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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您到京畿道
Unique Venue（特色会议场地）,

遇见韩半岛的
过去和未来

京畿道旅游发展局选出了充满独特魅力的场所，

即17个Unique Venue（特色会议场地）。 

Unique Venue（特色会议场地）是指可以感受到MICE活动举办地的特有风

格或该地独特魅力的场所，是与会议中心、

酒店等MICE专业设施一起举办MICE活动的场所的总称。

京畿道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之水原华城、南汉山城和朝鲜王

陵等，邻近韩国首都首尔和仁川、金浦机场，是一个拥有

无限旅游潜力的地方。特别是南北分裂的接壤地——DMZ一带

的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和平世界路等正在变身为象征“和平”与“生态”

的新景点。 特别的场所带来特别的时间。京畿道旅游发展局选出的17个Unique 

Venue（特色会议场地）融入了拥有千年历史的京畿道历史和地域特色，

可以去实现MICE活动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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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溢着复古的气息

杨平 | 杨平山之家酒店 
YANGPYEONG THE HILL HOUSE 

杨平山之家酒店原封不动地保留了30年前开业时的样子。以北汉江边精
心打理的庭院为背景，一栋美丽的白色建筑物映入眼帘，充满了牧歌般
的感觉。山之家酒店目前以婚礼和企业高管等VIP客人为主，运营着聚

焦MICE活动的各种商品。

 京畿道杨平郡江下面江南路489
 +82-31-771-0001

 www.thehillhouse.co.k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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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家酒店已重生为一座家庭酒店，喜爱
舒适、高雅氛围的家庭游客经常光顾。

山之家酒店虽然保持着20世纪90年代的
风格，但建筑物和家具状态良好。其所属的
母公司同时在济州和利川经营着黑石高尔夫
&度假村，可以进行系统性的设施和服务管
理。

山之家酒店分为2栋，2栋酒店内分别设有
研讨室和宴会厅，主要用来举办婚礼的宴会
厅和韩餐厅位于酒店外部。客房窗外北汉江
的四季美景如画卷般展开，包括套房在内，
共有44间客房。

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被装饰成精美的庭院，

栽种了各种植物，一年四季都有五颜六色的
鲜花盛放，还在各个角落摆放了雕像。起到
造景“框架”作用的树木树龄久远，提升了
庭院的格调。在与北汉江对望的空间内，设
有散步路、拍照区和铺有木栈道的户外餐饮
空间。

面积达140平方米的研讨室可供30~60人使
用，适合公司团建等。

酒店内更大的空间是能容纳200人的面积
达368平方米的宴会厅。宴会厅的其中一面
墙采用落地窗装饰，使空间更加开阔。活动
空间内配备了投影仪、音响设备、灯光等基
本的视听设备。

Tip

杨平的代表性景点有两水里、龙门山、有明山等。
在莲花盛放的仲夏，龙沼和洗美苑附近游客络绎不
绝。山之家酒店附近散落着瓦画廊、Dr. Park画廊和
Ajio画廊等，也可以来一场美术馆之旅。

主要用来举行婚礼活动的天鹅位于酒店
外另一个建筑物中。2楼设有举办活动和宴
会的空间，该空间的3面墙均采用落地窗设
计，透过两面窗都可以看到无边的北汉江美
景。

拥有2层规模的韩餐厅Naruke最多可容纳
200人。这里为顾客准备了韩牛外脊、烤牛
肉等单品和套餐，尤其是因平壤冷面的美味
而闻名。

位于主建筑物的餐厅Zelkova出售中餐、
西餐、茶和甜点。俯瞰到的江景非常美丽，
内部装修依然保持着20世纪90年代开业时的
样子，充满了古色古香之气。

还可以在户外花园举办活动或用餐。为客
人准备了BBQ和沙拉吧等菜单。

如果准备在山之家酒店举办MICE活动，推
荐大家积极利用户外空间。此外，与酒店前
的北汉江水上休闲设施接轨策划活动项目值
得推荐。

宴会厅 200人 室内
研讨室 30~60名 室内

韩餐厅Naruke 20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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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大自然的奢华酒店

加平 | 麦达斯酒店
及度假村

GAPYEONG MIDAS HOTEL&RESORT

在加平地区挂着“度假村”、“酒店”招牌的众多住宿设施中，麦
达斯酒店及度假村可谓“鹤立鸡群”。为以VIP客人为主的中小规

模公司团建等提供最佳服务，如果利用户外空间，还可以举行数百
人规模的大型演出。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北汉江路2245
 +82-31-589-5600 / 5690（B2B负责人）   www.midashotel.co.kr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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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达斯酒店及度假村面朝北汉江而建，
是一处充满了大自然赋予的宁静和悠闲的地
方。酒店建筑面积不到总用地面积的10%，
其余用地均作为绿地空间使用。酒店的造景
突显出高贵品味，绿地空间与相邻的清平自
然休养林和谐相融。

酒店共有72间客房，所有客房均为江景
房。团体入住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豪华
双床房（2人）、双人房（1人）、复式房
（3-4人）等不同房型。复式房可以将复式
空间用于各种用途。

作为MICE活动空间，设有可供100人左右
使用的大宴会厅和2个可以举办VIP活动的小
会议室。以开阔江景著称的小会议室采用了
高端的室内装修，配备了高端家具，足以用
来举办VIP活动。所有宴会厅均配有基本视
听设备。

F&B相关设施包括咖啡馆、酒吧和餐厅。

主餐厅可容纳100人左右同时用餐。
独栋别墅形式的Hestia豪华露营场与酒店

建筑物距离适中，正面铺有宽阔的草坪，可
供25人左右在独立的空间举办活动。5个豪
华露营帐篷内均配备了空调和电视机。

可以享受水上休闲活动的Tritons水上乐
园也是酒店的独家附属设施。拥有3艘派对
船，可用于观赏日落等各种活动。

Tip

麦达斯酒店及度假村周边有很多值得
一游的景点。不仅邻近清平自然休养
林，小法兰西、南怡岛、晨静树木园
等代表性景点均在30分钟车程内。
通往酒店入口的道路是韩国最美的兜
风路线 之一。这条路在不同的季节
呈现出别样的美丽，春天可以享受梦
幻般的樱花隧道。

