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徒步道路線
• 北漢山環林路 

  16條路線堡壘街 (回龍探訪支援中心↔元道峰入口)
  1號線  回龍站~望月寺站    2.9km   需要1小時30分鐘

• 議政府郊遊路 
大區間7條路線，小區間3條路線

  1號線  望月寺站~绿楊站   議政府輕軌  回龙站~塔石站
 大区间 49.9km，小区间 21.8km (区间总长71.7km)  
 每条路線需要 2小时~5小时

• 富川環城路 
  1號路線，鄉土遺跡林街 (素砂站↔古康先史遺跡)

  1號線  素砂站   9km   需要2小時30分鐘

• 楊平水聲路 
1號路線 (兩水站↔菊秀站)

 京義·中央線  兩水站~菊秀站  13.8km  所需時間, 4小時30分鐘义

2號路線 (菊秀站↔楊平傳統市場)
  京義·中央線  菊秀站~楊平站   16.4km   需要5小時

※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徒步道路的詳細內容
     www.koreatrails.or.kr

單車道路線
• 北漢江單車道

明亮廣場↔新梅大橋
  京義·中央線  雲吉山站~  京春線  江村站    
 70km   需要4小時40分鐘

• 南漢江單車道
八堂大橋↔忠州水壩

  京義·中央線  八堂站~元德站   136km   需要9小時

• 始興綠色道路
河溝生態公園↔物旺水庫

  水仁線  月串站   7.5km   需要40分鐘

• 牧甘川單車道
九老洞↔光明洞

 1號線  九壹站~ 7號線  光明十字路口站  9km  需要35分鐘

• 安養川單車道
鹽倉橋↔安谷橋

  9號線  鹽倉站~  1號線  堂井站   50km   需要3小時20分鐘

• 炭川單車道
清潭橋↔駒城站

  8號線 盆唐線  福井站~ 盆唐線  駒城站   44km   需要3小時

5月
•漣川舊石器節
漣川全谷裏舊石器節，是以“全谷裏的氣息”為主題，在漣川
全谷裏遺跡及全谷邑壹帶舉辦。是通過教育、遊戲、體驗等
節目學習和分享舊石器文化與史前文化的教育娛樂型(Edu-
tainment)慶典活動。

•安山國際街道劇節
代表安山市的文化藝術慶典活動，在安山文化廣場壹帶，可看到由
國內外多種街頭表演團體上演的各種街頭表演節目。屆時不但上演
韓國內正式邀請作品、海外正式邀請作品、自由參加作品、“藝人
之城”等表演節目，還通過為城市注入活力的“偉大城市”節目，讓
遊客在都市中心的日常生活空間裏體驗與另一個世界相遇的幻想。

7月
•富川國際漫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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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平鼈島國際爵士樂節
以2004年，美國、日本、瑞典、挪威等12個國家的30支團隊
參與為開始，每年初秋在加平的鼈島舉辦的國際爵士樂節。
又被稱爲JJ節的這個慶典活動是超過10萬名國內外來賓參與
的音樂節。

9月
•水原華城文化節
在用朝鮮第22代王正祖大王的一片孝心和富國強兵的遠大夢
想建築而成的世界文化遺産水原華城舉辦的水原最具代表性
的傳統文化觀光慶典-水原華城文化節，以活動的高潮正祖
大王陵出行爲始，舉辦惠慶宮洪氏進膳筵等曆史場景再現節
目，此外還在水原川上舉辦愛水原燈節等豐富多彩的表演和
體驗活動。

•始興河溝節
始興河溝節是以京畿道唯壹的內灣型灘塗始興河溝爲中心舉辦
的生態藝術慶典。這一慶典是爲了在始興河溝生態公園這個自
然環境之中，向人們提供自然與人類共同生存的生態平台。每
年秋天，始興都會因爲始興河溝節變成充滿歡笑的幸福城市。

•安城男寺黨巴吾德兒節
安城是朝鮮時期男寺黨的發祥地、大本營，還是韓國大衆文
化的中心地。男寺黨是朝鮮後期遊走于集市與村莊，表演雜
技、舞蹈和歌曲的團體，是由專業表演藝術家組成的韓國最
初的大衆演藝團體。

10月
•利川米文化節
利川米文化節是將生産優質大米的利川市的象征“大米”與農
耕文化的白眉“秋收”升華爲全國範圍觀光慶典的盛大宴會。
兒童和青少年可體驗傳統農耕文化，大人能沉浸在回憶之中
共度美好時光。而且，生産者與消費者可直接見面，屆時可
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利川大米。

