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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原旅游咨询处

了解这些更便利!

提供24小时旅游信息和翻译服务

(中、英、日、韩)

旅游咨询电话

咨询处名称 所在地 电话号码

水原综合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德灵大路924， 
水原站广场  

031-228-4672

八达门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正祖路777号街16 031-228-2765

华西门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华西门路19 031-207-7985

长安门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正祖路905号街16 031-251-4514

长安公园旅游咨询处 长安区八达路238 031-207-6117

练武台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苍龙大路103号街8 031-228-2763

华城行宫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正祖路825 031-241-2703

西将台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八达山路108 031-228-2764

华虹门旅游咨询处 八达区北水洞33-4 031-248-3541

水原长途巴士客运站 
旅游咨询处

劝善区京水大路270   031-267-7100

水原站换乘中心广场 
旅游咨询处

劝善区细华路136 031-278-3871

水原巴士客运站 1688-5455

水原站 1544-7788, 031-253-2724

水原市厅 1899-3300

仁川国际机场 1577-2600

金浦机场 1661-2626

警察居民服务热线 182(失踪儿童报警等)

发行处｜水原市          发行人｜水原市长      企划｜水原市观光科      

发行日｜2018年9月       地  址｜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孝园路241(仁溪洞)              

※ 水原旅游地图版权归水原市政府所有，非卖品。

•北水原IC(岭东高速公路):到达华城行宫停车场约需25分钟  

•水原IC(京釜高速公路):到达华城行宫停车场约需30分钟 

•华城行宫停车场:水原市八达区行宫路18   031-228-4486  

•练武台停车场:水原市八达区苍龙大路103号街3   031-251-4518

类别 1次停车费 1日停车费 备注

小型车 2,000韩元 10,000韩元 超过3小时，
每10分钟加收200韩元  大型巴士 4,000韩元 15,000韩元

※ 免收停车费：国家有功者和残障等级为1～3级的福利卡持有者以及相应人员共同乘坐时 

※ 免费停车1小时：残障等级为4～6级的福利卡持有者以及相应人员共同乘坐时 

※ 华城行宫停车场正在进行复原施工，大巴无法停靠

• 首尔 → 水原站 
江南站3000路、蚕室站1007路、舍堂站7770路

• 水原站换乘中心 → 华城行宫  
46 / 35 / 66-4 / 66 / 660 / 7-2 / 60 / 13 / 39 / 11

• 水原综合巴士客运站 → 华城行宫  

64 / 112 / 7-2

自驾游览水原华城和华城行宫时，可将车停放在“华城行宫停车场”或

“练武台停车场”。

从华城行宫停车场
出发!

