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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1. 水原华城

2. 工房街

3. 八达门市场

4. 水原宾馆

5. 水原城市游

6. 爱宝乐园

7. 韩国民俗村

8.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9. 甜蜜咖啡 dal.komm COFFEE

10. 光明洞窟

11. 安山星光村

12. 熊津蒲蕾乐园

13. 韩国漫画博物馆

14. 和平世界公园

15. 临津阁

16. 第三地窟

17. DMZ(非军事区)旅游巴士

18. 京畿英语村坡州校区

19. 爱来魔相4D艺术馆 - 坡州Heyri分馆

20. 爱莉微丝丽美丽城

21. 坡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22. ONEMOUNT

23. 韩华海洋公园一山

24. 一山湖水公园

25. 高阳韩流宣传馆

26. 抱川香草岛乐园

27. 抱川香草岛乐园班车

28. 小法兰西

29. 晨静树木园

30. 南怡屋

31. 瑞士主题公园

32. 加平城市游

33. 杨平铁轨脚踏车

34. 杨平草莓采摘体验

35. 京畿英语村杨平校区

36. 杨平THE GREEM

37. 骊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38. 金浦现代精品奥特莱斯

39. 首尔乐园

40. HERO:涂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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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优惠券手册”详细介绍了乘坐地铁和公交车轻

松游览京畿道各景点的方法。您可以使用优惠券轻松畅游

京畿道的旅游景点。

确认区域&旅游景点
请在第三页查看想要旅游的景点在哪个区域。整个京畿道分为北部、东

部和南部区域。

确认目的地
在页面上端查看乘坐地铁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出发地点分别为弘大、明

洞和江南。

确认前往景点的交通路线。

地铁路线

1 1号线 2 2号线 3 3号线 4 4号线

7 7号线 8 8号线 J 中央线 G 京义线

B 盆唐线

AP 机场铁路

SB 新盆唐线 GC 京春线 E 爱宝线

步骤 

1

步骤 

3

步骤 

2

水原城市游
旅游优惠券: 优惠20%

成人: 11000韩元 → 8800韩元

学生及军人: 8000韩元 → 6400韩元

仅适用于成人/只适用于学生及军人

爱宝乐园
爱宝乐园、加勒比海湾水上世界优惠10-20%

爱宝乐园白天门票

成人:52000韩元/儿童 41000韩元 → 成人:42000韩元/儿童 

33000韩元

加勒比海湾水上世界

成人:42000-74000韩元/儿童:33000-58000韩元(根据季节有所

变动) → 成人:29000-52000韩元/儿童: 23000-41000韩元

韩国民俗村
门票、联票优惠

门票优惠33%、联票优惠25%

门票: 15000韩元 → 10000韩元

联票: 24000韩元 → 18000韩元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门票优惠2000韩元

成人: 7000韩元 → 5000韩元

在售票处购票后入场

门票优惠2000韩元

中央高速(DMZ旅游巴士)
板门店、第三地窟旅游费用优惠15%

成人:130000韩元/儿童 130000韩元(11岁以上) → 110000韩元

※ 游览时间: 星期二至星期五(仅限平日)

※ 需要四天前预约

※ 当天必须携带打折券

骊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骊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提供VIP优惠券手册

持有本手册的顾客可在咨询中心领取VIP优惠券

京畿道水原市劝善区下塔路 56-1
 82-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kr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82-31-320-5000   www.everland.com/en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民俗村路90
 82-31-288-0000   www.koreanfolk.co.kr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湧泉电视剧路25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82-31-337-3241   djgpark.imbc.com

韩国首尔中区乙支路16,首尔总统酒店302
 82-2-2266-3350   www.jsa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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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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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ff

10~20% off

33,25% off

￦2,000 off

15% off

VIP Coupon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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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咖啡 dal.komm COFFEE
购买一个蜂蜜甜甜圈时，热美式咖啡优惠1000韩元(标准杯)

光明洞窟
门票优惠37%以上

成人:4000韩元→ 2500韩元

青少年:2500韩元→ 1500韩元

儿童:1500韩元→ 1000韩元

安山星光村
星光村 + 镜子迷宫门票: 优惠4000韩元

星光村 + 镜子迷宫门票 9000韩元 → 5000韩元

京畿英语村坡州校区
体验票和门票优惠30%

体验票: 10000韩元→ 7000韩元

门票: 3000韩元→ 2100韩元

必须经过售票处或咨询中心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亭子洞PRUGIO CITY 3期D栋108号、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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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142
 82-2-1688-3399    cavern.gm.go.kr

京畿道安山市常绿区水仁路1723 
 82-31-484-5050   www.star1723.co.kr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冰室路40
 82-31-956-2000   www.english-village.or.kr

37~% off

44% off

30% off

熊津蒲蕾乐园
水上城市/冰雪城市门票优惠30%

韩国国内游客在基本票价上优惠30%

(根据季节可能有所变动)

韩国漫画博物馆
博物馆门票优惠20%

5000韩元→ 4000韩元

一张优惠券可供四人使用

4D电影免费演示

不再与其它优惠同享(体验教育费与观影费另计)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Jomaru路2
 82-32-310-8212  www.playdoci.com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
 82-32-310-3090~1   www.komacon.kr/comicsmuseum

30% off

20% off

1,000韩元 off

水原城市游
可在位于水原站4号出口的水原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进行预约

韩国民俗村
水原站 ▶ 韩国民俗村免费班车

水原站4号出口发车 10:30 / 12:30 / 14:30

韩国民俗村发车开往水原站 14:00 / 15:30 / 16:30

上葛站 ▶ 韩国民俗村免费班车

上葛站2号出口发车 10:40 / 11:10 / 12:10 / 13:40 / 

15:10/ 16:10 / 16:40 (16:40班次冬季不运营)

韩国民俗村发车开往上葛站 10:30 / 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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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班次冬季不运营)

中央高速(DMZ旅游巴士)
DMZ旅游出发(始发地: 首尔)

DMZ旅游距离地铁2号线乙支路1街站8号出口约5分

钟，旅游办公室在首尔总统酒店3楼的《中央》办

公室

旅游行程可能根据DMZ内部情况和军事演习而有

所变动(可能取消或缩短时间)

爱宝乐园
爱宝乐园站

首尔 ▶ 爱宝乐园一般旅游巴士

5002路公交车: 江南站10号出口前方200米

5700路公交车: 蚕室公交车站(蚕室站6号出口)