•骊州五谷渡口節
骊州五谷渡口節，是將包括大米在內的白薯、花生、水果等
骊州生産的所有農特産品彙聚壹堂的綜合慶典活動，通過再
現骊州古時渡口風景將其升華爲與具有差異化的慶典活動。

11月
•坡州長湍豆節
有趣而美味的慶典！在舉辦慶典的臨津閣及和平廣場上設置
了長湍豆形象的大型五彩球，在大豆體驗村可參與制作小豆
醬餅、炒豆子、煮豆子等多種多樣的體驗活動，還可以品嘗
到豆腐、大豆面包、豆粥等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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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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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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鐵票價
分類 交通 卡單程票
一般(19周歲以上 1,250韓元 1,350韓元
青少年(13~18周歲) 720韓元 1,350韓元
兒童(6~12周歲) 450韓元 450韓元

※10km至50km以內: 每5km，加收100韓元
※50km以上: 每8km，加收100韓元
※	在首都圈內外連續乘坐時，首先計首都地區內票價，之後計首

都圈外（平澤~新昌，加平~春川）區間票價，每4km，加收
100韓元

※65周歲以上敬老優待人員、殘疾人、國家有功人員可免費乘坐
※地下鐵換乘公共汽車，每天限四次以內

如果您將攜帶物品遺留在車廂內，該怎么办？
下車後如果馬上發現遺失事實，應即刻向車站辦公室
咨詢。如果知道列車編號、乘坐區間、坐席編號、下
車時間，會更容易找到遺失物品。如果經過一段時間
後才發現遺失事實，請直接致電搭乘路線上運營遺失
物品中心的车站，或確認登载于地下鐵運營单位網站
上的遺失物品網頁內容。

遺失物品中心運營车站介紹
首爾METRO  1號線  2號線  3號線  4號線  	

 市廳站、忠武路站   www.seoulmetro.co.kr  
 1577-1234

KORAIL  
1號線  3號線  4號線  盆唐線  水仁線  京義·中央線  
京春線   

 	九老站、餅店站、光雲大站、大谷站、安山站、陵谷
站、清涼裏站、竹田站、上鳳站、春川站、松島站  
 www.letskorail.com   1544-7788

都市鐵道公社  5號線  6號線  7號線  8號線

 往十裏站、泰陵入口站   www.smrt.co.kr  
 1577-5678

首爾9號線運營（株）  9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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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盆唐線株式會社  新盆唐線  
 良才站   www.shinbundang.co.kr   031-8018-7777

龍仁輕量地鐵株式會社  愛寶線  
 前岱·愛寶樂園站   www.ever-line.co.kr   031-329-3551

議政府輕電鐵（株）  議政府輕電鐵  	
 塔石站   www.ulrt.co.kr   031-820-1004

空港鐵道（株）  機場鐵道  
 黔岩站   www.arex.or.kr   032-745-7777

地下鐵
乘車
向導



賽馬公園站   Let`s Run 公園
可健康體驗賽馬運動的賽馬場兼公園，您可先去觀察參加
賽馬之前的馬匹狀態，在預想優勝賽馬的“檢閱場”與參賽
馬匹見面，競賽開始後爲賽馬和騎手加油助威。此外這裡
還設有能爲妳帶來幸運的拍照區、家人路線、戀人路線等
多種有趣節目。  

 2, 3號出口   果川市賽馬公園大路107   公園常年開
放 (2015年 7月~2016年 6月施工期間未開放) / 賽馬場:星期五
09:30~18:00，星期六~星期日09:00~18:00   賽馬日2,000韓元，
無賽事日免費

大公園站   首爾樂園
位于首爾大公園內的
主題公園，設有時速
85km急速下降的“速降
(Shot Drop)”、只用一
根纜繩連接的高空飛
跳“Sky-X”等驚險刺激
的遊樂設施。一年中還會舉辦鮮花節、卡通節、水節、萬
聖節等慶典活動。 

 2號出口   果川市光明路181   冬季09:30~18:00，夏季
09:30~20:00  白日券20,000韓元，夜間券18,000韓元

大公園站   國立現代美術館果川館
從繪畫，到建築、造型、雕刻，這裏展示著多種現代美術
作品。中央大堂展示的白南准先生作品“多多益善”與露天
雕刻公園的喬納森•博羅夫斯基（Jonathan Borofsky）作
品“歌唱的人”是美術館的象征。每年9月，還以清溪山爲
背景，舉辦“莫溪美術音樂節”。 

 2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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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星期壹，元旦休息   免費 (部分策劃展收費)

仁德院站   白雲湖水
被群山環繞的白雲湖水，是戀人或家人的最佳出遊場所。
遊客可親自划著槳在湖上盪舟或享受驚險的滑水運動。周
圍還有很多以味美豐盛而有名的餐廳和可欣賞美景的咖啡
廳。 

