸雞店為龍城炸雞、真味炸雞和南門炸雞，最大特色是以各自

獨特的祕訣炸全雞。雖然現在炸雞連鎖店比比皆是，但這裡仍然
深受喜愛。原因之一是懷念以充滿誠意的雙手炸雞的親切景象；
第二則是忘不了昔日炸雞的特有美味。雖然原本就深受喜愛，不
過由於是電影《雞不可失》的攝影地，變得更加有名了。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800號街16附近

原味炸雞約16,000韓元

市場是能品嚐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特產與點心的

傳統市場，在這裡能徹底感受到韓國人的人情味。這
裡充滿了剛煎好的糖餅與漸漸變熟的蕎麥煎餅等吸
引嗅覺與視覺的美食，除了食物外，還能看到日常生
活中不常見的有趣物品，也是一大優點。
京畿道楊平郡楊平邑楊根里楊平市場街1-1

02 03
04 05

刀削麵美食餐廳聚集地
安山韓國小麥刀削麵街

柔嫩易消化的素食食品
加平雲岳山豆腐村

國小麥刀削麵餐廳可品嚐到以海鮮熬出濃郁滋味卻爽口的刀

登山客必去的村莊，走進入口就能看到各式各樣的豆腐專

使用韓國小麥製成的刀削麵專賣店聚集的街道。其中，在韓

削麵。這裡位於海邊，海產新鮮，加上使用無農藥的韓國小
麥，吃起來也很舒服。味道不強烈且清淡的高湯深具魅力，等
高湯滾沸後，放入麵條煮熟食用。搭配外皮酥脆且內含海鮮，
令人印象深刻的海鮮蔥煎餠品嚐，也別有一番滋味。

京畿安山市檀園區大阜黃金路1361韓國小麥刀削麵
032-884-9083
每日09:00 - 21:00，全年無休
韓國小麥蛤蜊刀削麵9,000韓元、韓國小麥海鮮刀削麵18,000韓元

登山後必然會想起能填飽肚子的食物。這裡是雲岳山的
賣店，店家們販賣以親自製作的豆腐為主要食材烹調的火

鍋、煎豆腐、嫩豆腐鍋家常套餐、炒辛奇佐豆腐等料理。
爬山後可填飽空腹的豆腐因其柔嫩的口感與香郁的滋味，
深受男女老少喜愛。

京畿道加平郡朝宗面懸燈寺街14
070-7719-7763
豆腐火鍋20,000～30,000韓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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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Bread
麵包巡禮

「麵包巡禮」意指喜愛麵包的人樂意找尋美味麵包的所在地。
是時候愛上吸引韓國人與外國人胃口的麵包店世界了！

01

Mini Interview

Instagram使用者
朴宣兒（音）
@sunah_c

在 蓊 鬱的 綠 色 森林中聆

聽 鳥 聲，享 受 歐 洲 家 庭
式麵包與香郁的咖啡，真
的 是 非 常 完 美 的 組 合。

多虧「THE FORE」，讓我
徹底地療癒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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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政府美味司康店家 Eunbees Bread

目前販售蒜蓉奶油乳酪、焦糖無花果、奶油莓果、雙重抹茶紅豆奶油及香烤蘋果
奶酥等少見的司康種類。使用法國產奶油、海鹽和非精製糖，製成風味濃郁的高
級司康。代表甜點為將司康切碎鋪底，上面擺上奶油及各種配料的蛋糕康。種類

有巧克力香蕉蛋糕康、艾草黃豆粉年糕蛋糕康及新鮮草莓蛋糕康，口味隨時可能
變動。並販賣事先裝瓶的低咖啡因冰滴咖啡、新鮮草莓牛奶與奶茶等飲料，奶茶
使用法國產瑪黑兄弟茶葉沖調。

京畿議政府市和平路483號街10-3
010-4017-2322
週三～週五12:00-22:00，週六～週日12:00-20:00（週一、週二休息）
濃郁奶茶7,800韓元、費南雪2,500韓元

寧靜的韓屋咖啡廳 HAUS BAKERY

好吃的甜甜大蒜麵包 柳在垠麵包房

統韓屋與現代式裝潢並存，隨處都是拍照區。從放上新鮮水

普羅旺斯村的代表麵包店「柳在垠麵包房」自1997年開幕

這是一間裝飾精美的庭園及韓屋引人注目的麵包店。韓國傳

果與鮮奶油的可頌、司康到適合當作正餐的三明治，充滿讓
人捨不得吃一口的漂亮麵包。喜歡芒果的人，千萬別錯過真
正芒果冰沙，上頭的一整片芒果讓人享盡眼福與口福。

京畿楊平郡西宗面汶湖里338-1
031-772-8333
平日10:30-21:00，
週末9:00-21:00，國定假日9:00-22:00（節日當天營業時間可能變動）
HAUS咖啡7,000韓元、真正芒果冰沙9,900韓元

電視節目《好吃的傢伙們》曾介紹過的人氣麵包店。坡州

以來，一直深受喜愛。使用蒜頭並烤得酥酥脆脆的大蒜麵

包最為有名，香甜軟黏的醬汁堪稱一流。使用坡州生產的
Hansuwi米製成的蜂蜜蛋糕、使用坡州特產–長湍黄豆製
成的麵包及手工製作的紅豆麵包也很受歡迎。

京畿坡州市炭縣面堯風街265
031-939-8493
每日9:00-22:00
大蒜麵包8,500韓元、義大利麵包13,500韓元、紅豆麵包2,500韓元
www.instagram.com/ryoojaeeunbakery

02 03
04 05

藉由溪谷增添風情的麵包店 we BAKE

仿效歐式農場 華城THE FORE

悠閒品嚐咖啡的空間。we BAKE的真正價值在於戶外餐桌，

夫們經營，是以森林中的小村莊為概念的麵包農園咖啡廳。為

位於南漢山城的麵包咖啡廳，一樓販售麵包，二樓則有可以
這裡不僅能眺望清涼溪谷，還在蓊鬱的樹下擺放了可以次遮

蔽陽光的遮陽傘。聽著流水聲，根本不需要背景音樂，戶外可
簡單戲水，並能攜帶寵物。

京畿廣州市南漢山城面南漢山城路59-3 we BAKE
031-798-0959
全年無休，10:30-21:00
小蛋糕6,500韓元、脆皮泡芙3,000韓元、
奶油方塊吐司4,000韓元、美式咖啡5,500韓元
www.instagram.com/webake_namhansanseong

2020年6月14日開幕的觀光農園「THE FORE」由一群年輕的農
占地8千坪的大規模文化空間，可在森林中舒適休息、如木屋
一般的木艙深具特色。在可以品嚐麵包與咖啡的木屋、溫室

庭園和戶外露臺中，挑選一個喜歡的空間就座即可。冰美式咖
啡總是銷售第一，夏季的李子氣泡水、秋季的紅柿冰茶大有人
氣。受歡迎的麵包依序是雜穀糖餅、巧克力可頌、司康。

華城市鄕南邑Dureongbawi街49-13
031-352-9291
每日10:00～21:00，全年無休 美式咖啡5,500韓元、拿鐵咖啡6,000韓元、
葡萄柚氣泡水7,800韓元
www.instagram.com/thefore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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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
SPICY
韓國人的靈魂食物「辛奇」

在大家族登場的家庭連續劇中，經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醃製越冬辛奇的模樣。

將醬料塗抹在大盆子中醃漬的大白菜上，和樂融融地談天說地。難道是因為那種製作過程嗎？
雖然有時會疏忽它的重要性，但「辛奇」仍是韓國人的靈魂食物之一。

想像著在剛煮好的白飯上放上一片醃製熟成的辛奇，來了解一下辛奇的各個方面吧！
74

搞不好我們是在品嚐辛奇蘊含的記憶

如果說西方有為了療癒靈魂而烹煮的雞肉湯，那麼韓國就有辛奇。不只因
為辛奇是傳統食物，也不是因為富含乳酸菌、礦 物質和維他命等各種營

養，韓國人會毫不遲疑地稱呼辛奇為「靈魂食物」，也許是因為「記憶」
吧？

雖然最近一年四季採買剛醃製好的辛奇食用已成為日常，不過幾年前，醃
製「越冬辛奇」仍是所有人每年的例行活動。每到11～12月，媽媽們便會選

好適合醃製越冬辛奇的日子。當天，全家人便會聚集起來，有條不紊地搬

運大白菜、切白蘿蔔、混合醬料並醃製辛奇。雖然從早上持續到下午的醃製
過程相當辛苦，但將剛混合好的辛奇醬料放在大白菜葉上一口吃下，也趣
味十足。待醃漬好的大白菜不知不覺間堆成辛奇堆後，香噴噴的白切肉味

