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畿道
一次特別的旅行

京畿道優惠手冊

一次特別的京畿道旅行
到京畿道旅行 
創造專屬自己的特別體驗與回憶
補充滿滿的幸福能量吧

充滿魅力的
主題城市

京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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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道韓國地圖
京畿道
北部、東部、南部地圖

1年365天
充滿獨特景觀的主題城市
一次特別的京畿道旅行

• 距離首爾1小時車程！
• 愛寶樂園渡假村為全球第四大主題樂園
• 同時提供娛樂與購物體驗的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 以K-drama、K-movie與k-pop拍攝景點而著稱的地方
• 傳統與現代和諧共存的知名景點

 首爾－水原 44公里(55分鐘車程）  首爾－高陽 20公里(37分鐘車程）

 首爾－龍仁 40公里(64分鐘車程）  首爾－加平 55公里(90分鐘車程）

 首爾－坡州 28公里(63分鐘車程）  首爾－楊平 45公里(72分鐘車程）

 仁川國際機場－水原 70公里(80分鐘車程）

 金浦國際機場－水原 50公里(100分鐘車程）

 水原為京畿道廳的所在地

1. 愛寶樂園 에버랜드 16. Boss Apple 사과깡패

2. 水原觀光巴士 수원시티투어 17. 抱川藝術谷 포천 아트밸리

3. 韓國民俗村 한국민속촌 18.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현대 모터스튜디오 고양

4. 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 용인대장금파크 19. 板門店+第三地道 중앙고속 동시투어

5. 光明洞窟 광명동굴 20. 楊平鐵路自行車 양평레일바이크

6. 香草島樂園 허브아일랜드 21. 禧滋咖啡 씨즈커피

7. ONEMOUNT 원마운트 22. 楊平THE GREEM 양평더그림

8. 一山韓華Aqua Planet 한화아쿠아플라넷일산 23. 彩繪塗鴉秀：HERO 페인터즈히어로

9. 熊津娛樂城 웅진플레이도시 24. 仁川機場鐵路 인천공항철도

10. 韓國漫畫博物館 한국만화박물관 25. 特麗愛3D美術館 트릭아이

11. 小法國村 쁘띠프랑스 26. 星光庭園宇宙 별빛정원 우주

12. 晨靜樹木園 아침고요수목원 27. 小豬博物館 돼지박물관

13. 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에델바이스 스위스 테마파크 28. 新羅免稅店 신라면세점

14. 首爾樂園 서울랜드 29. 山葡萄農園 산머루농원

15. 洗美苑 세미원 30.   新世界西蒙PAJUPREMIUMOUTLETS®   
신세계사이먼 파주 프리미엄아울렛

下載「GGgo」手機APP，使用優惠券圖片親身體驗驚人
的AR效果（擴增實境）吧。

請掃描二維碼，或是在應用商店中搜尋「GGgo」APP。

請免費安裝GGgoAPP。

點擊優惠券圖片，親身體驗AR效果吧。



愛寶樂園 에버랜드

8.5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 ₩54,000 → ₩45,000

兒童 ₩43,000 →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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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15% off

水原觀光巴士 수원시티투어

優惠1,000~2,000韓元
成人 ₩11,000 → ₩9,000

學生 ₩8,000 → ₩7,000

優惠券折扣，僅限路線１

 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924(梅山路1街)水原站4號出口
 82-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一張
僅供

一人
使用

韓國民俗村 한국민속촌

門票7.2折優惠, 通票7.4折優惠
門票 ₩18,000 → ₩13,000

自由使用券 ₩27,000 → ₩20,000

(可在遊戲村中使用遊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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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僅供

一人
使用

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 용인 대장금파크

全部票種折扣2,000韓元
成人 ₩9,500 → ₩7,500

國高中生 ₩8,000 → ₩6,000

出生48個月～小學生 ₩7,000 → ₩5,000

 京畿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湧泉路330
 82-31-337-3241    http://djgpark.imbc.com

光明洞窟 광명동굴

5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 ₩6,000 → ₩3,000

青少年 ₩3,500 → ₩1,800

兒童 ₩2,000 → ₩1,000

 京畿道駕鶴路85號街142
 82-70-4277-8902, 02)2680-6550    www.cavern.gm.go.kr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香草島樂園 허브아일랜드

門票享6.7折優惠

普通門票 ₩6,000 → ₩4,000

優惠門票 ₩4,000 → ₩3,000

365天燈光童話節 - 僅限持優惠券者(外國人)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號街35
 82-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26~28% off

2,000 off

50% off

33% off

一張
可供

兩人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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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道

《京畿道優惠券手冊》詳細介紹如何搭乘地鐵或其他大眾交通工具，輕鬆
暢遊京畿道的方法。並且讓您用實惠的價格，造訪京畿道的觀光景點。

確認地區與觀光景點
請翻至第5頁，查看您想造訪的觀光景點所在的地區。

確認將前往的地鐵站
在頁面上方確認如何搭 乘地鐵前往您要去的目的地。出發的地點分別為弘大
路口站、明洞站、江南站等。

地鐵路線

確認前往觀光景點的方法
確認從地鐵站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LINE 11 LINE 22

LINE 77 Bundang LineB

Airport Railroad LIneAP

LINE 88 Shinbundang LineSB

LINE 33

Gyuongchun LineGC

LINE 44

EverLineE

Gyeongui·Jungang LineG·J

60min / ₩1,850

70min / ₩1,950

70min / ₩1,850

JeongjaB

Geumjeong1

1 Sindorim

GangnamSB

Myeong-dong4

Hongik Univ.2

SuwonB

Suwon1

Suwon1

1,000~2,000 off

코드명 : 외국인-관광공사



ONEMOUNT 원마운트

5折旅遊優惠券
餐飲優惠券5折優惠 ₩3,000購買 → 可作為 ₩7,000使用

西伯利亞雪橇犬拉雪橇體驗5折優惠 ₩8,000 → ₩4,000

※入場前購買套票時，可享受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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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
遊客

專用

50% off

一山韓華Aqua Planet 한화 아쿠아플라넷 일산

7折旅遊優惠券
原價₩29, 000→₩20, 300

不分年齡, 享七折優惠

此優惠券僅限外國人使用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282
 82-31-960-8500    http://www.aquaplanet.co.kr/ilsan/index.jsp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熊津娛樂城 웅진플레이도시

6折旅遊優惠券
因季節而異，可享6折優惠

 京畿道富川市Jomaru路2
 82-1577-5773    www.playdoci.com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韓國漫畫博物館 한국만화박물관

8折旅遊優惠券
一般 ₩5,000 → ₩4,000

收費項目須另行購買(體驗教育、影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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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小法國村 쁘띠프랑스

8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 ₩10,000 → ₩8,000

青少年(國、高中生) ₩8,000

兒童(出生36個月～小學生)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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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僅限

一人
使用

晨靜樹木園 아침고요수목원

8.5折旅遊優惠券
₩9,500 → ₩8,000

僅成人遊客享受優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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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僅限

一人
使用

30% off

40% off

20% off

20% off

15% off

外籍遊客專用

愛寶樂園站
[直達巴士 / 來回12,000韓元 *須事先預約]
[一般公車 / 單程2,500韓元] - 於江南站10號出口搭乘5002號公車 / 於蠶室站6號出口搭乘5700號公車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4.01 - 2019.3.31

水原站4號出口
營運時間 - 09:00~18:00(週一休息)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不可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限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   若沒有優惠碼，則無法提供優惠。 

