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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暖的春風輕輕吹拂，繽紛綻放的花朵將冰封已久的大地染上華麗色彩，
帶給人們雀躍歡愉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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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滿開的櫻花讓水原華城

ȯ

的春景更為繽紛，古典的建

ޠ

築前飄散著櫻花雨，景色浪
漫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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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穿越古今的賞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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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京畿道水原市中央一座 200多年
的歷史堡壘，為韓鮮王朝正祖為悼念父
王而建立的邑城，於1794年至1796年間
建造，行宮是正祖出巡時居住的住處，平時
則作為府邸或留守辦公室使用。水原華城具有防
禦外敵、保護居民功能，整座山城擁有四個主要城門、管控
出入。其中長安門是水原華城的北門，不僅是華城四個大門
之首，也是韓國境內最大的城門。 城郭的牆面能抵檔攻擊，
並建造突出型弩、砲樓，具有重要防禦性元素，在1997年被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來到現今，水原華城是經典韓劇《大長今》的重要取景
地，吸引許多劇迷前來朝聖。每年春天回暖之際，更是櫻
花綻放、美不勝收。與水原華城相鄰的八達山是熱門健行路
線，漫走步道，順勢而上，水原華城的城都風情漸入眼簾，
盛開的櫻花樹與城郭相倚，讓人深深著迷。

水原華城ࣻਗചࢿ
地址: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正祖路910

交通 : 地鐵 1 號線 水原站下車 , 轉搭「 11 、 13 、 36 、

39」號公車, 於八達門站下車
網址: 水原文化財團 http://www.swcf.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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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美景燦爛迷人

與首爾緊鄰的高陽市，擁有亞洲最大
的人工湖水公園「一山湖水公園」，面積
達30萬坪，種植20萬棵的樹木及上百種
的野生花草，隨著四季更迭，景色分明。
春天環湖櫻花盛開，夏日蒼鬱綠蔭，秋楓
銀杏紛飛，冬季宛若冰雪世界。
總長達4.7公里自行車專用道環繞整
座公園、水邊廣場、人工島嶼，還有兒
童遊戲區、自然學習場、丹頂鶴飼育
場、音樂噴泉，不僅是高陽市民喜愛的
休憩空間，也是多部經典韓劇的拍攝取

網址: www.goyang.go.kr/park/index.do (韓)

愛寶樂園 ীߡ٘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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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必玩聖地來打卡吧！

景地。

交通: 地鐵3號線鼎鉢山站1、2號出口

地址：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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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湖水公園ੌഐࣻҕਗ
地址: 京畿道高陽市一山東區湖水路595

交通：地鐵盆唐線器興站轉乘龍仁輕軌電車（愛寶
線）至愛寶樂園站下車，再換搭接駁車即抵

愛寶樂園位於龍仁市，有輕軌電車、接駁車可搭乘，交通
便捷。愛寶樂園是韓國規模最大的樂園，深受韓國人與外國旅
客喜愛，親子家庭、情侶朋友的歡樂回憶，總少不了它，可

網址：www.everland.com/web/multi/chineseB/
everland/main.html
開放時間依季節更動，更詳細的票價與參觀資訊請
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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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湖里河畔市集 ޙഐܻܻߡ݃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西宗面汶湖里655-2

交通：中央線兩水站下車後轉搭8號公車（約每小時

溫暖到心窩的小雞市集

一班）或計程車，車程約20~30分鐘，

說是韓國版的迪士尼樂園。分為環球集市、美洲冒險、魔術天

車資約13,000~15,000韓元

地、歐洲冒險、動物王國五大主題區；匯集各國特色建築，像

網址：www.rivermarket.kr

時間： 每月第三週的週六、週日 (上午10：00~日落)

楊平汶湖里河畔旁的創意市場，也稱為小雞市集， 市 集

是美國西部牛仔闊野、歐洲村莊的美麗庭院，搭配季節更迭的

創辦人認為「是因為小雞剛出生後還很脆弱，需要用愛來呵護

花草植木及裝置藝術，讓每次前來都擁有不同的回憶。

及對待；而人與人的相處也是如此，需要用愛來互相珍重及體

搭乘水陸兩用車，漫遊在動物王國「遺失的峽谷」，獅虎
象豹就近在咫尺，猶如深入探索迷你版的非洲肯亞野生草原。

諒，因此希望來到小雞市集的藝術家們或客人們都能以愛相
待，讓這個地方充滿愛和溫暖。」

同樣也是人氣設施的木質雲霄飛車T Express，以時速104km

市集裡聚集了來自各地藝術家的手工作品，像是木製品、

馳騁在下降角度達77度的木質軌道上，堪稱亞洲最快、最高、

飾品、書籍、熟食與甜點等，還有當地小農種植的有機農產

最陡的木造過山車，剌激感破表。

品、傳統美食、小吃點心；攤位多樣、有趣，充滿音樂、街頭

歡樂的氣氛延續到夜晚，愛寶樂園的夜間月光遊行有各式
主題花車、光彩炫目的燈光秀，遊行隊伍精彩的表演、互動，

表演與笑語，可和店家充滿溫度的談天、對話，是市集的一大
特色。

為整天樂園之旅劃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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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上天邊旅行城市

欣賞城市的角度有許多種，來到水原華城，除了租借自行
車、搭乘觀光用的華城御車遊城市，還可以搭乘熱氣球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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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市的FlyingSuwon熱氣球屬繫留式氦氣球，一次最多
可搭乘 20 人，由地面上120∼150公尺處俯瞰水原市區，帶



上一份水原地圖，彷彿冒險家般的探索城市，樂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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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把城市版圖盡入眼底，看見空拍機視角，體現城市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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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首爾樂園開滿櫻
花，可搭乘遊樂設施穿梭
在燦爛的櫻花花海之中，
感受春日的浪漫氣息。

韓國遊樂園始祖

FlyingSuwon熱氣球 ۄࣻਗ

地址 : 水原華城蒼龍門停車場一帶

費用 : 成人 18,000韓元 / 青少年 17,000韓元 / 兒童 15,000韓元

網址 : www.flyingsuwon.com/

※搭乘時間 視天候狀況有可能暫停營業，造訪前請事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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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樂園ࢲ٘ے
地址: 京畿道果川市光明路181

環湖賞櫻生態之旅

交通: 地鐵4號線大公園站2號出口
網址: www.seoulland.co.kr

韓國的第一座複合式主題遊樂園，與1988年舉辦的漢城奧運

義王位於位於首都圈地區中心，連結安養、軍浦、果川、

會同步開幕，位於首爾大公園內；以湖水為中心，園區內還有動

水原、城南、安山六座城市。義王旺松湖是首都圈內最大的人

物園、植物園、玫瑰園、山林浴場，以及國立現代美術館等。

工生態溼地，湖內有各種魚類、溼地植物與水中植物，一年四

每到4月中旬，首爾樂園內及鄰近步道上的樓花齊開綻放，

季都有候鳥棲息停留。義王鐵道自行車沿著旺松湖外圍環繞，

成為首都圈知名賞櫻景點之一，遊玩其中，常有粉嫩櫻花瓣飄

騎乘路線規劃完善舒適，從搭乘區出發，經過花隧道、快閃博

落，浪漫得讓人不捨離去。

物館、極速區、噴水區等處，輕鬆完成總長4.3km的路線。開

園內遊樂設施以韓國知名動畫角色裝飾，太空船、黑洞

放式軌道自行車的設計，可以徜徉湖岸風光之中，體現自然生

2000、銀河列車、急流勇進等50多種精彩遊樂設施；並擁有

態之美。湖面波光粼粼，湖水波動漣漪甚是迷人；黃昏時刻，

戶外游泳池、雪橇場，滿足不同季節的玩樂喜好，推出各種期

夕陽落下的光暉也絕對讓人陶醉駐足。

間限定的表演、慶典、特別活動等。2019年新設了韓國最大
的燈節園區「月之樂園 (Luna Park)」，3D光雕投影秀、LED
湖水瀑布、巨大月亮與玫瑰等；以及恐龍展示體驗館「侏羅紀
樂園」，可以動手嘗試的發掘恐龍化石、拼湊恐龍骨頭等；白
晝玩到黑夜，總是充滿新奇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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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王鐵道自行車 ৴ۨੌ߄
春天時的自行車道旁開滿
櫻花，可以悠閒的穿梭在
美景之中，感受季節限定
的夢幻。

地址：京畿道義王市旺松motdong-ro 209

交通：地鐵 1 號線義王站 1 號出口，搭乘免費接駁車約 5 分鐘，或直接步行前往約

15~20分鐘

時間：09：00~20：00、冬季（12月~2月底）09：00~17：00
網址：www.uwrailpar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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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相遇韓劇裡的那個他

