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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熱門景點到街頭小巷，體驗光州的五大魅力

五魅
光州

觀光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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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五魅的



#五魅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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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魅開心

#五魅好味

從熱門景點到街頭小巷，體驗光州的五大魅力



備受世界認同其價值的光州精神、
無等山的柱狀節理帶和自然生態系統、
以及獲選為國內首個多媒體藝術創意都市，
光州已成為世界歷史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城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三冠王都市
光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紀錄遺產
5·18民主化運動的紀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媒體藝術
(Media Arts)

獲選為創意都市(2次)

2011 201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無等山區域地質公園

2018



「 五魅 」

光州廣域市介紹
· 面積_501.13平方公里  · 人口_1,471,385名(2020年12月末基準)  · 語言_韓語  · 氣候_溫帶性氣候
· 貨幣單位_韓元(\)  · 時間_GMT+9(韓國標準時刻KST)  · 國際電話區號_+82
· 地區號碼_062(海外撥打時除去0輸入62)

背靠無等山，光州綻放出充滿藝香、義香及味香。

五魅為全羅道地區感到驚訝時經常使用的感嘆。它還包含“無論睡著還是醒著，永遠”的願望的含義。
最重要的是,表現出來到光州的人可以在光州遇到的5種魅力。希望你在五魅、藝理味興情的光州享受
自己的精彩之旅行。

光州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故事是

沿着莊嚴的風光和義氣
走過來的廣州精神

邀請美麗的城市光州、
光州的7種美食和最近
流行的飲食體驗旅行。

Hot和Fantastic的光州，
24小時感受擁有獨特魅力的光州。

時時刻刻充滿活力，
的魅力四射的光州。

 Festival&Joy  Life&Feeling

Art&Culture People&History Taste of Gwangju
五魅浪漫(藝)

五魅開心(興) 五魅充满(情)

五魅難忘的(義) 五魅好味(味)



[ 主題型市區觀光 ]
乘坐特別設計的大巴,與充滿魅力的導遊一起享受的
主題型市區觀光。 詳細日程可以在光州觀光財團或
光州市區觀光網站上確認。
(旅遊信息將在日後公佈）

預售 : gwangjuct.com

[ 循環型 市區觀光 ]
圍繞無等山的光州-和順地質名勝之旅,光之鄉光州~
木浦南道旅遊等光州的各個角落都可以享受的光州
城市旅遊巴士正在運行。詳細日程可以在光州觀光
財團或光州城市旅遊網站上確認。

預售 : gwangjuct.com

04

光州市區觀光

         無障礙 市區觀光    從2月開始每天2次（預定）
  (上午)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中外公園▶光州傳統文化館▶ACC▶全一大廈245▶楊林洞▶光州泡菜城
  (下午)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中外公園▶光州傳統文化館▶ACC▶全一大廈245▶楊林洞▶光州泡菜城▶公演場
 
         無等山區域的地質名勝之旅    4月~11月週六、週日 (事前預約制)
   光州松亭站▶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和順赤壁▶光州湖湖水生態園
▶環碧堂(傳統體驗)▶瀟灑園▶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光州松亭站

       
       光之鄉全羅南道之旅    4月~11月週六、週日 (事前預約制)
  光州站▶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光州松亭站▶月峰書院▶咸平自然生態園
▶靈光白岫海岸道路▶光州松亭站▶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光州站

         全羅南道美食之旅    4月~11月週六、週日 (事前預約制)
  光州松亭站▶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北區遊客中心(傳統飲食體驗)▶長城湖 盪漾橋
▶光州公演場演觀看▶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光州松亭站 

1

2

3

4



演出節目

05

作爲宣傳光州美麗的風流、樓亭文化的演出,將舉行風
物遊戲、國樂演出等。 免費參觀、滿月升空的週六晚上
在光州旅遊景點舉行。 詳細的日程請參考光州觀光財
團的網站。

     光州一帶               
     +82-62-611-3635                                  gjto.or.kr

風流月光公園

光州文化藝術會館
近30年來作為光州文化中心的場地，由一共8個藝術團
體及300多名專業常任團員運作。會館還提供傳統音樂、
交響樂、唱劇、芭蕾等多種類型的高水準演出，致力拓展
文化藝術的根基並培養地區人才。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60
     +82-62-613-8333(週六·日·公休日 +82-62-613-8240)
     gjart.gwangju.go.kr

光州國樂常設表演
作爲光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觀光旅遊項目之一的品牌
表演，於光州公演場舉行。演出時間爲逢週二、三、四、五
、六17:00。不只有傳統國樂、四物遊戲、韓國傳統舞蹈，現
場還有創作國樂、混合國樂等，是讓大眾能一同參與的
國樂盛會。此為免費公演(指定座位制)，更可以提前預約
(2人以上)。詳細日程可瀏覽光州文化藝術會館網站 (演
出日程或會按實際情況而變動)。

     光州西區尚武市民路3          
     +82-62-613-8372       gjart.gwangju.go.kr



半天
遊路線

5·18 原都心之旅

原都心歷史文化之旅

楊林歷史文化村
(56頁)

企鵝村
(65頁)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14頁)

東明洞咖啡街
(45頁)

大仁藝術市場
(周六夜市營運)

(42頁)

5·18民主化
運動紀錄館

(33頁)

5·18民主廣場
(33頁)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
(舊全南道廳)

(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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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

午餐
光州鄉校

(31頁)
探訪無等山&毅齋美術館

(26, 19頁)

弓洞藝術街
(16頁)

ACC Bridge Market, 
東明洞咖啡街

(45頁)

晚餐大仁藝術夜市
(周六夜市營運)

(42頁)

光州傳統文化館
(29頁)

1日
遊行程

1日遊

光州街道

午餐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14頁)

光州複合文化館
(View Folly&裝置作業「自律建築」)

(20頁)

忠壯路
(16頁)

弓洞藝術街
(16頁)

晚餐

楊林歷史文化村&企鵝村
(56,65頁)

1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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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一夜
之旅行程

潭陽之旅行程

光州傳統文化中心
(29頁)

光州
松汀站

楊林歷史文化村
(56頁)

5·18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33頁)

晚餐商務區住宿退房竹綠苑

午餐

午餐三知村 環碧堂，息影亭
(28頁)

元曉寺 光州
松汀站

潭陽瀟灑園
(28頁)

雲林洞美術館街
(19頁)

第二天

第一天

藝術之旅

媒體藝術平台
(23頁)

市立美術館
(18頁)

南道鄉土美食博物館
(61頁)

晚餐NC百貨購物吳之湖故居，
藝術家畫廊

午餐

證心寺商街，
午餐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14頁)

光州 Folly 之旅
(20頁)

第二天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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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兩夜
之旅行程

寶城 - 光州 - 順天 - 高敞路線

寶城
大韓茶園

寶城
粟浦海水綠茶中心

國立光州博物館
(18頁)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14頁)

忠壯路
(16頁)

晚餐光州傳統文化館
(29頁)

午餐

順天灣濕地午餐 順天灣國家庭園 順天樂安邑城 順天
連續劇拍攝地

第二天

仙岩寺晚餐住宿高敞邑城午餐

高敞支石墓群 高敞雲谷拉姆薩爾濕地 晚餐
(光州)

第三天

第一天

其他光州附近推薦景點路線

雲林洞美術館街(19頁)▶光州傳統文化館(29頁)▶雲住寺▶
和順支石墓遺址▶金笠文學園林▶雙峰寺▶白鵝山天空之橋▶環山亭

光州雙年展·光州設計雙年展(48頁)▶國立光州博物館(18頁)▶筆岩書院▶
洪吉童主題公園▶平林壩玫瑰公園▶長城扁柏療癒之林▶金谷電影村▶南倉溪谷▶白羊寺

光州和順路線

光州長城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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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魅力四射的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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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傾聽有關光州的過去和現在，
以及未來的故事吧！

01
CHAPTER

五魅
浪漫(藝) 



#五魅浪漫光州 
#藝術旅行的代表城市   #光州文化之旅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亞州最佳的複合文化空間規模，成為促進亞洲文化交流、收集文化資源，研究及主題的窗口，提供創
作、展示及表演的空間。用光州的主題，光與森林建立極具象徵性的地上公園建築，訪客能體驗和享
受各種設施文化如展覽、表演和圖書館等的資源；同時也是一個保有大量研究資料及文化專門人力
的亞州學習中心。更設有民主和平交流院，文化情報院，文化創造院，兒童文化院，藝術劇場，亞洲文
化廣場及天空庭院的設施。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8
     +82-1899-5566
     acc.go.kr
     開館時間：室內設施10：00~18：00(週三和周六~19：00)
     室外設施 6：00~22：00(3月~11月)，7：00~22：00(12月~2月)，
     週一和1月1日閉館
     ※開放時間可能根據表演、展覽、活動和教育等時程變動 雕塑作品 勝利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亞洲文化及藝術相互交流
合一相輝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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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和平交流院
利用透過國內外交流收集的文化資源，製作出公演、展覽及兒童主題
活動等，向全世界的藝術工作者提供研究和創作空間

· 兒童文化院
為國內最大兒童文化設施，以亞州文化為基礎，提供各種體驗、教育及
公演等活動，並具備天台開放式的兒童遊樂場

· 文化情報院
收集與研究亞洲文化資源，通過圖書館公園提供體驗文化教育及文化
專業人力教育活動。

· 文化創造院
策劃及開發人文、藝術及尖端科學等複合主題活動的地方，更是可在
位於天台的天空庭園草地上觀賞天空與星星的著名景點

· 藝術劇場
展出結合大眾性及藝術性的作品，提供自由創作的公演藝術平台

觀光 Tip
登上天空庭園觀賞美景，
再參觀位於圖書館公園內
的展覽、圖書館、博物館、
劇場及檔案館等的各式各
樣文化空間。

路線 Tip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忠壯
路→弓洞藝術街→東明洞
→大仁藝術市場→楊林歷
史文化村

美食 Tip
馬韓地(大蒜排骨)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9-1
+82-62-234-9261

銀星紫菜包飯(生菜炸物)
光州東區忠壯路內街 
40-1
+82-62-227-9642

住宿 Tip
THE LOFT HOUSE
光州東區桐溪路12, 3樓
+82-10-6635-0019

YOUYOUHAN
光州東區白瑞路224號街
6-6
+82-504-0904-2444

劇場也動起來！Technical Show R.E.X：不滅的力量

家族文化慶典HOW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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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洞藝術街

忠壯路
由購物，時尚及美食的必到之地忠壯路，一直延伸至夜店及酒家雲集
的不夜城舊市廳，充分感受此區的生動與逼真感。購物中心、飯館、電
影院及表演設施等密集於忠壯路為光州最繁華的街區，亦同時為舉辦
回憶的忠壯慶典的地點。忠壯路旁的舊市廳為
24小時不休、聚集年輕一代的地方，位於十
字路口的光州Folly開放空間是平日街頭
表演的地方。

觀光 Tip
逛逛忠壯路時裝街上各
式名牌服飾、獨立品牌服
飾、飾品等，盡情購物。

路線 Tip
忠壯路→光州劇場→弓
洞藝術街→國立亞洲文
化殿堂→東明洞→南光
州市場→舊市廳

美食 Tip
民俗村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7-2
+82-62-224-4577

宮殿制果(恐龍蛋麵包，蝴蝶
派)v
光州東區忠壯路93-6
+82-62-222-3477

住宿 Tip
ACC DESIGN 酒店
光州東區錦南路226-11
+82-62-234-8000

雅佳酒店 光州忠壯路店
光州東區中央路160號街
16-21
+82-503-5051-5172

街頭藝術節

為充滿亞洲文化藝術氣息的休息空間，不僅是能夠體驗亞洲多種文
化的慶典，而且也是亞洲及地區藝術家與市民交流的場所。今年將以“
心連心”為主題，設置有關兒童體驗專題的"東區田亞洲街"，讓人們可
以盡情享受亞洲的藝術文化。另外，還有由新銳有潛力的藝術家所聚
集而成的藝術市場“Miro Market On and Off”等。