코드명 : 외국인-관광공사

水原站9號出口
公車 -   於水原站9號出口向前直走311公尺的梅山市場站 > 搭乘一般公車10(梅山市場), 在白岩客運站下車 > 走約

33公尺移動至白岩公車站 > 搭乘一般公車105(白岩) 於MBC戲劇外景公園站下車 (預估車資為1,950韓元)
計程車 - 水原站 > 大長今主題樂園(預估車資為50,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兩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KTX光明站
地鐵 - KTX光明站 → (8-1) 17號 / 77B(1,500韓元)
公車 - 搭乘光明市17號公車, 車資：1,200韓元 / 計程車 - KTX光明站 → 光明洞窟, 車資：5,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首爾站
2,450韓元(地鐵+公車) 地鐵 : 首爾站－逍遙山站 - 公車 : 於逍遙山站(對面)搭乘57號公車－於香草島樂園下車
計程車 : 65,000韓元(計程車) 首爾站 → 香草島樂園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外籍遊客專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韓國民俗村
地鐵 - 鐘閣站 ▶ 上葛站(盆唐線) 2,500韓元 / 江南站 ▶ 上葛站(盆唐線) 2,500韓元 / 水原站 ▶ 上葛站(盆唐線) 1,350韓元
公車 - 新論峴站 / 江南站：5001-1號(2,500韓元) / 鐘閣站 : 5500-1號(2,500韓元)
計程車 - 江南站 : 約 28,000韓元 / 新論峴站 : 約 35,000韓元 / 水原站 : 約 13,000韓元 / 上葛站 : 約 3,000韓元 ▶韓國民俗村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供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   各季節開放時間不同(造訪前請務必事先確認)
*   提供免費接駁車(水原站 ▶ 韓國民俗村)
*   備有清真認證餐廳與祈禱室

* 每週一休息
*   導航路線查詢光明洞窟／光明市資源回收設施



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에델바이스 스위스 테마파크

7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 ₩10,000 → ₩7,000

青少年 ₩6,000 → ₩4,200

兒童 ₩5,000 → ₩3,500

 京畿道加平郡雪嶽面多樂嶺路226-57
 82-31-581-9400    http://www.swissthemepark.com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30% off

首爾樂園 서울랜드

6折旅遊優惠券
₩42,000 → ₩25,000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株)首爾樂園
 82-2-509-6000    http://www.seoulland.co.kr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洗美苑 세미원

8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 ₩5,000 → ₩4,000

青少年 ₩3,000 → ₩2,000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路93洗美苑
 82-31-775-1835    www.semiwon.or.kr

一張
可供

兩人
使用

Boss Apple 사과깡패

摘迷你蘋果體驗(包含參觀農場)享八折優惠
每人₩15,000 → ₩12,000

 京畿道抱川市永中面金珠里682-7
 82-31-544-8998    http://bossapple.com/

抱川藝術谷 포천 아트밸리

5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 ₩5,000 → ₩2,000，青少年 ₩3,000 → ₩1,500，兒童 ₩1,500 → ₩800

單軌列車車資
成人單人(往返) ₩4,500 → ₩2,300/成人單人(單程) ₩3,500 →₩1,800 
青少年單人(往返) ₩3,500 → ₩1,800/青少年單人(單程) ₩2,500 → ₩1,300 
兒童單人(往返) ₩2,500 → ₩1,300/兒童單人(單程) ₩1,800 → ₩1,000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藝術谷路234
 82-31-538-3485    artvalley.pocheon.go.kr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현대 모터스튜디오 고양

門票7折優惠 Café & Kitchen 9折優惠(酒類除外)

成人 ₩10,000 → ₩7,000

青少年 ₩7,000 → ₩4,900

兒童, 老人 ₩5,000 → ₩3,500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KINTEX路217-6
 82-1899-6611    http://motorstudio.hyundai.com/goyang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40% off

20% off

20% off

50% off

30% off

本優惠券僅限外國人使用

首爾市內 ▶ 注葉站
地鐵3號線注葉站下車(橘黃色), 從2號出口沿公園路步行10分鐘(或搭乘計程車，費用爲基本車資)
計程車：從市區出發約30,000~40,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外籍遊客專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注葉站2、3號出口
注葉公園方向(步行15分鐘) / 計程車 : 注葉站4號出口(約3,200韓元)
公車 : 注葉公車站(中央) → 080號公車 → 文村村 → 現代百貨店 → 一山韓華Aqua Planet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不可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   售票處位於樂園入口二樓的諮詢中心

7號線三山體育館站
步行7分鐘，約1,550韓元
公車 : 搭乘1200號從弘大入口站至三山體育館，約需40分鐘
計程車 : 從首爾市中心出發需30分鐘(約2萬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1號線富開站
在1號線富開站轉乘社區公車579號，約需15分鐘，約1,550韓元

7號線三山體育館站5號出口
步行3分鐘 / 計程車 - 從Bucheon Central Bus Terminal乘車時為基本車資
公車 :   79號(富開站 → 韓國漫畫博物館) / 37號(松內站 →上洞站→三山體育館站) / 87號(松內站 → 上洞站→ 

三山體育館站) 53號(松內站 → 上洞站→韓國漫畫博物館) / 59-1號(禾谷站 → 韓國漫畫博物館）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京春線)清平站
公車 : 清涼里 → 清平 → 晨靜樹木園(坐席公車 → 市區公車或循環巴士)
計程車 : 清平站 → 晨靜樹木園18,000韓元～20,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供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4.01 - 2019.03.31

在清平站 / 加平站(京春線）
搭乘「加平觀光景點循環巴士 → 在清平站(京春線) 下車 → 移動至清平客運站(步行10分鐘)搭乘往高城里方向的市區公車
公車 : 於東首爾客運站、上鳳客運站搭乘開往清平客運站的巴士，到站後下車 → 搭乘開往高城里方向的市區公車
計程車 :   過了大成里但還未到清平時，在清平堤入口三岔路往虎鳴里方向右轉 → 從清平堤再繼續直行10公里左右，即

可抵達小法國。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 僅限手機下載(翻拍或影本除外)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供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   休館日：每週一、1月1日、春節和中秋節當天以及前一天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板門店+第三地道 중앙고속 동시투어

8.5折旅遊優惠券
成人₩130,000/兒童₩130,000(11歲以上) → ₩110,000

※參觀：週二~週五(僅限平日) ※須提前4天前預約
※購票當天必須攜帶紙本優惠券 ※參訪當天務必攜帶護照

 82-2-2266-3350    www.jsatour.com

E-mail : info@joongangtour.com     Social Media : www.facebook.com/jsajoongangtour

楊平鐵路自行車 양평레일바이크

9折旅遊優惠券
4人座 ₩38,000 → ₩34,200

2人座 ₩30,000 →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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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龍咖啡文化體驗館(禧滋咖啡) 

대룡커피문화체험관(씨즈커피)

6.7折旅遊優惠券
₩15,000 → ₩10,000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慕賢面琶潭路149號街30
 82-1522-8866    http://www.seescoffee.com

一張
可供

兩人
使用

楊平THE GREEM 양평 더그림

門票(含飲料) 8折優惠
成人 ₩7,000 → ₩5,600

兒童 ₩5,000 → ₩4,000

憑所購門票可免費兌換飲料。
(23種飲料中選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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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繪塗鴉秀：HERO 페인터즈 히어로

全部座席8折優惠
VIP ₩60,000 → ₩48,000

S    ₩50,000 → ₩40,000

A    ₩40,000 → ₩32,000

 首爾市鐘路區敦化門路13首爾劇場5樓鐘路專用館
 82-2-766-7848    http://thepainters.co.kr/

機場鐵路 공항철도

直達列車車票8.3折優惠
成人 ₩9,000 → ₩7,500

需另支付交通卡押金500韓元，押金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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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可供