道便開始瀰漫。這表示快結束了！等煮好的豬肉抵達，媽媽便會拿撕成適

合一口食用的辛奇包肉餵食一口。多虧如此，每當腦中一想起辛奇，總會
讓人垂涎三尺。因為辛辣的辛奇味道與清淡的肉融為一體，口中充滿幸福
的那一刻，早已深深地刻在心中了，記得媽媽、奶奶親手撕開辛奇的那個滋
味。對韓國人來說，辛奇是蘊含懷念與溫暖的食物，因此，只會更加特別。

家家戶戶的辛奇味道不同的理由

家家戶戶的辛奇味道不同也是使辛奇成為靈魂食物的一大功臣。明明都是

辛奇，但依據醃製的人或地區，味道便會有所不同。辛奇是為了在嚴冬中
也能吃到新鮮蔬菜而醃製的發酵食品，依據周遭環境與氣候，保存方式會

不同，因此鹽度與材料也會不同。在溫暖的南部地區為了能長時間保存辛
奇，醃製的辛奇會又鹹又辣。而相較之下顯得寒冷的北部地區，因為辛奇不
容易發酵，就會放比較少的鹽和辣椒粉，醬料也較為清淡爽口。因此，隨著

醃製的人的出身地區、喜好和手感，家家戶戶的辛奇味道必然不同。順帶一
提，京畿道附近的山區因為容易採到山菜，而且鄰近西海岸、水產豐富，所

以辛奇的材料繁多。就地理位置而言，因位於中間地區，味道不鹹也不清
淡。

辛奇的種類，連韓國人也無法一清二楚

那麼一共有幾種辛奇呢？連韓國人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依據地區醃製的
辛奇種類不同，再加上創意，也有可能製作出全新的辛奇。

辛奇基本上使用大白菜、白蘿蔔、蘿蔔纓、小黃瓜、紫蘇葉、苦菜、芥菜和

韭菜之類的蔬菜，以辣椒粉、鹽、糖、薑、蒜頭、蔥、魚蝦醬等製成醬料醃
製辛奇。普遍常吃的辛奇有白菜辛奇、蘿蔔纓辛奇、小蘿蔔辛奇、芥菜辛
奇、蔥辛奇、水蘿蔔辛奇和小黃瓜辛奇等。

在這裡可以體驗辛奇！
哨城辛奇村
位於京畿道漣川郡青山面的哨城辛奇村，正
在將韓國人的傳統辛奇發揚光大。設有占地
2萬2千多㎡的辛奇主題公園、介紹辛奇歷

史與文化的展覽室和辛奇宣傳館等設施，可
以學習辛奇的歷史與文化。其中最受歡迎的
活動是使用地區農產品醃製辛奇的體驗。

不僅能醃製整顆白菜辛奇，還能醃製鮮辣白
菜、小黃瓜辛奇、小蘿蔔辛奇和蘿蔔塊辛奇
等各式各樣美味的辛奇。

京畿道漣川郡青山面平和路209
031-835-0381
每日00:00-24:00（不定）
哨城辛奇村當天體驗活動：35,000韓元、
鮮辣白菜體驗15,000韓元、
製作豆腐8,000韓元
https://sciolto2.wixsite.com/
choseongkim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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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再踏上「韓國酒」之旅

酒是增添旅行興致的好主題，如果先了解韓國酒的歷史與文化再品嚐，
就能澈底感受旅行的風味。

以下介紹充滿參觀趣味的釀造廠與適合搭配韓國酒食用的下酒菜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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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說流傳的紀錄

沒有明確的紀錄顯示韓國酒的歷史起源於什麼時候、最初是以什麼方

京畿道地區酒品系列

法製造。但從韓國酒將粳米與糯米之類的穀物當作主要材料來看，只
能推測應該存在於開始務農的時期。歷史上最初有紀錄的酒故事記載

於敘述朱蒙建立高句麗的建國故事的《古三國史記》中，傳說天帝之子
解慕漱請河伯的大女兒柳花喝酒後，結下緣分生下朱蒙。雖然是傳說，
但可以得知韓國酒的歷史並不短暫。

依據製造方式而有所不同的韓國酒種類

1932抱川二東生米馬格利酒
由於抱川有許多軍隊，退伍

軍人因忘不了抱川二東馬格利

酒的滋味而前來，讓其聲名大
噪。利用有85年傳統的特有製

造秘訣與清溪山的純淨地下岩

以米、小麥、大麥等穀物製成的韓國酒可區分成四種，意指剛過濾的

層水釀造而成，味道如雲朵一

酒」。藥酒與清酒最大的差別在於使用多少酒母：使用未滿1%的酒母

酒精濃度：6.0%
製造業者：抱川二東馬格利酒股
份有限公司

酒的濁酒稱為「馬格利酒」，過濾後清澈透明的酒稱為「藥酒」或「清

並使用米麴的話是清酒，使用傳統酒母的話便是藥酒。簡而言之，只要

記住使用穀物以外的藥材釀製的清澈的酒為藥酒，僅使用穀物釀製的
清澈的酒則為清酒。最後，燒酒是透過蒸餾馬格利酒、藥酒、清酒等取

般輕盈柔和。

蜜月葡萄酒

得的酒，與平常在超市購買的綠色瓶裝燒酒不同。

以京畿道20多戶農家親自收

法語單字之中意指結婚的「mariage」也意指飲品與食物的完美組合，

食慾大增，因此常作為餐前酒

上可以選擇酒與食物互補的組合，依據更想感受哪一方的味道，選擇將

酒精濃度：10.0%
製造業者：iBee營農組合法人

適合韓國酒的下酒菜組合是？

韓國酒也有完美組合。當然會根據每個人的食物喜好而不同，但基本
會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如果想著重於感受酒的味道與香氣，最好選擇
食物味道與香氣較不強烈的清淡食物。如果想尋找適合食物的酒，也
能根據食物特色選擇酒類。

辛奇燉肉或海鮮湯之類的辣味食物適合搭配酒精濃度低、味道甜的
酒；像白切肉等油膩的食物搭配酒精 濃 度高或具有酸味的酒品嚐的
話，會較為爽口；品嚐甜韓菓之類的甜點時，香甜的酒會比起清淡的酒

更為合適，因為吃完香甜的食物後喝清淡的酒會感覺到苦味。酸味冷
盤等酸味強烈的食物搭配具有酸味的酒品嚐時，則更能增添食物的風
味。

先了解的話會很有用的酒席禮儀

想澈底喝對酒的話，必須先了解文化。韓國自古以來就特別重視酒席

禮儀，流傳至今的象徵性飲酒禮儀為朝鮮時代的書生與儒生聚集於鄉
校，展開酒宴暢歡的「鄉飲酒禮」。鄉飲酒禮由地方官衙首領所主辦，

是邀請品學與資歷高的人士聚集的場合。依據紀錄顯示，鄉飲酒禮有

倒酒飲用的酒法，韓國屬於飲酒人士互相倒酒並飲酒的酬酌文化圈，
並且延續至今。

與年紀大的長輩喝酒時必須 遵守禮儀，倒酒時須由晚輩先為長輩倒

酒，不倒滿整個酒杯，而只是倒至70～80%。晚輩接酒時必須以雙手
舉杯，乾杯時，酒杯最好舉得比長輩低。晚輩喝酒時應稍微將頭轉向舉
杯的手的相反方向，用手遮住嘴巴和酒杯喝酒，並將此視為禮儀。與朋
友們喝酒時放鬆喝酒即可。