游览水原市立
爱宝客美术馆 

通过阶梯登
上八达山

敲打孝园
之钟

华西门长安门华虹门

访花
随柳亭

东将台 东北
空心墩

苍龙门 乘坐
Flying 
Suwon 

乘坐
华城御车

在西将台看尽
水原市景

游览水原华城的 

多种趣味方式 

水原华城全天路线

自驾

公共交通

11:30

14:00

16:00

18:30

30分间隔

15:00

11:00

12:30

17:30

•在炸鸡街享受炸鸡配啤酒 
•池洞血肠城品尝血肠汤 

可在炸鸡街享受冰凉啤酒配香脆炸
鸡，或在池洞米肠城品尝炒米肠或香
气四溢的米肠汤。

乘坐华城御车 

从华城行宫出发，可沿着城郭旅游
美景，在10:00～11:30和
13:00～16:30之间每30分钟发车1班。 

练武台射箭体验 

只需2,000韩元，就能体验射箭的快乐，
男女老少皆可参加，妙趣横生的射箭 
运动让人欲罢不能。

观赏武艺24技演出   

欣赏真刀真枪的精彩演出，
和朝鲜时代的武士合影留念  

从华虹门(北水门)漫步至 
华城行宫停车场 

大约800米的距离， 
走起来无负担。  

游览华城行宫 

下令修筑水原华城的正祖大王下
榻过的地方，可感受和学习他对

母后惠庆宫洪氏的深厚孝心。

水原市立爱宝客美术馆 

以摩登的建筑结构自豪的美术馆！
这里常年举办各种企划展，

不要错过大饱眼福的好机会哦！ 

游览水原华城 

从这里正式开始登上水原华城，我们推荐您游览附近的

苍龙门、东北空心墩、东将台、访花随柳亭(东北角楼)、 
华虹门(北水门)等景点，一直走到长安门也不会很累。

尝尝水原排骨 

来到水原，若不吃一顿水原排骨就
回去，一定会后悔万分。水原排骨

十分适合消除疲劳，补充营养!

要想轻松舒适地游览水原，可乘坐水原市区旅游巴士。有专业解说

员相伴，对主要路线提供详尽说明，让在这里的旅游变得更有意

义。语音导览提供中、英、日三种语言。路线有以水原华城为中心

的路线1，包括光明洞窟的路线2，以及包括隆健陵和水香气树木园

等景点在内的路线3。  

 水原市八达区德灵大路924，水原旅游信息中心前  

 全年运行(每周一休息)     

 031-256-8300      www.suwoncitytour.co.kr

※ 可在位于水原站的Aekyung百货或乐天商城停车场付费停车。

路线 旅行路线名称 成人 中小学生 残疾人 学龄前儿童

路线1 水原·华城路线 11,000韩元 8,000韩元 5,000韩元 4,000韩元

路线2 水原·光教路线 12,000韩元 9,000韩元 6,000韩元 5,000韩元

路线3 水原·隆建陵路线 14,900韩元 12,900韩元 10,900韩元 8,900韩元

市区旅游费用 

水原交通指南 水原市区旅游

北水原IC(岭东高速公路) 
到达华城行宫约需25分钟 东水原IC(岭东高速公路)

到达华城行宫约需15分钟

水原综合运动场

水原华城 水原世界杯体育场

京畿道厅

水原市厅

水原巴士客运站

水原站
梅桥站

水原IC(京釜高速公路)
到达华城行宫约需30分钟

水原华城 

正祖大王气息犹在的
世界文化遗产水原华
城，是水原的主要旅游
景区。周围有华城行宫、
博物馆和美术馆、工房
街。

东水原  

水原主要出入口东水原
IC、光教上岘IC周边分
布着各色主题博物馆、
光教湖水公园和光教
山等景点。  

水原市厅周边

可在美食丰富的罗蕙锡
街尽享美味，在设计为
中国风庭院的粤华苑
轻轻漫步，享受生活。

西水原

可体验水原旅游之特
别乐趣的地方，视野辽
阔的水岸公园祝万堤
和万石渠是正祖大王
修筑的水库，悠久的历
史和美丽的风景远近
闻名。

华城御车(乘坐地:华城行宫·练武台)  

乘坐华城御车，可以最舒适的方式游览水原华城，如流水般
行驶于水原华城的必到之处和水原市区。体验一次当上帝王
的感觉，仔细探访水源华城各处！
 
Flying Suwon(乘坐地:苍龙门)  

从天空中俯瞰水原华城的心情十分特别，系留式氦气球上升
至70~150m，将水原市区风景尽收眼底。 

水原华城自行车出租车(搭乘_华城行宫广场/华虹门/练武台)

水原华城自行车出租车，是2人用电动自行车出租车。可以
10~15㎞速度仔细游览生态交通村和行宫洞一带。

0 400 800m

图例

景区看点非常丰富的

水原四大旅游点
到水原一定要玩的！水原3种交通工具

华城御车·Flying Suwon·水原华城自行车出租车
无论从何处出发，都能轻松到达的

水原

水原旅游网站
www.suwon.go.kr/visitsuwon

纪念品销售处

消防署

警察局

图书馆

巴士客运站

旅游咨询处

市、道、区厅

寺院

购物

住宿设施

医院

水原

春川

江陵首尔

仁川

大田

大邱

釜山

光州

金浦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清州国际机场

大邱国际机场

金海国际机场

务安国际机场

约需25分钟

约需1小时

约需1小时30分钟

约需1小时

约需2小时

约需3小时30分钟

约需1小时20分钟

约需3小时40分钟

约需2小时50分钟

约需4小时30分钟

约需3小时15分钟

约需3小时

约需3小时30分钟

约需1小时40分钟

※ 2018年10月数据，路线有可能产生变动，请提前电话咨询确认。 

www.suwon.go.kr/visitsu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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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王之梦想的