大宴会厅 120名 室内
阿波罗（A、B、C） 16名 室内

小会议室 10名 室外
豪华露营场 25名 室外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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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榜着“主题公园”的景点中，小法兰西可谓最具特色。2008
年7月开馆的加平小法兰西自称为“法国文化村”，于2021年5月

扩建了意大利风格的“匹诺曹和达芬奇”楼，正在实现新的飞跃。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1063 
 +82-31-584-8200

 www.pfcamp.com

East

在京畿道遇见的欧洲风情

加平 | 小法兰西
GAPYEONG PETIT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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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摆满了稀有的原创作品。若想仔细参观
法国和意大利所有区域的展品并欣赏演出，
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整个主题公园都是“拍照区”，有很多别
具特色的空间，不管是谁都可以轻松地拍出
好看的照片，这也是小法兰西的特色之一。
近来最受欢迎的打卡拍照区就是俯瞰着巨大
匹诺曹铜像的观景台。

作为MICE空间，设有可容纳200人的“小
活动厅”和可容纳60人的欧洲传统咖啡馆、
研讨室等。如果喜欢休闲氛围，可以在达芬
奇画廊等各种室内空间举办特色活动。

小法兰西的另一个特色是拥有35间欧风客

房的住宿设施。此外，从出售简单小吃的小
吃店到可供团体使用的大型餐厅，F&B设施
都非常完善。MICE活动团体可以在自己喜欢
的地方举办特别的晚宴。

Tip

沿着北汉江通往小法兰西的道路堪
称韩国的代表性兜风路线，以秀丽
的风景著称。周边分布着可以享受
各种水上运动的设施。如果大规模
人员需要住宿，可以利用附近的麦
达斯酒店等住宿设施。

可俯瞰加平郡清平湖的小法兰西公园打出
了“鲜花、星星和小王子”的宣传口号，是
一个重现法国南部地区田园村庄风光的主题
公园。小法兰西获得了法国“圣埃克苏佩里
基金会”的官方认可，完成度相当高。

小法兰西内设有可以窥探法国及欧洲生
活文化的各种主题展览馆。比如将19世纪建
造的法国房屋原封不动搬来重建的“法国传
统住宅展览馆”，重现法国跳蚤市场氛围的
“古董展览馆”，展示着300多件欧洲玩偶
的“欧洲玩偶之家”，可以参观圣埃克苏佩
里的生平、遗物和遗作的“圣埃克苏佩里纪
念馆”等，一栋栋建筑物宛如宝石被镶嵌在

低矮的山脚下。这里还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法
国文化演出。

2021年，随着意大利风格的“匹诺曹和达
芬奇”开馆，小法兰西迎来了“第二春”。
从入口停车场开始进行重新整顿，建造了综
合售票处，使游览更加便利。

“匹诺曹和达芬奇”正如其名，单独设有
象征着各个主题的空间。匹诺曹冒险馆和达
芬奇展览馆集中了主要内容，在两馆之间建
有欧洲风格的美丽胡同和可以举办各种活动
的广场。在面朝广场而建的风之露台后侧设
有可以举行演出的阶梯式座席露天剧场。

和小法兰西一样，这里的展品完成度也很

小活动厅 200名 室内
研讨室 6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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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该项目的Kim Kwangsoo建筑师将建
筑物划分为保留原貌的区域和完全改变原貌
的空间，实现了再创造。

垃圾最先运达的运入室变成了展示艺术家
实验性作品的多媒体厅MMH，焚烧炉所在的
空间变成了中庭风格的空间“空中画廊”。
四处设有大小不一的露台，用途十分广泛。

原本堆满机器的1楼一角被改建成了咖啡
馆和餐厅，该空间的后方设有可以供应餐饮

的厨房设施。位于2楼的4间工作室是由夜班
值班室改造的。

地堡的深度足有39米，沿着阶梯向下走时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它的规模。因BTS曾在此
拍摄过某时尚品牌的视频而名声大噪。地堡
最多可同时容纳300人左右，被用于举办派
对、古典音乐演出等各种用途。

最大程度保留了垃圾焚烧厂原貌的3~5楼
空间仅限提前预约的团体可以参观。各种设

文艺青年放飞想象力的空间

富川 | 富川艺术地堡B39
BUCHEON BUCHEON ART BUNKER B39

富川艺术地堡B39是一处复合文化艺术空间，由三井洞垃圾焚烧场改建而
成，于2018年开业。由焚烧厂改建的复合文化空间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拥有地下1层、地上6层规模的巨大建筑物成功地保留了旧焚烧厂的原貌

并使所有人享受到了便利，实现了华丽转身。

 京畿道富川市三鹊路53
 +82-32-321-3901，+82-70-4601-6031（场地租赁咨询）

 artbunkerb39.org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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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都像标本一样被保存下来，比如测量垃圾
重量的计量站、收集燃烧灰烬的灰烬地堡、
控制焚烧厂设备的中央控制室等。富川艺术
地堡B39不收取门票，还不定期运营各种项
目。

MICE场地租赁根据活动规模、性质、目的
等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富川市条例收取规定
的金额。

富川艺术地堡B39的优势是可以举行新车
发布会、派对、时装秀、演出、展览等各种
形式的MICE活动。配备可用于举办各种活动
的视听设备，并设有可同时停放78辆汽车的
露天停车场。

富川艺术地堡B39计划今后通过第3期改建
项目整顿3楼参观空间并扩大开放区域。此
外，入口处的管理楼正被改建为社区设施。

Tip

邻近艺术地堡B39的韩国漫画博物馆是为了收集和保存逐渐
消失的韩国漫画资料而设立的。博物馆内设有漫画电影放映
馆、想象游乐场体验空间、阅览室、体验教育室、常设展览
馆等设施。艺术地堡B39内部无住宿设施。如果准备举办需
要住宿的MICE活动，可以入住上洞站附近的旅游酒店。

