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典

平昌
平昌地处最适于人类居住的海拔700米处，是以绿林葱郁的五台山与草原

辽阔的大关岭而闻名的地方，在此可尽享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时光。

平昌旅游咨询   tour.pc.go.kr（中）  033-330-2771

 

韩国旅游休养的首选，弥漫着清新海香与隐隐松香之地。

自然隐藏的不朽名作，是以秀丽风光与阿里郎享誉寰宇之地。

 江陵

 旌善

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18年2月9日至2月25日（为期17天）在江原

道平昌举行。本届冬奥会以“激情平昌，和谐世界”为口号，融合全球人对冬奥会的

共鸣，打造所有人能共同参与的庆典，开启冬季体育运动的新时代。韩国在继举办

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30年后，将借平昌冬季奥运会构筑全新的舞台，与世界人共

襄盛举。

激情平昌，和谐世界

 赛场介绍

比赛日程及预售门票

 www.pyeongchang2018.com（中）  1544-4226

  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

 开幕式、闭幕式

  阿尔卑西亚冬季两项中心

 冬季两项

 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

 跳台滑雪
 北欧两项
 单板滑雪

A1 A2 A3

 阿尔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

 越野滑雪
 北欧两项

 奥林匹克滑行中心

 无舵雪橇
 有舵雪橇
 钢架雪车

  龙平高山滑雪中心

 高山滑雪

A4 A5 A6

 旌善高山滑雪中心

 高山滑雪

 凤凰滑雪中心

 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A7 A8

江陵海岸场馆群B

  江陵冰球中心

 冰球

 江陵速滑馆

 速度滑冰

 江陵冰上运动场

 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

B1 B2 B3

  江陵冰壶中心

 冰壶

 关东冰球中心

 冰球

B4 B5

 比赛日程  ● 预赛    决赛

年/月
-

2018. 02

日期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平
昌

山
脉

场
馆

群

A1
开幕式·闭幕式

A6  A7
高山滑雪

A2
冬季两项

A5  
有舵雪橇

● ● ●

A4
越野滑雪

A8
自由式滑雪

● ● ●

A5
无舵雪橇

● ●

A3  A4
北欧两项

A5
钢架雪车

●

A3
跳台滑雪

● ●

A3  A8
单板滑雪

● ● ● ●

江
陵

海
岸

场
馆

群

B4
冰壶

● ● ● ● ● ● ● ● ● ● ● ● ● ●

B3
花样滑冰

● ● ● ● ● ● ●

B1  B5
冰球

● ● ● ● ● ● ● ● ● ● ● ●

B3
短道速滑

B2
速度滑冰

 比赛日程可能会有所变动。
 详细日程请参考官网。

旌善
旌善阿里郎的发祥地，是一处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好地方。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可在此邂逅铁轨自行车、滑雪场、观景台、江原乐园等各种体验活动。