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观光指南地图

水原

1 水原·华城路线 星期二～星期日(每日2次/09:50,13:30)

水原综合咨询处
(水原站)

解忧斋 华西门·长安门
(经由)

华城行宫
(武艺24期)

练武台
(国弓体验)

华虹门
(访花随柳亭)

水原华城博物馆

S

2 水原·光教路线 每周星期五、星期六(每日1次/09:50～17:00)

水原综合咨询处
(水原站)

解忧斋 华城行宫
(武艺24期)

练武台
(国弓体验)

水原华城博物馆 华虹门
(访花随柳亭)

池洞市场
(午餐)

光教湖水公园

S

3 水原·隆建陵路线 每周星期日(09:30～17:00)

水原综合咨询处
(水原站)

隆陵·建陵

华虹门
(访花随柳亭)

八达门
(经由)

华城行宫
(武艺24期)

池洞市场
(午餐)

练武台
(国弓体验)

龙珠寺

华西门·长安门
(经由)S

屋顶宴会

水原HOSTEL

GOODMONING屋

IBSTAY

BIZ酒店
MARU酒店

MARUⅡ
Hotal East

YOUSUNG酒店

上海酒店 IY观光酒店

Holiday In Express

酒店ARTE
SILK ROAD酒店

ALEX72酒店
JOY PLUS酒店

酒店RICH

SUNSHINE酒店

酒店BALI

3月~10月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日运营

只在3月~10月运营



八达门

Flying Suwon

长安门

华西门

八达公园

八达山

西铺楼

孝园钟

西暗门

西炮楼

西二雉

西弩台
西将台

西一雉

西北角楼

西北空心墩

北铺楼

西北炮楼

西南暗门

西南一雉
西南二雉

西三雉

京畿道厅

南炮楼 南雉

水原文化财团

正祖大王铜像

华西公园

另类空间之眼
(行宫洞壁画村)

华宁殿

行宫广场 与民阁

水原市立
爱宝客美术馆

生态交通村

练武台

八达区厅

梅香桥

水原桥

荣洞

市场

八达门

市场

东南角楼

东三雉

东二铺楼

烽墩

东二雉

霞光观景台
(水原第一基督教堂)

东炮楼

东一雉

东一铺楼

东北弩台

东暗门

东北铺楼北暗门

华虹门旅游咨询处   

练武台旅游咨询处 

华城行宫旅游咨询处

八达门旅游咨询处

长安门旅游咨询处 

华西门旅游咨询处

长安公园旅游咨询处

西将台旅游咨询处  

访花随柳亭
(东北角楼)

华虹门
(北水门)

东北炮楼

东北敌台
东北雉

西北敌台

东北空心墩

池洞市场

水
原
川

南水门

八达寺

南门罗德奥市场

水原乡校

西南角楼

(华阳楼)

