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徒步道路线
• 北汉山环林路 

16条路线堡垒街(回龙探访支援中心↔元道峰入口)
  1号线  回龙站~望月寺站    2.9km   所需时间1小时30分钟

• 议政府郊游路 
大区间7条路线，小区间3条路线

  1号线  望月寺站~绿扬站    议政府轻轨  回龙站~塔石站
 大区间49.9km，小区间21.8km (区间总长71.7km)  
 每条路选所需时间2小时~5小时

• 富川环城路 
1号路线，乡土遗迹林街(素砂站↔古康先史遗迹)

  1号线  素砂站   9km   所需时间，2小时30分钟

• 杨平水声路 
1号路线(两水站↔菊秀站)

 京议·中央线  两水站~菊秀站  13.8km  所需时间, 4小时30分钟

2号路线(菊秀站↔杨平传统市场)
  京议·中央线  菊秀站~杨平站   16.4km   所需时间, 5小时

※ 了解更多关于徒步路线的详细内容
     www.koreatrails.or.kr

自行车道路线
• 北汉江自行车道

明亮广场↔新梅大桥
  京议·中央线  云吉山站~  京春线  江村站    
 70km   所需时间，4小时40分钟

• 南汉江自行车道
八堂大桥↔忠州水坝

  京议·中央线  八堂站~元德站   136km   所需时间，9小时

• 始兴绿色道路
河沟生态公园↔物旺水库

  水仁线  月串站   7.5km   水仁线

• 牧甘川自行车道
九老洞↔光明洞

 1号线  九一站~ 7号线  光明十字路口站  9km  所需时间, 35分钟

• 安养川自行车道
盐仓桥↔安谷桥

  9号线  盐仓站~ 1号线  堂井站   50km   所需时间, 3小时20分钟

• 炭川自行车道
清潭桥↔驹城站

  8号线 盆唐线  福井站~ 盆唐线  驹城站   44km   所需时间，3小时

5月
•涟川旧石器节
涟川全谷里旧石器节在涟川全谷里遗迹及全谷邑一带举办，
是以“全谷里的气息”为主题，通过教育、游戏、体验等活
动，学习和享受旧石器文化与史前文化的教育娱乐型(Edu-
tainment)庆典。

•安山国际街道剧节
代表安山市的文化艺术庆典活动，在安山文化广场一带举
办，由韩国内外多种街头表演团队进行各种街头表演。除了
韩国内正式邀请作品、海外正式邀请作品、自由参加作品、
“艺人之城”等表演节目以外，通过“伟大城市”活动，游客可在
都市日常生活空间之中体验与另外一个世界相遇的幻想。

7月
•富川国际漫画节
亚洲最优秀漫画庆典-富川国际漫画节以“青年”为主题，用漫
画表现年轻人的梦想、挑战、热情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为
不断梦想和发展的韩国漫画所面对的未来提出话题，用漫画
视角照明这个时代年轻人苦恼的问题。

•加平鳖岛国际爵士乐节
自2004年，美国、日本、瑞典、挪威等12个国家30支团队参
加为起始，每年初秋在加平的鳖岛举办的国际爵士乐节。这
个又被称为JJ节的庆典活动，是10万名以上国内外来宾参与
的音乐庆典。

9月
•水原华城文化节
水原的代表性传统文化旅游庆典活动，水原华城文化节在朝
鲜第22代君王正祖大王用孝心与富国强兵的远大梦想筑成的
世界文化遗产-水原华城举办。以庆典的高潮正祖大王陵出行
为开始，举办惠庆宫洪氏进膳筵等历史再现活动，此外还在
水原川上举办爱水原灯节等，庆典由丰富多彩的表演和体验
活动购构成。

•始兴河沟节
始兴河沟庆典是以京畿道唯一的内湾型滩涂始兴河沟为中心举
办的生态艺术节。此庆典活动是为了在始兴河沟生态公园这个
自然环境中，向人们提供大自然与人共存的生态平台。每年秋
天，始兴河沟节都能让始兴成为充满了微笑的幸福城市。

•安城男寺党巴吾德儿节
安城是朝鲜时期男寺党的发祥地、大本营，还是韩国大众文
化的中心地带。男寺党，是朝鲜后期游走于集市与村庄，表
演杂技、舞蹈和歌曲的团体，是由专业表演艺术家组成的韩
国最初的大众演艺团体。

10月
•利川米文化节
以优质大米著称的利川举办的利川米文化节，是将利川市的
象征“大米”与农耕文化的白眉“秋收”升华为整个韩国范围旅游
节目的庆典活动。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在此期间体验传统农耕
文化，成人则能在回忆之中一同度过愉快时光。而且，消费
者还能与生产者面对面，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利川大米。

•骊州五谷渡口节
骊州五谷渡口节，是将包括大米在内的红薯、花生、水果等
骊州生产的所有农特产品汇聚一堂的综合庆典，通过再现骊
州古时的渡口风景将其升华为与众不同的庆典活动。