首尔 ▶ 爱宝乐园班车

弘益大学站9号出口 09:00 ▶ 市厅站5号出口City

09:30 ▶ 东大门站11号出口 09:40 ▶ 江南站6号出口 09:30

预约号：82-32-322-7001 | 往返车票：12000韩元

爱宝乐园发车: 18:00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水原站6号出口

到水原站的地铁路线请参考第五页

乘坐10路公交车到白岩车站下车，再换乘105路公

交车

(120分钟/1950韩元)

骊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3号线高速客运站

骊州客运站: 70分钟/5700韩元

骊州长途客运站912、912-1路公交车

(30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18分钟/11000韩元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仅适用于成人/仅适用于学生及军人

请到团体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3.31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必须提前预约

需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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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海洋公园一山
门票优惠30%

成人:29000韩元/ 青少年 26000韩元/ 儿童 24000韩元

→ 20300韩元

本优惠券仅限外国游客使用

30% off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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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MOUNT 
ONEMOUNT冰雪乐园、水上乐园优惠50%

韩国国内游客在基本票价上优惠50%

(根据季节可能有所变动)

关于免费班车的信息请参考第14页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82-1566-2232    www.onemount.co.kr 50% off

抱川香草岛乐园
门票优惠33%

成人:6000韩元→ 4000韩元

儿童:4000韩元→ 3000韩元

香草博物馆门票免费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号35
 82-31-535-6494    www.herbisland.co.kr 33% off

坡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提供VIP优惠券手册

持有本手册的顾客可在咨询中心领取VIP优惠券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必胜路200
 82-1644-4001   www.premiumoutlets.co.kr

VIP Coupon Book

坡州爱莉微丝丽美丽城
门票及皮肤护理提供30%优惠

门票: 9000韩元

1.购买5万韩元以上化妆品，可优惠30%

2.购买10万韩元以上化妆品，可优惠40%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219
 82-31-955-1688    www.skinanniversary.co.kr 30% off

爱来魔相4D艺术馆 - 坡州Heyri分馆
门票优惠25%

成人:8000韩元→ 6000韩元

儿童:7000韩元→ 5200韩元

未满36个月的幼儿免费入场

25% off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法兴里1652-114(坡州Heyri艺术村4号门)
 82-31-949-9017   www.alivemuseum.com/branch/paju

甜蜜咖啡 dal.komm COFFEE
亭子站3号出口

步行: 直行到Time Bridge写字楼(约268米)→在

Time Bridge写字楼向右→直行到KB国民银行盆唐

亭子分行前的人行横道(约154米)→过马路向亭子

1洞居民中心→行走约130米到达甜蜜咖啡盆唐亭

子店

出租车: 在新盆唐线亭子站3号出口乘坐出租车

(3000韩元 / 需要2分钟)

光明洞窟
石水站2号出口

出租车: 约25分钟/9000韩元

石水站(1号线): 石水站2号出口, 9000韩元

光明KTX站(1号线): 17路东侧, 7号出口, 3号车

站,

1250韩元 / 班车西侧, 2号出口, 班车车站,免费

铁山站(7号线): 17路，2号出口, 马路对面的车站 

/ 11-2路, 1350韩元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京畿英语村坡州校区
在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乘坐

2200路公交车，到京畿英语村坡州校区下车

(52分钟/2700韩元)

必须经过售票处或咨询中心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熊津蒲蕾乐园
(仁川)三山体育馆站1号出口

步行: 11分钟/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熊津蒲蕾乐园免费班车(需提前预约)

明洞站3号出口 ▶ 熊津蒲蕾乐园 08:30

熊津蒲蕾乐园 ▶ 明洞 17:00

弘益大学站1号出口1(260米) ▶ 熊津蒲蕾乐园 

09:00

熊津蒲蕾乐园 ▶ 弘益大学站 17:00

韩国漫画博物馆
(仁川)三山体育馆站5号出口

步行: 3分钟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3.31

请到团体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请到团体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安山星光村
常绿树站2号出口

到对面乘坐301路公交车在安山清闻堂入口下车

(31分钟/2050韩元)

出租车: 约12分钟/6300韩元

该优惠券仅限在甜蜜咖啡(Dalkoom 

Coffee)盆堂亭子店使用，一人一张。

不可换成其它饮品及升杯

换成冰美式咖啡加收5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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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法兰西
门票优惠2000韩元

(只限成人门票)

8000韩元→ 6000韩元

必须在售票处办理

晨静树木园
门票优惠22%

9000韩元→ 7000韩元

瑞士主题公园
门票及咖啡厅Barista at Café的饮料优惠

门票优惠30%，咖啡厅Barista at Café的饮料优惠20%

成人门票 10000韩元→ 7000韩元

青少年门票 6000韩元→ 4200韩元

儿童门票 5000韩元→ 3500韩元

请在售票处或咖啡厅出示优惠券

南怡屋
餐饮优惠10%

消费金额超过20000韩元→ 优惠10%

请在点菜前出示优惠券

杨平铁轨自行车
票价优惠20%

4人基准 32000韩元→ 25600韩元

2人基准 25000韩元→ 20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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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 晨静树木园
 82-1544-6703   www.morningcalm.co.kr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Darakjae路226-57
 82-31-581-9400  www.swissthemepark.com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文化路264
 82-31-581-1686 

￦2,000 off

22% off

30,20% off

20% off

10% off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龙门路 277
 82-31-775-9911    www.yprailbike.com

抱川香草岛乐园班车
往返车票优惠50%(门票优惠)

成人:12000韩元→ 6000韩元

儿童:9000韩元→ 4500韩元

请通过邮件方式提前预约(请使用英文)

50% off
  Email : brain@pncvalley.com

ONEMOUNT
注叶站2号出口

步行: 10分钟/出租车: 约3000韩元

免费班车

每隔15分钟发一次车

-免费班车只能在注叶站2号出口乘坐

韩华海洋公园一山
注叶站4号出口

步行: 16分钟/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免费班车

弘益大学站8号出口 9:20(一天一次)

-座位按先来后到，坐满截止(核载35人)

抱川香草岛乐园
1号线逍遥山站(首尔站出发)

92分钟/2050韩元

乘坐57路、57-1路公交车，到三井1里下车(56分钟

/1350韩元)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请到团体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坡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在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乘坐

2200路公交车，到坡州精品奥特莱斯后门车站下

车(52分钟/2700韩元)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坡州爱莉微丝丽美丽城
在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乘坐