炸鸡街

南门
罗德奥街

工坊街

血肠城

池洞壁画村

水原华城博物馆

水原传统文化馆

华城行宫

苍龙门

远川湖水

水原世界杯体育场

光教湖水公园

新大湖

龙
仁
首
尔
高
速
公
路

岭东高速公路

新
盆
唐
线

地图博物馆

水原光教
博物馆

光教水库

光教山

光教公园

水原博物馆

奉宁寺

足球博物馆

水原排骨

光
教
隧
道

上岘站

光教中央站

光教站

家庭露营场

西湖公园

西湖花山公园

丽妓山

成均馆大学

植物园

日月水库

万石公园

水原第2露天音乐堂

水原市区

旅游巴士

北水原IC

西水原IC

七宝山

水原丽妓山先史遗址 

杭眉亭

熟知山
熟知公园

水原市美术展览馆

万石渠

解忧斋

华西站

成均馆大学站

1号
线（

京
釜
线
）

月岩IC

劝善区

水原市农水产品综

合物流中心

西水原长途

巴士客运站

九
云

十
字
路
口

塔洞十字路口

水原站

岭东高速公路峰
潭
果
川
城
市
高
速
公
路

나혜석상

灵通区厅

水原市厅站

水原市厅

KBS水原中心

青少年文化公园

水原青少年文化中心

KBS水原电视剧中心

罗蕙锡街

国际友好城市
主题街

孝园公园

京畿道文化殿堂

水原第1露天音乐堂

三星创新
博物馆

粤华苑

梅滩劝善站

东水原的景点邻近东水原IC(岭东高速公路)和光教

上岘IC(龙仁首尔高速公路)，乘坐地铁新盆唐线即

可轻松到达，往来于首尔的长途巴士体系也十分完

善，便于从首尔前往东水原。  

 推荐路线1 

东水原IC → 水原光教博物馆 → 水原博物馆 →  

苍龙门 → 奉宁寺 → 光教水库 → 水原排骨

 推荐路线2 

光教上岘IC → 光教湖水公园 → 地图博物馆 →  

足球博物馆 → 苍龙门 → 水原排骨

水原市厅周边的景点位于市中心，因此

乘坐公共交通会比自驾更方便，在地铁

盆唐线水原市厅站下车后，步行不超过

20分钟，就能到达各个景点。水原长途

巴士客运站也在这一带，乘坐巴士也很

方便。   

 推荐路线

东水原IC → 水原市厅站 → 国际友好城市

主题街 → 罗蕙锡街 → 粤华苑(孝园公园) 

→ KBS水原电视剧中心 → 三星创新 

博物馆 → 在购物街享用晚餐

西水原的景点，可经由西水原IC、北水原IC或水原

站前往。在邻近北水原的地方有解忧斋，西水原IC

附近有正祖大王在位时修筑的水库祝万堤，在水

原站乘坐巴士，很快就能到达祝万堤。从西水原长

途巴士客运站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日月水库。   

 推荐路线

东水原IC → 西水原IC → 祝万堤(西湖公园) →  

万石渠(万石公园) → 水原市美术展览馆 → 解忧斋

八达区

TIP 了解这些信息更方便!