11月
•坡州长湍豆节
有趣美味的庆典！在举办庆典活动的临津阁及和平广场上设
置了表现长湍豆形象的五彩球，在黄豆体验村可参与小豆酱
饼制作、炒豆子、煮豆子等多样的体验，还可以品尝到豆
腐、豆子面包、豆粥等美味食品。

在湖水与树木相融的树木园获得心灵疗愈，
在多国籍市场品尝美味

一山
湖水公园

正钵山站 高阳
鲜花展览馆

LAFESTA

 10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在拥有广阔湖水公园的城市一山，
悠闲地散步，尽享购物的乐趣

在娱乐之城富川，从水上公园到漫画，
再到韩屋村，一路玩个遍

参观《来自星星的你》摄影场地，
漫步在建有各种主题庭园的树木园

在逍遥山下享受健康森林浴，
在东豆川市场购买老式经典服装

沿着江边，沿着铁路，骑着轨道自行车，
游南汉江边树木园

保山站逍遥山
森林浴场

保山洞
旅游特区

东豆川中央市场、
扬基市场

逍遥山站

 5分钟           20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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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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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静树木园清平站 小法兰西

 25分钟                                 50分钟 

杨平站杨平
轨道自行车

杨平水清市场野花树木园

龙门站

梧滨站

 1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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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
体育馆站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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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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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天去光明洞窟探险，
去大型购物中心和传统市场购物

光明洞窟光明站 光明站
附近购物中心

宜家光明店
乐天奥特莱斯光明店

光明
传统市场

 2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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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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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可感受到生命涌动的文化遗产-南汉山城，
逛京畿道最大的五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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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市场 山城站 南汉
山城

南汉山城
鸡肉粥村

民俗村

 5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牡丹站

参观生动再现朝鲜时期生活情景的民俗村，
探访影像艺术家白南准先生的艺术世界

参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水原华城，逛百年历史传统市场

AREAE

水原华城、
华城行宫

八达门市场 炸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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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站

“京畿道的梨泰院”安山多文化特区和让
全世界星光灿烂的星光村庄冬

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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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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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芝站安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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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汉江边享受水上休闲活动，
在惬意的鳖岛散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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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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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本书，捧一杯咖啡，
感受浪漫悠闲的约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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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洞公园亭子洞
咖啡街

亭子站

 15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在樱花飞舞的首尔大公园逛动物园和
美术馆春

首尔乐园 首尔
动物园

国立现代美术馆
果川馆

大公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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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可感受正祖孝心的朝鲜时期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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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城行宫

龙珠寺 隆健陵水原站 饼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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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异国风格寺院，
逛美食天国传统市场

卧牛精舍 龙仁中央市场运动场·松潭大站

 35分钟                         35分钟

韩国
民俗村

器兴站 白南准
艺术世界

京畿道
博物馆

 10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5分钟

上葛站

书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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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 水原市 八達區 孝園路 1
(031) 120  |  www.gg.go.kr

京畿道 水原市 長安區 京水大路 893
(031) 255-8424  |  www.gta.or.kr

地铁票价
分类 交通卡 单程票
一般(19周岁以上) 1,250韩元 1,350韩元
青少年(13~18周岁) 720韩元 1,350韩元
儿童(6~12周岁) 450韩元 450韩元

※ 10km至50km以内: 每5km，加收100韩元 
※ 50km以上: 每8km，加收100韩元 
※ 	在首都地区内外连续乘坐时，首先计首都地区内票价，之后

计首都地区外（平泽~新昌，加平~春川）区间票价，每4km，
加收100韩元

※ 65周岁以上敬老优待人员、残疾人、国家有功人员可免费乘坐
※ 自地铁换乘公共汽车，每天限于四次以内

如果将携带物品遗留在车厢内，该如何处理？
下车后如果马上发现遗失事实，应即刻向车站办公室
咨询。如果知道列车编号、乘坐区间、坐席编号、下
车时间，会更容易找到遗失物品。如果在经过了一段
时间后才发现遗失事实，请直接致电搭乘路线上运营
遗失物品中心的站点，或确认地铁运营机关网站的遗
失物品网页内容。