     +82-62-229-0991/0223
     gwangjumiro.co.kr

位於錦南路旁，主導韓國畫、書藝、工藝等南道藝術脈絡的地方。像首
爾仁寺洞一樣，有裱框店、畫房、畫廊、古董和小劇場等。由忠壯路及國
立亞洲文化殿堂徒步5分鐘內即可到達，推薦大家前往遊覽。

     光州東區藝術街一帶

弓洞藝術街，光州的明洞忠壯路&
南道藝術的脈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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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林筆房
一暏榮獲包括金大中
總統的表彰等70多
個獎項的製筆工藝。

Chammoe
眾所周知的

美食蔬菜包飯店

中央小學

← 忠壯路

Dolsilnai

MIL樂園

光州畫廊

德成韓紙筆房

弓洞藝術劇場

星光閃
耀的夜晚

Sound
of Music

藝術街

藝術街

光州市立美術館
錦南路分館

等路畫廊

2021亞洲文化藝術振興基地專案

CONNECTED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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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國立光州博物館，市立美
術館，市立民俗博物館都
位在中外公園。市立美術
館前的戶外公園於春天時
將開滿紅梅花。一起漫步
於中外公園的扁柏樹林路
吧。沿路設置了木棧道。

路線 Tip
國立光州博物館→市立美術
館→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 

→中外公園→雲林洞美術館
街

Bium 博物館→Eunam 美
術館→弓洞藝術街→國立
亞洲文化殿堂圖書館公園

美食 Tip
* 國立光州博物館
藥水韓方蔘雞湯(鮑魚蔘雞湯)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173
+82-62-529-7700

* Bium 博物館
Mom's Cook（飯糰）
光州東區桐溪川路143
+82-62-233-1233

住宿 Tip
* 國立光州博物館
DAL2 HOUSE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42號街
16
+82-10-6626-1941

* Bium 博物館
GINIEISLAND 
光州東區忠壯路58號街 14, 
1604號(忠壯高雲羅畢涅)
+82-10-7606-5447

展示湖南地區的史前遺物，自百濟、統一新羅、高麗及朝鮮時代的流傳
下來的佛教藝術品及各種陶器、新安海岸的海底遺跡等。
     
     光州北區河西路110
     +82-62-570-7000
     gwangju.museum.go.kr

光州市立美術館將展出湖南地區作家的作品，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將
介紹光州全南豐富多彩的生活文化和歷史，以培養市民的文化認同
感。

· 市立美術館
     光州北區河西路52
     +82-62-613-7100
     artmuse.gwangju.go.kr

· 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
     光州北區捿霞路48-25
     +82-62-613-5337~8
     gwangju.go.kr/gjhfm

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市立美術館

博物廣場以四季為主題展示了40年間
收集的數萬件民俗品(各種容器及傳統
生活用具等)。
      
     光州東區齋峰路143-1
     +82-62-222-6668
     biummuseum.com

生動活潑的文化，歷史，藝術 
博物館&美術館

國立光州博物館

Bium 博物館

市立美術館&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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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Y 美 術 館

禹 濟 吉 美 術 館

De Young 美術館

無 等 現 代 美 術 館

毅 齋 美 術 館

光州東區毅齋路82

光州東區毅齋路140-6

光州東區城村街6

光州東區證心寺街9

光州東區證心寺街155

+82-62-232-7335      

+82-62-224-6601     

+82-62-223-6515

+82-62-223-6677      

+82-62-222-3040     

27個貨櫃和管理事務所組成的產業園區，文化再生的空間。利用立方
美術館獨特的空間特性，身處其中觀賞藝術品和享受音樂會。
     
     光州光山區素村路85號街14-9
     +82-62-960-3637
     gwangsan.kr/sochon

從城村文化村的小路沿著無等山山腳，沿途有各個美術館林列。保留
著從韓國畫名家到光州年輕藝術家的藝術餘韻。

觀光 Tip
Factory中，有由光州出身
的K-POP明星UKNOW允
浩國內歌迷捐贈而建的
小型圖書館HUG。

路線 Tip
素村 Art Factory→龍兒
朴龍喆故居→松汀里鄉
土牛肉餅一條街→松汀5
日市場→1913松汀亭站
市場

G&Y 美術館→禹濟吉美
術館→傳統文化館→De 
Young 美術館→無等現
代美術館→毅齋美術館
→證心寺

美食 Tip
* 素村 Art Factoryc
漢城長壽麪條
廣州光山區鬆亭路八號街
41
+82-10-4643-9139

* 雲林洞美術館街
新樂園（糖醋肉）
光州廣域市東區毅齋71
+82-62-224-1650

住宿 Tip
* 素村 Art Factory
MGM 觀光酒店
光州光山區武珍大路212
號街13-33
+82-62-944-8598

* 雲林洞美術館街
COO酒店
光州南區台南大路117號
街3-3
+82-62-652-0554

毅齋美術館

證心寺

鶴洞·
證心寺入口站

無等現代美術館

禹濟吉美術館

G&Y 美術館

De Young 美術館

素村 Art Factory

雲林洞美術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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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空間

溝通小窩

Folly意為保存原有功能而又不失裝飾作用的建築物。例如歐洲大宅院庭園為單有裝飾性而沒有實際
功能的建築。但光州Folly每個空間都兼具裝飾性及功能性，令都市再生得以實現。作為光州雙年展及
光州設計雙年展的一環，現在光州Folly Ⅰ, Ⅱ, Ⅲ群集的舊都心地區正展現強烈的文化力量。可以透過
預約的方式參加Folly之旅。
     
     +82-62-608-4265
     gwangjufolly.org

記憶的盒子

開放式牆

世界各地的建築師參與的都市再生計劃

光州 Folly

集中觀光  徒步30~40分鐘
光州舍廊房→開放的空間→記憶的現在化→開放式牆→99間→調節流動性

Folly Ⅰ, Ⅱ混合行程  徒步1小時~1小時30分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洗手間→開放式牆→99間→投票→記憶的盒子→光州舍廊房

完整行程  徒步1小時30分鐘~2小時
光州舍廊房→開放的空間→記憶的現在化→開放式牆→99間→調節流動性→光州人→書院
門燈會→溝通小窩→潛望鏡和亭子

駕車兜風行程  自行駕駛30~40分鐘
光州舍廊房→開放式牆→99間→調節流動性→光州人→書院門燈會→溝通小窩→藍路文化
中心

Folly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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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川讀書室

調節流動性

View Folly+裝置作業「自律建築」

光州舍廊房

光州人 21

光州川讀書室

光州人 調節流動性



敲打搓揉陶土，填補心靈的養份。從幼稚園小朋友到成人都可參與的
現場體驗，前路體驗等各種陶藝活動，具備可容納約400人的大型體驗
教育館。忘記冷冰冰的混凝土，感受溫暖的陶瓷主題小物吧。

     光州南區鴨村4街11
     +82-62-682-8979
     gccc.co.kr

觀光 Tip
坪村於2016年獲環境部
選為名品村莊，保有了農
村山村的風景，能看到螢
火蟲的燈光。

路線 Tip
光州陶藝文化中心→大
豆綜合中心→高元熙家
屋→鴨村堤→褒忠祠

坪村陶藝工房→坪村→歌
辭文化圈→光州湖湖水生
態園→忠孝洞腺柳→無等
山粉靑沙器展覽室

美食 Tip
* 光州陶藝文化中心
梅月黑山羊花園(黑山羊
湯及白切肉)
光州西區懷齋流通街
19-24
+82-62-374-6665

* 坪村陶藝工房
李子石鍋飯(蔘雞湯&石
鍋飯)
光州北區栗谷路178
+82-62-267-8502

住宿 Tip
* 光州陶藝文化中心
西倉韓屋文化館
光州西區訥齋路420
+82-62-373-1365

* 坪村陶藝工房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陶瓷轉盤上傳承7,000年的陶瓷歷史。用無等山粉靑沙器的命脈粉青
土，親手於輪盤上體驗製作陶瓷器，燒好後將可以寄送完成品給您。位
於無等山國立公園內，獲指定為生態觀光地區的坪村。
     
     光州北區潭安平武街77
     +82-62-266-8008
     pcdy.co.kr

光州陶藝文化中心

坪村陶藝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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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在影音藝術平臺上列出
了個人、團體的旅遊路線
。有關詳細事項，請參考
網站。

路線 Tipv
媒體藝術平台→U廣場→
何正雄美術館→青春發
散村→良洞市場

美食 Tip
清原蕎麥（蕎麥麵）
光州東區中央路174-1
+82-62-222-2210

住宿 Tip
Hotel The Lua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5
號街3-10
+82-62-232-4696

不只可以親身體驗全息投影與媒體藝術等活動，更是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媒體藝術創意都市光州培育未來人材的教育場地。位於光郡市民文
化館和藝術空間附近。由媒體遊樂場，全息投影劇場，媒體藝術檔案館
等6個空間組成。

     光州南區川邊左路338號街7
     +82-62-670-7452~7
     gjmp.kr

· 光州立體影像劇場
為光州最早的立體投影專用館，人們可以用全身的細胞盡情地去感受
彷彿觸手可及的生動影像，以及美不勝收的3面虛擬實境。

· 光州立體影像遊樂場
一個可以帶給人們全新感受的新影音體驗場所，不但能觸摸及移動眼
前的景物，還能夠體驗增強現實、動作識別等多種技術的互動空間。

· 立體影像虛擬實境
將影像投影到安裝在Bitgoeul市民文化中心屋頂的透明螢幕上，此為
為了宣傳光州為創意影音藝術之都的象徵性作品。

· SPACE 5G
這是以5G沉浸式媒體技術為基礎，所造就的空間，讓人們可以體驗到
光州獨特的影像藝術內涵。

· 影像藝術檔案
這裏是收集和分享有關影音藝術資料的專門空間，主要收集和展示了
25位當地影音藝術家的作品集和數位資源。

媒體藝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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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承繼了深遠根基的壯麗景致，
以及剛正節義，所成就的光州精神上為出發點。

02
CHAPTER

五魅
難忘的(義) 



#五魅難忘的 - 光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 無等山   #5·18

無等山國立公園



既是國家地質公園，亦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地質公園的無等山國立公園位於光州的中心，
一年四季來訪的旅客絡繹不絕。被稱為神的石柱的柱狀節理，光州文化祭資料第一號千年古剎證心
寺，收錄了朝鮮時代歌詞文學情趣的歌辭文化圈，養育文化美術靈魂的雲林洞美術館，元曉溪谷山中
的元曉寺等，都位於無等山國立公園之中。此外還可品嚐青綠的無等山西瓜和簡潔的健康料理無等
山大麥飯。

     光州廣域市，全羅南道
     +82-62-227-1187
     無等山國立公園 knps.or.kr/mudeung
     無等山地質公園 geopark.gwangju.go.kr
    芝山遊園地單軌電車

&纜車

獲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四季明媚的韓國名山

無等山國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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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的歲月裡我們的自然和生活，歷史都刻畫在這條美麗的無等山
下無石路上。走過義兵路，元曉溪谷路和胡枝路等我們祖先們行過的
道路上，內心不禁超然起來。總長度約51.8公里，更多詳細資訊可參考
www.mudeungsan.org(無等山保育團體協會)。

第1街~第4街(光州北區)  11.50公里，3小時10分鐘
角化村▶新村▶登村▶培才村▶金井村▶金谷里▶坪村里▶東林村

第4街~第7街(全南潭陽) 6.5公里，2小時10分鐘
盤石村▶蓮川里▶山陰▶正谷里▶京相里▶茂洞里

第7街~第12街(全南和順) 18公里，4小時50分鐘
松溪村▶西東村▶龍江村▶永平里▶長福村▶安心里▶水萬里▶萬
壽洞▶忠知村

第12街~第15街(光州東區) 15.8公里，4小時10分鐘
龍淵村▶仙橋村▶光州川(州南▶池元▶所台洞▶鶴洞)▶南光州歷史
▶藍路(鶴洞▶瑞石洞▶山水洞▶豐鄉洞▶雞林洞▶中興洞)▶光州站