2200路公交车，到异彩购物中心下车

(40分钟/2400韩元)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爱来魔相4D艺术馆 - 坡州Heyri分馆
在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乘坐

2200路公交车，到Heyri 4号门下车

(49分钟/2700韩元)

在合井站每隔15分钟发一次车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10 11京畿道 Coupon Book 京畿道 Coupon Book

京畿英语村杨平校区
门票优惠50%

成人:6000韩元→ 3000韩元

儿童:4000韩元→ 2000韩元

请到入口处的售票处办理后入场

50% off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延寿路209

 82-31-770-1300    www.yea.or.kr

杨平THE GREEM
门票(含饮料)优惠20%

成人:7000韩元→ 5600韩元

儿童:5000韩元→ 4000韩元

购买门票后可领取免费饮料(15种饮料任选)

20% off
京畿道杨平郡玉泉面舍那寺路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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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现代精品奥特莱斯
提供VIP优惠券手册

持有本手册的顾客可在咨询中心领取VIP优惠券

VIP Coupon Book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阿拉陆路152号街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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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乐园
一天联票优惠60%

成人:38000韩元→ 成人:15000韩元

请在售票处出示优惠券

60% off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82-2-509-6000   www.seoulland.co.kr

HERO: 涂鸦秀
门票优惠20%

20% off
直达列车
成人:8,000韩元 / 儿童:6,900韩元→ 6,900韩元

(儿童票不变)

仁川机场站、首尔站 出发

机场铁路直通列车优惠

4G无线网韩国
4G无线网韩国是专为外国游客提供的移动无线上网服务，可在网

上预约并支付，然后在仁川机场领取和退还即可。一天5000韩元 

+ 增值税/预存10万韩元

仁川机场1楼(7号门)移动宽带国际漫游中心
 82-32-743-8990    www.4gwifikorea.com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敦化门路13
 (首尔) 82-2-766-7848 / (济州) 82-64-745-7848 
 www.thepainters.co.kr  / www.facebook.com/thepaintersHERO

(Seoul Station)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素月路2街43-227 机场铁路首尔站

(ICN Int’l Airport Station) 仁川广域市中区机场路271(云西洞)交通中心地下1楼仁川机场站
 82-1599-7788    www.arex.or.kr

提供移动无线路由器

小法兰西
加平站1号出口

乘坐加平城市游巴士可享受更加轻松便捷的旅

行。城市游信息请参考第19页。

出租车: 约24分钟/19300韩元

瑞士主题公园
清平站1号出口

- 步行15分钟(约600米)到清平客运站，乘坐

7000、32-5、32-22、32-26、32-27路公交车

到雪岳客运站下车,再换乘出租车(约50分钟

/8450韩元)

- 出租车: 40分钟/23300韩元(在清平站乘车)

杨平铁轨自行车
龙门站1号出口

步行: 10分钟(700米)/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晨静树木园
清平站2号出口

乘坐加平城市游巴士可享受更加轻松便捷的旅

行。城市游信息请参考第19页。

出租车: 约30分钟/18800韩元

南怡屋
加平站1号出口

步行: 11分钟/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必须经过售票处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或咖啡厅出示优惠券

请在点菜前出示优惠券

请到团体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抱川香草岛乐园班车
游览时间: 09:30 - 19:00(星期六、星期天)

1、2号线 首尔市厅站3号出口(星期六、星期天)

2、9号线 综合运动场站1号出口(星期六)

2、8号线 蚕室站4号出口(星期天)

※ 乘车时间以邮件通知(请使用英文)

需通过邮件方式提前预约

(brain@pncvalley.com)
※ 请使用英文

有效期 : 2016.4.1-20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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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华城是环绕着水原市区的大

型要塞，长5.7公里，高6米，是十八世

纪韩国最著名的文化遗址之一，1997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水原站10号出口

乘坐35、36、39路公交车在华城行宫车站

下车(约23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开放时间 09:00-18:00(冬季: 约17:00)

TEL 82-31-228-4672(水原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URL english.swcf.or.kr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华阳路29号街28

水原工房街被称为水原的仁寺洞，汇集了各种工艺品商店和美食店、茶馆等，

是一条集文化艺术、旅游以及购物为一体的特色街。极富个性的独特牌匾和美丽的

字体让人们感到赏心悦目，多彩缤纷的工房街上各种壁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和文化

艺术体验更增添了游览的乐趣。工房街已经成为水原新的旅游胜地，吸引了许多海

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水原站10号出口

乘坐35、36、39路公交车在华城行宫车站下车

(约23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TEL 82-31-228-4672(水原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URL english.swcf.or.kr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

水原华城

工房街

水原

水原

SB B

1

1

八达门市场是位于水原市八达区的传统市

场，从一百多年前开始就是褓负商(是朝鲜历史上

对行商的称呼)的活动舞台。这里最出名的风味

美食就是炒血肠牛肠。此外，店铺按海鲜干货、肉

类、水产品、蔬菜等分门别类，整体感觉非常干净

整洁，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传统市场。

 水原站10号出口 

乘坐11、13、35路公交车在八达门下车(约14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TEL 82-31-228-4672(水原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776号街8

八达门市场
水原

步行
10分钟
600米

水原市

江南

弘大

亭子 水原

衿井 水原

新道林 水原

64分钟/2,750韩元

67分钟/1,950韩元

63分钟/1,8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南部地区

01

02

03

京畿英语村杨平校区
龙门站1号出口

步行200米后乘车7-1路公交车，到青少年露营地

下车(19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约10分钟/4500韩元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杨平THE GREEM
杨平站1号出口

出租车: 约5分钟/8000韩元

请将您的目的地(THE GREEM)告诉出租车司机。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金浦现代精品奥特莱斯
在9号线开花站2号出口

乘坐16路公交车，到现代精品奥特莱斯站下车

(25分钟/1050韩元)

出租车: 10分钟/8840韩元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首尔乐园
首尔大公园站1号、2号、3号出口

步行: 400米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HERO: 涂鸦秀
钟路3街14号出口

步行: 150米,约2分钟

有效期 : 2016.4.1-2017.4.30

请在售票处办理

出示印有照片的身份证

直达列车
No. 99601

有效期 : 2016.4.1-2016.12.31

持有优惠券的顾客直达列车票优惠价为

6900韩元

4G无线网韩国
仁川机场1楼(7号门)

移动宽带国际漫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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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水原华城建成220周年。为了纪念