一人
使用

10% off

33% off

20% off

20% off

17% off

清平站
火車+計程車 : 清平站 → 搭乘計程車 → 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公車+計程車 : 搭乘市外巴士7000(蠶室站) → 雪嶽客運站 → 搭乘計程車 → 抵達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地鐵4號線大公園站
1號、2號、3號出口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地鐵 : 搭乘機場鐵路，於孔德站轉乘京義中央線，於兩水站下車／4,650韓元(2小時35分鐘)
公車 : 仁川機場巴士 : 搭乘6006、6705、6006-1至蠶室站下車，轉乘200-2至楊西面事務所、體育公園下車／17,750韓元
計程車 : 在仁川國際機場搭乘-1小時25分鐘，98.6公里／約80,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不可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兩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仁川機場第1航廈站
首都圈機場鐵路仁川機場第1航廈站 → 首都圈4號線首爾站  
→ 首都圈1號線倉洞站 → 坐席公車 138-6(韓華生命入口) 
→ 白鷺洲遊園地入口站下車(車資約3,75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首爾
公車 : 首爾-抱川市政府，換乘73號
計程車 : 新北面事務所，計程車車費約基本車資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大化站1號出口
計程車資約3,000韓元
058號公車(綠色)－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高陽店下車(15分鐘，105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   團體不適用本優惠

* 週末及國定假日、暑假*寒假可使用

15% off

一張
僅限

一人
使用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1號線首爾站 
坐席公車 138-6(韓華生命入口) → 
白鷺洲遊園地入口站下車(車資約2,650韓元)

優惠券編號 93001



特麗愛3D美術館 트릭아이뮤지엄

7.5折旅遊優惠券
楊平(青春博物館) ₩6,000 → ₩4,500

弘大 ₩15,000 → ₩12,000

濟州 ₩12,000 → ₩10,000

釜山 ₩8,000 → ₩6,000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山路620    82-31-775-8907, 82-2-3144-3600
 www.retromuseum.co.kr, www.trickeye.co.kr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25% off

星光庭園宇宙 별빛정원 우주

套票享7折優惠
使用宇宙門票+搭乘宇宙塔套票時，享7折優惠(僅限成人、夜間適用)
宇宙門票+搭乘宇宙塔套票₩24,000 → ₩17,000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德耳路154號街287-76號
 82-31-645-0002    www.ooozooo.co.kr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小豬博物館 돼지박물관

9折旅遊優惠券
大人 ₩7,000 → ₩6,300

兒童 ₩6,000 → ₩5,400

未滿24個月－免費入場

 京畿道利川市栗面林烏山路372街129-7
 82-31-641-7540    pigpark.co.kr

一張
可供

兩人
使用

新羅免稅店(首爾、仁川機場店) 

신라면세점(서울점, 인천점)

最高9折優惠

 首爾中區東湖路249
 82-2-2639-6000    http://www.shilladfs.com

一張
可供

一人
使用

新世界西蒙PAJU PREMIUM OUTLETS® 
신세계사이먼 파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VIP優惠券手冊
作爲每天消費40萬韓元以上的顧客可以加入的VIP Passport Membership

優惠的一環，包括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內80余個品牌追加折扣優惠的
特別優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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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
可供

一人
使用

山葡萄農園 산머루농원

8折旅遊優惠券
專屬我的紅酒 ₩15,000 → ₩12,000

製作果醬 ₩8,000 → ₩6,400

 京畿道坡州市積城面Witbaeuni街441-25
 82-31-958-4558    www.sanmeoru.com

一張
可供

四人
使用

30% off

10% off

10% off

VIP 優惠券手冊

20% off

僅成人票價適用本優惠
從首爾出發的DMZ觀光
DMZ觀光從首爾出發，在(地鐵站)乙支路1街站8號出口，步行5分鐘（2號線） 
旅行社位於總統大酒店7樓中央辦公室。 
由於在DMZ進行軍事訓練等，觀光日程可能會變更或取消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 可否使用打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 / 需事先預約 / 需攜帶護照 
一張僅限一人使用 / 有效期限：2018.05.01-2019.04.30

龍門站 從龍門站步行至楊平鐵路自行車約需10分鐘
地鐵 : 清涼里站 → 龍門站(京義中央線) 2,200韓元
計程車 : 龍門站 → 楊平鐵路自行車, 3,000韓元(若叫車則為4,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不可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4.01 - 2019.4.30

公車 : 東首爾客運站 → 龍門客運站, 6,500韓元

愛寶樂園站
計程車 : 從愛寶樂園站出發6,000韓元，7分鐘車程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兩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楊平站1號出口
計程車 : 計程車約10分鐘(7,000韓元左右)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地鐵
1) 鐘路專用館 - 1、3、5號線鐘路3街站14號出口
2) 西大門專用館 - 2、5號線忠武路站下車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公車 
1) 鐘路專用館 : 一般公車 111 / 支線公車 7212 / 幹線公車 101、103、
140、201/直達坐席公車 9301 → 在「鐘路3街站15號出口」下車
2) 西大門專用館 :   一般公車 1002 / 幹線公車 160、171、260、270、
271、273、600、602、721、751、N26 / 直達坐席公車 1004 / 快速公車 
8600、8601、8601A/機場巴士 6002  → 在「忠正路站」下車

機場鐵路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供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8.12.31 * 3人以上搭乘時適用多人乘坐優惠，折扣金額與優惠券折扣相同。

*   烘焙咖啡豆與手沖咖啡／拍照區

直達列車51分鐘（第1航廈站43分鐘）

普通列車66分鐘（第1航廈站59分鐘）

優惠券編號9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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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原站4號出口 

 09:00 ~ 18:00(週一休息)
 82-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KTX光明站 
  (8-1)17號/77B 1,500韓元
   搭乘光明市17號公車  
車資: 1,200韓元
   KTX光明站→光明洞窟  
車資: 5,000韓元
 09:00 ~ 18:00(每週一休息)
   82-70-4277-8902  
82-2-2680-6550 
 www.cavern.gm.go.kr 

 

水原觀光巴士 |  수원시티투어

水原

 

光明洞窟 |  광명동굴 

光明

透過水原觀光巴士將在全球大放
異彩的悠久傳統文化遺產和難以
忘懷的回憶永記於心。行程中將
有親切的觀光解說員陪同, 為您
詳細介紹1997年12月, 於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大會上登錄為世界文
化遺產的水原華城之相關故事。

韓國最棒的洞窟主題公園光明洞窟
光明洞窟擁有100年歷史，是將1912年起開採金、銀礦后廢棄40年的礦
山與文化、藝術、觀光相融合的洞窟主題公園。光明洞窟獲選為「韓
國百大代表景點」和「韓國觀光之星」，洞窟內有霓虹燈隧道、表演
場地、黃金路與黃金瀑布、洞窟之王、紅酒洞窟、餐廳等20多個景點。
洞窟內有可吊掛祈求健康與幸福的黃金祈福牌、開採黃金等各式體驗
活動。洞窟內氣溫全年維持攝氏13度，冬暖夏涼，春秋兩季還能欣賞花
卉、楓葉。每年約有150萬人造訪，是韓國代表性洞窟景點。

龍門站
地鐵 : 京義中央線龍門站下車(約2,500韓元)
計程車 : 龍門站－青春博物館(約12,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利川站
計程車(約12,000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龍門市外巴士客運站
約6,500韓元

利川客運站
公車 :   於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利川店(22-9, 12-3, 

12-1) 下車後步行10分鐘
計程車 : 利川客運站-星光庭園 宇宙(15,000韓元)

地鐵3號線東國大學站5號出口
藍色公車 144,301,407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一張僅限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合井站1號出口
公車2200號 (車程約1小時)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不可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僅限一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大化站1號出口
公車 900號 (車程約1小時30分鐘)

