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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 京畿道旅遊門戶官網 : www.ggtour.or.kr
[粉絲專頁] facebook.com/ggtourtw
[其他相關網站] 新浪微博 :  weibo.com/Gyeonggitour
                              facebook : [英文] www.fb.com/ggtour.en
                                                    [Thai] www.fb.com/GyeonggiDoKorea

[電子版優惠券下載]
[英文] en.ggtour.or.kr/coupon-books  > Coupon book Download (優惠券手冊下載)
[中文] cn.ggtour.or.kr/coupon-books > 優惠券下載

韓國旅遊咨詢熱線: 1330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提供旅遊信息。用手機撥打1330。
京畿道客服中心: 031-120
週一至週五 09：00-18：00。提供英語、日語、漢語、泰國語和越南語服務。
免費翻譯服務BBB: 1588-5644
一年365天隨時提供19種語言服務

京畿道! 離首爾大約一小時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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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

京畿道北部地區、東部地區、南部地區

1. 水原華城 수원화성
2. 工房街 공방거리
3. 長今工房 장금이공방
4. 八達門市場 팔달문시장
5. 水原賓館 수원게스트하우스
6. 水原觀光巴士 수원시티투어
7. 愛寶樂園 에버랜드
8. 韓國民俗村한국민속촌
9.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용인대장금파크
10. 甜蜜咖啡 dal.komm COFFEE
11. 光明洞窟 광명동굴
12. 熊津娛樂城 웅진플레이도시
13. 韓國漫畫博物館 한국만화박물관
14. 和平世界公園평화누리
15. 臨津閣 임진각
16. 第三地道 제3땅굴
17. DMZ(非軍事區)旅遊巴士
    DMZ투어버스
18. 京畿英語村坡州校區
    경기영어마을 파주캠프
19. 坡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신세계사이먼 파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20. ONEMOUNT 원마운트
21. 韓華Aqua Planet一山 한화아쿠아플라넷일산

22. 高陽湖水公園 고양 호수공원
23. 高陽新韓流宣傳館 고양신한류홍보관
24. 洗美苑 세미원
25.   特麗愛3D美術館楊平 청춘뮤지엄
26. 香草島樂園 허브아일랜드
27. 香草島樂園接駁車 
    허브아일랜드 셔틀버스
28. 小法國村 쁘띠프랑스
29. 晨靜樹木園 아침고요수목원
30. 南怡屋 남이옥
31. 瑞士主題公園에델바이스 테마파크
32. 加平觀光巴士 가평 시티투어
33. 楊平鐵道自行車 양평 레일바이크
34. 楊平採草莓體驗 양평 딸기체험
35. 京畿英語村楊平校區 
         경기영어마을 양평캠프
36. 楊平 THE GREEM 양평 더 그림
37. 驪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신세계사이먼 여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38. 金浦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현대 프리미엄 아울렛 김포점
39. 首爾樂園 서울랜드
40. HERO 塗鴉秀 페인터즈 히어로

      

首爾

江原道

釜山

全州
慶州

仁川國際機場

春川

1年365天、
天天玩不完的主題城市
前往京畿道43種特别之旅！

● 距首爾僅需1小時車程
● 全球第四大主題樂園[愛寶樂園]與其他主要主題樂園
● 同享戶外散心與購物樂趣的牌折扣購物中心
● 引領韓流熱潮的電影、韓劇拍攝景點
● 傳統與現代和諧共存的知名景點

全國地圖

濟州島

京畿道

● 首爾-水原44公里(55分鐘)

● 首爾-龍仁40公里(64分鐘)

● 首爾-坡州28公里(63分鐘)

● 仁川國際機場 → 水原市70公里(80分鐘)

●  金浦國際機場 → 水原市50公里(100分鐘)

※ 水原市為京畿道道廳所在地

● 首爾-高陽20公里(37分鐘)

● 首爾-加平55公里(90分鐘)

● 首爾-楊平45公里(72分鐘)



20% off

水原觀光巴士 수원시티투어
旅遊優惠券：優惠20%

成人：11,000韓元→8,800韓元

學生與軍人：8,000韓元→6,400韓元

只適用於成人/只適用於學生與軍人

京畿道水原市勸善區下塔路56-1 경기도 수원시 권선구 하탑로 56-1

 82-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10% off

33~38% off

愛寶樂園 에버랜드
愛寶樂園、加勒比海灣優惠10%

愛寶樂園白天票

成人:54,000韓元→49,000韓元

兒童:43,000韓元→39,000韓元

加勒比海灣

成人:42,000-74,000韓元→38,000-67,000韓元

兒童:33,000-58,000韓元(隨季節變動)→30,000-53,000韓元

韓國民俗村 한국민속촌

門票優惠38%，通票優惠33%

門票：18,000韓元→11,000韓元

通票：27,000韓元→18,000韓元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용인 대장금 파크

門票優惠2,000韓元

成人：7,000韓元→5,000韓元

在售票處購票後入場

中央高速(DMZ旅游巴士)중앙고속 DMZ 투어

板門店、第三地道旅遊費用優惠15%

成人：130,000韓元/兒童：130,000韓元(11歲以上)→110,000韓元

※ 遊覽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五(僅限平日)

※ 需要四天前預約

※ 當天必須攜帶優惠券 

2,000 off

15% off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경기도 용인시 처인구 포곡읍 에버랜드로 199

 82-31-320-5000   www.everland.com/sc

2,000 off

長今工房 장금이공방
韓服租賃1小時優惠2,000韓元及免費租賃飾品

1時間 12,000韓元→10,000韓元

2時間 22,000韓元→20,000韓元

3時間 34,000韓元→ 30,000韓元

付款時請出示優惠券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城行路 19 경기도 수원시 팔달구 행궁로 19

 82-31-255-3175   jangem.kr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

경기도 용인시 기흥구 민속촌로 90
 82-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湧泉電 778-1(視劇路25)

경기도 용인시 처인구 백암면 용천리778-1 (드라마길 25 )
 82-31-337-3241   djgpark.imbc.com

韓國首爾中區乙支路16，總統酒店7樓
 82-2-2266-3350   www.jsatour.com 

Email : info@joongangtour.com  
Social Media : www.facebook.com/jsajoongangtour

      

《京畿道優惠券手冊》詳細介紹乘坐地鐵與公共交通便捷地
遊覽京畿道各景點的方法。您可以使用京畿道各景點的優惠
券，來一場物美價廉的旅遊行程。

確認區域&旅遊景點

請在第3頁查看想要旅遊的景點在哪個區域。區域分為北部、東部與南部等三部分。

確認到達地點

在頁面上端查看乘坐地鐵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出發地點分為弘大、明洞、江南等。

確認到達景點的交通路線。

地鐵路線

1 1號線 2 2號線 3 3號線 4 4號線

7 7號線 8 8號線 J 中央線 G 京義線

B 盆唐線

AP 機場鐵路

SB 新盆唐線 GC 京春線 E 愛寶樂園線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甜蜜咖啡 dal.komm COFFEE 달콤커피
購買一個蜂蜜甜甜圈時，熱美式咖啡優惠1,000韓元(標準杯) 

光明洞窟광명동굴
門票優惠50%以上

成人：6,000韓元→3,000韓元

青少年：3,500韓元→1,800韓元

兒童：2,000韓元→1,000韓元

1,000 off

50% off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亭子洞 135

경기도 성남시 분당구 정자일로 135 (정자동, 정자동3차 푸르지오 시티)

 82-31-712-1581    www.dalkomm.com

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號街142 경기도 광명시 가학로 85번길 142
 82-2-1688-3399    cavern.gm.go.kr