首次来到水原旅行的人们最好先从水原华

城看起。

水原华城的城郭全长约5.7公里，有4座城门，

不妨以此为中心展开旅行。自驾者可将车

停放在练武台(苍龙门)停车场或华城行宫

停车场，方便开始行程。    

※   水原华城门票为1,000韩元。

盆唐线

祝万堤

GOODMONING屋

DONO酒店

水原HOSTEL

Benikea New水原

观光酒店

水原酒店QUEEN

50

171

50

罗蕙锡街 MAP D5 

为纪念韩国新女性代表、独立运动家、西洋画家罗蕙锡而特别打造的文

化街。街上处处装点着雕像、图画和各种展品。 

 水原市八达区劝光路      www.suwon.go.kr

国际友好城市主题街 
(马罗尼埃街) MAP D5

水原市已与全球16座城市缔结友

好关系，国际友好城市主题街上

装点着象征其中13座友好城市的

雕塑。每座雕像的城市特点栩栩如

生，体现出各城市的特色。 

 水原市八达区劝光路142号街  

KBS水原电视剧中心 MAP D4

电视剧制作的重要基地，备有开

放摄影棚和特殊拍摄场地等各种

设施，是韩国最大的综合影像制

作园区。参观者可以在专业导游的

陪同下参观工作室和电视剧拍摄

场地等。 

 水原市八达区仁溪路123
  网上预约申请(需注册为KBS会员) 
/ 免费

 031-219-8081, 8082, 8014    

 office.kbs.co.kr/suwon

生态交通村  MAP D4

行宫洞一带于2013年9月被选为“生

态交通水原2013”的示范社区后发

展为生态交通村。

巷子里有许多精彩看点，还推出了

“行宫洞王的胡同之旅”旅游项目，

主要看点有“有故事的老街”、“罗蕙锡

古道”以及“罗蕙锡故居”等。

行宫洞王的胡同之旅

  从华城行宫广场(华城行宫旅游 
咨询处前)出发

 在水原文化财团网站在线申请  

 031-290-3600     

 www.swcf.or.kr

跟随行宫洞胡同里留下的历史足迹

探访，彷如乘坐时间机器回到朝鲜

时代，做一次时光旅行。

工坊街  MAP D4

工坊街从华城行宫延伸至八达门，全长约500米，汇聚着工艺品店、美

味餐厅和艺廊咖啡厅等，街上遍布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别具特色，耐人

寻味。  

 水原市八达区南仓洞

 031-290-3541     cafe.daum.net/suwonghktjd

另类空间之眼(行宫洞壁画村) MAP D4

在行宫洞壁画村，可欣赏到艺术家、居民和志愿者们一同描绘的壁画。沿着

不同主题和名称的道路仔细游览每个角落，妙趣横生，兴味无穷。“另类空

间之眼”是一个同时具备画廊、书店、艺术品店兼咖啡馆以及户外展览区等

多种设施的文化场所，位于行宫洞壁画村内。

 水原市八达区华西门路82-6 

 031-244-4519     www.spacenoon.co.kr

水原的罗德奥街  MAP C4, D4

在水原有好几条罗德奥街，包括每周六举办多种文化活动的南门罗德奥街；

流动人口众多，美食和看点丰富的梅山路主题街；被誉为水原购物第一街的

水原站罗德奥街。

  南门罗德奥街 _ 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777号街16  / 031-228-2765

  梅山路主题街 _ 水原市八达区梅山路1街17  / 031-257-9997

  水原站罗德奥街 _ 水原市八达区乡校路3-2  

水原华城博物馆  MAP D4 

为广泛宣传世界遗产水原华城和韩国文

化的优秀性而建立，可通过模型和相关

文物了解华城的历史和文化，并推出多

种体验型教育活动。  

 水原市八达区苍龙大路21 

 成人2,000韩元，青少年1,000韩元  
 031-228-4242    

 hsmuseum.suwon.go.kr
   09:00~18:00(售票截止17:00)

水原市立爱宝客美术馆  MAP D4 
位于水原华城行宫旁，有5个展览室和培训室、图书馆、自助餐馆等设施，以

现代美术为主题推出展览和丰富多样的活动。 

 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33     成人4,000韩元，儿童1,000韩元

 031-228-3800     sima.suwon.go.kr

  夏季(3月~10月) 09:00~18:00, 冬季(11月~2月) 09:00~17:00(每周星期一休馆)

池洞壁画村  MAP D4

接受年轻美术家们的帮助，由社区美术学院学生和村民、志愿者们齐心协

力打造的壁画村。巷子的每个角落都画满了形形色色的壁画，隐藏着无限

欢乐。

 水原八达区八达门路57号街31-2     031-248-7881

水原华城的传统市场 
MAP D4 

水原华城有多个传统市场，其中，

八达门市场堪称“君王建的市场”，

拥有数百年的历史和传统。

荣洞市场是一家传统市场，以韩服

为特色商品。池洞市场、水芹菜田

市场、池谷综合市场主要销售农畜

产品和美食。最近，荣洞市场里新

开了“28青春青年商城”，吸引众多

游客光顾。

 水原市八达区八达门路一带

炸鸡街  MAP D4

位于梅香桥下游的炸鸡街被各大

媒体报道后，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

光顾，成为极具人气的地方。

新鲜炸鸡在大铁锅内炸得鲜香 

酥脆，口感十足。

 水原市八达区八达门路一带

武艺24技示范演出

武艺24技曾经是驻扎于华城的朝

鲜顶级精英部队“壮勇营”的外营

士兵们操练的武艺，是历史价值和

艺术价值兼具的无形文化遗产。 

  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 
(华城行宫新丰楼)

 周二～日11:00～11:30 
 (每周一休息)  