還有，最重要的喝酒禮儀是不能喝醉酒。過度飲酒不僅不符合視酒席

為和諧場合的先人宗旨，過度勸酒的行為也讓人覺得膚淺，適度地與
喜歡的人們一起飲酒才是最愉快的。

穫的蜂蜜與純淨楊平水釀造而

成的葡萄酒，微微散發出蜂蜜

的花香。柑橘香氣與味道讓人

使用。

安城純麴生馬格利酒

使用安城市品質保障的新米–
安城MACHUM米，並由被指

定為首爾市無形文化財的「松

節酒」大師LEE SUNGJA代表

釀造。特徵是味道清爽，並微

微散發著香蕉牛奶的香氣。

酒精濃度：6.0%
製造業者：汗酒釀造

文杯酒傳統

這是2000年南北韓高峰會時

，金大中總統與金正日前國防

委員會委員長乾杯的酒。作為
進貢給高麗王的透澈清雅的酒

，目前由傳統食品名人第7號
名人李基春名人釀造中。
酒精濃度：23.0%
製造業者：文杯酒釀造院

天妃香火酒

常壓蒸餾天妃香藥酒製成的最
高級的蒸餾酒。熟糧和熏香濃

郁。不刺激，但像其名字一樣

，嘴裡像著火一樣熱。和調味
烤鴨肉很配。

酒精濃度：40.0%
製造業者：農業公司法人（株）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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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飯」的真心

韓國有一句話是「人要吃飯才能活」，顯示出對飯的真心。

這裡的真心表示飯超越了填飽肚子的食物，而是生命的原動力。
就來認識韓國人喜歡飯的理由與飯的種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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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勝過一切

飯意指清洗米、糙米、大麥、粟米、高粱等各種穀物後，放進鍋裡後倒入適

量的水，不讓穀粒散開地煮熟的食物。也許有人會認為飯是韓國人的主食，
所以才會重視它，不過您有聽過西方人說「人要吃麵包才能活」、「麵包就

是補藥」之類的話嗎？韓國人特別對「飯」表示真心，長輩們說著飯是補

藥，並誠心誠意地備飯，韓文辭典中也記錄著吃完飯後產生的力氣為「飯

心」。之所以如此重視飯，理由之一可能與韓國人的飲食生活有密切的關

係。吃飯時會搭配湯、小菜等其他食物，雖然小菜的數量和種類每次都不
相同，但一定會有飯上桌，顯示出韓國人是以飯為中心用餐。

與飯糾纏的悲歡也與眾不同。韓國人每次見面時總會問候的「吃飯了嗎？」
擁有一段相當艱辛的歷史。距離經歷韓戰不到百年，韓國人的爺爺奶奶在

戰爭時只能餓肚子。因此，戰爭結束後，確認是否按時吃飯變成了問候，三

餐都有好好吃飯也被用來表示沒有發生特別的事，過得很好。

每天吃也不膩的飯的祕密

因為重視吃飯，所以飯的種類也很多樣，這就是每天吃都不會膩的原因。

最基本的飯是「米飯」，只使用米煮成的飯口感柔軟，適合任何一種食物。
隨著米的品種與煮飯的鍋子種類、煮飯的水量不同，飯的味道也會不一樣。

在米裡放入高粱、黑米、粟米等各種穀物的話會變成「雜糧飯」。有時也會
加豆子，或放入當季食材，如：馬鈴薯或玉米等，特別地食用。

於米飯上放上各種蔬菜、煎蛋和肉等配料，並舀入辣椒醬及芝麻油攪拌，

一道「拌飯」便完成了。拌飯裡不管放進什麼食材都很美味。

將飯泡在飯中吃的食物稱為「湯飯」，這是即使其他小菜沒有很多也能品

嚐的一碗料理。隨著湯的種類不同，名稱也會不一樣。將飯泡在血腸湯稱

為血腸湯飯，將飯泡在黃豆芽湯則叫黃豆芽湯飯。

「石鍋飯」是將米放入石鍋中，並擺上菇類、栗子和銀杏等材料，精心煮成

的飯。將剛煮好的飯盛在碗裡，並於石鍋中倒水泡鍋粑飯吃也趣味十足。

煮飯時放入黃豆芽或牡蠣煮好後，舀入調味醬油拌飯吃也別具風味。

郊遊時，學生們大多會在便當盒中放滿「海苔飯捲」。在海苔上鋪上米飯，

並放上紅蘿蔔、菠菜、雞蛋和火腿等材料，接著捲起來的海苔飯捲不僅模
樣漂亮，味道也不錯，是孩子們喜歡的食物。

在平底鍋中倒入少許油，放入米飯與各種食材做成的「炒飯」也會根據加

入的食材變化多端，最受歡迎的是辛奇味道誘人的「辛奇炒飯」。

應該選擇哪種米呢？

米是決定飯的味道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首先，最好購買新米。因為舊米的

水分少，煮成飯後可能較為乾硬，部分營養素也有可能遭到破壞。接著必
須確認的是碾製日期，最好選擇碾製未超過兩週的米。最後，最好了解米
的品種特徵。秋晴米的米粒較小且具有黏性；新東津米的米粒較粗、口感

每個地區味道各不相同的神奇
京畿道米
安城「安城MACHUM米」

以黑麥耕作方式於健康肥沃的土地上栽培
的秋晴單一品種米。使用米穀處理廠最新
機械設施挑選完整模樣的米盛裝，維持高
品質。另栽培越光米。
驪州「大王牌米」

驪州為黃土地帶，養分豐富、日夜溫差
大，故能生產品質好的米。含有韓國開
發的進上品種，口感柔軟且具有黏性，
比一般的米吸收的水分較少。
利川「皇帝牌利川米」

利川米以朝鮮初、中期的紫彩稻品種栽

培，因口感佳而向皇帝進貢。有秋晴米、

ALCHAN米和HAE DEUL米等韓國品種的米。

佳；越光米的米粒透明，煮成飯後充滿光澤；Golden Queen米為散發香味

華城「秀香米」

有黏性，是獲得農村振興廳最佳品質認證的品種之一；五臺米Q彈可口，即

稻製成的GOLDEN QUEEN米3號品種栽培的

的香米，口感介於粳米與糯米之間；三光米的蛋白質含量低，口感柔軟、具

使冷卻也很美味。

這是以研究並開發喜馬拉雅古代米與傳統

米，特徵是煮飯時會散發濃郁的爆米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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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靜謐之美 #韓屋STAY

如果您正在尋找能擺脫熙攘的人群，在安靜的地方暫時冷卻腦袋的空間，那麼入住韓國文化氣息栩栩如生的
韓屋將會是個特別的經驗。期盼您能停留於長久歲月層層堆疊的空間，讓內心平靜下來，並感受那一瞬間。

享有隱私的韓屋
韓屋Stay HEE 

韓屋Stay HEE為占地約3千坪的韓屋村，在這裡，可以體驗入住由具有深度的傳

統古材與精巧的藝術要素打造而成的高級韓屋。被由南漢山城流下的小溪與坐
落數百年的松樹圍繞的韓屋瀰漫著寧靜的風情，可以在僅有韓國傳統韓屋才能
感受到的古色古香氛圍中舒適地休息。

京畿道廣州市三峴街39
031-766-9677
入住15:00，退房11:00
180,000韓元～240,000韓元
www.hanokmaeul.com/sub/stay.php

悠久傳統生存之處
漣川朝鮮王家 

將朝鮮王室的念芹堂完整復原於京畿道漣川郡的念芹堂，

將從1807年至大韓帝國為止掌管宗廟祭禮的皇室故居原
封不動地重建。光是停留於朝鮮王家，彷彿就像成為歷史

中的人物般。走在為能悠閒散步而打造的草地上，能看到

四處與韓屋相融合的松樹及醬缸台，為內心帶來平靜。而
在訓育療法室，利用經過專家考證的王室傳統祕法傳承下
來的天然藥材休息片刻，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京畿道漣川郡漣川邑峴文路339-10
031-834-8383
入住15:00，退房11:00
242,000韓元～495,000韓元
www.chosun18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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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韓國之美
水原固有 