京畿英語村坡州校區 경기영어마을 파주캠프
體驗券及門票優惠30%

體驗券：10,000韓元→7,000韓元

門票：3,000韓元→2,100韓元

必須經過售票處或旅遊資訊中心

熊津娛樂城웅진플레이 도시
水上樂園/雪世界園門票優惠40%

(根據季節可能有所變動)

韓國漫畫博物館 한국만화박물관
博物館門票優惠20%

5,000韓元→4,000韓元

一張優惠券可供四人使用

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體驗教育費與觀影費另計)

40% off

20% off

30% off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Jomaru-ro2 경기도 부천시 원미구 조마루로 2
 82-32-310-8021  www.playdoci.com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 경기도 부천시 원미구 길주로 1
 82-32-310-3090~1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冰室路40 경기도 파주시 탄현면 얼음실로 40
 82-31-956-2000   www.english-village.or.kr

長今工房
水原站10號出口

乘坐35路、36路、39路公車到華城行宮站下車

（約23分鐘/1,250韓元,計程車 約3,0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付款時請出示優惠券

水原觀光巴士
可以在位於水原站4號出口的水原旅遊資訊中心進

行預約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只適用於成人/只適用於學生與軍人

愛寶樂園
愛寶樂園站

首爾 ▶ 愛寶樂園一般旅遊巴士

公車線路5002：距江南站10號出口200公尺

公車線路5700：蠶室公車站(蠶室站6號出口)

首爾▶愛寶樂園接駁車

▶弘益大學站4號出口 09：05 ▶ 市廳站5號出口City 09：40 

▶明洞站2號出口 09：30 ▶ 東大門站11號出口 09：50 ▶ 江南站6號出口 09：30

預約電話：82-32-322-7001 | 往返票：12,000韓元 | 愛寶樂園出發: 18:30/21:30

有效期 : 2017.4.1-2018.3.31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韓國民俗村
水原站 ▶ 韓國民俗村免費接駁車

從水原站4號出口出發10：30/12：30/14：30

韓國民俗村至水原站14：00/15：30/16：30

上葛站 ▶ 韓國民俗村免費接駁車

上葛站2號出口出發10：40/11：10/12：10/13：40/

15：10/16：10/16：40(16：40班次冬季不運營)

韓國民俗村至上葛站10：30/11：00/12：00/13：30/

15：00/16：0016：30/17：30(17：30班次冬季不運營)

有效期 : 2017.5.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水原站6號出口

乘坐10路公車，在白岩公車站下車

換乘105路公車(120分鐘/1,95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中央高速(DMZ旅游巴士)
DMZ旅遊出發(出發地：首爾)

DMZ旅遊距地鐵2號線乙支路1街站8號出口5分鐘路

程，旅遊辦公室位於總統酒店7樓的中間辦公室。

旅遊日程可隨DMZ內部的情況與訓練而有所變動。

(有可能會被取消或是縮短行程)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需提前預約

請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VIP Coupon Book

驪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신세계사이먼 여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提供VIP優惠券手冊

持有本手冊的顧客可在旅遊資訊中心領取VIP優惠券

京畿道驪州郡驪州邑名品路360 경기도 여주시 명품로 360
 82-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



坡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파주 신세계 사이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提供VIP優惠券手冊

持有本手冊的顧客可在咨詢中心領取VIP優惠券

香草島樂園 허브아일랜드

門票優惠33%

成人:6,000韓元→4,000韓元

兒童:4,000韓元→3,000韓元

香草博物館門票免費

ONEMOUNT 원마운트 
ONEMOUNT雪世界園、水上樂園優惠50%

韓國國內遊客在基本票價上優惠50%

(根據季節可能有所變動)

韓華Aqua Planet一山 한화 아쿠아플라넷 일산 
門票優惠30%

成人:29,000韓元

青少年:26,000韓元

兒童:24,000韓元 

本優惠券僅限外國遊客使用

33% off

50% off

30% off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必勝路200 경기도 파주시 탄현면 필승로 200
 82-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

VIP Coupon Book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경기도 고양시 일산서구 한류월드로 300
 82-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282 경기도 고양시 일산서구 한류월드로 282

 82-31-960-8500   www.aquaplanet.co.kr/ilsan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號街35 경기도 포천시 신북면 청신로 947번길 35

 82-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香草島樂園接駁車 
허브아일랜드셔틀버스

往返接駁車費用50%(門票優惠)

成人:13,500韓元→6,250韓元

兒童:10,400韓元→5,200韓元

※兒童：滿48個月以上~截止到小學生

（但，未滿48個月可免費搭乘）

50% off
  82-10-6240-8193   Email : dooretourkorea@gmail.com

甜蜜咖啡dal.komm COFFEE
亭子站3號出口

步行: 直行到Time Bridge寫字樓（約268公尺）→

在Time Bridge寫字樓前向右轉→直行到KB國民銀

行盆唐亭子店前的斑馬線（約154公尺）→過馬路

到亭子1棟居民中心方向→再走約130公尺即可到

達甜蜜咖啡盆唐亭子店。

計程車: 在新盆唐線亭子站3號出口乘坐計程車

即可（3,000韓元/約需2分鐘)

有效期 : 2017.4.1-2018.12.31

該優惠券僅限在甜蜜咖啡(dal.komm 

Coffee)盆堂亭子店使用，一人一張。

不可換成其它飲品及升杯

換成冰美式咖啡加收500韓元

光明洞窟
石水站 2號出口(計程車: 约25~30分/ 9,000韓元) 

舍堂站4號出口 

8507號->KTX 光明站下車->公交車站1號->17號公 ->光明洞窟(终点)下車(40分鐘,3,750韓元)

鐵山站 2號出口 

17號公交 ->光明洞窟(終點)下車(约60分, 1,35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3.31

京畿英語村坡州校區
在合井站(距弘益大學站一站地)1號出口

乘坐2200路公車，到京畿英語村坡州校區下車。

(52分鐘/2,7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必須經過售票處或旅遊資訊中心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熊津娛樂城
地鐵

7號線 三山體育館站 1號出口 走路10分鐘

1號線 富開站 2號出口 走路15分鐘or計程車基本收費（約3,000韓元）

1200路

弘大入口站 → 富開[三山體育館] 約 1個小時 

首爾站 →富開[三山體育館] 約 1個半小時 

有效期 : 2017.3.1-2018.2.28

請到團體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韓國漫畫博物館
(仁川)三山體育館站5號出口

步行：3分鐘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到團體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驪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3號線長途客運站

驪州客運站：70分鐘/5,700韓元

驪州市外汽車客運站912,912-1路公車

(30分鐘/1,250韓元)

計程車：18分鐘/11,0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小法國村 쁘띠프랑스
門票優惠2,000韓元(優惠僅限成人)

8,000韓元→6,000韓元

25% off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高城里616-2 경기도 가평군 청평면 고성리 616-2
 82-31-584-8200    www.pfcamp.com

→ 20,300韓元



晨靜樹木園 아침고요수목원
門票優惠22%

9,000韓元→7,000韓元

楊平鐵道自行車 양평 레일바이크
使用費優惠20%

4人標準:32,000韓元→25,600韓元

2人標準:25,000韓元→20,000韓元

瑞士主題公園 에델바이스 테마파크
門票優惠30%,BaristaatCafé咖啡廳的飲料優惠20%

成人門票：10,000韓元→7,000韓元

青少年門票：6,000韓元→4,200韓元

兒童門票：5,000韓元→3,500韓元

請在售票處、咖啡廳出示優惠券

南怡屋 남이옥
餐飲優惠10%

消費金額超過20,000韓元→優惠10%

請在點菜前出示優惠券

20% off

20~30%off

10% off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 경기도 가평군 상면 수목원로 432
 82-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22% off