多媒体厅 100名 室内
地堡 300名 室内

空中画廊 100名 室外

Conference Room

工作室

地堡

空中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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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的废矿变身为主题公园 

光明 | 光明洞窟
GWANGMYEONG

GWANGMYEONG CAVE

光明洞窟原本是一座被开采的矿山，现已被打造成主题公园。
光明市于2011年收购了保留着1912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历史的工业遗

产，使其重生为历史、文化旅游名胜。每年都会吸引100多万名游客慕名
前来，从2017年起被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旅游发展局评选为“百

大韩国景点”。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街142
 +82-70-4277-8902
 www.gm.go.kr/cv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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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在被废弃后的40多年间一直被当作
鱼虾酱仓库使用，如今，在“洞窟”这一独
特的空间特性上增添了历史、文化和艺术内
容，作为世界级复合文化艺术空间受到了大
众的喜爱。2011年由光明市购入，改建为市
民空间后重新开放，在10多年的岁月中不断
增添新内容，持续进行完善。经过展示着矿
山时期旧貌的空间，就可以体验与尖端媒体
接轨的VR体验、以“光”为素材的媒体艺术
秀，及以“黄金”为主题展示艺术家联合创
作作品的黄金路等，可以欣赏到各种吸引眼
球的场景。在长194米的街道上形成了光明
葡萄酒洞窟，在这里，可以参观葡萄酒的历
史、产地、品尝方法等有趣的故事和170多
种韩国产葡萄酒。

光明洞窟的亮点是洞窟艺术殿堂。该表演
场有350个坐席，自2013年6月开馆后，通过
举办各种类型的演出、演唱会、艺术秀等而
广为人知。光之广场与洞窟艺术殿堂一起可
容纳1000人（坐席标准）~1500人（站席标
准），可以举办MICE活动。内部配备了音
响、照明设施，帮助活动顺利进行。每年由
光明洞窟自主选拔的外语导游服务。

Tip

从光明洞窟驱车约7分钟就能抵达拥有194间
客房的3星级拉卡萨酒店（www.hotellacasa.
kr）。这是一家以“商务和生活方式的平
衡”为主题的精品酒店，由韩国家具品牌
“Casamia”经营。此外，在历史悠久的宗宅
内原封不动地展示着朝鲜时代儒生文化的忠贤
博物馆和作为京畿道3大传统市场之一的光明传
统市场也是游玩的好去处。

助手“Welcomer”提供多语种导游服
务，吸引着众多海外游客前来参观。2022
年被选为第6期Welcomer的服务助手共有22
人，由15名英语、3名汉语、2名塔加洛语、
1名日语、1名蒙古语服务助手组成。洞窟内
设有咖啡馆、美食广场等饮食设施，团体游
客可通过专业的餐饮供应服务用餐。

洞窟艺术殿堂 350席 室内
光之广场 1,00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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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阿拉运河的秘境中

金浦 | 现代游轮
GIMPO HYUNDAI CRUISE

京仁阿拉运河是连接汉江与西海的运河。南北分裂以后长时间无法通行的水
路在2011年通过这条运河再次连接起来。阿拉运河通过汉江金浦大桥和新

幸州大桥之间的水路一直流到可以看到仁川永宗大桥的西海前海。总长18千
米，其中游览船运行区间为13千米左右。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陆路270号街74阿拉金浦客运码头 
 +82-32-882-5555

 www.aracruise.co.kr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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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游轮是京仁阿拉运河唯一运营游览船
的船公司，设立于1983年，历史悠久，自成
立以来从未发生过船舶事故。在京仁阿拉运
河运航的游轮商品始于2011年，每年都有30
万人次搭乘，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人。

一般来说，旅客主要选择时长1小时30分
钟的运航路线。水路路线依次经过建有古朴
亭子的水乡园、阿拉瀑布、阿拉廊台。

阿拉运河上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阿拉瀑布。
阿拉瀑布是利用仁川桂阳山峡谷地形建造的
人工瀑布，是韩国规模最大的瀑布。在阿拉

廊台的悬崖上建造的圆形阿拉廊台观景台也
是一个特别的景点。在被打造成水边公园的
始川渡口逗留一小会儿后返回阿拉金浦客
运码头，回程大约需要1小时30分钟。在船
上，外国人演出团将奉上欢快的舞蹈演出、
魔术秀和现场歌手演出等丰富多彩的看点和
节目。

MICE运航项目约需2小时，此外，还提供
全程时长8小时的远距离项目，可以尽情享
受在仁川前海徜徉的悠闲之旅。 

1358吨级的游轮拥有4层，可搭载1041

人。设有2个大型宴会厅、海上庭院和露天
甲板等各种活动空间，并配备了高端影像、
音响和照明设备。若团体人数超过了150
人，可以单独使用1个楼层。游轮上，可以
举办最多供640人用餐的宴会，即使举行大
型活动也没有问题。食物基本上是自助餐和
餐桌套餐，还可以提供清真和纯素食菜单。
除了用餐以外，还可以在此举办轻松的活
动。

若在基本演出的基础上增加街舞、乱打
等表演，活动将更加充实。由于演出以非语

言表演为主，所以即使文化背景和语言不
同，所有人都可以轻松观赏。现代游轮提供
英语、汉语、泰语、日语等五六国语言的服
务，外国团体游客的满意度很高。

Tip

与阿拉金浦客运码头相邻的阿拉码头拥有
游艇停泊设施和水上休闲体验场，所有人
都可以轻松地体验皮艇、小艇和水上自行
车等。现代名牌折扣购物中心金浦店也邻
近客轮码头。这里还汇集了150多家品牌
专卖店，咖啡馆和餐厅也一应俱全。

整船租赁 1,000名 室内
宴会厅 64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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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到过去的趣味时光之旅

