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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

平昌
森林濃翠蔽日的五臺山與草原茵茵遼闊的大關嶺皆位於平昌，可在最適合人類

居住的海拔700公尺地帶渡過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時光。

平昌旅遊導覽   tour.pc.go.kr（中）  033-330-2771

韓國的旅遊、休閒勝地，瀰漫著大海氣息與松香之地。

自然生生不息，秀麗風光與阿里郎的城市。

 江陵

 旌善

第23屆冬季奧運會將於2018年2月9日至25日在韓國江原道平昌舉辦，為期17天。韓

國繼1988年首爾奧運會之後，睽違30年舉辦的體壇盛事「平昌冬季奧運會」將以合而

為一的熱請串連起全世界，讓所有世代的人們都能共襄盛舉，藉此交流、合作，開創

冬季運動的新局面。

激情平昌‧和諧世界

 賽場

平昌高山體育園區A

詳細賽程及門票預訂

 www.pyeongchang2018.com（中）  1544-4226

    平昌奧林匹克體育場

   開‧閉幕式

   Alpensia冬季兩項中心

 冬季兩項

  Alpensia跳台滑雪中心

 跳台滑雪
 北歐混合式滑雪
 單板滑雪

  Alpensia越野滑雪中心

 越野滑雪
 北歐混合式滑雪

  Alpensia滑行中心

 無舵雪橇
 有舵雪橇
 俯式冰橇

   龍平高山滑雪賽場

 高山滑雪

  旌善高山滑雪賽場

 高山滑雪

   鳳凰雪上公園

  單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江陵海岸體育園區B

  江陵冰球中心

 冰上曲棍球

 江陵競速滑冰賽場

 競速滑冰

 江陵冰上賽場

 花式滑冰
  短道競速滑冰

   江陵冰壺中心

 冰壺

  關東冰球中心

 冰上曲棍球

 賽程  ● 預賽    決賽

2018年 2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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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昌