基於如實呈現韓國「固有」之美的意義而命名為固有，傳

統與現代相交映的建築物坐落於水原寧靜的巷弄中。具備

1.5層閣樓的樓中樓，高聳的天花板既顯雄壯，也散發了優
雅的魅力，韓屋的結構非常特殊。客房分為樓中樓雙房與
套房兩種，一天僅接待一組旅客。兼任建築設計師的主人

親自設計了空間，多虧開放式的空間結構，內部面貌一目
了然。另可體驗韓服。

京畿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42號街34
010-4893-6056
入住16:00，退房11:00
250,000韓元～320,000韓元
goyoo2020.modoo.at/

與自然停留之處
加平炊翁藝術館 

炊翁藝術館為獲得韓國觀光公社品質認證的韓屋Stay。

韓國傳統庭園、小蓮花池、韓屋的屋瓦相互融合，營造出

寧靜的氣氛。可一邊看書一邊冥想的獨院、隱約散發松香
的黃土暖炕房、親近自然並讓人聯想到故鄉舒適床鋪的

客房，以及能將窗外的清流亭與美術館盡收眼底，景色優
美的分離型客房，可以依據目的挑選各具其特色的客房。
京畿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300
031-585-8649
入住15:00，退房11:00
88,000韓元～286,000韓元
site.onda.me/20419

傾聽心靈的聲音之處
癒洗齋 

癒洗齋為自朝鮮時代起一百多年期間，守護至今珍貴的

地方文化財，並正式於文化觀光部登錄為韓屋體驗業的
古宅。癒洗齋這個名字蘊含「乾淨地治癒」之意。能夠喝
茶談笑或閱讀的傳統韓室–茶道室、讓人想起充滿人情味
的故鄉的廂房、最多可五人入住的韓室等，備有各種主題

的客房。另外，傍晚點亮黃色燈光後，韓屋的魅力便會加
倍。當旅行進入尾聲，感到疲憊不堪時，不妨停留於此，
那將成為治癒本身。

京畿楊平郡楊東面長滿大街89-11
010-2311-4366
入住15:00，退房11:00
380,000韓元～450,000韓元
www.yooseonja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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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美的狀態療癒 #豪華飯店＆渡假村

旅行的價值觀五花八門，如果您屬於無須尋找美食餐廳，只想在住宿解決一切，並且不想錯過美麗風景

ⓒSONO CALM GOYANG

和舒適床鋪的類型，那麼飯店與渡假村最為適合。推薦您能完成所有心願且兼具特色的飯店。

京畿道北部地區唯一的特級飯店
SONO CALM GOYANG 

為孩子準備了特別房間
楊平The Bloomvista 

的飯店。設有戶外游泳池、健身房、可以辦公的商務中心

處 」，豪華客房也是拍攝描繪上流社會的電視劇時主角

以時尚方式詮釋青紗燈籠、油燈、韓服衣帶等韓國傳統

和三溫暖等各項便利設施。另有住宿旅客重視的飯店內

Buffet餐廳Cucina M、中餐廳竹林及咖啡廳IL LAGO等，
在高級Buffet餐廳Chef ’s Kitchen能以合理的價格品嚐

健康的韓式料理、日式料理及甜點。尤其還為了喜歡寵

物的住宿旅客準備了寵物相關體 驗活動與寵物友善客
房，具備可與動物交流並休息的優點。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太極路20
031-927-7700
入住15:00，退房12:00
192,600韓元～241,900韓元（主題巴士）
來回10,000韓元
www.mvlhotel.com/g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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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重新找回生氣，發現潛力並開發 新可能的美 麗之
停留過的空間，散發格調的裝潢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這
裡的招牌客房是孩子們會喜歡的角色客房，以人氣動畫

《TOBOT》、《Secret Jouju》及《Kongsuni》為題材設
計，可以帶給孩子們特別的回憶。使用新鮮食材準備季節

料理的餐廳及展示藝術家們作品的大廳也是飯店的傲人
之處。

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031-770-8888
入住14:00，退房11:00
231,000韓元～495,000韓元
www.bloomvista.co.kr

擁有美麗庭園之處
Eden Paradise Hotel 

建於利川豬鳴山山腳下36,000m2土地上的飯店，由韓國

頂尖建築設計師Choi Siyoung所設計，兼具細緻而美麗。
占地11,000m2的伊甸庭園種滿兩百多種花卉與植物。另

布置了湖水庭園、沉思庭園、藍莓庭園等各種 風格的庭
園，充滿散步的樂趣。因價格合理，獲 選為CP值高的飯

店。另外，讓人不遠千里而來的茶屋因手工司康與沖泡的
茶味道絕佳而聲名遠播。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西利川路449-79
031-645-9100
入住15:00，退房12:00
住宿價格150,000韓元～600,000韓元
www.edenparadisehotel.com

如全景般展開的南漢江景色
The Hill House 

位於京畿道楊平江下面全壽里的「The Hill House」是一

間以異國庭園為特徵的歐式高級飯店，南漢江的景色與

種植在綠色草坪上的松樹在自然中帶來了療癒。客房分為
豪華客房與暖炕式套房，飯店內的餐廳則提供各式各樣的
餐點。也曾是電視劇《繼承者們》和《龍八夷》中主角的
豪宅拍攝地，因此更加引人注目。

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489
031-771-0001
入住15:00，退房11:00
價格資訊請電洽
www.thehillhouse.co.kr

平澤最棒的飯店
Ramada Encore Pyeongtaek 

在Ramada Encore Pyeongtaek飯店能以紅霞為背景，
欣賞西海大橋與平澤港相互交映的美景。平澤數一數二的

住宿Ramada Encore因室內氣氛溫馨，團體觀光客絡繹

ⓒRamada Encore Pyeongtaek

不絕。特別是套房與其他客房不同，寬敞且豪華的裝潢格

外引人注目，是能欣賞落地窗外最佳美景的客房。若您因

為擔心寵物而無法放心踏上旅程，強烈向您推薦這裡。這

裡準備了寵物飯店服務，由專家精心為您照顧寵物。別忘
了平日入住還能享用免費早餐Buffet哦！

京畿道平澤市浦升邑平澤港路184號街3-10
031-229-3600
入住15:00，退房11:00
住宿價格330,000韓元～400,000韓元
www.ramadaencorepyeongta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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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分享旅行的經驗 #GUESTHOUSE

如果您認為旅行的樂趣取決於遇見陌生人並了解那個人，那不妨預約Guesthouse吧！現在為您介紹的

與書一起度過特別
假期
坡州紙之鄉 

紙之鄉為美麗的書櫃和古書香氣共存的Guesthouse，木紋完整顯露的木材裝

潢與棉質寢具帶來自然的舒適感。特別是四處擺放的書本取代了電視，能夠與

書結友，度過真正的思維與沉思時光的空間是一大特色。另外，此處與亞洲出版

文化資訊中心相連，可以使用大會議室、多功能廳等最尖端研習支援設施與開
放的讀書文化空間–智慧林。

京畿道坡州市回洞街145亞洲出版文化資訊中心
031-955-0090
77,000韓元～88,000韓元
www.jijih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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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jihyang

ⓒJijihyang

ⓒJijihyang

住宿不僅充滿藝術氛圍，還能盡情閱讀，並在公共空間與人們交談。

入住15:00，退房11:00

改變人生的一夜
坡州Motif#1 

位於京畿道坡州嗨里藝術村的Motif#1是寫作的爸爸與演
戲的女兒打造的書本Stay。熱愛藝術的父女期盼造訪這

裡的旅客能在此地獲得人生中最棒的創作題材與主題，因

而取了這個名字。不妨探索一下書房裡的1萬4千本書，或
坐在擁有美麗窗戶的房中，聆聽內心的故事吧！也許您能
為自己進行一趟特別的旅行。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嗨里村街38-26
031-949-0901
入住15:00，退房11:00
120,000韓元～260,000韓元
www.motifone.co.kr