这一年，水原市政府及125万市民将2016年指定

为水原华城访问年，热诚欢迎您的到来。

水原K-POP超级演唱会

● 时间: 2016年6月17-18日

● 地点: 水原世界杯体育场

光教湖公园爵士音乐节

● 时间: 2016年9月9-10日

● 地点: 光教湖公园户外舞台

第53届水原华城文化节

● 时间: 2016年10月7-9日

● 地点: 华城行宫、水原川等

URL english.swcf.or.kr

TEL 82-31-228-4672(水原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2016 Visit Suwon Hwaseong Year
2016 水原华城访问年

SB

SB B

B

3 SB B

“爱宝乐园”是世界四大主题公园之一，不仅有遗失的峡谷、雪橇场、木质过山

车(T-express)等世界顶级的游乐设施，还经常举办各种可以和家人或恋人一起欢

享的精彩庆典，是韩国规模最大的主题公园。

 前垈/爱宝乐园站 

爱宝乐园站

首尔 ▶ 爱宝乐园一般旅游巴士
5002路公交车: 江南站10号出口前方200米

5700路公交车: 蚕室公交车站(蚕室地铁站6号出口)

首尔 ▶ 爱宝乐园班车
弘益大学站9号出口09:00 ▶ 市厅站5号出口09:30 ▶ 东大门站11号出口09:40 ▶ 江南站6

号出口9:30

预约电话 82-32-322-7001

往返车票 12000韩元

从爱宝乐园出发时间 18:00

运营时间 平日10:00-22:00、周末09:30-22:00 (※ 必须提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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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蒲谷邑爱宝乐园路199

爱宝乐园
龙仁

江南

弘大

亭子 爱宝乐园

忠武路 良才 亭子 爱宝乐园

江南 亭子 爱宝乐园

75分钟/3,150韩元

106分钟/3,350韩元

121分钟/3,3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南部地区

06

龙仁市

63分钟/1,750韩元

74分钟/1,750韩元

63分钟/1,650韩元

京畿道南部地区

水原城市游将带您领略韩国悠久的

传统文化遗产，让您在心中留下难以忘

怀的回忆。华城在1997年12月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热

情的导游将为您讲解关于华城的精彩故

事。

 水原站4号出口

可在位于水原站4号出口的水原旅游信息咨

询中心预约

费用为 老人(水原市民)5000韩元、

成人11000韩元、青少年8000韩元、

儿童4000韩元

运营时间 路线1：星期二至星期天每天两次

10:00出发，下午14:00出发

TEL 82-31-256-8300
URL www.suwoncitytour.kr

京畿道水原市劝善区下塔路56-1

水原城市游
水原05

以水原华城为中心，其周围有很多物美价廉的好宾馆。从宾馆坐公交车即可到

达水原华城、爱宝乐园和韩国民俗村。欢迎您与热情的旅馆老板和社区居民，还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一起创造最温馨美好的回忆。

水原华城宾馆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01号街11

乘坐11、13、35路公交车在八达门下车，大约走300米(约22分钟/1250韩元)

TEL 82-31-245-6226 
E-MAIL cso5577@naver.com

美家宾馆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87号街20

乘坐7、13-14、11-1路公交车在圣文森特下车，大约走250米(约22分钟/1250韩元)

TEL 82-31-253-7586 
URL www.migaguesthouse.com

水原华城宾馆
水原 Wifi available04

SB B

1

1

江南

弘大

亭子 水原

衿井 水原

新道林 水原

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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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咖啡是韩国第一家将高级咖啡与在线

音乐内容相结合的多功能咖啡厅，这里的咖啡使

用最顶级的咖啡豆、由专业咖啡师精心烹煮，再

加上把音乐视觉化的室内装修、音乐卡、阳台现场

音乐等，为顾客提供一个能够看音乐、听音乐和

玩儿音乐的全新生活文化空间。盆唐亭子店是甜

蜜咖啡的三号直营店，KBS热播剧《太阳的后裔》就曾在这里拍摄。尤其这家咖啡店

位于AMCO HERITZ咖啡厅街，周围聚集着许多高级咖啡厅，可以在安静舒适的气氛里

悠哉地聊天。

 亭子站3号出口

步行 直行到Time Bridge写字楼(约268米)→在Time Bridge写字楼向右→直行到KB国民

银行盆唐亭子分行前的人行横道(约154米)→过马路向亭子1洞居民中心→行走约130米到

达甜蜜咖啡盆唐亭子店

出租车 在新盆唐线亭子站3号出口乘坐出租车(3000韩元/需要2分钟)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亭子洞PRUGIO CITY 3期D栋108号、109号

韩国最负盛名的洞窟主题公园——光明洞窟! 全球

第一个上映3D电影的“艺术殿堂”和长41米的巨龙“洞窟

之王”，还有黄金宫殿、黄金瀑布、洞窟水族馆以及浪漫

的红酒洞窟等，将会带给您难忘的美好回忆。美丽的地下

世界光明洞窟欢迎您。(“拉斯科洞窟壁画光明洞窟展”亚

洲首展即将举办！2016.4.16-2016.9.4)

 石水站2号出口

站点 交通工具 乘车地点 金额

石水站(1号线) 出租车 石水站2号出口 9000韩元

光明KTX站(1号线) 公交车
17路东侧，7号出口,3号车站
班车西侧,2号出口,班车车站

1250韩元
免费

铁山(7号线) 公交车 17路，2号出口,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11-2路公交车 1350韩元

出租车 约25分钟/9000韩元

运营时间 星期二至星期天09:00-18:00(星期一休息)(※ 必须提前咨询，夏季根据情况调整)

TEL 82-2-1688-3399  URL cavern.gm.go.kr

SNS facebook_Gwangmyeong Cave 京畿道光明市驾鹤路85号街142

甜蜜咖啡 dal.komm COFFEE

光明洞窟

城南

光明

1 1

4 B

弘大 新道林 石水

衿井 常绿树

74分钟/1,750韩元

63分钟/1,850韩元明洞

京畿道南部地区

09

10

白天有各种各样的拍照区和小巧精致的物品、美丽的

房子迎接游客，当夜幕降临后，就摇身一变为璀璨夺目的

灯光庆典。白色爱之路、丘比特路、雨之路、求婚之路等各

种灯光隧道和雕塑以及五彩灯光四季花园，整个星光村被

华丽的LED装点得五彩缤纷，为游客开启一段浪漫之旅。

 常绿树站2号出口  

在对面乘坐301路公交车，到安山清闻堂入口下车(约31分钟/2050韩元)