兩水頭名字源自此處乃北漢江與南漢江交會之地，是兩水交
匯之處，連接了江原道旌善郡、忠清北道丹陽郡，以及首爾纛島
與麻浦碼頭，昔日曾是繁華商船泊岸的熱鬧碼頭，也曾是重要水
路樞紐。1973年八堂水庫竣工後，轉型成為綠色生態地帶，優
美景色成為電影、電視劇、婚紗照拍攝取景的熱門景點。
清晨是兩水頭湖面最夢幻的時刻，氤氳著猶如仙境的霧氣，
行雲流水、變幻無窮。湖面上的老帆船、大型畫框的藝術裝置，
以及碼頭一側有著四百年樹齡的3株櫸樹彷彿一棵同根而生的樹
木般，形成了茂密的傘形樹冠，成為代表性的必拍景色。
與兩水頭相鄰的洗美苑，名稱出自於觀水洗心、觀花美心
的古語。園內步道皆以洗衣板的形象呈現，象徵以漢江洗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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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植物，除了淨化漢江水流，也帶給遊客沉澱心靈、如詩如畫
的美麗空間。

交通：中央線兩水站下車後, 步行約15~20分鐘或於
地鐵站租借自行車前往

[ 兩水站自行車租借站নࣻѢৈࣗ/ 兩水站
1號出口左前方
營業時間：09:00~18:00 / 費用：約3,000~5,000韓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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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意。園區內共有6座池塘，裡頭生長著蓮花、水蓮、菖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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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像是雙鏡照相機的咖
啡館，因其獨特的夢幻造
型吸引目光，成為京畿道
知名的IG景點。

兩水頭ܻݠޛف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頭街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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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一杯擁有夢想香氣的咖啡

人因夢想而偉大，夢想因實現而感動。被美國網站
Buzzfeed評選為「死前必訪的咖啡館」之一。在山谷深處，
一座仿造「雙鏡照相機」外觀的建築，成為鄉里之間聲名大噪
的知名咖啡店。除了特殊外觀，喝的是一杯成就夢想的咖啡，
店家主人在2011年把夢想的藍圖用紙筆畫下來，靠著自己的
力量，到2013年7月終於啟動正式開業， 在咖啡裡飄著香醇的
「夢想故事」。

8

作夢的照相機ԷԲࢎחӝ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中元里341-13
交通：中央線龍門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車程約

10~15分鐘，車資約9,000~10,000韓元
時間：11：00~18：00(公休日：週日、週一)
網址： www.facebook.com/cafedre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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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美粉紅春日

南北韓歷史遺痕分界

富川市的遠美山，每年 4 月上旬至中旬是杜鵑花
؈ ᚶ౿ࡦ
ܺ 期，超過 3 萬株杜鵑盛開怒放，紫紅色深
Ȅ

位於南北韓軍事分界線南端7公里處，園區由臨津閣、北韓紀

淺不一的杜鵑花與粉白的櫻花層層堆

念館、和平鐘閣、和平世界公園和各種紀念碑組成，並陳列有

疊，仰頭看去好像灑著粉紅糖霜的雲

韓戰中使用過的坦克、飛機等軍事裝備。這裡是南北雙方交流

朵覆蓋著天空，行走之間能聞到陣陣

進行最頻繁、最活躍的地方，參觀手續也較板門店簡化，是京

ົ

!4

ੂ
!

൳ώሊजύ

花香迎風而來。沿著步道而上，半個
鐘頭即可以攻頂，在山頂往下俯瞰，
藍天映襯下花朵熠熠生輝，像是為整座山
頭與城市披上了一條粉紅色毛毯，令人驚豔。

臨津閣是1972年 祈願韓半島統一而修建的保安旅遊景點，

遠美山杜鵑花節ਗઁ୷ې׳
活動日期: 約每年的4月初舉行

地址: 京畿道富川市遠美區素砂路482
交通: 地鐵7號線 富川綜合運

動場站 2號出口 步行約10分鐘

活動網址: www.bucheon.go.kr/site/main/index145

臨津閣和平公園有許多戶外
藝術裝置，美麗的景色常成
為韓劇拍攝背景，此外也是
大型活動表演的戶外場所。

畿道內最受外國遊客喜愛的旅遊景點之一。
為了慰勞韓戰時離鄉民眾以及祈求統一之願望而建蓋的望
拜壇，是離鄉背井的人們每年春節和中秋節時，祭拜故鄉的
地方。望拜壇後方是自由橋，1953年南北雙方簽署停戰協定
後，北韓就是在這裡遣返了上萬名南韓俘虜，透過望遠鏡，還
依稀能看見橋墩上的彈孔槍痕。

ॗᠢផϵ༫

和平世界公園裡，有象徵和平、人權的裝置藝術，期盼南

遍地開滿令人心動的色彩

北分裂的朝鮮半島能統一及幫助北韓的兒童所疊起的統一祈願

京畿道每年春天最具代表性的春花慶典就是躑躅，躑躅屬

臨津閣和平世界公園пಣചܻ־ҕਗ
地址: 京畿道坡川市汶山邑臨津閣路148-53 (汶山邑)

交通: 京義中央線汶山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或58號公

積石堆，可容納2萬名觀光客的大型草地和戶外公演場的音樂

車

山坡。

門票: 2,000韓元 / 營業時間: 9:00~18:00

ŏ順遊 臨津閣天空步道( ъةѐ)ܻ

杜鵑花科，20萬株躑躅形成壯觀花海，淡粉色、紫紅色花朵像
為大地舖上地毯般，能感受到數大便是美所帶來的悸動心情，
軍浦躑躅公園充滿春意盎然的活力，是軍浦地區的熱門景點。
花海中舖設幽靜小路，漫步其中可近距離接觸豔麗花朵，彷彿
化身花天使。
慶典中安排豐富的戶外演出，體驗特色傳統文化、歌唱舞

軍浦躑躅節ҵನ୍ଘ୷ઁ
活動日期: 約每年的4月中下旬舉行
地址: 京畿道軍浦市山本洞1152-10

交通: 地鐵4號線修理山站3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活動網址: www.gunpofestival.org/

蹈等活動，路邊還有美味的韓式小吃能一次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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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及冰上主題樂園一起玩

擁有水上樂園、冰雪樂園、運動俱樂部等設施的娛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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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ᆡ
!!

!
界，一年四季都能享受雙季節並存同一時空的樂趣。商場 !!!
!
內還齊聚多種購物商場、餐廳，複合式空間可以滿足各
!!

!

夏天是一年四季最燦爛的季節，艷陽高照的白晝讓人感到耀眼，就連
夏夜的漫天星光都格外閃亮，與夜色中浮現的燈光相映照。

Pofnpvou

ீڗ

族群不同需求。

ᐮޠЬ

水上樂園擁有室內外的滑梯和波浪泳池、流水泳

α
༫

池、漂漂河水上樂園等設施，隨時滿足想要玩水、
挑戰剌激水上娛樂設施的慾望。也有宛如走進冰雪奇

Ȅ

逛起來也不會有壓迫感，商店種類包含服裝、化妝品、體育

ၿ

ONEMOUNT購物商場採用街道型設計，即使人潮較多時，

Ь

打高爾夫、游泳，還設有螢幕騎馬、運動診療等項目。

ྥ

緣世界，四季都會下雪的雪山，人們可以玩雪橇、打雪
仗、堆雪人、溜冰梯，樂不思蜀。運動俱樂部則可以健身、

ONEMOUNT可以同時享
有兩種季節限定的樂趣，
就算是盛夏也能享受冬日
冰雪世界的玩樂趣味。

Onemount ਗ݃

地址：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世界路300

交通：3號線注葉站3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網址：ch.onemount.co.kr

用品、兒童用品、食品飲料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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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情侶約會熱點

五彩星光村坐落於京畿道安山市，佔地3千坪，一年四季
都有夢幻的燈光展，吸引了不少遊客沈醉於浪漫的燈海。由

入夜後的景色宛若魔法世界，

100多個拍照區、花園以及鏡子迷宮組成充滿法國普羅旺斯

經過精心設計的燈光造景每一

風情的網美景。到了夜晚，四季花園、兒童拍照區、白色大

仙境。

個角度都不含糊，讓人如置身

!!!

!!!!!!!!!!

!!

光交相輝映下，顯得更加浪漫溫馨。
!!

!!

ӏ݃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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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丘比特之路、求婚小路園內景點在如同星空銀河般的燈

每年規劃兩次的不同主題，一段時間過後前往總有新意，
燈飾的部分共有春、夏、秋、冬四大區，500個燈飾作品闡
述四季之美，非常適合全家人或者小情侶們悠閒散步共度美

礦場重生的主題公園

安山五彩星光村উ߹ࡄ݃ਸ
地址：京畿道安山市常綠區水仁路1723

交通：地鐵4號線常綠樹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

網址： www.ansanstar.net

好時光。

不一的洞窟所組成，全長為7.8公里，是首

ߝ౫хၾ៕಼

都圈最大金屬廢礦山。1972年礦場關閉後的約40

!!