愛書人的天堂
平澤Arca Books 書本Stay 

由教師夫妻所經營的平澤Arca Books在義大利語中意指
「方舟（避難所）」，是間享有隱私的獨棟書本Stay。喜歡

書本的教師夫妻以「與書本玩樂的房子」為概念，藉由書
本與情緒卡呈現能與家人對話的模擬感性。為了能完全集

中於空間，這裡除了微波爐與熱水壺外禁止烹調。院子設

有游泳池，目前採預約制經營。每週更換書本，自傍晚6點
30分起可單獨使用書店棟。

京畿道平澤市玄德面德睦5街122-11
010-3140-8695
入住15:00，退房11:00
價格另洽
www.instagram.com/arca_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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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在自然中休息 #森林遊樂區

如果您認為在自然中最能找回自我，並想創造一個能回顧自身的機會，不妨暫時遠離城市中心
並感受自然。在附近漫步並仔細注視風景，不知不覺間，煩惱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自然與動物並存
坡州童話療癒營地 

在坡州童話療癒露營的水杉散步道療癒

這裡被山環繞、空氣清新。坐落於山與山之間的山谷中，營地周邊均為散步道。

每當走在水杉樹相連的散步道上，就會因芬多精而身心暢快。一共有三條「步

道」，並設有可餵食鸚鵡的小動物園，深受孩子們的喜愛。該營地由頂級豪華露
營、林中豪華露營、拖車民宿、丘上民宿及VIP民宿組成，分散於山丘、森林與溪
谷。一到晚上，美麗的燈光將以各不相同的光芒散發出不同於白天的魅力。
京畿道坡州市坡平面坡平山路363號街32-9（斗浦里121）
031-952-2002
豪華露營79,000韓元～295,000韓元
www.dwhealingca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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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15:00，退房10:00

在戶外享受特別的一晚
臨津閣和平世界露營場 

風與候鳥自由往返於南北間的這裡是臨津閣和平世界露

營場，不僅接近首都圈，且占地達34,000㎡（150面），是
適合和平地享受露營的好地方。從能使用露營車與頂樓露
臺的療癒露營區，至具備電燈與插座設施的環保露營區、
和平露營區及世界露營區等，應有盡有。另設有可以使用
旅行拖車的旅行拖車區，可於理想區域的露營區享受愉快
且幸福的露營。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48-40
1670-3856
入住14:00，退房11:00
20,000韓元～180,000韓元
imjingakcamping.co.kr

可滿滿體驗森林
義王望良山自然森林遊樂區 

費用合理的親近自然住宿望山自然森林遊樂區是由國家經
營的住宿設施，價格相當低廉，深受韓國人歡迎。不僅距
離首爾近，且位於能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的距離。因

為申請人數眾多，每個月會從透過網路申請的人之中抽出
住宿旅客。內部提供木匠體驗、森林解說、森林療癒、幼兒
森林等活動，人氣高的活動會提早結束受理。可在戶外露
營場使用帶來的帳篷露營，與義王主幹道相連的登山路上
有望良365希望階梯及觀景台等，適合進行森林浴。

京畿道義王市北谷內街96
031-8086-7482
每日09:00-18:00
露營棧板14,000韓元，固定式帳篷28,000韓元／客房四人房白雲山棟：
淡季＆週一～週五49,000韓元，旺季＆週六、週日70,000韓元
www.barasan.uuc.or.kr

能享受感性露營
東豆川自然森林遊樂區 

東豆川自然森林遊樂區於去年７月１日開幕，是可以在森
林中休息與進行各種體驗的滯留型複合休養體驗空間。客

房分為享有隱私的獨棟民宿「森林之家」、小家庭至團體

客人可入住的公寓式飯店型「山林休養館」，以及可於戶外
享受感性露營的「露營棧板」。如果與孩子們同行，不妨

造訪森林遊樂區裡的「玩樂林」，這裡設有各種連大人也
會想搭乘的動感體驗設施。

京畿道東豆川塔洞加山路1
031-860-3257
入住15:00，退房11:00
160,000韓元～300,000韓元
www.foresttrip.go.kr/indvz/main.do?hmpgId=ID020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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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京畿道櫻花小徑

春天開始時，京畿道各處櫻花盛開，形成了櫻花隧道。

©Gunpo City Hall

©Bucheon County Office

浪漫的春天慶典就此拉開序幕。

軍浦市衿井站櫻花路 

富川市陶唐山櫻花節 

在軍浦，最能感受到春天情調的地方就是位於地鐵１號線

每到春天，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陶唐山上的櫻花樹便會綻

八景中的第五景，鐵路相交的衿井站附近盛開的白色櫻花

盛開，打造出富川市的代表花慶典，深受許多人的喜愛。

與４號線的交叉點–衿井站附近的軍浦櫻花路。作為軍浦
十分壯觀。

京畿道軍浦市山本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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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花蕾。近40年來持續守護該地的1,000多株櫻花樹華麗
京畿富川市陶唐洞

義王市廳辦公大樓櫻花路 

©Yongin City Hall

©Uiwang City Hall

龍仁市稼室櫻

龍仁市稼室櫻花 

每到春天，義王市廳辦公大樓附近的道路便會擠滿前來

「稼室櫻花路」位於前往京畿道龍仁湖巖美術館的路口，

左右兩側種植的大櫻花樹因櫻花盛開而變身為櫻花隧道，

此地舉辦櫻花節。這裡以數千株櫻花樹與清澈的湖水相

欣賞盛開櫻花的市民。在義王市廳公車站下車後，將看到
營造出更加浪漫的氛圍。

京畿道義王市市廳路11義王市廳

每年，龍仁市與三軍指揮部、愛寶樂園都會共同合作，在
輔相成的夢幻絕景聞名。

京畿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稼室里212-1

89

GYEONGGI FOUR SEASONS

SUMMER
玩水回憶的香氣

沿著西海的美麗景致與橫穿市中心的水路，可以累積京畿道之旅的回憶。

海水浴或潮間帶體驗並非全部，如果想創造夏天少不了的愉快水上回憶，那就看這裡吧！

金浦Ara Marina 

在金浦Ara Marina 週六夜晚的煙火節可以沿著京仁Ara
運河欣賞到美麗的落日，還能在大型購物園區–現代精品

折扣購物中心購物，是首都圈規模最大的遊艇碼頭設施。
您可以在碼頭搭乘遊艇，也能體驗遊輪。尤其是每週六使

用晚間郵輪商品時，還可以在好的位置觀看船上表演與華

麗的煙火表演。是個能在特別日子與喜歡的人創造難忘回
憶的大好機會。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錢湖里
www.waterway.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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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999-7800

遊艇體驗30,000韓元

金光水路船屋

金光水路船屋 

前谷港遊艇體驗（Playacht） 

話，就能欣賞韓國的金浦威尼斯大道。月亮船並非一般小

遊艇停泊於此。每年6月都會舉辦遊艇慶典，成為以戀人、

有個能在市中心體驗划船的地方。造訪金光水路船屋的
船，而是設計成彷彿把夜空中的月亮移到水面般，光是漂
浮在水面上就美麗動人。月亮船最多可乘坐三人，僅能於

現場售票處購票。預計一家人造訪時，另備有家庭船。您
可以一邊等候，一邊欣賞水邊公園的美麗拍照區及於指定
時間進行的噴水秀，僅能於現場購票。

京畿道金浦市場基洞2001-1
070-4242-0340
每日13:00-22:00，
休息時間16:45-17:45
月亮船20,000韓元、家庭船25,000韓元

前谷港遊艇體驗場為代表西海的遊艇體驗場，有270多艘
家人為單位的遊艇體驗場。其中，Playacht是許多電視節
目與藝人喜愛的法國製高級遊艇。以其雙色的高級姿態自

豪，並僅接受網路預約，必須透過電話確認潮汐時間與是
否出航。Playacht最多可乘坐12人，還能駕駛遊艇和在遊
艇上釣魚，度過私人時光。

京畿道華城市西新面前谷港路50號街15-5
010-3763-4424
每日09:00-21:00，每日日落 30分鐘前截止
1小時～1天行程，
1小時250,000韓元（一天最多航行5次）
www.playacht.modo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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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以楓葉染紅的多彩饗宴