遗失物品中心运营站点介绍
首尔METRO  1号线  2号线  3号线  4号线  	

 市厅站, 忠武路站   www.seoulmetro.co.kr   1577-1234

KORAIL  
1号线  3号线  4号线  盆唐线  水仁线  京义·中央线  
京春线   

 	九老站、饼店站、光云大站、大谷站、安山站、陵谷
站、清凉里站、竹田站、上凤站、春川站、松岛站  
 www.letskorail.com   1544-7788

都市铁道公社  5号线  6号线  7号线  8号线

 往十里站, 泰陵入口站   www.smrt.co.kr   1577-5678

首尔9号线运营(株）  9号线

 铜雀站   www.metro9.co.kr   02-2656-0009

新盆唐线株式会社  新盆唐线  
 良才站   www.shinbundang.co.kr   031-8018-7777

龙仁轻量地铁株式会社  爱宝线  
 前岱·爱宝乐园站   www.ever-line.co.kr   031-329-3551

议政府轻电铁(株）  议政府轻电铁  	
 塔石站   www.ulrt.co.kr   031-820-1004

空港铁道(株）  机场铁道  
 黔岩站   www.arex.or.kr   032-745-7777

地铁
乘坐
向导



赛马公园站   Let`s Run 公园
是体验健康的赛马运动的赛马场和公园。游客可先去观察
参加赛马之前的马匹状态，在预想优秀赛马的“检阅场”与
参赛马匹见面，竞赛开始后再为赛马和骑手加油助威，此
外公园内还设有能为你带来幸运的拍照区、家人路线、恋
人路线等等多种有趣的活动。  

 2, 3号出口   果川市赛马公园大路107   公园常年开放 
(2015年7月~2016年 6月施工期间不对外开放) / 赛马场:星期五
09:30~18:00，星期六~星期日09:00~18:0   赛马日2,000韩元，
无赛事日免费

大公园站   首尔乐园
位于首尔大公园内的
主题公园，这里设有
以时速85km急速下
降的“惊险速降(Shot 
Drop)”，只用一根缆
绳 连 接 的 高 空 飞 跳
“Sky-X”等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年中还会举办鲜花节、卡
通节、水节、万圣节等庆典活动。 

 2号出口   果川市光明路181   冬季09:30~18:00，夏季
09:30~20:00  日场20,000韩元，夜场18,000韩元

大公园站   国立现代美术馆果川馆
从绘画、建筑、造型到雕刻，这里展示着多样的现代美术
作品。中央大堂上展示的白南准先生作品“多多益善”与露
天雕刻公园的乔纳森•博罗夫斯基（Jonathan Borofsky）
作品“歌唱的人”是美术馆的象征作。每年9月，还以清溪
山为背景举办“莫溪美术音乐节”。 

 2号出口   果川市光明路313   3月~10月10:00~18:00 (星
期六10:00~21:00)/11月~2月10:00~17:00 (星期六10:00~21:00), 
每周星期一，元旦休息   免费

仁德院站   白云湖水
被群山环绕的白云湖水是最适宜恋人或家人出游的场所。
在这里可亲自划浆泛舟绕湖或享受惊险的滑水运动。周边
还有很多以味美丰盛远近有名的餐厅和可欣赏到优美景观
的咖啡厅。 

 2号出口   义王市鹤岘路113-7   常年开放   免费

安山站   安山多文化特区
安山元谷洞是来自各国的移民劳动者汇集的“没有国境的
村庄”。到周末，出来购物的外国人聚集在一起，让这里
变成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这里的食品食材和香料都从当
地购进，置身其中如同在外国旅行。

 1, 2号出口   安山市檀园区多文化街16   常年开放

牡丹站   牡丹市场

自1962年起开设的首都地区最大的五日集，每月逢4、9日
开设集市，来自全国的商人与访客云集，人山人海，很是
热闹。在这里可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地方特产，还会有活畜
交易。有些排档只需支付酒钱，即可免费提供铁板烧制的
猪内脏佐酒。

 7号出口   城南市中院区遁村大路79    09:00~19:00 (每家商
铺各异)

二梅站   城南艺术中心
一年四季面向市民举办表演活动与展览的文化空间。具备了
高科技音响设施的歌剧院与音乐厅、合奏剧场、融会大众性
与艺术性的美术馆等设施。欣赏过表演或展览后，可在咖啡
茶座或年糕咖啡厅享受悠闲时光。

 1号出口   城南市盆唐区城南大路808   09:00~21:00  
 根据活动各异

书岘站   栗洞公园
以栗洞公园为中心建成
的宽敞公园。湖水中央
设有让人身心舒畅的巨
大喷泉公园内还设有蹦
极跳台，可体验蹦极带
来的刺激。以书为主题
的造型物、散步路、设
有咖啡厅的“图书主题公园”也设在公园内。

 2号出口   城南市盆唐区文井路145   常年开放

亭子站   亭子洞咖啡街

就像欧洲的露天咖啡街，透着闲适的漂亮咖啡店鳞次栉比
的街道，适合在哪一个悠闲的周末上午来享受早午茶或者
在灯光暗淡的某个夜晚坐在露台上喝着咖啡欣赏夜景。在
这里还可以品尝到用铁锅熬制红豆馅的豆沙面包，使用有
机农材料的火炉比萨等多样的美食。

 5号出口   城南市盆唐区亭子一路234   10:00~24:00 (每家
商铺各异)

