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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旅游网站

www.ggtour.or.kr
一览京畿道旅游信息，与京畿道旅游门户网站同行。

 031-259-4700

京畿道电话服务中心 

031-120
電話相談、SMS相談、SNS相談、手話相談(ビデオ通話),
外国語相談(19言語対応)

旅游翻译咨询电话

1330 24小时，全年无休
旅游咨询，旅游翻译，旅游 旅不便举报，连接旅游警察
服务语言 : 韩语，英语，日语，汉语

申请京畿旅游宣传品

www.ggtourmap.or.kr
京畿道宣传品互联网下载服务

  031-255-8424 www.ggtourmap.or.kr

女性紧急电话

1366 什么是女性紧急电话1366？
365天，24小时，暴力侵害危机咨询
运营紧急避难处，提供紧急保护
  ■ 京畿中心: 
        -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路200号街43（WOORI大厦Ga栋303号）
  ■京畿北部中心:      
        - 京畿道议政府市屯夜路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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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山市

3号线

1 康川水库 3点
2 京畿道松香绿林 1点
3 京畿陶瓷博物馆 4点
4 庆安川生态湿地公园 3点
5 恐龙蛋化石遗址 7点
6 光明洞窟 7点
7 光明Speedom 7点
8 光明传统市场 7点
9 九里汉江市民公园 2点

10 国立树木园 1点
11 国立东盟自然休养林 11点
12 宫坪里海松林 7点
13 金浦国际雕刻公园 9点
14 金浦艺术村 9点
15 南扬州市立博物馆 3点
16 南扬州有机农主题公园 2点
17 南汉山城 4点
18 多文化街 7点
19 茶山遗址 3点
20 大阜岛海松街 7点
21 铁匠村 2点
22 The Greem植物园咖啡厅 3点
23 德平恐龙树木园 4点
24 道德山露营场 7点
25 东九陵 1点
26 东豆川市京畿北部儿童博物馆 12点
27 来看猪&猪博物馆 4点
28 两水里 3点
29 马场湖吊桥 11点
30 清净空间公园露营场 5点
31 明成皇后故居 3点
32 蒙古文化村 1点
33 无限想象市民庭园 12点
34 水香树木园 5点
35 Bara山自然休养林 5点
36 半月湖环湖路 6点
37 碧草池文化树木园 11点
38 星光村摄影乐园 6点

75 Amazing Park 12点
76 雪绒花瑞士主题公园 2点
77 爱宝乐园 4点
78 骊州市立电话博物馆 3点
79 莲花主题公园 7点
80 恋人山道立公园 1点
81 涟川全古里遗址 12点
82 涟川瓠芦古垒城 11点
83 Ye`s公园 4点
84 乌山阙里祠 5点
85 乌山秃山城与洗马台址 5点
86 五色市场 5点
87 乌耳岛 / 乌耳岛先史遗迹公园 7点
88 乌耳岛博物馆 7点
89 外婆家体验村 3点
90 龙门山旅游景点 2点
91 龙仁农村主题公园 4点
92 龙仁大长今公园 4点
93 龙仁自然休养林 4点
94 传统花植物园 6点
95 熊津娱乐城 8点
96 月岬浦口 7点
97 隆陵健陵 6点
98 义王轨道自行车 6点
99 议政府冰壶赛场 12点

100 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 4点
101 梨浦水库 3点
102 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 10点
103 鳖岛 1点
104 自然国度 4点
105 才人瀑布 12点
106 前谷港 7点
107 第三地道 10点
108 济扶岛 7点
109 祇平议兵祇平里战斗纪念馆 3点
110 加平飞梭 2点
111 铁路博物馆 6点
112 青春博物馆 3点

39 星光庭园OOOZOOO 4点
40 富川机器人公园 8点
41 富川自然生态博物馆 8点
42 北汉山国立公园 11点
43 小法兰西 2点
44 苹果暴徒 12点
45 山葡萄农园 11点
46 山井湖 12点

47 三圣山传统寺院
(三幕寺、安养寺、念佛寺） 6点

48 西五陵与西三陵 10点
49 瑞云山自然休养林 5点

50
首尔大公园 / 果川首尔乐园 / 
国立果川科学馆 / 首尔Let̀ s Run公
园 / 国立现代美术馆果川馆

5点

51 徐熙主题公园 4点
52 城南艺术中心 4点
53 洗美苑 2点
54 世宗大王陵/孝总大王陵 4点
55 逍遥山旅游景点 12点
56 修理山道立公园 / 修理寺 6点
57 水原华城 5点
58 Swija 公园 3点
59 河南Star Field / 

河南现代汽车品牌形象馆 3点
60 始华湖潮汐发电站 7点
61 始兴河沟生态公园 7点
62 神勒寺 / 骊州博物馆 3点
63 SEES咖啡 4点
64 爱尔兰城堡 / 水落山扁柏园 12点
65 晨静树木园 1点
66 安山芦苇湿地公园 6点
67 安城3.1运动纪念馆 5点
68 安城乐园 5点
69 安城农庄乐园 5点
70 安养一号街 6点
71 安养艺术公园 6点
72 爱妓峰和平生态公园 10点
73 杨州市立张旭镇美术馆 /