出租车 约12分钟/6300韩元  运营时间 平日15:00-23:00，周末15:00-23:00

TEL 82-31-484-5050 URL www.star1723.co.kr

京畿道安山市常绿区水仁路1723(釜谷洞)

安山星光村
安山11

出租车
23分钟

12,060韩元

18分钟/2,450韓元SB B江南 亭子SB B

B

3 SB

SB

B

江南

弘大

亭子

亭子

上葛

忠武路 良才 亭子 上葛

江南 上葛

40分钟/2,550韩元

71分钟/2,850韩元

86分钟/2,8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南部地区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是MBC电视台最主要的

古装剧摄影地，《伙伴》、《同伊》、《善德女王》、

《李祘》、《朱蒙》、《辛旽》等多部古装剧都曾在

这里拍摄，还有其它各种制作媒体也经常在这里拍

摄电影或影像作品等，是一个使用效率很高的综合

影视园区。同时，这里也是韩国最大规模的韩流文

化中心，拥有十分完善的展览设施、体验设施、参

与设施以及影音设施，以吸引游客的兴趣和参与。

 水原站6号出口

去往水原站的地铁路线请参考第五页。

乘坐10路公交车到白岩车站下车，然后换乘105路公交车(120分钟/1950韩元)

运营时间 09:00-18:00(冬季17:00)

TEL 82-31-337-3241
URL djgpark.imbc.com

京畿道龙仁市处仁区白岩面湧泉电视剧路25

从白岩开往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的105路公交车(一天9个班次)

从白岩出发 从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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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仁大长今主题公园
龙仁08

穿梭150年的时空之旅! 四季缤纷的韩国
民俗村!

在这里，传统饮食和传统表演会让您

时刻感受到韩国“风味”和“风采”。不仅

如此，这里也是 电视连续剧《师任堂》、

《来自星星的你》以及SBS电视台综艺节目

《跑男》的拍摄场地，您可以追随明星们的

足迹，感受最具特色的韩国元素。

 上葛站2号出口

水原站 ▶ 韩国民俗村免费班车

水原站4号出口出发 从韩国民俗村开往水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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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葛站 ▶ 韩国民俗村免费班车

上葛站2号出口出发 从韩国民俗村开往上葛站

10:40 / 11:10 / 12:10 / 13:40 / 15:10
16:10 / 16:40 

(16:40班次冬天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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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班次冬天不运营)

运营时间 平日09:30-18:00、周末09:30-18:30

(※ 必须提前咨询，根据季节和情况可能有所变动)  

TEL 82-31-288-0000
URL www.koreanfolk.co.kr

京畿道龙仁市民俗村路90

韩国民俗村
龙仁07

出租车
67分钟

36,500韩元

Bus No.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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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津阁建于1972年，是为了抚慰韩国战争当时逃离朝鲜的失乡民而建的公园，

距离每年有250多万名游客访问的军事分界线约7公里。在临津阁内的京畿和平中

心，可以看到游客们拍摄的朝鲜实况视频，还陈列着各种在朝鲜实际使用的家用物

品和照片等。望拜坛是背井离乡的人们在重要的日子或思念亲人时面对故乡祭拜父

母祖先的地方。临津阁纪念品店里还销售各种DMZ及京畿道旅游商品，这里的餐厅

和瞭望台也值得推荐。

 乘坐DMZ(非军事区)旅游巴士 

http://www.cosmojin.com / http://www.jsatour.com /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HOUR 09:00-18:00

TEL 82-31-953-4744 (坡州/DMZ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URL imjingak.co.kr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临津阁路177

临津阁
坡州15

这里有一片面积达99174平方米的绿色平原，曾于2005年举办过世界和平庆典，

是一个十分平静祥和的地方。作为一个生态友好型公园，宽敞的绿色平原可同时容

纳两万多名游客，还在岸边设置了露天滨水剧场。“音乐之丘”(露天剧场)、“咖啡

你好”(岸边咖啡厅)、“风之丘”、“石堆”以及“亭子”等设施完善的和平世界公园

已成为许多业余及职业摄影家经常光顾的著名景点。这座公园还常年举办各种各样

的文化艺术演出、展览会、电影放映等活动，将临津阁蜕变成为和谐、和平与统一

的场所。

 乘坐DMZ(非军事区)旅游巴士 

http://www.cosmojin.com / http://www.jsatour.com /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TEL 82-31-953-4744 (坡州/DMZ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URL peace.ggtour.or.kr

京畿道坡州市文山邑临津阁路153

和平世界公园
坡州14

京畿道北部地区

坡州市

步行
2分钟
200米

韩国漫画博物馆是一个全方位的

综合文化空间，这里有可以体验韩国

漫画百年历史回忆的展览、国内藏书

最多的漫画图书馆(25万本漫画资料)、

用漫画放飞想象力的各种体验、满足

五感的4D影院等设施和活动。

 (仁川)三山体育馆站1号出口

步行 3分钟

运营时间 10:00-18:00

(入场时间截止下午5点)

TEL 82-32-310-3090~1

URL www.komacon.kr/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吉州路1

韩国漫画博物馆
富川13

熊津蒲蕾乐园是韩国最大的都市型综合休闲体育中心，里边都有滑雪场、水上

乐园&SPA、高尔夫练习场等设施。室内的冰雪乐园和水上乐园让您一年四季随心所

欲、想玩就玩！

 (仁川)三山体育馆站1号出口

步行 11分钟/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运营时间

(平日)水上乐园10:00-21:30,冰雪乐园09:30-20:00,滑雪度假村09:00-22:00

TEL 82-32-310-8212   URL www.playdoci.com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Jomaru路2

熊津蒲蕾乐园免费班车(需提前预约)

明洞站3号出口 ▶ 熊津蒲蕾乐园08:30 / 熊津蒲蕾乐园 ▶ 明洞17:00

弘益大学站1号出口(260米) ▶ 熊津蒲蕾乐园09:00 / 熊津蒲蕾乐园 ▶ 弘益大学

17:00

熊津蒲蕾乐园
富川12

步行
12分钟
830米

京畿道南部地区

7

71

7

江南

弘大

大林 三山体育馆

首尔站 温水 三山体育馆

大林 三山体育馆

62分钟/1,650韩元

61分钟/1,650韩元

49分钟/1,550韩元

明洞

富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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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神奇的礼物
在文化村度过充满惊喜的一天！想要插上翅膀来一次攀岩吗？快乐又刺激的爱

来魔相4D艺术馆Heyri分馆为您打造最特别的回忆!

