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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旅遊網站
www.ggtour.or.kr
讓你對京畿道旅遊信息一目了然，與京畿道旅遊門戶網站一同前行

 031-259-4700

京畿道電話服務中心 

031-120
電話咨詢，短信咨詢，SNS咨詢，聾啞人手語咨詢(視頻通話),
外語咨詢(提供19種語音咨詢服務)

旅遊翻譯咨詢電話

1330 24小時，整年無休
旅遊咨詢，旅遊翻譯，旅遊不便申報，連接旅遊警察
服務語言 : 韓國語，英語，日語，中文

申請京畿觀光宣傳品
www.ggtourmap.or.kr
京畿道宣傳品網絡下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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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緊急電話

1336 何爲女性緊急電話1366？

365天，24小時，暴力侵害危機咨詢
提供緊急保護，運營緊急避難処。

■ 京畿北部中心: 京畿道議政府市屯夜路54-1
■ 京畿中心: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路200号街43（WOORI大厦Ga栋3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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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津市

板門郡

3號綫

京畿道觀光地目錄  主題分類  :      歷史       自然       體驗      文化主題

1 康川水庫 3點
2 京畿道松香綠林 1點
3 京畿陶瓷博物館 4點
4 慶安川生態濕地公園 3點
5 恐龍蛋化石遺址 7點
6 光明洞窟 7點
7 光明Speedom 7點
8 光明傳統市場 7點
9 九裏漢江市民公園 2點

10 國立樹木園 1點
11 國立東盟自然休養林 11點
12 宮坪裏海松林 7點
13 金浦國際雕刻公園 9點
14 金浦藝術村 9點
15 南揚州市立博物館 3點
16 南揚州有機農主題公園 2點
17 南漢山城 4點
18 多文化街 7點
19 茶山遺址 3點
20 大阜海松街 7點
21 鐵匠村 2點
22 The Greem植物園咖啡廳 3點
23 德平恐龍樹木園 4z
24 道德山露營場 7點
25 東九陵 1點
26 東豆川市京畿北部兒童博物館 12點
27 來者見豬&豬博物館 4點
28 兩水裏 3點
29 馬場湖吊橋 11點
30 清净空間公園露營場 5點
31 明成皇後故居 3點
32 蒙古文化村 1點
33 無限想象市民庭園 12點
34 水香樹木園 5點
35 Bara山自然休養林 5點
36 半月湖繞湖道 6點
37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 11點
38 星光村莊攝影樂園 6點

75 Amazing Park 12點
76 雪絨花瑞士主題公園 2點
77 愛寶樂園 4點
78 驪州市立電話博物館 3點
79 蓮花主題公園 7點
80 戀人山道立公園 1點
81 漣川全古裏遺址 12點
82 漣川瓠蘆古壘城 11點
83 Yè s公園 4點
84 烏山闕裏祠 5點
85 烏山禿山城與洗馬台址 5點
86 五色市場 5點
87 烏耳島 / 烏耳島先史遺跡公園 7點
88 烏耳島博物館 7點
89 外婆家體驗村 3點
90 龍門山旅遊景點 2點
91 龍仁農村主題公園 4點
92 龍仁大長今公園 4點
93 龍仁自然休養林 4點
94 傳統花植物園 6點
95 熊津娛樂城 8點
96 月岬浦口 7點
97 隆陵健陵 6點
98 義王軌道自行車 6點
99 議政府冰壺競技場 12點

100 利川Termeden溫泉樂園 4點
101 梨浦水庫 3點
102 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 10點
103 鳖魚岛 1點
104 自然國度 4點
105 才人瀑布 12點
106 前谷港 7點
107 第三地道 10點
108 濟扶島 7點
109 祇平議兵祇平裏戰鬥紀念館 3點
110 加平飛梭 2點
111 鐵道博物館 6點
112 青春博物館 3點

39 星光庭園OOOZOOO 4點
40 富川機器人公園 8點
41 富川自然生態博物館 8點
42 北漢山國立公園 11點
43 小法蘭西 2點
44 蘋果暴徒 12點
45 山葡萄農園 11點
46 山井湖 12點
47 三聖山傳統寺院

（三幕寺、安養寺、念佛寺） 6點
48 西五陵與西三陵 10點
49 瑞云山自然休養林 5點

50
首爾大公園/ 果川首爾樂園 / 
國立果川科學館/ 首爾Let̀ s Run公
園 / 國立現代美術館果川舘

5點

51 徐熙主題公園 4點
52 城南藝術中心 4點
53 洗美苑 2點
54 世宗大王陵/孝宗大王陵 4點
55 逍遙山觀光景點 12點
56 修理山道立博物館 / 修理寺 6點
57 水原華城 5點
58 Swija公園 3點