松岩天文台 11点
74 杨平轨道自行车 3点

113 坡州Change Up Campus 10点
114 祝灵山自然休养林 1点
115 Camptong Island 2点
116 KINTEX / 高阳现代汽车品牌形象馆 9点
117 炭岛海路 7点
118 台风瞭望台 11点
119 坡州李珥遗迹 11点
120 坡州出版园区 10点
121 板桥博物馆 5点
122 八堂水雾公园 3点
123 平泽港/平泽桥洞渡船 6点
124 平泽湖旅游园区 6点
125 抱川Spring Pole 12点
126 抱川艺术谷 12点
127 Feelux照明博物馆 11点
128 汉江野生鸟类生态公园 / 生态中心 9点
129 韩国漫画博物馆 8点
130 韩国民俗村 5点
131 韩国职业世界 5点
132 韩国传统拌饭体验馆 11点
133 汉滩江旅游景点 12点
134 汉滩江天桥 / 鸽子囊瀑布 12点
135 韩宅植物园 4点

136 一山韩华水族馆/
高阳One Mount 9点

137 幸州山城 9点
138 香草岛 12点
139 嗨里艺术村 10点
140 洪裕陵 2点
141 和谈林 4点
142 桧岩寺遗址 12点

轻松查找旅游景点
请利用圆计划当日旅行路线。
画着10km， 20km，30km圆圈，邻近旅游景点查找更轻松。

一点方向，九点方向，请像看表一样看地图。
按照时间对旅游景点分类，便于每个人查找。

利用索引，按需查图。
根据时间分类、移动时间分类、主
题分类、周边旅游景点连接等多
种信息尽情享受京畿道。

京畿道旅游景点目录  主题分类 :      历史      自然       体验      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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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大公园/果川首尔乐园 /
国立果川科学馆/ 