第1區段(7.7公里，3小時)_水枝寺▶青岩橋▶忠壯祠▶元曉寺
第2區段(4.12公里，2小時)_元曉寺▶製鐵遺址▶瑞石台
第3區段(11.3公里，5小時)_壯元三岔路
▶清風休息區▶忠壯祠▶忠孝洞窯址▶環碧堂

觀光 Tip
來乘坐無等山吊車&單軌
列車。搖搖擺擺的非常刺
激。需時約1小時30分鐘，
於芝山遊園地入口即可
乘坐。

路線 Tip
證心寺→璽印峰→西仁
峰→中頭峰→長佛嶺→
柱狀節理帶→立石台→
瑞石台→人王峰地王峰
→中峰→桐華寺→兔子
登→證心寺(徒步約需4小
時30分鐘~5小時)

美食 Tip
春雪麵包(春雪茶紅豆麵
包)
光州東區證心寺街155 毅
齋美術館
+82-62-222-3040

李子石鍋飯(蔘雞湯&石鍋飯)
光州北區栗谷路178
+82-62-267-8502

住宿 Tip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旅路(山水店)
光州東區東溪路16-17
+82-62-227-8815

無等山舊路

無石路

無等山

第1街

光州站

第2街

第3街 第4街 第5街 第6街

第7街

第8街

第9街

第10街
第11街

第12街第13街第14街

第15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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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從瀟灑園出來沿無石路
一路走將會看見坪村陶
藝工房及因無等山西瓜
而聞名的坪村村莊。

路線 Tip
歌辭文化圈→光州湖湖
水生態園→無等山粉靑
沙器展覽室→楓岩亭→
忠壯祠→忠憫祠

美食 Tip
無等山大麥飯
光州東區之湖路無等山
大麥飯街

住宿 Tip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湖水生態園一帶組成的朝鮮時代歌詞文學遺跡，可感受大自然與先人
寫的文字融和的風景。源於靜庵趙光祖為歸隱大自然而建的瀟灑園，
混集了歌詞文學的環碧堂、息影亭等地方於國內非常罕見。為您推薦
樓亭聚集，並收集了大量文人作品的韓國歌辭文學館。
  
     光州北區環碧堂街387一帶

醉歌亭

環碧堂 醉歌亭

鳴玉軒
俛仰亭

瀟灑園韓國歌辭文學館
松江亭

息影亭

在無等山山腳可以體驗
朝鮮書生們的風流逸事

歌辭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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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光州傳統文化館每周六
下午3點都有免費的傳統
藝術公演可供欣賞。

路線 Tip
光州湖湖水生態園→無
等山生態探訪園→忠孝
洞腺柳→歌辭文化圈→
無等山粉靑沙器展覽室
→楓岩亭→忠壯祠→忠
憫祠

光州傳統文化館→無等
現代美術館→許百練春
雪軒→無等山區域世界
地質公園中心→毅齋美
術館→證心寺→藥師庵

美食 Tip
* 光州湖湖水生態園
無等山大麥飯
光州東區之湖路無等山
大麥飯街

* 光州傳統文化館
東原醬油蟹套餐
光州東區芝湖路128
+82-62-223-7200

住宿 Tip
* 光州傳統文化館
旅路(山水店)
光州東區東溪路16-17
+82-62-227-8815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既是生物的棲息地，為市民提供可以觀察並體驗生態環境的空間，光
州湖景色一覽無遺，內有柳樹群落地、濕地保育區、生態探索路和生態
蓮池等區域。位於歌辭文化圈中的環碧堂附近。

     光州北區忠孝洞905
     +82-62-613-7891

位於證心寺巴士站附近，我們可以觀賞並了解更多我們的過去。不妨
一逛展出樂器工匠、幀畵匠和南道儀禮飲食匠人的作品的無形文化體
展覽館，及常駐文化家直接教授的創作工房。
     
     光州東區毅齋路222
     +82-62-670-8550
     gtcc.or.kr

觀察自然學習場，光州湖湖水生態園
傳承傳統文化的光州傳統文化館

光州湖湖水生態園

光州傳統文化館

29



無覺寺

觀光 Tip
沿證心寺外的路走過文
彬精舍，可於夏天依然涼
爽的樹林路中散步。

路線 Tip
證心寺→藥師庵→毅齋
美術館→無等現代美術
館→光州傳統文化館

無覺寺→5·18紀念公園
→金大中會議中心→
5·18自由公園→光州公
演場

美食 Tip
* 證心寺
雲林穀農園（烤鴨肉）
光州東區雲林街57-7
+82-62-222-5778

* 無覺寺
章魚村(炒章魚)
光州西區尚武民主路6號
街36
+82-62-382-0799

住宿 Tip
* 證心寺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 無覺寺
貴族酒店
光州西區市廳路50號街5
+82-62-385-1100

位於5·18紀念公園的無覺寺是市中心的寺廟。不論是何宗教，想要休
息片刻的話可來漫步在樹林路上聽聽鳥聲。腦中自然會吟起摩訶般若
波羅蜜，煩惱一掃而空。書房&荷花畫廊中會進行藝術品展覽。並同時
營運回收場尋寶園和寺廟寄宿體驗。

     光州西區雲泉路230
     +82-62-383-0108
     無覺寺 mugaksa.com  · 寺廟寄宿體驗 mugaksa.templestay.com

位於光州傳統文化館附近代表性的千年古剎。保存了於新羅憲安王4
年(860)澈監禪師參與過內部的鐵製毘盧遮那佛像(第131號寶物)及石
造菩薩立像等。能夠提供寺院寄宿，距離證心寺巴士停車場中心徒步
約22分鐘

     光州東區證心寺街177
     +82-62-226-0108
     證心寺 jeungsimsa.org
     寺廟寄宿體驗      
     jeungsimsa.templestay.com

可以體驗寺廟寄宿的
光州代表性寺廟

證心寺

無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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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於光州鄉校10:00~16:00有
文化觀光導覽員為您解說
。月峰書院外徒步1小時左
右的哲學家之路也適合散
步。

路線 Tip
光州鄉校→楊林歷史文化
村→社稷公園展望台→企
鵝村→忠壯路→國立亞洲
文化殿堂→東明洞

月峰書院→松山遊園區→
黃龍親水公園→1913松汀
站市場→松汀5日市場→
松汀里鄉土牛肉餅一條街

美食 Tip
* 光州鄉校
木浦河豚屋（韓式家常飯
套餐）
光州東區龜城路150
+82-62-223-8549

* 月峰書院
松汀里牛肉餅
光州光山區松汀里鄉土牛
肉餅一條街

住宿 Tip
* 光州鄉校
Business Hotel Duu
光州東區龜城路144號街9
+82-62-234-7755

Ariene Guest House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428號
街6
+82-10-2104-8899

位於光州公園，於朝鮮時代教化百姓，順化風俗的教育機關。秉承東方
禮儀之國的傳統，提供儒教經書、書藝、漢文、冠婚喪祭、留學大學等多
樣的教育活動。獲指定為光州市有型文化體第39號，現存的建築物有
大成殿，明倫堂，東廡，西廡，東齋，西齋，內三門，外三門等的碑閣。
  
     光州南區中央路107號街5
     +82-62-672-7008
     gjhyanggyo.or.kr

每年都會舉行紀念高峰奇大升的學德與追慕用途的春秋享祭。它曾一
度因大院君書院毁撤令遭破壞，由1938年冰月堂開始直到1981年才建
成寺堂及外三門，藏板閣和內三門。
它的特徵是歷時數十年逐步建成。您可於月峰書院以遊戲或藝術學習
哲學，體驗朝鮮書生們一天的各式各樣教育文化活動。
  
     光州光山區廣谷街133
     +82-62-960-8255
     wolbong.org

五感滿足的風流漫步 
鄉校書院文化財

光州鄉校

月峰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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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Tip
參觀3樓的市民畫廊，在
那裏重現了戒嚴軍和市
民軍交戰的地點。僅在這
裏的外牆上就發現了14
處的彈痕。

路線 Tip
全一大樓245→5·18民主
化運動記錄館→5·18民
主廣場及鐘樓→5·18民
主和平紀念館

美食 Tip
Mom's Cook（飯糰）
光州東區桐溪川路143
+82-62-233-1233

馬漢吉（大蒜排骨）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9-1
+82-62-234-9261

住宿 Tip
ACC DEISIGN 酒店
光州東區錦南路226-11
+82-62-234-8000

THE LOFT HOUSE
光州東區桐溪路12, 3樓
+82-10-6635-0019

全一大樓245是錦南路唯一一家保留舊貌的建築。在這座大樓上共發
現了245處彈痕，並且再次向世界展示了5·18民主化運動的歷史慘狀。
2020年這裏重新誕生為綜合文化空間，特別是位於屋頂的全一廳處於
錦南路最高處，可眺望無等山、國立亞洲文化殿堂、5·18民主廣場等處
，並且可做為引導遊客參觀19800518展覽館的起點。在1樓的全一檔案
室中，可以透過增強現實體驗的影像技術，了解全一大樓從1968年首
次竣工到2020年改造的過程，而從此處以鮮花盛開的形態為設計，連
接1樓到3樓，打造象徵鮮花綻放的樓梯，意味著全一大樓245重獲新生
。2樓設有全羅南道觀光中心，可接觸多種有關的藝術商品。3樓設有數
位資訊圖書館、市民畫廊等。此外，全一大樓還設有彈痕保存區域、
Moon Lounge&Stand等多種展示與體驗空間。

     光州東區錦南路245
     +82-62-225-0245

保留著光州精神舊貌的 
重要歷史文化代表性空間

全一大楼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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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舊光州天主教中心的紀錄館收集並保有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文化遺產的5·18紀錄物。1樓至3樓為常設展覽室，6樓為復原後
的尹恭熙大主教室。
     
     光州東區錦南路221
     +82-62-613-8204
     518archives.go.kr

舊全南道廳為當年最後的抗戰地，
能夠看到結合5·18與多媒體的作品
。民主廣場噴水池展現當年熱烈的
抗爭意志。

     光州東區錦南路1街41
     +82-1899-5566

※ 一起漫步連接5·18民主化運動和光州文化資源的五月路吧。

      +82-62-360-0518                      
      518road.518.org

觀光 Tip
5·18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
5·18民主廣場均位於國立
亞洲文化殿堂中，非常便
於遊覽。

路線 Tip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5·18
民主廣場→5·18民主和平
紀念館→5·18民主化運動
紀錄館→4.19民主革命歷
史館→大仁藝術市場

美食 Tip
高麗王朝參雞湯
光州东區錦南路231
+82-62-224-2526

漢城會館（生魚片）
光州東區忠壯路45-22
+82-62-224-2842

住宿 Tip
Guest145
光州東區龜城路194號街19
+82-62-233-0145

五家轩
光州東區龜城路194號街24
+82-62-227-5557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

實踐大義的
民主化象徵5·18

5·18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舊全南道廳)&5·18民主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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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5·18民主墓地民主之門

國立5·18民主墓地為守護民主主義的歷史象徵。5·18民主化運動的紀
錄物於2011年獲登記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跨過憤怒與
悲傷，堅定對未來的希望的重要場所。5·18人民抗爭追慕塔代表新生
命的復活和希望，崇慕樓為放映5·18影像和展覽的空間，亦有供追慕
犧牲者的遺影奉安所等可供參觀。