59 河南Star Field / 
河南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3點

60 始華湖潮汐發電站 7點
61 始興河溝生態公園 7點
62 神勒寺 / 驪州博物館 3點
63 SEES咖啡 4點
64 愛爾蘭城堡 / 水落山扁柏園 12點
65 晨靜樹木園 1點
66 安山蘆葦濕地公園 6點
67 安城3.1運動紀念館 5點
68 安城樂園 5點
69 安城農莊樂園 5點
70 安養一號街 6點
71 安養藝術公園 6點
72 愛妓峰和平生態公園 10點
73 楊州市立張旭鎮美術館 / 

松巖天文臺 11點
74 楊平軌道自行車 3點

113 坡州Change Up Campus 10點
114 祝靈山自然休養林 1點
115 Camptong Island 2點
116 KINTEX /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9點
117 炭道海路 7點
118 臺風瞭望臺 11點
119 坡州李珥遺跡 11點
120 坡州出版園區 10點
121 板橋博物館 5點
122 八堂水霧公園 3點
123 平澤港/平澤橋洞渡船 6點
124 平澤湖觀光園區 6點
125 抱川Spring Pole 12點
126 抱川藝術谷 12點
127 Feelux照明博物館 11點
128 漢江野生鳥類生態公園/

生態中心 9點
129 韓國漫畫博物館 8點
130 韓國民俗村 5點
131 韓國職業世界 5點
132 韓國傳統拌飯體驗館 11點
133 漢灘江觀光景點 12點
134 漢灘江天橋 / 鴿子囊瀑布 12點
135 韓宅植物園 4點
136 壹山韓華水族館/ 

高陽One Mount 9點
137 幸州山城 9點
138 香草島 12點
139 嗨裏藝術村 10點
140 洪裕陵 2點
141 和談林 4點
142 檜巖寺遺址 12點

請您輕鬆查找觀光景區
請用圓，計劃儅當日旅行路綫。
標注著10km， 20km，30km圓圈，可輕鬆找到臨近的觀光景區。

一點方向、九點方向，請像看表一樣看地區。
根據時間對觀光景區分類，可讓任何人都能輕鬆找到。

利用索引，根據需要查找。
按時間、移動時間、主題分類以及連接
周邊觀光景區等多樣的信息，
享受多彩京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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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州山城