京畿道加平郡雪嶽面Darakjae路226-57 경기도 가평군 설악면 다락재로 226-57
 82-31-581-9400  www.swissthemepark.com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文化路264 경기도 가평군 가평읍 문화로 264
 82-31-581-1686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路277 경기도 양평군 용문면 용문로 277
 82-31-775-9911    www.yprailbike.com

京畿英語村楊平校區 경기영어마을 양평캠프
成人/兒童→2,000韓元

請到入口處的售票處辦理後入場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延壽路209 경기도 양평군 용문면 연수로 209
 82-31-770-1300    www.yea.or.kr

香草島樂園
1號線逍遙山站(首爾站出發)

92分鐘/2,050韓元

乘坐57路公車或57-1路公車，在三井1里下車

(56分鐘/1,35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坡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合井站(距弘益大學站一站地)1號出口

乘坐2200號公車在坡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後門站下車。（52分鐘/2,7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ONEMOUNT
注葉站2號出口

步行：16分鐘/計程車：約3,000韓元

公交車080號- 下車 ONEMOUNT(원마운트)

(15分鐘, 約1,100韓元)發車間隔: 7分鍾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韓華Aqua Planet一山
步行：注葉站2,3號出口(15分鐘)

計程車：注葉站4號出口(約3,200韓元)

利用小公汽時:車站-注葉站(中)080號公交車 

             -> 韓華Aqua Planet一山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到團體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香草島樂園接駁車
營運時間 (週六、周日/假日行車)

1. 1號線市廳站9號出(09:30, 15:00)

2. 21號線綜合運動場站2號出(10:00, 15:40)

1)EMAIL:dooretourkorea@gmail.com(請使用英文)

2)TEL:+82-10-6240-8193(請使用英文)

3)Kakao Talk Messenger ID: canada9722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需通過郵件方式提前預約

(dooretourkorea@gmail.com)
※ 請使用英文 

THE GREEM 양평 더그림

包括飲料在內的門票優惠20%

成人:7,000韓元→5,600韓元

兒童:5,000韓元→4,000韓元

購買門票後您可以用門票兌換免費的飲料

(可以從15種飲料中選擇)

京畿道楊平郡玉泉面舍那寺路175 경기도 양평군 옥천면 사나사길 175 

 82-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20% off

小法國村
加平站1號出口

遊客乘坐加平觀光巴士，可以享受到更為便捷的旅行。

加平觀光巴士請參考29頁。

計程車：約24分鐘/19,3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必須經過售票處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

LOGO 紀念碑



首爾樂園 서울랜드

一天通票優惠30%

成人:40,000韓元→28,000韓元

請在售票處出示優惠券

HERO 塗鴉秀 페인터즈 히어로

門票20%優惠

VIP 60,000韓元 → 48,000韓元

S    50,000韓元 → 40,000韓元

A    40,000韓元 → 32,000韓元

機場鐵路直達列車 인천공항철도 티켓

成人:8,000韓元/兒童:6,900韓元→6,900韓元

直達列車車票押金500韓元

(兒童費用沒有變動)

金浦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현대 프리미엄 아울렛 김포점

提供VIP優惠券手冊

持有本手冊的顧客可在咨詢中心領取VIP優惠券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陸路152號街100

경기도 김포시 고촌읍 아라육로152번길 100 

Instagram : hyundai_premium_outlets
 82-31-812-2233   www.ehyundai.com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경기도 과천시 광명로 181
 82-2-509-6000   www.seoulland.co.kr

首爾特別市鐘路區敦化門路13首爾劇場5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돈화문로 13 서울극장5층
 (SEOUL) 82-2-766-7848
 www.thepainters.co.kr  / www.facebook.com/thepaintersHERO

(Seoul Station) 首爾特別市龍山區靑坡路 378 機場鐵路首爾站
서울특별시 용산구 청파로378 공항철도 서울역

(ICN Int’l Airport Station) 仁川廣域市中區機場路271(雲西洞)交通中心地下1層仁川機場站

인천광역시 중구 공항로 271(운서동) 교통센터 지하1층 인천공항역
 82-1599-7788    www.arex.or.kr

30%off

20% off

VIP Coupon Book

楊平鐵道自行車
龍門站1號出口

步行：10分鐘(700公尺)/計程車：約3,0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到團體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

晨靜樹木園
清平站1號出口

遊客乘坐加平觀光巴士，可以享受到更為便捷的旅行。

加平觀光巴士請參考29頁。

計程車：約18分鐘/16,6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瑞士主題公園
清平站1號出口

步行15分鐘(約600公尺)後，在清平客運站乘坐

7000,32-5、32-22、32-26、32-27路公車，在雪岳客運

站下車，然後乘坐計程車(約50分鐘/8,450韓元)

計程車：約40分鐘/23,300韓元(從清平站乘坐時)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在售票處、咖啡廳出示優惠券

南怡屋
加平站1號出口

步行: 20分鐘/ 出租車: 3,700韓元左右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點菜前出示優惠券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京畿英語村楊平校區
龍門站1號出口

步行200公尺後乘坐7-1路公車，在青少年校區下車。

(19分鐘/1,250韓元)

計程車：約10分鐘/4,50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THE GREEM
楊平站1號出口

計程車：約10分鐘/8,000韓元

請將您的目的地(TheGreem)告知計程車司機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20% off 京畿道楊平郡面兩水路93 경기도양평군 양서면 양수로 93

 82-31-775-1835    www.semiwon.or.kr

洗美苑 세미원

門票優惠20%

成人：5,000韓元 →4,000韓元

青少年：3,000韓元→2,000韓元

兒童：3,000韓元→2,000韓元

13% off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新店里 369-32 경기도 양평군 용문면 신점리 369-32
 82-31-775-8907    www.retromuseum.co.kr 
 82-2-3144-6300    www.trickeye.com

特麗愛3D美術館楊平 트릭아이뮤지엄

門票優惠 15~35%

(只有成人優惠)

楊平 

首爾

濟州     

釜山

 ₩  6,000 →  ₩  4,500

 ₩18,000 →  ₩12,000

 ₩12,000 →  ₩10,000

 ₩10,000 →  ₩  8,000

15~35% off



水原市

水原華城是圍繞水原市區而建的巨型要塞。華城長達5.7公里，高6公尺。是十八世紀韓國最

著名的文化遺址之一，於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水原站10號出口

乘坐35路、36路、39路公車到華城行宮站下車（約23分鐘/1,250韓元）

計程車 約3,000韓元

工房街有著水原的仁寺洞之稱，工藝品店、美食店、茶館鱗次櫛比，是一條集文化藝術、旅

遊、購物於一體的特色街道，充滿個性的特色招牌與美麗的字體讓人目不暇接。裝飾精緻

的工房街上各種壁畫、雕塑等藝術作品和文化藝術體驗更增添了遊覽的樂趣。海外遊客也

喜歡光顧這條著名的街道，這裡已成為水原市新的旅遊勝地。

水原站10號出口

乘坐35路、36路、39路公車到華城行宮站下車    

  （約23分鐘/1,250韓元,計程車 約3,000韓元)