龙仁 | 韩国民俗村
YONGIN KOREAN FOLK VILLAGE

韩国民俗村是可以生动地体验韩国朝鲜时代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传统文
化主题公园。1974年开业，占地1100平方米，建有民俗村和游乐村，其中
游乐村以韩国口头流传的故事为背景建造，可以畅玩各种游乐设施。除了忠
于“传统”这一主题的空间和体验外，还可以欣赏到紧跟时代潮流的各种演

出和展览等。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82-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South
韩国民俗村重现了各地方经过彻底考证

后移建、复原的旧宅，包括官衙、书院等公
共机构，民宅、两班住宅等居住建筑物，以
及韩药房、城隍堂、算命铺等生活设施等。
在民俗村中漫步，可以参观到在现实空间内
展示的祖先们的生活面貌、日用品、农耕工
具、工艺品等的展览。一年被划分为24个
“节气”，可以体验每个节气的岁时风俗，
并感受随季节变幻的大自然。参与名人、

匠人讲授的工艺课并制作作品，享受民俗游
戏、场院演艺、骑马等，看点和活动也丰富
多样。其中，制作年糕、国弓、传统工艺等
体验活动也适合作为MICE的团体项目。

韩国民俗村以前主要提供聚焦于“传统”
的设施、展览、表演和项目，但是从几年前
开始，迅速跃升为二三十岁年轻人的“热门
地标”。这是因为，它除了拥有“完美重现
朝鲜时代的韩半岛”这一空间魅力外，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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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充满现代感性的表演。这种变化在民俗
村随处可见，比如表演者们奉上的融入不同
故事和主题的演出。从九尾狐、使道、卖酒
女等朝鲜时代到近代史上“存在”的人物，
以搞笑和充满个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为观众
带来乐趣。街头剧、游街、跳大神等高水准
演出根据季节变更着主题。 

此外，还提供充足的MICE空间。比如可以
享用韩国传统饮食的韩国馆，可以轻松解决
餐饮问题的路口屋，还有可以举办各种研讨
会、活动的市集等，都是可提供场地租赁的
空间。提供英语、汉语、日语手册，还有由
门票、通票和餐饮券或门票和韩国馆自助餐
等组成的MICE套餐。没有休息日、全年365
天营业是其优势所在。

Tip

韩国民俗村内无住宿设施。附近有费
用合理、设施干净的龙仁中央合作酒
店、龙仁郁金香爱宝酒店。在净光山
山脚下建造的龙仁自然休养林拥有露
营场、野花园区、湿地和高空滑索体
验设施、木材文化体验馆等，适合半
日游。若想体验时尚精致的文化和空
间，请前往宝亭洞咖啡街。作为当地
人的约会场所，是一条非常受欢迎的
胡同。

韩国馆 350名 室内
路口屋 350名 室外

市集 60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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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规模最大的主题公园

龙仁 | 爱宝乐园度假村
YONGIN EVERLAND RESORT

爱宝乐园是韩国的代表性主题公园之一，其英文名是拥有“永远”含义的
“Ever”和象征大自然的“Land”的组合。爱宝乐园为公司团体提供团建项
目，设有可容纳3000人的室外活动场和可容纳1000人的室内设施，适合单独

举办大规模公司活动。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82-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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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宝乐园度假村大致分为“陆地公园”和
“水上公园”。陆地公园由游乐设施、庆典、
动物园、植物园（花园）和华丽的娱乐表演组
成。拥有44种游乐设施，其中游客最感兴趣的
游乐设施是木质过山车和“T Express”。木质
过山车时速为104千米、降落角度为77度，惊
险刺激，集全世界过山车爱好者宠爱于一身。
动物园“疯狂动物城”内生活着200多种2000
多只动物，设有野生动物世界、猴谷、遗失的
峡谷等。此外，“四季花园”及拥有世界最大
人工造浪池的水上乐园“加勒比海湾”也造就
了爱宝乐园的名声。

这里还提供住宿服务。从爱宝乐园步行
即可抵达的家之桥是一座标榜“大自然中的
别墅”的木屋旅馆。旅馆由实木建造，氛围
安静，共有62间客房，均为“爱宝乐园景”
房，望向窗外，可以将游乐园的游乐设施和
植物园尽收眼底。主建筑采用北美产沙松建
造，是一座拥有独立空间的两层别墅型住宿
设施。拥有48间客房，可以通过10扇窗户欣
赏四季变幻的美景，极具吸引力。

作为MICE活动的举办地，爱宝乐园最大
的优势是“规模”。与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
这一称号相匹配，拥有许多可以举办大型活
动的空间。比如可容纳1100多人的四季花园
的大舞台，可容纳3000多人（以站席为准）
的少女峰露天表演场及拥有电影院风格、可
以不受天气限制举办活动的Hello旋转冒险
等各种会议和活动空间。拥有1000席规模
的Holland Village和拥有875席规模的阿尔

卑斯综合餐厅还提供团体用餐和餐饮服务。
此外，还准备了与涂鸦秀、拌饭秀、乱打等
韩国代表性演出结合的套餐和金浦阿拉运河
游览船套餐等其他旅游项目及与爱宝乐园度
假村门票结合的套餐（根据客户公司的需
要）。

Tip

周边分布着多个适合参观、见习的景点，比如
可以了解韩国美术历史的湖岩美术馆、韩国唯
一的汽车综合博物馆——交通博物馆、可以通
过各种方式体验引领全球最新技术潮流的三星
电子IT技术的三星创新博物馆等。

四季花园大舞台 1,100名 室外
少女峰露天表演场 3,000名 室外

Conference Room

Holland Village

Hello旋转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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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空间

水原 | 水原传统文化馆
SUWON SUWON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水原传统文化馆位于水原华城旁的行宫洞，以传承和宣扬韩国传统文化
和礼仪为宗旨，于2015年开馆。以传统饮食生活和礼仪为两大主轴，运

营着多姿多彩的项目，是一个开放性空间。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长安洞18-11
 +82-31-247-3765
 www.swcf.or.kr