旌善旅游咨询   www.ariaritour.com（中）  1544-9053

J6  运炭高道 운탄고도
运炭高道为运送煤炭的高山路，是唯一一

条位于超过1100米高地上的山路，随着煤炭产
业的衰退，如今改造为健行路线。搭乘High1
滑雪场的高山缆车可轻松抵达山顶。

 旌善郡古汗邑古汗7街399  
 从旌善站乘车约1小时

F4  阿乌拉吉 아우라지
阿乌拉吉之名蕴含各条分流的河川相汇合之意，这里以水清著称，周边景观秀

丽。从旧时流传下起来的当地传说之一讲述了“旌善阿里郎”的起源。

 旌善郡余粮面余粮里   从旌善市外巴士客运站乘车约20分钟

J7  铁岩煤矿历史村 철암탄광역사촌
铁岩煤矿历史村是可见证韩国煤炭

产业的过去与现在的空间，展出如今已
被遗忘的煤矿相关历史物品与遗物，还
运营有可欣赏地区作家艺术品的艺廊。

 太白市东太白路404
 从旌善站乘车约1小时

J6  三炭艺术炭矿 삼탄아트마인
三炭艺术炭矿是由废弃的煤矿设施

改造而成的创意文化艺术园区，作为文
化艺术空间而崭露头角，可在此观赏各
种艺术展，或进行美术体验等。

 旌善郡古汗邑咸白山路1445-44
 从旌善站乘车约1小时

B6  镜浦台 경포대
蕴含“如镜般清澈优美”之意的镜

浦湖，其景致也足令人叹为观止。由葱郁
的松林与樱花树环绕，每逢日暮时分，倒
映于湖中的月影旖旎多姿。镜浦台则是
为更好地观此美景而修建的楼阁。

 江陵市镜浦路365
 从江陵站乘车约10分钟

A5  注文津水产市场 주문진수산시장
东海岸最大的鱼市，提供从江陵与

束草等东海岸捕捉到的天然水产，与周
围的五日集（1、6日）、注文津综合市
场、地区商业街等展开合作，便于购买
水产与当地特产等。

 江陵市注文津邑市场街38
 从江陵站乘车约25分钟

江陵
江陵是大关岭与东海邂逅的传统、文化之乡。自然与文化共存，艺术与传统

相生，并日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旅游城市。

江陵旅游咨询   www.gntour.go.kr（中）  033-640-4414 / 4531

F4  旌善冰凌节 정선고드름축제
于旌善邑朝阳江一带举行的旌

善地区唯一的冬季庆典。灵活运用
旌善的文化与自然环境，开设可令
韩国国内游客与奥运会期间访韩
的外国游客共享的各种活动项目。

 旌善郡旌善邑旌善路1359
 从旌善站乘车约10分钟

G4  旌善五日集（旌善阿里郎市场）
	 정선5일장	(정선아리랑시장)

旌善五日集是每逢以2、7结尾的日子于
旌善阿里郎市场举办的集市，届时会在市场
中央上演阿里郎表演。旌善阿里郎市场是从
朝鲜时代延续至今的常设市场，因拥有众多
销售野菜与药草的商家、品尝荞麦面等美食
的店铺、以及其他看点，故而总是人潮鼎沸。

  旌善郡旌善邑旌善路1357-1
 从旌善站乘车约10分钟

G4  旌善阿拉里村 정선아라리촌
再现旌善旧时居住文化的

地方，可观赏到草屋、木片瓦屋
等7种传统家屋与各种长丞。此
外还有耕作时所需的农具等可
了解江原道古文化的众多看点。

 旌善郡旌善邑爱山路37
 从旌善站乘车约3分钟

江原道
京畿道

阿尔卑西亚
奥林匹克公园

普光滑雪场

江陵奥林匹克公园

首尔站
清凉里站

东首尔综合客运站

广州立交桥

江陵

旌善高山滑雪中心
仁川
国际机场

平昌站

平昌立交桥岭东高速公路

第二岭东高速公路

西原州立交桥

西原州站
绵温立交桥

珍富公用巴士客运站

珍富立交桥

旌善

横溪市外巴士
公用客运站

珍富站

大关岭立交桥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站

月串立交桥

原州立交桥

火车站
立交桥
巴士客运站
KTX

地区 赛场 周边巴士客运站

平昌

 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
 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
 阿尔卑西亚冬季两项中心
 阿尔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
 奥林匹克滑行中心
 龙平高山滑雪中心

横溪市外巴士公用客运站
033-335-5289

 凤凰滑雪中心
长坪巴士客运站
033-332-4209

江陵

 江陵冰球中心
 江陵速滑馆
 江陵冰上运动场
 江陵冰壶中心
 关东冰球中心

江陵市外巴士客运站
033-643-6092

江陵高速巴士客运站
033-641-3184

旌善  旌善高山滑雪中心

珍富公用巴士客运站
033-335-6307

旌善市外巴士客运站
033-563-9265

 赛场周边巴士客运站 

地区 医疗机构

平昌  平昌保健医疗院 033-330-6120

江陵

 江陵峨山医院 033-610-4111
 江陵东仁医院 033-651-6161
 江陵高丽医院 033-649-0100
 江原道江陵医疗院 033-610-1200 