82-31-228-4672(水原旅遊資訊中心)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825

工房街 | 공방거리02 水原

水原華城 | 수원화성01 水原

江南

明洞

弘大

SB

4

2

亭子 水原B B

新道林1 水原1

衿井1 水原1

64分鐘/2,750韓元

67分鐘/1,950韓元

63分鐘/1,850韓元

京畿道南部地区

長今工房 | 장금이공방03 水原

長今工房位於工房街的傳統韓服租賃店。 

（工房街是像首爾的仁寺洞銷售或者體

驗手工藝品的街，位於水原華城行宮的右

側。）租賃韓服後，轉水原華城和華城行

宮，盡情享受韓服的美麗，請在韓國留下美

麗的回憶吧。穿戴韓服時，可免費觀看水原

華城及華城行宮，華城博物館。

水原站10號出口

乘坐35路、36路、39路公車到華城行宮

站下車(約23分鐘/1,250韓元,計程車約3,000韓元)

82-31-228-4672(水原旅遊資訊中心)82-31-255-3175(工房)

jangem.kr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城行路 19 

09:00~18:00(冬季:約17:00)

82-31-290-3600
china.swcf.or.kr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陽路29號街28

金浦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在9號線開花站2號出口

口乘坐16路公車，在現代

名牌折扣購物中心下車。(30分鐘/1,050韓元)

計程車：15分鐘/8,840韓元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首爾樂園
首爾大公園站1號、2號、3號出口

步行：400公尺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HERO 塗鴉秀
1,3,5號線鐘路3街站下車14號出口

步行：從14號出口（連接1號線）出來，

在新韓銀行前向右側方向，

距離首爾劇場移動約67m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機場鐵路直達列車
No. 99601

有效期 : 2017.4.1-2017.12.31

洗美苑
中央線兩水站1號出口

步行300m約10分鐘

江邊站2000-1：兩水面事務所，體育公園下車

蠶室站2000-2：兩水面事務所，體育公園下車

1至6走的路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特麗愛3D美術館楊平
龍門站1號出口

乘坐7, 7-4, 7-8號巴士後在龍門山觀光園區站下車

弘大入口站9號出口

步行：約5分鐘

有效期 : 2017.4.1-2018.4.30

有效期 : 2017.4.1-2018.8.30

請在售票處辦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15京畿道 Coupon Book



龍仁市水原市

愛寶樂園是世界四大主題公園之一，以Lost Valley(迷失峽谷）、雪橇場、T-express(木質

過山車)等世界級娛樂設施為傲。愛寶樂園是國內最大規模的主題公園，經常舉辦各種特別

慶典，可以與家人、戀人一同前來遊玩。

前岱/愛寶樂園站

愛寶樂園站

[首爾 ▶ 愛寶樂園一般旅遊公車]

公車線路5002:江南站10號出口200公尺處

公車線路5700:蠶室公車站(蠶室站6號出口)

[首爾 ▶ 愛寶樂園接駁車]

▶ 弘益大學站4號出口 09：05 ▶ 市廳站5號出口City 09：40 
▶ 明洞站2號出口 09：30 ▶ 東大門站11號出口 09：50 ▶ 江南站6號出口 09：30

82-32-322-7001
    往返票 12,000韓元

    從愛寶樂園出發時間 18:30/21:30
平日10:00~22:00,週末09:30~22:00(※需提前諮詢)

82-31-320-5000
www.everland.com/sc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愛寶樂園 | 에버랜드07 龍仁

江南

明洞

SB

4

亭子B

忠武路3

75分鐘/3,150韓元

106分鐘/3,350韓元

弘大2 121分鐘/3,350韓元

京畿道南部地區

以水原華城為中心附近有很多便宜、舒適的賓館。遊客可以從賓館乘坐公車到達水原華城、

愛寶樂園、韓國民俗村等景點。在這裡，您會遇到熱情的老闆，還能邂逅來自世界各地的背

包客，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

[水原賓館]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801號街11

乘坐11路、13路、35路公車到八達門站下車，步行300公尺（約22分鐘/1,250韓元）

82-31-245-6226 
cso5577@naver.com    http://www.hsguesthouse.com/

[MIGA賓館]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87號街20

乘坐7路、13-14路、11-1路公車到聖文森特站下車，步行250公尺（約20分鐘/1,250韓元）

82-10-3879-7586
http://blog.naver.com/imga0324

Wifi 
Available水原賓館 | 수원게스트하우스05 水原

江南

明洞

弘大

SB

4

2

亭子 水原B B

新道林1 水原1

衿井1 水原1

64分鐘/2,750韓元

67分鐘/1,950韓元

63分鐘/1,850韓元

京畿道南部地區

水原觀光巴士將會帶您領略韓國悠久的傳

統文化遺產，在您的心中留下無法忘卻的回

憶。華城在1997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熱情的導遊將為您講解

關於水原華城的故事。

水原站4號出口

   遊客可以在位於水原站4號出口的水原   

   旅遊資訊中心進行預約。

費用 老人（水原市民）5,000韓元，

    成人11,000韓元，

    青少年8,000韓元，兒童4,000韓元

路線1 週二至周五每天2次

   09:50出發,下午13:50出發

82-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京畿道水原市勸善區下塔路56-1

水原觀光巴士 | 수원시티투어06 水原

八達門市場 | 팔달문시장04 水原

八達門市場位於水原市八達區，是一個傳統市場。據傳從100年前就有很多褓負商(是朝鮮

歷史上對行商的稱呼)雲集在這裡進行各種交易。這裡最受人們歡迎的美食就是炒米腸和

肥腸。另外，店鋪按幹海鮮、精肉、水產品、蔬菜等分門別類，整體感覺非常幹凈整潔。傳統

市場環境整潔，是一個富於現代氣息的傳統市場。

水原站10號出口

乘坐11路、13路、35路公車到八達門站下車（約14分鐘/1,250韓元)計程車 約3,000韓元

82-31-228-4672(水原旅遊資訊中心)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776號街8 Wifi 
Available

1至6走的路 愛寶樂園的道路

16 17京畿道 Coupon Book 京畿道 Coupon Book

器興->爱宝乐园E

器興->爱宝乐园E

亭子B良才SB

江南SB 亭子B

器興->
  爱宝乐园E



光明市龍仁

光明

甜蜜咖啡dal.komm COFFEE | 달콤커피

甜蜜咖啡dal.komm COFFEE 

10 城南

光明洞窟 | 광명동굴

光明洞窟

11

江南SB 亭子SB 18分鐘/2,450韓元

甜蜜咖啡是用頂級咖啡豆與專業咖啡師的

精湛手藝打造出的高品位咖啡廳，是韓國

首家與線上音樂內容相結合的多功能咖啡

廳。在這個文化空間，人們可以通過視覺化

音樂的裝潢、音樂卡及露臺現場演出等，沉

浸在聽覺與視覺的盛宴中，體驗全新的生

活方式。盆唐亭子店是甜蜜咖啡第3家直營

店，是KBS電視劇「太陽的後裔」取景地。這

家店位於溢價咖啡廳密集的AMCO HERITZ

咖啡街，環境舒適，適合談天說地。

亭子站3號出口

步行 直行到Time Bridge寫字樓（約268公尺）→在Time Bridge寫字樓前向右轉→

   直行到KB國民銀行盆唐亭子店前的斑馬線（約154公尺）→

   過馬路到亭子1棟居民中心方向→再走約130公尺即可到達甜蜜咖啡盆唐亭子店。

   計程車 在新盆唐線亭子站3號出口乘坐計程車即可（3,000韓元/約需2分鐘)

82-31-712-1581
www.dalkomm.com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區亭子洞 135

在韓國一定要去觀看的100大景觀之一。展現激光秀的洞窟藝術中心，大規模41m用‘洞窟的

帝王’, 黃金動物，黃金瀑布，洞窟水族館，浪漫紅酒洞窟等可以體驗到讓人難以忘懷的地

下世界。此地下世界的美麗為您的假期增添價值。

石水站 2號出口(計程車: 约25~30分/ 9,000韓元) 