 合井站1号出口 

在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乘坐2200路公交车，

到Heyri4号门下车(约49分钟/2300韩元)，在合井站出发，每隔15分钟发一次车

运营时间 10:00-19:00(入场时间截止18:00)

星期一休息(如果星期一为公休假日，可指定日期调休)，7-8月不休息

TEL 82-31-949-9017   URL www.alivemuseum.com/branch/paju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法兴里1652-114(坡州Heyri艺术村4号门)

爱来魔相4D艺术馆 - 坡州Heyri分馆
坡州19

以英国伦敦近郊一个叫做Rye的小村庄为概念建造的英语文化体验空间，也是

韩国最负盛名的外景拍摄地(摄影)。KBS电视台的《跑男》和MBC电视台的《无限挑

战》等人气爆棚的综艺节目都曾在这里拍摄过，还有Super Junior、KARA、Wonder 

Girls等许多K-Pop歌手的MV也在这里拍摄过。找出电视里出现过的景点，并用照片

记录下美好的瞬间，会带给您一种新鲜的乐趣。

 合井站1号出口(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

在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乘坐2200路公

交车，到京畿英语村坡州校区下车(约52分钟/2700韩元)

HOUR 09:30-18:00

TEL 82-31-956-2000

URL www.english-village.or.kr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冰室路40

京畿英语村坡州校区
坡州18

京畿道北部地区

步行
10分钟
1公里

Bus No. 2200

京畿道北部地区

世界上现存的唯一一个见证国家分裂的场所。韩国与朝鲜就是在板门店面对面

地签署了停战协议。

 DMZ Tour Departing from Seoul 

必须提前预约

运营时间 星期二至星期五(公休假日及联合国指定日期除外,游览时间为08:50-

17:30)

TEL 82-2-2266-3350(JSA tour) 

URL www.jsatour.com

韩国首尔中区乙支路16，首尔总统酒店302

在距离文山12公里、距离首尔52公里的DMZ(非军事区)发现了第三地窟。从2002

年开始，这里跟DMZ现代大厅、雕像、纪念品店一样很受游客欢迎。

 乘坐DMZ(非军事区)旅游巴士 

http://www.cosmojin.com / http://www.jsatour.com / http://www.seoulcitytour.net

TEL 82-31-954-0303
URL www.jsatour.com

京畿道坡州市长湍面都罗山里

DMZ(非军事区)旅游巴士

第三地窟

坡州

坡州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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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江南

弘大

首尔教育大学 鼎钵山

忠武路 鼎钵山

大谷 鼎钵山

83分钟/1,850韩元

61分钟/1,650韩元

36分钟/1,5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北部地区

G

韩华海洋公园一山位于高阳韩流世界附近，是首都圈最大的水族馆，也是国内

首家水族馆与室内动物园结合的融合式水族馆(共四层)。这里有海象、美洲虎等来

自世界各地的海洋生物和陆地生物325种36500余只。

 注叶站4号出口

步行 16分钟/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HOUR 10:00-19:00   TEL 82-31-960-8500

URL www.aquaplanet.co.kr/ilsan

韩华海洋公园一山
高阳23

夏天也可以玩儿雪，冬天也可以游泳的地方！这里就是高阳ONEMOUNT!全年开

放的水上乐园和冰雪乐园带您享受另一种反季的乐趣!跑男曾有三期节目在这里录

制，您可以像那些跑男成员一样，在这里玩儿个酣畅淋漓，感受ONEMOUNT独一无二

的魅力!地球上最畅快的游乐场! 哇- ONEMOUNT!

 注叶站2号出口

步行 10分钟/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免费班车 每隔15分钟发一次车/弘大免费班车取消(运营至2016.3.31)

运营时间 10:00-19:00(时间有可能变更)

TEL 82-1566-2232  URL www.onemount.co.kr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韩流世界路300

ONEMOUNT(水上乐园/ 冰雪乐园)
高阳 Wifi available22

高阳市

步行
2分钟
200米

京畿道北部地区

坡州精品奥特莱斯汇聚了Armani、Coach、MCM、Nike、Tory Burch等220多个世

界顶级的服装、生活家居和户外品牌。距离首尔约一个小时的车程，距离仁川及金

浦国际机场也很近。坡州精品奥特莱斯不仅很有气氛，附近还有许多旅游景点，很

适合全家人一起游玩。

 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1号出口

乘坐2200路公交车，到坡州精品奥特莱斯后门车站下车(约52分钟/2700韩元)

URL www.skinanniversary.co.kr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219

运营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10:30-20:30/星期五至星期日10:30-21:00(包括公休假日)

餐厅 11:00-21:00(春节及中秋节休息)

TEL 82-1644-4001  URL www.premiumoutlets.co.kr

京畿道坡州市炭县面必胜路200

韩国最大规模的美容体验馆，提供给从护肤到彩妆的一站式美容体验。

 合井站(距离弘益大学站一站地)2号出口

乘坐2200路公交车，到异彩购物中心车站下车(约40分钟/2400韩元)

HOUR 09:00-18:00 

TEL 82-31-955-1688 

URL www.skinanniversary.co.kr

京畿道坡州市文发路219

坡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坡州爱莉微丝丽美丽城

坡州

坡州

21

20

出租车
12分钟

6,700韩元

Wifi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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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available

3 1

4

4

4 1

1

当天往返香草岛乐园的收费班车，

园区内有香草博物馆、餐厅、艺术品及

手工艺品、SPA等各种设施，可以观赏、

品尝和体验各种香草。

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提前预约。

(brain@pncvalley.com)

※ 邮件请使用英文。

旅游时间可能有所变更。

成人:12000韩元、儿童:9000韩元(往返)

※ 五折优惠券在第29页。

游览时间 09:30-19:00(星期六、星期天)

1、2号线首尔市厅站3号出口(星期六、星期天)

2、9号线综合运动场站1号出口(星期六)

2、8号线蚕室站4号出口(星期天)

※ 乘车时间用邮件通知。(请使用英文)

可以观赏、品尝和体验各种香草的香草旅游园区，里面有香草农场、香草餐厅、

香草工房、香草博物馆、香草SPA等设施。

 1号线逍遥山站(首尔站出发)92分钟/2050韩元

乘坐57路或57-1路公交车，到三井1里下车(约56分钟/1350韩元)