梅桥站   炸鸡胡同
延续着40年传统的炸鸡店聚集的胡同，这里坚守着将整只
鸡放入铁锅炸制的古老方式，炸出来的鸡肉酥脆香浓。与
丰富的量相比，价格低廉，长期深受水原市民的喜爱。

 7号出口   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00号街   11:30~00:50 
(每家商铺各异)  炸鸡、老式炸鸡14,000韩元、辣味炸鸡
16,000韩元

8号线

水仁线

盆唐线

新盆唐线4号线 京义·中央线
大化站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亚洲内规模排名第五，韩国
内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中
心，不但举行首尔汽车展、
韩国产业大展、大韩民国美
容博览会等韩国内外著名博
览会，还负责召开大型国际
会议与展览会。

 2号出口   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 408   每个设施各异  
 每场活动各异

注叶站   ONEMOUNT(一山）
是由水上乐园、雪景公园、购物中
心、体育中心构成的空间。在歌手
PSY拍摄歌曲《绅士》音乐视频的
水上乐园，穿梭于室内外，享受惊险
游乐设施和滑梯带来的刺激。四季运营
的雪花公园以北欧圣诞村庄为主题风格，可体验雪橇、滑
雪、极光秀等节目。

 2号出口   高阳市一山西区寒流世界路300   雪花公园、水
上乐园: 平日10:00~19:00, 周末10:00~20:00   20,000~40,000韩
元左右(根据季节相异)

鼎钵山站   一山湖水公园
亚洲最大规模的人工湖水公园，20余万株大树构成茂密树
林，还配有自行车道、儿童游戏场、音乐喷泉、自然学习
园等等，周末会有很多高阳市民云集。走过水杉林荫道。
万国旗飘舞的HANUL广场还很适合欣赏日落风景。

 1, 2号出口   高阳市一山东区湖水街59路595   常年开放

鼎钵山站   LAFESTA
韩国第一家街道型综合购物中心。由六栋五层建筑构成，
设有时装奥特莱斯、饰品店、主题咖啡厅、剧场、餐厅
等。300m步行街以“文化之街”为主题，经常举办各种街
头表演。

 2号出口   高阳市一山东区木槿花路32-34  
 10:00~23:00 (部分卖场的营业时间到深夜)

三松站   元堂赛马教育院
在这里有成排的马儿悠闲地在广阔草地上吃草，你会看到
如同电影一般的美丽场景。这里曾是88首尔奥运会障碍赛
马竞技场，后来成为种马牧场，如今变身为赛马教育院，
成为受人们喜爱的出游场所。

 5号出口   高阳市德阳区西三陵街233-112  09:00~17:00，      
冬季09:00~16:30 (每周星期一、星期二、节假日休息)   免费

山城站   南汉山城 
跨城南与广州修葺而成的朝鲜时期城墙，总长达到12km。
建有5个探访路线，若想沿着城墙小路散步，可选1号路
线，想要感受历史的痕迹，可选2号路线。

山势较高，景观优美，尤其是在西门瞭望台俯瞰，首尔
夜景会像银河水一样铺展在你眼前。

 1号出口   京畿道广州市中部面南汉山城路784-16
 南汉山城，常年开放；行宫: 4月~10月10:00~18:00，

11月~3月10:00~17:00 (星期一休息)   南汉山城免费；
行宫，2,000韩元

光明十字路口站   光明Speedom
全球最大的穹形自行车赛车场，自行车选手头盔形状的非
对称圆形结构，一年四季举行室内自行车比赛，室外还设
有五人足球场、踏板广场、自行车滚轴体验馆、二轮广场
等多样的休闲活动场所。每周星期日还提供自行车免费修
理服务。

 4号出口   光明市光明路721    二轮广场: 星期五~星期日
11:00~18:00(每个设施各异)   免费

光明十字路口站   光明传统市场
不分昼夜，活力四射的京畿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市场。从
地区农户栽培的蔬菜到来自著名产地的鲜活水产品，这里
山珍海味，一应俱全。这里还有用浓浓的鳀鱼汤做为汤料
的刀切面和绿豆煎饼等美味丰盛的小吃胡同，经济实惠，
颇受人们欢迎。

 10号出口   光明市光明路918号街12-1   10:00~22:00 (各
个上铺各异)

春衣站   百万朵玫瑰园
正如其名，种植着15万株玫瑰花，有百万朵玫瑰盛开的公
园。品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玫瑰，在进入夏季的六月开始
争奇斗艳。沉浸在绚丽夺目的色彩和迷人的香气之中，走
过山坡，就能将百万朵玫瑰尽收眼底。

 7号出口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陶唐洞，山38-3    常年   免费

三山体育馆站   韩国漫画博物馆
这里展示着，自漫画首次登上韩
国舞台的1909年至今，历时一百
余年的韩国漫画发展史。由常设
展、体验展、阅览空间、动漫上
映馆等构成。在漫画图书馆，从
儿童到成人，任何人都可以沉浸在漫画世界之中。