汶山站
首爾-汶山站(地鐵)－計程車(2萬韓元)或公車(2千韓元)
計程車-從首爾出發5萬韓元～6萬韓元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可以使用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四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4.30 * 可搭乘京畿道EG觀光巴士

*   提供即時退稅服務，可使用微信支付／
銀聯卡，提供中文口譯服務

1.   東首爾客運站搭乘開往長湖院方向的高速市外巴士(6點30分起每20～30分鐘間隔發車), 在長湖院客運站下車后(需
約1小時), 再轉乘計程車(需約10～15分鐘)。

2.   東首爾客運站搭乘開往一竹方向的高速市外巴士(6點30分起20～30分鐘間隔發車)， 在一竹客運站下車后(需約1小時10分鐘)，
再轉乘計程車。

3.   乘坐從仁川國際機場/金浦機場開往利川的機場豪華大巴(早7點開始運行，每1小時間隔)，在東首爾客運站下車後，選擇以上1號或2號方
法移動或者在利川客運站下車後，乘坐直達大巴(每30分鐘間隔運行）到達長湖院(需約30~40分鐘）後，乘坐出租車到達目的地。

可否使用影印優惠券-不可使用 / 可否使用電子優惠券-可以使用
售票處／需確認照片
一張可供兩人使用
有效期限 : 2018.05.01 - 2019.04.30 * 週末及國定假日、暑假、寒假可使用

*   計程車資補助
  (出示計程車收據，可獲贈最高2萬韓元 
的抵用券）

南部地區

65min / ₩2,950

70min / ₩1,950

70min / ₩1,850

JeongjaB

Geumjeong1

1 Sindorim

GangnamSB

Myeong-dong4

Hongik Univ.2

SuwonB

Suwon1

Suw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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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達巴士/來回12,000韓元]
[一般公車/單程2,500韓元]
-   於江南站10號出口搭乘5002號
公車 / 於蠶室站6號出口搭乘
5700號公車 

 各季節不同(09:00 ~ 21:00)
 82-31-320-5000 
 www.everland.com/en

     鐘閣站▶上葛站(盆唐線) : 2,500韓 元
江南站▶上葛站(盆唐線) : 2,500韓元
水原站▶上葛站(盆唐線) : 1,350韓元
   新論峴站/江南站 : 5001-1號(2,500韓元)
鐘閣站 : 5500-1號(2,500韓元)  
  提供免費接駁車
 (水原站▶韓國民俗村)
   江南站: 約28,000韓元 
鐘閣站: 約35,000韓元 
水原站: 約13,000韓元 
上葛站: 約3,000韓元 ▶韓國民
俗村
 09:30 ~ 18:00
 82-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 各季節開放時間不同
(造訪前請務必事先確認) 
* 備有清真認證餐廳與祈禱室

 

愛寶樂園 |  에버랜드

龍仁

 

韓國民俗村 |  한국민속촌

龍仁

愛寶樂園是遊客必訪的韓國最大主題樂園。
除了主要遊樂設施(木質雲霄飛車、亞馬遜激流探險)之外, 
愛寶樂園裡也有動物園(野生動物世界、遺失的峽谷、熊貓世界), 以
及以加勒比海灣聞名的水上樂園。此外, 每年還會舉辦最具知名度的
季節慶典。

穿越150年前時空旅行！四季皆美的韓國民俗村！民俗村裡有能同時
感受韓國「美味」與「風情」的傳統表演與傳統美食，這裡同時也是
SBS連續劇《師任堂》、《來自星星的你》、SBS綜藝節目《Running 
Man》的拍攝地點，歡迎來到民俗村尋找明星留下的足跡，享受最具韓
國味的體驗！

   水原站9號出口向前直走311公尺的
梅山市場站>搭乘一般公車10(梅山
市場), 在白岩客運站下車>走約33
公尺移動至白岩公車站>搭乘一般
公車105(白岩), 於MBC戲劇外景公
園站下車(預估車資為1,950韓元)

白岩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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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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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原站>大長今主題樂園(約50,000
韓元)
   夏季(3月~10月) 09:00 ~ 20:00 
冬季(11月~2月) 09:00 ~ 17:00
 82-31-337-3241
   http://djgpark.imbc.com

 

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 |  용인대장금파크

龍仁

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是韓流
的中心地，也是MBC歷史劇的
主要舞台。
占地8萬4千坪，不僅能拍攝歷
史劇，還能拍攝現代劇、電
影、廣告等，是韓國最大規
模的外景場地。
和大多數只使用一次的一般
攝影棚不同，大長今主題樂
園是透過對三國時期、高麗
時期、朝鮮時期等過去的史
料進行考證後，而搭建出的
半永久性的建築與生活空
間。至今已有包括《辛旽》、《朱蒙》《李祘》、《善德女王》、
《同伊》、《夥伴》、《階伯》、《擁抱太陽的月亮》、《武神》、
《仁醫》、《阿娘使道傳》、《馬醫》、《龜巖許浚》、《九家之
書〉、《火之女神井兒》、《帝王之女守百香》、《奇皇后》、《更
夫日誌》、《輝煌或瘋狂》等許多MBC的歷史相關作品在此處拍攝。未
來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將不再只是歷史劇的主要場景，而會成為讓觀
眾能夠穿越時空、到過去旅行的文化體驗區和兼具親切與熱情的最佳
韓流影視城。

   愛寶樂園站
   在愛寶樂園站乘車需6,000韓元
 7分鐘車程
 09:00 ~ 18:00
 82-1522-8866 
 http://www.seescoffee.com

 

大龍咖啡文化體驗館(禧滋咖啡) |  씨즈커피

龍仁

本體驗館會舉辦工廠參觀與烘焙
咖啡豆、手沖咖啡等課程，是能
幫助每一個人實現咖啡師夢想的
新式咖啡體驗，也能讓各位遊客
享有親手沖泡並品嘗咖啡的體驗。

南部地區

90min / ₩3,350

120min / ₩3,450

125min / ₩3,650

GangnamSB

Hongik Univ.2

MigeumB

MigeumB

MigeumB

YangjaeSB

GangnamSB

Chungmuro3Myeong-dong4

Giheung → EverlandE

Giheung → EverlandE

Giheung → EverlandE

100min / ₩2,050

50min / ₩2,750

20min / ₩1,350

GangnamSB

Jonggak1 B Suwon

B Migeum

B Suwon

B Sanggal

B Sanggal

B Sanggal 85min / ₩3,350

115min / ₩3,450

130min / ₩2,550

GangnamSB

Hongik Univ.2

MigeumB

MigeumBYangjaeSBChungmuro3Myeong-dong4

Giheung → EverlandE

Giheung → EverlandE

Giheung → EverlandEWangsim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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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首爾出發的DMZ觀光(必需預約)
   週二至週五可觀光(不包含公休
日、UN司令部指定的禁止旅遊
日、週末)08:10 ~ 16:30(2018年
12月31日截止)從2019年開始更改
觀光時間
 82-2-2266-3350 
 www.jsatour.com

 

板門店+第三地道 |  중앙고속 동시투어

坡州

板門店是全世界唯一能看到分裂國家的場所。韓國和朝鮮就是在此處
簽署了停戰協定。

   首爾站－汶山站
   可搭乘EG觀光巴士
   首爾－汶山站 
計程車(2萬韓元)或公車(2千韓元)
 09:00 ~ 17:00
 82-31-958-4558
   www.sanmeoru.com  
 

 