高
山

體
育

園
區

A1
開‧閉幕式

A6  A7
高山滑雪

A2
冬季兩項

A5  
有舵雪橇

● ● ●

A4
越野滑雪

A8
自由式滑雪

● ● ●

A5
無舵雪橇

● ●

A3  A4
北歐混合式滑雪

A5
俯式冰橇

●

A3
跳台滑雪

● ●

A3  A8
單板滑雪

● ● ● ●

江
陵

海
岸

體
育

園
區

B4
冰壺

● ● ● ● ● ● ● ● ● ● ● ● ● ●

B3
花式滑冰

● ● ● ● ● ● ●

B1  B5
冰上曲棍球

● ● ● ● ● ● ● ● ● ● ● ●

B3
短道競速滑冰

B2
競速滑冰

 賽程可能有所變動

 詳細賽程請參照網站

旌善
旌善阿里郎的發祥地，亦是以淨水、清新空氣聞名的地區。在得天獨厚的大自然

中可進行鐵軌腳踏車、滑雪、賞景等活動，或遊覽江原樂園等的卓越設施。

旌善旅遊導覽   www.ariaritour.com（中）  1544-9053

J6  運炭高道 운탄고도

運炭高道係指搬運煤礦的高地勢道路，為唯一一

條位於海拔高度超過1100公尺之高地的山路，隨

著礦業衰亡，現已重生為健行路線。搭乘High1渡

假村的高山纜車即能輕鬆攻頂。

 江原道旌善郡古汗邑古汗7街399

 距旌善站1小時車程

F4  阿烏拉嘰 아우라지

名稱中具有「多條支流合而為一」之意的阿烏拉嘰向以山清水秀之景觀著稱，亦是在

當地流傳已久的傳說「旌善阿里郎」的發祥地。

 江原道旌善郡餘糧面餘糧里   距旌善市外巴士客運站20分鐘車程

J7  鐵岩煤礦歷史村 철암탄광역사촌

貫穿韓國煤礦業的過去與現在的空間，

現場展出已逐漸為人所遺忘的煤礦相關

歷史文物與遺物，另設有能欣賞當地藝

術家創作品的藝廊。

 江原道太白市東太白路404
 距旌善站1小時車程

J6  三炭藝術礦坑 삼탄아트마인

改建廢礦坑而成的文化藝術園區，可欣

賞各種富含創意的藝術展覽或進行美術

體驗。

 江原道旌善郡古汗邑咸白山路1445-44
 距旌善站1小時車程

B6  鏡浦臺 경포대

鏡浦湖意指「如鏡子般清澈優美」，景觀

秀麗由此可見一斑。周邊環繞著茂密松

林與櫻花樹的鏡浦湖每到夜晚，倒映在

湖面上的皎潔月亮更是令人心醉，鏡浦

臺即是為了欣賞此景而建的樓閣。

 江原道江陵市鏡浦路365

 距江陵站10分鐘車程

A5  注文津水產市場 주문진수산시장

東海岸最大的魚市場，販售捕獲自江陵、束

草等東海岸的新鮮水產。結合附近的五日市

場（1、6日開市）、注文津綜合市場、當地商

街，可謂是購買水產，品嚐美食的最佳地點。

 江原道江陵市注文津邑市場街38
 距江陵站25分鐘車程

江陵
江陵為鄰近大關嶺與東海的傳統與文化之鄉，可徜徉於自然風光之中，感受生生

不息的藝術與傳統。

江陵旅遊導覽   www.gntour.go.kr（中）  033-640-4414 / 4531

F4  旌善冰柱節 정선고드름축제

於旌善邑朝陽江一帶舉辦的旌善地

區唯一冬季慶典。活用旌善的文化

與自然環境，設有多項能讓韓國遊

客與在奧運會期間到訪的外國遊客

盡享樂趣的活動。

 江原道旌善郡旌善邑旌善路1359  
 距旌善站10分鐘車程

G4  旌善五日市場（旌善阿里郎市場）
정선5일장 (정선아리랑시장)