 5号出口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   10:00~18:00  
 5,000韩元

板桥站   板桥生态学习园
位于花郎公园内的自然学习园。可观察树林与湿地，理解
动植物栖息环境。由拥有三个主题的展览馆与温室构成，
以每个星期为单位运营可与家人一同参与的体验教室。

 1, 4号出口   城南市盆唐区大王板桥路645号街21  
 10:00~17:00(每周星期一、元旦、节假日休息)   免费

板桥站   瞭望台图书咖啡厅
瞭望台图书咖啡厅外形如同北欧神化中登场的“雷神之
锤”，位于板桥Clean Tower顶层。你可在2千余册藏书中
随意抽取一本，坐在窗边，尽享板桥科技谷的大厦丛林与
广阔的花郎公园、蔚蓝的天空。

 4号出口   城南市盆唐区板桥路228号街55 (板桥
CleanTower)   09:00~18:00，星期三09:00~20:00 (每周星期日、
元旦、劳动节、节假日休息)   免费

汶山站   临津阁和平公园
建于分裂的象征-临津阁对面
的公园。露天设置了很多祈愿
和平统一的艺术作品。尤其是
有三千余个风车转动的“风之
坡”的景致实为壮观。在瞭望

台上可眺望临津江对面的北韩风貌，“依然想疾驰”的绿色
铁马蒸汽机车也在此展示，可让人感受分裂带来的痛苦。

 1号出口   坡州市汶山邑临津阁路148-53   常年开放   
免费

德沼站   妙寂寺
位于妙寂寺山脚的妙寂寺是建于新罗文武王时期的寺院。
访客可在雅致安静的氛围中倾空自己的心绪，还可以体验
寺院住宿。寺内建有八角七层石塔与自然洞窟内的罗汉
殿、仿造石窟岩本尊佛的石雕施加如来坐像等文物。

 1号出口   南杨州市瓦阜邑Sure路661号街174  
 04:00~20:00

八堂站   南汉江自行车道
自京畿道八堂大桥至忠州市弹琴大桥的自行车道，总长
148.5km。沿着南汉江一路快速骑行，不但周边的风景美
不胜收，还能看到著名餐厅与历史遗迹，看点丰富。尤其
是从八堂大桥到杨坪的27km中阳线废弃铁路区间更是充满
了异国情调。

 1号出口   南杨州市瓦阜邑八堂里

两水站   两水里

位于南汉江与北汉江交汇地点的两水里还是汉江的起始
点。在八堂水库建成之前曾是渡口，是去往纛岛或麻浦渡
口的撑船人最后一个休息区。400年树龄的老榉树和飘在
水上的黄布帆船将会为游客展开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致。

 1号出口   杨坪郡杨西面两水里697   常年   免费

两水站   洗美苑
由湿地改建而成的生态公园-洗
美苑有着“观水洗心，观花美
心”的寓意。走在外形如同洗
衣板的散步道，驻足惬意的庭
园，不知不觉之间心灵会更变
得加通透清澈。夏季，莲花还
会开满莲池。 

 1号出口   杨坪郡杨西面两水路93   每月各异(参照网页)  
 4,000韩元

杨坪站   杨坪水清市场
古时起就有向首尔供应物资的集市开设于此地，尤其是每
月逢3、8日举办的5日集是京畿道内三大集市之一。届时
会有400余个店铺与200余个摊位汇集在此。每周六晚上举
办“杨坪水清夜市”活动，出售各种美食与艺术饰品，还会
安排各种表演。

 1号出口   杨坪郡杨坪邑杨坪集市街15   集日:每月3，
8，13，18，23，28日夜市: 每周星期六 18:00~24:00

龙门站   杨坪轨道自行车
沿着自龙门到元德的黑川，总长
3.2km，时速15~20km的单行道自行
车。游客可欣赏山水相融的优美风
景，乘着凉爽的江风，蹬起脚踏板。
轨道自行车分为双人、四人，可与恋
人或家人一同度过快乐时光。可通过
网页提前预约。 

 1号出口   杨坪郡龙门面龙门路277   09:00~21:00 (每月
各异)   2人自行车25,000韩元，4人自行车32,000韩元

乌耳岛站   乌耳岛
因形状酷似乌鸦而得名的岛屿-乌耳
岛，是一个与陆地相连接的岛屿。
游客可在这里的象征性设施-红色灯
塔拍摄纪念照，给围绕着灯塔周围
飞舞的海鸥递一块食物，在灯塔左
右的堤防小路上散步，在长长的餐饮街品尝新鲜的海鲜。 