 031-267-1644

 www.artsuwon.or.kr

血肠城  MAP D4

在池洞市场美食街内，聚集着20多

家血肠店，形成了一座血肠城。

这里环境舒适，菜品齐全，分量十足，

令食客们大呼过瘾。

 水原市八达区八达门路19 
 031-256-4314

壮勇营守卫仪式 

正祖大王驾临华城行宫时，曾由壮

勇营的将士们负责护卫君王，保护

华城。此活动重现了将士们的守卫

仪式和军礼，仪式结束后可以和正

祖大王合影留念。  

 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 
 (华城行宫新丰楼)

   4～10月(每周日14:00～14:30)

 031-290-3600

 www.swcf.or.kr

周六常设演出

这台演出再现了220多年前正祖大王举办华城落成宴的情景，由走绳等

被列为国家无形文化遗产的曲艺表演穿插而成。

 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25(华城行宫新丰楼)
 4～10月(每周六14:00～15:00)   

 031-290-3600     www.swcf.or.kr

射箭体验   

在220多年前士兵们操练武艺的水原华城练

武台，可以体验射弓箭。

  水原华城练武台
  夏季(3月~10月) 09:30~17:30 
冬季(11月~2月) 09:30~16:30

 2,000韩元(1次10发)

 031-255-8910(射箭场)

敲响孝园之钟    

孝园之钟位于八达山的山顶之上，可一

边敲钟一边许下三个心愿。

 位于八达山山顶西将台附近 
  夏季(3月~10月) 09:00~18:00 
冬季(11月~2月) 09:00~17:00

  1～2人1,000韩元，3～4人2,000韩元 
(敲钟3次)

 031-228-4669

华城御车  

沿着水原华城的城郭以40～50分钟为

间隔循环，可以坐在缓慢行驶的华城

御车里，欣赏水原华城的壮美景色。    

 练武台售票处 031-228-4686 
 华城行宫售票处 031-228-4683 

  成人4,000韩元， 

军人、青少年2,500韩元，儿童1,500韩元  

Flying Suwon    

系留式氦气球可上升至70～150米的 

空中，将水原市区风景尽收眼底，最多

可乘坐20人。   

 水原华城苍龙门一带 

    成人18,000韩元，青少年17,000韩元， 
儿童15,000韩元 

 031-247-1300      www.flyingsuwon.com

体验一次当上帝王的感觉(电动自行出租)  

乘坐2人座电动水原华城自行车出租车， 

轻松自由游览生态交通村和行宫洞一带。

 搭乘_华城行宫广场/华虹门/练武台
  行程供需60分钟 
平日（5次）10:10~16:40, 休息日（11次）09:40~17:00 

 14,000韩元      031-290-3600      www.swcf.or.kr

水原华城花样游  MAP D4

游览水原华城

水原光教博物馆 MAP E3  

展出在光教新区开发过程中发掘出土的文物等近现代资料等。近代历史和
风俗以及88首尔奥运会象征物等丰富多样的展品。 

 水原市灵通区光教路182     成人2,000韩元，青少年1,000韩元  
 031-228-4175     ggmuseum.suwon.go.kr

  09:00~18:00(售票截止17:00) 每月第一周星期一休馆

水原博物馆 MAP D3 
(水原历史博物馆，韩国书法博物馆) 

由“水原历史博物馆”和“韩国书
法博物馆”组成。历史博物馆展出
水原地区从史前时代直至上1960
年代荣洞市场街重建期间水原的
历史和文化及人物等资料；书法博
物馆是可以一眼尽览韩国书法史
的书法专业博物馆。 

 水原市灵通区苍龙大路265 

 成人2,000韩元，青少年1,000韩元
 031-228-4150    

 swmuseum.suwon.go.kr 

  09:00~18:00(售票截止17:00) 