旌善
 劳动福利公团旌善医院 033-560-7100
 旌善郡立医院 033-592-3121

 医疗机构 

B6   真音留声机·爱迪生科学博物馆
 참소리축음기•에디슨과학박물관

聚集了设立者“孙成牧”馆长历经40年从
60多个国家收集到的留声机，是世界最大规模的
录音博物馆，与陈列着爱迪生发明的爱迪生科学
博物馆一同展出留声机、放映机、摄影机等。凭
一张票即可在讲解员的讲解下游览所有博物馆。

 江陵市镜浦路393   www.edison.kr（中）
 从江陵站乘车约10分钟

C7  荷瑟罗艺术世界 하슬라아트월드
荷瑟罗为江陵的旧时地名，蕴含“日与光”之意。荷瑟罗艺术世界由雕刻公园、

博物馆酒店、现代美术馆、提线木偶美术馆、匹诺曹博物馆等构成，展出极富感性
与奇思妙想的艺术作品，可愉快地进行游览。

 江陵市江东面栗谷路1441   www.haslla.kr（中）  从江陵站乘车约30分钟

 平昌 位于海拔700米处的韩国阿尔卑斯，是汇集清静自然与文化之地。

G2  平昌传统市场 평창전통시장
平昌传统市场是平昌西南地区历

史悠久的市场，既开办常设市场，还运
营每月5、10日开集的传统五日集。可
品尝到当地的风土美食，感受热情活
力的市场风情。

 平昌郡平昌邑平昌市场1街10
 从平昌巴士客运站步行约3分钟

 奥运会   残奥会

 火车（KTX） 约需2小时

预售火车票   www.letskorail.com（中）

仁川 
国际机场

115分钟 15分钟

珍富站

江陵站

 高速公路 约需3小时

100分钟 40分钟

10分钟20分钟5分钟

仁川 
国际机场

第二岭东高速公路 绵温立交桥
↕ 5分钟 

凤凰滑雪中心

珍富立交桥
↕ 45分钟 

旌善高山滑雪中心

大关岭立交桥
↕ 11分钟 

阿尔卑西亚
体育公园

江陵立交桥
↕ 18分钟 

江陵奥林匹克公园

江陵

15分钟

 巴士 约需4~5小时

预售巴士票   txbus.t-money.co.kr（中）/ www.kobus.co.kr（中）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站   1688-4700 