     光州北區民主路200
     +82-62-268-5189
     518.mpva.go.kr

傳承5·18的紀念文化館及5·18
設施展覽

     光州西區尙武民主路61
     +82-62-376-5197

展出5·18民主化運動當時的尚
武台法庭，禁閉室及資料照片等。

     光州西區尚武平和路13
     +82-62-376-5183

觀光 Tip
於5·18紀念日前一天，將
於錦南路舉行5·18前夜祭
。將進行代表五月光州的
大同精神的遊行、祈神及
農樂隊等可供觀賞的活動。

路線 Tip
國立5·18民主墓地→國立
光州博物館→無覺寺→
5·18紀念公園→金大中會
議中心→5·18自由公園

美食 Tip
* 國立5·18民主墓地
節氣飯桌(韓定食)
光州北區河西路672號街45
+82-62-574-8220

* 5·18紀念·自由公園
不同的紫菜包飯，飯糰
光州西區治平路86
+82-62-381-1127

住宿 Tip
* 5·18紀念·自由公園
Wimz Home
光州西區尚武台路1014號
街27-6,1樓
+82-10-9240-1052

Bently Business Hotel
光州西區尚武平和路124
+82-62-352-7500

5·18靈魂長眠的民主墓地
光州市廳一帶的5·18紀念地

國立5·18民主墓地

5·18紀念公園 5·18自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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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為紀念守護自由民主主義和對抗不義的革命精神，承傳4·19的
理念的地方。展覽空間由「呼喚革命的政權、湖南的4·19革命、4·19革
命的西洋鏡、追悼影像室」等組成。
     
     光州東區無等路328
     +82-62-224-0419

觀光 Tip
推薦您參觀位於市中心
地區5·18相關場所的
4·19民主革命歷史館及
紀念館以及有關觀光路
線。

路線 Tip
4·19民主革命紀念館→
4.19民主革命歷史館→
5·18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舊
全南道廳)→東明洞咖啡
街→大仁藝術市場

美食 Tip
* 4·19民主革命紀念館及歷史
館
虎掌菇清燉雞湯（河豚湯）
光州東區無等路326
+82-62-226-4743

* 光州學生獨立運動紀念
館
江村(泥鰍湯，鯰魚湯)
光州西區馬勒覆蓋路
152-3
+82-62-374-3579

住宿 Tip
* 4·19民主革命紀念館及歷史
館
Guest 145
光州東區龜城路194號街19
+82-62-233-0145

* 光州學生獨立運動紀念
館
Pedro’s House
光州西區世界盃4強路
181號街42
+82-10-9592-9993

這裡是爲了承傳光州學生獨立運動的崇高精神而設，以多樣的展覽資
料和史料爲基礎，宣揚真實的歷史，並正營運愛國歷史體驗學習項目。
全南女子高中亦正營運學生獨立運動女學徒
紀念歷史館。

     光州西區學生獨立路30
     +82-62-221-5500
     gsim.gen.go.kr

4.19革命為1960年4月19日由學生及市民發起的反獨裁民主主義運動。
4.19民主革命歷史館象徵正義、自由及和平，為繼承4.19革民的精神而
於光州高中設立的歷史館。學生的歷史文化體驗學習空間及常設展覽
館的地板上展示了4.19革命當時的新聞報導。同時亦展出光州高中學
生高呼口號的照片。
     
     光州東區中央路302
     +82-62-225-0419

4·19革命的紀念館&歷史觀，
民主獨立的光州學生獨立運動紀念館

4·19民主革命紀念館

4.19民主革命歷史館

光州學生獨立運動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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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光州的7樣美味飲食，到時下流行的美食之旅
邀請您體驗好味道的原產地，美麗的都市 ─ 光州

03
CHAPTER

五魅
好味(味)



#五魅好味光州
#光州的7樣美味飲食   #光州咖啡店街

光州韓定食



代表味香光州的1位食飯糰，是5·18民主化運
動當時市民互相激勵打氣用的食物，包含分享
和人與人之間連繫的意義。

       推薦餐廳：不同的紫菜包飯·飯糰
                           Bob concert

光州飯糰
象徵分享與連繫的飲食

加入當季蔬菜的無等山大麥飯，以嫩蘿蔔葉包
著吃更為美味。自30多年前以登山客們為對象
，大麥飯的餐廳逐一出現，成為今天的特色街
道。
     
     光州東區芝湖路無等山大麥飯一條街
     (有10餘個大麥飯的餐廳)

無等山大麥飯
無等山下的養生料理

70年代舊光州郵局後方出售炸物的金燦心婆
婆開發的料理，用生菜包住各種炸物食用，成
為光州的道地鄉土飲食。
     
      推薦餐廳：現丸團兼, 銀星紫菜包飯, 
                            陽山大舶

光州生菜炸物
炸物與生菜的絕妙組合

把牛肉與豬肉攪碎混合而成的松汀里鄉土牛
肉餅香濃而不膩。1976年開始形成今日的松汀
里鄉土牛肉餅特色街道
     
     光州光山區光山路松汀里鄉土牛肉餅一條街
     (有10餘家牛肉餅餐廳)

松汀里鄉土牛肉餅
香濃的飯小偷

·  必嚐的光州飲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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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專為熟客特別煎製的肉餅，特徵是將牛肉
切得薄薄一片，沾上蛋汁及糯米粉再煎熟。

      推薦餐廳：大光食堂, 肉餅名家

光州肉餅
光州的煎飯風格

搜羅自海陸空的各種食材製作成豐富的一桌，
同時表現出韓國傳統的美及口味，因而大受外
國旅客喜愛。
     
      推薦餐廳：百年味家，朝鮮屋, 寬敞室，
                           金飯勺銀飯勺

光州韓定食
光州山珍海味盡在一桌

將發酵過的斑鰩，水燙豬肉和醃熟的白菜泡菜
一起吃的風味料理，濃烈刺鼻的斑鰩味道特別
開胃。

      推薦餐廳：金家園

斑鰩三合
南道的靈魂食物

鴨肉湯是鴨肉、芹菜及胡麻粉的絕佳組合。
1970年代光州站附近的鴨場發展得非常蓬勃，
因而形成特色的街道。
     
     光州北區景陽路鴨肉湯一條街 
     (有10餘家鴨肉湯餐廳)

光州鴨肉湯
光州養生料理的傳統

·  品嚐光州的味道及其自豪的好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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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味一詞為形容全南道飲食豐富味道的方言，
以下為極具代表性的5個美食景點。
     
金家園(斑鰩三合)
     光州西區尚武民主路123號街13-7        +82-62-382-8700

梅月黑山羊花園(黑山羊湯及白切肉)     
     光州西區懷齋流通街19-24          +82-62-374-6665

明花肉食餐館(小南瓜舊式湯飯)
     光州光山區平洞路421         +82-62-943-7760

海南城內食堂(韓牛大醬火鍋)
     光州南區鳳仙路21          +82-62-672-5123  

就像海風吹過的鹹香味道與充滿嚼勁的口感
是它的魅力。將黃花魚放上清涼的綠菜泡飯上
同吃，或是沾一點辣椒醬都能感受它的獨特風
味

      推薦餐廳：朝鮮屋，迎賓館

黃花魚定食
鹹香的大海味道

佳味食店
深刻又獨特的味道

每到晚上光州公園前的廣場都會閃起大大小
小的燈光。由忠壯路穿過光州川馬上可以看到
，每周日或天氣不佳時將會休息。

     光州南區光州公園廣場(光州橋對面)

光州公園布帳馬車街
晚上的情趣與美味的下酒菜

·  享受光州特色的美食之旅  ·

金家園

海南城內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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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洞市場

不只於光州，也是全羅南道最大規模的傳統
市場，亦是貨品包羅萬有的綜合市場，充滿濃
厚的南道人情味與生動有趣的方言。販賣傳
統全雞的水一全雞與良洞全雞都非常有名，
青春發散村的臨海路線也很推薦。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238
     +82-62-366-0884
     yangdongmarket.modoo.at

南光州市場
以南光州站爲背景的水產品特色市場，以海鮮
料理、炭烤食品和湯飯而聞名。深夜市場會以
低價售賣新鮮的海產和農產品，並於每月第一
及第三週的週日休息。
     
     光州東區齋峰路17街18-6
     +82-62-226-1101
     namgwangju.modoo.at

馬岩市場
來自潭陽、谷城、長城，和順等的農民出售直接
栽培的農作物，每逢2, 4, 7, 9日營業的馬岩市場
因新鮮蔬菜而聞名。
     
     光州北區東門大路85街62
     +82-62-262-4082
     malbawoomarket.modoo.at

·  於富有特色的傳統市場品嚐風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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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格調與藝術相互融合
- 大仁藝術市場 -韓國觀光之星

大仁藝術市場
獲選為2018韓國觀光之星，結合傳統市場與藝術展現其獨特
魅力。在夜市營業的日子，更有韓平畫廊，想像共享工廠
Hansoo，大仁藝術倉庫Myosoo，體驗區及販賣區等的各式各
樣文化藝術及表演進行。除此以外，亦有售賣肉飯、泡菜煎餅、
五花肉紫菜包飯、市場麵條、章魚串和德國啤酒等的美食。夜
市於每周六19:00~23:00營業，除冬季休業以外一般於每年3
月或4月開始營業。
     
     光州東區獨立路284-2
     +82-62-233-1420
     blog.naver.com/byeoljang

大仁藝術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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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少年

TTOA麵包

雞蛋飯

1913咖啡廳

炸肉丸叔叔

以天然洋槐蜂蜜甜味，
不添加砂糖，防腐劑和化學物的羊羹！

喜歡麵包的您快來~ 嚐嚐巧克力麵包，
糯米糕奶油麵包。

方便食用的包裝加上便宜的價錢！
就是這個了~回憶中的炸肉丸味道！

晚點去可能就賣完了~

紅蔘拿鐵，手工乳酪和
堅果類都在這裡~！

市場美食之旅的終結者
- 1913松汀站市場 -

步行於變身為年輕市場的1913松汀站市場中必定會口
水直流。約100公尺的街道上滿是雞蛋飯、炸肉丸、糖餅、
羊羹、麵條、手工啤酒和炒麵茶等的美食。除了黑白照相
館，校服體驗等，沿著地上刻上的建築物完工年度走亦
十分有趣。位於光州松汀站徒步5分鐘之處，便於旅客來
訪。
     
     光州光山區松汀路8號街13
     +82-62-942-1914
     1913songjungmarket.modoo.at

1913松汀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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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間擁有40多年歷史的麵包店，並且是全
國五大麵包店之一，堅持使用天然酵母種製作
健康的麵包，其代表性的產品是恐龍蛋麵包和
蝴蝶派。

     光州東區忠壯路93-6
     +82-62-222-3477

Vervies是由夢想成為永遠的麵包達人的麵包
師傅所經營的麵包店，與﹝宮廷糕點﹞並列為
光州麵包聖地巡禮的代表目的地之一，此店的
魔王派和法國麵包吐司非常有名。

     光州東區瑞石路36
     +82-62-226-0696

能讓全國各地的麵包愛好者
心動的麵包聖地巡禮。

#麵包聖地巡禮  #全國5大麵包店  #光州烘焙店

宮廷糕點 Vervies

小麥麵包店 YOONSEUL麵包店

YANGIN糕點
以"好街區、好人、好麵包"為口號銷售的有機麵
包，此店有象徵楊林洞的歐文豆沙麵包和巧克
力麵包等，擁高人氣。

     光州南區濟眾路47號街1
     +82-62-651-8241

YOONSEUL麵包店使用環保有機麵粉，做出來
的麵包品質值得信賴。此店有奶油卷、純素麵
包、瑪德琳蛋糕等美味可口的麵包和蛋糕。

     光州東區東溪川路166
     +82-62-224-3777

經營﹝小麥麵包店﹞的麵包師傅夢想要開一家
能做出這地球上最好吃的麵包的麵包店。而懷抱
著夢想傳承了父親的技術之後，與自家兄弟一起
經營著麵包店。此店的豆奶油麵包非常有名。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26號街10-2
     +82-62-223-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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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光州的
咖啡街

與首爾的經理團街或延南洞非常相似的東明洞
。以精緻的咖啡街而聞名，到處都有餐館、酒廊酒吧、
設計小店和小劇場。散發與忠壯路不一樣的魅力，展現
流行的光州模樣，是具代表性的熱門地點。除了咖啡和茶以外，想要體驗各
式各樣重新設計的空間魅力，推薦來東明洞一遊。特別是在周末人潮聚集，
走訪小型的表演場地微風劇場、蒲公英小劇院也很不錯。