 2號出口   義王市鶴岘路113-7   整年開放   免費

安山站   安山多文化特區
安山元谷洞是來自各國的移民勞動者聚集的“沒有國境的
村莊”。周末，出來購物的外國人雲集此地，讓這裏變成
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這裏的食品材料與香料都從當地購
進，在這裡您一定會有置身國外的感覺。

 1, 2號出口   安山市檀園區多文化街16   整年開放

牡丹站   牡丹市場

自1962年開始的首都地區最大的五日集，每月逢4、9日設
集，來自全國的商人與訪客讓這裡人山人海，很是熱鬧。
在這裏可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地方特産，還有活畜交易。有
些排檔只需支付酒錢，即可免費提供鐵板燒制的豬內髒。

 7號出口   城南市中院區遁村大路79    009:00~19:00 (商鋪
各異)

二梅站   城南藝術中心
常年為市民舉辦表演活動，開設展覽的文化空間，由具備了
高科技音響設備的歌劇院與音樂廳、合奏劇場、融會大衆性
與藝術性的美術館等設施構成。欣賞過表演或展覽後，還可
在咖啡茶座或年糕咖啡屋享受悠閑時光。

 1號出口   城南市盆唐區城南大路808    09:00~21:00  
 各種活動各異

書岘站   栗洞公園
以栗洞公園爲中心建成
的寬敞公園，湖水中央
設有讓人身心舒暢的巨
大噴泉。公園內還設有
可體騐蹦極刺激的蹦極
跳台。以圖書爲主題的
造型物、散步道、配有
咖啡廳的“圖書主題公園”也設在公園內。

 2號出口   城南市盆唐區文井路145    常年開放

亭子站   亭子洞咖啡街

與歐洲露天咖啡街相似，裝修精美的咖啡店鱗次栉比的街
道，適合在悠閑的周末上午來享受早午茶或者在燈光暗淡
的夜晚坐在露台，喝著咖啡，欣賞夜景。在這裏還可以品
嘗到用鐵鍋熬制紅豆餡的豆沙面包，使用有機農材料的火
爐比薩等多樣的美食。

 5號出口   城南市盆唐區亭子一路 234   10:00~24:00 (商鋪
各異)

梅橋站   炸雞胡同
繼承40年傳統的炸雞店聚集的胡同，這裏依然堅守著將整只
雞放入鐵鍋炸制的傳統方式，炸出來的雞肉外皮酥脆，肉質
嫩香。與豐盛的量相比，價格偏低，長期受水原市民喜愛。

 7號出口   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800號街   11:30~00:50 
(商鋪各異) )  炸雞、老式炸雞14,000韓元、辣味炸雞16,000韓
元

8號線

水仁線

盆唐線

新盆唐線4號線 京義·中央線
大化站   韓國國際會展中心

以亞洲内展覽觀中規模排名
第五為榮耀的韓國最大的國
際會議中心，不但舉辦首爾
汽車展、韓國産業大展、大
韓民國美容博覽會等韓國內
外著名博覽會，還舉辦大型
國際會議與展覽會。

 2號出口   高陽市壹山西區韓流世界路408   每種設施各異  
 每場活動各異

大化站   ONEMOUNT
是由水上樂園、冰雪公園、購物中
心、體育中心構成的空間。水上樂
園還曾是歌手PSY的音樂視頻《紳
士》的拍攝場地，遊客可穿梭于室內
外，享受驚險刺激的遊樂設施和滑梯帶
來的刺激。常年運營的冰雪公園以“北歐聖誕村莊”爲主題
風格建造，可體驗雪橇、滑雪、極光秀等節目。

 2號出口   高陽市壹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冰雪公園、水
上樂園: 平日10:00~19:00, 周末10:00~20:00   20,000~40,000韓
元左右(隨季節各異)

鼎缽山   壹山湖水公園
亞洲最大規模的人工湖水公園，20余萬棵大樹構成茂密樹林，
還設有單車道、兒童遊戲場、音樂噴泉、自然學習園等設施，
周末會有很多高陽市民來訪。走過水杉林蔭道就能到達的萬國
旗飄舞的HANUL廣場，是非常適合欣賞日落風景的場所。

 1, 2號出口   高陽市壹山東區湖水街59路595   整年開放

鼎缽山站   LAFESTA
韓國首家街道型綜合購物中心，由六棟地上五層建築構
成，配有名牌時裝折扣店、飾品店、主題咖啡廳、劇場、
餐廳等。300m步行街以“文化之街”爲主題，經常舉辦各
種街頭表演。