   舍堂站4號出口 

   8507號->KTX光明站下車->公交車站1號->17號公->光明洞窟(终点)下車(约40分,3,750韓元)

   鐵山站 2號出口 

   17號公交 ->光明洞窟(終點)下車(约60分,1,350韓元) 

09:00~18:00(周日休息)(※需提前諮詢，夏季視具體情況更新)

82-1688-3399  
http://www.gm.go.kr/cv/en/index.do
facebook_Gwangmyeong Cave 
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號街142

弘大2 新道林1 石水1 47分鐘/1,450韓元

明洞4 47分鐘/1,550韓元

京畿道南部地區

龍仁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是MBC電視臺最主要的古裝劇攝

影地，《夥伴》、《同伊》、《善德女王》、《李祘》、《朱

蒙》、《辛盹》等多部古裝劇都曾在這裡拍攝, 還有其它

各種製作媒體也經常在這裡拍攝電影或影像作品等，是

一個使用效率很高的綜合影視園區。龍仁大長今主題公

園是韓國最大規模的韓流文化中心，具備十分完善的展

覽設施、體驗設施、互動設施與影像設施等各種便利設

施，以吸引遊客的興趣和參與。

水原站6號出口

前往水原站的地鐵乘坐方法請參照第6頁。

乘坐10路公車，在白岩站下車，然後換乘105路公車

120分鐘/1,950韓元）

09:00-18:00(冬季17:00)

82-31-337-3241
djgpark.imbc.com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湧泉電 778-1(視劇路25)

白岩開往龍仁大長今公園的105路公車（每天運營9趟）

從白岩出發 從龍仁大長今公園出發

6:30 / 7:25 / 8:25 / 10:00 / 13:00 
14:55 / 16:20 / 18:40 / 21:30

7:00 / 7:55 / 9:30 / 11:00 / 14:00 
15:55 / 17:10 / 19:15 / 22:10

穿梭150年的時空之旅!四季風色宜人的韓

國民俗村！

在這裡，傳統飲食和傳統表演會讓您時刻

感受到韓國「風味」與「風情」。韓國民俗

村還是SBS電視劇《師任堂》、《來自星星

的你》，SBS綜藝節目《跑男》的拍攝場地，

讓我們追隨明星的足蹟，感受最具特色的

韓國風情！

韓國民俗村免費接駁車

水原站 ▶ 韓國民俗村免費接駁車

從水原站4號出口出發 從韓國民俗村至水原站

10:30 / 12:30 / 14:30 14:00 / 15:30 / 16:30

上葛站 ▶ 韓國民俗村免費接駁車

從上葛站2號出口出發 從韓國民俗村至上葛站

10:40 / 11:10 / 12:10 / 
13:40 / 15:10 / 16:10 / 16:40 
(16:40韓國民俗村至上葛站)

10:30 / 11:00 / 12:00 / 13:30 /
 15:00 / 16:00 / 16:30 / 17:30 

(17:30左右冬季不運營)

平日 09:30~18:00,週末 09:30~18:30

   (※需要提前諮詢，根據季節和情況可能有所變動) 

82-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

公交 105

韓國民俗村 | 한국민속촌

龍仁

龍仁大長今主題公園 | 용인대장금파크09

08

江南

江南

良才明洞

弘大

SB

SB

SB4

2

亭子

亭子

亭子忠武路

上葛

上葛

上葛

B

B

B3

B

B

B

40分鐘/2,550韓元

86分鐘/2,850韓元

71分鐘/2,850韓元

京畿道南部地區

計程車

67分鐘

36,500韓元

首爾1 石水1

Wifi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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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州市

富川市

臨津閣 | 임진각15 坡州

步行

2分鐘

200公尺

臨津閣是為了撫慰韓國戰爭時逃離北韓的失鄉民而建的公園。臨津閣於1972年建成，位於

距軍事分界線往南約7公里的地方，每年都有約250萬名遊客訪問。在臨津閣的京畿和平中

心，不僅可以看到遊客們拍攝的北韓實況視頻，還可以看到北韓使用的傢俱、照片等。「望

拜壇」是曾經在北韓生活過的背井離鄉的人們在重要的日子或是思念家人時，來到這裡遙

拜遠在故鄉的父母與祖先的地方。臨津閣的紀念品商店銷售各種DMZ與京畿道旅遊商品，這

裡的餐廳與瞭望台也值得推薦。

乘坐DMZ(非軍事區)旅遊巴士

http://www.cosmojin.com / http://www.jsatour.com /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09:00-18:00
82-31-953-4744(坡州/DMZ旅遊資訊中心)

imjingak.co.kr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77

和平世界公園面積達99,174㎡，是一片寧靜而平和的綠地空間，為2005年世界和平庆典的

舉辦地。和平世界公園是一座環保型公園，設有寬敞的綠地（可容納2萬人）和户外水上劇

場。和平世界公園具備「音樂之丘」（户外演出場所）、「咖啡你好」（水邊咖啡廳）、「風之

丘」、「石堆」、「亭子」等各種設施，是業餘、專業攝影師經常光顧的地方。這裡還每年舉

辦各種文化藝術演出、展覽會、電影上映活動等活動。將臨津閣蛻變成爲和諧、和平與統一

的場所。

乘坐DMZ(非軍事區)旅遊巴士

http://www.cosmojin.com / http://www.jsatour.com /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82-31-953-4744(坡州/DMZ旅遊資訊中心)

peace.ggtour.or.kr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臨津閣路153

和平世界公園 | 평화누리14 坡州

1

2

熊津娛樂城 | 웅진플레이도시12 富川

富川

韓國漫畫博物館 | 한국만화박물관13

首爾站

弘大

九老

大林

富開

三山體育館

1

7

1

7

44分鐘/1,450韓元

49分鐘/1,550韓元

京畿道南部地區

熊津娛樂城是國內最大的城市型休閒體育中心，具備滑雪場、水上樂園&SPA、高爾夫練習場

等設施。在熊津娛樂城，遊客們大可不必擔憂四季的天氣，在室內盡情享受雪世界與水上

樂園的樂趣。

地鐵

   7號線 三山體育館站 1號出口 走路10分鐘

   1號線 富開站 2號出口 走路15分鐘or計程車基本收費（約3,000韓元）

1200路

   弘大入口站 → 富開[三山體育館] 約 1個小時 

   首爾站 →富開[三山體育館] 約 1個半小時 

(平日）水上樂園10:00~21:00，雪世界09:30~17:30，滑雪度假村09:30~21:00

82-32-310-8021        www.playdoci.com     Kakao talk/LINE  ID: heeeee9737, kaav324

在韓國漫畫博物館是一處綜合文化空間。

這裡有可以體驗韓國漫畫百年歷史的展

覽、收藏26萬餘件漫畫資料（國內最多）的

漫畫圖書館、用漫畫放飛想象力的各種體

驗、全方位滿足遊客感官體驗的4D電影館

等設施。

(仁川）三山體育館站5號出口

    步行 3分鐘

10:00-18:00
   (入場時間截止到下午5點）

82-32-310-3090~1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吉州路1

步行

12分鐘

830公尺

明洞4 首爾站1 三山體育館溫水7 7 61分鐘/1,650韓元

京畿道北部地區

預約及指南（請提前預約。）

20 21京畿道 Coupon Book 京畿道 Coupon Book



坡州市坡州市

京畿英語村坡州校區 | 경기영어마을 파주캠프18 坡州

以英國倫敦近郊的一個名為Rye的村子為概念建成的英語文化體驗空間，也是韓國著名的

外景拍攝地。這裡還因為是KBS的《Running Man》、《無限挑戰》等人氣綜藝節目的拍攝

地，也是SuperJunior、Kara、Wonder Girls等K-Pop歌手MTV拍攝地而為大家所熟知。遊客

們找出電視裡出現過的景點，並用照片記錄下美好的瞬間，將會帶給您一種不同樂趣。

合井站1號出口（距弘益大學站一站地）

在合井站（距弘益大學站一站地）1號出口乘坐2200路公

車，在「京畿英語村坡州校區」下車。(52分鐘/2,700韓元)