     光州東區東明路一帶

與東明洞咖啡街一樣特色咖啡廳林立。首次來
到楊林洞的話，可先參觀楊林洞觀光資訊中心
內的村莊故事館，再到楊林洞五岔口附近的咖
啡廳。您可欣賞到充滿光州近代現代遺跡的古
宅和西洋式建築物。

     光州南區楊林五岔口一帶

沐浴於無等山的風光與光州的夜景中品嚐咖啡。想
要遠離繁雜的市中心享受寧靜氣氛的話，可以到位
於新陽公園酒店附近的此處。約會
與駕車兜風都非常合適。

     光州東區無等路592一帶

東明洞咖啡街

楊林洞咖啡街

會議中心咖啡街

無等山咖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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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會議中心的對面進行著由金大中會議中心主辦的各種活
動，非常推薦計劃參觀5·18自由公園、光州公演場(韓國傳統音樂
表演)的朋友前往。乘坐地鐵到金大中會議中心站5號或6號出口
即可到達。

     光州西區尚武世界路30一帶



Hot和Fantastic的光州，
24小時感受擁有獨特魅力的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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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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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魅開心光州  #光州慶典  #熱門景區旅遊

回憶的忠壯慶典



自1995年開始的光州雙年展是光州文化藝術的傳統，於5·18民主化運
動後揚名國際社會，是展現光州民主精神文化價值的展覽會。以不同
的空間展出眾多創意與實驗性洋溢的現代美術作品。

     雙年展展覽館及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82-62-608-4114
     gwangjubiennale.org
     2023年4月7日~2023年7月9日

觀光 Tip
雙年展展覽館所在的中
外公園，除設有國立光州
博物館、市立美術館，市
立民俗博物館外，由雲岩
齋、龍鳳齋及公園散步道
組成一個提供欣賞到藝
術，自然及療癒的觀光景
點。每逢春天都開滿櫻花
，設有90年代感覺的遊樂
設施的兒童公園也值得
一遊。

路線 Tip
光州雙年展及光州設計
雙年展→市立民俗博物
館→市立美術館→國立
光州博物館→中外公園
→ART PICNIC

美食 Tip
K2(炸豬排)
光州北區龍峰路66
+82-62-529-5700

優味日式料理(生魚片定
食)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33號
街3
+82-62-512-3302

住宿 Tip
Hotel Yeogijoa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13
+82-62-522-3700

光州雙年展及同一場合舉行的國際綜合設計活動。透過審視設計的美
學、實用性及經濟價值，進而掌握世界設計的趨勢，舉辦多樣的展覽和
國際學術活動。

     雙年展展覽館及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82-62-531-7784
     gdb.or.kr
     單數年的9月至10月

‘了解更多’
   文化活動

光州雙年展

光州設計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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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參閱回憶的忠壯慶典網
站了解更多與慶典有關
的活動安排，盡情享受慶
典。世界泡菜慶典中將舉
行國內唯一授予總統大
獎的泡菜競演大會。

路線 Tip
* 回憶的忠壯慶典
忠壯路→光州劇場→弓
洞藝術街→大仁藝術市
場

* 世界泡菜慶典
泡菜博物館→世界泡菜
研究所→大豆綜合中心
→南道鄉土飲食博物館

住宿 Tip
* 回憶的忠壯慶典
貓頭鷹生活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5
+82-10-6425-8465

* 世界泡菜慶典
三花酒店
光州西區楓金路177號街3
+82-62-682-6811

秋天來臨時忠壯路和錦南路一帶會吹起雜耍和牛仔褲的風潮。重返年
輕的時候，穿起牛仔褲向舞場出發。不論男女老少一同享受忠壯巡遊、
大學歌謠祭，回憶主題街、忠壯月光露營、Dancing 90’s、校服體驗等的
活動。

     忠壯路，錦南路一帶
     +82-62-608-2421~4
     donggu.kr/cjf
     每年9月~10月中

作為泡菜文化的宗主之都，光州每年舉行的代表特產慶典。讓全世界
品嚐我們的泡菜，進行泡菜體驗、泡菜展覽、泡菜脫口秀、泡菜競演大
會等多樣的活動，推薦您到泡菜城親手嘗試醃製泡菜。

     光州泡菜城
     +82-62-613-3955~6
     kimchi.gwangju.go.kr
     每年10月~11月中

回憶的忠壯慶典

世界泡菜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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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光州FRINGE慶典最大特
色是沒有規範形式，沒有
舞台的慶典現場。無需購
買門票，無需抽空到表演
場地，慶典包含多種可隨
時於街頭上即可參與的
新鮮活動內容。

路線 Tip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忠
壯路→弓洞藝術街→東
明洞→大仁藝術市場

美食 Tip
Alain（法式料理）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
17-6
+82-62-228-2345

民俗村（豬肉排骨）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7-2
+82-62-224-4577

住宿 Tip
光州熊貓民宿
光州東區齋峰路102
+82-10-2632-7323

Oasita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
20
+82-10-4145-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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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劇、音樂、街頭表演、雜耍等不限年輕和形式的表演，任何人都可以
自由表演的廣場文化計劃。關於參與體驗、公演競演等活動，可參閱於
資訊中心放置的活動小冊。

     光州一帶
     +82-62-670-7967
     fringefestival.kr
     每年7月~10月

以青年為主力舉辦的慶典，表達屬於年輕人的生活與故事，感受年輕
熱情的國際慶典。齊來享受街頭表演，體驗小攤子、青年市集和美食車
等由年輕人構思的各種活動。

     光州一帶
     facebook.com/wyouthfestival
     每年10月~11月

光州 FRINGE 慶典

光州青年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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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藝術節集合矚目的尖端技術及藝術，提供視聽覺體驗，行為藝術，
VR展覽，人類與技術融合的表演等刺激大家好奇心的活動。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gjmp.kr
     每年10月

提供全家大小可以一同參與的吹氣設施，積木遊樂場，巧克力藝術家
族，兒童藝術學校，色彩遊戲，爸爸媽媽的藝術遊戲等等的體驗。

     光州中外公園草地廣場
     +82-62-413-2530
     artpicnic.kr
     每年5月~10月

作為光州代表性的人文學慶典，獲選為2018年度文化觀光慶典。您可
盡情享受秋天森林音樂會、展覽、人文學講座、參與體驗等的活動。

      社稷公園一帶
     +82-62-671-7356
     goodmorningyangrim.com
     每年10月~12月

觀光 Tip
特別推薦由全息投影，媒
體藝術檔案館等6個光影
空間建立而成的媒體藝
術平台。

路線 Tip
* 媒體藝術慶典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媒
體藝術平台→社稷公園
展望台

* ART PICNIC
市立美術館→市立民俗
博物館→中外公園→國
立光州博物館

美食 Tip
* 媒體藝術節
DDLANCHE（韓定食）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26
號街10-4
+82-62-234-8118

* ART PICNIC
優味日式料理(生魚片定
食)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33號街3
+82-62-512-3302

住宿 Tip
* 媒體藝術節
YOUYOUHAN
光州東區白瑞路224號街6-6
號
+82-504-0904-2444

* 早安楊林
冬青樹山丘民宿
光州南區濟眾路47號街20
+82-62-654-0976

媒體藝術節

ART PICNIC

早安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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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如您計劃夏季來光州旅
遊的話，推薦您來臨集合
西班牙佛朗明哥、匈牙利
的民俗音樂、歐洲的爵士
樂、印度的西塔及亞洲的
傳統音樂於一身的ACC世
界音樂節。

路線 Tip
* ACC 世界音樂節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忠
壯路→東明洞→弓洞藝
術街→大仁藝術市場

* Sound Park Festival
楊林歷史文化村→社稷
木結他街→崔升孝家屋
→李章雨家屋→禹一善
傳教士私宅→企鵝村

美食 Tip
* ACC 世界音樂節
海南餐廳（醒酒湯）
光州東區白瑞路125號街 
31
+82-62-225-0664

* Sound Park Festival
PINETREE(牛排)
光州南區白瑞路97-1
+82-62-413-3266

住宿 Tip
* ACC 世界音樂節
ACCDEISIGN酒店
光州東區錦南路226-11
+82-62-234-8000

* Sound Park Festival
冬青樹山丘民宿
光州南區濟眾路47號街20
+82-62-654-0976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ACC)天空庭園上
鋪起坐墊，欣賞自國內外邀請而來
別具風格的演出者參與的世界音樂
慶典。親朋好友和情侶，甚至獨自來
享受夏日結束前的第二個休假吧。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一帶
     +82-62-601-4618
     每年8月

ACC世界音樂節中熱烈的音樂慶
典將於社稷公園舉行。音樂慶典
中可接觸到國內外各種大眾音樂
種類。和楊林洞歷史文化村一起
玩個夠吧！
     
     社稷公園
     +82-62-654-3627
     facebook.com/peakmusic
     每年11月

可以了解更多關於楊林洞出身，
獲評為中國三大近現代音樂家鄭
律成的往蹟與作品世界。
     
     鄭律成母校及光州區內學校等
     +82-62-670-7466/7468 
     jysfestival.kr
     每年 10月 中

ACC 世界音樂節

Sound Park Festival

鄭律成音樂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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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代表性的民俗慶典於車戰遊戲的發源地漆石村舉行。前夜祭活動
將進行放鼠火、山神祭和農樂等的活動，而元宵夜將會展示農樂演奏
和車戰遊戲，並舉行如拔河，放風箏，跳跳板和盪鞦韆等民間遊戲。不
妨探訪使用嶄新技術融合民俗遊戲，具備4D影像體驗館，民俗遊戲體
驗場等的車戰遊戲主題公園。

     車戰遊戲主題公園
     +82-62-650-8382
     gossaum.com
     每年正月十五

紫芒花中的日落風景如畫一樣美麗。於榮山江舉行的西倉平原紫芒慶
典漫步於銀色的紫芒路上，全身感受秋天的浪漫風光，享受大自然的
慶典。您也可於榮山江自行車徑服務中心免費租借自行車。

     榮山江親水公園一帶
     +82-62-350-4792
     sgfesta.co.kr
     每年10月

觀光 Tip
於導航器輸入「榮山江自
行車徑服務中心」即可搜
尋到附近的停車場。 

路線 Tip
* 車戰遊戲慶典
車戰遊戲主題公園→褒
忠祠→鴨村堤→高元熙
家屋→大豆綜合中心→
光州陶藝文化中心

* 西倉平原紫芒慶典
西倉橋→西倉鄉土文化
村→晩歸亭→金大中會
議中心→5·18自由公園
→無覺寺

美食 Tip
* 車戰遊戲慶典
梅月黑山羊花園(黑山羊湯)
光州西區懷齋流通街
19-24
+82-62-374-6665

* 西倉平原紫芒慶典
Okatsu(炸豬排)
光州西區治平路112
+82-62-373-3355

住宿 Tip
* 車戰遊戲慶典，西倉平
原紫芒慶典
西倉韓屋文化館
光州西區訥齋路420
+82-62-373-1365

車戰遊戲慶典

西倉平原紫芒慶典



觀光 Tip
光州家庭樂園更有全國
最高，達75米的大觀覽車
，於天氣晴朗的日子還可
遠眺潭陽的風景。

路線 Tip
牛峙公園→國立5·18民
主墓地→光州湖湖水生
態園→歌辭文化圈→風
流月光公演

芝山遊樂園→無等山大
麥飯→無等山咖啡街→
雲林洞美術館街→證心
寺

美食 Tip
* 牛峙公園
節氣飯桌(韓定食)
光州北區河西路672號街
45
+82-62-574-8220 

* 芝山遊樂園
無等山大麥飯 
光州東區芝湖路
無等山大麥飯一條街

住宿 Tip
* 牛峙公園
SOME 旅館
光州北區龍頭宅地路17
+82-62-573-1122

* 芝山遊樂園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動物園，植物園和光州家庭樂園等組成的綜合公園。可透過網站申請
動物園職業體驗，動物生態解說，假日動物教室等一系列的的體驗活
動。您也可以欣賞光州家庭樂園中遊樂設施的五彩燈光，或是盡情享
受牛峙公園裡的汽車劇場和露營設備。
 