首尔Let̀ s Run公园/
国立现代美术馆果川馆

韩国职业世界

熊津娱乐城

光明洞窟

一山韩华水族馆/
高阳One Mount

嗨里艺术村

临津阁/
和平世界公园

逍遥山旅游景点

香草岛

山井湖

金浦艺术村

爱尔兰城堡/
水落山扁柏园

两水里

茶山遗址

晨静树木园

小法兰西

始华湖潮汐发电站

乌耳岛/
乌耳岛先史遗迹公园

济扶岛

义王轨道自行车

龙门山旅游景点

康川水库

水香树木园

安城农庄乐园

和谈林

Yè s公园爱宝乐园

韩国民俗村

南汉山城

The Greem植物园咖啡厅

汉滩江旅游景点

平泽港/平泽桥洞渡船

水原华城

幸州山城

光明传统市场

城南艺术中心
板桥博物馆

Bara山
自然休养林

富川自然生态博物馆
富川机器人公园

安养
艺术公园

安养一号街

道德山露营场
光明Speedom

爱妓峰
和平生态公园

坡州李珥遗迹

第三地道

台风瞭望台

才人瀑布

涟川瓠芦古垒城

涟川全古里遗址

桧岩寺遗址
Feelux照明博物馆

东豆川市京
畿北部儿童博物馆 抱川艺术谷

国立树木园

碧草池文化树木园 马场湖吊桥

国立东盟自然休养林

北汉山
国立公园

金浦国际雕刻公园

汉江野生鸟类生态公园/
生态中心

                KINTEX/
高阳现代汽车品牌形象馆

西五陵与西三陵

无限想象市民庭园
议政府冰壶赛场

蒙古文化村

鳖岛

加平飞梭

恋人山道立公园

洪裕陵
东九陵

铁匠村
九里汉江市民公园

南扬州有机农
主题公园南扬州

市立博物馆

河南Star Field/
河南现代汽车品牌形象馆

洗美苑

祝灵山
自然休养林

雪绒花瑞士主题公园

京畿道松香绿林

乌耳岛博物馆

大阜岛海松街

恐龙蛋化石遗址
安山芦苇湿地公园

隆陵健陵

前谷港

炭岛海路

宫坪里海松林

平泽湖旅游园区

传统花植物园

月岬浦口
始兴河沟生态公园

莲花主题公园

半月湖环湖路

多文化街 铁路博物馆

庆安川
生态湿地公园

八堂水雾公园

杨平轨道自行车

Swija 公园

青春博物馆

梨浦水库

祇平议兵
祇平里战斗纪念馆

京畿陶瓷博物馆

骊州市立
电话博物馆

明成皇后故居

世宗大王陵/
孝总大王陵

龙仁农村主题公园
五色市场

乌山阙里祠

乌山秃山城与
洗马台址

清净空间公园露营场

韩宅植物园

瑞云山自然休养林

安城3.1运动纪念馆

安城乐园

德平恐龙树木园

自然国度
星光庭园

OOOZOOO

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

徐熙主题公园

神勒寺/
骊州博物馆

龙仁自然休养林

苹果暴徒

外婆家体验村

坡州出版园区

韩国传统
拌饭体验馆

来看猪/
猪博物馆

龙仁大长今公园

SEES咖啡

Camptong Island

韩国漫画博物馆

Amazing 
Park

山葡萄农园

汉滩江天桥/
鸽子囊瀑布

杨州市立张旭镇美术馆/
松岩天文台

抱川Spring Pole

三圣山传统寺院

修理山道立公园
/修理寺

坡州Change Up Campus

景福宫

南山塔 /
Pentotanic：涂鸦秀HERO

京畿道厅

星光村
摄影乐园



富有特色的美食街

城南 鸡粥村民俗村 4点
范围

富川 鹊洞美食村 8点

华城 松桥里生鱼片城 7点

安养 安养名物血肠小肠一
条街 4点

议政府 名物炖汤街 12点

坡州 临津渡口河豚村 12点

金浦 大明浦口生鱼片城 9点

广州
南汉山城传统韩食村 4点

分院里炖鲫鱼村 3点

九里 石桥牛小肠一条街 2点

抱川
梨洞排骨街 1点

深谷鸭子村 12点

骊州 川西里荞麦凉面村 3点

加平 南怡岛春川辣炒鸡排村 2点

饮食文化示范街
水原 罗惠锡饮食文化街 5点

范围

高阳 风洞爱岘谷 10点

龙仁 龍仁器兴美味村饮食文化街 5点

城南 栗洞饮食文化街 4点

安山
大阜岛碓头美食城 7点

传统美食街，多文化美食街 6点

华城 济扶岛摩西街 7点

南杨州 渼阴渡口饮食文化街 2点

安养
坪村美食村饮食文化街 6点

艺术公园饮食文化街 6点

坡州 味之乡饮食文化街 10点

始兴 乌耳岛饮食文化街 7点

杨州 杨州谷韩牛村 11点

安城 安城美食城 5点

东豆川 生渊路美味街 12点

加平 云岳山传统豆豆腐村 1点

京畿道与京畿旅游发展局评选 京畿道城市之旅
| 军浦杜鹃花节 | 4月 | 
在20万株杜鹃花形成群落的杜鹃花园，每
逢杜鹃花盛开的季节，4月末至5月初之间举
办。粉红色杜鹃花满园盛开，绘出一大壮观的
城市中的春花庆典。

 | 华城游船节 | 5月 |
华城游船节被列入具有代表性的海洋休闲庆
典，不但可乘坐游艇、帆船等多种船舶，还有
表演、露营、美食等多种有趣活动的韩国海洋
庆典。

 | 杨坪龙门山山菜节 | 5月 | 	
可购买以龙门山为中心的12个邑和面生长的各种山菜，运营山村及山贼村庄主题馆，是
可参与采参人、山神体验等多种山村文化的庆典。

 | 安山国际街头戏剧节 | 5月 |	
安山市的代表性文化艺术庆典，可在安山文化广场一带欣赏国内外各种街头表演团队
带来的精彩街头表演。

 | 涟川旧石器庆典 | 5月 |	
在全谷里先史遗迹地与全谷邑一带，通过教
育旧石器文化与先史文化、游戏、体验等，进
行学习与乐享的庆典。

 | 富川国际漫画节 | 8月 |在富川市一
带，面向漫画作家与漫画爱好者举办，旨在活
跃漫画产业并展示韩国漫画界历史与现在的
活动。
 | 南杨州茶山文化节 | 9月 |
不但是弘扬出生于南杨州的朝鲜时期大实学
家茶山丁若镛先生“实事求是”的为民精神，继承传统文化的庆典活动，现已发展为提倡
地域居民爱乡情感的文化活动。

 | 始兴河沟生态节 | 9月 |
利用河沟生态公园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游客全身心地尽情感受河沟的多彩魅力，各种特
色活动应有尽有。

| 乌山秃山城文化节| 10月 |
庆典活动包括让人联想朝鲜时期的活动场所
和9个主题公园式历史体验场，还设有丰富多
样的体验活动，深受家族单位游客好评。

 | 骊州五谷渡口节| 10月 |
汇聚大米、红薯、花生与水果等产于骊州的所
有农特产品的综合庆典，再现了骊州古时的
渡口风光。

 | 水原华城文化节 | 10月 |
为宣传正祖的孝心与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水原华城，于每年9月举办的活动，是水原
的代表性传统文化旅游庆典。

 | 安城男寺党巴吾德儿节 | 10月 |
传承并发展朝鲜后期辗转于集市并表演杂
技、舞蹈、歌曲的男寺党传统文化的巴吾德儿
艺术精神的庆典，正在发展为具有韩国特色
的世界性庆典。