运营时间 10:00-22:00(星期六到23:00)

TEL 82-31-353-6494

URL www.herbisland.co.kr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三井里517-2

香草岛乐园班车

香草岛乐园

抱川

抱川

江南

弘大

首尔教育大学 仓洞 逍遥山忠武路

忠武路 仓洞

仓洞

逍遥山

逍遥山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

112分钟

/2,150韩元

83分钟/2,050韩元

102分钟/2,1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北部地区

27

26

抱川市

7

71

7

江南

弘大

大林 三山体育馆

首尔站 温水 三山体育馆

大林 三山体育馆

62分钟/1,650韩元

61分钟/1,650韩元

49分钟/1,5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北部地区

2011年10月开馆的“新韩流宣传馆”是韩流与影视文化体验场所，由照相区和

高阳外景区、韩流明星藏品区、多功能舞台、韩流博物馆商店等设施组成。游客可以

在韩剧《Dream High(梦想高飞)》的舞台上穿着剧中演员的服装拍照。此外，还可以

看到许多其它影视剧中出现的市内拍摄地和剧中场景，还可以购买相关商品。

 鼎钵山站1号出口

步行 12分钟/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运营时间 10:00-17:00(星期一休息)

TEL 82-031-908-3236

URL www.visitgoyang.net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白马路195

一山湖水公园是青山绿水和谐相融的环境友好型生态公园，里面有自然学习

园、仙人掌展览馆、卫生间历史展览馆、新韩流宣传馆、唱歌的音乐喷泉、自行车

道、散步路等，大自然与运动设施、文化教育设施、便利设施等和谐地融为一体。

 鼎钵山站1号出口

步行 12分钟

运营时间 10:00-17:00(星期一休息)

TEL 82-31-908-3236   URL www.visitgoyang.net 

高阳韩流宣传馆

一山湖水公园

高阳

高阳

25

24

步行
5分钟
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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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available

在加平主要旅游景点循环的旅游巴士，可以

看遍加平所有的主要景点。可凭一张当日车票在

循环路线内自由换乘。

- 景点门票费用自付

- 乘车时向司机购买车票

瑞士村是以瑞士的一个小村庄庆典为主题的公园，里面有美丽的瑞士建筑和风

景，还有各种博物馆、画廊、主题馆、照相区、幻觉艺术馆等，拥有许多丰富多彩的

看点。整个公园的风格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一个美丽的迷你版瑞士。

 清平站1号出口

步行约15分钟(约600米)到清平客运站，乘坐7000、32-5、32-22、32-26、32-27路

公交车在雪岳客运站下车，然后换乘出租车(约50分钟/8450韩元)

出租车 约40分钟/23300韩元(在清平站乘车)

运营时间 平日10:00-18:00、周末09:00-18:00

TEL 82-31-581-9400   URL www.swissthemepark.com

京畿加平郡雪岳面梨泉里304番地

加平城市游

瑞士村主题公园

加平

加平

97分钟/1,950韩元

90分钟/2,050韩元

98分钟/2,050韩元

京畿道东部地区

32

31

7 GC

2 J

J

江南

弘大

建国大学 上凤 清平

清平

清平

加平

加平

加平

东大门 往十里

往十里

明洞

1
加平客运站

2
加平站

11
清平

12 13
林草桥公寓 晨静树木园

3
鳖岛(二和园、露营地)

4
加平铁轨自行车

10
清平客运站

6
金垈里

5
南怡岛(高空飞索)

9
虎鸣里

7
福长里三岔口

8
小法兰西

(清平轮船)

Tour Course

主要路线

7 GC

2 J

J

江南

弘大

建国大学 上凤 清平

清平

清平

加平

加平

加平

东大门 往十里

往十里

97分钟/1,950韩元

90分钟/2,050韩元

98分钟/2,050韩元

明洞

京畿道东部地区

充满韩国独特韵味的晨静树木园为

寻找晨曦静谧的游客提供一个舒适平静

的休息场所，让游客通过韩国的大自然

感受梦寐以求的幸福乐园。

 清平站2号出口

乘坐加平城市旅游巴士可享受更加轻松

便捷的旅行。城市游信息详见第19页。

出租车 约30分钟/18800韩元

运营时间 08:30-日落(冬季到21:00)

TEL 82-1544-6703   URL www.morningcalm.co.kr

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树木园路432 晨静树木园

南怡屋是位于南怡岛的一家专门做辣炒鸡排

的餐厅。辣炒鸡排是韩国的传统饮食，把用辣椒酱

腌制的鸡排和各种蔬菜放在热铁板上炒着吃。南怡

屋还特别为穆斯林提供使用清真鸡肉的辣炒鸡排。 

 加平站1号出口

步行 11分钟 / 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TEL 82-31-581-1686

京畿道加平郡加平邑文化路264

晨静树木园

南怡屋

加平

加平

29

30

童话里小王子居住的地方。SBS的电

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秘密花园》以

及综艺节目《跑男》都曾在这里拍摄。这

里还有圣·德克旭贝里纪念馆、八音盒小

屋、香草&精油店、住宿设施等。

 加平站1号出口

乘坐加平城市游巴士可以享受更加轻松

便捷的旅行。城市游信息详见第19页。

出租车 约24分钟/19300韩元

HOUR 09:00-18:00   TEL 82-31-584-8200   URL www.pfcamp.com

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高城里616

小法兰西
加平28

加平郡

班车
44分钟

32,7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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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available

“比画更美丽的房子”，五十多部影视剧

及广告片的拍摄地 / 一年四季清澈透明的溪

水，松树林前方一座欧式建筑和宽敞的草坪相

得益彰，隐身在大自然中，带给人身心治愈的

咖啡厅 / 销售进口生活用品

 杨平站1号出口

出租车 约10分钟/7500韩元

请将您的目的地(THE GREEM)告知出租车司机。

运营时间 10:00- 日落时分

TEL 82-70-4257-2210

URL www.thegreem.com

京畿道杨平郡玉泉面龙川里564-7(舍那寺路175)

平日出行比周末更舒适方便

在韩国享受弗吉尼亚的氛围
效仿美国弗吉尼亚州而建的英语教育村，参加学习和训练的学生来自全世界各

个国家和地区。《花样男子》、《面具》等多部人气韩剧和演出、MV都曾在这里拍摄，

附近还有杨平铁轨自行车。

 龙门站1号出口  

步行 200米后,乘坐7-1路公交车在英语村杨平校区下车(19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约10分钟/4500韩元