     
     光州北區牛峙路677
     +82-62-613-5860
     gwangju.go.kr/uchipark

此樂園有充滿復古風的纜車，以及擁有獨特顛簸感，而能享受刺激感
的單軌列車，兩者皆非常有名。另外，在八角亭觀景臺可以欣賞無等山
和光州全景。芝山遊樂園通過SNS和口碑相傳，以獨特的遊樂設施，聚
集了高人氣。
     
     光州東區之湖路164號街23號
     +82-62-221-2760 
      instagram.com/jisanyuwonji_official

牛峙公園

芝山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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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公園入口處街道一側是一條吉他
咖啡廳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被稱為"
吉他館"，在年輕人中聲名遠播，並且
也是中老年人的聚集地。現在這裏被
建設成特色街，可以觀賞到各種造型
物，以及目前活躍於歌壇的吉他歌手
們的演出。

     光州南區社街17

以手工牌匾引發懷舊情緒的光州劇場是韓國唯一留存的單館劇場。對
於熟悉多廳式劇院的現代人來說，內部的木雕裝飾、大廳展示的古老
放映機、電影上映前敲響的沉悶鐘聲，都會讓人感到微妙的魅力，以及
喚起內心懷舊的情緒。

     光州東區忠壯路46號街10
     +82-62-224-5858
     cafe.naver.com/cinemagwangju

旅遊Tip
前往位在光州劇場旁的"
電影上映的巷弄"漫步，體
驗和瞭解光州的劇場、電
影文化史和海報文化等。

路線 Tip
* 光州劇場
光州劇場→獨立書店少
年的書→ 電影上映的巷
弄 →KIMNETGWA→弓洞
藝術街→大仁藝術市場

* 社稷洞吉他街
楊林村故事館→企鵝村
→李章雨故居→禹一善
傳教士私宅→社稷公園
觀景臺→社稷洞吉他街

美食 Tip
* 光州劇場
清河會館
光州東區忠壯路45-12
+82-62-223-7037

* 社稷洞吉他街
黃松村忠壯店（豬肉排骨）
光州東區中央路160號街
16-10
+82-62-222-4815

住宿 Tip
* 光州劇場
GINIEISLAND
光州東區忠壯路58號街
14，1604號（忠壯
GOWOON REFFINE）
+82-10-7606-5447

* 社稷洞吉他街
綠色園林
光州南區濟眾路39-5號，2
樓
+82-10-8601-9886

光州劇場

社稷洞吉他街

充滿復古感性的
古色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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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建議與觀光導覽員一同
參觀楊林洞觀光資訊中
心旁邊的村莊故事館。以
楊林五岔路口為中心，這
一帶遍佈了時上的咖啡
廳及餐館。

路線 Tip
建築旅遊，宣教旅遊，藝
術旅遊等的內容可參閱
官方網站。

美食 Tip
PINETREE(牛排)
光州南區白瑞路97-1
+82-62-413-3266

金英姬江南燉凍明太魚
光州南區獨立路54號街34
+82-62-655-7574

住宿 Tip
Ariene Guest House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428號
街6
+82-10-2104-8899

THM
光州南區良村街27-5
+82-10-2947-8800

李章雨家屋

柯蒂斯紀念廳

韓國及西洋、儒教及基督教、傳統與近代共存的楊林洞歷史文化村。各
式各樣的近現代建築及超過100年的巨木林立的樹林交織而成的，有
如一個歷史與建築、文化藝術相融的博物館一樣。而且當時建造的基
督教遺跡與我們傳統文化遺跡一同遺留於巷弄之中。
楊林歷史文化村被稱為光州的原型，尤以李章雨家屋及崔升孝家屋為
代表。既是傳教士們朝聖的地點，亦是可以遊遍禹一善傳教士私宅、
Owen紀念閣、傳教士墓地等西洋建築痕跡遺留的地方，更是培育出詩
人金顯承、作曲家鄭律成等傑出作家，詩人和音樂家的故鄉。

     光州南區徐徐平街7
     +82-62-676-4486
     visityangnim.kr

傳統韓屋及西洋式建築融合而成
近現代化歷史100年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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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縱橫交錯的胡同裏，有年輕作家的工作室、工坊、文化活動家的聚集
地、個性咖啡店和餐廳，以及感性的商店，鱗次櫛比。此區域是將位在
蕭條的城市中心的韓屋和舊宅進行改造後，重新打造出充滿活力的文
化空間。由於此區域有很多既獨特，而又充滿感性氣氛的咖啡廳，因此
被稱為"咖啡街"。

     光州東區東明路一带

旅遊Tip
東明洞不僅有時尚的咖
啡廳和餐廳，還有可以觀
看戲劇的劇場
YounBaram，以及可以參
觀2萬多件傳統生活用品
的BiUm博物館。

路線 Tip
東明洞→Bium博物館→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弓
洞藝術街→忠壯路→全
一大樓245→區政府

美食Tip
Alain（法式料理）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
17-6
+82-62-228-2345

東明家園餐廳（牛肋眼肉）
光州東區華門大路230
+82-62-232-8877

住宿Tip
OASITA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20
+82-10-4145-9965

GLORY(SINSIWA)
光州東區桐溪川路81-3
+82-62-233-2755

時下關注的熱門景點

東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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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常生活注入活力
與既和諧，又充滿活力的光州相遇。

05 
CHAPTER

五魅
充满(情) 



#五魅充滿光州  #造訪名勝  #探訪街區

G-Culture托本體驗



光州泡菜城
觀光 Tip

一起參觀光州泡菜城的
泡菜發酵食品館吧。分為
4個發酵區域，提供相關
資訊。世界泡菜研究所位
於光州泡菜城旁邊。

路線 Tip
光州泡菜城→泡菜博物
館→世界泡菜研究所→
大豆綜合中心→西倉鄉
土文化村→南道鄉土美
食博物館

美食 Tip
梅月黑山羊花園(黑山羊
湯及白切肉)
光州西區懷齋流通街
19-24
+82-62-374-6665

住宿 Tip
三花酒店
光州西區楓金路177號街3
+82-62-682-6811

Dream 旅館
光州西區楓金路177號街7 
+82-62-681-3745

是可以學習泡菜文化和歷史，並進行體驗等的綜合主題公園。主要設
施有可以一目瞭然地閱覽泡菜的歷史、文物等的泡菜博物館；生產美
味南道泡菜的泡菜HACCP工廠；親自醃製品嚐的泡菜體驗場；可詳細
了解發酵過程的泡菜發酵食品等。
     
     光州南區泡菜路60
     +82-62-613-8222
     gwangju.go.kr/kimchitown

為致力發掘泡菜的科學優點，向全世界宣揚泡菜文化而建立的相關綜
合研究機關，提供參觀由種菌培植到製造設施的機會。

· 個人(10人以下)：每月第三周的星期三 10:00~11:00
· 團體：申請的日期時間可商議

      ※ 公共假期，成立紀念日，其他研究所全體活動日等除外
參觀申請方法 : 登入網站→機關介紹→申請參觀或
                                 +82-62-610-1831查詢

     光州南區辛奇路86
     +82-62-610-1700
     wikim.re.kr

參觀活動

世界泡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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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推薦南道鄉土美食博物
館中有趣的飲食故事區。
與食物配合，按不同體質
推薦給您適合的食物 

路線 Tip
南道鄉土美食博物館→
國立光州博物館→市立
美術館→光州歷史民俗
博物館→光州雙年展及
光州設計雙年展

國立光州科學館→尖端
北美鵝掌楸路(光州市民
之森)→月溪洞長鼓墳→
武陽書院

美食 Tip
* 南道鄉土飲食博物館
文玉(韓定食)
光州北區日谷村路152
+82-62-572-7027

* 國立光州科學館
寬敞室(韓定食)
光州北區大村路6號街
20-6
+82-62-972-8201

住宿 Tip
* 南道鄉土飲食博物館
光州觀光酒店
光州北區捿霞路183號街56
+82-62-261-7777

* 國立光州科學館
Hotel The Spot
光州北區AMKOR路32
+82-62-971-1362

想要了解更多南道的飲食，來這裡就對了。長長的茶具模樣的建築物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館，保存及繼承南道的飲食文化與鄉土文化。
由各個展覽室和體驗室組成，透過傳統飲食講座親手試做宮中炒年糕
，漢菓，高梁煎餅等料理，從而學習先人的飲食智慧。同時也可到3樓的
湖南文化資料展覽館參觀展出的各種文物。
     
     光州北區雪竹路477
     +82-62-575-8883
     bukgu.gwangju.kr/namdofood

乘坐上太空船的一刻，釋放您的科學好奇心與創意。太空船模樣的科
學館以光為主題，融合藝術與科學製作出剌激視聽覺感觀的多種展覽
和體驗活動。展覽以遊客都可親身參與的體驗活動為中心。您可使用
天文·教育住宿樓星光世界館的望遠鏡觀賞迷人的宇宙，並留宿一晚。

     光州北區尖端科技路235
     +82-62-960-6210
     sciencecenter.or.kr

南道鄉土飲食博物館

國立光州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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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金大中廳旁的觀光紀念
品展示賣場有出售工藝
品及觀光紀念品。金大中
會議中心對面的咖啡街
也值得一逛。

路線 Tip
金大中會議中心→會議
中心咖啡街→5·18自由
公園→尚武地區繁華街
→5·18紀念公園→無覺
寺→雲泉湖水公園

美食 Tip
海東活魚3(韓定食)
光州西區尚武大路653-1
+82-62-515-3344

蒲公英(醬油蟹,黃花魚)
光州西區尙武平和路137
+82-62-374-8760

住宿 Tip
光州假日酒店
光州西區尚武世界路55
+82-62-610-7000

光州華美達廣場酒店
光州西區尚武自由路149
+82-62-717-7000

MICE(Meeting 會議，Incentives 獎勵觀光，Convention 會展, Exhibition 
展覽) 帶動產業發展的光州代表性平台，金大中會議中心。國際觀光博
覽會，農水產物博覽會，家庭生活文化秀，SW慶典，公演，展覽等國際
性商品，技術，資訊，文化交流的世界交流平台。不只可以親身體驗這
些不同主題的節目，更提供以MICE參加者為對象的文化藝術體驗活動
。展覽場地可容納超過500個展攤，會議廳有可容納2,000人的大會議室
及26個中小型會議室。

     光州西區尚武世界路30
     +82-62-611-2000 
     kdjcenter.or.kr

位置_ 金大中會議中心展示棟1樓
值得一看_ 故金大中總統的胸像和手印，生前使用過的物件

金大中廳

金大中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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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到位於光州世界盃競技
場附近的楓岩湖水公園
可看到湖水倒影中的美
景。

路線 Tip
光州起亞冠軍杯場地→U
廣場→何正雄美術館→
青春發散村→良洞市場

光州世界盃競技場→樂
天OUTLET→楓岩湖水公
園→光州泡菜城→泡菜
博物→世界泡菜研究所

美食 Tip
* 光州起亞冠軍杯場地
玉川麵屋(冷麵)
光州北區無等路144
+82-62-528-3888

* 光州世界盃競技場
迎賓館(韓定食)
光州西區楓巖循環路128
號街 75, 2樓
+82-62-384-6000

住宿 Tip
* 光州起亞冠軍杯場地
NEW光州Guest House
光州北區西巖大路289號
街 9
+82-507-1494-2245

* 光州世界盃競技場
Dia 旅館
光州西區楓岩1路21號街
9-18
+82-62-682-6673

觀眾席與競技場距離極近，讓觀賞棒球賽事能更為投入。可以容納最
多27,000人的戶外沙灘公園設有小型游泳池可供戲水之用，並有充氣
滑梯等設施。

     光州北區西林路10
     +82-70-7686-8000
     起亞老虎隊 tigers.co.kr
     預訂門票 ticketlink.co.kr