光明洞窟由高達八層、超過50個大小

水上視角觀覽城市風情

年時間，光明洞窟一直被作為蝦醬倉庫使用，直到2011年，
結合過去採集金、銀、銅礦的黃金礦山史跡，保留近代化、

金浦現代遊覽船沿著韓國最大的運河京

產業化的光榮歷史和曾經的傷痛。並結合文化藝術，重新改
造成一個城市洞窟主題公園，韓國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地址：京畿道光明市駕鶴路85街142

Man》曾在此取景，是京畿道必遊的景點。

前往

洞窟內分成好幾個景區，其中以無數燈光妝點出「幻彩

交通：地鐵1號線開峰站或7號線鐵山站搭乘17號公車
網址：www.gm.go.kr/cv/index.do

仁阿拉運河行駛，是目前韓國國內最大的遊
輪，最多可容納1000名乘客。遊覽船上有各式
不同表演，音樂歌唱、舞蹈、魔術秀、變臉等；可

隧道」最迷人，四周環境漆黑，彷彿走入星空世界，夢幻綺

以付費享受船上自助餐，也可以自行準備餐點上船野餐。船

麗。人氣相當高的還有可品嚐紅酒的紅酒洞窟、洞窟水世

頂露天觀賞台可近距離欣賞沿岸風光，也能享受餵食海鷗的

界、黃金瀑布、黃金路、黃金宮殿、恐怖體驗館、洞窟地下

樂趣，最令人期待的則是入夜後的煙火表演。

世界與地下湖、LED光之空間等20多個設施，週末有光之饗
宴黑光秀的精彩表演。在洞窟內像是走入隱世空間，把煩惱
諸在入口前，只需愜意遊走享受自在片刻。

14

光明洞窟 ҟزݺҷ

現代遊覽船അਬࢶۈ
地址：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前湖里233-1

交通：地鐵 9 號線開花站 1 號出口，乘坐 16 號金浦村

巴(黃色)，在金浦現代購物中心下車
網址： www.aracruise.co.kr

15

!

!!!

!!!!!!!!!

!!

!!
!!

ॸ૪৭༫
充滿香草與芬多精的療癒旅行

位在京畿道抱川市的香草島樂園，佔地13
萬坪，以香草原產地-地中海「生活裡的香草」為主
題，打造韓國最大規模的室內香草植物園。數百種香草植
物，有溫室種植、戶外庭園、香草館、香草體驗館；更仿造
歐洲運河景點，週末在威尼斯村的戶外表演場還會進行各種
精彩的免費文化表演，還可以租借戲劇衣物拍照留念，在園
區內也能感受到異國風情與風景。曾有多部知名韓劇、韓綜
前來取景，夜晚點燈後的夜光花景宛如星光夜景照映地面，
美不勝收，也是一大看點。
園內設有DIY體驗場、香草博物館、芳療中心、香草餐
廳、香草烤排骨、香草麵包店，以及販售香草相關商品的
香草商店等。同時也有地中海風童話故事設計風格的住宿
Villa，每間上演著一本本世界知名童話，色彩繽紛、造型多
變，充滿無限童趣與可愛。

香草島樂園ೲ࠳ইੌ٘ے
地址: 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青新路947街35

交通: 地鐵1號線逍遙山站下車後轉搭57或57-1號公車
前往
網址: http://herbisland.co.kr/herbisland/

ܳώْ

曾是採石場的抱川藝術
谷，因過去的採鑿而留下
壯觀的地質景貌，成為環
境優美的複合性文化藝術
空間。

採石場化身藝術空間

抱川藝術谷原為花崗岩採石場，所產的花崗岩擁有特殊
精美花紋，被大量用作韓國代表性建築物的建材，像是青瓦
臺、國會議事堂、仁川機場等許多國家機關建築物，都是使
用抱川花崗岩作 建築材料。在但在1990年開採結束後，青
山被削平，只留下一片廢墟，直到 2009年改造為韓國首座
環境再利用的複合性文化藝術空間。
利用原有採石場地形，建設雕刻公園、展示場、露天劇
場、瞭望臺、石文化展館，園區內可搭乘單軌列車觀
覽採石所留下的文化遺跡。玉色天柱湖曾在多
部電視劇中出現，是這裡代表性的景點。
另設有Valley天文科學館，內有遊戲
體驗和宇宙科學展示、最尖端的4D影像
館、觀察星座的天體觀測館，是一個自
然、藝術與人相融為一的地方。

16

抱川藝術谷ನୌইߖܻ
地址:京畿道抱川市新北面藝術谷路234

交通:在東首爾客運站搭乘3000號巴士至機池2裏新

北面辦事處站下車後，換乘73路公車前往
網址: https://artvalley.pocheon.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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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峴體驗漁村

京畿道安山市的始華湖潮力發電所利
用月亮和海水來發電，2011年成為世界規
模最大的潮汐發電所。緊鄰的西海與始華湖這一帶的潮汐每
天會有兩次漲落，海水退去時就會裸露出一整片鋪著細軟海
泥的潮間帶，裡面埋藏著許多鮮美的貝類！遊客可在海邊的
宗峴體驗漁村租借膠鞋、鐵耙子、塑膠桶等簡單裝備，就可
走下防波堤，踏著有點冰涼的海泥走進潮間帶，體驗挖蛤蜊
的樂趣。

宗峴體驗漁村ઙഅযୣ݃ਸ
地址：京畿道安山市檀園區九峰路240

交通：地鐵 4 號線烏耳島站搭乘計程車 ( 車程約 45 分

鐘)

費用：挖貝體驗 約8,000韓元

網址： www.seantour.com/village/jonghyun/
main/

Dbnqupoh!Jtmboe
韓國露營風氣盛行，在漢江旁、或是市郊露營地，都能
看到帳棚、露營車的身影；來到週末假期，更是有大批市
民移動前往位於近郊的京畿道加平、楊平一帶進行露營活
動，不少露營度假村讓國內外旅客也能輕鬆體驗露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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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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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也能體驗的露營樂趣

ւώӏ৴༫Ԉۥ
灑落滿地的夢幻星空

Camptong Island園區設立於清平湖畔，圓型蒙古包型狀露
營帳棚極富特色，所需設備、用品一應俱全，還有 BBQ、水

「讓我把星星摘給你」走完一圈就是如此浪漫無邊的感

上樂園等豐富娛樂措施，帶著簡便行李，就能體驗韓國露營

受! 星光庭院ooozooo主題公園，擁全韓國最長的101公尺長

樂趣。

隧道「銀河隧道」，走在其中有種漫穿梭銀河之中的魔幻錯

當黑夜降臨，瑩白色
的兔子在草地上跳
躍，利川星光庭園宇
宙的夜晚總是比白天
更美，處處都是驚艷
美景。

覺。以各式燈光創造出十座宇宙相關內容；隨著徐風搖曳的
燦爛花朵，是以無數燈泡創作出的花園，可愛也浪漫。打造
充滿兒時回憶的螢火蟲森林，是夏夜最美的風景；有適合情
侶戀人甜蜜告白的浪漫花園 、彷彿阿凡達森林的祕密花園、
Camptong Islandాইੌ٘ے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976
交通：地鐵京春線清平站搭乘計程車前往，車程約
20 分鐘
網址： www.camptongforest.com/

18

神秘紫光流洩的紫羅蘭奇幻園等。
此外，結合燈光與音樂的燈光秀「星光交響樂團」，呈現
視覺與聽覺多重享受；攝影區設置了巨大月兔、從指尖完成
的藝術方塊1、2、3 都相當好拍。

利川星光庭園PPP[PPPୌ߹ࡄਗ
地址：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154路287-76

交通：電鐵京江線利川站搭乘計程車或轉搭 12-1 、

22-9公車於利川樂天OUTLET下車後，步行約10分鐘
網址： www.ooozooo.co.kr

19

࠳ࠊْ෬

歡樂無限水上遊樂園

海洋休閒運動之聖地

韓國最早以水為主題的水上遊樂園，

前谷港碼頭位於京畿道最大的

園區旁便是愛寶樂園，以西班牙風格的石

城市華城，千年以前這裡是曾是對

造結構建築，到處可見亞熱帶植物、船隻、

中國貿易的門戶，現今則是停靠許

海水、航海元素等，猶如來到加勒比海灣的異國風

多小船與快艇的休閒娛樂碼頭。可
以在這裡體驗快艇的刺激快感，也

情。擁有17世紀加勒比海的情趣，處處是通過絕壁沖下的瀑
布，在園區內一年四季都能享受海岸活動，可變換出強烈的
水波甚至巨浪等各種形態的人工波浪池，長達500米的漂流
池、衝浪設施，各種極具冒險和刺激的滑水梯，都相當受歡

充滿海洋氣息的加勒比海
灣，在夏天是超受歡迎的
大型水上樂園，刺激的水
上活動設施讓大人小孩都
玩到樂翻天。

種遊樂設施俱全，也可與家人共享溫泉浴、SPA設施，茉莉
花湯、麥飯石檸檬湯、玉石湯、礦物溫泉、人蔘三溫暖等，

邊經常有表演、美食、露營野餐等活動，是遠近馳名的海洋

加勒比海灣நܻ࠺উ߬

華城前谷港ചࢿҋ೦
地址： 京畿道華城市西新面前谷里
交通：地鐵1號線水原站4號出口搭1004-1公車，終點
站為前谷港

動人成為許多電影和戲劇拍攝地點。

地址：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蒲谷邑愛寶樂園路199

交通： 地鐵盆唐線於器興站轉乘龍仁輕軌電車(愛寶

線)至愛寶樂園站下車

網址： www.eve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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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種效能可解除身心疲勞，享受自由樂趣的設施。

濟扶島，欣賞西海的美麗景色，岸

休閒運動之聖地。每年還會舉行熱鬧的華城划船慶典，景色

迎。童話世界主題的孩童專用兒童池、流水池，設計為安全
淺水高度，可體驗水大砲等有趣的遊樂設施。水上中心內各

可以享受海釣樂趣，亦或乘船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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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希臘神話庭園