09:30-18:00
82-31-956-2000
www.english-village.or.kr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冰室路40

公交2200

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有Armani, Coach, MCM, Nike, Tory Burch等220多種著名時尚品牌，

同時還有一些家居、戶外品牌等。距離首爾約一個小時的車程，距離仁川及金浦國際機場也很

近。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擁有魅力的氛圍，臨近無數旅遊景點，很適合全家人一起遊玩。

合井站（離弘益大學站一站的距離）1號出口

乘坐2200路公車在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後門站下車即可（52分鐘/2,700韓元）

週一至週四10:30~20:30/週五至周日10:30~21:00(包括公休日)

   餐廳 11:00~21:00(春節、中秋休息)

82-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必勝路200

坡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19 坡州 | 신세계사이먼 파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第三地道 | 제3땅굴16 坡州

DMZ(非軍事區)旅遊巴士 | DMZ투어버스17 坡州

DMZ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可以見證國家分裂的場所。韓國與北韓就在板門店面對面簽署了

停戰協定。

DMZ Tour Departing from Seoul 
週二至週五（公休日除外，UN指定的日子除外，旅行時間：08:10-17:30    

   (2017年 12月 31日截止) 觀光時間預計將從2018年開始變更。

82-2-2266-3350(JSA tour) 
www.jsatour.com
韓國首爾中區乙支路16，總統酒店7樓

在距離文山12公里、距離首爾52公里的DMZ(非軍事區)發現了第三地道。從2002年開始，這

裡跟DMZ現代大廳、雕像、紀念品店一樣，受到遊客們的歡迎。

乘坐DMZ(非軍事區)旅遊巴士

http://www.cosmojin.com / http://www.jsatour.com /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82-31-940-8526
www.jsatour.com
京畿道坡州市長湍面都羅山裏

京畿道北部地區京畿道北部地區

Wifi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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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市高陽市

「新韓流宣傳館」於2011年10月對外開放，是韓流和影視文化體驗場所。由留影區、高陽外

景拍攝區、韓流明星藏品區、多功能舞台、韓流博物館商店等設施組成。遊客可以在韓流電

視劇《夢想高飛(Dream High)》的舞臺拍攝場地身穿主人公的服裝留影。此外，還可重溫電

影與電視劇中出現的室內拍攝地和電影中場景，還可以購買相關商品。

鼎鉢山站1號出口(步行 17分鐘/計程車 約3,000韓元)

09:00-18:00(週一休息)

82-31-908-3236
www.goyang.go.kr/visitgoyang
京畿道高陽市壹山東區湖水路595

高陽湖水公園 | 고양 호수 공원22 高陽

高陽新韓流宣傳館 | 고양신한류홍보관23 高陽

步行

5分鐘

500公尺

一山湖水公園是大自然與湖水相得益彰的環境友好型生態公園。這裡有自然學習園、仙人

掌展覽館、洗手間歷史展覽館、新韓流宣傳館、音樂噴泉、腳踏車道、散步路等各種自然與

運動設施、文化教育設施、便利設施等和諧地融為一體。

鼎鉢山站1號出口(步行 12分鐘)

82-31-8075-4347  
www.goyang.go.kr/park

京畿道北部地區

江南2 鼎鉢山3 3 83分鐘/1,850韓元

弘大J 大谷3 鼎鉢山3 36分鐘/1,450韓元

明洞4 忠武路3 鼎鉢山3 61分鐘/1,650韓元

首爾教育大學

ONEMOUNT(水上樂園/冰雪樂園)| 원마운트

韓華Aqua Planet 一山 | 한화 아쿠아플라넷 일산

20

21

高陽

高陽

江南2 注葉3 3 83分鐘/1,850韓元

弘大J 大谷3 注葉3 36分鐘/1,550韓元

明洞4 忠武路3 注葉3 61分鐘/1,650韓元

京畿道北部地區

韓華Aqua Planet一山位於高陽韓流世界附近，是首都圈最大的水族館，也是國內最早將水

族館與室內動物園結合的融合式水族館(共四層)。這裡擁有325餘種、3.65萬只來自世界各

地的海象與捷豹等海洋生物與陸地生物。

注葉站2,3號出口 步行：15分鐘 計程車：注葉站4號出口(約3,200韓元)

利用小公汽時:車站-注葉站(中)080號公交車 -> 韓華Aqua Planet一山

10:00-19:00   
82-31-960-8500            www.aquaplanet.co.kr/ilsan

夏季可賞雪，冬季可游泳的地方，這裡是高陽ONEMOUNT。全年開放的水上樂園與雪世界園，

讓遊客們在韓國享受到不同季節的不同樂趣。《Running Man》曾有三期節目在這裡錄製，

您可以像他們一樣盡情享受這裡的樂趣，而且這種樂趣只能在ONEMOUNT才能享受到哦。世

界上最棒的遊樂園！哇~ONEMOUNT！

注葉站2號出口

   步行 16分鐘 / 計程車 約3,000韓元

公交車080號- 下車 ONEMOUNT(원마운트)

   (15分鐘, 約1,100韓元)發車間隔: 7分鍾

10:00~19:00(日程有可能變更)

82-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Wifi 
Available

步行

2分鐘

200公尺

首爾教育大學

公交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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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平郡楊平郡 抱川市

薰衣草島樂園燈光童話慶典與花的香豔

邀請您到1年365天舉辦美麗的花與燈光慶

典的幻想慶典中。 

- 專用班車運行時間指南 

  每周六、周日及公休日運行 

  (但,下午出發只有每周六運行) 

 1)市廳站9號出口前 

   上午09點30分,下午03:00分 

 2)綜合運動場站2號出口前 上午10點00分, 下午03點40分 

- 外國人專用顧客服務中心 

 1)郵件咨詢 dooretourkorea@gmail.com(English Only) 

 2)電話咨詢 82-10-6240-8193(English Only) 

 3)Kakao Talk Messenger ID:canada9722

這是可以觀賞、品嘗和體驗各種香草的香草旅遊園區。香草島樂園擁有香草農場、香草餐

廳、香草工房、香草博物館等設施。

1號線逍遙山站(首爾站出發)92分鐘/2,050韓元

    乘坐57路或57-1路公車在三井1里下車（56分鐘/1,350韓元）

09:00-22:00(週六~23:00)
82-31-353-6494
www.herbisland.co.kr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號35