 2號出口   高陽市壹山東區木槿花路32-34  
 10:00~23:00 (部分賣場營業時間可到深夜)

三松站   元堂賽馬教育院
在廣闊的草地上，有一群馬兒成兒悠閑地成排吃著草。在
這裡妳能看到這樣一幅如同電影劇情般的美麗場景。這裏
曾是88首爾奧運會障礙賽馬競技場，後成爲種馬牧場，如
今成爲賽馬教育院，是非常受人們喜愛的出遊場所。

 5號出口   高陽市德陽區西三陵街233-11  夏季09:00~17:00、
冬季09:00~16:30 (每週星期一、星期二、節日休息)   免費

山城站   南漢山城
跨越城南與廣州修建的朝鮮時期城牆，總長達到12km。設
有5條探訪路線，若想沿著城牆路散步，可選1號路線，若
想追逐曆史的痕迹，可選2號路線。山勢較高，景觀優美，

尤其是儅你站在西門瞭望台上，首爾夜景會如同銀河水
一般鋪展開來。

 1號出口   京畿道廣州市中部面南漢山城路 784-16
 南漢山城，常年開放；行宮: 4月~10月10:00~18:00，

11月~3月10:00~17:00 (星期一休息)   南漢山城免費；
行宮，2,000韓元

光明十字路口站   光明Speedom
取單車選手頭盔形狀，非對稱圓形結構的全球最大穹形單
車競賽場，常年舉行室內單車賽，室外還設有五人足球
場、踏板廣場、單車滾軸體驗館、二輪廣場等多樣的休閑
活動場所。每周日還提供免費修車服務。

 4號出口   光明市光明路721    二輪廣場: 星期五~星期日 
11:00~18:00 (每種設施各異)  免費

光明十字路口站   光明傳統市場
不分晝夜，活力四射的京畿道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市場。從
地區農戶栽種的蔬菜到來自著名産地的鮮活水産，山珍海
味，一應俱全。這裏還有用鳀魚濃湯做湯的刀切面和綠豆
煎餅等，銷售各種美食的小吃胡同，經濟實惠，很有人
氣。

 10號出口   光明市光明路 918號街12-1    10:00~22:00 
(商鋪各異)

春衣站   百萬朵玫瑰園
正如其名，15萬株玫瑰花樹上開著百萬朵玫瑰的公園，
品種多樣、五彩缤紛的玫瑰，在進入夏季的六月起爭奇鬥
豔。沈浸在绚烂色彩和迷人香氣中走過山坡，就可將百萬
朵玫瑰盡收眼底。

 7號出口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陶唐洞山38-3    整年開放   免費

三山體育館站   韓國漫畫博物館
這裏展示著自漫畫首次登上韓國
舞台的1909年至今，曆時百余年
的韓國漫畫發展史，由常設展、
體驗展、閱覽空間、動漫上映館
等構成。在漫畫圖書館，從兒童
到成人，任何人都可以盡情享受漫畫的世界。

 5號出口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   10:00~18:00  
 5,000韓元

板橋站   板橋生態學習園
位于花郎公園內的自然學習園，可觀察樹林與濕地，理解
動植物棲息環境。由擁有三個主題的展覽館與溫室構成，
以每個星期爲單位運營與家人共同參與的體驗教室。

 1, 4號出口   城南市盆唐區大王板橋路 645號街21  
 10:00~17:00(每周星期一、元旦、節日休息)   免費

板橋站   瞭望台圖書咖啡廳
外形如同北歐神話中“雷神之錘”的板橋垃圾淨化塔（Clean 
Tower）最頂層設有瞭望台圖書咖啡廳。遊客可在2千余冊
藏書中隨意選出一本來坐在窗邊，板橋科技谷的大廈叢林
與廣闊的花郎公園、蔚藍的天空將會鋪展在你面前。

 4號出口   城南市盆唐區板橋路228號街55 [板橋垃圾淨化塔
（CleanTower）]  09:00~18:00，星期三09:00~20:00 (每周星期
日、元旦、勞動節、節日休息)   免費

汶山站   臨津閣和平公園
建于分裂的象征-臨津閣對面的
公園，露天設置了很多祈願和
平統一的藝術作品。尤其是有
三千余個風車轉動的“風之坡”
景致尤爲壯觀。這裡設有可眺