熾熱的夏天氣勢減弱後，涼快的微風與繽紛的楓葉就會到來。鮮黃的銀杏葉、艷紅的楓葉、平野的黃金

©Yangju City Hall

©Yeoncheon County Office

水稻，色彩的饗宴使秋季變得更加華麗。在此推薦您幾處適合欣賞京畿道美麗秋天的好地方。

楊州松楸溪谷楓葉 

漣川十二溪谷 

位於京畿道北部楊州的松楸溪谷因靠近首都圈，一年四

在沒有橋的時期，如果想從漣川法水洞前往德屯里，必須

遠道而來欣賞。在流淌的溪谷上方生長的蓊鬱森林被紅色

趣，形成如圖畫般的美景。這裡為京畿道知事指定的地方

季都深受人們喜愛。尤其每到秋天，繽紛的楓葉讓人不惜
落葉染紅後的景觀，令人嘆為觀止。是個適合漫步在燦爛
的楓葉隧道下，感受秋天情趣的最佳場所。因緊鄰國立公

園，公園裡還能見到以野花、孩子們的遊樂區及自然景觀
五峰做成迷你模型的拍照區。
京畿楊州長興面鬱垈里松楸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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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yangjusarang.com

跨越12條小溪，十二溪谷因得此名。山、樹和溪谷相映成

二級河川，維護得乾淨整潔。找個位子坐下來聆聽風聲與

溪谷聲，並看著形形色色的楓葉，將能感受到彷彿被自然
撫慰的神奇體驗。

京畿道漣川郡青山面哨城里十二溪谷

031-839-2065

©Yeoju City Hall

南漢江邊神勒寺的秋天

金銀沙江邊公園 

為韓國規模最大的生態公園，走在步道上就能看到告知秋
天來臨的鮮紅楓葉將公園四處染成霞光。沿著外圍設置了

自行車道與黃土路。此外，公園也是以驪州的秋天花朵聞
名的場所。至10月底為止，可以欣賞到懸鈴木廣場另一端
的百日菊、醉蝶花、紫色波斯菊、彩霞色的黃花波斯菊。另

外還能看到甕棺墓、安鶴宮、將軍塚等多個名勝古蹟，充
滿各種的看頭。

京畿驪州市江邊遊園區街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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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EONGGI FOUR SEASONS

WINTER
雪花盛開的滑雪場

如果想進入冰天雪地的世界，沒有比滑雪場更好的地方了。在一片雪白的雪原上選擇單板滑雪或雙板滑雪，

©Gonjiam Resort

©Jisan Forest Resort

開心地體驗滑雪吧！不僅如此，還能享受渡假村內的各種設施，度過一個溫暖的冬季旅行。

廣州昆池岩渡假村 

利川芝山森林 

雪課程‧規模大到可容納五千人，且搭乘滑雪纜車的等候

分鐘車程，以不用過夜就能滑雪的地方聞名。特別是為了

每到冬天就讓人想起雙板滑雪或單板滑雪。新手可參加滑
時間相對較短，可以更舒適地享受滑雪。另外，提供ME-

TIME PASS滑雪通票與雪道限額制等服務，將能更輕鬆地

享受滑雪。您也可造訪昆池岩滑雪場附近的和談林、露天
浴池、高爾夫球場和公寓式飯店等。距離首爾江南開車約

40分鐘，與板橋和驪州之間也有地鐵，是個透過大眾運輸

工具也能輕鬆前往的滑雪場。

京畿廣州市都尺面都尺上路278
02-1661-8787
07:30-23:00
（各服務設施的營業時間需另行確認） 僅滑雪季營業，淡季、旺季、各客房
價格可能會變動／滑雪纜車2小時券：平日成人55,000韓元、兒童40,000韓元／
週末成人65,000韓元、兒童48,000韓元
www.konjiamresor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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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開幕的利川芝山森林渡假村距離盆唐、龍仁約40
滑雪場訪客免費提供的接駁服務，更加便於造訪滑雪場。
雪道的坡度自7°至36°，分成初、中、高級者使用，單板滑

雪者也能自由利用雪道。另設有兒童專用滑雪課程及青少
年露營設施等，並有滑雪課程專用雪道。

京畿利川麻長面芝山路267
031-644-1200
12月～3月的平日＆週末09:00-16:30，晚上18:00-22:30
滑雪纜車、單板滑雪＆雙板滑雪租借費用：21,000韓元～80,000韓元、
服裝租借：15,000韓元～25,000韓元、裝備保管：60,000韓元～280,000韓元
www.jisanresort.co.kr

©Bearstown

©One Mount

昆池岩渡假

抱川熊城 

Onemount冰雪樂園 

客或滑雪新手極具魅力。一共設有12條雪道，從新手雪道

在七種主題的高速雪橇滑行空間、冰壺區等進行與冬季白

首都圈裡規模最大的滑雪場–抱川熊城滑雪場對家庭訪

「小熊」至中級者雪道「大熊」等，共可享受5條國際公認的

雪道。特別是每天都會開放不同的雪道，對滑雪者來說，

不僅帶來樂趣與愉快，特有的高難度雪道也深受滑雪者歡

迎。除此之外，另設有高爾夫球場、單板滑雪、雪橇、溜冰

場、自然森林中的遊樂區、體驗型動物農場、戶外游泳池
和休閒卡丁車越野車等體驗活動，也是一大特色。

京畿抱川內村面金剛路2536號街27
031-540-5151
入住15:00，退房11:00
白天券成人77,000韓元、兒童57,000韓元
（上午、下午、晚間、深夜、一次券價格不同）
www.bearstown.com

Onemount以可以享受雪橇和冰刀鞋的溜冰場為主，您能
雪有關的體驗。另外，還能享受模擬芬蘭聖誕老人村建成

的Photo Street、進行各種表演的室內表演場，以及乘坐
由獲得充分營養並保障休息的雪橇犬拉雪橇（一天三次，
每次僅限50餘名）的特殊體驗。如果最後以能夠享受冰雪
樂園全景的旋轉木馬結尾，那將會是完美的一天。
京畿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1566-2232
自21.03.01起暫時停止營業（冬季開放）
定價平日、週末18,000韓元、冰刀鞋租借5,000韓元
www.onemoun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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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ITY TOUR BUS
沿著馬路，體驗時尚的韓流感性吧

城南都市樂巴士

坐一天舒適的公車，親身體驗城南的

美食、看點和各種體驗的城南文化觀
光路線。導遊親切地說明了每個景點，

幫助遊客更好地理解城南。每週週六

運行，每週的路線各不相同。路線從第
一周開始分為5周，費用根據路線分為
3種，但成人和兒童的費用相同。

水原城市觀光巴士

能夠參觀朝鮮時代英祖、正祖的人生
和功績的水原華城歷史博物館和華城

行宮、華虹門、長安門等路線，學習歷

史。體驗傳統與現代共存的朝鮮新城
水原華城之旅和試穿傳統服裝、打年
糕、射箭等傳統文化。

華城城市觀光巴士

韓國國內第一個公正旅行城市觀光項

目，必須事先預約。為了最大限度地減
少碳的產生，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攜

帶個人杯子和手帕，步行1小時以上，

造訪傳統市場、當地食品直銷店，可以
體驗農漁村地區人文社會。參加費中有
1%會通過自動捐贈系統，捐贈給社會。

始興城市觀光巴士

這裡有可觀察西海潮灘和古代鹽田情

趣的潮灘生態公園。這是韓國國內唯

一一處潮灘生態公園，是於日本帝國
主義時代1934年至1936年的索萊鹽田

中形成的。參觀前需要預約，支付1萬
韓元使用當地貨幣觀光，然後還會獲

得8千韓元的返還，相當於用了2千韓
元旅遊。這簡直就是性價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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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路線

第一周：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 午飯（自由午餐）- 板橋博物館 - 孟山螢火蟲自然學校
第二周：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 午飯（自由午餐）- 新丘大植物園 - 板橋博物館