South

礼节教育馆前院

水原传统文化馆礼节馆的阁楼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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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馆作为市民们的避风港，由传
统饮食生活体验馆、礼节教育馆、露天表演
场组成。空间集中度很高，非常合适举办
40~50人规模的会议、演出、研讨会、讲座
等。除了露天表演场以外，礼节教育馆的前
院和后院也被改造成了可容纳20~30人的小
型表演场。礼节教育馆的前院不定期举行国
乐家安淑善、李生刚、申英姬老师的演出。 

水原传统文化馆的魅力在于可以通过合理
的费用在韩屋体验并学习传统。文化馆准备
了充实的创意性教育活动，活动内容丰富，

包括茶、糕饼、酱、酒等传统饮食制作体
验，将宫廷饮食应用于生活并加以日常化的
长期教育项目，以儿童和成人为对象的礼节
教育，用现代方式重新诠释各节气岁时风俗
“北新统”游戏体验，学习传统乐器、画民
画、闺房工艺、用3D拼图建造韩屋等韩国
传统文化相关项目。除了婚礼活动和团体参
加的礼节教育外，大部分活动最多可容纳20
人。

关于场地租赁，仅限向非营利机构和公共
团体活动出租。因此，可以根据情况定制项
目。可提供英语、日语接待，需要住宿时，
推荐附近的旅游酒店和由水原文化财团经营
的青年旅馆。

Tip

传统文化馆旁的韩屋技术展览馆内
也设有可以容纳30人左右的会议空
间。在传统文化馆的后面，洋溢着
青春气息的咖啡馆和美食店正在接
二连三地入驻。停车时必须使用传
统文化馆前的长安洞公营停车场。

传统饮食生活体验馆 40名 室内
韩屋技术展览馆 30名 室内
礼节教育馆前院 30名 室外
礼节教育馆教室 40名 室外

Conference Room

礼节教育馆内研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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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积富里路9 
 +82-31-724-1600

 www.sbg.or.kr 

市中心的庭园

城南 | 新丘大学植物园
SEONGNAM SHINGU BOTANIC GARDEN

位于城南市新丘大学内的新丘大学植物园是一个系统性地收集、保存和
展示韩国和海外植物的地方。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
绿色美景，不仅受到植物学、造景、园艺专家的欢迎，作为自然学习场

和休息空间也深受市民喜爱。

South

生态中心和中央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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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开园的新丘大学植物园以植物学
术的研究和教育为目的建造，占地17万坪，
种植着可以体验韩国大自然的野生植物和
食用、药用、纤维等拥有生活资源用途的植
物。由16个主题空间组成，比如由南部地区
的主要树种组成的生态中心、昆虫生态馆、
儿童庭园、传统庭园、湿地生态园、药草
园、濒危植物园等。

沿着散步路，随处可以欣赏到与珍稀植
物等各植物品种和谐相融的风景，植物多样
性、气候变化、环境等相关信息自然而然地
融入到了散步路中，深受儿童、青少年和家
庭游客的喜爱。

生态中心的前院是一个整洁的庭园，是植
物园游客的大本营，设有咖啡馆、展室、植
物园等。讲堂除了供新丘大学使用外，也经
常被用作外部机构的教育、讲座、研讨会空
间，配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等基本设施。设有
屏风，可以调整空间规模，最多可容纳200
人，可以进行各种目的和规模的活动。中央
广场、森林展览馆大厅、花园咖啡馆等拥有
可容纳100多名观众的演出空间，还配置了
灯光和舞台。花园咖啡馆出售简单的饮品，
需要单独用餐和茶点时，必须使用餐饮服
务。这里主要举办以植物、庭园、景观和环

Tip

大旺水库由自然休养型水边公园组成，每到春
天，樱花和连翘就会盛放。水库面向清溪山
而建，是一个可以一边感受四季，一边散步
的好去处。周边有很多可以欣赏风景的咖啡
馆，是郊游的热门景点。奥拉凯清溪山酒店
距新丘大学有5分钟车程，设施整洁、价格合
理，非常适合作为MICE活动的住宿设施使用。
적적적적. 

境等为主题的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演讲等
活动。

讲堂 200名 室内
中央广场 100名 室外

花园咖啡馆 10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花园咖啡馆

讲堂



046 047

超越宗教，成为文化艺术圣地

华城 | 南阳圣母圣地
HWASEONG

NAMYANG MARIA SACRED PLACE

南阳圣母圣地是丙寅迫害时无名殉教者的殉教地，长期以来一直被搁置，直
到1991年才被奉为韩国的首个圣母圣地。占地10万余坪，马里奥·博塔、
彼得·祖索尔、韩万源、承孝相、Kim Kwanghyun、Lee Dongjun等世界
知名建筑大师在亲和自然的美丽花园中建造了冥想和反省的空间，工程即将

完工。计划根据各个空间的特征举办各种规模的有意义的活动。

 京畿道华城市南阳邑南阳圣地路112
 +82-31-356-5880

 www.namyangmaria.org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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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博塔设计的大天主教堂位于山谷
最深处的高地。两座约50米的红塔隔着一道
缝隙高高耸立，大天主教堂内部的美丽光芒
从缝隙中射出。塔象征着殉教者的牺牲和南
北和平。内部建有拥有1350个坐席的大天主
教堂和拥有450个坐席的小天主教堂，大天
主教堂内有8个小教堂。计划在小教堂内摆
满意大利雕塑家朱利亚诺·梵吉的作品。

30年来致力于建造圣地的Lee Sanggak神
父委托普利兹克奖获奖建筑师彼得·祖索尔
设计“茶教堂”。现正在花园东侧默珠祈祷
路旁的小块地皮上建造3层规模的建筑物，
将于2021年底竣工。“茶教堂”计划以“无
边界的爱与分享”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讲
座和教育项目。

圣地内的大规模集会空间刚刚开始动工。
计划在圣地入口右侧建造南阳圣母圣地和平
文化分享中心，以会议厅的理念设计成可容
纳300人的3层结构建筑，将由活跃在瑞士的
Lee Dongjun建筑家带头负责，计划于2024
年竣工。