旌善阿里郎市場是早在朝鮮時代就開市的

常態市場，可購買山菜、藥草，品嚐打鼻麵等

當地美食，參觀各式新鮮事物，無時無刻人

潮洶湧。在每逢2、7日的五日市場開市日，市

場中央廣場總會舉辦阿里郎之聲表演。

 江原道旌善郡旌善邑旌善路1357-1

 距旌善站10分鐘車程

G4  旌善阿拉里村 정선아라리촌

重現旌善的古時居住文化，可參

觀草屋、石板瓦屋等七種傳統住

宅與型態不一的長丞，另有用於

耕稼的農器具等可了解江原道傳

統文化的展示品。

 江原道旌善郡旌善邑愛山路37
 距旌善站3分鐘車程

江原道
京畿道

Alpensia體育中心

普光滑雪賽場

江陵奧林匹克公園

首爾

清涼里

東首爾綜合客運站

原州

廣州

江陵

旌善高山滑雪賽場仁川
國際機場

平昌

嶺東高速公路

第二嶺東
高速公路

西原州

綿溫

珍富

旌善

橫溪

大關嶺

江南高速
巴士客運站

月串

火車站
交流道
客運站
KTX

地區 賽場 周邊巴士客運站

平昌

 平昌奧林匹克體育場

 Alpensia跳台滑雪中心

 Alpensia冬季兩項中心

 Alpensia越野滑雪中心

 Alpensia滑行中心

 龍平高山滑雪賽場

橫溪市外巴士客運站
033-335-5289

 鳳凰雪上公園
長坪市外巴士客運站

033-332-4209

江陵

 江陵冰球中心

 江陵競速滑冰賽場

 江陵冰上賽場

 江陵冰壺中心

 關東冰球中心

江陵市外巴士客運站
033-643-6092

江陵高速巴士客運站
033-641-3184

旌善  旌善高山滑雪賽場

珍富市外巴士客運站
033-335-6307

旌善市外巴士客運站
033-563-9265

 賽場周邊巴士客運站 

地區 醫療機構

平昌  平昌保健醫療院 033-330-6120

江陵

 江陵峨山醫院 033-610-4111 

 江陵東仁醫院 033-651-6161

 江陵高麗醫院 033-649-0100

 江原道江陵醫療院 033-610-1200 

旌善
 勤勞福祉公團旌善醫院 033-560-7100

 旌善郡立醫院 033-592-3121

 醫療機構 

B6   真音留聲機‧愛迪生科學博物館 
 참소리축음기•에디슨과학박물관

展示創辦人Son Sung Mok館長耗費40多年、從60多

個國家蒐集而來的留聲機，為全球最大的音響博物

館，另有展示愛迪生發明品的愛迪生博物館。只要

購買一張門票便能在導覽人員的解說下參觀所有

博物館，了解留聲機、放映機與攝影機等展覽品。

 江原道江陵市鏡浦路393   www.edison.kr（中）
 距江陵站10分鐘車程

C7  荷瑟羅藝術世界 하슬라아트월드

荷瑟羅為江陵舊名，帶有「太陽與清淨」之意，園中設施包括雕刻公園、博物館飯

店、現代美術館、牽線木偶美術館、小木偶博物館等，感性卻又奇特的藝術作品讓人

大飽眼福。

 江原道江陵市江東面栗谷路1441   www.haslla.kr（中）  距江陵站30分鐘車程

 平昌

 推薦旅遊路線

海拔700公尺的韓國阿爾卑斯，匯集清淨自然與文化之地。

G2  平昌傳統市場 평창전통시장

平昌傳統市場位於平昌南部地區，歷

史久遠，除了常態市場之外，另有每逢

5日、10日開市的傳統五日市場。可品

嚐各式當地美食，感受市場源源不絕

的活力。

 江原道平昌郡平昌邑平昌市場1街10
 從平昌巴士客運站步行3分鐘

E2  靜江園 정강원

研究韓國傳統飲食文化之價值並宣揚其

優秀性的設施，可進一步了解韓國傳統

飲食最大特色之一的「發酵」，並能試穿

韓服，體驗韓屋等的傳統文化。

  江原道平昌郡龍坪面錦塘溪谷路 

 2010-13
 www.jeonggangwon.com（中）
 距長坪巴士站10分鐘車程

 冬季奧運會   殘障冬季奧運會

 火車（KTX） 約需2小時

車票預訂   www.letskorail.com（中）

仁川 
國際機場

115分鐘 15分鐘

珍富站

江陵站

 自行開車 約需3小時

100分鐘 40分鐘

10分鐘20分鐘5分鐘

仁川 
國際機場

第二嶺東高速公路 綿溫交流道
↕ 5分鐘

鳳凰雪上公園

珍富交流道
↕ 45分鐘

旌善高山滑雪賽場

大關嶺交流道
↕ 11分鐘

Alpensia體育公園

江陵交流道
↕ 18分鐘

江陵奧林匹克公園

江陵

15分鐘

 巴士 約需4~5小時

巴士預約   txbus.t-money.co.kr（中）/ www.kobus.co.kr（中）

首爾高速巴士客運站   1688-4700 

東首爾綜合客運站   1688-5979

仁川 
國際機場

首爾高速巴士客運站

80分鐘 160分鐘

江陵高速 
巴士客運站

仁川 
國際機場

東首爾 
綜合客運站

長坪 珍富 橫溪

100分鐘 100分鐘 3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江陵市外 
巴士客運站

仁川 
國際機場

東首爾 
綜合客運站

100分鐘 160分鐘

旌善市外巴士
客運站

7km / 約需13分鐘

18.5km / 約需23分鐘

24km / 約需41分
鐘

1.6km / 約
需5分鐘

34.6km / 約
需35分鐘

39km / 約
需52分鐘

7.7km / 約需22分
鐘

2.8km / 約需6分鐘
2.7km / 約需7分

鐘

6.6km / 約需13分鐘 21.5
km / 約

需34分
鐘

C3  上院寺 상원사

建於1300年前的上院寺位於五臺山，

寺內保存著韓國最古老的銅鐘（國寶

第36號），寂滅寶宮因供奉釋迦摩尼

的真身舍利而聞名。

  江原道平昌郡珍富面五臺山路 
 1211-14
 距珍富站30分鐘車程

C3  五臺山善財路 오대산선재길

善財路起自月精寺入口一柱門，經杉松

道與月精寺後至上院寺為止，沿著枝葉

繁茂的林道前行可充分感受大自然的優

美，路旁的溪谷更增添了幾分韻致。（步

行全程約需2小時30分鐘） 

 江原道平昌郡珍富面五臺山路374-8

 距珍富站20分鐘車程

C4  大關嶺三養牧場 대관령삼양목장

韓國最大的牧場，遼闊草原與風力發電機交織出獨特風光，使當地成為多部影劇作

品的外景地，還可參觀羊、駱駝等各種動物。利用接駁巴士（付費）即可輕鬆遊覽牧

場。

 江原道平昌郡大關嶺面花田陽地街708-9
 距珍富站20分鐘車程

D4  大關嶺雪花節 대관령눈꽃축제

大關嶺雪花節為平昌代表冬季慶典，內

容包括雪雕展、業餘雪雕製作大賽等豐

富有趣的活動，並有滑雪橇、拉冰橇等

各種冬季體驗活動。

 江原道平昌郡大關嶺面大關嶺路121
 距珍富站20分鐘車程

D3   平昌鱒魚節 평창송어축제

平昌是韓國最大的鱒魚養殖地區，每逢

冬季皆舉辦鱒魚慶典，除了品嚐各種鱒

魚料理之外，還可跳入冰冷水池裡體驗

熱門的赤手抓鱒魚活動。

 江原道平昌郡珍富面京江路3562
 距珍富站5分鐘車程

C3  月精寺（寺院寄宿）
 월정사(템플스테이)