 | 利川大米文化节 | 10月 |
为宣传利川大米的优秀性、促进利川农产品消费，由利川市企划，于每年10月举办的农
耕文化庆典。

| 加平海龟岛国际爵士乐庆典 | 10月 |
为使对音乐没有深度了解的人也能轻松乐
享，本爵士乐庆典以追求“如同在大自然中郊
游般的庆典”为目标，旨在实现爵士的大众
化，并谋求扩大韩国音乐界的基础。

 | 坡州长湍豆节 | 11月 |
以“健康名品坡州长湍豆”为主题，旨在广泛宣
传在DMZ清净环境中生长的坡州长湍豆并将
其品牌化，是为活跃地区经济做贡献的庆典。

京畿道五星、四星、三星酒店

品味丰富美食，感受愉快旅行。

用大字标出时间并在旅游景点旁边标注数字，可在地图上轻松找到旅游景点。 
可根据主题，通过下面的图标更加简便地利用每个旅游景点。

 历史    自然   体验    文化主题 京畿道

代表庆典

水原市  0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第1路线	-	半日游
(水原~华城)

3月至10月一日两次(09:50,	13:50),	約需3小時(周一、周五、周六停运）
出发地	▶	水原站旅游信息中心（水原站4号出口）

第2路线	-	一日游
(水原~光教)

3月至10月,	周五、周六09：50，大约需要7小时
出发地	▶	水原站旅游信息中心（水原站4号出口）

第3路线	-	一日游
(水原~隆陵健陵)

周日09：50，大约需要7小时
出发地	▶	水原站旅游信息中心（水原站4号出口）

高阳市  031-975-3838  www.goyang.go.kr

每周二~周日（周一休息），
运营定期路线、文化体验路线 出发地	▶	Aramnuri	10:00

城南市  070-7813-5000  seongnamtour.com

每周六，运行不同的路线 出发地	▶				首尔市厅站	08:00,	首尔教大站	
08:30,	城南市厅	09:00

富川市  032-656-4306  bucheonculture.or.kr

每周六运行 出发地	▶	富川市厅	10:00

安山市  1899-7687	  www.ansancitytour.com

安山文化艺术探访、大阜Haesol路、
团体定制型体验路线

每周二~周六

出发地	▶中央站	10:00

首尔出发双层巴士之旅每
每周一~周日

出发地	▶光化门站	9:30,	新道林站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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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的气息、文化的气息	海浪的气息,	
自然的气息,	和平的气息,	主题之旅等

每周六、日、公休日	(09:00-17:00)

出发地	▶	东滩-饼店-峰潭-乡南

南杨州市  031-590-2799  www.nyj.go.kr/culture/274

康复体验A、B
4月至11月，每月第二、第四个周六（定期路线），
随时运行（团体预约路线）
出发地	▶	陶农站(康复体验B)	9:00	,	陶农站(康复体验A)	10:00

平泽市  031-656-0600  www.ptmunhwa.or.kr

每周六运行 出发地	▶	平泽文化艺术会馆	09:00

坡州市  031-940-8516  tour.paju.go.kr

按星期与主题运行各种路线 出发地	▶合井站	09:30,	云井站	10:15,	
																				汶山站	10:20

光明市  02-2610-2014  www.gm.go.kr/tr

每週二-週日（週一休息），運行兩條路線 出发地	▶		第一路线	KTX光明站	09:20,
																					第二-路线	光明十字路口站	09:20

广州市  031-760-2468  www.gjcity.go.kr

按季节运营各种路线 出发地	▶		首尔市厅站	07:30,	首尔教大站	
08:00,	京畿广州站	09:00

利川市  031-636-2724  www.2000green.com

每周六、日运行三条路线 出发地	▶	利川站	09:40

乌山市  031-8036-7606  www.osan.go.kr/osanCulture

每周六、日运行二条路线 出发地	▶		乌山大站09:30（广域路线），
																					10：00（管内路线）

楊州市  1544-4590  www.korailtour.com

每周六、日运行 出发地	▶		杨州站	09:10(A路线),	10:00(B,C路线),
																						旧把拨站	09:10(B,C路线)),	10:00(A路线))

安城市  031-318-1664  www.anseong.go.kr	

每周六，按季节运营
各种路线

出发地	▶		首尔市厅前	07:30,	首尔教大站	08:00,																																		
竹田简易公交站	08:20,	安城博物馆	09:00

加平郡  031-582-2421	  www.gptour.go.kr

A路线（晨静树木园循环路线） 每天随时运行	/	出发地	▶	加平客运站

B路线（晨静树木园循环路线） 每天运行2次	/	出发地	▶	木洞客运站

涟川郡  02-706-4851,
1577-7755  www.dmztourkorea.com

DMZ-train	每周三~周日（周一、二休息)	
每天运行1次

出发地	▶		首尔站09:27,清凉里站	09:52,									
议政府站	10:28

高阳MVL酒店 ★★★★★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太极路20	
 031-927-7700	 	www.mvlhotel.com