我國首次於2002世界盃創造4強神話的競技場。將無等山的山脊形像化
的屋頂造型充滿威嚴，曾為2015光州夏季大學運動會的主競技場，現為
光州FC的主球場。

     光州西區金花路240
     +82-62-604-2002

光州起亞冠軍杯場地

光州世界盃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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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Tip
登上青春發散村色彩繽
紛的108級階梯。西倉鄉
土文化村所在的韓屋文
化館舉辦傳統文化講座、
禮節學堂等活動。

路線 Tip
西倉鄉土文化村→晚歸
亭→西倉平原紫芒路→
金大中會議中心→5·18
自由公園→5·18紀念公
園→青春發散村→良洞
市場

美食 Tip
* 青春發散村
水日炸全雞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262號
街1-1 
+82-62-369-8916

良洞炸全雞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262
+82-62-364-5410

* 西倉鄉土文化村
梅月黑山羊花園(黑山羊湯
及白切肉)
光州西區懷齋流通街
19-24
+82-62-374-6665

住宿 Tip
* 青春發散村
發散 HOUSE
光州廣域市西區川邊左
路118號街4-2
+82-507-1387-2701

* 西倉鄉土文化村
西倉韓屋文化館
光州西區訥齋路420
+82-62-373-1365

7080年代紡織女工們所聚集的村莊，在經過色彩藝術項目和公共設計
點綴後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充滿色彩的地方。村莊的入口的壁畫、遍佈
各處的造型物、鐵製的朿等，讓村莊充滿生氣。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12-16
     +82-62-464-0020
     bal-san.com

保留了朝鮮時代中期的韓屋模樣，讓大家體驗傳統文化及鄉土文化。
您可以沿著小巷的石牆路漫步，享受悠閒時光；從村莊眺望西倉平原
的黃金海浪與夕陽風光。

     光州西區訥齋路420
     +82-62-373-1365
     schanok.or.kr

青春發散村

西倉鄉土文化村

充滿魅力的色彩藝術青春發散村及
展現韓屋之美的西倉鄉土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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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Tip
品嚐企鵝村的代表麵包 ‒ 
企鵝麵包，並且在旁邊的
BTS J-hope壁畫處拍張
紀念照。

路線 Tip
* 企鵝村
企鵝村→BTS J-hope壁
畫→企鵝村工藝街→李
章雨故居→禹一善傳教
士私宅→社稷公園觀景
臺

美食 Tip
* 企鵝村
楊林企鵝村合作社咖啡廳

（企鵝麵包）
光州南區川邊左路450號
街8-9
+82-62-676-0007

* 坪村村
Oyari石鍋飯（篸雞湯和石
鍋飯）
光州北區Bamsil路178
+82-62-267-8502

住宿Tip
* 企鹅村
Ariene Guest HOUSE
光州南區川邊左路428號
街6
+82-10-2104-8899

* 坪村村
無等公園酒店
光州東區之湖路164號街
14-10
+82-62-226-0011

在村子的田野裡有綠意盎然的田園，並且種植著環保田螺大米，在
流經村子中心的豐岩川，棲息著市中心已經消失的螢火蟲，以及具
無等山代表性生物種的珍貴動物 - 水獺。此村子生態環境優良，並
且在2016年被環境部指定為生態旅遊地區。另外，此村也是自古以
來製造粉青瓷器的地區，堪稱擁有全羅南道之魂的村子。

     光州北區坪村街15
     +82-62-266-2287
     bandivill.net

透過以廢棄物製作成藝術作品改頭換面的村莊，因為膝蓋不好走得一
搖一擺的老人家的模樣就像企鵝一樣而得名。跟著楊林洞行政福利中
心旁的路標走進狹窄的小路，就能欣賞到如展覽一樣充滿個性的村莊
風景。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446號街7

企鵝村

坪村村

坪村村是用廢品、古董佈置後，呈現出頹廢藝術風的村子，
並且也是一個可以在大自然中休息的寧靜 子。

65



夜景景點
一眼望盡無等山的自然風釆和光州夜景。
城嶺是著名的夜景景點，登上高處可看到
充滿魅力，光州滿滿的燈光景色。展望台
咖啡廳也一樣值得一去。

     光州東區無等路669

View Folly
寫著非常著目的CHANGE字眼廣告牌就是
光州Folly Ⅲ。登上光州影像複合文化館屋
頂，可以飽覽無等山、國立亞洲文化殿堂、錦
南路等的夜景。

     光州東區齋峰路96     
     光州影像複合文化館8樓

社稷公園展望台
社稷公園山頂附近的夜景名勝，登上4樓的
展望台可以享受清涼的微風，飽覽光州的
全景。設置了望遠鏡，每日9:00~22:00可以
使用。

     光州南區楊林洞社稷公園

朝鮮大學師範學院
位於朝鮮大學最高的建築物上的展望台也
是不為人知的夜景名勝。就如登山路上半途
停下休息的氣氛一樣寧靜。建議駕車或乘坐
校內巴士。

     光州東區畢門大路309

能夠看到形形式式的光州夜景的地方

夜景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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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氣滿溢的光州旅遊密技

四季賞花景點

黃龍親水公園油菜花
盡情感受光州油菜花的精髓。面
積達27,000平方公尺，黃澄澄的
油菜花田吸引不少遊客。一同享
受油菜花和水邊的景觀。

     光州光山區仙岩洞241-31

春天

麥冬花林路
每年8月開滿紫色麥門冬的小路
獲讀為2018全羅道代表觀光地
100選之一。路上長滿蔥蔥的水杉
，夏天時也適合散步。

     光州北區文興洞803-1

夏天

湖水旁的櫻花路非常長。因同時
欣賞到櫻花與湖水景致，是春天
郊遊的名所。到牛峙公園欣賞櫻
花，走走花路吧。

     光州北區牛峙路677

牛峙公園櫻花春天

朝鮮大學玫瑰園中開滿色彩繽
紛的玫瑰。請留意玫瑰園於5月
~11月的9:00~21:00開放參觀。

     
     光州東區畢門大路309

朝鮮大學玫瑰夏天

67

楓樹隧道一樣長滿路旁，是光州著
名的賞楓勝地。從楓岩堤徒步可到，
十分便利。
     
     光州北區楓岩堤街117

無等山楓岩亭楓葉
位於光州市民之林，親身體驗長
滿茂盛的北美鵝掌揪的路有多浪
漫。

     光州北區湫岩路30

光州市民之林北
美鵝掌揪路秋天 秋天



※  觀光體驗活動另外收費

體驗內容 :  風年糕，高粱蕎麥麵，炒雜菜，紫菜包飯宮中炒年糕，
                        季節   麵條製作，參觀鄉土飲食展覽館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30人

南道鄉土飲食博物館

體驗內容 : 宮中炒年糕，炒雜菜，蔘雞湯，製作年糕蛋糕，參觀名人常設展覽場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40人

光州傳統文化館

體驗內容 : 三色煎餅，炒年糕，拌飯製作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100人

JS 烹飪學校

體驗內容 : 牛肉餅，蔘雞湯，炒雜菜，五色煎餅，紫菜包飯，年糕湯拌飯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120人

藝微料理職業專門學校

體驗內容 : 蕩平菜，黄瓜膳，饅頭，九折板拌飯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118人

東江料理學院

觀光體驗活動
G-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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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體驗活動另外收費

光郡自然寺院飲食體驗館
體驗內容 : 製作寺院飲食
所需時間 : 2小時
可容納人數 : 30人

香延
體驗內容 : 製作傳統飲食，茶道
所需時間 : 2小時
可容納人數 : 15人

Wellness觀光景點

水療中心 SOBE
體驗主題 ： 美容·SPA
體驗內容 ： 提供量身定做的SPA
療程

扁柏之國 孝昭宮
體驗主題：美容·SPA
體驗內容：扁柏、香草、酵素主題
的五種療癒體驗

體驗內容 : 學習最新K-POP舞蹈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30人

JOY 舞蹈混合音樂學院

體驗內容 : 學習韓流化妝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30~50人

光州女子大學

體驗內容 : 學習韓流形象設計及特殊化妝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50人

El Moso 美容學校

 · 特別體驗活動 · 

觀光體驗活動
G-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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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ULTURE

※  觀光體驗活動另外收費

體驗內容 : 書生體驗，托本體驗，製作舊書，茶禮體驗，參觀月峰書院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50人

月峰書院

體驗內容 : 茶道，傳統婚禮體驗，試穿韓服，製作扇子或掛軸，
                       裁縫體驗，書法體驗，文化遺產鄉校導賞之旅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100명

光州鄉校

體驗內容 : 跆拳舞表演，觀賞擊破示範，學習跆拳道基本動作
所需時間 : 2小時
可容納人數 : 100人

湖南大學

體驗內容 : 觀賞傳統公演，工藝體驗，國樂(長鼓)體驗，茶禮體驗，
                       文化遺產解說遊
所需時間 : 1小時30分鐘
可容納人數 : 30人

光州傳統文化館

觀光體驗活動
G-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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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

&
光州交通情報

觀光資訊中心及購物
住宿

5大觀光主題
主要地區主題觀光

五魅光州



光州觀光資訊

可乘坐從首爾，仁川機場等地方搭乘飛機，KTX，高速巴士等

交通資訊

交通 區域 所需時間 其他

※光州站(ITX, 無窮花號) +82-1544-7788

航空
KTX
SRT

高速
巴士

金浦機場-光州機場 50分鐘 光州機場 +82-1661-2626

光州松亭站 +82-1544-7788

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
+82-62-360-8114

1小時50分
1小時30分~50分

3小時20分

首爾龍山站-光州松亭站
首爾水西站-光州松亭站

首爾中央城市客運站
-光州綜合巴士客運站-

光州廣域市巴士運行資訊
路線查詢 : 不論何時何地撥打120

公共交通
巴士分為一般巴士及座席巴士，地鐵1號線亦有運行。使用交通卡於下車後30分鐘內轉乘可享免費優惠，次
數不限。

電話呼叫計程車
光州電話呼叫計程車 : +82-62-368-5000 
光郡CALL : +82-62-525-2555
殘障人士移動支援中心 : +82-62-600-8900

地鐵資訊  grtc.co.kr

坪洞 道山 光州松汀

松汀公園

機場 金大中會議中心

尚武 雲泉 雙村
花亭

農城

石頭嶺
良洞市場

錦南路5街

錦南路4街

文化殿堂

南光州
鶴洞·

     證
心寺入口站

所台鹿洞

文化觀光導覽員
提供觀光資源相關的專門解說(10位以上的團體旅客可以提出預約)
活動時間 : 10:00~17:00     查詢 : 光州觀光財團 +82-62-611-3650

旅遊 傳譯 諮詢電話

Korea Travel Hoteline

不論何時何地撥打1330即可得到所需的旅遊資訊
觀光地，住宿資訊服務24小時提供8國語言服務
(海外撥打時 +82-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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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及生活
Pedro’s House

KIMNETGWA
Oasita Hostel

愛之齋

光州市民會館

松亭村咖啡廳20

坪村陶藝工房

漆石路1
NEW光州Guest House

麥田釀造廠

茶生園
光州東區制峯路100-1，2樓
光州西區世界盃4強路181號街 42 (雙村洞)

光州東區龜城路204號街 13(大仁洞)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20 

光州光山區內上路51號街 27(鬆亭洞)

廣州南區中央路107號街15

光州光山區鬆島路257-1

光州北區潭安平武街77

光州南區七石街1
光州北區中興洞599-100

廣州光山區鬆亭路8號街29

光州東區義齋路100

購  物

樂天百貨
新世界百貨
NC百貨

光州東區獨立路268
光州西區武珍大路932
光州北區景烈路249

+82-1577-0001
+82-1588-1234
+82-62-510-7000

百貨 地址 電話

NC WAVE
Y'Z PARK
金湖世界
樂天 OUTLET 光州世界盃店
光州 OUTLET
世正 OUTLET
IMPACT LUXURY MALL
樂天 OUTLET 光州水莞店

光州東區中央路163
光州東區忠壯路72
光州西區軍盆2路54
光州西區金花路240
光州西區尚武大路627
光州西區尚武大路773
光州光山區尚武大路509
光州光山區長新路98