望臨津江對面北韓風貌的瞭望臺，“依然想要疾馳”的綠色鐵
馬蒸汽機車也在此展示，可感受到國家分裂帶來的痛苦。

 1號出口   坡州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48-53   整年開放  
 免費

德沼站   妙寂寺
位于妙寂寺山腳的妙寂寺是建于新邏文武王時期的寺院。
訪客可在安靜雅致的氛圍中傾空自己的心緒，還可體驗寺
院住宿。八角七層石塔與自然洞窟內建有邏漢殿、仿造石
窟岩本尊佛的石雕施加如來坐像等文物。

 1號出口   南楊州市瓦阜邑霜路661號街174  
 04:00~20:00

八堂站   南漢江單車道
自京畿道八堂大橋至忠州市彈琴大橋，總長148.5km的單
車道。沿著南漢江一路快速騎行，不但可欣賞周邊美麗風
景，還能看到著名餐廳與曆史遺迹，會讓遊客應接不暇。
尤其是從八堂大橋到楊坪的27km中陽線廢棄鐵路區間更是
充滿了異國情調。

 1號出口   南楊州市瓦阜邑八堂裏

兩水站   兩水裏

位于南漢江與北漢江交彙地點的兩水裏，還是漢江的起始點。
在八堂水庫建成之前這裡曾經是個渡口，是去往纛島或麻浦渡
口的船家最後一個休息站。講述著400年歲月的老榉樹和飄在
水上的黃布帆船將會爲遊客展開一幅如詩如畫的景致。

 1號出口   楊坪郡楊西面兩水裏697   整年開放   免費

兩水站   洗美苑
濕地改建成的生態公園洗美
苑，有著“觀水洗心，觀花美
心”的寓意。走在外形如同洗
衣板的散步道，環顧惬意的庭
園，感受不經意之間的心靈滌
蕩。到了夏季，蓮花還會開滿
蓮池。 

 1號出口   楊坪郡楊西面兩水路93   每月各異(參照網頁)   
 4,000韓元

楊坪站   楊坪水清市場
古時起就有為首爾地區供應物資的集市設于此地，尤其是
每月逢3日、8日設集的5日集被列入京畿道內三大集市之
一。屆時會有400余個店鋪與200余個攤位彙集在此地。每
周六晚上還舉辦“楊坪水清夜市”活動，出售各種美食與藝
術飾品，並安排各種表演。

 1號出口   楊坪郡楊坪邑楊坪集市街15   集日:每月3，
8，13，18，23，28日夜市: 每周星期六18:00~24:00

龍門站   楊坪軌道單車
沿著自龍門到元德的黑川運行的單車
路線，總長3.2km，時速15~20km。乘
著涼爽的江風，遊客可以一邊蹬起單
車踏板，一邊欣賞山水相融的優美風
景。軌道單車分爲雙人、四人乘坐，
可與戀人或家人一同度過快樂時光。
可通過網頁提前預約。 

 1號出口   楊坪郡龍門面龍門路277   09:00~21:00 (每月
各異)   雙人乘單車25,000韓元，四人乘單車32,000韓元

烏耳島站   烏耳島
因形狀酷似烏鴉而得名的島嶼-烏耳
島是與陸地相連接的島嶼。遊客可
在這裏的象征設施-紅色燈塔拍攝紀
念照，給圍繞著燈塔飛舞的海鷗餵
食。在燈塔左右的堤防散步，在長
長的餐飲街品嘗新鮮海鮮。 

 2號出口   始興市正旺洞   整年開放

月串站   月串碼頭
背朝鹽田故址，面向大海的碼頭，遊客可聞著鹹鹹的潮灘
味散步，在附近的餐廳品嘗生魚或烤貝類。不論到哪一家
餐廳，都能爲遊客擺出一桌豐盛美食。在附近的水産市場
還可購買新鮮的海産品。

 1號出口   始興市月串洞   整年開放

器興站   白南准藝術中心
可了解國際著名影像藝術家白南准先生幻想中世界的美術
館，用大大小小的屏幕設置而成的作品會在大堂迎接遊客
們的到來，走在銜接自然的作品之中，遊客會覺得展覽館
如同一個巨大的藝術作品。 

 5號出口   龍仁市器興區白南准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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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日當日休息)   4,000韓元

漁汀站   韓國美術館
爲了讓大衆更加容易接近韓國現代美術而設立的美術館，
分爲常設展覽館與策劃展覽館，以市民爲對象運營文化藝
術培訓學院，還會在戶外舉辦小型音樂會。 

 1號出口   龍仁市器興區魔北路244-2   冬季10:00~17:00，
夏季10:00~18:00 (每周星期一、節日當日休息)   3,000韓元

前岱•愛寶樂園站   愛寶樂園
韓國最大規模主題公園，建有驚險過山車等多種遊樂設

施和能夠親眼看到猛獸的“迷失山谷（Lost Valley）”
觀獸路線。每季都會種植各種美麗的花朵，日暮降

臨後還會在歡快的音樂聲中舉辦“月光狂歡節”，
看點更加豐富，快樂無窮。
  3號出口   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10:00~21:00 (每季各異)  
 日场52,000韓元，夜场43,000韓元