Ramada Plaza水原 ★★★★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	150		
 031-230-0012	 	www.ramadaplazasuwon.com

Novotel Ambassador水原 ★★★★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德灵大路	902	
 031-547-6651	 	novotel.ambatel.com

Courtyard by Marriott
首尔板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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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利托比亚酒店 ★★★★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慰礼大路83	
	031-727-9300	 	www.militopiahotel.com

高丽观光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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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米尔酒店 ★★★★ 	

京畿道华城市孝行路480		
 031-8020-0000	 	www.hotelprumir.com

Rolling Hills 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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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valley酒店 ★★★★ 	

京畿道骊州市江边游园地街	45
 02-3660-3007	 	www.sunvalleyhotel.co.kr

现代Bloomvista ★★★★ 	

京畿道杨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031-770-8888	 	www.bloomvista.co.kr

Club inner酒店度假村 ★★★★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北汉江边路	382		
 031-581-2270	 	www.clubinner.com

智选假日水原仁溪酒店 ★★★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仁溪路116		
 031-5177-0000	 	www.holidayinnexpress.com

Ibis Ambassador 水原 ★★★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劝光路132		
 031-230-5132	 	www.ibissuwon.com

水原韩国酒店 ★★★ 	

京畿道水原区八达区劝光路175号街62		
 031-221-5678	 	www.koreatouristhotel.com

Alex72酒店 ★★★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孝园路235号街35	
 031-8019-8881	 	www.alex72hotel.com

龙仁市阿利酒店 ★★★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新亭路231		
 031-693-9181	 	www.alleehotel.com

富川北极星酒店 ★★★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素乡路12号街27		
 032-323-1500	 	www.polarishotel.co.kr

皇家传承酒店 ★★★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中央大路869
 031-413-2222	 	www.royalheritage.co.kr

Square安山 ★★★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Dongsan路	81	
 031-490-2132	 	hotelsquare.co.kr

安山拉桑酒店 ★★★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花郎路107
 031-480-6161	 	www.rasunghotel.com

本昵客雅The H酒店 ★★★  

京畿道华城市南阳邑驿谷路3-12
 031-350-6200	 	www.thehhotel.co.kr

Shilla Stay 东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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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杨州五月酒店 ★★★ 	

京畿道南扬州市别内2路70
 031-551-8700	 	www.hotelthemay.com

伊鲁达酒店 ★★★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万安路71	
 031-443-2700	 	www.hoteliruda.com

城市精品酒店 ★★★  

京畿道安养市东安区兴安大路497	
	031-421-0000	

坡州锡耶纳酒店 ★★★ 	

京畿道坡州市Soricheon路31
 031-943-7260	 	www.hotelsienna.com

始兴本昵客雅高级酒店 ★★★★★ 

京畿道始兴市平安商街4街21
 031-927-7700	 	www.siheunghotel.net	

雷斯特酒店 ★★★

京畿道金浦市台章路795号街151	
 031-988-3534	 	www.resthotel.co.kr

大师酒店 ★★★  	

京畿道安城市阳城面安城大陆2134-36	
 031-8046-1100	 	www.maestrocc.co.kr

| 香草岛 | 138 | 
这里精挑细选出世界各地
的香草，耐心收集，精心栽
培，设有以香草为主题的店
铺、餐馆、咖啡屋、手工制作

体验场等，每年还举办灯火童话节。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号街35
 0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 逍遥山旅游景点 | 55 | 
代表东豆川的名山，被誉为京畿小金江（金
江山），建有登山路，适宜秋季赏枫，周边景
致堪称一流。

 京畿道东豆川市和平路2910号街145
 031-860-2416
 www.ddc.go.kr

| 抱川Spring Pole | 125 | 
一年四季都可利用的水上乐园Spring Pole
为5000坪规模，具备了水上滑梯、波浪池、露
天池、桑拿等多种水上娱乐和SPA设施，深
受家庭单位游客喜爱。

  京畿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571
 031-536-5025
 www.sinbukresort.co.kr

| 鸽子囊瀑布 | 134| 
抱川汉滩江八景之一，其名源于向里凹
陷，如同鸽子窝一样的峭壁外观，是第537
号天然纪念物。因此地充满神秘色彩，多
次成为电影和电视剧外景拍摄地。

 京畿抱川市永北面大回山里410-3
 031-538-2106 
 www.pocheon.go.kr

| 爱尔兰城堡 | 64 | 
由室内外水上乐园及SPA设施以及酒店、
别墅，餐饮设施等构成，一年四季运营的
城市中心型综合度假设施。

 京畿道议政府市长谷路22
 031-894-0100
 www.island-castle.co.kr

| 汉滩江天桥 | 134| 
横跨汉滩江的步道桥，可感受韩国唯一一
处玄武岩侵蚀河川汉滩江柱状节理峡谷
的雄壮之美。被设计为全长220m，可供
1500名成人（80kg）同时经过。