第三周：藏書閣 - 律動生態學習園 - 午飯（自由午餐）- 申海哲街 - 奧菲歐音樂博物館
第四、五周：南漢山城守樂將台 - 陶瓷體驗&三明治便當 - 板橋博物館

出發地 08:00 首爾市廳站3號出口, 08:30 教大站9號出口, 09:00 城南市廳
執行時間 週六，每週的路線都不同。 費用 第一周：11000韓元，第二周：11000韓元，第三周：13000韓
元，第四周：17000韓元 費用包含 入場費、體驗費、專用巴士費、導遊陪同、三明治午餐（第四、五周） 費
用不包含 遊客保險、個人費用、餐飲（第一、二、三周）
諮詢 070-7813-5000, www.seongnamtour.com

運行路線

第1路線：水原站 - 解憂齋 - 華西門 – 長安門 – 華城行宮 – 華虹門 – 練武台 – 水原
華城博物館 – 水原站

第2路線：水原站 – 解憂齋 – 華城行宮 – 練武台 – 午餐（池洞市場內自由用餐）華虹門 – 水原華城博物館 – 光教湖水公園 – 水原站

第3路線：水原站 – 華西門 – 長安門 – 華虹門 – 華城行宮 – 練武台 – 池洞市場 –
八達門 – 隆健陵 – 龍珠寺 – 水原站

出發地 水原站4號出口前水原市旅遊資訊中心 執行時間（水原-華城半天路線）3-10月週二至周日（週六休
息日）9:30，13:50出發（水原-光教全天路線）3-10月週六，9:50出發（水原-隆健陵全天路線）周日，9:30出
發 費用 11000 ~ 14900韓元 諮詢 0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運行路線

恐龍的呼吸（生態旅遊）、文化的呼吸（歷史/文化）、海洋的呼吸（候鳥探索/潮灘

/鹽田）、自然的呼吸（森林體驗/自生植物）、海浪的呼吸（島嶼/生態探訪）、主題
觀光（農漁村體驗/騎馬/牧場/遊艇/慶典/服務觀光）、一天觀光（兩天一夜住宿，
野營觀光）、善良的旅行一天

出發地 東灘站2號出口、華城市媒體中心、華城市東部出差所、峰潭邑辦事處對面、鄉南邑辦事處、共用中
心前面的公車站 執行時間 週六至周日，09:00-17:00 收費 14000韓元
諮詢 031-366-4983, www.hscitytour.co.kr

運行路線

蓮花主題公園 - 三美市場或水王水庫 - 潮灘生態公園 - 烏耳島

出發地 10:30，14:00烏耳島站 執行時間 4-10月 週六至周日
費用 1萬韓元中包含來回車輛費、體驗費、入場費、文化觀光解說服務、帶隊費等，不包含午餐、遊客保險
諮詢 031-310-2902, http://www.siheung.go.kr

利川城市觀光巴士

利川設有可於四季進行各種體驗觀光的
市區旅遊，春天可以欣賞山茱萸、夏天
於蓊鬱的山中爬山、秋天欣賞金黃色原

野、冬天 於稜線上滑雪橇等。此外，還
能在小豬博物館、WAWOO牧場等近距
離接觸動物。

富川城市觀光巴士

這是一次“有趣（Fun Fun）之行”，可

以通過文化觀光評論員瞭解包括漫畫、

電影、音樂在內的富川豐富的文化基礎
設施。定期觀光有FAN、TA、SI、A，還有
與附近城市相關聯的廣域市觀光（光明

運行路線

第1路線：利川站 → 利川Cerapia → 利川農業主題公園體驗與午餐 → 德坪恐龍樹木園
→ 利川站

第2路線：利川站 → 小豬博物館 → 體驗村體驗與午餐（富來美村、西坰村、Umusil村之
中擇一） → 民主化運動紀念公園 → 利川站

第3路線：利川站 → Ye's Park → 陶瓷製作體驗 → 利川米韓定食 → 徐熙主題公園 →
TERMEDEN溫泉 → 利川站

出發地 利川站 運行時間 全天候運行 費用 19,900韓元～31,500韓元（各路線費用不同）
諮詢 031-636-2723~4，www.2000green.com

運行路線

FAN（環境旅行）、TA（科學旅行）、SI（ 歷史旅行）、A（漫畫旅行）、遊擊城市
觀光（雙層巴士觀光 / 夜間觀光 / 光明·始興聯動廣域觀光）
出發地 10:00 富川區廳議會前，城市觀光載客站
執行時間 4-11月，每週六, 10:00-16:20
費用 1萬韓元
諮詢 032-656-4306, www.bucheonculture.or.kr

洞窟、始興潮灘慶典），可以根據喜好進
行選擇。觀光運營事先預約制。

安山城市觀光巴士

能夠看到朝鮮時代最出色的畫家金弘道

作品的檀園美術館，能夠體驗韓國國內
最大的人工濕地公園安山蘆葦濕地等的

觀光，由各路線組成。另外，還有能感受

到每年20萬隻候鳥尋找的自然生命的大
松濕地，所以作為療癒和戶外拍攝旅行
也很好。

加平城市觀光巴士

總共9輛循環巴士，每一輛都通過感性
的外觀設計吸引了遊客們的視線。這裡

有每年舉行爵士樂節的鱉島、因電視劇
《冬季戀歌》而成為韓流熱風中心的南

怡島、鐵路自行車休閒旅遊等歷史和旅
遊景點。購買當天的入場券在迴圈路線
中可以自由換乘，因此很實用。

運行路線

第一路線：中央站 - 崔容信紀念館 - 星湖紀念館（植物園）- 午餐 - 檀園美術館 安山蘆葦濕地公園 - 中央站

第二路線：中央站 - 始華湖潮力發電站（月觀景台）- 大阜海松路第一路線 - 午
餐 - 炭島海路 - 中央站

第三路線：由自由選擇市區、大阜島區的路線組成（團體20人以上）

雙層巴士主題路線：光化門、新道林站 - 始華湖潮力發電站（月觀景台）- 大阜
海松路第一路線 - 午餐 - 炭島海路 - 光化門、新道林站

出發地（安山）10:00中央站，（首爾雙層巴士）09:30光化門站，10:00新道林站
執行時間（安山）週二至週六 10:00-17:00（首爾雙層巴士）週一至周日 09:30-19:00 收費 6000 ~ 18900
韓元 諮詢 1899-7687，www.ansancitytour.com

運行路線

A: 加平客運站 – 加平鐵軌自行車 – 鱉島 – 加平站 – 南怡島 - 金垈里會館 - 互動
藝術博物館 – 福長里三岔路口 – 小法蘭西 - 虎嗚裡 – 清平客運站

B： 加平客運站 – 加平站 - 南怡島 – 互動藝術博物館 – 雪岳客運站 – 小瑞士村 –
希谷裡 – 清平客運站 – 清平站 – 晨靜樹木園

出發地 09:00-18:00 加平客運站 / 9:50、11:30、15:50、17:30 沐洞客運站
執行時間 週二至周日（週一休息）費用 8,000韓元(成人), 6,000韓元(青少年), 不含入場券
諮詢 031-580-2114, www.gptou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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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城市觀光巴士

高陽市擁有1919年三一運動時，韓國全
國唯一一個在船上舉行萬歲示威的漢江

河口附近的幸州歷史公園，是一座傳統
和文化並存的城市。高陽城市觀光根據
星期幾運營多種路線，能以5000韓元左
右的 低費 用回 顧 大韓民國的獨立 運 動
遺址。