光明傳統市場

城南藝術中心
板橋博物館

Bara山自然休養林

富川自然生態博物館
富川機器人公園

安養藝術公園

安養一號街

道德山露營場
光明Speedom

愛妓峰和平生態公園

坡州李珥遺跡

第三地道

臺風瞭望臺

才人瀑布

漣川瓠蘆古壘城

漣川全古裏遺址

檜巖寺遺址
Feelux照明博物館

東豆川市
京畿北部兒童博物館 抱川藝術谷

國立樹木園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 馬場湖吊橋

國立東盟自然休養林

北漢山國立公園金浦國際雕刻公園

漢江野生鳥類生態公園/
生態中心

KINTEX/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西五陵與西三陵

議政府冰壺競技場

蒙古文化村

鳖魚岛

加平飛梭

戀人山道立公園

洪裕陵
東九陵

鐵匠村
九裏漢江市民公園

南揚州有機農主題公園

南揚州市立博物館

河南Star Field/
河南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洗美苑

祝靈山自然休養林

雪絨花瑞士主題公園

京畿道松香綠林

烏耳島博物館

大阜海松街

恐龍蛋化石遺址
安山蘆葦濕地公園

隆陵健陵

前谷港

炭道海路

宮坪裏海松林

平澤港/平澤橋洞渡船

平澤湖觀光園區

傳統花植物園

月岬浦口
始興河溝生態公園

蓮花主題公園

半月湖繞湖道

水原華城

多文化街
鐵道博物館

慶安川生態濕地公園

八堂水霧公園

楊平軌道自行車

Swija公園

青春博物館

梨浦水庫

祇平議兵
祇平裏戰鬥紀念館

京畿陶瓷博物館

驪州市立電話博物館

明成皇後故居

世宗大王陵/
孝宗大王陵

龍仁農村主題公園
五色市場

烏山闕裏祠

烏山禿山城與洗馬台址

清净空間公園露營場

韓宅植物園

瑞云山自然休養林

安城3.1運動紀念館

安城樂園

德平恐龍樹木園

自然國度
星光庭園OOOZOOO

利川Termeden
溫泉樂園

徐熙主題公園

神勒寺/
驪州博物館

龍仁自然休養林

漢灘江觀光景點

坡州出版園區

韓國傳統拌飯體驗館

蘋果暴徒

Amazing Park

無限想象市民庭園

山葡萄農園

Camptong Island

龍仁大長今公園

來者見豬/
豬博物館

SEES咖啡星光村莊攝影樂園

外婆家體驗村

韓國漫畫博物館

京畿道廳

景福宮

南山塔/
Pentotanic：塗鴉秀HERO

坡州Change Up Campus

首爾大公園/果川首爾樂園/
國立果川科學館/ 

首爾Let`s Run公園/
國立現代美術館果川舘

韓國職業世界

熊津娛樂城

三聖山傳統寺院

光明洞窟

壹山韓華水族館 /
高陽One Mount

嗨裏藝術村

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

逍遙山觀光景點

漢灘江天橋/
鴿子囊瀑布

香草島

山井湖

楊州市立張旭鎮美術館/
松巖天文臺

金浦藝術村

愛爾蘭城堡/
水落山扁柏園

兩水裏

茶山遺址

晨靜樹木園

小法蘭西

始華湖潮汐發電站

烏耳島/烏耳島先史遺跡公園

濟扶島

義王軌道自行車

龍門山旅遊景點

康川水庫

水香樹木園

安城農莊樂園

和談林

Ye`s公園愛寶樂園

韓國民俗村

修理山道立博物館/
修理寺

抱川Spring Pole

南漢山城

The Greem
植物園咖啡廳



특색있는 음식 먹거리

城南 鷄粥村民俗村 4點
範圍

富川 鵲洞美食村 8點

華城 松橋裏生魚片城 7點

安養 安養名物血腸小腸一條街 4點

議政府 名物燉菜街 12點

坡州 臨津渡口河豚村 12點

金浦 大明浦口生魚片城 9點

廣州
南漢山城傳統韓食村 4點

分院裏辣燉鯽魚村 3點

九里 石橋牛小腸一條街 2點

抱川
梨洞排骨街 1點

深谷鴨子村 12點

驪州 川西裏蕎麥麵村 3點

加平 南怡島春川辣炒雞排村 2點

음식문화 點범거리

水原 羅惠錫飲食文化街 5點
範圍

高陽 風洞愛峴谷 10點

龍仁 器興美味村飲食文化街 5點

城南 栗洞飲食文化街 4點

安山
大阜島碓頭美食城 7點

傳統美食街，多文化美食街 6點

華城 濟扶島摩西街 7點

南楊洲 渼陰渡口飲食文化街 2點

安養
坪村沒事村飲食文化街 6點

藝術公園飲食文化街 6點

坡州 味之鄉飲食文化街 10點

始興 烏耳島飲食文化街 7點

楊州 楊州谷韓牛村 11點

安城 安城美食街 5點

東豆川 生淵路美味街 12點

加平 雲岳山傳統豆豆腐村 1點

高陽MVL ★★★★★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太極路20  
 031-927-7700  www.mvlhotel.com

Ramada Plaza水原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 150  
 031-230-0012  www.ramadaplazasuwon.com

Novotel Ambassador 水原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 902  
 031-547-6651  novotel.ambatel.com

Courtyard by Marriott
首尔板桥  ★★★★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板橋站路192號街12  
 031-8060-2000  www.courtyardpangyo.com

米利托比亞 ★★★★ 	

京畿道城南市壽井區慰禮大路83  
 031-727-9300  www.militopiahotel.com

高丽观光酒店 ★★★★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 66  
 032-329-0001  www.hotelkoryo.net

普魯米爾 ★★★★ 	

京畿道華城市孝行路480  
 031-8020-0000  www.hotelprumir.com

Rolling Hills 酒店 ★★★★ 	

京畿道華城市南陽邑市廳路 290  
 031-268-1000  www.rollinghills.co.kr

Sunvalley酒店 ★★★★ 	

京畿道骊州市江邊遊園地街45  
 02-3660-3007  www.sunvalleyhotel.co.kr

现代Bloomvista  ★★★★ 	

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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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江邊路382  
 031-581-2270  www.clubinner.com

智選假日 水原仁溪飯店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仁溪路116  
 031-5177-0000  www.holidayinnexpress.com

Ibis Ambassador 水原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勸光路132  
 031-230-5132  www.ibissuwon.com

水原韓國飯店 ★★★ 	

京畿道水原區八達區勸光路175號街62  
 031-221-5678  www.koreatouristhotel.com

Alex72飯店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孝園路235號街35  
 031-8019-8881  www.alex72hotel.com

龍仁市阿利飯店 ★★★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新亭路231  
 031-693-9181  www.alleehotel.com

富川北極星飯店  ★★★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素鄉路12號街27  
 032-323-1500  www.polarishotel.co.kr

皇家傳承飯店 ★★★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中央大路869  
 031-413-2222  www.royalheritage.co.kr

Square安山 ★★★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東山路81  
 031-490-2132  hotelsquare.co.kr

安山拉桑觀光飯店 ★★★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花郎路107  
 031-480-6161  www.rasunghotel.com

本昵客雅The H飯店 ★★★  

京畿道華城市南陽邑驛穀路3-12  
 031-350-6200  www.thehhotel.co.kr

Shilla Stay 东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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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楊州五月飯店 ★★★ 	

京畿道南揚州市別內2路70
 031-551-8700  www.hotelthemay.com

伊魯達飯店 ★★★ 	

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萬安路71  
 031-443-2700  www.hoteliruda.com