設有可體驗韓國佛教的活動，可在被

譽為韓國最優美林道的月精寺杉松道

上徐行靜思，也能親身體驗僧人的祥

和日常與修行生活。

 江原道平昌郡珍富面五臺山路374-8  
 距珍富站20分鐘車程

C6  烏竹軒‧市立博物館 
 오죽헌•시립박물관

已被指定為寶物第165號的烏竹軒為建

於朝鮮初期的木造建築，亦是登上韓國

貨幣的母子的誕生地，因建築周邊環繞

著如烏鴉般黝黑的竹子而得名。一旁即

是江陵市立博物館，可順道遊覽。

 江原道江陵市栗谷路3139號街24
 距江陵站10分鐘車程

H4  Arii Hills天空步道 
 아리힐스스카이워크

突出於海拔583公尺的峭壁末端，長11公

尺的U字形觀景臺，地板採用透明強化

玻璃，讓人好像正進行高空彈跳或飛行

傘般感受全身顫慄，還能俯瞰蜒流不息

的東江。

 江原道旌善郡旌善邑兵防峙街225
 距旌善站10分鐘車程

F4  旌善鐵軌腳踏車 정선레일바이크

鐵軌腳踏車是行駛於廢棄鐵軌上的四輪

腳踏車，時速10~30公里，為廣受矚目的

新興休閒運動。沿途將行經火車曾駛過

的隧道、平交道等，帶給人別開生面的

樂趣。

 江原道旌善郡餘糧面魯鄒山路745
 距旌善站30分鐘車程

主要景點

大關嶺韓牛肉 대관령한우

來自清淨大自然的大關嶺韓牛肉脂腴豐潤

卻不油膩，深受老饕們喜愛。

蕎麥麵 메밀막국수

蕎麥為平昌代表作物，以此撖製而成的蕎

麥麵條厚實且彈牙，加入充分熟成的調味

醬即是香甜酸辣的蕎麥麵。

草堂嫩豆腐 초당순두부

江陵代表美食，當地遵循古法，採用在黃

豆漿中加入潔淨海水的方式製作豆腐，使

得豆腐柔嫩爽口，營養更是豐富。

馬鈴薯丸湯 감자옹심이

使用江陵地區盛產的馬鈴薯，在馬鈴薯泥

中加入澱粉並揉成小丸子狀後滾煮而成，

口感彈牙，滋味馨香。

山薊菜飯 곤드레밥

加入山薊菜炊煮而成的飯。有別於其他山

菜，山薊菜幾乎沒有苦味，淡淡馨香與柔

軟口感使其成為廣受人們喜愛的風味美

食。

黃耆藥膳燉雞 황기백숙

黃耆為旌善當地盛產的代表藥草，在製作

韓國滋補美食「藥膳燉雞」時加入黃耆，

可讓湯頭更為爽口。

推薦
美食

主要景點

慶典

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

日期 2018年2月9日~25日（17天）

項目 平昌  雪上項目

 高山滑雪、冬季兩項、高台跳雪、自由式滑雪、 

北歐混合式滑雪、越野滑雪、單板滑雪

滑行項目

有舵雪橇、無舵雪橇、俯式冰橇

 江陵 冰上項目 

   冰壺、花式滑冰、冰上曲棍球、短道競速滑冰、競速滑冰

 旌善  雪上項目 

高山滑雪

2018年平昌殘障冬季奧運會会 

日期 2018年3月9日~18日（10天）

項目 平昌  雪上項目

   殘障高山滑雪、殘障冬季兩項、殘障越野滑雪、 

殘障單板滑雪

 江陵 冰上項目 

 殘障冰上曲棍球、輪椅冰壺

 旌善  雪上項目 

殘障高山滑雪

乾明太魚架
 可欣賞在冬季山中晾乾明太魚的
獨特風光。

大關嶺三養牧場
搭乘付費接駁巴士進行遊覽，
另有餵羊體驗。

五臺山國立公園
 土地肥沃，山林資源豐富，為著名
的佛教聖地，當地溪谷則為漢江
的發源地。

 平昌傳統市場
 設有常態市場與每逢5日、
10日開市的五日市場（可
進行傳統飲食體驗）。

靜江園
 可進行韓食與傳統酒製作體驗、
韓屋住宿體驗等各式活動。

烏竹軒‧江陵市立博物館
 可參觀栗谷的著作與其母
申師任堂的作品。

阿烏拉嘰
 可利用石橋、吊橋等趣味方式渡
河，鵝卵石遍布的江邊尤其美麗。

旌善五日市場（旌善阿里郎市場）
每逢2、7日開市的五日市場（可體
驗當地文化）。

三炭藝術礦坑
 改建自廢棄礦坑，可參觀
各種藝術展並進行體驗。

旌善阿拉里村
 重現舊時生活風貌，
可體驗傳統工藝。

江陵船橋莊
 朝鮮時代上流階層住宅，
可進行韓屋體驗及各種傳
統工藝體驗。

鏡浦臺 
 可欣賞清澈優美的鏡浦湖，
為知名的賞月地點。

江陵咖啡街
 可在欣賞遼闊海景的同時品嚐
香醇咖啡。

正東津
可欣賞壯麗日出， 

亦是人氣韓劇拍攝地。

運炭高道
 過去運送煤礦的道路，