虽然圣地内可提供大规模聚会场地的室
内空间只有大天主教堂，但除此以外，还有
被美丽的大自然环绕的室外空间。有被称为
“上广场”和“下广场”的两个露天庭园，
上广场有4000个坐席，下广场有8000个坐
席，主要用来举办演出。2014年访韩的法国
圣马克合唱团选择的表演场是南阳圣母圣地

Tip

长1千米的默珠祈祷路是信徒们边祈祷边下山的单行道，请注
意不要误入。圣地内不提供住宿，若要举办大规模活动，推
荐入住华城的起伏丘陵酒店或附近水原的四星级酒店。

下广场。
出于空间特性，不向嘈杂的活动提供场

地。仅限向公益性质的活动租赁场地，不提
供饮食和住宿。根据情况开放停车场。空
停车场拥有可供7000~8000人站立观演的规
模，最近举办了华城市文化活动。

上广场 4,000名 露天
下广场 8,000名 露天
停车场 8,000名 露天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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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香气四溢的小天堂

抱川 | 香草岛乐园
 POCHEON HERB ISLAND

抱川香草岛乐园在香草农园和观赏、销售设施的基础上增加了美容Spa、
餐厅、住宿设施，是一个让五感得到满足的主题公园。自1998年开园以
来，一直发挥着抱川旅游枢纽的作用，目前运营以身心康复为中心的各

种定制型MICE项目。

 京畿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号街35 
 +82-1644-1997

 www.herbisland.co.kr

North



052 053

香草岛乐园的创始人为了让自己恢复健
康，在抱川市西边山井里钟悬山山脚下的一
小块土地上播撒薄荷种子，这就是香草岛乐
园历史的开始。恢复健康后的创始人为了
向更多人分享香草的治愈效果，不断扩张香
草农园，甚至将领域扩展至化妆品和食品。
2012年，可以体验香草的“香草治愈中心”
开馆，后慢慢发展成了韩国规模最大的香草
主题公园。

最近，随着世宗~抱川段高速公路部分区
间的开通，香草岛乐园的交通更加便利。从
首尔主要地区出发，仅需一个多小时就能抵
达。

香草岛乐园的整体空间分为治愈中心所在
的治愈区、雅典厅餐厅和香草植物博物馆所
在的圣诞老人区、设有贡多拉和露天舞台的
威尼斯区、香草咖啡馆和面包店所在的香气
区等。

治愈中心是香草岛乐园的中心。外观是希
腊风格，内部装修则为普罗旺斯风格。1楼
设有销售设施和足浴体验场，走上2楼，可
以看到体验Spa、疗愈的大大小小的房间沿
着五彩斑斓的走廊延伸。治愈中心提供各种
专业、高端化项目。芳香足浴&头皮按摩、
椅子按摩、足底按摩等项目时长为20~30分
钟，时间虽短，却能为游客奉上绝对的满
意。

在与治愈中心相连的建筑物内，入驻了秘
密法国旅游度假民宿和童话王国旅游度假民
宿。童话王国旅游度假民宿的特色是融入了
爱丽丝、白雪公主、人鱼公主、灰姑娘等故
事的独特装修。 

雅典厅餐厅提供香草拌饭、香草炸猪排
等将熟悉的食物与香草相结合的各种菜单。
餐厅旁是汇集全世界珍稀植物的巨大植物
园——香草博物馆，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

Tip

可以顺道游览抱川艺术谷、鸽子囊、
汉滩江等。抱川艺术谷是利用废弃
的采石场改建而成的复合文化空间，
可以享受独特的风景和丰富多样的项
目。如果需要大规模人员住宿设施，
可以利用阿多尼斯酒店、韩华度假
村、熊城等附近的住宿设施。

欣赏到绿色的香草。乘坐观光拖拉机上山，
可抵达美丽庭园“天空香草农园”，这里也
是不容错过的看点。香草岛乐园提供当天~3
天2夜定制型团体项目，用户满意度很高。
拥有可容纳30~100人的会议室及视听设备，
最多可容纳40人住宿、200人用餐。停车场
一角设有汽车剧场，可以举行大型演出活
动。在汉滩江等外部名胜也会举行各种体验
活动。

会议室 100名 室内
餐厅 20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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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打造的未来空间

高阳 |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GOYANG HYUNDAI MOTOR STUDIO GOYANG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举办汽车相关常设展览的“主题公
园”。2017年开业，在这里可以接触到超越单纯的移动工具、深入渗透现代
人生活的与汽车相关的各种内容。不仅可以参观各种常设、特别展览，还可

以试驾现代汽车的最新款车型。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Kintex路217-6
 +82-1899-6611

 motorstudio.hyundai.com/goyang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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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150人则需要利用外部企业的餐饮服
务。

现代汽车在高阳、北京、莫斯科、釜山等
地开设汽车文化中心。其中，高阳现代汽车
文化中心的规模最大。

酷似巨型宇宙飞船的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
心的总建筑面积达63861平方米，拥有地下
5层至地上9层规模。由奥地利世界知名建筑
公司DMAA的建筑师马丁·约斯特设计。建
筑物内部大致分为展览空间、客服空间、办
公空间和汽车AS空间。

内部展览空间分为所有人都可免费参观的
空间和仅限付费访客才能进入的空间。付费

Tip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附近坐落着高阳索诺平静酒
店等各种住宿设施。可以步行前往一山湖水公园、
Onemount、韩华一山海之星等多个景点。

访客仅限少数人员，需依次入场，文化中心
会提供基本的专家讲解员导览服务。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展示的内容聚焦于
汽车的未来。在没有窗户的空间内，沿着像
迷宫一样延伸的展览路线，可以领略到氢燃
料汽车和自动驾驶等与汽车相关的各领域尖
端技术。

在参观路线上出现的艺术品凭借充满未
来感的梦幻氛围吸引着游客的视线。在路线
的最后，还设有出售现代汽车可爱周边的空
间。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是一个具有出色拓
展性的空间。可以举行会议、新车发布会、
现场演唱会、余兴派对等各种活动。