 2号出口   始兴市正旺洞   常年开放

月串站   月串码头
背朝盐田故址，面向大海的码头。游客可闻着咸咸的潮滩
味散步，在附近的餐厅品尝生鱼或烤贝类。不论到哪一家
餐厅，都能为你摆出丰盛的一桌美食。在附近的水产市场
还可购买新鲜的海产品。

 1号出口   始兴市月串洞   常年开放

器兴站   白南准艺术中心
可窥视国际著名影像艺术家白南准先生幻想中世界的美术
馆。用大大小小的屏幕设置而成的作品会在大堂迎接游客
们的到来，走在自然相连的作品之中，游客会觉得展览馆
如同一个巨大的艺术作品。 

 5号出口   龙仁市器兴区白南准路10   1月~6月，9月~12
月10:00~18:00，7月~8月10:00~19:00 (每周星期一、元旦、节
假日当日休息)  4,000韩元

渔汀站   韩国美术馆
旨在为了让大众更加容易理解韩国现代美术而设立的美术
馆。分为常设展览馆与策划展览馆，以市民为对象运营文
化艺术培训学院，还举办小型露天音乐会。 

 1号出口   龙仁市器兴区魔北路244-2   冬季10:00~17:00，
夏季10:00~18:00 (每周星期一、节假日当日休息)    3,000韩元

前岱·爱宝乐园站   爱宝乐园
建有惊险陡峭的过山车等多种游乐设施和能够亲眼看到

眼前猛兽的“Lost Valley”的韩国最大规模主题公园，
每个季节都会种植各种美丽的花朵，日暮降临后还

会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举办“月光狂欢节”，届时会
上演更多看点丰富的有趣节目。
  3号出口   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10:00~21:00 (每季各异)  
 日场52,000韩元，夜场43,000韩元

爱宝线

议政府轻轨   议政府郊游路
 郊游街共分为9条路线，是一条能够与议政府的自然、历
史与文化邂逅的道路，此名摘自议政府著名诗人千祥炳的
诗作《归天》。在路经直洞主题公园、圆心寺等的1号路
线“冥想之路”上可脚踩土地，感受绿茵。

 2号出口   议政府市议政府洞   常年开放

议政府中央站   议政府部队汤街

想要吃到正宗的部队汤，就要去议政府。50多年前，来自
美军部队的火腿、香肠、培根与辣椒酱、泡菜结合，让今
天的美味部队汤得以问世。部队汤街上，包括许荣万的漫
画《食客》中登场的“鱼丸餐厅”在内，聚集着众多餐厅。

 2号出口   议政府市议政府洞   每家店铺各异
 部队汤8,000韩元左右(1人份标准)

清平站   小法兰西

以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小王子》为主题的
公园，将具有150年历史的法国古宅整体搬迁设置的传统
住宅展览馆和充满异国情调建筑之间，设置了小说中的人
物模型，看点实为丰富。每天还会上演活动木偶剧。这里
还曾是电视剧《来自行星的你》中浪漫场景的背景。

 2号出口(乘坐加平旅游景点循环班车)   加平郡清平面湖畔
路1063   09:00~18:00 (每季会有夜间开放时间)   8,000韩元

청평역   晨静树木园

繁花似锦，树木茂密，33万㎡的树木园。由韩国风格庭园
以及各种主题的20个庭园构成。每年冬季12月~3月，庭园
处处会用缤纷的灯火装点，举办《五彩星光庭园展》。

 2号出口(乘坐加平旅游循环班车)   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
432   08:30~日落时间   9,000韩元

大成里站   大成里国民旅游胜地
建于北汉江边宽阔草地之上的游园区。以大成里为中心，

建有露营场与度假屋，不但适宜大学生
团体旅行，沿着江边修葺的散步道

与自行车道还是恋人们约会的好
去处。在这里可享受滑水、水上
滑板、橡胶船等水上休闲体育
活动。

 1号出口  
 加平郡清平面大成里392-5

 常年   免费

京春线

议政府轻轨

8号线换乘站  

4号线换乘站  

7号线 新盆唐线换乘站  

盆唐线换乘站  

水原站   水原华城

正祖出于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修建的的水原华城，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还是被誉为朝鲜后期“城墙
建筑之花”的建筑杰作。不但有攻击与防御设施，还为百
姓配备了生活设施，国王出巡时暂住的华城行宫也位于城
内。5月~10月还运营名为“水原华城月光同行”的夜间旅游
节目。

 7号出口   水原市长安区练武洞190   3月~10月
09:00~18:00，11月~2月09:00~17:00   1,000韩元

西东滩站   东滩中央公园
坐落于东滩新都市中央的公园，可沿着平整的散步路或矮
坡连绵不断的林中小路散步。位于“大便游乐场”的大便造
型物颇受孩子们的喜爱，篮球场、足球场、高尔夫球场、
轮滑道、人工攀岩墙等多种体育设施。