 京畿抱川市永北面鸽子囊街207
 031-538-3362
 www.pocheon.go.kr/ktour/index.do

| 汉滩江旅游景点 | 133 | 
亲环境家庭文化休养旅游景点，设有房车
露营场、汽车露营场、戏水池、儿童动画形
象公园等。按照预约制运营亲近大自然，
极富特色的多功能露营场。

 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邑先史路76
 031-833-0030
 www.hantan.co.kr

| 山井湖 | 46 | 
其名意为湖水如同山中之井，沿着湖边驾
车，可感受四季各异的湖光山色，而且步
行一小时左右，全程5km左右的绕湖步道
也颇有盛名。

 京畿道抱川市永北面山井湖水路402
 031-540-6350
 www.pocheon.go.kr/ktour/index.do

| 晨静树木园 | 65 | 
梦想着人间乐园的庭园，晨静树木园里滋
生着包含300余种白头山野生植物在内的
5000余种植物，分布栽植于20余个主题庭
园与2个展示室。这里还是电影“信”的拍摄

场所。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
 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

| 鳖岛 | 103 | 
北汉山秀丽景观与草地广
场，生态文化公园相容，是
一处人气很旺的环保型自
助露营地。每年秋季，还举办

《鳖岛爵士音乐节》。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鳖岛路60
 031-8078-8028 
 www.jaraisland.or.kr

| 东九陵 | 25 | 
第193号史迹，是包括朝鲜太祖健元陵在
内的显陵、穆陵、崇陵、徽陵、惠陵、元陵、
景陵、绥陵等朝鲜时代9座王陵与安葬着
17位王妃、后妃的王家陵墓聚集地。 

 京畿九里市东九陵路197
 031-563-2909 
 royaltombs.cha.go.kr

| 祝灵山自然休养林 | 114 | 
悬崖峭壁，形如刀削，水质通透，清澈见
底，超过60年树龄的红松、色木槭林茂盛。
祝灵山自然休养林用其四季相异的风光
沁润着访客的心灵。每年5月，祝灵山与霜
山上还会举办杜鹃花节，为来宾奉献又一

个喜悦。
 京畿道南扬州市水洞面祝灵山路299
 031-592-0681
 farm.gg.go.kr

12点范围

| 和谈林 | 141 |  
基于地形原貌，配置了多种主题庭园和散
步道，供游客一边散步，一边欣赏和体验
植物的树木园。

 京畿道广州市都尺面都尺上路278
 031-8026-6666
 www.hwadamsup.com

| 爱宝乐园 | 77 | 
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设有惊险陡峭的过山车以及多种游乐器具，可以近距离观察猛
兽的“迷失山谷”和可以观览熊猫的“熊猫世界”。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路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0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 Ye`s公园 | 83 | 
12万3千坪规模的韩国最大艺术村，韩国
首屈一指的工艺艺术村。各领域艺术领域
从事者聚在一起表现着传统文化艺术与
现代艺术的融合。这里还是2018年利川陶

瓷节举办场所。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陶瓷艺术路5号街

109   031-638-1994
 www.facebook.com/yesparkkorea

| 南汉山城 | 17 |  世界文化遺產

2014年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一座具
有历史价值的山城，山城内建有行宫以及
崇烈殿、清凉堂、地水堂、演武馆等，是拥
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产。

 京畿道广州市南汉山城面南汉山城路731
 031-8008-5170
 ggnhss.ggcf.mbdev.kr

| 利川Termeden温泉乐园 | 100 | 
韩国第一家德国式温泉度
假村，由室内按摩池、室外
温泉池与温泉桑拿浴、疗愈
中心与健身中心、生态莲

池、美食广场等附带设施构成。
 京畿利川市暮加面Sasil路984
 031-645-2000
 www.termeden.com

| 茶山遗址 | 19 | 
朝鲜最优秀实学家茶山丁
若镛先生故居遗址和墓地，
建有纪念馆与纪念物。可漫
步安静平和的南汉江边，踏

访茶山遗迹每个角落。
  京畿南扬州市鸟安面茶山路747号街11
 031-590-2837
 www.nyj.go.kr/culture

| 两水里 | 28 | 
大韩民国屈指可数的摄影名所之一，北汉
江与南汉江交汇之处，饱含着400余年沧
桑岁月的榉树、神秘的云海和水雾、日出
和日落等自然景观一年四季营造着梦幻
般的氛围。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裏街123
 031-773-5101
 tour.yp21.net

| 康川水库 | 1 | 
康川水库形象化表现了汉江著名景致黄
埔帆船，设有汉江文化馆、姜晨岛水边公
园和上天赐予的秀美风光。尤其是，被命名
为水光世界的水库夜间照明，会根据时间