愛寶線

議政府市廳站   議政府郊遊路
共由9條路線組成的郊遊路，是能夠與議政府的自然、曆
史與文化邂逅的道路，路名摘自生于議政府的著名詩人千
祥炳的詩作《歸天》。在路經直洞主題公園、圓心寺等的
1號路線“冥想之路”上可腳踩土地，盡情感受綠茵。

 2號出口   議政府市議政府洞   常年開放

議政府中央站   議政府部隊湯街

若想吃到正宗的部隊湯，就要去議政府。50多年前，從美軍
部隊流出外部的火腿、香腸、培根和辣椒醬、泡菜相結合，
誕生出今天的美味部隊湯。部隊湯街上聚集著衆多餐廳，許
榮萬的漫畫《食客》中登場的“魚丸餐廳”也在其列。

 2號出口   議政府市議政府洞   店鋪各異
 部隊湯 8,000韓元左右 (1人份標准)

清平站   小法蘭西

以聖埃克蘇佩裏的小說《小王子》爲主題修
建的公園。將150年曆史的法國古宅整體遷移至此的傳統住
宅展覽館，設置在異國情調建築之間的小說人物模型，多
種豐富看點會讓人流連忘返，每天還上演活動木偶劇。這
裏還曾是電視劇《來自行星的妳》中浪漫場景的背景地。

 2號出口(乘坐加平旅遊景點循環班車)   加平郡清平面湖畔
路1063   09:00~18:00 (每季會有夜間開放時間)   8,000韓元

清平站   晨靜樹木園

由絢麗的花朵與茂密的樹木覆蓋著33萬㎡大地的樹木園，
設有韓國風格庭園以及各種主題的20個庭園。每年冬季12
月~3月，庭園處處還會用夢幻般絢爛多彩的燈光裝點，舉
辦《五彩星光庭園展》。

 2號出口(乘坐加平旅遊循環班車)   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
432   08:30~日落時間   9,000韓元

大成裏站   大成裏國民旅遊勝地
建于北漢江邊寬闊草地的遊園區，以

大成裏爲中心，建有露營場與度假
屋，不但適宜大學生團體旅行，

沿著江邊修建的散步道與單車
道還是戀人們約會的好去處。
在這裏还可享受滑水、水上滑
板、香蕉船等水上休閑活動。
 1號出口   加平郡清平面大成裏

392-5   整年開放   免費

京春线

議政府輕軌铁道

8號線換乘站  

4號線換乘站  

7號線 新盆唐線換乘站  

盆唐綫換乘站  

水原站   水原華城

出於正祖大王對父親的一片孝心修葺而成的水原華城，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産，同時還是被譽爲朝鮮
後期“城牆建築之花”的建築傑作。不但配有攻擊與防禦設
施，還爲百姓配備了生活設施和國王出巡時暫時居住的華
城行宮。5月~10月還運營命名為“水原華城月光同行”的夜
間旅遊節目。

 7號出口   水原市長安區練武洞190   3月~10月
09:00~18:00，11月~2月09:00~17:00   1,000韓元

西東灘站   東灘中央公園
建于東灘新都市中心的公園，可順著平整的散步道或者在
矮坡連綿不斷的林中小路散步。位于“大便遊樂場”的大便
造型物在孩子們之中頗有人氣。還建有籃球場、足球場、
高爾夫球場、輪滑道、人工攀岩牆等多種體育設施。

 1號出口   華城市東灘公園路2街32   整年開放

松炭站   平澤國際中央市場
美軍與韓國人夾在一起，是個充滿異國風情的市場。土耳
其、泰國、菲律賓等國籍多樣的餐廳鱗次栉比，尤其是，
厚實的面包裏裝滿夾心的“松炭漢堡”是這裡的出名小吃。
在市場裏還能買到款式獨特的服飾與軍裝風格飾物，每個
星期六還會擺開被命名爲“哈喽夜市”的夜市場，各種排檔
搭接成排。 

 5號出口   平澤市中央市場路25號街11-4  
 10:00~22:00(商鋪各異)

平澤站   農業博物館
位于平澤農業技術中心內的博物館，展
示著可了解各種農機具與耕作方法等先
祖農耕生活的生動資料。再現了農樂隊
興高采烈歡慶場景的立體透視模型與壁
畫頗爲有趣。博物館外的自然植物園內還
能觀察到本土野生植物和香草、多肉植物及
亞熱帶植物等170余種花與樹木。