运营时间 09:00-18:00 星期天至星期五(星期六休息)

TEL 82-31-770-1300

URL www.yea.or.kr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延寿路209

杨平THE GREEM

京畿英语村杨平校区

杨平

杨平

京畿道东部地区

36

35

出租车
29分钟

21,000韩元

104分钟/2,350韩元

90分钟/2,250韩元

100分钟/2,350韩元

B

2 J

J

J

江南

弘大

宣陵 杨平

杨平

杨平

龙门

龙门

龙门

东大门 往十里

往十里

往十里

明洞

104分钟/2,350韩元

90分钟/2,250韩元

100分钟/2,350韩元

京畿道东部地区

一石三鸟的旅游路线，杨平草莓采摘体

验&杨平旅游，在杨平的22个村庄里体验草莓

采摘，现摘现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摘完草

莓以后，还可以去骑杨平铁轨自行车，再去游

览The Greem。

 龙门山站1号出口

运营时间 根据体验活动有所变动(体验活动

运营时间为12月至5月)

TEL 82-31-4257-2210 

URL www.ypnadri.com 

E-MAIL yp_nadri@naver.com 

村庄 出租车(从龙门站乘车) 地址

别内村 约12分钟/6100韩元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月城1路47

泉井黃花村 约13分钟/6700韩元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宫村路29号16

大麦岭村 约19分钟/10000韩元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沿岸路21

聚会村 约11分钟/8400韩元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中元山路76

小农夫的草莓园

 两水站1号出口

运营时间 根据体验活动有所变动(活动运营时间为12月至6月)

URL www.youngfarmer.kr  E-MAIL chi8sum@hanmail.net(只接受电子邮件预约)

京畿道杨平郡杨西面Dumulmeori路68号42 汉江水环境研究所

出租车(从杨平站乘车) 约10分钟/3800韩元

请向出租车司机出示写有韩国地址的优惠券手册。

平日出行比周末更舒适方便。

杨平草莓采摘体验
杨平34

杨平有山有水，是韩国人非常喜爱的旅

游景区，而杨平铁轨自行车就是在青山绿水

间、在淳朴的村庄和小溪之间穿梭而过。铁

轨自行车有2人和4人用的，体验时间需要约

一个小时。

 龙门站1号出口

步行 10分钟(700米)/出租车 3000韩元左右

运营时间 09:00-18:00(夏季到21:00)

星期六开放，公休假日前一天开放

TEL 82-31-775-9911

URL www.yprailbike.com

京畿道杨平郡龙门面三星里126-5

杨平铁轨自行车
杨平33

杨平郡

B

2 J

J

J

江南

弘大

宣陵 两水

两水

两水

龙门

龙门

龙门

东大门 往十里

往十里

往十里

明洞

提供免费翻译服务(Before Babel Brigade) : 1588-5644

一年365天随时提供19种语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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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必看一次的韩国最具代表性

的演出-HERO涂鸦秀! 一场最短时间内

突破100万人次的演出！观众人数2014

和2015连续两年排名第一，是一场梦幻

般的现场作画与尖端多媒体技术结合

而诞生的全新概念艺术表演。

 钟路3街14号出口(地铁1、3、5号线) 

步行 150米,约2分钟

运营时间 17:00 & 20:00(全年无休)

TEL (首尔)82-2-766-7848,

(济州)82-64-745-7848

URL www.thepainters.co.kr

(首尔)首尔市钟路区敦化门路13,首尔剧场

(济州)济州岛济州市汉拿大学路38, 

汉拿艺术中心

SNS www.facebook.com/thepaintersHERO 

www.weibo.com/thepaintersHERO

首尔乐园距离首尔只有5分钟车程。首尔乐园是拥有卡通形象游乐设施的韩国

第一个主题公园，由世界广场、冒险国度、幻想国度、未来国度、三千里乐园等不同

主题的娱乐区组成。此外，还通过各种花卉节和丰富多样的游乐项目以及演出、展

览等活动，持续为公园带来变化与活力。尤其随着公园夜间开放以后，还引进了烟

花表演、灯光秀等节目，成为名副其实为市民带去快乐的娱乐空间。

 首尔大公园站1号、2号、3号出口

步行 400米

运营时间 09:30 -22:00(公园开放时间有可能变更)

TEL 82-509-6000   URL www.seoulland.co.kr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HERO : 涂鸦秀

首尔乐园

首尔 济州

果川

其它

40

39
Wifi available

购物

现代百货商店的第一家精品奥特莱斯，2015年2月开业，囊括了Burberry、

Gucci、Ferragamo、Coach、Polo圣大保罗等24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折扣幅度最

高达到70%，可谓是真正的物美价廉。奥特莱斯的中央有一条水道，营造出舒适宜人

的美丽风景，日益成为购物休闲的最佳场所。这里地处金浦机场附近，是距离首尔

最近的精品奥特莱斯。

 开花站2号出口

乘坐16路公交车到现代精品奥特莱斯站下车(25分钟/1050韩元)

出租车 10分钟/8840韩元

运营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10:30-20:30, 星期五至星期天/公休假日: 10:30-21:00

TEL 82-31-812-2233  URL www.hyundaioutlets.com

Instagram hyundai_premium_outlets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152番地阿拉陆路

现代精品奥特莱斯金浦店
金浦38

骊州精品奥特莱斯是韩国最早的名牌折扣购物中心，BottegaVeneta、Gucci、

Burberry、Fendi、Givenchy等世界顶级品牌悉数入驻，已成为全国有名的名牌购物

中心。270多个国际大牌和充满异国情调的专柜设计以及丰富多样的娱乐设施，每

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顾客前来购物休闲，是韩国最富有魅力的购物中心。

 客运站地铁3号线

骊州长途客运站(70分钟/5700韩元)

骊州客运站 70分钟/5700韩元

骊州长途客运站912、912-1路公交车(30分钟/1250韩元)

出租车 18分钟/11000韩元

运营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 10:30-20:30/星期五至星期天 10:30-21:00(包括公休假日)

餐厅 11:00-21:00(春节及中秋节当天休息)

TEL 82-1644-4001  URL www.premiumoutlets.co.kr

京畿道骊州市名品路360

骊州新世界西蒙精品奥特莱斯
骊州37

Wifi available

Wifi avail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