东首尔综合客运站   1688-5979

仁川 
国际机场

首尔高速巴士客运站

80分钟 160分钟

江陵高速巴
士客运站

仁川 
国际机场

东首尔综合客运站 长坪 珍富 横溪

100分钟 100分钟 3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江陵市外巴
士客运站

仁川 
国际机场

东首尔综合客运站

100分钟 160分钟

旌善市外巴
士客运站

7千米 / 约13分钟

18.5千米 / 约23分钟

24千米 / 约41分钟

1.6千米 / 约5分钟

34.6千米 / 约35分钟

39千米 / 约52分钟

7.7千米 / 约22分钟

2.8千米 / 约6分钟 2.7千米 / 约7分钟

6.6千米 / 约13分钟 21.5千米 / 约
34分钟

C3  上院寺 상원사
建于约1300年前的上院寺地

处五台山，保存着韩国最古老的铜
钟（国宝第36号）。寂灭宝宫则因
供奉有释迦摩尼的真身舍利而远
近闻名。

 平昌郡珍富面五台山路1211-14
 从珍富站乘车约30分钟

E2  静江园 정강원
研究并传播韩国传统饮食文化的

价值与优秀性的空间，可进一步了解韩
国传统饮食最大的特征之一“发酵”。
除饮食外，还可学习并体验韩服、韩屋
等韩国传统文化。

 平昌郡龙坪面锦塘溪谷路2010-13
 www.jeonggangwon.com（中）
 从长坪巴士客运站乘车约10分钟

C3  五台山善财路 오대산선재길
善财路从月精寺入口一柱门起，

经沙松林道与月精寺延续至上院寺。沿
葱郁的林道前行，可充分感受到自然之
美，路边的溪谷也为这份美更添韵致。
全程步行约需2.5小时。

 平昌郡珍富面五台山路374-8
 从珍富站乘车约20分钟

C4  大关岭三养牧场 대관령삼양목장
韩国规模最大的牧场，一年四季以辽阔的草原与风车融合而成的美景闻名，

还能观赏到羊、鸵鸟等各种动物。得益于如此美景，这里成为众多影视剧的知名拍
摄地。搭乘接驳车（付费）可畅游牧场。

 平昌郡大关岭面花圃阳地街708-9
 从珍富站乘车约20分钟

D4  大关岭雪花节 대관령눈꽃축제
大关岭雪花节是平昌的冬季代表

性庆典，期间将展开雪雕展、业余雪雕
大赛等精彩趣味的活动。此外，还有坐
雪橇、冰上拉雪橇等丰富多彩的冬季体
验活动。

 平昌郡大关岭面大关岭路12
 从珍富站乘车约20分钟

D3   平昌鳟鱼节 평창송어축제
平昌是韩国最大的鳟鱼养殖地，每

年冬天都会举办鳟鱼节，在此不仅能品
尝到各式鳟鱼料理，还能感受跳入冷水
中徒手捉鳟鱼的人气体验项目，乐趣无
限，远近闻名。

 平昌郡珍富面京江路3562
 从珍富站乘车约5分钟

C3  月精寺（寺院寄宿）
 월정사	(템플스테이)

寺院寄宿是体验韩国佛教的项
目。漫步在被誉为韩国最美林道的月
精寺沙松林道，可体验冥想、僧侣平
静的日常与修行生活。

 平昌郡珍富面五台山路374-8
 从珍富站乘车约20分钟

C6  乌竹轩·市立博物馆
 오죽헌•시립박물관

被指定为宝物第165号的乌竹轩，为
朝鲜初期的木造建筑，是被印在韩国货
币上的母子出生的故居。乌竹轩之名源自
房屋周边高耸茂盛的乌竹，其前方现坐
落有江陵市立博物馆，可一同游览。

 江陵市栗谷路3139号街24
 从江陵站乘车约10分钟

H4  Arii Hills天空步道 
	 아리힐스스카이워크

在海拔583米的悬崖边向外延伸
建成的长11米的U形步道，地面以透明
强化玻璃铺设，走在上面可感受到似蹦
极或滑翔般放空身体的战栗感，还可将
蛇形川“东江”的景致一览无遗。

 旌善郡旌善邑兵防峙街225
 从旌善站乘车约10分钟

F4  旌善铁轨自行车 정선레일바이크
铁轨自行车是指奔驰在过去废弃铁

路上的四轮自行车，时速可达10~30千
米，作为一项新运动而广受关注。途经
从前火车穿过的隧道、分岔路等，能感
受到丰富别致的欢乐。

 旌善郡余粮面鲁邹山路745
 从旌善站乘车约30分钟

主要景点

大关岭韩牛 대관령한우
在清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饲

养的大关岭韩牛，肉质细腻，口感与众不
同，深受众多美食家的青睐。

荞麦凉面 메밀막국수
平昌的代表食材为荞麦。以荞麦制

成的荞麦凉面，面身浑厚劲道，加以良好
熟成的调味酱后，可品尝到辣、甜辣、酸
辣等多种滋味，堪称平昌的特色美食。

草堂嫩豆腐 초당순두부
江陵的代表美食，起源于过去将黄

豆加工后以海水调味的制作方式。口感
细腻清淡，且营养丰富。

土豆丸子 감자옹심이
以江陵地区的特产“土豆”为食材的

料理。将土豆与淀粉混合，捏成丸子状后
煮食。咀嚼时口感劲道，滋味堪称一绝。

山蓟菜饭 곤드레밥
加入山蓟菜焖制而成的米饭。山蓟

菜与其他野菜不同，几乎不含苦味，散发
着隐隐香气，且咀嚼时口感温和，从古时
起便作为特色美味而备受瞩目。

黄芪药膳炖鸡 황기백숙
黄芪是旌善的代表药草与特产，在熬

制韩国滋补料理“药膳炖鸡”时，添加黄
芪可使汤味变得更加清淡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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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点主要景点