山葡萄農園 |  산머루농원

坡州

山葡萄農園是唯一位於首都圈
的酒莊，不是使用一般葡萄，
而是使用山葡萄來釀酒。
這裡有能親手將酒裝入瓶中，
製作只屬於自己的紅酒、製作
山葡萄果醬，以及參觀葡萄酒
熟成隧道等各式體驗。

   請利用DMZ觀光巴士服務。 
   82-31-953-4744(坡州／DMZ遊客
資訊中心) 
   http://www.cosmojin.com 
htpt://www.jsatour.com  
htpt://www.seoulcitytour.net  
peace.ggtour.or.kr

   請利用DMZ觀光巴士服務。 
 09:00 ~ 18:00
   82-31-953-4744(坡州／DMZ遊客
資訊中心)
   http://www.cosmojin.com  
http://www.jsatour.com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imjingak.co.kr

 

世界和平公園 |  평화누리

坡州

 

臨津閣 |  임진각

坡州

這座自然親近型公園的特色在於擁有遼闊的草地(可容納20,000名遊
客)以及露天水上表演舞台。世界和平公園內有「音樂之丘」(露天舞
台)、「你好」(水上咖啡廳)、「風之丘」、「墓石塚」、涼亭等許多
設施，吸引眾多業餘及專業攝影師前來外拍。這座公園以一年四季舉
辦的文化表演、展示會、電影等各種文化藝術活動, 將臨津閣打造為
和諧、和平與融合的樂土。

臨津閣是為了撫慰朝鮮戰爭時，逃至南方的朝鮮難民的思鄉情懷而建造
的公園。每年約有250萬名遊客造訪臨津閣。這座公園建於1972年，位
於軍事分界線(MDL南方約7公里處，距離臨津閣站500公尺。在位於臨津
閣的京畿和平中心，遊客們可以觀看紀錄北韓狀況的錄影帶，並參觀展
出的北韓家電用品與照片。望拜壇是過去曾經住在軍事分界線北方的人
們，在重要節日或想念家人時，隨時前往向還留在北韓的父母、祖父母
磕頭行禮的地方。在臨津閣紀念品商店，可以購買各種與DMZ及京畿道
相關的紀念品，此外，餐廳、瞭望台也是相當推薦的去處。

北部地區

65min / ₩2,050Seoul StationG·J Munsan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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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化站1號出口
   058號公車(綠色)－現代汽車品牌
形象館高陽店下車(15分鐘, 1050
韓元)
   計程車資約3,000韓元

   10:00 ~ 19:00  
售票截至17:30  
最後入場截至18：00  
(每週一、元旦當天、除夕與中秋
節當天、隔天均休館)
 82-1899-6611
   http://motorstudio.hyundai.com/
goyang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為韓國最大的汽車體驗主題公園，是能夠輕

鬆且深入了解汽車誕生過程與功能的空間。
館內也有能享用豐富美味料理的餐廳、氣氛雅緻的咖啡廳、特設的精
品店等許多附帶設施，提供給遊客使用。

   注葉站2、3號出口, 注葉公園方向
(步行15分鐘)

   注葉公車站(中央) → 080號 公車 
→ 文村村 → 現代百貨公司 → 
山韓華Aqua Planet

 注葉站4號出口(約3,200韓元)

   10:00 ~ 17:00
 82-31-960-8500 
   http://www.aquaplanet.co.kr/
ilsan/index.jsp

 

一山韓華Aqua Planet |  한화 아쿠아플라넷 일산

高陽

一山韓華Aqua Planet為韓國首個在水族館中再現亞馬遜叢林景觀的地
方，是首爾、京畿道內最大規模的水族館，館內有22種共25,000條魚
類／50種共600隻動物可供觀賞。
館內也規劃了Alive Star等設施及特殊體驗活動，是首都圈最能盡情
享樂的綠洲。

 

高陽現代汽車品牌形象館 |  현대 모터스튜디오 고양

高陽

   合井站(1號出口)  
公車2200號 (約1小時) 
大化站(1號出口)  
公車900號 (約1小時30分鐘)

   一般店家與美食廣場 
週一～週四 10:30 ~ 20:30 
週五～週日 10:30 ~ 21:00 
* 含國定假日 
品牌餐廳街  
週一～週日 11:00 ~ 21:00 
* 春節(舊曆) / 中秋節當天休息 
*   最後點餐時間為營業結束前30分鐘
*    提供即時退稅服務，可使用微
信支付／銀聯卡，提供中文口
譯服務（1644-4001）

 82-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paju

  | 신세계사이먼 파주 프리미엄 아울렛

新世界西蒙PAJUPREMIUMOUTLETS®

坡州

新世界西蒙PAJU PREMIUM OUTLETS®鄰近超人氣連續劇《太陽的後裔》
拍攝地點「DMZ格里福斯營地」、《來自星星的你》拍攝地「普羅旺斯
村」，是坡州首屈一指的旅遊購物景點。這裡有耐克、阿迪達斯、雨
果博斯、湯麗柏琦、MCM、阿瑪尼、蔻馳等共220多個品牌進駐。購物中
心會隨季節更換裝飾擺設，並提供豐富活動及歐式風格的市場等，除
購物服務之外，也致力營造讓遊客能夠愉快享受的氣氛，提供截然不
同的購物體驗。

   注葉站2號出口, 沿著公園路步行10分鐘
 從市區出發約30,000 ~ 40,000韓元

 
 10:00 ~ 18:00 因季節而異
   82-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ONEMOUNT |  원마운트 

高陽

50萬名外籍遊客的選擇！一年四季能同時享受夏天與冬天的ONEMOUNT！
用優惠手冊裡提供的優惠，到能盡情體驗西伯利亞哈士奇拉雪橇、
2018平昌冬奧熱門運動項目冰壺的冰雪樂園遊玩吧！
同時，從5月起ONEMOUNT戶外水上樂園也將開放，在此樂享韓國的清涼
夏日吧！(室內全年無休)現在也可以利用EG觀光巴士前往Onemount，
縮短移動時間，讓交通更加便利，遊客不需要再為交通而煩惱！

北部地區

5min / ₩1,250

35min / ₩1,550

Hongik Univ.2 Hapjeong2

Daegok → Daehwa3Hongik Univ. → DaegokG·J

35min / ₩1,550Hongik Univ.2 Daegok3 Juyeop3

5min / ₩1,250Daehwa3 Juyeop3

15min / ₩1,050Daehw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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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花共存的庭園洗美苑，其名稱出自於觀水洗心、觀花美心的古語。為淨化漢江，此處栽種水質淨化能
力卓越的蓮花，一到夏天，整片蓮花田的蓮花便會盛開。這裡是一座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到當季花卉，同時
還能參與各式活動、體驗的美麗庭園。

   公車+計程車  
搭乘市外巴士7000(蠶室站) → 
雪嶽客運站 → 搭乘計程車 → 
抵達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火車+計程車  
清平站 → 搭乘計程車 →
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平日:10:00 ~ 18:00 
週末:09:00 ~ 18:00
 82-31.581.9400
   http://www.swissthemepark.com

   2小時35分鐘，搭乘機場鐵路，於
孔德站轉乘京義中央線，於兩水站
下車／4,650韓元
   仁川機場巴士:搭乘6006、6705、
6006-1至蠶室站下車，轉乘200-2
至楊西面事務所、體育公園下車／
17,750韓元
   於仁川國際機場乘車，1小時25分
鐘，98.6公里／約80,000韓元
   6月-9月 07:00 ~ 22:00 
10月-5月 09:00 ~ 21:00
 82-31-960-8500 
   www.semiwon.or.kr

 

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 |  에델바이스 스위스 테마파크

加平

 