位於坡州的 First Garden，與鄰近的
印刷城、Heyri 藝術村、小普羅旺斯形成
一個旅遊景點金三角。First Garden共有 23
個主題庭園，配合春夏秋冬展現截然不同的四季
風貌，串連希臘神話，彷彿置身一本故事書中。充滿義大利
風格的托斯卡尼廣場、訴說著邱比特與賽姬間愛情故事的玫
瑰花園、歡慶宙斯賜予雨水的古希臘都市壁畫庭園，園內錯
落著壁泉與歐式刺繡花壇、各種香草園，還有可感受四季南
國風情的溫室；園內有 365 天開放的夜間星空庭園，浪漫
燈光造景成為韓國情侶們的約會聖地之一，同時也是知名韓
劇、韓綜人氣拍攝景點。First Garden在白天是以希臘神話
First Garden ಌझоٚ

世界，擁有婚宴禮堂、咖啡廳、餐廳、體驗工坊、戲水池、

網址：www.firstgarden.co.kr

四季雪橇場等，是一處複合式文化與娛樂空間。

交通：地鐵京義線雲井站2號出口轉搭88號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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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景的歐式庭園，晚上則化身為被銀河系光輝包圍的奇幻

地址： 京畿道坡州市塔索谷街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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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健行登山賞楓熱門地點

和談林是韓國境內種植最多楓樹的樹木園，囊括了所有韓
國可見的楓樹品種，因此楓紅的觀賞期比其他地方更久，每
到秋天楓葉轉紅時節總是吸引許多人潮，是京畿道境內非常

和談林是座以樹木為主題
的大型花園，結合大自然
意象的庭園造景讓人樂以
忘憂。

受歡迎的賞楓景點。
和談林由17座主題庭園組成，除了楓樹還生長著4,300多
種韓國原生植物與外來品種，錯落著小橋、水車、瀑布、盆
栽園等造景，可經由林間步道悠閒的欣賞秋色，或是挑戰較

ᅟؐӶऎЉ
金黃燦紅的楓紅將大地渲染出華美的秋色，飄著雲彩
的藍天下點綴著隨風搖曳的秋芒花海，讓人有出外郊
遊的好心情。

22

為陡峭的登山路線，秋高氣爽正是登山的好季節，攀爬在深
秋的森林山野，由高處展望台俯覽秋日之美。此外也可選擇
搭乘單軌列車，重點式的輕鬆漫遊。園區有韓屋酒館，提供
綠豆煎餅、海鮮煎餅、豆腐泡菜鍋等美食，也有提供荷葉
茶、桑葉茶、梅子茶等熱茶的茶屋，可驅走山間涼意、暖暖
身子，靜靜地坐下欣賞燦爛的紅楓。

和談林ചआ
地址：京畿道廣州市都尺面都尺上路278

交通 : 地鐵2號線江南站3號出口搭乘500-2號廣域巴
士
網站：www.hwadams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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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屬於自己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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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葡萄的營養價值比葡萄高，具有抗老化與增強免疫力的
功效，除了鮮食，韓國自古以來就有釀酒飲用的保健習慣。
坐落在坡州的山葡萄農園，專門釀造山葡萄製成的葡萄酒，
走近園區可看到半山腰上一整片山葡萄果園，果粒呈珍珠般
大的山葡萄和葡萄一樣在秋天成熟並採收，榨汁之後存放在
橡木桶裡熟成，遊客來到這裡可以體驗將山葡萄酒裝瓶，並
封瓶帶回家做紀念，並參觀加工設施、發酵室、地底熟成
室、地底熟成隧道等，還可以在體驗教室裡學習做山葡萄果

門旅遊景點。

網址: www.sanmeoru.com

!!

Ͼ
࿆ς

交通: 地鐵京義線汶山站轉搭計程車前往

Ԛ

地址: 京畿道坡州市積城面客峴里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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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前來還可參加熱鬧的山葡萄採收釀酒活動，是京畿道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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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葡萄農園֪ܖݠਗ

!!!

!!

醬，或是繪製山葡萄T恤、做山葡萄布丁、天然香皂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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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來到阿爾卑斯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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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的加平郡是個山明水秀、美景處處的山間幽境，深
秋時節錦繡秋景美不勝收，富有童話氣質的加平小瑞士村就
位在這裡，富有瑞士鄉村情調的建築物讓人有身在阿爾卑斯
山的錯覺。
傳統的瑞士木骨屋外貌與色彩繽紛的漆色，以及隨處可見
在擺放著許多釀酒橡木桶
的酒窖內，可品嚐不同年
份的山葡萄酒。

的胡桃木娃娃，是加平小瑞士村的吸睛特色，是一處以瑞士
村莊為主題的造鎮計畫，一批嚮往瑞士生活的人們在此購屋
居住、開咖啡館與藝廊。村內除了瑞士風格的建築群，還有
瑞士主題花園，展示著瑞士故事館、瑞士火車風光、胡桃鉗
陳列館、聖誕老公公村、情人攝影區等，甚至還有瑞士名山
馬特洪峰與少女峰的展望台，來到這裡除了拍照也可體驗製

山葡萄農園內有許多美麗
的彩繪牆，可發揮創意拍
下許多難忘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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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村主題公園ী߄؛झప݃

作胡桃餅、松子巧克力、起司鍋、迷你蛋糕和刻名手鐲，沉

地址: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多樂齋路226-57

浸在美好歡愉的瑞士度假氛圍裡。

網址: www.swissthemepark.com/

交通: 地鐵京春線清平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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ᓹߟύ
向千年銀杏神木許下心願

建於新羅時代的龍門山，是京畿道楊平的千年古剎，秋天
來臨時滿山遍野的紅葉讓人深深沉醉在浪漫秋色之中。
龍門寺裡樹齡超過1100年的銀杏樹在秋天時會飄下滿園
金黃色落葉，高達42公尺的銀杏樹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第30
號，列為國家重點保護級植物。這株銀杏樹傳說是古代名僧
義湘大師將拐杖插在地上瞬間長成，另一種說法是新羅時期
末代太子麻衣因痛失國家而種下，因此每當國家發生大事，
銀杏樹變會發出異聲，當地人視為神樹。銀杏樹在朝鮮世宗
時期曾獲得正三品官職，地位崇高且具有靈性，記得在紙上
寫下你的心願掛在周圍欄杆上，向銀杏樹祈求夢想成真。且
龍門寺提供寺廟住宿體驗，能禪坐、體驗茶道、品嘗健康的

ߨࢍീޑᓣ

荷葉飯，在寺廟修行生活中尋回身心靈的平衡與安定。

龍門寺ਊࢎޙ
地址 :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面龍門山路782

交通 : 地鐵京義中央線龍門站下車，徒步至龍門巴士
客運站轉搭往龍門山旅遊區之市區公車
網址 : www.www.yongmunsa.biz

穿著復古校服體驗往日街頭風景

復古場景重現了韓國70、80年代的街頭風光，像是學
校、火車站、電影院、茶房、小酒館、澡堂與湯飯餐館等，
現場提供遊客試穿那個年代的韓國風復古校服，無論男女老
少都可打扮成高中生的模樣，體驗古早味的澎糖、打馬樁、
佔地遊戲與踢毽子等遊戲，牆壁上還有重現那個時代風俗的
趣味互動彩繪牆，讓人忍不住會心一笑，甚至還有鐵軌和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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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拍下好多有趣的照片，雖然博物館只有兩
х
֒ 層樓卻怎麼也拍不完、逛不膩，年輕情侶
Ȅ

α

道，經典電影《屍速列車》的畫面瞬間浮現眼前，光是這裡
青春博物館就像是個時光
隧道，讓人們穿越回到令
人懷念的年代，有許多復
古場景可以拍照體驗。

可在青春博物館裡拍攝老電影般的趣味
搞笑照片，年長的旅客則彷彿回到過
去，那一段青澀美好的時光，重拾往
日歲月的感動。且博館裡還有時光郵
局可以寫下明信片，寄給未來時光的
自己。

26

青春美術館ޭষ
地址: 京畿道楊平郡龍門里新店里369-32

交通: 地鐵京義中央線龍門站1號出口乘坐7、7-4、

7-8號公車於終點龍門山觀光園地站下車
網址: www.retromuseum.co.k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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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時空來到朝鮮時代

來到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門口就看到李英愛在《大長今》
戲中御膳房宮女模樣的人形立牌，一臉微笑地迎接大家，有
大長今工作的御膳房，以及小宮女們學習的地方，這裡就
是膾炙人口的韓劇《大長今》拍攝地點，這座MBC電視台
在韓國民俗村裡可以欣賞
韓國民俗表演，以及傳統
的婚俗儀式。

的戶外影城陸續拍過好幾部熱門韓劇像是《奇皇后》、《同
伊》、《夜行書生》、《李蒜》、《擁抱太陽的月亮》，使
得龍仁大長今主題樂園成為必去的韓流朝聖景點。

遊客還可以換穿朝鮮時代
的服飾，漫步在古色古香
的古裝劇場景中。

園區內就像是一座小型的古代朝鮮王城，有宮殿樓宇、兩
班貴族華宅、平民茅屋與市集，可以換穿古裝遊走拍照，若是
想要穿上皇帝、皇后、公主等高貴的服飾也可以，拍照地點限
於館內布景好的場景，用手機拍出來的效果也頗有電影劇照的
專業感喔！走上園區制高點還可俯瞰整座古代村落，一旁還有