可以举办大型活动的空间是3楼的多功能
厅、L楼的Showcase和室外的屋顶露台。提
供投影仪、音响设施、同声传译器等基本活
动设备。内部工作人员可以提供英语和汉语
接待服务。

现代汽车旗下的海比奇酒店&度假村经营
着咖啡馆和厨房（餐厅），提供高水平F&B
服务。可为150人以下团体提供餐饮服务，

多功能厅 400名 室内
Showcase 1,000名 室内
屋顶露台 450名 露天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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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MICE+购物

高阳 | Onemount
GOYANG ONEMOUNT

Onemount是将购物和主题公园结合在一起的复合空间。其特色是邻近
Kintex、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现代百货商店、一山海之星等大型设施，

可以策划丰富多样的MICE项目。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82-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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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mount占地面积为48028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为161602平方米，拥有地下2层、
地上9层规模，是一座大型建筑物。建筑物
内部建有主题公园冰雪乐园、以水上乐园为
中心的购物中心以及高尔夫、健身、Spa设
施。屋顶空间建有屋顶花园和雪橇场。

Onemount的中心空间是即使在夏天也能
感受到寒冬气息的冰雪乐园。不仅可以在冰
雪上滑冰，还可以畅玩各种特色雪橇，让夏
天变得更凉爽，让冬天变得更欢乐，是一个
可以四季玩雪的空间。冰雪乐园的中心是
拥有1200平方米规模的巨大室内冰湖“Ice 

Tip

Onemount内无住宿设施。如需住宿，请利
用周边的高阳索诺平静酒店等住宿设施。
Onemount与Kintex立交桥相邻，距首尔西
部地区、坡州和金浦等主要景点的车程不到
30分钟。前往金浦和仁川机场也非常方便。

Lake”。当冰被铲除时，就会变成广阔的
MICE活动空间。这里还配备了大型表演场、
可与俱乐部相媲美的豪华照明设施、高品质
音响设施及可呈现下雪场景的特效装备。由
于规模庞大，可在此举办大型演唱会、各种
发布会、派对等各种活动。Onemount内部
还设有可以举办活动的小规模会议空间，为
成功举办活动提供便利。

租赁场地时，可以通过外部企业提供食品
饮料。参加人员个人用餐时可以光顾购物中
心的各家餐厅。

位于冰雪乐园3楼的穹顶影像馆是在科学

技术信息通信部的支持下开发的新设施，即
使不佩戴3D眼镜，也能享受到走进影像的生
动沉浸感。还为游客准备了有恐龙现身的失
落的世界、高阳地区传统传说及宇宙·深海
旅行内容。如果提前准备了3D内容，可以利
用此空间策划MICE活动，相信所策划的活动
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拥有水上乐园的Onemount的价值在夏天
更加突出。设有水疗按摩池、狂欢海滩、穿
梭空间滑道、魔幻旋涡等室内设施，还可以
享受室外回旋飞镖滑、双人急速滑梯、极速
回旋、雪橇滑梯等各种水上滑梯。

冰雪乐园 1,000名 室内
会议室 3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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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休闲空间

坡州 | 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
PAJU ASIA PUBLICATION CULTURE & 

INFORMATION CENTER

聚集了韩国主要出版公司的坡州文发洞被称为“书城”，亚洲出版文
化信息中心是“书城”的中心。其占地面积约6260坪（约20692平方

米），拥有地下1层、地上5层规模，是一座巨型建筑物，可为游客们带
来在书海中畅游的体验。

 京畿道坡州市汇东街145 
 +82-31-955-0050

 www.pajubookcity.org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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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开业的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
心由建筑师金炳润设计，从寻鹤山山脚延伸
到芦苇河口的坡州自然景观与建筑物完美融
合。凭借这一独特美丽的景观在2014年获得
了金寿根建筑文化奖。

游客们最先访问且访问量最大的景点是
“智慧之林”。“智慧之林”是2014年由
出版城市文化财团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
赞助下建造的公共图书馆，收藏了在韩国和
世界出版历史上具有价值的书籍。走进图书
馆内部，高高的天花板和天花板下摆满了书
本的巨大墙上书架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整个
空间分为智慧之林1、智慧之林2和智慧之林
3。在智慧之林1，可以阅读由学者、知识分
子、研究所等捐赠的文学、历史、哲学、自
然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书籍；在智
慧之林2，可以通过出版社捐赠的图书一目
了然地查阅韩国出版社的档案；智慧之林3 
是图书馆寄宿纸之乡1楼的书架。

图书馆寄宿纸之乡是一个住宿空间。纸之
乡的含义是“纸的故乡”，是一个复合文化
空间，在这里逗留时，会自然而然地通过书
籍得到休养。木地板、家具和棉质床上用品

Tip

邻近各大景点，包括原封不动地
保留了韩国分裂历史的临津阁国
民景点、可欣赏绀岳山美景的惊
险索桥及可将北边开城的松岳山
和南边首尔的63大厦。
尽收眼底的乌头山统一瞭望台
等。从首尔地铁2号线合井站搭乘
2200路巴士需要30分钟左右可以
抵达。拥有地下90辆、地上45辆
的停车设施，还可以停放大型巴
士。

为客人提供舒适的休憩，客房内未配备电视
机，而是摆放着放着优秀书籍的书桌，通过
阅读引导思考和冥想。其最大魅力在于可以
像使用私人书架一样使用智慧之林，欣赏芦
苇河口的美丽风景。

此外，还配备了可举办MICE活动的大型
空间。包括最多可容纳500人的多功能厅，
可容纳250人的大会议室，可容纳10~60人
不等的大小团队举办聚会、会议、研讨会的
信息图书馆，大会室和会议室。还可以租借
投影仪、屏幕和音响设备等。这里主要举行
出版、文化、艺术、内容产业领域的国际活
动、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和演讲等。