庆典

干明太鱼架
可欣赏到冬天在山里风干明太鱼
的独特景致。

大关岭三养牧场
搭乘接驳车（付费）可按不同
路线游览，还能体验喂羊。

五台山国立公园
土壤肥沃，山林资源丰富，汉江
发源的溪谷形成于此，作为佛教
圣地也颇负盛誉。

 平昌传统市场
开办常设市场与每月5、10日开集
的传统五日集，可体验传统美食。

静江园
拥有制作韩食与传统酒，以及
韩屋住宿等各种体验项目。

乌竹轩·市立博物馆
可观赏栗谷的著作与其母
“申师任堂”的作品。

阿乌拉吉
可沿石桥、索桥过江尽享趣味，
铺满鹅卵石的江边十分优美。

旌善五日集
每逢以2、7结尾的日子而举办
的五日集，可体验地区文化。

三炭艺术炭矿 
废弃的煤矿设施，可观赏各
种艺术展或进行美术体验。

旌善阿拉里村
完整再现旧时生活面貌的
地方，可体验传统工艺。

江陵船桥庄
朝鲜时代上流阶级的古宅，可
体验韩屋与各种传统工艺。

镜浦台
观赏碧波镜浦湖的楼阁，
作为赏月场所而著称。

江陵咖啡街
在观海的同时邂逅各式咖啡
的地方。

运炭高道
昔日运送煤炭的道路，
可体验健行。

Soohorang Bandabi

35千米 / 约4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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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江陵船桥庄 강릉선교장
朝鲜时代上流阶级的代表性

家屋，为拥有99间房的古宅，是
在非王室的贵族家中允许修建的
最大规模。近期开放了维修、复原
后展示木器与古家具的传统家具
博物馆，展出众多传统家具与民
俗用品。

 江陵市云亭街63
 从江陵站乘车约10分钟

C6  江陵咖啡街 강릉커피거리
江陵的咖啡第一街，从自动贩卖机咖啡到

咖啡连锁店，再到咖啡师个人店栉比鳞次，可依
喜好选择后静静地边赏海边细品咖啡的醇香。
江陵也因韩国第一代咖啡师、咖啡博物馆、咖
啡工厂等众多咖啡元素而荣升为咖啡之都。

 江陵市沧海路17   从江陵站乘车约15分钟

平昌山脉场馆群A

 正东津
以日出美景闻名的海边，是
众多人气影视剧的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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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

举办时间 2018.2.9~25（为期17天）

比赛项目 平昌  雪上运动
 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 

北欧两项、越野滑雪、单板滑雪

滑行运动
有舵雪橇、无舵雪橇、钢架雪车

 江陵 冰上运动
冰壶、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速度滑冰

 旌善  雪上运动 
高山滑雪

2018年平昌冬季残奥会 

举办时间 2018.3.9~18（为期10天）

比赛项目 平昌  雪上运动
 残疾人高山滑雪、残疾人冬季两项、残疾人越野滑雪、

残疾人单板滑雪

 江陵 冰上运动
 残疾人冰球、轮椅冰壶 

 旌善  雪上运动 
残疾人高山滑雪

D5  江陵松香树木园 강릉솔향수목원
江陵地区代表树种“金刚松”繁盛的

树木园，保留着大自然原生态的林间风
光，由23个主题构成，共生长着1330
种、24万株植物。

  江陵市邱井面邱井中央路92-177 
 从江陵站乘车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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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正东津 정동진
因位于首尔光化门正东侧

海域，故而得名“正东津”。这
里是可观赏到韩国最美日出的
知名场所之一，作为众多人气
影视剧的拍摄地而闻名。

 江陵市江东面正东站街17
 从江陵站乘车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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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驳车

在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举办期间，将围绕火车站、巴士客运站、奥运会
赛场、停车场、运送中心运营免费接驳车。

运营期间 2018.2.8~26
运行时间 第一场赛事开始3小时前至最后一场赛事结束后2小时
发车间隔 5~40分钟（依路线而异）

 火车站及巴士客运站连接路线

阿尔卑西亚体育公园： 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阿尔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
阿尔卑西亚冬季两项中心

江陵奥林匹克公园：江陵冰上运动场、江陵速滑馆、江陵冰壶中心、江陵冰球中心

* 更多详情请参考官网（www.pyeongchang201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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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西亚体育公园

凤凰滑雪中心

旌善高山滑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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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富运送中心)

江陵站

江陵高速·市外巴士客运站

江陵奥林匹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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