運行路線

週二文化散步（第1部）：中南美文化園 - 高陽鄉校 - 碧蹄館

週二文化散步（第2部）：栗刺草屋 – 栗裡壇路 – 手工曲奇（不含體驗費用）
週三高端車展（第1部）：現代汽車文化中心（不含入場券）-KINTEX

週三高端車展（第2部）：Foma汽車設計美術館（不含入場券）- 航空宇宙博物館

週四紀錄片精選（第1部）：西三陵歷史紀錄片 – 元堂花卉園區（不含體驗費用）
週四紀錄片精選（第2部）：長項濕地生態探訪

週五特選電影（第1部）：高陽海洋攝影棚 - Let's run parm 元堂
週五特選電影（第2部）：舊一山站 – EBS – 音樂噴泉

週六夜間劇場 / 夜間觀光：幸州山城 – 幸州歷史公園 – 音樂噴泉
週日天氣預報 / 晨間觀光：北漢山散步 – 興國寺

出發地 10:00,14:00 鼎缽山站 2號出口 執行時間 每週週二至周日（週一休息）收費 3000 ~ 6000韓元
不含午餐、入場費、體驗費 諮詢 010-5106-3158, www.goyang.go.kr/citytour

坡州城市觀光巴士

按照星期開發的當天路線有7條，週末

有兩天一夜路線（五/感/滿/足）4條，兩

天一夜星光觀光路線2條，共有13條豐
富多彩的觀光項目。韓國國內大規模的

出版基地坡州出版城市，以及壁草地樹
木園和愚農鴕鳥村、臨津閣和栗谷李珥
遺 跡等文化、生態、歷史和旅遊資源，
使旅行更加豐富。

運行路線

週一路線：普光寺 – 自由午餐 – 馬場湖吊橋 – 碧草池樹木園

週二路線：黃喜先生故居&伴鷗廳 – 統一大橋 – 都羅山站（自由午餐）都羅展望台 – 第3隧道/DMZ視聽館

週三路線：Honey樂園 – 金村統一市場（自由午餐） -

國立6.25戰爭拉北者紀念館&臨津閣景點 – 臨津閣和平公園

週四路線：臨津江黃袍帆船 – 積城傳統市場 – 山葡萄院 - 紺嶽山吊橋
週五路線：坡州李珥故居&紫雲書院 – 文山自由市場（自由午餐）國立6.25戰爭拉北者紀念館&臨津閣景點-第一花園
週六路線：坡州莊陵 – 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 –
普羅旺斯/坡州美食村（自由午餐）- 坡州出版城

週日路線：馬場湖吊橋 – 統一樂園觀光特區 – 烏頭山統一展望台

出發地 09:00 舍堂站1號出口公共停車場，09:30 首爾站2號出口(文化首爾站 284 前),
10:10 大化站4號出口, 10:30 雲井站 1號出口巴士載客站 執行時間 按星期幾的各主題及路線
費用 6,000韓元~77,000韓元 諮詢 02-530-6123, http://www.pjcitytour.co.kr

DMZ火車漣川觀光巴士

滲透著六二五韓國戰爭引起的南北分裂的
痛苦，蘊含著和解除武裝的和平含義的地

方——DMZ（非武裝地帶）。乘坐火車從首
爾出發可以在1小時30分鐘後到達，速度不

如KTX快，所以可以慢慢欣賞窗外的風景。
停戰後這裡人跡罕至，乾淨的自然保存完
好，可以體驗草本植物療癒、文化生態。

98

運行路線

11月～第二年3月：才人瀑布 – 韓潭江水文化館 – 颱風展望台 – 全穀先史博物
館 – 漣川站

出發地 09:27首爾站，09:50清涼裡站，10:28議政府站
執行時間 週三至周日（週一、週二休息）執行時間 週六，每週的路線都不同。
費用 35000韓元，包含來回車票、漣川DMZ dreaming觀光（聯動車輛費、各種入場費、行程費）不包含午
餐、遊客保險、其他個人費用 諮詢 1544-7755, www.dmztourkorea.com

INFORMATION

AIRPORT
ACCESS
AIRPORT LIMOUSINE

AIRPORT ACCESS

售票處

光明站機場接駁服務

9號出口/ 48號售票窗口, T2 地下1樓

利服務。搭乘KTX與機場巴士時，不僅可以享受機場巴士票價20%

仁川國際機場機場巴士

(內部售票處) T1, 1樓，4號出口/21號售票窗口，
(外部售票處) T1, 1樓，4, 6, 7, 8, 11, 13號出口前

售票處營運時間 06:00~22:00 (8號出口營運時間為 06:00~22:40)
票價 5,000韓元~15,000韓元

諮詢處 032-743-7600, www.airportlimousine.co.kr

營運路線

7000路 仁川國際機場-安山

機場接駁服務

機場接駁服務是為旅客提供機場到KTX光明站、永登浦站的交通便

（3,000韓元）的優惠，還可以體驗在都心機場客運中心值機並託運行
李的服務。

執行時間 （首班車）05:30 永登浦站，06:23 KTX光明站（末班車）

22:00 永登浦站，22:52（週一～週五）/22:55（週六、週日、節假日）
KTX光明站

運行路線 （地鐵）KTX光明站-衿川區廳站-禿山站-加山數碼園區站-

3200路 仁川國際機場-高陽/元堂

九老站-新道林站-永登浦站

5300路 仁川國際機場-城南

www.letskorail.com/ebizcom/cs/guide/station/station03.do

3300路 仁川國際機場-一山
7001路 仁川國際機場-富川

諮詢處 1544-7788，

8837路 仁川國際機場-東灘站/餅店
8852路 仁川國際機場-水枝/龍仁

8877路 仁川國際機場-水原光教/民俗村

A4000路 仁川國際機場-東水原

A4200路 仁川國際機場-安陽/軍浦

A8834路 仁川國際機場-平澤/安城
9000路 仁川國際機場-金浦

金浦機場機場巴士
售票處

（國內線航廈）1樓，5號出口內部

（國際線航廈）1樓，1號出口前，6號站台，需向現場工作人員直接購買
售票處營運時間 06:00-22:00
票價 5,000韓元~15,000韓元

諮詢處 02-2664-9898, www.airportlimousine.co.kr

京畿道機場機場巴士
營運路線

TAXI

仁川國際機場國際計程車（外國人專用）
服務台位置

(T1 入境大廳) 00:00~24:00, 4號與5號出口之間，
23號櫃檯, 070-5102-1191/1195

(T2 入境大廳) A出口右側服務台，032-743-6805
諮詢處 1644-2255, www.intltaxi.co.kr

4300路 水原-金浦機場

仁川國際機場智能計程車（外國人專用）

4100路 靈通-仁川國際機場

(T1) 07:00-23:00 營運，1樓，8-9號出口之間46號服務台

4000路 東水原-仁川國際機場
4200路 軍浦（山本）-仁川國際機場
票價 6,000~12,000韓元

諮詢處 031-382-9600, www.ggairportbus.co.kr

* 關於其他巴士的諮詢處

首爾地區巴士：茶山呼叫中心（02-120）

京畿地區巴士：京畿呼叫中心（031-120）

服務台位置

(T2) 14:00-20:00 營運，1樓，4號出口附近

諮詢處 1661-9917, www.koreataxi.kr/koreataxi

金浦機場國際計程車（外國人專用）
服務台位置

(1樓到達大廳) 10:00-23:00, 1號與2號出口之間，070-5102-1190
諮詢處 1644-2255, www.intltax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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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FOLK VILLAGE
four seasons

KOREA
FOLK VILL

Traditional Cultural Theme Park,
with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throughout the year.

KOREAN
FOLK VILLAGE
Weibo
龙仁民俗村KoreanFolkVillage

Instagram
@withkoreanfolkvillage

Facebook
@withkoreanfolkvill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various colors of the four seasons in
Korea through the Korean Folk Village

AD-korea folk village.indd 1

Weibo
龙仁民俗村KoreanFolkVillage

Instagram
@withkoreanfolkvillage

Facebook
@withkoreanfolkvillage

Youtube
youtube.com/koreanfolkvillage

Seoul Stn. ↔ Incheon Airport

Airport Railroad
Express train
With a non-stop express train and an early check-in
service at the seoul station city airport terminal,
the road to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min

GYEONGGI-DO HALLYU TOURISM GUIDE

GYEONGGI-DO
HALLYU
TOURISM
GUIDE

#GYEONGGI-DO
#K-FOOD
#K-LOCATION
#K-BEAUTY

RUSSIAN

JOURNEY TO
INSPIRATION
Русски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