 1号出口   华城市东滩公园路2街32   常年开放

松炭站   平泽国际中央市场
美军部队与韩国人夹杂在一起，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市
场。土耳其、泰国、菲律宾等国籍多样的餐厅鳞次栉比，
厚实的面包里装满夹心的“松炭汉堡”尤为出名。在这里能
买到款式独特的服装与军装风格饰物，每周六还设有被命
名为“哈喽夜市”的夜市场，届时成排的排挡很是热闹。 

 5号出口   平泽市中央市场路25号街11-4  
 10:00~22:00(每家商铺各异)

平泽站   农业博物馆
位于平泽农业技术中心内的博物馆，展示着
可了解各种农机具与耕作方法等先祖农耕
生活的资料，再现了农乐队兴高采烈欢
庆场景的立体透视模型与壁画也为展
览增添了情趣。在博物馆外的自然植
物园内还能观察到野生植物和香草、
多肉植物以及亚热带植物等170余种花
草树木。

 1号出口   平泽市梧城面青梧路33-58   免费

富开站   熊津娱乐城
可在城市中心享受水上
乐园、SPA、高尔夫、
滑雪等休闲体育活动的
主题公园，在这个韩国
首家室内滑冰场，可一
年四季享受滑雪或单

板。在水上乐园的七个水上滑梯体验惊险刺激，再去露天
温泉缓解疲劳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2号出口   富川市远美区曹宗里路2   水上乐园、
SPA10:00~21:00   40,000韩元左右

逍遥山站   逍遥山森林浴场
这里由可在合抱粗的大树之间散步的茂密树林、湿地
园、花卉园、草坪广场、雕刻园、迷你动物园等构成。
4月-10月中旬，为了帮助儿童及学生理解森林生态系
统，运营“森林解说教室”。

 1号出口   东豆川市上凤岩洞， 山21号   常年开放，森林
解说教室以团体预约方式运营   免费

望月寺站   望月寺
位于道峰山山腰的望月寺是沿着山路徒步一个多小时便可
到达的一所寺院。新罗639年，为祈愿王室的繁荣建造。
位于最顶峰的灵山殿与岩石上的钟楼如同一幅美丽的风景
画，俯瞰山下的城市中心，起到瞭望台的作用。

 3号出口   议政府市望月路 28号街 211-500   常年开放 
 免费

光明站   光明洞窟
在韩国首都地区唯一能体验洞窟文化的
地方，有位于多个洞窟相遇地点的华
丽的虫洞（Wormhole）广场，可
观察到韩国本土品种鱼类与世界各
地鱼类的“水世界”，蕴含着曾是金
矿的光明洞窟历史的“黄金街”，可以
试饮红酒的“红酒隧道”等。

 7号出口   光明市驾鹤洞 山17-1  09:00~18:00 (星期一休息)  
 4,000韩元

冠岳站   安养艺术公园

坐落于冠岳山茂密树林之中的安养艺术公园是一处“没有天
棚的美术馆”。沿着溪谷，走过拱桥，可走向处处展示着艺
术作品的登山路。登上荷兰建筑集团MVRDV设计的螺旋形
瞭望台，周边与安养市内景观会像全景图一样展现在眼前。

 2号出口   安养市万安区艺术公园路131   常年开放   免费

义王站   铁道博物馆
是展现韩国铁道的历史与未来的博物馆，展示着蒸汽机
车、柴油机车、窄轨列车、鸽子号、统一号等火车实物与
曾实际使用的维修装备。从韩国最初的蒸汽机车到KTX，内
部展厅展示着各时代火车模型。这里还运营“火车驾驶体验
室”，只需要支付100韩元，就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体验
虚拟驾驶的乐趣。

 2号出口   义王市铁道博物馆路142   3月~10月
09:00~18:00，11月~2月09:00~17:00 (每周星期一，1月1日，节假
日休息)   2,000韩元

盆唐线换乘站  

3号线沿地铁路线

乐游京畿道
1号线

© 성남시 공원과

板桥站   板桥博物馆
这里是能够看到旧石器时期的历史痕迹，主要以古坟为主
要展示主题的博物馆，可比较观察韩国三国时期的坟墓样
式。此外，板桥站周边购物中心与时装街也整备一新，选
择此地为旅行路线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在3号出口乘坐公共汽车，乘车时间15分钟   京畿道城南
市盆唐区板桥路191   09:00-18:00   免费

京畿广州站   庆安川湿地生态公园
广州地区为流域的河川-庆安川沿岸，建有莲花食材地区、
鸟类观察台、生态探访路的公园。

 在京畿广州站乘坐出租车，乘车时间27分钟。乘坐公共汽
车，乘车时间1小时   广州市退村面定止里447号一带  

 24小时   免费

昆池岩站   京畿陶瓷博物馆 
位于京畿道广州的陶瓷博
物馆，2001年为收集、
保存、研究和展示分院官
窑与其生产物品而建。京
畿陶瓷博物馆致力于收集
和保存韩国陶瓷文化遗
产，为普通民众轻松接近陶瓷文化举办各种展览会。