都市精品酒店 ★★★  

京畿道安養市東安區興安大路497 
 031-421-0000 

坡州錫耶納飯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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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興本昵客雅高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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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斯特飯店 ★★★  

京畿道金浦市臺章路795號街151 
 031-988-3534  www.resthotel.co.kr

大師飯店 ★★★  	

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安城大陸2134-36 
 031-8046-1100  www.maestrocc.co.kr

由京畿道與京畿觀光公社推選 京畿道城市之旅
| 軍浦杜鵑花節 | 4月 | 
每到四月末至五月初，杜鵑花盛開的季節，
在20萬株杜鵑花形成群落的杜鵑花園舉辦，
粉紅色杜鵑花極爲壯觀，是都市裏的春花慶
典。

 | 華城游船節 | 5月 |
被列入代表海洋休閑慶典的華城游船節，
不但有遊艇、帆船等多種船舶，還有公演、
露營、美食等，是趣味活動豐富多樣的韓國海
洋慶典。

 | 楊坪龍門山山菜節 | 5月 |
可購買生長在以龍門山為中心的12個邑和面地區的各種山菜，運營山村及山賊村莊主
題館，是可參與采參人、山神體驗等多種山村文化的慶典。 

 | 安山國際街頭戲劇節 | 5月 | 
安山市的代表性文化藝術慶典，可在安山文化廣場一帶欣賞國內外各種街頭表演團隊
帶來的精彩街頭表演。

 | 漣川舊石器節 | 5月 | 
在全谷里先史遺跡地與全谷邑一帶，透過傳
授舊石器文化與先史文化、玩遊戲及體驗活
動等達到學習及享樂的慶典。

 | 富川國際漫畫節 | 8月 |
在富川市一帶，專為漫畫家與漫畫愛好者舉
辦，旨在活絡漫畫產業並展示韓國漫畫界過
去與現在的活動。.

 | 南楊州茶山文化節 | 9月 |
爲弘揚出生於南楊州的朝鮮時期大實學家茶山丁若鏞先生“實事求是”、一切為民的精
神，繼承傳統文化的慶典活動，現已成長爲宣揚地域居民愛鄉情感的文化活動。 

 | 始興河溝生態節 | 9月 |
利用河溝生態公園得天獨厚的環境，讓遊客盡情感受河溝生態的多彩魅力，各種特色活
動應有盡有。

| 烏山禿山城文化節| 10月 |
可在讓人聯想朝鮮時期的活動場所和9個主
題公園式歷史體驗場進行多種體驗活動，是
深受家族單位遊客好評的慶典活動。 

 | 驪州五穀渡口節| 10月 |
匯集白米、番薯、花生與各式水果等產於驪州
所有農產品的綜合慶典，再現驪州古時的渡
口風光。

 | 水原華城文化節 | 10月 |
조為宣傳正祖的孝心及獲指定為世界文化遺
產的水原華城，每年9月舉辦，是水原代表性
的傳統文化旅遊慶典。

 | 安城男寺黨巴吾德兒節 | 10月 |
傳承並發展朝鮮後期輾轉於集市表演雜技、
舞蹈、歌曲的男寺黨傳統文化的巴吾德兒藝
術精神，正在發展成為具有韓國特色的世界
性慶典。

 | 利川米文化節 | 10月 |
為宣傳利川米的優秀品質、促進利川農產品消費，每年10月由利川市主辦的農耕文化慶典。

| 加平鱉島國際爵士音樂節 | 10月 | 
對音樂不甚了解也能輕鬆享受爵士樂氛圍，
追求「如同在大自然中郊遊般的慶典」為目
標，實現爵士樂大眾化並追求擴大韓國音樂
界基礎。

 | 坡州大豆節 | 11月 | 
以「健康名品坡州長湍豆」為主題，廣泛宣傳
在DMZ清淨環境中生長的坡州長湍豆並將其
品牌化，能夠幫助促進地區經濟的慶典。

京畿道五星、四星、三星級飯店

請來品味豐富美食，感受愉快旅

用大字標出時間，在觀光地名旁邊標注數字，在地圖上找到觀光地更容易。 
使用下麵的各種主題圖標，尋訪觀光景區更便利。

 歷史    自然   體驗    文化主題 京畿道

代表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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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路線 - 半日遊
(水原~華城)

3月至10月,一日兩次(09:50, 13:50), 約需3小時(（週一、週五、週六停運）
出發地 ▶ 水原站旅遊資訊中心（水原站4號出口）

第2路線 - 一日遊
(水原~光敎)

3月至10月, 週五、週六09:50，大約需要7小時
出發地 ▶ 水原站旅遊資訊中心（水原站4號出口）

第3路線 - 一日遊
(水原~隆陵健陵)

週日,09:50，大約需要7小時时
出發地 ▶ 水原站旅遊資訊中心（水原站4號出口）

高陽市  031-975-3838  www.goyang.go.kr

每週二-週日（週一休息），
運行定期路線、文化體驗路線 出發地 ▶ Aramnuri 10:00

城南市  070-7813-5000  seongnamtour.com

每週六，運行不同路線 出發地 ▶  首爾市政府站 08:00, 教大站 08:30, 
城南市廳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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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運行 出發地 ▶ 富川市廳 10:00