 1號出口   平澤市梧城面青梧路 33-58   免費

富開站   熊津娱乐城
可在都市中心享受水上
樂園、SPA、高爾夫、
滑雪等休閑活動的主題
公園，在這個韓國第一
個室內滑冰場，可不受
季節的影響享受滑雪或

單板。在玩過讓你驚險刺激的七個水上滑梯之後，再去露
天溫泉緩解疲勞也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2號出口   富川市遠美區曹宗裏路 2   水上樂園、
SPA10:00~21:00   40,000韓元左右

逍遙山站   逍遙山森林浴場
這裡由合抱粗的大樹之間悠閒散步的茂密樹林、濕地
園、花卉園、草坪廣場、雕刻園、迷妳動物園等構成。
4月-10月中旬，針對兒童與學生運營“森林解說教室”，
以幫助孩子們理解森林生態系統。

 1號出口   東豆川市上鳳岩洞山21號   整年開放，森林解
說教室遵循團體預約制運營   免費

望月寺站   望月寺
位于道峰山半山腰的望月寺，是一座可沿著山路徒步上行
壹個多小時便可到達的寺院。新羅639年，爲祈願王室的
繁榮建造。位于最高位置的靈山殿與岩石上的鈡閣描繪出
如畫風景，俯瞰山下的城市中心，起著瞭望台的作用。

 3號出口   議政府市望月路 28號街 211-500   整年開放   免費

光明站   光明洞窟
在韓國首都地區可體驗洞窟文化的場
所。這裡有位于多個洞窟相遇地點上
的蟲洞（Wormhole）廣場，可觀
察到韓國本土品種魚類與世界各地
魚類的“水世界”，蘊含著曾經能開
採金子的光明洞窟曆史的“黃金街”，
可以試飲紅酒的“紅酒隧道”等。

 7號出口   光明市駕鶴洞山17-1  09:00~18:00 (星期一休息)  
 4,000韓元

冠嶽站   安養藝術公園

建在冠嶽山茂密樹林之中的安養藝術公園是一個“沒有屋頂的
美術館”。順著溪谷，走過拱橋，可走向四處展示著藝術作品
的登山小徑。登上由荷蘭建築集團MVRDV設計的螺旋形瞭望
台，周邊景觀與安養市內景致會像全景圖般在眼前展開。

 2號出口   安養市萬安區藝術公園路131   整年開放   免費

義王站   鐵道博物館
可看到韓國鐵道的曆史與未來的博物館，展示的蒸汽機
車、柴油機車、窄軌列車、鴿子號、統壹號等，均為火車
實物，還展示著曾實際使用過的維修裝備。内部展廳展示
著從韓國最初的蒸汽機車到KTX等各個時代的火車模型。只
需要支付100韓元，還能在這裏的“火車駕駛體驗室”，成爲
一名火車司機，體驗虛擬駕駛火車的快樂。

 2號出口   義王市鐵道博物館路142   3月~10月
09:00~18:00，11月~2月09:00~17:00 (每周星期一，元旦，節日休
息)   2,000韓元

盆唐綫換乘站  

3號線沿著地下铁路线

去京畿道旅行
1號線

板橋站   板橋博物館
在這裏是可看到舊石器時期的曆史痕迹，主要以古墳爲展
示主題的博物館，可比較韓國三國時期的墳墓樣式。此外，
板橋站周邊購物中心與時裝街也整備一新，是一條再好不
過的旅行路線。

 在3號出口乘坐公共汽車，乘車時間15分鍾   京畿道城南
市盆唐區板橋路191   09:00-18:00   免費

京畿廣州站   慶安川濕地生態公園
流淌在廣州地區的河川-慶安川沿岸，建有蓮花食材地區、鳥
類觀察台、生態探訪路的公園。

 在京畿廣州站乘坐出租車，乘車時間27分鍾。乘坐公共汽
車，乘車時間1小時   廣州市退村面定止裏447號一帶  

 24小時   免費

昆池岩站   京畿陶瓷博物館 
位于京畿道廣州的陶瓷博
物館，爲收集、保存、研究
和展示分院官窯與其生産
物品，于2001年修建。京
畿陶瓷博物館致力于收集
和保存韓國陶瓷文化遺
産，爲普通民衆輕松接近陶瓷文化舉辦各種展覽會。

 在3號出口乘坐公共汽車，乘車時間15分鍾   廣州市退村
面定止裏447號一帶   24小時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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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內的陶瓷展示、研
究中心，是由能夠浏覽世界陶瓷藝術發展動向與趨勢的陶瓷
專業美術館，作爲一個綜合文化空間，這裡由能讓藝術家專
注于創作活動的創作休閑公寓和工作間，體驗設施等構成。