 在3号出口乘坐公共汽车，乘车时间15分钟   广州市退村
面定止里447号一带  24小时  免费

利川站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 
利川世界陶瓷中心是位于利川市雪峰公园内的陶瓷展示、
研究中心。是由能够可浏览世界陶瓷艺术发展动向与趋势
的陶瓷专业美术馆，可让艺术家专注于创作活动的创作休
闲公寓和工作间，体验设施等构成的综合文化空间。

 1号出口   利川市京忠大路2677号街 167-29 
 09:30-18:00    3,000韩元

利川站   英宁陵 

是朝鲜第四代王世宗与其妃昭宪皇后的合葬王陵“英陵”与
朝鲜第十七代王孝宗与其妃仁宣皇后合葬王陵“宁陵”的总
称陵号。世宗创造了韩国的文字韩文，孝宗则创下了将仅
限于京畿道地区实行的大同法传播到忠清道与全罗道的宏
伟业绩。

 1号出口   骊州市陵西面番都里885  09:00~18:30(冬季至
17:30)    500韩元

骊州站   神勒寺 
据传，由新罗时期的袁晓大
师创建的千年古刹神勒寺是
韩国内罕见的位于江边的寺
院，与南汉江（骊江）的秀
丽自然景观相辅相承，每年
都有众多游客来访。游客可
通过神勒寺的寺院住宿服
务，体验寺院文化。

 1号出口    骊州市神勒寺
街73 神勒寺   常年无休    
500韩元

京春线 京江线

加平郡路线
 加平客运站-加平站-憋岛-加平轨道自行车-南怡岛-小法兰西- 

清平客运站-清平站-晨静树木园，等，两条路线
 031-582-2421 

华城市路线
 梅花里盐田-宫坪沙丘-华城湖候鸟探鸟、恐龙蛋化石产地-牛

音岛/ 飞凤湿地公园，等，六条路线
 031-366-8921 

安城市路线
 安城博物馆(3.1运动纪念馆)-文化遗址-农村体验-天文科学馆 

(太平舞)-男寺党戏
 031-582-2421 

安山市路线
 探访安山文化艺术、探访大阜海松路、探访海香主题公园、定

制型体验、首尔出发旅游，等，五条路线
 1899-7687 

杨州市路线
 杨州站-九把拨站-恩平区津宽寺-青岩民俗博物馆-午餐-市立

美术馆、权栗将军墓-松岩天文中心-九把拨-杨州站，等，三条路线
 1544-4590 

水原市路线
 水原旅游信息中心-解忧斋-华西门(经由)-华城行宫-长安门

(经由)-华虹门(访华隋柳亭)-演武台(国弓射箭)-华城博物馆-水原
广场信息中心，等，两条路线

 031-256-8300 

南杨州市路线
 陶农站-洪裕陵-茶山遗迹-实学博物馆-南杨州历史博物馆，

等，六条路线
 031-590-4243 

富川市路线
 市厅出发-富川市立宇宙之光图书馆天体投影室-韩屋体验村-

韩国漫画博物馆-富川机器人公园-到达市厅，等，五条路线 
 02-706-4851 

涟川郡路线
 新炭里站-才人瀑布-全谷史前博物馆-香草村-台风瞭望台- 闪

电市场、涟川站供水塔-涟川站
 031-582-2421 

平泽市路线
 三峰郑道传遗迹-民世安在鸿故居-平泽市文化艺术体验场，

等，六条路线
 031-656-0600 

高阳市路线
Aramnuri-西三陵(赛马教育院)-幸州山城-高阳乡校-中南美文化
院-月山大君祠堂-松江村-KINTEX-一山（One Mount）-一山海之
星- Aramnuri，等，四条路线

 031-975-3838 

广州市路线
 献节寺-演武馆-行宫-枕戈亭-崇烈殿-午餐-北门-恋主峰瓮城-

西门-守御将台、清凉堂-南门-万海纪念馆，等六条路线 
 031-760-2723 

城南市路线
 市厅-栗洞生态学戏院-现代市场(便当旅行)-Job World(工艺

展览馆)- 南汉山城，等，各季路线
 070-7813-5000 

光明市路线 
 KTX光明站-光明洞窟-栗日饮食文化街-光明传统市场-铁山站

- 忠贤博物馆，等，六条路线
 1688-3399 

坡州市路线 
 合井站、金村站-Heyri-汶山自由市场 –临津阁和平广场-伴鸥

亭- 出版城市-金村站、合井站，等两条路线
 031-949-8888 

骊州市路线
 骊州站-神勒寺-木芽博物馆-康川蓄水池-金银沙子游园区-黄

鹤山树木园- 明成皇后故居-奥特莱斯-骊州站，等，两条路线
 031-882-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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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