可健行。

Soohorang Bandabi

35km / 約需46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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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江陵船橋莊 강릉선교장

代表朝鮮時代上流階層住屋的

99房格古宅，此為非君王的兩班

貴族住宅所能建造的最大規模，

近來在修理、復原木器與古家具

後成立了傳統家具博物館，可參

觀各式傳統家具與民俗物品。

 江原道江陵市雲亭街63
 距江陵站10分鐘車程

C6  江陵咖啡街 강릉커피거리

江陵的咖啡聖地，設有由韓國第一代咖啡

師所開設的咖啡館、咖啡博物館、咖啡工

廠等各種咖啡相關設施。可在咖啡販賣

機、連鎖咖啡店、咖啡師個人咖啡館尋找

符合自身口味的咖啡，欣賞大海景致。

 江原道江陵市滄海路17
 距江陵站15分鐘車程

主要景點

D5  江陵松香樹木園 강릉솔향수목원

種植著當地代表樹種「金剛松」的樹木園，

此外還有1330種、24萬株的植物，園區

共分23個主題區塊，完整呈現出未受

污染的樹林風光。

  江原道江陵市邱井面邱井中央路 
 92-177
 距江陵站20分鐘車程

D7  正東津 정동진

因是位於首爾光化門正東方的

海濱而命名為「正東津」，為韓

國的知名賞日出景點之一，過去

還曾是人氣電視劇的外景地。

  江原道江陵市江東面正東站 

 街17

 距江陵站30分鐘車程

推薦

美食

交通及其他資訊

www.visitkorea.or.kr

暢遊韓國，App首選
您是否還背著沈重的旅遊書籍出門？

從現在起，只要有智慧型手機就夠了！

Korea Travel Books匯集各種韓國旅遊

手冊，讓您隨時隨地輕鬆閱覽！

推薦
美食

FREE DOWNLOAD
「Korea Travel Books」

發行 韓國觀光公社      編輯 HodgePodge      製圖 Mapstory

本地圖收錄之內容以2017年10月為準，日後可能有所變動，敬請見諒。本地圖之版權及著作權歸韓

國觀光公社所有，於官方網站（www.visitkorea.or.kr）或手機應用程式（Korea Travel Books）可閱覽

電子書。

旅遊諮詢翻譯熱線  在韓國 1330  在海外 +82-2-1330

�24小時開放 / 提供旅遊資訊、口譯、不便申訴、銜接觀光警察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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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
旅遊地圖

 接駁巴士

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舉辦期間，在火車站、巴士客運站、奧運會賽場、停

車場等主要輸送據點皆設有免費接駁巴士。

日期 2018年2月8日~2月26日

時間 第一場競賽開始前3小時起，至最後一場競賽結束後2小時為止

發車間隔 5~40分鐘(依路線而異)

 火車站及巴士客運站銜接路線

Alpensia體育公園： Alpensia跳台滑雪中心、Alpensia越野滑雪中心、Alpensia冬

季兩項中心

江陵奧林匹克公園： 江陵冰上賽場、江陵競速滑冰賽場、江陵冰壺中心、 

江陵冰球中心

* 詳細資訊請參照網站(www.pyeongchang2018.com)

TS4號線

TS6號線

TS1號線

TS24號線

TS22號線

Alpensia體育公園

鳳凰雪上公園

旌善高山滑雪賽場

珍富站

(珍富輸送據點)

江陵站

江陵高速‧市外巴士客運站

江陵奧林匹克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