安山市  1899-7687  www.ansancitytour.com

安山文化藝術探訪、大阜海松路、
團體客製體驗路線

每週二-週六

出發地 ▶中央站 10:00

首爾出發雙層巴士之旅
每週一-週日

出發地 ▶光化門站 9:30, 新道林站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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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龍的氣息、文化的氣息 海浪的氣息, 
自然的氣息, 和平的氣息, 主題之旅等

每週六、日、公休日 (09:00-17:00) 

出發地 ▶ 東灘-餅店-峰潭-鄉南

南陽州市  031-590-2799  www.nyj.go.kr/culture/274

康療體驗A、B
4月至11月, 每月第二週、第四週週日（定期路線）、隨
時運行（團體路線
出發地 ▶ 陶農站(康療體驗A) 10:00 , 陶農站(康療體驗B) 9:00

平泽市  031-656-0600  www.ptmunhwa.or.kr

每週六運行 出發地 ▶ 平澤文化藝術會館 09:00

坡州市  031-940-8516  tour.paju.go.kr

按星期與主題運行各種路線 出發地 ▶合井站 09:30, 雲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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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地 ▶  第一綫路 KTX光明站 09:20,
                     第二綫路 光明十字路口站 09:20

廣州市  031-760-2468  www.gjcity.go.kr

按季節運行各種路線 出發地 ▶  首爾市政府站 07:30, 首爾教大站 08:00, 
京畿廣州站 09:00

利川市  031-636-2724  www.2000green.com

每週六、日 日運行三條綫路 出發地 ▶ 利川站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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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日運行兩條路線 出發地 ▶  烏山大站09:30（廣域綫路），        
10:00（管內綫路）

楊州市  1544-4590  www.korailtour.com

每週六、日運行 出發地 ▶  楊州站 09:10(A路線), 10:00(B,C路線),
                      舊把撥站 09:10(B,C路線), 10:00(A路線)

安城市  031-318-1664  www.anseong.go.kr 

每週六，按季節運行各
種路線

出發地 ▶  首爾市政府前 07:30, 首爾教大站 08:00, 
                      竹田簡易公車站 08:20, 安城博物館 09:00

加平郡  031-582-2421  www.gptour.go.kr

A路線（晨靜樹木園循環路線） 每天隨時運行 / 出發地 ▶ 加平客運站

B路線（晨靜樹木園循環路線） 每天運行2次 / 出發地 ▶ 木洞客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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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Z-train 每週三-週日（週一、二休息), 
每天運行1次

出發地 ▶  首爾站09:27,清凉裏站 09:52, 
                     議政府站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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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島 | 138 | 
香草島樂園收集栽種著選
自世界各地的香草，設有許
多以香草為主題的商店、餐
廳、咖啡廳、體驗活動，每年

還會舉行燈光展。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號街35
 0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 逍遙山觀光景點 | 55 | 
作為代表東豆川的名山，被譽為京畿小金江

（金江山），登山路修建完善，景致宜人，適
宜秋季賞楓。

 京畿道東豆川市和平路2910號街145
 031-860-2416
 www.ddc.go.kr

| 抱川Spring Pole | 125 | 
可壹年四季都利用的水上公園Spring Pole，
具有5000坪規模，具備水上滑梯、波浪池、露
天池、桑拿浴等多種水上娛樂空間和SPA設
施，深受家庭單位遊客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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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鴿子囊瀑布 | 134| 
抱川漢灘江八景之一，因其向裏凹陷的外
形如同鴿子窩而得名，是第537號天然紀
念物。因此地充滿了神秘色彩，曾是多數
電影和電視劇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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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爾蘭城堡 | 64 | 
由室內外水上樂園以及SPA設施、酒店、別
墅，餐飲設施等構成的四季運營的都市中
心綜合度假設施。

 京畿道議政府市長谷路22
 031-894-0100
 www.island-castle.co.kr

| 漢灘江天橋 | 134| 
是橫跨漢灘江的步道橋，可感受韓國唯壹
的玄武巖侵蝕河川-漢灘江柱狀節理峽谷
的雄壯和驚險。設計為長220m，可供1500
名成人（80kg）同時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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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漢灘江觀光景點 | 133 | 
作爲親環境家庭文化休養觀光景區，設有
露營車露營場、汽車露營場、戲水池、兒童
動畫形象公園等。按照預約制運營親近自
然，富有特色的多功能露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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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井湖 | 46 | 
此湖名意為“如同山中之井的湖水”，沿著
湖邊駕車兜風，可感受四季不同的湖光山
色，步行一小時左右，全程5km左右的繞
湖步道也頗富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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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晨靜樹木園 | 65 | 
夢想著樂園的庭園晨靜樹木園,滋生著含
300余種白頭山野生植物在內的5000余種
植物，分布和栽植於20余個主題庭園與2個
展示室。這裏還是電影“信”的外景場地。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
 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