洗美苑 |  세미원

楊平

以瑞士的小村落慶典為主題打造
的真善美瑞士主題公園，擁有美
麗的瑞士建築和風景，以及許多
博物館、畫廊、主題館、拍照
區、錯覺幻視藝術等，每一棟建
築物的設計都各不相同，讓遊客
擁有宛如置身瑞士般，與自然融
合的田園休憩感受。

   楊平站1號出口
計程車約10分鐘
(8,000韓元左右) 
   10:00 ~ 19:00(春秋季), 
10:00 ~ 20:00(夏季),
10:00 ~ 18:00(冬季) 
每週三休息

 82-70-4257-2210 
   www.thegreem.com

 

楊平THE GREEM |  양평 더그림

楊平

比畫更如詩如畫的庭園。
楊平THE GREEM榮獲2017年京畿最美庭園
文化大獎，這是一座能夠欣賞美麗庭園、
花朵與樹木，聽著溪水鳥鳴聲療癒身心，
讓人宛如置身咖啡廳一般的植物園。 坐
落在一年四季皆潺潺流動的溪水與松樹山
之間，歐式建築與庭園交織成一幅美麗的景象。超過60坪以上的庭園不僅是
連續劇、電影、廣告拍攝地點，也是非常適合拍照的地點。 購買門票後您
可以免費兌換一杯飲料，園內也販售各種物件、生活用品與紅酒、甜點等。

   清涼里站 → 龍門站(京義中央線) 
2,200韓元
 東首爾客運站 → 龍門客運站  
6,500韓元

   龍門站 → 楊平鐵路自行車 
3,000韓元(叫車時4,000韓元) 
從龍門站步行至楊平鐵路自行車
約需10分鐘 
   09:00 ~ 18:00  
(夏季結束時間為19:30)
 82-31-775-9911 
   www.yprailbike.com

 

楊平鐵路自行車 |  양평레일바이크

楊平

鐵路自行車是在固定鐵道
上行進的四輪鐵路自行
車，是能讓遊客在自行車
上迎　著楊平最自豪的涼
爽清風，盡情體驗自然的
運動型休閒設施。

   1. 在清平站/加平站(京春線) 下車 
2. 搭乘「加平觀光景點循環巴士」 
3. 在清平站(京春線) 下車  
4.   移動至清平客運站(步行10分

鐘), 搭乘往高城里方向的市區
公車

 1.   於東首爾客運站、上鳳客運站
搭乘開往清平客運站的巴士, 
到站後下車 

2. 搭乘開往高城里方向的市區公車
 1.   過了大成里但還未到清平時，

在清平堤入口三岔路往虎鳴里
方向右轉

2.   從清平堤再繼續直行10公里左
右, 即可抵達小法國。 

 09:00 ~ 18:00(全年無休)
 82-31-584-8200
   www.pfcamp.com

〈韓國唯一的法國主題公園〉
韓國國內的小小法國文化村「小法國村」，是連續劇「貝多芬病
毒」、「祕密花園」、「來自星星的你」，以及綜藝節目「Running 
Man」等影視節目的拍攝景點，是相當知名的韓流代表觀光景點。
小法國村的街道上有歐洲古董林立的跳蚤市場、耳邊有數百年前打造
的八音盒旋律繚繞、廣場上則有趣味橫生的提線木偶表演，希望各位
都能在此度過一段美好時光。

   京春線清平站下車
   清涼里 → 清平 → 晨靜樹木園 
(坐席公車 → 市區公車或循環巴士)

   清平站 → 晨靜樹木園  
18,000 ~ 20,000韓元 

   08:30 ~ 日落(冬季至21:00)
 82-1544-6703
   http//morningcalm.co.kr

 

晨靜樹木園 |  아침고요수목원

加平

晨靜樹木園以庭園方式呈現韓國的自然之美。透過天然的美麗，達到休
息、冥想的目的，在自然之中獲得感動，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庭園。

 

小法國村 |  쁘띠프랑스

加平

東部地區

115min / ₩2,350

110min / ₩2,250

110min / ₩2,350

Gangnam2

Myeong-dong4

Hongik Univ.J

Konkuk Univ.7 Sangbong → GapyeongGC

Sangbong → GapyeongGC

Sangbong → GapyeongGC

Ichon(National Museum of Korea)G·J

95min / ₩2,150GC CheongpyeongHongik Univ.G·J

130min / ₩2,350

130min / ₩2,250

115min / ₩2,350

Gangnam2

Myeong-dong4

Hongik Univ.J

Dongdaemun History & Culture Park2

Wangsimni → YongmunG·J

Wangsimni → YongmunG·J

Wangsimni → YongmunG·J

75min / ₩2,250CheongnyangniG·J YoungmunG·J

65min / ₩2,050CheongnyangniG·J Yangpyeong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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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7號線三山體育館站步行7分
鐘，約1,550韓元, 在1號線富開
站轉乘社區公車579號，約需15分
鐘，約1,550韓元
   搭乘1200號從弘大入口站至三山
體育館，約需40分鐘
   從首爾市中心出 發需30分鐘約2萬
韓元

   水上樂園&SPA 10:00 ~ 21:00  
雙板／單板滑雪道 9:30 ~ 21:00 
滑梯樂園(冬季/夏季) 9:30 ~ 18:00
 82-1577-5773 
 www.playdoci.com

 

熊津娛樂城 |  웅진플레이도시

富川

熊津娛樂城為全年都能體驗各種娛樂與活動的市中心複合式休閒主題
樂園。園內設有提供豐富多彩節目的水上樂園、傳統SPA與主題SPA兼
備的大型SPA區、韓國國內唯一室內滑雪道，以及冬季限定冰雪樂園、
夏季限定夏日滑梯樂園(冬季/夏季)等，可滿足遊客的多種需求，並為
遊客帶來愉快體驗。

   以首爾站出發
約2,450韓元(地鐵+ 公車)
地鐵:首爾站－逍遙山站
公車:  於逍遙山站z(對面)搭乘57號
公車－於香草島樂園下車

   以首爾站出發約 65,000원 
首爾站→香草島樂園
   10:00~22:00(週六到晚11點)
 82-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香草島樂園 |  허브아일랜드

抱川

1998年香草島樂園開館，旨在利用香草追求更加幸福的世界，以地中海
風格的「寓香草於生活」為主題，建造威尼斯村、聖誕村、7080懷舊老
街、香草植物博物館，以及使用香草製作美味料理、販售多種香草商
品的店家，除此之外，還有香草療癒中心，讓遊客能夠享受使用10種
自然元素的香草健康體驗。全年無休的香草島樂園，一年到頭都能觀
賞到地中海的香草，遊客可透過五感體驗，讓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

   (仁川)7號線三山體育館站5號出
口(步行3分鐘)
 79號(富開站→韓國漫畫博物館)
37號(松內站→上洞站→三山體育館站)
87號(松內站→上洞站→三山體育館站)
  53號(松內站→上洞站→韓國漫畫博
物館)
59-1號(禾谷站→韓國漫畫博物館)
   從Bucheon Central Bus Terminal 
出發上車後的基本車資

 10:00 ~ 18:00(入場時間至17:00截止) 
*   休館日：   每週一、1月1日、春
節和中秋節當天以及前一天

 82-32-310-3090~1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韓國漫畫博物館 |  한국만화박물관

富川

這是一座能綜觀韓國漫畫百年史的展覽、以26萬餘件漫畫館藏居全國
之冠的漫畫圖書館，親自樂享各種體驗、滿足五感刺激的4D影像館！
可以一次滿足以上所有體驗的亞洲唯一的漫畫複合文化空間！

 京義中央線龍門站下車
(約2,500韓元)

 龍門市外巴士客運站
(約6,500韓元)
 龍門站－青春博物館
(約12,000韓元)
   10:00 ~ 19:00(楊平) 
9:00 ~ 21:00(弘大)