和季节展现不同的氛围，总令人叹为观止。
 京畿道骊州市神坛1街83
 031-887-2833 
 www.yeoju.go.kr

| The Greem植物园咖啡厅 | 22 | 
精美如画，甚至更胜一筹的房屋，茂密的
松树林后山与欧氏建筑，2000坪左右的庭
园与有名山山岭相容，这里是超过60余篇
的电视剧、电影、CF的著名拍摄场地。

 京畿道杨平郡玉川面舍那寺街175
 0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 河南Star Field | 59 | 
购物、休闲、疗愈，一站式购物主题公
园，可利用新世界百货商店、易买得商
务酒店、MEGABOX、电子超市、永丰文
库、Nobrand店铺、玩具王国、Sports 
Monster、Aquafield等多种设施。

 京畿河南市美沙大路750
 1833-9001
 www.starfield.co.kr

| 梨浦水库 | 101 | 
梨浦水库的修造形同在象征骊州的白鹭翅

膀之上放置了一颗蛋，周边
建有水中广场、文化旅游、自
然型渔岛、瞭望台等亲水设
施与露营场，不但适宜旅游，

同时还可享受生态体验与休闲及度假活
动，成了倍受人们喜爱的场所。

  京畿道骊州市金沙面犁浦里5
 031-887-3103
 www.yeoju.go.kr

| 洗美苑 | 53 | 
水与花的庭园，利用多种水生植物将废弃
河川装点成了美丽庭园。夏季，莲花盛开，
美不胜收。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两水路93
 031-775-1835
 www.semiwon.or.kr

| 龙门山旅游景点 | 90 | 
建于龙门山入口的休养城，周边有龙门
寺、千年银杏树、龙门山战斗战绩碑等文
化遗迹，龙门山与中原山上还流淌着清澈
的溪水，是一年四季游客云集的地方。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龙门山路782
 031-773-0088     
 tour.yp21.net

| 首尔大公园 | 50 | 
首尔乐园, 首尔Let`s Run公园, 国立
果川科学馆, 国立现代美术馆果川馆
韩国最大规模公园，设有动物园、植物园、
主题花园等多样的附带设施，与地铁四号
线相连接，作为离市中心较近的近郊休息
空间，是一处接近性较好的地方。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园广场路102 
 02-500-7335  
 grandpark.seoul.go.kr

| 水原华城 | 57 |  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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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
 031-228-4672   
 www.swcf.or.kr

| 修理山道立公园 | 56 | 
跨军浦、安养、安山市的修理
山是如同屏风般围绕着军
浦市镇守山，于2009年被指
定为京畿道的第三座道立公

园。修理山宏伟雄壮、山峰群立，多条山脊

蜿蜒曲折，可根据喜好选择山行。
 京畿道军浦市速达路347-4
 031-390-0435
 www.gunpo.go.kr

| 三圣山传统寺院（三幕寺、安养寺、念佛寺) | 47 | 
因元晓大师与义湘、尹弼共同在此搭棚修
道，被称为三圣寺。千年古刹，安养寺、念
佛寺、三幕寺位于此山之中，寺院处处藏
有京畿道有形文化遗产。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艺术公园路131号
街103（安养市） 
 031-471-4848 
 cafe.daum.net/Anyang-Sa

| 义王轨道自行车 | 98 | 
骑着轨道自行车绕4.3km旺松湖循环，可
一边欣赏湖边景观，一边观察栖息在四季
候鸟迁徙地旺松湖上的各种候鸟。

 京畿道义王市旺松湖东路209
 1670-3110 
 www.uwrailpark.co.kr

| 济扶岛 | 108 | 
是体验西海的最佳旅行地，每日两次在落
潮后显露出连接陆地与岛屿的2.3km水泥
路面，被誉为“济扶岛摩西”。

  京畿道华城市西新面海岸街421-12
 031-355-3924
 www.hscity.go.kr

| 乌耳岛 | 87 | 
位于始兴市西南侧海边的不是岛屿的岛
屿，是盛产各种贝类的旅游景点，还多次挖
掘出包括新石器时代在内的各时期遗迹，
是被指定为441号国家史迹的重要遗址。

 京畿道始兴市乌耳岛路175
 031-310-2332
 www.siheung.go.kr/culture

| 始华湖潮汐发电站 | 60 | 
2011年完工，目前是可生
产每年供50万人使用电力
的世界最大规模电力生产
设施。始华世界公园建有月

亮瞭望台，可在日落时分欣赏西海岸日落

风景，在刺激惊险的天空步道上欣赏大阜
岛的美丽风光。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大阜黄金路1927
 032-885-7530
 tlight.kwater.or.kr

| 光明洞窟 | 6 | 
这里是将废矿区变身为可享受文化艺术
体验与疗愈的洞窟主题公园。洞窟内的表
演场地上经常会举办艺术表演、时装秀、
展览、电影节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街142
 1688-3399 
 www.gm.go.kr/cv