ᗻҖߺ؇

茶屋提供傳統茶點，悠閒品味古代朝鮮的生活氣氛。

大長今主題樂園Ә
地址: 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白岩面龍川Drama街25
交通: 地鐵愛寶線運動場•松潭大學站下車後轉搭

10、10-4號往白岩的市區公車，於白岩下車後，再

轉搭105號公車或搭計程車前往

網址: http://djgpark.imbc.com

熱門古裝韓劇的拍攝地

走進韓國民俗村就像墜入時光隧道，瞬間來到朝鮮時代
的街頭，傳統農宅、民宅、官衙、書院、官宅、鐵匠鋪、韓
藥材店、市集街道在兩旁羅列，穿著朝鮮時代士農工商各階
層服飾的演員穿梭其中，還可以看到擁有九十九間房的兩班
貴族豪宅，民俗村裡常有農樂、婚禮、馬術、武藝等傳統活
動表演，遊客可換穿古代的服飾拍照同樂，體驗朝鮮時代的
風俗民情。韓國民俗村內的美食街上還可以品嚐到烤乾明
太魚、綠豆煎餅、拌飯、海鮮煎餅、魚板、辣炒年糕，和古
法釀造的馬格利酒，體驗庶民美食風情。民俗村也是熱門的
韓劇拍攝地，《成均館緋聞》、《擁抱太陽的月亮》、《來
自星星的你》、《黃真伊》、《張玉貞 為愛而生》、《善
德女王》、《七日的王妃》、《師任堂 光的日記》，以及
Nerflix熱門影集《李屍朝鮮》都是在這裡取景，喜愛韓劇的
影迷一定會覺得每個角落都很眼熟。

28

韓國民俗村 ೠҴࣘୣ
地址：京畿道龍仁市器興區民俗村路90

交通：地鐵1號線水原站4號出口或地鐵盆唐線上葛
站2號出口，搭乘免費接駁車即抵

網址：www.koreanfol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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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限定的粉紅亂子草

漫步在浪漫的秋日芒花花海

座落在海濱濕地的始興河溝生態公園，秋天是著名的芒花

比起以樹林為主的樹木園，以花卉植
物為主題的平康樂園顯得清新雅致，10萬坪的

景點，站在公園中央的展望台上往下望的景色格外美麗，雪

土地上種植著7,000餘種來自全球各地的植物，以及韓國本

白的秋芒在風中搖曳如海浪波動，點綴著些許粉紅色的波斯

土原生品種，繽紛的花朵一年四季輪番綻放，境內還有亞洲

菊，顯得浪漫詩意。這裡在日帝佔領時期曾是鹽田，公園裡

規模最大的岩石園，以及自然生態豐沛的濕地園區、宛若莫

特別整修了一處鹽田，鋪上彩紅色的底色，讓遊客可以在鹽

內名畫的睡蓮庭園，熱門韓劇像是《你能聽到我的心嗎》、

田裡體驗堆鹽山、了解食用海鹽的生產過程。

始興河溝生態公園द൜іҎࢤకҕਗ
地址： 京畿道始興市東西路287

《阿娘使道傳》、《BIG》都曾在這裡拍攝取景，幽靜迷人
的空間設計讓每個角落都像是一幅水彩畫，處處是美景。
秋天來到平康樂園，除了欣賞秋日的芒花與彩菊，最熱門
的花景便是近年來紅遍社群的夢幻植物「粉紅亂子草」，粉
紅色如雲霧般的花穗形成浪漫的花海，行走在裡面就像漂浮
在粉紅色的棉花糖裡一樣，使得秋天的平康樂園成為京畿道

平康樂園 ಣъ٘ے
地址：京畿道抱川市永北面水井木街203

交通：於抱川市外巴士客運站步行約200公尺至新邑

7通•企業銀行前公車站搭乘10號公車，在平康植物
園站下車
官網： www.peacelandkor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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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為世界遺產的南漢山城位在距離
首爾約25公里的山上，是朝鮮時代提供國王緊急避難的場所
與臨時首都，有行宮、王族宗廟、守將居住的辦公殿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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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的臨時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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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年輕女生喜愛的美拍聖地。

ങȃୋങ
列為世界遺產的朝鮮王陵

及沿著崎嶇山勢建造的防禦性城牆，易守難攻。

南漢山城道立公園թೠࢿ݀بҕਗ
地址：京畿道廣州市南漢山城面南漢山城路731
交通： 地鐵8號線「山城站 ࢿ )」2號出口，出站
後搭乘9、9-1、52 號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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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仁祖為了躲避清軍追擊，曾從漢陽逃到南漢山城

隆陵埋葬著朝鮮王族思悼世子，墓園的格局被稱為韓國最

避難，留下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戰史，知名的韓國電影《南漢

美的三座皇陵之一，墓園周圍包圍著石雕蓮花，氣氛聖潔寧

山城》就是講述這段歷史。二十世紀初南漢山城則成為反抗

靜，不遠處的健陵安葬的是思悼世子的兒子正祖和其王妃。

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民間運動中心，爾後在韓戰時遭受嚴重

兩座保存完好的王陵完整地呈現出朝鮮王朝皇家陵寢的建築

毀損，現今看到的行宮與宗廟建築都是之後整修的。南漢山

格局，因會選為王陵的地點都是風水靈秀的寶地，就像一座

城在秋天是著名的賞楓景點，站在城牆上可看到火紅的秋葉

景色優美的森林公園，因此吸引許多遊客前來，成為熱門的

漫延群山山頭，靜靜訴說著過往歷史的滄桑。

旅遊景點。

華城隆陵與健陵ചࢿਲ਼ܷҗѤܷ
地址：京畿道華城市孝行路481街21

交通：地鐵1號線餅店站2號出口出站後，轉搭34、

34-1、35-1、35-2、35-3、46、50號公車
網址：http://royaltombs.cha.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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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劇裡常有這一幕，冬日的第一場雪靜靜地從天空飄落，初雪讓人感到歡愉
與浪漫，當雪花將大地覆蓋成一片銀白，夢幻靜謐的世界令人沉醉。

ఒᓘᐚФ༫
冬夜限定的夢幻點燈

韓國緯度高，四季變化分明，山林美景引人入勝，使得韓
國的戶外健行登山活動十分盛行，以樹木為主題的庭園數量

冬日的晨靜樹木園就像是愛麗絲
夢遊仙境，就連灰姑娘故事中的
南瓜馬車都夢幻現身。

比花園還要多。三育大學園藝系韓尚慶教授規劃創立的晨靜
樹木園，由20多座林園與花圃組成，約有5000多種花草林
木依隨四季遞嬗展露繽紛色彩，32萬公頃的庭園以樹木為主
題，秋天來臨時滿園金黃秋意，是著名的賞楓景點。
令人意外的是這裡冬季的景色比其他季節更為夢幻，蕭瑟
的庭園入夜後化身為璀璨銀河，綺麗的燈光造景營造出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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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客人潮竟不輸其他季節，難怪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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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晨靜樹木園選為韓國五十個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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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的仙境，縱然飄著雪的冬夜十分冷冽，但特意前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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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去的景點之一，《雲畫的月
晨靜樹木園 ইஜҊਃࣻݾਗ

光》、《原來是美男》、《她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上面樹木園路432

很漂亮》、《瑪莉外宿中》等

交通：地鐵京春線加平站下車，搭乘加平觀光巴

熱門韓劇都曾來此取景拍攝。

網址：www.morningcalm.co.kr/html/main.php

士，於晨靜樹木園站下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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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溫泉為主題的度假勝地

利川以生產進貢給朝鮮王朝的高品質稻米利川米聞名，
除了是京畿之地重要的魚米之鄉，利川也是遠近馳名的溫泉
勝地，早在500多年前的朝鮮時代便是王公貴族們喜愛的溫
泉療養聖地，利川溫泉樂園便是韓國第一座德國式溫泉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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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溫泉樂園內所有的湯池都是100%純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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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將溫泉浸浴與娛樂休閒活動相結合。
利川溫泉樂園పؚܰݫ

水，有溫泉游泳池、溫泉滑水道、溫泉水

地址：京畿道利川市暮加面事實路988

上樂園，以及十多種不同主題的溫泉風

搭乘Termeden水上樂園免費接駁巴士

呂，依照季節變化添加各種天然入浴

交通：於利川市外巴士客運站斜對面(渣打銀行前)，
網址： www.termeden.com

劑像是檸檬池、草莓池、茉莉池等，
園內常配合主題溫泉湯池推出異國風
味的美食試吃，以及精采有趣的嘉年華
活動，使得泡溫泉不僅是消除疲勞的靜
態放鬆，更是適宜闔家同樂的度假樂園。

හྥݔݙഢ࡚؇
美麗松林包圍的雪上樂園

ΚύᗻBrvb!Qmbofu
繽紛動人的海洋世界

冬雪覆蓋的山頭充滿歡笑聲，可
搭乘便利的纜車索道前往各個難
易度不同的滑雪道。

位在京畿道龍仁市山腳下的陽智松林滑雪度假村，從首爾
搭車前往約40分鐘的車程，是距離首爾最近的滑雪勝地，整
座度假村由配置6架現代纜車的滑雪場、高級飯店型公寓、
青年旅館、森林野外游泳池、室內游泳池、高爾夫球場、保