香草島樂園 | 허브아일랜드

香草島樂園接駁車 | 허브아일랜드 셔틀버스

26

27

抱川

抱川

Wifi 
Available

Wifi 
Available

京畿道北部地區

江南

明洞

弘大

2

4

2

首爾教育大學3 倉洞 -> 逍遙山

倉洞 -> 逍遙山

1

倉洞 -> 逍遙山1

1

112分鐘/
2,150韓元

忠武路

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

忠武路

4

4

4 83分鐘/2,050韓元

102分鐘/2,150韓元

京畿道北部地區

江南2 兩水 -> 龍門J J 79分鐘/1,950韓元

弘大J 兩水 -> 龍門J 74分鐘/1,950韓元

明洞4 二村J 兩水 -> 龍門J 78分鐘/1,850韓元

往十里

洗美苑是韓國水生植物園林，位於天賜的自然景觀

南漢江和北漢江相遇的兩水里。洗美苑和兩水里是

1年達120萬名的觀光遊客到此一遊的楊平郡代表觀

光地。

中央線兩水站1號出口

       步行300m約10分鐘

江邊站2000-1：兩水面事務所，體育公園下車

       蠶室站2000-2：兩水面事務所，體育公園下車

82-31-775-1835 
www.semiwon.or.kr
京畿道楊平郡面兩水路93

洗美苑 | 세미원24 楊平

特麗愛3D美術館楊平 | 청춘뮤지엄25 楊平

世界首個AR3D美術館

特麗愛3D美術館是世界首次將AR技術適用到作品上，為大家帶來重來沒有感受過的新體驗。

龍門站1號出口

   乘坐7, 7-4, 7-8號巴士後在龍門山觀光園區站下車

09:30~18:30
82-31-775-8907
www.retromuseum.co.kr        
www.trickeye.com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新店里 3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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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平郡加平郡

在加平主要旅遊景點循環的旅遊巴士，遊客乘坐該

公車可以一覽加平主要旅遊景點。可憑一張當日車

票在循環路線內自由換乘。

- 景點門票自行承擔

- 乘坐時向司機購買車票

82-31-582-8830 

瑞士主題公園是以瑞士的一個小村莊慶典為主題建成的公園，在這裡我們可以欣賞到美麗

的瑞士建築物與風景，還有各種博物館、畫廊、主題館、留影區、幻覺藝術館等，擁有許多豐

富多彩的看點。整個公園的風格讓人感覺仿佛來到了一個美麗的迷你版瑞士。

清平站1號出口

步行15分鐘(約600公尺)後

在清平客運站乘坐7000路、32-5路、32-22路、32-26路、32-27路公車，

在雪岳客運站下車，然後乘坐計程車(約50分鐘/8,450韓元)

計程車 約40分鐘/23,300韓元(從清平站搭乘時)

平日10:00~18:00，週末09:00~18:00
82-31-581-9400   
www.swissthemepark.com
京畿道加平郡雪嶽面Darakjae路226-57

1

加平客運站

2

加平站

11

清平路

12 13

林草橋公寓 晨靜樹木園

3

鱉島（二和園、露營地）

4

加平鐵道自行車

10

清平客運站

6

金岱里

5

南怡島（高空滑索）

9

虎鳴里

7

福長裏三岔口

8

小法國村（清平）

Tour Course

主要景點

瑞士主題公園 | 에델바이스 테마파크31 加平

加平觀光巴士 | 가평 시티투어32 加平

Wifi 
Available

京畿道東部地區

充滿韓國獨特韻味的晨靜樹木園爲尋找晨曦靜

謚的遊客提供一個舒適平靜的休息場所，

讓遊客通過韓國的大自然感受夢寐以求的

幸福樂園。

清平站2號出口

遊客乘坐加平觀光巴士，可以享受到更

為便捷的旅行。加平觀光巴士資訊在第29頁。

計程車 約18分鐘/16,600韓元

08:30~日落時(冬季~21:00)

82-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

南怡屋是位於南怡島的一家辣炒雞排專賣店。所謂的

雞排是指將用辣椒醬醃制好的雞肉與蔬菜放在鐵板

上翻炒製作而成的韓國傳統食物。南怡屋使用清真雞

肉，穆斯林朋友可以放心食用。

加平站1號出口

   步行 20分鐘 / 計程車 約3,700

82-31-581-1686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文化路264

小法國村是童話裡的村莊，也是小王子曾經

生活過的地方。是SBS電視劇《來自星星的

你》、《秘密花園》，以及綜藝節目《Runing 

Man》的拍攝地。這裡有聖埃克蘇佩里紀念

館、八音盒之屋、香草&精油香商店，以及住

宿設施等。

加平站1號出口

遊客乘坐加平觀光巴士，可以享受到更

為便捷的旅行。加平觀光巴士資訊在第

29頁。

計程車 約24分鐘/19,300韓元

09:00-18:00   
82-31-584-8200   
www.pfcamp.com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高城里616-2

小法國村 | 쁘띠프랑스28 加平

晨靜樹木園 | 아침고요수목원

南怡屋 | 남이옥

29

30

加平

加平

計程車

44分鐘

32,700韓元

京畿道東部地區

江南2 上鳳 -> 加平

上鳳 -> 加平

7 GC

GC

116分鐘/2,350韓元

明洞4 113分鐘/2,250韓元

建國大學

110分鐘/2,35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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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大J

二村J

上鳳 -> 加平GC

江南2 上鳳 -> 清平

上鳳 -> 清平

7 GC

GC

106分鐘/2,150韓元

明洞4 103分鐘/2,150韓元

建國大學

100分鐘/2,150韓元弘大J

二村J

上鳳 -> 清平GC



「比圖畫更鮮活的房子」,這裡是50餘部電視劇、電影、廣告片的拍攝地/一年四季流淌的清

澈溪水和松樹山前歐洲風格的建築、廣闊的草坪庭院相得益彰，隱身在大自然中，帶給人身

心治癒的咖啡廳/銷售進口生活用品

楊平站1號出口

計程車 約10分鐘/8,000韓元

請將您的目的地（THE GREEM）告知計程車司機。

10:00~日落時

82-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京畿道楊平郡玉泉面舍那寺路175 

平日出行比週末更加方便。

在韓國也能感受到佛吉尼亞氛圍

楊平校區是效仿美國弗吉尼亞州建成的英語教育村，來自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參

加授課與訓練。這裡以《花樣男子》、《Mask》等多部人氣電視劇，以及秀、防彈少年團MV等

的攝影地而聞名。附近還有楊平鐵道自行車。

龍門站1號出口 

步行 200公尺，乘坐7-1路公車在英語村楊平校區下車(19分鐘/1,250韓元)

計程車 約10分鐘/4,500韓元

09:00~18:00
82-31-770-1300
www.yea.or.kr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延壽路209

楊平郡

京畿英語村楊平校區 | 경기영어마을 양평캠프35 楊平

楊平 THE GREEM | 양평 더 그림36 楊平

計程車

29分鐘

21,000韓元

Wifi 
Available

京畿道東部地區

江南2 往十里 -> 楊平 -> 龍門B J宣陵

一舉三得的楊平採草莓體驗&楊平遊，在楊

平的22個村莊體驗採摘草莓的樂趣。現摘

現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採摘完了還可以

去騎加平鐵道自行車，再逛一逛The Greem

也不錯。

龍門山站1號出口

根據體驗活動有所變動(體驗活動運營時間爲12月至5月）

82-31-4257-2210      www.ypnadri.com 
yp_nadri@naver.com 

村莊 計程車(從龍門站乘坐) 位址

别内村 約12分鐘/6,100韓元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Wolseong1街47

泉井黃花村 約13分鐘/6,700韓元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Gungchon街29號街16

大麥嶺村 約19分鐘/10,000韓元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Yeonan街21

聚會村 約11分鐘/8,400韓元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中元山路76

[小農夫草莓體驗農場]

兩水站1號出口

根據體驗活動有所變動(活動運營時間為12月至6月)

www.youngfarmer.kr  chi8sum@hanmail.net(僅限電子郵件預約)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Dumulmeori68號街42漢江水環境研究所