| 水香树木园 | 34 | 
以“水与树与人类的相识”为主题，根据各
个地区及植物特点分别设置了20个主题
园区，还准备了可观察昆虫或鸟类等的展
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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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城农庄乐园 | 69 | 
可通过以39万坪的广阔草地和绵羊等20
余种（600头）家畜为主题的多种体验，供
全家人一同享受的体验型旅游设施，是符
合当今时尚的综合主题公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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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民俗村 | 130 | 
可体验韩国传统文化与生活风俗的传统
文化主题公园。按照原样重现了传统房屋,
多种体验活动和展览及继承了传统方式
的生活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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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职业世界 | 131|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多种职业世界体验
机会，发现对职业兴趣与才能，让孩子们
设计未来的韩国最大规模职业展示体验
馆。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盆唐水西路501
 1644-1333
 www.koreajobworld.or.kr

| 熊津娱乐城 | 95 | 
不论男女老少都能舒适享受的综合休闲主题公园，建有室内滑雪场、水上公园及SPA、
高尔夫练球场等，常年无休，可随时享受休闲体育运动。

 京畿道富川市JOMARU路2
 1577-5773, 032-310-8000
 www.playdoci.com

| 高阳One Mount | 136 | 
结合了主题公园与购物中心的空间，由水
上公园、室内滑雪场、购物中心、体育中心
构成。距离地面50m高的水上滑梯与可一
年四季乘坐雪橇的雪山是最具代表性的
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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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浦艺术村 | 14 | 
过去和未来共存，传统与艺术相融的家庭
亲和型文化艺术交流设施。韩屋村和现代
文化空间相融合，配有创作摄影棚、露天舞
台等文化设施，位于汉江新都市中心位置。

 京畿金浦市MODAM公园路170
 031-996-6835
 gimpoartvillage.or.kr

| KINTEX | 116| 
开发举办世界水准的展览会与国际会议，
成为国内外企业贸易舞台的国际综合展
览馆。韩国产业大展、首尔汽车展等著名
展览会每年在此举办，建有可租赁的会议

室、办公室、各种食品店及纪念品店、商务
中心等设施。

 一山西区KINTEX路217-60
 031-810-8114    www.kintex.com

| 一山韩华水族馆 | 136 | 
独具风格的“融合式水族馆”，是可在水族
馆建筑中同时观览陆地生物与鸟类的水
族馆。由水族馆“The Aqua”，动物园“The 
Jungle”构成，表现了从大海经由陆地，再
到天空的生物进化展示概念。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282
 031-960-8500
 www.aquaplanet.co.kr/ilsan

| 北汉山国立公园 | 42 | 
随着花岗岩地表侵蚀和岁月的风化，刀削
般的悬崖峭壁之间流淌着美丽溪谷，不仅
如此，蕴涵着2000年历史的北汉山城以及
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与百余个寺院、庵堂，
还会为来宾提供丰富看点。

  京畿道扬州市长兴面护国路550号街
102-108
 031-876-5721 
 bukhan.knps.or.kr

| 杨州市立张旭镇美术馆 | 73 | 
为纪念张旭镇画家朴实纯真的艺术精神，
举办多种策划展与培训课程。建有喷泉的
雕刻公园是一处长满樱花树与松树的休
息空间。

 京畿道扬州市长兴面权傈路193
  031-8082-4245
 changucchin.yangju.go.kr

| 嗨里艺术村 | 139 | 
为创建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上最美村
庄而建的文化艺术空间，看点、美食、娱乐
和异色体验丰富多样，是适宜全家人出行
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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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津阁/和平世界公园 | 102 | 
作为一处安保旅游景区，在这里可看到南
北分裂的现实，领悟和平的珍贵，是外国
游客访问次数最多的地方。游客可乘坐经
由第三地洞、都罗瞭望台、都罗山站、统一

村直销店的班车。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临津阁路177
 031-952-7809 
 tour.paju.go.kr

连接非武装地的参观学习(第三地道)
● 班车: 临津阁出发->第三地道->都罗瞭望台->都罗山站->统一村->临津阁（需
要3小时左右)/每周一、公休日、春节、中秋节当日休息
● DMZ-train: 	龙山站出发-临津江站-都罗山和平公园-统一村-都罗瞭望台-第三

地道-统一平台-龙山站（约8小时）每日一班，10点出发，每周一、周
二及法定公休日休息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临津阁路148-53 临津阁和平世界旅游咨询所(售票处)
 DMZ 班车 031-954-0303, DMZ-train 1577-7755   
 tour.paju.go.kr

| 光明Speedom | 7 | 
综合休闲文化场所俱全的世界最大规模
圆形自行车赛场，最多可容纳三万名观
众。这里可租借自行车，还配有体验馆、博
物馆、广场、游乐场等多种附带设施。

 京畿道光明市光明路721 
 02-2067-5000
 www.gm.go.kr

| 小法兰西 | 43 | 
以“小王子”为主题概念建成的法国文化
村，让人联想起地中海沿岸的漫步道等景
观相容相契，营造了一道异国风光。在这
里还可以体验各种法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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