   82-31-775-8907 
82-2-3144-6300 

 www.retromuseum.co.kr
www.trickeye.co.kr

特麗愛3D美術館是3D錯視藝術展示館，是讓參觀遊客成為主人公的新
型文化、娛樂空間。 這裡也是全球第一座將AR技術運用於藝術作品的
美術館, 讓遊客享有更驚奇的美妙的體驗。

 

特麗愛3D美術館 |  트릭아이뮤지엄

楊平

南部地區

115min / ₩2,250J Myeong-dong4 YongmunG·JIchon(National Museum of Korea)G·J

Hongik Univ.2

Seoul Station1

Seoul Station1

Bugae1

Myeong-dong4 Onsu → SamsanGymnasium7

SamsanGymnasium7Daerim7

45min / ₩1,550

65min / ₩1,650

55min / ₩1,550

Hongik Univ.2

Seoul Station1

Seoul Station1

Bugae1

Myeong-dong4 Onsu → SamsanGymnasium7

SamsanGymnasium7Daerim7

45min / ₩1,550

65min / ₩1,650

55min / ₩1,550

115min / ₩2,150Gangnam2

85min / ₩2,050Myeong-dong4 Chungmuro4

Konkuk Univ.7 Dobongsan → Soyosan1

Chang dong → Soyos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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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抱川市政府，換乘73號
   於新北面事務所搭乘計程車:基本車資
   夏季:09:00 ~ 22:00(最後入場時間:20點)
冬季:09:00 ~ 21:00(最後入場時間:19點)
每週一:09:00 ~ 19:00(最後入場時間:18點) 
 82-31-538-3485 
 artvalley.pocheon.go.kr

 

抱川藝術谷 |  포천 아트밸리

抱川

1990年代之後停止開採岩石，成為被廢棄的採石場，後由抱川市打造
為韓國第一座環保複合藝術文化公園。
近來播出的《步步驚心：麗－月之戀人》、《藍色海洋的傳說》、
《花遊記》等連續劇皆在此拍攝（天鑄湖），吸引許多外國遊客造訪。
除此之外，還有天文科學館、雕塑公園，以及光雕、夜間互動投影等
多種不同的體驗與觀覽活動。

星光庭園宇宙，是以用月兔從宇宙帶來的星光種子妝點的美麗庭園為
主題打造的花園，庭園內有101公尺長的「銀河路隧道101」、夢幻紫羅
蘭、浪漫花園等區域，是一座365天都能體驗美麗光芒的燈光花園。此
外，另一處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可以在這裡看到亞洲第一座能在離地35
公尺的高空處品嘗飲料的特色咖啡廳，以及宇宙塔！
星光庭園宇宙位於前往江原道旅行的交通要道嶺東高速公路，距離首爾
江南、盆唐、水原等熱鬧的市區僅一小時車程，除了高速公路之外，走
其他國道也可抵達，5分鐘路程處還有大型購物商場樂天名牌折扣購物
中心利川店，旅途中也可安排購物行程。

   京江線利川站下車後搭乘計程車 
(約12,000韓元)
   利川客運站 ~ 於樂天名牌折扣購物
中心利川店(22-9, 12-3, 12-1)下車
後步行10分鐘
 利川客運站 ~ 星光庭園宇宙

(15,000韓元) 

   18:00~ 23:00(各季節不同)
 82-31-645-0002 
 www.ooozooo.co.kr

 

星光庭園宇宙 |  별빛정원 우주

利川

     1.   東首爾客運站搭乘開往長湖院方向
的高速市外巴士(6點30分起每20～
30分鐘間隔發車), 在長湖院客運站
下車后(需約1小時), 再轉乘計程車
(需約10～15分鐘)。

2.   東首爾客運站搭乘開往一竹方向的
高速市外巴士(6點30分起20～30分
鐘間隔發車)， 在一竹客運站下車
后(需約1小時10分鐘)，再轉乘計程
車。

3.   乘坐從仁川國際機場/金浦機場開
往利川的機場豪華大巴(早7點開始
運行，每1小時間隔)，在東首爾客
運站下車後，選擇以上1號或2號方
法移動或者在利川客運站下車後，
乘坐直達大巴(每30分鐘間隔運
行）到達長湖院(需約30~40分鐘）
後，乘坐出租車到達目的地。

   9:00 ~ 18:00 週一定期休息
 82-31-641-7540
 pigpark.co.kr

  
小豬博物館 |  돼지박물관

利川

與活生生的小豬交流、學習。
2011年創立的京畿道利川小豬博物館，以「豬」為主題，不僅舉辦小豬
運動會與各種體驗項目，也是直接從事豬隻飼養與豬肉販賣、生產並
販售豬肉加工品的教育農場。小豬博物館開發出全國首創的小豬秀，
以此帶給遊客歡樂，也結合當地農家，販售各種農畜產品。 小豬博物
館除了舉辦可觀看的小豬表演、近距離觀察小豬、了解豬隻特性的小
豬運動會外，也開辦香腸製作課程，讓遊客體驗用豬肉製作手工香腸
的過程，並藉此了解優良食品的相關知識。另外也規劃擁抱體驗，藉
著撫摸、擁抱小豬，以消除對豬這種動物的偏見。還收藏並展出1,300
餘件全球各地畫作與工藝品等許多可供遊客參觀、體驗的項目。小豬
博物館也和小學、國中、高中合辦校外教學課程，是一座「教育農
場」。這也是小豬博物館年年有近5萬人造訪的原因。

   首都圈機場鐵路仁川機場第1航廈站 
→ 首都圈4號線首爾站 → 首都圈
1號線倉洞站 → 坐席公車 138-
6(韓華生命入口) → 白鷺洲遊園
地入口站下車(車資約3,750韓元)
   1號線首爾站 → 坐席公車 138-6 
(韓華生命入口) → 白鷺洲遊園
地入口站下車(車資約2,650韓元)

   9:00 ~ 17:00
 82-31-544-8998
   http://bossapple.com/

 

Boss Apple |  사과깡패

抱川

2萬坪迷你蘋果體驗農場
迷你蘋果摘採體驗
製作體驗（蘋果派、蘋果醬、蘋果醋、蘋果酵素）
遊樂場（積木間、跳床、遊園車）

南部地區

115min / ₩2,150Gangnam2 Dobongsan → Soyosan1Konkuk Uni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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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路專用館-1,3,5號線鐘路3街站
14號出口
  西大門專用館-2,5號線忠武路站下車 
   鐘路專用館:一般公車111 / 支
線公車7212/幹線公車101、103、
140、201/直達坐席公車9301,「鐘
路3街站15號出口」 
西大門專用館:一般公車1002 / 
幹線公車160、171、260、270、
271、273、600、602、721、751、
N26/直達坐席公車1004/快速公車
8600、8601、8601A / 機場巴士
6002在「忠正路站」下車 
濟州專用館-快速公車150-1、150- 
2, 在「濟州觀光大學」下車

   鐘路專用館:搜尋「首爾劇場」
西大門專用館:搜尋「救世軍藝術廳」
  濟州專用館: 「濟州觀光大學會議廳」

   每天2場(17:00, 20:00) 全年皆有
演出每場75分鐘
   (首爾) 82-2-766-7848  
(濟州) 82-64-745-7848 
 http://thepainters.co.kr/

   地鐵3號線東國大學站5號出口
 藍色公車 144,301,407
   計程車資補助(出示計程車收據，
可獲贈最高20美元的抵用券)

 09:00 ~ 20:30
 82-2-2639-6000
 www.shilladfs.com/comm/kr/en  

 

 

彩繪塗鴉秀：HERO |  페인터즈 히어로

首爾

 