| 鳖魚岛 | 103 | 
由北漢山秀麗風光、草地廣
場及生態文化公園組成，其
中，環保自助露營場受
到大家歡迎。每年秋季都會

定期舉辦「鱉島國際爵士音樂節」。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鱉島路60 
 031-8078-8028 
 www.jaraisland.or.kr

| 東九陵 | 25 | 
第193號史迹，是包括朝鮮太祖健元陵在
內的顯陵、穆陵、崇陵、徽陵、惠陵、元陵、
景陵、綏陵等朝鮮時期九座王陵與安葬著
十七位王妃、後妃的王家陵墓聚集地。 

 京畿九裏市東九陵路197
 031-563-2909 
 royaltombs.cha.go.kr

| 祝靈山自然休養林 | 114 | 
形如刀削的懸崖峭壁，清澈見底的溪水，
茂密的60年以上樹齡紅松、色木槭林。祝
靈山自然休養林用其四季相异的風光敲
擊著訪客的心靈。每年5月，祝靈山與霜山
上將會舉辦杜鵑花節，為來訪者奉獻又一

份喜悅。
 京畿道南揚州市水洞面祝靈山路299
 031-592-0681
 farm.gg.go.kr

12點範圍

| 和談林 | 141 |  
可一邊散步，一邊欣賞體驗植物的樹木
園，基於地形原貌，配置了多種主題庭園
和散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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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寶樂園 | 77 | 
愛寶樂園裡有驚悚的雲霄飛車等各式遊樂設施、能與猛獸近距離接觸的「失落的峽谷」
、能看到可愛熊貓的「熊貓世界」，是韓國最大主題樂園。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路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031-320-5000  www.everland.com

| Ye`s公園 | 83 | 
12萬3千坪規模的韓國最大藝術村，同時
又是韓國最著名工藝藝術村。多種領域藝
術家匯聚壹堂，展現傳統文化藝術與現代
藝術的融合。這裏還是2018年利川陶瓷節

舉辦場所。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陶瓷藝術路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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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漢山城 | 17 |  世界文化遺產

南漢山城守護首都–漢陽，是韓國朝鮮時
代山城裡設施最為齊全的。南漢山城被指
定為道立公園，獲得許多登山客喜愛，到
這裡可以沿著登山或兜風路線觀光。

 京畿道廣州市南漢山城面南漢山城路 731
 031-8008-5170
 ggnhss.ggcf.mbdev.kr

| 利川Termeden溫泉樂園 | 100 | 
利川有三好，好水、好米、好陶瓷。當我們
在陌生的地方旅行時，總是既興奮又不
安，因為陌生的一切總會帶來莫名的緊
張。所以一次美好的旅行，絕對少不了充
足的休憩。盡情解放身心的疲憊，再以唇

齒難忘的美食慰勞自己！前往利川，來一
趟身心療癒之旅吧! 

 京畿利川市暮加面Sasil路984
 031-645-2000
 www.termeden.com

| 茶山遺址 | 19 | 
朝鮮最優秀實學家茶山丁
若鏞先生故居遺址和墓地，
建有紀念館與紀念物。可漫
步安靜平和的南漢江邊，踏

訪茶山遺跡每個角落。 
  京畿南揚州市鳥安面茶山路747街11
 031-590-2837
 www.nyj.go.kr/culture

| 兩水裏 | 28 | 
韓國數一數二的拍照聖地，為北漢江和南
漢江的交匯之處，此外這裡還有400年樹
齡的櫸樹。神秘的運河、水霧、日出及日落
等，一年四季都有著夢幻般的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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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川水庫 | 1 | 
形象化表現了漢江著名景致黃埔帆船的
康川水庫，以漢江文化館、姜晨島水邊公
園和天賜美景著稱。特別是被命名為“水
光世界”的夜間照明，會根據時間、季節展

現不同氛圍，令人感嘆不止。
 京畿道驪州市神壇1街83
 031-887-2833 
 www.yeoju.go.kr

| The Greem植物園咖啡廳 | 22 | 
比畫更夢幻的房子、長滿松樹的後山、各
式歐式建築、2000多坪的庭園與山巒相结
合。曾有超過60部以上的電影、電視劇、廣
告到此取景，是熱門的外景地。

 京畿道楊平郡玉泉面舍那寺街175
 0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 河南Star Field | 59 | 
可在壹處同時享受購物、休閑、療愈樂趣
的購物主題公員，可利用新世界百貨商
店、 易買得商務酒店、 MEGABOX、 電子
超市、 永豐文庫、 Nobrand 店鋪、 玩具王
國、 Sports Monster、 Aquafield等多多種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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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梨浦水庫 | 101 | 
梨浦水庫的外觀形象化表現了象征驪州的