計程車(從楊平站乘坐時) 約10分鐘/3,800韓元

請將寫有韓文位址的優惠手冊出示給計程車司機。

平日出行比週末更加方便。

楊平郡

楊平鐵道自行車 | 양평 레일바이크33 楊平

楊平採草莓體驗 | 양평 딸기체험34 楊平

楊平有山有水，是韓國人非常喜歡的旅遊勝地，在這裡可以一邊騎著鐵道自行車一邊欣賞

楊平的山河、村落和小溪美景。有2人腳踏車和4人腳踏車，全程約需1個小時。

龍門站1號出口

步行 10分鐘（700公尺）/ 計程車 約3,000韓元

09:00~16:30（21:00夏季）

週六開張，公休日前一天開張

82-31-775-9911
www.yprailbike.com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路277 

楊平郡

京畿道東部地區

江南2 往十里 -> 兩水 -> 龍門B J宣陵 104分鐘/2,350韓元 104分鐘/2,350韓元

90分鐘/2,250韓元 90分鐘/2,250韓元

100分鐘/2,350韓元 100分鐘/2,350韓元

Wifi 
Available

30 31京畿道 Coupon Book 京畿道 Coupon Book

明洞4 兩水 -> 楊平 -> 龍門J

兩水 -> 楊平 -> 龍門J弘大J

二村J 明洞4 兩水 -> 楊平 -> 龍門J

兩水 -> 楊平 -> 龍門J弘大J

二村J



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是2015年2

月開業的現代百貨商店第一家名牌

折扣店。B u r b e r r y、G u c ci、

Ferragamo、Coach、Polo等240餘種國

內外名牌最高可以優惠70%，可謂物

美價廉。購物中心中央流淌著一條小

溪，為顧客提供美麗、舒爽的環境，

最近成為熱門的購物場所，受到顧客

的歡迎。地處金浦機場附近，是距離

首爾最近的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開花站2號出口

乘坐16路公車，在現代名牌折

扣購物中心下車(30分鐘/1,050韓元)

計程車 15分鐘/8,350韓元

週一至週四10:30~20:30/週五至周日/公休日10:30~21:00
   餐廳11:00~21:00(春節與中秋當天休息)

82-31-812-2233        www.hyundaioutlets.com        Instagram hyundai_premium_outlets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陸路152號街100

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 현대 프리미엄 아울렛 김포점38 金浦
Wifi 
Available

驪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是韓國最早的折扣購物中心，Bottega Veneta、Gucci、Burberry、

Fendi、Givenchy等世界頂級名牌雲集於此，已成為全國有名的旅遊名勝。這裡以多樣的品

牌與異域風情的外觀為傲，擁有270餘個名牌賣場與各種娛樂設施，每年吸引千萬人次光

顧，是韓國最富魅力的購物場所。

3號線長途客運站

驪州客運站 70分鐘/5,700韓元

驪州市外汽車客運站912路、912-1路公車(30分鐘/1,250韓元)

計程車 18分鐘/11,000韓元

週一至週四10:30~20:30/週五至周日10:30~21:00(包括公休日)

餐廳11:00~21:00(春節與中秋當天休息)

82-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      京畿道驪州市名品路360

驪州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37 驪州 | 신세계사이먼 여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Wifi 
Available

京畿道南部地區

京畿道北部地區

江南

江南

良才明洞

明洞

SB

2

SB4

4

板橋

堂山

板橋->驪州忠武路

驪州

開花

京江

9

京江3

金浦空港9 開花首爾 9AP

京江

9

86分鐘/3,250韓元

70分鐘/1,650韓元

92分鐘/3,350韓元

50分鐘/1,65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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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樂園距離首爾僅有5分鐘車程。它是

國內最早擁有卡通形象遊樂設施的主題公

園，由世界廣場、冒險王國、幻想王國、未

來王國、三千里樂園等不同的主題組成。

另外，首爾樂園每年還舉行鬱金香、櫻花、

菊花等華麗的花卉節和豐富多樣的遊樂項

目以及演出、展覽等活動，持續為公園帶

來變化與活力。尤其隨著樂園夜間開放以

後，還引進了煙花表演、燈光秀等節目，成

為名副其實為市民帶去快樂的娛樂空間。

首爾大公園1,2,3號出口(步行400公尺)

09:30~21:00（樂園開放時間有可能變更）

82-2-509-6000   
www.seoulland.co.kr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首爾樂園 | 서울랜드39 果川
Wifi 
Available

首爾

江南2

4

捨堂 首爾大公園4 4

4

24分鐘/1,350韓元

30分鐘/1,450韓元明洞 首爾大公園

首爾

2014,2015,2016年動員了全世界最多觀眾的表

演秀，每年有百萬名以上的觀眾觀覽過。

獲得’2015年第5屆韓流獎‘，被外媒記者評選

為‘2014年最佳韓國觀光名所’。

此表演是現場素描和尖端媒體藝術相結合的

夢幻般藝術表演。奇特的反轉給觀眾帶來新

鮮的趣味。

世界性的英雄們以創意性藝術技法使之在舞

台上重新誕生。 

1,3,5號線鐘路3街站下車14號出口

步行：從14號出口（連接1號線）出來，

在新韓銀行前向右側方向，

距離首爾劇場移動約67m

17:00 & 20:00
82-2-766-7848    
www.thepainters.co.kr
www.facebook.com/thepaintersHERO 
www.weibo.com/thepaintersHERO
首爾市鐘路區敦化門路13，首爾劇場5 

HERO塗鴉秀 | 페인터즈 히어로40 首爾

江南

明洞

2

4

33分鐘/1,350韓元

10分鐘/1,250韓元忠武路3 鐘路3街

鐘路3街

3

3首爾教育大學3



Airport Railroad | 공항철도

機場鐵路

4GWifikorea | 4G와이파이 코리아

4GWifiKorea是面向外國遊客提供的移動無線上網服

務。任何人都可以在韓國的任何地方使用4G網路。

預約與使用方法

1.請打開www.4gwifikorea.com(英文網站)。

2.預約完成後打印憑單。

3.在仁川機場出示憑單並支付費用後領取路由器，

  用完後退還。(1樓7號門移動寬帶國際漫遊中心)

82-32-743-8990(Incheon airport)       24/7 hours 

4gwifikorea@gmail.com 

價格 5,000韓元+10%的附加稅（一天）/押金100,000 韓元（付現金或刷卡都可以）

穆斯林擁有祈禱室的景點

愛寶樂園（17p）

韓國民俗村（18p）

熊津遊樂城（20p）

ONEMOUNT（24p）

小法國村（28p）/ 南怡屋（28p）

在入場時需要提前在售票處告知要使用祈

禱室。

水原旅遊資訊中心（水原站) 82-31-228-4672~4 

龍仁旅遊資訊中心（韓國民俗村) 82-31-287-1332

加平旅遊資訊中心（加平站） 82-31-582-8830

楊平旅遊資訊中心（楊平站） 82-31-770-1001~2

坡州旅遊資訊中心（臨津閣） 82-31-953-4744

京畿道主要旅遊資訊中心（水原、龍仁、加平、楊平、DMZ）

※ 韓國旅遊熱線 : 1330
※ 京畿道呼叫中心  : 031-120
※ 免費翻譯服務BBB : 1588-5644

Wifi 
Available

Prayer Room
Available

免費翻譯服務(Before Babel Brigade):1588-5644

365天隨時提供19個國家的語言服務

請您乘坐仁川國際機場到首

爾站之間運行的直達列車，

開啟快捷、便利的韓國之

旅。您可以坐在列車上，看

著窗外的西海與漢江，感受

到韓國美麗的自然風光。

首爾站 首班車 06:00 / 末班車22:20

仁川機場站 首班車 05:20 / 末班車21:50

TEL 82-1599-7788       URL www.arex.or.kr

| 기도실이있는 관광지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