 1號出口   利川市京忠大路2677號街167-29  09:30-18:00   
 3,000韓元

利川站   英甯陵 

是將朝鮮第四代王世宗與其妃昭憲皇後的合葬王陵“英陵”
與朝鮮第十七代王孝宗與其妃仁宣皇後合葬王陵“甯陵”合
二爲一的陵號。世宗創造了韓國的文字韓文，孝宗則創下了
將僅限于京畿道地區實行的大同法傳播到忠清道與全羅道
的宏偉業績。

 1號出口   骊州市陵西面番都裏885  09:00~18:30(冬季至
17:30)    500韓元

骊州站   神勒寺 
據傳由新羅時期的袁曉大
師創建的千年古刹神勒寺，
是韓國罕見的位于江邊的
寺院。與南漢江（骊江）的秀
麗景觀融为一体，每年都有
衆多遊客來訪。神勒寺还设
有寺院住宿服務，游客可在
此体验體驗寺院文化。

 1號出口    骊州市神勒
寺街73 神勒寺   常年无休   

 500韓元

京春線 京江线

加平郡路線
 加平客運站-加平站-憋島-加平軌道單車-南怡島-小法蘭西- 

清平客運站-清平站-晨靜樹木園，等，兩條路線
 031-582-2421 

華城市路線
 梅花裏鹽田-宮坪沙丘-華城湖候鳥探鳥、恐龍蛋化石産地-牛

音島/ 飛鳳濕地公園，等，六條路線
 031-366-8921 

安城市路線
 安城博物館(3.1運動紀念館)-文化遺址-農村體驗-天文科學館 

(太平舞)-男寺黨戲
 031-582-2421 

安山市路線
 安山文化藝術探訪、大阜海松路探訪、海香主題公園探訪、定

制型體驗、首爾出發旅遊，等，五條路線
 1899-7687 

楊州市路線
 楊州站-九把撥站-恩平區津寬寺-青岩民俗博物館-午餐-市立

美術館、權栗將軍墓-松岩天文中心-九把撥-楊州站，等，三條路線
 1544-4590 

水原市路線
 水原旅遊信息中心-解憂齋-華西門(經由)-華城行宮-長安門

(經由)-華虹門(訪華隋柳亭)-演武台(國弓射箭)-華城博物館-水原
廣場信息中心，等，兩條路線

 031-256-8300 

南楊州市路線
 陶農站-洪裕陵-茶山遺迹-實學博物館-南楊州曆史博物館等，

六條路線
 031-590-4243 

富川市路線
 市廳出發-富川市立宇宙之光圖書館天體投影室-韓屋體驗村-

韓國漫畫博物館-富川機器人公園-到達市廳等，五條路線 
 02-706-4851 

漣川郡路線
 新炭裏站-才人瀑布-全谷史前博物館-香草村-台風瞭望台- 閃

電市場、漣川站供水塔-漣川站
 031-582-2421 

平澤市路線
 三峰鄭道傳遺迹-民世安在鴻故居-平澤市文化藝術體驗場，

等，六條路線
 031-656-0600 

高陽市路線
AramNuri藝術中心-西三陵(賽馬教育院)-幸州山城-高陽鄉校-中
南美文化院-月山大君祠堂-松江村-韓國國際會展中心（KINTEX）
- 一山（ONEMOUNT） - 一山海之星（Aqua Planet）- Aramnuri藝
術中心，等，四條路線    031-975-3838 

廣州市路線
 獻節寺-演武館-行宮-枕戈亭-崇烈殿-午餐-北門-戀主峰甕城-

西門-守禦將台、清涼堂-南門-萬海紀念館，等六條路線 
 031-760-2723 

城南市路線
 市廳-栗洞生態學戲院-現代市場(便當旅行)-Job World職業

王國(工藝展覽館)- 南漢山城，等，各季路線
 070-7813-5000 

光明市路線 
 KTX光明站-光明洞窟-栗日飲食文化街-光明傳統市場-鐵山站

- 忠賢博物館，等，六條路線
 1688-3399 

坡州市路線 
 合井站、金村站-嗨裏-汶山自由市場–臨津閣和平廣場-伴鷗亭

- 出版城市-金村站、合井站，等兩條路線
 031-949-8888 

骊州市路線
 骊州站-神勒寺-木芽博物館-康川蓄水池-金銀沙子遊園區-黃

鶴山樹木園- 明成皇後故居-奧特萊斯-骊州站，等，兩條路線
 031-882-2345

City
    Bus

     城市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