這是一座以海洋生物為主題的生態水族館，透過互動學習
的設計讓孩子們對於海洋生態有進一步的了解。館內居住著
許多動物明星，像是海豹、企鵝、水獺與海獅等，還有大型
海洋生態水族箱，魚群在眼前悠然地游來游去，讓人就像身
在海底世界。

齡球場所組成。
風景秀麗的松林內共有7座坡度斜緩不一的滑雪道，從初

陽智松林渡假村নੋܻઑ
地址：京畿道龍仁市處仁區陽智面南坪路112
交通： 於龍仁客運站搭乘計程車前往
網址： www.pineresort.com

學者到滑雪高手都能在此找到樂趣。針對初次滑雪的遊客，
陽智松林滑雪度假村設有滑雪學校，專業證照的滑雪教練針
對每個人需要予以指導，也有為了兒童設計的滑雪班，讓小
朋友在玩樂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學會滑雪，且這裡還有專門

一山韓華Aqua Planet

的滑道，能保持穩定與均衡的傾斜度，初學者能夠安心自在

網址：www.aquaplanet.co.kr/ilsan/index.jsp

的駕馭，平穩的學會滑雪運動。

交通：3號線注葉站2號出口直走約15分鐘

34

為了初學者設計的黃色路線，這是韓國首座採用特殊構造物

地址：京畿道高陽市一山西區韓流園區路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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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滑雪增添浪漫氛圍

有看過韓國綜藝節目《超人爸爸回來了》的朋友應該對
這裡有印象，三胞胎大韓民國萬歲三兄弟和爸爸一同滑雪的
地方正是芝山滑雪度假村，這裡離首爾市區約40分鐘車程，
交通十分方便，是首爾近郊的熱門雪場。
芝山滑雪度假村有總長超過7300米的9條滑雪道，還有
一次可6人乘坐、每小時可輸送14744名乘客的高速吊椅纜

芝山森林滑雪渡假ನۨझܻઑझః

車，甚至還有針對Snowboard滑雪板愛好者設計的專用滑

地址: 京畿道利川市麻長面芝山面267

道，對於喜愛滑雪板運動的年輕族群來說，芝山滑雪度假村

網址: www.jisanresort.co.kr

交通: 地鐵2號線江邊站1號出口搭乘1113-1號廣域巴士

的滑雪道非常刺激，衝刺起來更有快感。
芝山滑雪度假村於每年12月到隔年3月開放，滑雪場下方
華麗壯觀的夜間滑雪盛況，讓滑
雪客從白天玩到黑夜，盡享冬日
滑雪樂趣。

提供公寓式飯店住宿服務，滑雪時段除了白天，入夜後還特
別開放夜間滑雪，從晚間6點到10點半，讓滑雪樂趣不因天
黑而打烊，夜間點燈照明的滑雪場景色更為夢幻，各條滑雪

݁Բྥۮഢ࡚؇

道上沉迷於飆雪疾速的滑雪愛好者紛紛把握時間，盡情享受

高質感大人版滑雪遊樂園

京畿道冬日限定的運動快感。
2008年12月開幕的昆池岩滑雪度假村設備十分新穎，467
間高級酒店水準的公寓式套房能因應滑雪愛好者長時間停
留，套房內備有小型廚房，電磁爐、微波爐與鍋碗瓢盆等一
應具全，房內有客廳與飯廳，全然是度假別墅型設計，陽台
外面正對著壯觀的滑雪道，夜間點燈滑雪的燦爛美景讓人嘆
為觀止。
為了提升滑雪品質，昆池岩滑雪度假村採用限制人數入場
的管理機制，讓場內人樹維持在4500人左右，讓滑雪客不會
因滑道過度雍塞產生意外，影響滑雪的興致。昆池岩滑雪度
假村共有11條寬度及坡度不同的滑道，且有3條高空纜車可
抵達最高處的滑道，度假村內有許多美食餐廳，包含設有專
業葡萄酒窖的高級西餐廳，以及Spa水療、溫水游泳池，可
說是大人版的滑雪遊樂園，推薦給成熟講究品味的滑雪愛好
者。

36

昆池岩渡假村Ҍঐܻઑ
地址: 京畿道廣州市都尺面都尺上路278

交通: 地鐵2號線江邊站1號出口搭乘1113-1號廣域巴士
網址: www.konjiamresor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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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三吃的美味樂趣

冬天是草莓盛產的季節，鮮紅甜美的草莓總讓人感到好
幸福，做成各式草莓甜點更讓人每樣都想嘗嘗。韓國京畿道
因為緯度較高，高冷的氣候使得草莓的甜度非常高，個頭碩
大飽滿又多汁，讓人垂涎欲滴。小農夫草莓體驗農場在冬季
提供採草莓的樂趣，可邊採邊吃，吃不完的可裝在農場提供
的塑膠盒中帶走，小農夫草莓體驗農場還有別處沒有的草莓
甜點DIY活動，像是將剛採下的草莓串上竹籤，沾裹巧克力
醬、撒上色彩繽紛的巧克力粉，做成漂亮的草莓棒棒糖。還
可將整顆甜美的草莓包進雪白的麻糬裡，變成可愛的草莓大
福，享受草莓三吃的美味樂趣。
小農夫草莓體驗農場য֪ܽࠗٱӝ֪
地址: 京畿道楊平郡楊西面兩水里
交通: 搭乘地鐵中央線至兩水站
下車後轉搭計程車或步行前往
網址: www.youngfarmer.kr

度假村內設有能符合各種預算的
住宿設施，且距離首爾交通方
便，能安心的享受滑雪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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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圈內規模最大的滑雪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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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滿園可愛豬寶寶們同樂

熊城滑雪度假村是韓國首都圈內規模最大的滑雪度假樂

2011年11月成立的小豬博物館收藏

園，且是韓國境內首先獲得ISO90012000認證的高品質綜合

了來自全世界18國、5000多件小豬玩

休閒度假村，也是國內首先引進滑雪裝備租借制度的滑雪度

偶與小豬造型的工藝品，館長李鍾英

假村，是座大人小孩都能樂在其中的城市近郊型滑雪勝地。

認為現代小孩沒有經歷過農村生活，對

村內設有飯店、公寓式飯店、青年旅館等因應不同預算需

於豬的印象只有豬肉，或是認為豬又髒又

求的住宿設施，以及高爾夫球練習場、游泳池、生存遊戲場

笨，其實豬是智商高又愛乾淨的動物，小豬博

等各項遊樂設施，與3條獲得國際滑雪聯合會標準認證的滑
雪道、5條滑雪板兼用滑雪道、雪橇場，還有專門設計給初
學者的緩坡滑雪道共2條，由會講英文的滑雪教練予以專業
的指導，由淺入深學會滑雪的訣竅，讓你也能輕鬆成為雪上
疾行的飆雪高手。

38

物館就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豬的可愛魔力。博物館裡除了可
熊城滑雪度假村߬যझఋܻઑ

小豬博物館ظ߅ޛҙ

地址: 京畿道抱川市內村面金剛路2536街27

地址: 京畿道利川市栗面林烏山路372號巷129-7

站牌搭乘11路廣域巴士至熊城度假村站下車

湖院市外巴士客運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前往

交通: 地鐵2號線江邊站4號出口協對面公車
網址: www.bearstown.com/ski/

交通: 東首爾巴士客運站搭乘1336號巴士至長
網址: www.pigpark.co.kr

和豬寶寶們玩耍、抱抱剛出生的小乳豬，還可見識他們傳
球、跳柵欄、撞保齡球，甚至和豬寶寶頂鼻子玩親親，感受
小豬們的神奇魅力。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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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燈飾組成的冬日仙境

京畿道有許多以樹木為主題的花園，清新的森林氣息能
讓現代人紓解壓力，碧草池文化樹木園便是其中之一，園內
除了栽植韓國本土的花草樹木，還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珍
稀品種，順應園區的地貌營造出優美的生態環境，熱門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城市獵人》都曾來此取景，春夏時節
花木扶疏、蜂蝶飛舞的景色繽紛浪漫，入冬後的景致更是動
人，潔白的LED玫瑰花簇擁成一片夢幻花海，點點燈飾像是
繁星般在頭頂形成浪漫隧道，園內每株樹木都披上五顏六色
的燈飾大衣，還有漫步其中的燈飾造型動物，偶有隨風飛
舞的雪花飄落，襯上呼應燈節主題播放的浪漫背景音樂，氣