新羅免稅店(首爾店、仁川店) |  신라면세점(서울점, 인천점)

首爾

彩繪塗鴉秀：HERO是世界首創／唯一的美術表演，連續3年維持觀眾數
第一名，一年入場觀眾人數突破100萬人，是最能代表韓國的演出。
演出以立體影像結合歡快舞蹈、輕快喜劇，透過現場繪畫的方式，重
現風靡一時的英雄人物，帶給觀眾獨一無二的夢幻感動與樂趣。

橫跨全球的頂級免稅購物服務，就從新羅免稅店首爾店開始。
店內擁有路易威登、香奈兒、古馳等知名精品櫃位，以及獲得國際認
可的美妝專家等級的全球美妝品牌饗宴。囊括最新流行時尚、配件與
美食，歡迎到新羅免稅店首爾店享受最頂級的免稅購物。

搭乘從仁川國際機場至首爾站的
直達列車，以快捷便利的交通方
式展開韓國之旅。 遊客可於直
達列車上，透過窗戶欣賞西海與
漢江全景，感受韓國之美。

 

機場鐵路 |  공항철도

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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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站 :   首爾特別市龍山區青坡路378(東子洞)地下2樓機場鐵路首
爾站(首班車06:10, 末班車22:50)

 機場鐵路第1航廈站 :   仁川廣域市中區機場路271(雲西洞)交通中心
地下1樓仁川機場第1航廈站(首班車05:23, 末
班車22:48)

 機場鐵路第2航廈站 :   仁川廣域市中區機場路272交通中心地下1樓仁
川國際機場第2航廈站(首班車05:15, 末班車
22:40)

 地鐵4號線大公園站
1號、2號、3號出口

   09:30 ~ 21:00  
(閉園時間請參考官方網站)
   82-2-509-6000
 www.seoulland.co.kr 

 

首爾樂園 |  서울랜드 

果川

首爾樂園為韓國第一座擁有吉祥物遊樂設施的主題樂園。位於地鐵4號
線大公園站，交通十分便利，由世界廣場、冒險國度、幻想國度（吉祥
物角色城）、未來世界、三千里花園等各種獨特主題的娛樂休閒空間組
成。每年都會舉辦鬱金香、櫻花、菊花等各種美艷花卉主題慶典，也引
進各種遊樂設施、表演、展覽活動等，以此迎接眾多遊客的到來。
尤其是夜間開放引進的煙火秀、燈光秀，將首爾樂園打造成帶給遊客們
樂趣的娛樂空間。

首爾近郊

30min / ₩1,350

30min / ₩1,550Myeong-dong4

Sadang4 Seoul Grand Park4

Seoul Grand Park4

Gangnam2 10min / ₩1,250Chungmuro → Dongguk Univ.3Myeong-dong → Chungmuro4

30min / ₩1,350

10min / ₩1,250

Seoul Nat'l Univ. of Education3

Chungmuro3

Jongno 3(sam)ga3

Myeong-dong4

Gangnam2

Jongno 3(sam)ga3





(분당서울대병원)

(ICT폴리텍대학)



EG Shuttle BusEG Shuttle Bus

1號車 08:30~18:30

1號車 09:00~17:00 2號車 11:00~19:00

購買以下優惠套票即可享有8折以上優惠, 
讓旅程更加便捷實惠。費用 NT$285(成人/兒童) ※各個觀光景點入場費不包含在內

區分 仁寺洞 弘大入口站 光明洞窟
水原華城

韓國民俗村 愛寶樂園
華城行宮

1號車
(首爾 ⇒ 京畿道)

上車 08:30 上車 09:00 10:00 10:50 11:30 12:00

1號車
(京畿道 ⇒ 首爾) 下車 18:30 下車 18:00 17:00 16:10 15:30 回程車 15:00

2號車
(首爾 ⇒ 京畿道)

上車 10:30 上車 11:00 12:00 12:50 13:30 14:00

2號車
(京畿道 ⇒ 首爾) 下車 20:00 下車 19:30 19:00 18:10 17:30 回程車 17:00

費用 NT$285(成人/兒童) ※各個觀光景點入場費不包含在內

區分 仁寺洞 弘大入口站 一山Onemount 
韓華水族館

Heyri 
藝術村 山葡萄農園 香草島樂園

1號車
(首爾 ⇒ 京畿道)

上車 09:00 上車 09:30 10:00 10:30 11:10 12:00

1號車
(京畿道 ⇒ 首爾) 下車 17:00 下車 16:30 16:00 15:30 14:50 回程車 14:00

2號車
(首爾 ⇒ 京畿道)

上車 11:00 上車 11:30 12:00 12:30 13:10 14:00

2號車
(京畿道 ⇒ 首爾) 下車 19:00 下車 18:30 18:00 17:30 16:50 回程車 16:00

費用 NT$1430(成人/兒童)

費用包含

各個觀光景點門票

旅行專車

旅遊領隊

餐飲(午餐 1次) 

1日券
A NT$285(10,000韓幣)/人
B NT$285(10,000韓幣)/人
C NT$1430(50,000韓幣)/人

2日券
A+B NT$570 ⇒ NT$428(15,000韓幣)/人
A+C NT$1715 ⇒ NT$1430(50,000韓幣)/人
B+C NT$1715 ⇒ NT$1430(50,000韓幣)/人

3日券 A+B+C NT$2000 ⇒ NT$1715(60,000韓幣)/人

在接駁車內，向領隊出示預約證▶換票快樂體驗
“EG京畿道巴士之旅”

➊ 請最晚在出發3天前提前預約。 

➋ 不包含各個觀光景點的門票費用。

➌ 搭車前請先上網確認乘車時間, 並於當天提前5分鐘抵達。

➍ 韓國國籍的客人只能在外國國籍客人陪同的情況下, 才可以搭乘。

選擇喜歡的商品路線 或 套票路線

透過官網(www.EG-shuttle.com) 或 
撥打電話(02-365-1500)預約及付款

在旅行當天, 提前5分鐘上車

2號車 10:30~20:00

 A 京畿道南部圈
 每周一休息 | 08 : 30-20 : 00 | 最少出發人數 1名

C 京畿道北部圈
 每周六、日休息 | 07 : 30~19 : 30 | 最少出發人數 1名

B 京畿道北部圈
每周六、日休息 | 09 : 00~19 : 00 | 最少出發人數 1名

EG-Shuttle Pass Package

如何預約?
※票價可能因路線有所變動, 實際票價以官網公告為主

注意事項



EG Shuttle Bus
 A 京畿道南部圈       |  傳統文化體驗主題

B 京畿道北部圈       |  浪漫自然體驗路線

C 京畿道東部圈       |  韓流&放鬆體驗 

旅行體驗型大巴全包

※接駁車時間表會隨交通狀況發生變動。

※接駁車時間表會隨交通狀況發生變動。

1

2

仁寺洞

弘大入口站

弘大入口站

韓國民俗村

光明洞窟 水原華城
華城行宮

1st 08:30 2nd 10:30
愛寶樂園

1

2

仁寺洞

一山Onemount&韓華水族館 Heyri藝術村

山葡萄農園
1st 09:00 2nd 11:00

香草島樂園

6 5

43

6 5

43

區分 仁寺洞 弘大入口站 晨靜樹木園 小法國村
兩水頭 山村香氣主題公園觀

覽或活動體驗
(二擇一)

弘大入口站 仁寺洞
洗美苑

(首爾  ⇒ 京畿道) 上車 07:30 上車 08:00 09:30-11:00 11:30 - 13:30 14:30-15:30 16:10-17:40 19:00 下車 19:30

 ※接駁車時間表會隨交通狀況發生變動

12月冬季
熊城滑雪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