白鷺翅膀托起壹顆蛋，附近
有水中廣場、文化旅遊、自然
漁島、瞭望臺等親水設施與
露營場，不但適宜觀光，還

可進行生態體驗與休閑度假活動，深受人
們喜愛。

  京畿道驪州市金沙面犁浦裏5
 031-887-3103
 www.yeoju.go.kr

| 洗美苑 | 53 | 
水與花的庭園，利用多種水生植物將廢棄
河川裝點成了美麗庭園。夏季可欣賞盛開
的蓮花。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路93
 031-775-1835
 www.semiwon.or.kr

| 龍門山旅遊景點 | 90 | 
建於龍門山入口的休養城，周邊有龍門
寺、千年銀杏樹、龍門山戰鬥戰績碑等
文化遺跡和豐富看點，龍門山與中原山
上還流淌著清澈溪水，四季都有遊客接
踵而至。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山路782
 031-773-0088      tour.yp21.net

| 首爾大公園 | 50 | 
首爾樂園, 首爾Let`s Run公園, 國立果川科學館, 國立現代美術館果川舘

首爾大公園擁有韓國最大規模的動物園
和植物園。首爾大公園的動物園排在世
界十大動物園之列，園內有360多種，共
3,000多隻動物。公園最大限度地減少了
鐵絲網與圍欄，營造出與大自然相仿的野
生環境。大公園的天空纜車非常值得一
坐，纜車全長1.7公里，可以俯瞰到寬闊的
水庫和主題花園等美麗風景。 

 京畿道果川市大公園廣場路102 
 02-500-7335    grandpark.seoul.go.kr

| 水原華城 | 57 |  世界文化遺產

為朝鮮正祖時代的著名建築，全長5.7公
里，面積為1.2平方公里。水原華城有長安
門、八達門、虹門等各種建築及許多街燈，
體現韓國建築樣式迅速發展的一面。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825
 031-228-4672    www.swcf.or.kr

| 修理山道立博物館 | 56 | 
連接軍浦、安養和安山市的修理山，是屏風

壹般圍繞著軍浦市的鎮守
山，於2009年被指定為京畿
道第三座道立公園。修理山
宏大雄偉，峰巒疊置，多條

山脊蜿蜒曲折，可根據訪客喜好選擇山路。 
 京畿道軍浦市速達路347-4
 031-390-0435
 www.gunpo.go.kr

| 三聖山傳統寺院 (三幕寺、安養寺、念佛寺) | 47 | 
因元曉大師曾與義湘、尹弼同在此地搭建
幕棚修道，而被命名為三聖寺。山中建有
三座千年古剎，安養寺、念佛寺、三幕寺，
寺院內處處藏有京畿道有形文化遺產。

  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藝術公園路131號
街103（安養市） 
 031-471-4848 
 cafe.daum.net/Anyang-Sa

| 義王軌道自行車 | 98 | 
長4.3公里的環湖鐵道，沿線能欣賞湖水
周圍美景。此外旺松湖水還是四季候鳥遷
徙地，到這裡能觀察到為數眾多的侯鳥。

 京畿道義王市旺松湖東路209
 1670-3110 
 www.uwrailpark.co.kr

| 濟扶島 | 108 | 
是體驗西海的最佳旅行地，每日兩次，落
潮後會顯露出被譽為“濟扶島摩西”的連
接陸地與島嶼的2.3km水泥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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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烏耳島 | 87 | 
位於始興市西南側海岸，不是島嶼卻是島
嶼，是盛產各種貝類的觀光景點，多次挖
掘新石器時代以及各時期遺跡，是被指定
為441號國家史跡的重要遺址。

 京畿道始興市烏耳島路175
 031-310-2332
 www.siheung.go.kr/culture

| 始華湖潮汐發電站 | 60 | 
2011年竣工，如今是可生
產年供50萬人使用電力的
全球最大規模電力生產設
施。始華世界公園裏還建有

月亮瞭望臺，可在日落時分欣賞西海岸夕

陽西下的風景，在驚險天空步道之上欣賞
大阜島驚險美麗。

 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大阜黃金路1927
 032-885-7530
 tlight.kwater.or.kr

| 光明洞窟 | 6 | 
將廢棄洞窟改造為體驗藝術文化及休閒
的洞窟主題樂園。在洞窟內的表演場地會
定期舉辦藝術表演、時裝秀、展覽、電影節
等各種文化藝術活動。