碧草池文化樹木園߷ୡޙചࣻݾਗ
地址: 京畿道坡州市廣灘面復興路242

交通: 地鐵1、4號線首爾站的3號出口附近的YTN大樓

氛宛若童話世界，碧草池文化樹木園的冬日景色果然名不虛

前搭乘703號公車，於廣灘市場下車後轉搭計程車前

傳。

網址: www.bcj.co.kr

往
充滿繪本色彩的小法國村是以小
王子為主題的村落，讓人像是進
入縮小版的法國，不可思議的美
景隨處可見。

ϊݳ؇
以小王子為主題的夢幻村落

有看過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朋友對於小法國村一定不
會感到陌生，劇中夢幻場景便是在此拍攝，這裡可說是韓國
京畿道的必遊景點。遊走在小法國村，就像走進小王子故事
繪本裡的世界，繽紛浪漫的彩色建築群瀰漫著法國傳統村落
的氣息，隨處可見鮮花、星星與小王子雕塑，原來小法國村
的靈感正是取自聖埃克蘇佩里的著作《小王子》，難怪可看
到路邊有小王子拿著玫瑰花，或是小王子站在坑坑洞洞的星
球上。
小法國村中有聖埃克蘇佩里的紀念館，收藏他的手稿與插
畫，小王子的創作軌跡都記錄在這些珍貴的資料中。村內還
有許多以法國為主題的展覽與體驗空間，有收藏歐洲各地約
小法國村ࢁڽیझ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清平面湖畔路1063
交通：地鐵京春線加平站搭乘加平觀光巴士，於小

300個娃娃的娃娃屋，也有精彩的魔術、人偶劇等法國民俗
藝術表演，童話繪本般的場景更使的小法國村成為熱門美拍

法國站下車
網址：www.pfcamp.com

40

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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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隻土雞加入大量天然漢方草本藥材、冬蟲夏
草，以細火慢燉，熬煮出營養溢補的精華湯底，再
加上澎湃的新鮮海味，包含比手掌大的扇貝、新鮮

Ь௷ଽ

活跳的鮑魚、海螺、貝類、整隻章魚與龍蝦，堆疊

1940年，店家因緣際會下把放在解
酒湯裡的排骨以火烤方式販售，沒想到
大受歡迎，爾後成為家喻戶曉的特色水
原排骨。醃漬的醬料演變為以韓國清醬
油、洋蔥、芝麻、香油等，排骨吸飽醬
汁後上烤盤煎烤，肉質軟嫩美味，入口
回甘，不愧為水原名物。

本水原排骨ࠄࣻਗт࠺

出令人瞠目 舌的高度，滾沸時白煙繚繞，彷彿火山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233街41

藥膳村ডࢶ݃ਸ
地址: 京畿道坡州市廣灘面富興路133

交通: 地鐵京義中央線坡州站1號出口轉

搭計程車，車程約15分鐘

網址: https://yacsun.modoo.at/

要爆發似的，令人興奮期待的美味。

交通：地鐵1號線水原站轉搭計程車前往
網址：www.bonsuwon.co.kr/
佳甫亭排骨оࠁт࠺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Jangdari路282
交通：地鐵1號線水原站轉搭計程車前往
網址：http: www.kabojung.co.kr/

ᖞࢼԱ੧ᠶന
韓國人夏天喜歡吃蛋白質含量高的烤鰻魚，因為夏天容易疲
倦，沒胃口，用以作為滋補體力的料理。臨津江是韓國著名的鰻
魚產地，發源於朝鮮半島中部，店家將洗好的鰻魚去除骨頭後，

ЬࣕᚙΚຘ

抹上辣椒醬，拌上糖、醬油、蒜、生薑、香油等作成的甜辣鮮香

位於水原行宮與八達門之間的巷弄，整條街炸雞店櫛比鱗次。
有別於一般連鎖品牌炸雞，傳統韓式炸全雞還包含雞爪、雞心等
內臟部份，在點餐後現場裏粉、酥炸，熱騰騰端上桌，品嚐美味
第一瞬間。分為原味與甜辣調味，酥脆炸衣咬下，鮮美雞肉令人
吮指，再搭配一杯清涼啤酒，相當過癮。

調料，放到火上烤，Q彈綿密口感，深受當地人及旅客歡迎。
伴鷗亭߈ҳ
諮詢電話：+82-31-986-5458

地址：京畿道坡州市汶山邑沙鶩里208-3
交通：地鐵京義線汶山站搭乘計程車前往

ഌᗨ

水原炸雞一條街ࣻਗా״Ҏݾ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八達路1街

交通方法：地鐵1號線水原站轉搭11、16、32、35等公車，於八達門站下車後約步行5分鐘

在韓戰期間，因為物資匱乏只能靠罐頭肉果
腹，以美軍剩餘的香腸及罐裝火腿為主角烹煮，
所以得名為「部隊鍋」，最早起源於進駐許多美

ሉމᚙ௷

軍部隊的京畿道議政府市。時至今日，加入泡麵

源至春川一帶的小店家，使用當地飼養雞肉作成的

吸飽鹹香湯汁，加入起士片則能柔和辛嗆辣味，

地方料理。將雞肉切塊拌入特製辣醬調味醃漬一天左

也使湯頭更加濃郁，最後再倒入米飯拌炒變成韓

右，加入大量蔬菜、地瓜、洋蔥、大蔥、年糕，在鐵盤

式燉飯也別有一番風味。

議政府部隊鍋街ࠗࠗଧѐѢܻ
地址﹕京畿道議政府市護國路1309街7(議

政府洞)一帶

交通﹕地鐵1號線議政府站轉搭議政府輕軌

至議政府中央站，從2號出口出來後右轉往

回走

上炒製而成的料理；最後灑上起司，融化後牽絲濃郁，
口味鹹香甜辣錯綜交織，最後鍋底醬汁加入麵條或是米
飯、紫菜拌炒，是這道料理的精華所在。

ւώࣳࡕԾۢॶ
傳聞中的雞排ࣗޙդ״т࠺
地址：京畿道加平郡樹木園路218(杏峴里492-7)

交通：地鐵京春線加平站1號出口步行(600公尺)至加

平客運巴士站，轉搭31-7號公車，於天堂木民宿(

)站下車後再步行前往約5分鐘
網址：http://somoon.net/

有韓國第一米倉之稱的利川，好山好水種植出優良稻米，自古便
是上獻給朝鮮王朝的珍貴貢品，因此得到「皇帝的米飯」的美名。
前往利川市最知名的皇家米飯屋品嚐「皇帝米飯定食」，掀開鍋釜
蓋子瞬間濕潤蒸氣迎面撲來，先將米飯盛到碗中，品嚐香Q彈牙的豐
富口感；另外在還有餘溫的釜鍋中倒入熱水，可以品嚐香氣迷人的
鍋巴湯飯。

྇҂၍!

交通: 地鐵京江線新屯陶藝村站下車後，轉搭計程車前往
網址: www.imkum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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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水原華城的八達門附

韓國人喝酒文化相當有名，

近有一條行理團路，這條類似首

為了在第二天醒來解決宿醉之

爾經理團路的街區有著跨越傳統

苦，便會吃溫熱而又蛋白質豐

與現代的優雅風情，許多年輕人

富的解酒湯，補充身體宿醉時

喜歡的特色咖啡廳櫛比鱗次，可

所流失的能量。現今解酒湯也

品嚐到美味的傳統藥菓與麻糬點

成為了韓國國民美食之一，傳

心，搭配韓方花草茶，還有異國風酒吧、陶瓷工坊、黑

統吃法是先喝一些湯與料，接

白照相館，悠閒的氛圍讓人感到心情放鬆。

著將白飯加入湯中拌勻一起
吃，加上些許泡菜或辣醬，微辣口味令人食慾大振。

皇家米飯屋Әשवߏ
地址: 京畿道利川市新屯面水廣里152-9

Ь౪ყၰ!

本家楊平解酒湯ࠄоনಣ೧Ҵ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江上面江南路841

交通﹕地鐵京義中央線楊平站轉搭計程車(約10分鐘)

地址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華西門路43一帶(҃ӝࣻبਗद౹׳
ҳചࢲ)ੌ۽ޙ
交通 : 地鐵水原站4號出口，至水原站•水原諾富特公車站轉乘13、

66-4、66、700-2號公車，於長安門•水原傳統文化會館下車，步

行約5分鐘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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ڨٵᗋޑ፹

ାTubsgjfmeȃࠓݭTubsgjfme
高陽Starfield有新世界百

ۄԏུзࣩӫทԛᗋޑϜЗ

貨公司、號稱韓國COSTCO
的emart Traders等大型購物

異國旅遊最棒的就是能盡情血拚採購，坡州新世界名

賣場進駐，並有兒童主題公園

牌折扣購物中心擁有160多個海內外知名的品牌，是新

與新銳設計師的品牌專門館，

世界集團驪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開幕後韓國第二間名牌

另有全國百餘家美食餐廳進

折扣購物中心，除了國際精品名牌之外，也有許多韓國

駐，是規模龐大的綜合型購物

本地原創品牌，且從地鐵2號線的合井站有一班即可直達

ԏུзࣩӫทԛᗋޑϜЗ

的巴士，交通非常便利。

匯集了世界各國知名品牌的折扣商場，像是Bally、
Burberry、BOTTEGA VENETA、COACH、D&G、

ւώЉӫทԛᗋޑϜЗ
利川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占地16,000多坪，位在高

Escada、Fendi、Salvatore Ferragamo、GUCCI等140
多個知名品牌，常年以定價的25~65%折扣價販售，還
有Le Creuset、Royal Copenhagen等生活用品品牌與美