+82-62-718-9300
+82-62-236-5989
+82-62-350-8114
+82-1577-0001
+82-62-384-5100
+82-62-370-9000
+82-62-946-3333
+82-1577-0001

OUTLET及購物中心 地址 電話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觀光資訊中心
光州綜合巴士轉運站觀光資訊中心
金大中會議中心觀光資訊中心
楊林洞觀光資訊中心
光州站觀光資訊中心
光州松汀站觀光資訊中心

光州機場觀光資訊中心

光州東區文化殿堂路38
光州西區武珍大路904
光州西區尚武世界路30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418號街2
光州北區無等路235
光州光山區尚武大路201

光州光山區尚武大路420-25

+82-62-601-4261
+82-62-365-8733
+82-62-611-3616
+82-62-676-4486
+82-62-233-9370
(1樓)+82-62-941-6301
(2樓)+82-62-944-9044
+82-62-942-6160

地點 地址 電話

旅客平台
地點 地址 電話

旅遊諮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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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0-8639-9231
+82-10-9592-9993

+82-62-229-3355
+82-10-4145-9965

+82-70-8831-7700

+82-62-672-0660

+82-62-941-7978

+82-62-226-8008

+82-10-3312-7116
+82-10-6286-2224

+82-62-233-3225

+82-62-232-3973



住宿_觀光酒店

住宿 地址 전화

住宿_外國人觀光都市民宿

住宿 地址 電話

住宿_Youth Hostel

Oasita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20

住宿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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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等公園酒店

Bentley酒店

ACC DESIGN 酒店

光州華美達廣場酒店

馬斯特斯觀光酒店

CS酒店

Firenze 觀光酒店

法蘭西酒店

光州假日酒店

光州觀光酒店

MGM觀光酒店
帝國觀光酒店

光州東區芝湖路164號街14-10

光州東區瑞石路10號街5

光州東區錦南路226-11

光州西區尚武自由路149

光州西區尚武蓮下路46

光州西區尚武和平路128

光州西區尚武中央路38號街5-8

光州西區市廳路20號街21-6

光州西區尚武世界路55

光州北區捿霞路183號街56

光州光山區武珍大路212號街13-33
光州光山區林芳蔚大路800號街25

光州熊貓民宿

貓頭鷹生活

GINIE Island

羅伊斯

The Loft House

Pedro’s House

pedro's house 2

Wimz Home

發散 HOUSE

希望民宿

SUSS HOUSE

光州東區齋峰路102(壯洞)

光州東區東明路20號街5, 2樓(東明洞)

光州東區忠壯路58號街14, 1604號(忠壯 GowoonReffine) 

光州東區白瑞路210, 301號(瑞石洞)

光州東區桐溪路12,3樓(東明洞)

光州西區尙武臺路935號街18-3(雙村洞)

光州西區WorldCup4強路181號街42(雙村洞)

光州西區尚武大路1014號街27-6,1樓(花亭洞)

光州西區川邊左路118號街4-2(良洞)

光州西區白石路19, 101棟601號(馬勒洞,希望歌公寓)

光州西區軍盆2路45,1棟1107號(花亭洞,無等公園公寓)

+82-10-4145-9965

+82-62-226-0011

+82-62-236-5881

+82-62-234-8000

+82-62-717-7000

+82-62-382-7700

+82-62-363-3300

+82-62-380-0000

+82-62-382-6000

+82-62-610-7000

+82-62-261-7777

+82-62-944-8598
+82-62-962-2000

+82-10-2632-7323

+82-10-6425-8465

+82-10-7606-5447

+82-10-7121-8837

+82-10-6635-0019

+82-10-9592-9993

+82-10-9592-9993

+82-10-9240-1052

+82-10-6627-6000

+82-10-9626-9305

+82-10-4145-9965

+82-62-226-0011

+82-62-236-5881

+82-62-234-8000

+82-62-717-7000

+82-62-382-7700

+82-62-363-3300

+82-62-380-0000

+82-62-382-6000

+82-62-610-7000

+82-62-261-7777

+82-62-944-8598
+82-62-962-2000

+82-10-2632-7323

+82-10-6425-8465

+82-10-7606-5447

+82-10-7121-8837

+82-10-6635-0019

+82-10-9592-9993

+82-10-9592-9993

+82-10-9240-1052

+82-10-6627-6000

+82-10-9626-9305



住宿 地址 電話

住宿_韓屋體驗

了解更多五魅光州推薦住宿

75

Green Guest House

Dal2 House

光州北區景陽路63號街15(林洞)

光州北區北門大路42號街16(雲巖洞)

冬青樹山丘民宿

藍色花園

Ariene Guest HOUSE

THM

光州南區濟眾路47號街20(楊林洞)

光州南區濟眾路39-5,2樓(楊林洞)

光州南區川邊左路428號街6(楊林洞)

光州南區陽村街 27-5 (陽林洞)

DASOMCHAE

山月民宿

Joa Guest House

光州松亭站 Guest House

GINIE House

GINIE House 2

Work-Life Balance House 

光州光山區內上路51號街27-1(松汀洞)

光州光山區月峯半月路143-5,3樓 301號(山月洞)

光州光山區新道山街52(道山洞)

光州光山區松汀路65號街6,2樓(松汀洞)

光州光山區平洞路115號街53-3(松汀洞)

光州光山區平洞路115號街53-5(松汀洞)

光州光山區月谷路40號街5,2樓(月谷洞)

DASOMCHAE

安清街家

旅路(山水店)

旅路(東明店)

YOUYOUHAN

GLORY(SINSIWA)

五家轩

玫瑰屋(ROSE HOUSE)

西倉韓屋文化館

光州光山區內上路51號街27(松汀洞)

光州光山區溪内街31-14(安淸洞)

光州東區東溪路16-17(山月洞)

光州東區東明路37-5(東明洞)

光州東區白瑞路224號街6-6(東明洞)

光州東區東溪川路81-3(東明路)

光州東區龜城路194號街24(錦南路4街)

光州東區畢門大路210-6(芝山洞)

光州西區訥齋路420(細荷洞)

+82-10-6630-3835

+82-10-6626-1941

+82-70-4240-0976

+82-10-8601-9886

+82-10-2104-8899

+82-10-2947-8800

+82-70-8831-7711

+82-10-3608-7467

+82-10-2388-4651

+82-10-9399-0302

+82-10-8032-3533

+82-10-5506-9824

+82-62-446-2255

+82-62-227-8815

+82-62-227-8815

+82-504-0904-2444

+82-62-233-2755

+82-62-227-5557

+82-10-5090-7982

+82-62-373-1365

+82-10-6630-3835

+82-10-6626-1941

+82-70-4240-0976

+82-10-8601-9886

+82-10-2104-8899

+82-10-2947-8800

+82-70-8831-7711

+82-10-3608-7467

+82-10-2388-4651

+82-10-9399-0302

+82-10-8032-3533

+82-10-5506-9824

+82-62-446-2255

+82-62-227-8815

+82-62-227-8815

+82-504-0904-2444

+82-62-233-2755

+82-62-227-5557

+82-10-5090-7982

+82-62-373-1365



文化·藝術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忠壯路
弓洞藝術街
Bium 博物館
雲林洞美術館街
光州 Folly
光州傳統文化館

自然·歷史
5·18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舊全南道廳)
5·18民主廣場
4·19民主革命歷史館及紀念館
證心寺
朝鮮大學玫瑰

市場
大仁藝術市場

飲食
無等山大麥飯
光州肉餅
光州公園布帳馬車街
東明洞咖啡街
無等山咖啡街

慶典
回憶的忠壯慶典
光州 FRINGE 慶典
媒體藝術節
ACC 世界音樂節

夜景
無等山城嶺

朝鮮大學師範學院
View Folly

文化·藝術
青春發散村
西倉鄉土文化村
金大中會議中心
光州世界盃競技場
國樂常設表演(光州公演場)

自然·歷史
5·18紀念公園
5·18自由公園
光州學生獨立運動紀念館
無覺寺

市場
良洞市場

飲食
光州飯糰
會議中心咖啡街

慶典
西倉平原紫芒慶典

文化·藝術
楊林洞歷史文化村
企鵝村
光州 Folly
光州泡菜城
光州陶藝文化中心
媒體藝術平台

5大觀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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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光州鄉校

市場
南光州市場

飲食
光州飯糰
楊林洞咖啡街

慶典
世界泡菜慶典
早安楊林
Sound Park Festival
鄭律成音樂慶典
車戰遊戲慶典

夜景
社稷公園展望台

文化·藝術
國立光州博物館
市立美術館
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
光州 Folly
歌辭文化圈
南道鄉土飲食博物館
國立光州科學館
光州起亞冠軍杯場地
坪村陶藝工房
風流月光公園

自然·歷史
國立5·18民主墓地
無等山國立公園

光州湖湖水生態園
牛峙公園櫻花
麥冬花林路
無等山楓岩亭楓葉
尖端北美鵝掌揪路
牛峙公園

市場
馬岩市場

飲食
光州鴨肉湯

慶典
光州雙年展
光州設計雙年展
ART PICNIC

文化·藝術
素村 Art Factory

自然·歷史
月峰書院
黃龍親水公園油菜花

市場
1913松汀站市場

飲食
松汀里鄉土牛肉餅

北區

光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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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
雲林洞美術館街
光州傳統文化館
風流月光公園

自然·歷史
無等山國立公園
歌辭文化圈
光州湖湖水生態園
證心寺
無等山楓岩亭楓葉

飲食
無等山大麥飯
無等山咖啡街

文化·藝術
國立亞洲文化殿堂
忠壯路
弓洞藝術街
Bium 博物館
光州 Folly
媒體藝術平台

歷史
5·18民主化運動紀錄館
5·18民主和平紀念館(舊全南道廳)
5·18民主廣場
4·19民主革命歷史館及紀念館

市場
大仁藝術市場

飲食
光州公園布帳馬車街
東明洞咖啡街

慶典
回憶的忠壯慶典
光州 FRINGE 慶典
ACC 世界音樂節

夜景
無等山城嶺
朝鮮大學師範學院
View Folly

文化·藝術
楊林歷史文化村
企鵝村

市場
南光州市場

飲食
楊林洞咖啡街

歷史
光州鄉校

主要地區主題觀光

無等山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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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楊林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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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
早安楊林
Sound Park Festival

夜景
社稷公園展望台

文化·藝術
金大中會議中心
國樂常設表演(光州公演場)

自然·歷史
5·18紀念公園
5·18自由公園
無覺寺

飲食
光州飯糰
會議中心咖啡街

文化·藝術
素村 Art Factory
國立光州科學館

自然·歷史
月峰書院
黃龍親水公園油菜花
尖端北美鵝掌揪路

市場
1913松汀站市場

飲食
松汀里鄉土牛肉餅

文化·藝術
國立光州博物館
市立美術館
光州歷史民俗博物館
光州雙年展
光州設計雙年展

慶典
ART PICNIC

主
要

地
區

主
題

觀
光尚武地區區域 中外公園文化藝術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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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尖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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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光州觀光財團
光州西區尙武Nuri路30
金大中會議中心會議棟1樓

2021. 12

通過光州觀光財團網站(www.gjto.or.kr)諮詢受理

(株)DAS DESIGN 

發行處

發行日

詢 問

設 計

五魅光州手機書
https://tour.gwangju.go.kr/omae/kr/index.html

本書之著作權為光州觀光財團所有。關於美食 Tip 所登載的資訊是參考了光州8期美食店，
以及模範餐廳相關的資訊，關於住宿 Tip 所登載的資訊是參考了觀光酒店、CLEAN酒店、
CLEAN住宿場所、HOSTEL、韓屋體驗場所、外國人旅遊城市民宿場所相關的資訊。關於美
食店和住宿專案的資訊是以步行10分鐘，開車30分鐘以內為基準，所列出。
本手冊登載的資訊是以2021年12月為基準，但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資訊可能發生變動，因此
若為必要事項，建議請事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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