 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號街142 
 1688-3399 
 www.gm.go.kr/cv

| 水香樹木園 | 34 | 
以「水、樹木與人類相遇」為主題，根據地
區和植物特性，打造20個主題公園，此外
還有展覽空間可以觀察昆蟲及鳥類。

 京畿道烏山市青鶴路211
 031-378-1261
 mulhyanggi.gg.go.kr

| 安城農莊樂園 | 69 | 
以39萬坪廣闊草地與包括綿羊在內的20
余種（600只）家畜為主題的多種體驗，供
全家人共享的體驗型旅遊設施，是符合時
尚的綜合主題公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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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國民俗村 | 130 | 
可以體驗韓國傳統文化及生活風俗的傳
統文化主題公園。裡面不僅有傳統房屋，
還重現四季不同風貌的生活文化，在這裡
可以體驗各種活動及沿襲傳統方式的生
活工藝。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路民俗村路90 
 0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 韓國職業世界 | 131| 
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體驗多種職業世界
的機會，發現感興趣的職業與才能，支持
孩子們設計未來的韓國最大規模職業展
示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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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熊津娛樂城 | 95 | 
男女老少皆宜的綜合休閑主題公園，建有室內滑雪場、水上公園及SPA、高爾夫球練習
場等設施，常年無休，隨時都可享受休閑運動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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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陽Onemount | 136 | 
結合主題樂園及購物中心的複合空間，包
含水上樂園、滑雪場、購物中心、高級運動
中心。離地50公尺高的滑水道與一年四季
都開放的雪橇場是最具代表的設施。

 京畿道高陽市壹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 金浦藝術村 | 14 | 
過去與未來共存，傳統與藝術相融，這裏
是家族親和型文化藝術交流設施。韓屋村
與現代文化空間相融，建有創作攝影棚、
護外演出臺，等文化設施，位於漢江新都

市中心。
 京畿金浦市MODAM公園路170
 031-996-6835
 gimpoartvillage.or.kr

| KINTEX | 116| 
舉辦國際水準展示會與國際會議，國內外
企業貿易舞臺-國際綜合展示館。每年都
會有韓國產業大展、首爾汽車展等著名展
示會在此舉辦，建有可外租的會議室、辦
公室、各種食品店及紀念品店、商務中心

等設施。
 壹山西區KINTEX路217-60
 031-810-8114
 www.kintex.com

| 壹山韓華水族館 | 136 | 
獨具匠心的“融合式水族館”，是可在水族
館建築中同時觀覽陸地生物與鳥類的水
族館。由水族館“The Aqua”，動物園“The 
Jungle”構成，展現了從大海到陸地，再到
天空的生物進化展示概念。

 京畿道高陽市壹山西區韓流世界282
 031-960-8500
 www.aquaplanet.co.kr/ilsan

| 北漢山國立公園 | 42 | 
隨花崗巖地表侵蝕和悠久歲月的風化，形
如斧削的懸崖峭壁和在那之間潺潺流淌
的美麗溪谷位於公園之內。蘊涵著2000年
歷史的北漢山城及眾多歷史、文化遺跡與
百余個寺院、庵堂，還會為來賓提供豐富

看點。
  京畿道揚州市長興面護
國路550號街102-108
 031-876-5721 
 bukhan.knps.or.kr

| 楊州市立張旭鎮美術館 | 73 | 
為紀念著名畫家張旭鎮樸實純真的藝術
精神，舉辦多種策劃展和教育課程。建有
噴泉的雕刻公園是櫻花樹與松樹相間的
休閑空間。 

 京畿道揚州市長興面權傈路193
  031-8082-4245
 changucchin.yangju.go.kr

| 嗨裏藝術村 | 139 | 
為聚集藝術文化空間的藝術村，裡面有藝
術家親自建造的房屋及工作室，還有關於
文化藝術的創作、展覽、表演、教育等。充滿
個性的建築及造型物是Heyri藝術村的一
大看頭。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海裏村街 
 031-946-8551    www.heyri.net

| 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 | 102 | 
為京畿道中最多外國人訪問的保安旅遊
景點，在此可以感受南北分裂的歷史傷
痕，感悟和平的重要。可以利用往返第三
地道、都羅瞭望臺、都羅山站、統一村直販

場的巴士。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77
 031-952-7809 
 tour.paju.go.kr

非武裝地帶 參觀路線(第三地道)
● 專線巴士:  臨津閣出發 – 第三地洞 – 都羅瞭望台 - 都羅山站 - 統壹村 – 到達

臨津閣(所需時間，約3小時) / 每週一,週日公休日,春節,中秋節休息
● DMZ-train:  龍山站出發-臨津江站-都羅山和平公園-統壹村-都羅瞭望臺-第三

地道-統壹平臺-龍山站（約8小時） / 每日1班，10點出發，每周1、周
2及法定公休日休息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48-53 臨津閣和平世界旅遊咨詢所(售票處)
 DMZ 專線巴士 031-954-0303, DMZ-train 1577-7755   
 tour.paju.go.kr

| 光明Speedom | 7 | 
綜合休閑文化空間壹應俱全的全球最大
規模的圓形自行車競技場，最多可容納三
萬名觀眾，可租借自行車，還建有體驗館、
博物館、廣場、遊樂場等多種附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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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法國村 | 43 | 
以「小王子」為概念打造的法國文化村，小
法國村的街道讓人聯想到地中海，仿佛置
身另一個國度，到這裡還可以體驗各種法
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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