速公路要道上，是特別規劃的購物特區，規模寬廣且交

妝品牌進駐，有些產品甚至比免稅店還要便宜，歐式建

通便捷。商場內以優惠價格提供350多個適合各年齡層

築群中還有美食餐廳，洋溢著優雅的度假氣氛。

的商品，設有韓國暢貨中心首度進駐的31個常態賣場、
6個體驗型賣場、8個主題庭園與囊括各地區的韓國美食
街，還有利川特產陶器賣場、特產館，是全家人的購物
新世界西蒙坡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नࣁ҅ࢎݢܻ
ষইۮ

天堂。

交通: 地鐵京江線驪州站下車後轉搭902號公車前往
網址: www.premiumoutlets.co.kr/yeoju

大。同集團的河南Starfield除
了有750多個品牌，還結合了水療設施、游泳池、電影
院、書店、KTV、運動中心，以及新世界百貨與emart
Traders，能享受和其他購物中心不同的逛街休閒樂趣。
Starfield河南झఋ٘ೞթ

地址 : 京畿道河南市渼沙大路750

交通 : 地鐵2號線江南站、驛三站、宣陵站、三成站、蠶室站搭乘

9303號公車
網址 : www.starfield.co.kr/hanam/main.do
Starfield高陽झఋ٘Ҋন
地址 : 京畿道高陽市德陽區高陽大路1955
交通 : 地鐵2號線弘大入口站搭乘733號公車，於農協超市下車
網址 : www.starfield.co.kr/goyang/main.do

利川樂天名牌折扣購物中心ؘ܃ܻষইۮୌ

地址 : 京畿道坡州市炭縣面必勝路200

地址 : 京畿道利川市戶法面名牌折扣購物中心路177-74

網址 : www.premiumoutlets.co.kr/paju/ko

網址 : www.lotteoutlets.com

交通 : 地鐵2號線合井站搭乘2200號公車前往

驪州名牌折扣購物中心ৈܻষইۮ
地址: 京畿道驪州市名品路360

中心，規模有足球場的70倍

交通 : 地鐵京江線利川站搭乘22-9、12-1、12-3號公車前往

ۗᑺུзࣩӫทԛᗋޑϜЗ
始興新世界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是西蒙新世界集團繼驪
州、坡州、釜山之後所開設的第四家折扣購物中心，精

Ьࠓߟ༉ಜҀൠ
水原南門傳統市場由八達門市場、南門市場、榮洞市
場、池洞市場、水芹菜廣市場、池谷綜合市場、龜川洞
工具商街、南門羅德奧市場、南門時尚一番街共9個市場

ߝ౫хӫทԛᗋޑϜЗ
金浦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是韓國現代百貨公司設
立的第一間名牌折扣購物中心，位在京畿道金浦市，距
離首爾仁川機場與市區不遠，聚集了230多間品牌專賣
店，舒適寬廣的購物空間可以滿足各年齡層顧客的購物
慾望。
金浦現代名牌折扣購物中心അܻষইۮӣನ
地址: 京畿道金浦市高村邑Ara陸路152街100

交通: 地鐵9號線開花站2號出口出站後，徒步約1分鐘至開花站廣域
巴士轉乘中心公車站 搭乘16-1至現代購物中心下車

網址: http://thehyunda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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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了220多個國內外知名品牌，因所在地始興市靠海，
商場建築展現出大海特性，以西班牙濱海小鎮卡達切斯
海岸村莊的風貌為設計靈感，使得整座購物中心瀰漫著
迷人的異國風情。

區組成，各年齡層的日常生活大小需求都可在此解決，

始興新世界西蒙名牌折扣購物中心नࣁ҅ࢎݢद൜ܻ
ষইۮ

貼近韓國人生活的雜貨小物特別好買，且美食小吃特別

地址: 京畿道始興市西海岸路699

多，泡菜、年糕、麻花、甜甜圈、炸雞、魚糕等琳瑯滿
目，好逛好買又好吃。
水原南門傳統市場ࣻਗթాޙद

*水原南門市場由水原南門羅德奧市場等9個市場所組成
地址 : 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洞10-4

交通: 地鐵4號線烏耳島站2號出口搭乘23號公車前往
網址: www.premiumoutlets.co.kr/siheung/ko

ӏ݃༉ಜҀൠ
光明傳統市場原本只是個每周開市5天的5日市集，漸
漸發展成聚集了350多家店鋪的市場，成為京畿道三大
傳統市場之一，經過整修重新設計後，購物環境不輸大
型超市，卻保持著傳統市場的熱情活力，舒適便利又非
常好買。
光明傳統市場 ҟాݺद
地址：京畿道光明市光明路928街18-20

交通：地鐵7號線光明十字路口站10號出口
網址：blog.naver.com/kmmarket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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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 交通飛航資訊

飯店資訊
水原諾富特飯店

從台灣到京畿道可搭乘華航、長榮、德威等

水原Ramada Plaza飯店

航空班機往返松山機場與金浦機場，也可搭乘長

位在三鐵共構的水原車站旁，附近購物商場、

頂級與奢華的代名詞，客房以落地窗引入自然

榮、華航、大韓、韓亞、真航空、濟州等航空公

餐廳林立，兼顧奢華享受與便利性，是水原觀光

天光，帶給旅客寬敞舒適的感受。各式高級餐廳

司班機往返桃園機場與仁川機場。除了台北，台

的極佳選擇。

與宴會廳，提供多功能的宴飲住宿選擇。

中與高雄都有航線直飛仁川機場。

交通：地鐵1號線水原站4號出口步行約5分鐘

交通：地鐵1號線水原站4號出口，轉搭公車10、10-5、66、83-1、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德靈大路902

首爾市區出發，不必多花時間查交通轉乘，也

如何到京畿道
京畿道屬於首都圈地區的一環，大部分城市都
與首爾地鐵相連，交通相當便利。也可從首爾搭

不會出現迷路、跑錯月台、搭錯車的困擾，可以

網址：https://novotel.ambatel.com/suwon/main.amb

6000至飯店下車。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中部大路150（仁溪洞）
電話：+82-31-230-0001
網址：www.ramadaplazasuwon.com

省下很多時間規劃其他購物行程、研究美食必吃
清單，或拍照攻略。

乘搭乘廣域巴士，或是搭乘火車直達京畿道主要

EG巴士準備載你去哪些地方趴趴走呢

城市，詳情請參考京畿觀光公社或韓國觀光公社

快呼喚旅伴們一起來瞧瞧吧！

網站。

電話：+82-31-547-6600

哈拿旅遊
A路線 臨津閣、DMZ、坡州Premium Outlets、

觀光資訊

普羅旺斯村

京畿觀光公社 駐台辦事處

B路線 水原華城、水原南門市場、韓國民俗村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32樓3206室

C路線 南漢山城、和談林、利川陶瓷村

電話：02-2772-3606

現代THE BLOOMVISTA

Holiday Inn Express Suwon Ingye

位於湖水畔的大型度

鄰近水原市商圈，

D路線 抱川藝術谷、季節農場體驗、香草島樂園

假旅宿，寬敞客房搭配精

以合理價格提供優質服

信箱：ggtourtw@gto.or.kr

E路線 光明洞窟、安成農場樂園、安山五彩星光村

品家俬，營造賓至如歸的

務與住宿環境，是深受

「Let's go 多彩京畿道」

訂購網站

http://bit.ly/2wpA3k7﹙做成QR

感受。高級餐廳、SPA、

商務與觀光旅客喜愛的

官方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ggtourtw

CODE﹚

三溫暖等設施為旅客打造

商務旅館。

極致舒壓假期。

交通：地鐵盆唐線水原市廳站8

京畿觀光公社官網： cnt.ggtour.or.kr
韓國觀光公社官網： 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
24小時觀光諮詢電話：+82-1330

KTOURSTORY

交通：地鐵中央線楊平站下車後，

D路線 抱川藝術谷、季節農場體驗、香草島樂園

轉搭公車 ( 車程約 30 分鐘，車資約

E路線 光明洞窟、安成農場樂園、安山五彩星光村
訂購網站

http://bit.ly/2VjSWmF﹙做成QR

CODE﹚

京畿道EG巴士

1,100 韓元 ) 或計程車 ( 車程約 15 分
鐘，車資約11,000韓元)
地址：京畿道楊平郡江下面江南路316
電話：+82-31-770-8888
網址：http://www.bloomvista.co.kr/

號出口步行約15分鐘

地址：京畿道水原市八達區仁
溪路116

電話：+82-31-5177-0000

網址：https://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

韓游網

走跳京畿道 必載APP – GG go

F路線 紺岳山、Heyri藝術村、韓國傳統汗蒸幕體驗

APP名稱 : GG go

Android版下載 https://goo.gl/311MFW

年推出了７條不同的一日遊方案，讓大家可更輕

G路線 光明洞窟、濟扶島一日遊

支援8種語言 集結眾多人氣景點優惠

iOS版下載 https://goo.gl/U4NAHX

鬆、更深入地暢遊京畿道！

訂購網站

【京畿道EG巴士】2.0升級改版 重新出發
啟程出發囉！廣受遊客們喜愛的EG巴士，今

http://bit.ly/2YdwABY﹙做成QR

CODE﹚

EG巴士路線簡介＆購買頁面超連結
睛豔有趣的AR效果

※EG巴士票務作業由3家旅行社各別運營，若有訂購或路線諮詢請洽指定旅行社，暫無統一官網訂購，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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