亚洲出版文化信息中心的魅力是可以利用
亲和自然的空间和内部住宿设施。

多功能厅 500名 室内
大会议室 250名 室内

会议室 6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象征和平与希望的未来的空间

坡州 | DMZ生态旅游支援中心
PAJU DMZ ECOTOURISM INFORMATION CENTER

DMZ生态旅游支援中心坐落于完整保留着韩国分裂历史痕迹的临津阁国民
景点内。2016年9月，作为复合文化空间正式对外开放，用于举办展览、演
出、教育、体验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为游客游览韩国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

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公园）提供了支持和指导。

 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48-40 
 +82-31-956-8315（场地租赁咨询）

 www.gto.or.kr

North
由3000架风车形成壮观景象的“和平世

界”是以2005世界和平庆典为契机在临津
阁景点内建造的公园。公园坐落于占地约99
万平方米的广阔草坪上，其建造宗旨是将曾
是分裂和冷战象征的临津阁转变为和解、共
赢、和平与统一的象征。坡州DMZ生态旅
游支援中心是对在“和平世界”举办的各种

活动、演出、教育、演讲等提供支持的大本
营。

而且，支援中心建于距南北韩军事分界线
仅7千米的临津阁附近，因此经常举办以和
平、公益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展览和庆典。

DMZ生态旅游支援中心的据点包括在和
谐广场和音乐之丘上建造的和平世界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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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除舞台空间外还具备可以当作观众席使
用的阶梯和草坪的一起分享表演场及拥有圆
形表演场的统一祈愿积石木。特别是，和平
世界大表演场内拥有基本音响设备、化妆
室、等候室和会议室等设施；位于DMZ生
态旅游支援中心1楼的教育场配备了讲课设
备、桌子和椅子；露天表演场则设有舞台和
阶梯式观众席。这些场地均提供租赁服务。
还为参加MICE活动的游客准备了与和平世

Tip

周边有住宿、娱乐、购物等各种
旅游设施。高阳索诺平静酒店
（旧高阳MVL酒店）位于韩国最
大的会议中心Kintex附近，作为
MICE旅游住宿设施极受欢迎。
距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坡州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等地也仅有30
分钟左右的车程。

界露营场、和平世界表演场接轨的住宿型项
目。 

和平世界大表演场 3万名 室外
一起分享表演场 500名 室外

教育场 7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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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Z的紧张局势营造的静谧空间

坡州 | 格里福斯营地
PAJU CAMP GREAVES

若想前往Camp Greaves，必须穿过临津阁旁的统一大桥。这座桥是平
民通往管制线以北地区的入口，必须在军队森严把守的检查站确认访客
身份后才能通行。从这里再走约2千米，就能看到军事分界线，分界线

的另一端就是朝鲜领土。

 京畿道坡州市郡内面赤十字路137
 +82-31-953-6970    www.dmzcamp131.or.kr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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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 Greaves是朝鲜战争后50多年来美
军第2师第506团驻扎的军事基地，历史悠
久。2004年美军撤离后面临着被拆除的危
机，但京畿道政府和京畿道旅游发展局在
2013年将其改造成了向平民开放的和平安保
体验设施，作为平民管制区域内唯一的住宿
型文化艺术体验空间使用。

Camp Greaves虽然是普通人也可以入住
的青年旅馆，但军官宿舍、生活馆和体育馆
等各种军事设施依然保留着原貌，营造出独
特的氛围。作为韩流电视剧《太阳的后裔》
的拍摄地而名声大噪，在寻找时尚空间的
Instagram 用户之间也变得非常有名。

前往Camp Greaves的路线分为两条。如
果乘坐贡多拉渡过临津江，那么无需单独申
请就可以进入Camp Greaves。如果是驾车
穿过统一大桥，则需要单独申请并出示身份
证。

可出租的用于举办MICE活动的空间包括
画廊Greaves、青年旅馆、Quonset军营等。
作为青年旅馆使用的营地1楼设有公共厨
房，2楼和3楼是住宿空间，4楼有迷你礼堂
和餐厅。Quonset军营是美军部队特有的建
筑物，原名是Quonset hut。Quonset取自
最早建造Quonset hut的Quonset Point的地
名，Hut的意思是“窝棚”。Camp Greaves
内遗留的Quonset军营被当作画廊Greaves 
Documenta使用。走进内部，可以看到来
来往往的无数军人留下的痕迹。在这个空间
里，可以举办开幕式等小规模活动，还可以
举行40~50人的电影放映会或站席鸡尾酒派
对。Quonset军营拥有各自的编号，展示着
艺术家的作品，为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6年建成的保龄球场也提供场地租赁服
务。

Camp Greaves可用于举办融合DMZ旅游

和艺术的独特活动，外国游客的满意度特别
高。

Tip

Camp Greaves一带聚集了临津
阁、板门店、乌头山统一瞭望台
等DMZ安保景点。邻近的涟川郡
也坐落着白马高地、第一地道、
台风瞭望台等多个安保景点。人
迹罕至的DMZ周围是候鸟们的
天堂。每个冬天都能观察到白额
雁、丹顶鹤等候鸟。

画廊Greaves 100名 室内
Quonset军营 50名 室内

Conferenc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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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 杨平山之家酒店

加平 麦达斯酒店及度假村

加平 小法兰西

富川 富川艺术地堡B39

抱川 香草岛乐园

高阳 
高阳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高阳 Onemount

坡州 亚洲出版
文化信息中心

坡州 Camp Greaves

坡州 DMZ
生态旅游
支援中心

光明 光明洞窟

龙仁 韩国民俗村

城南 新丘大学植物园

水原 水原传统文化馆

华城 南阳圣母圣地

龙仁 
爱宝乐园度假村

金浦 现代游轮

涟川

抱川

东豆川

杨州

坡州

金浦
高阳

议政府
南杨州

九里

河南

城南
果川

义王
安养

光明

始兴

富川

安山

军浦

水原

华城

平泽

乌山

安城

龙仁

广州

杨平

骊州

利川

加平

Map of
Unique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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