每月第一周星期一休馆

光教山、光教水库 MAP D3 

光教山被誉为水原八景之一，风景优美，栖息着只有在洁净的地方才能生

存的萤火虫。山中保存着彰圣寺址等众多古迹，开设10条登山路线。

光教水库就位于光教山附近。 

 水原市长安区上光教洞    031-228-4574    greencity.suwon.go.kr

光教湖水公园 MAP F4  

韩国最大的市区湖水公园，内有9座喷泉

设施、总长6.5公里的循环步道、家庭露

营场、多功能体验场、以家庭为单位的

野餐场兼露天舞台以及运动攀岩场等，

此外还规划了静谧森林、幸福花岛、远

岛林等多个风光独好的自然景点。 

 水原市灵通区光教湖水路57
 070-8800-2460

奉宁寺 MAP E3 

水原历史悠久的传统寺庙之一，位于

光教山山脚下。这座寺院由圆觉国师

创建于高丽熙宗4年（1208年），寺内

保存着高丽时代佛像石造三尊佛和朝

鲜后期神众帧画等文化遗产。  

 水原市八达区苍龙大路236-54 
 031-256-4127

 www.bongnyeongsa.org

水原排骨 MAP E4 

水原排骨于上世纪40年代始于荣洞市场米店街的“华春屋”，后来在

1985年被指定为水原市风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排骨，水原排骨的特

点是骨长肉多，用盐调味后烧烤而食。荣洞市场、老松地带(梨木洞)、东水

原十字路口到水原IC之间集中了许多排骨专营店。

孝园公园、粤华苑 MAP E5 

孝园公园是一座以“孝心”为主题的公园。园内建有中国传统庭院 
“粤华苑 ”，池塘瀑布，楼榭花草，和谐相融，静谧优雅。 

 水原市八达区东水原路397     031-228-4192

三星创新博物馆   
MAP E5

在这里，您将了解到电子产业的历
史和三星电子引领的半导体、显示
器、手机等信息领域的发展历程和
成果。那些在电子产业历史上有着
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产品仿佛穿越了
时代，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面前，
让人着实感到激动又兴奋。

 水原市灵通区三星路129，三星电子
 网上预约申请 / 免费, 每周星期六不实行预约制（自由游览）
 031-200-3113     www.samsunginnovationmuseum.com

光教上岘IC

东水原IC

空心墩

空心墩是用来瞭望远方的岗楼，

正祖大王在巡视华城时，对空心

墩给予了十分的肯定，他对臣子

们说道：“此为我朝最早修筑的空

心墩，望众卿细赏”。从建筑学角

度上看，空心墩极具美感，值得一

看。水原华城有东北和西北两座空

心墩两座(宝物第1710号)。   

华虹门(北水门)

水原川在朝鲜时代被称为“柳

川”，柳川穿过华城，流入城内的

地方被称为华虹门。河水从华虹门

上的7座虹霓门飞流而下，溅起清

凉的水花，和周边环境交相辉映，

被誉为水原八景之一。

访花随柳亭(东北角楼) 

东北角楼（宝物第1709号）的城墙

本身便向外突出。周围景观秀丽，

且位于战略上的重要位置，在华城

的设施中也以景色优美而著称，被

称为“访花随柳亭”。

朝鲜时代，水原被誉为第二个汉阳，而水原华城就坐落在水
原的中心。水原华城是朝鲜第22代君王正祖大王下令修筑
的，于1796年9月完工，被评价为韩国城郭建筑史上最独特
的建筑，散发着优雅而又庄严的气息。1997年12月被指定为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

水原华城 史迹第3号 MAP D4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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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殿

华城行宫位于水原华城内，是国王驾临时的 
临时住处，平时则是华城留守府的官厅，它的
外形与首尔的正宫相同，1796年当时有576间房，
是韩国最大规模的行宫。
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除了洛南轩以外的 
所有建筑都遭到破坏。后根据《华城城役仪轨》 
于2003年再建为482件，目前正在进行 
第2轮复原工作。 

 水原市八达区行宫路18

 031-228-4480, 241-2703

 www.suwon.go.kr
  夏季(3月~10月) 09:00~18:00 
冬季(11月~2月) 09:00~17:00

华城行宫 史迹第478号 MAP D4

万石渠(万石公园) MAP C3

今天的万石渠一带建成了万石公园，水岸边修建了完好的步道，每到春

天，湖边樱花绽放，风景美不胜收。另外，5～9月会上演音乐喷泉秀，为

人们带来与众不同的快乐。

 水原市长安区松竹洞434    031-243-8366

祝万堤(西湖公园) MAP C4

祝万堤是1799年正祖大王为应对干旱而下令修筑的。静谧的湖边非常适

合漫步，尤其是日落风景优美，被誉为水原八景之一。    

 水原市劝善区西屯洞    031-228-4192

四大门    

长安门｜八达门｜华西门｜苍龙门

水原华城有4座大门，包括祈愿百姓安康的长安门；意为四通八达

的八达门(宝物第402号)；与西北空心墩相连，可防御华城西部的 

华西门(宝物第403号)；负责守护华城东部的苍龙门。

四大门是水原华城之旅的重要景点，风光秀丽，极具建筑美感。 

水原美术展览馆 MAP C3

通过举办现代美术展览和丰富多彩的策划展，发挥着水原地区美术文化的 

中心作用，还推出人人都可参与的教学项目。  

 水原市长安区松亭路19    10:00～18:00/免费(入场截止17:30) 每周星期一、
1月1日、春节及中秋公休日休馆    031-243-3647    www.suwonartcenter.org

解忧斋(厕所文化公园)MAP B2

解忧斋位于厕所文化公园内，是一

座可看到各种厕所模型和展品并且

参加多种体验活动的世界首家马桶

状博物馆。馆内展示着三国时代至

朝鲜时代厕所的变迁史。 

 水原市长安区长安路458号街9

  夏季(3月~10月):10:00~18:00 
冬季(11月~2月):10:00~17:00 

(每周星期一休馆)

 免费 

 031-271-9777

 www.haewoojae.com

七宝山 MAP A4, 5 

海拔238米，山中树林茂密，处处可见

自然湿地。溪谷潺潺，水流清清，吸

引了众多市民。山中还坐落着龙华寺

和舞鹤寺。

这里开设8条登山路，山势平缓，可

轻松享受登山乐趣。  

  水原市劝善区好梅实洞、 
棠树洞、梧木川洞一带    

 031-228-4574 

 greencity.suwon.go.kr

※   详细日程请参考网站。 水原的庆典活动

水原华城文化节  

水原的重要庆典。入选2018京畿观光代表庆典，是蕴含

韩国固有传统和文化、历史之地。光是欣赏雍容华贵的

仪式，就已经是极大的视觉享受。正祖大王陵出行联合

再现，装点了整个行程的末尾，惠庆宫洪氏真餐宴等各

种庆典在作为水原华城文化遗产的水原各处举行。

 华城行宫广场、水原川、射箭场等水原华城一带 

 每年10月第一周    031-290-3600
 www.swcf.or.kr

水原夜行  

8~9月夏季夜晚，城郭建筑之花的水原华城和华城行

宫的夜晚璀璨美丽，水原夜行也华丽上演。漫步于用
多媒体艺术装饰，璀璨夺目的城郭路，还可以聆听水
原有趣的历史和文化故事。   

  水原华城一带    

 每年8月(详细日程和参加方法请参考网站)   
  031-290-3600    www.swcf.or.kr

水原戏剧节   

戏剧节期间将上演多部由知名剧团参与的国内外戏

剧，同步召开大学戏剧节，观众们可在节日期间欣赏
到丰富多彩的戏剧作品。   

 水原市一带 

 每年5月初    031-290-3600    stf.swcf.or.kr

水原爵士音乐节   

爵士音乐的世界在水原精彩呈现，两天的时间里,  

人们可以欣赏平日难以接触到的爵士演出，可尽情感
受文化艺术之都水原的魅力。 

 光教湖水公园内自由攀登场    031-250-5300  

 每年9月(详细日程请参考“水原旅游”网站)

长安门

华西门

八达门

苍龙门

东水原水原华城

西水原

水原市厅周边
光教大自然和博物馆融合为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

解忧斋和市区的美丽水岸

青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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