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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获得世界认可的光州精神，
无等山柱状节理带与自然生态系统，
以及被评为韩国国内最早的媒体艺术创意城市，
光州正定位为历史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城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冠王城市
光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
5·18民主化运动记录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体艺术
(Media Arts)

被评为创意城市（2次）

2011 20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无等山圈地质公园

2018



「 五魅 」

光州广域市介绍
· 面积_501.13㎢  · 人口_1,471,385名(截至2020年12月末)  · 语言_韩语  · 气候_温带性气候
· 货币单位_韩元（₩）  · 时间_GMT+9(韩国标准时间 KST)  · 国家电话代码_+82
· 区号_062(从国外拨号时，请去掉0，直接按62)

以无等山为衬，群芳绽放的艺乡、医乡、味乡⸺光州。

五魅一词是全罗道在表示惊讶时常用的感叹词。
此外，也包含“睡或醒，无论何时”的渴望之意。
欢迎各位随时到访，一感光州的魅力。

光州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继承威严正气、
追随正义的光州精神

光州7味和时尚吃播旅行
味乡光州

24小时感受
Hot和Fantastic的光州

活力四射的光州
 Festival&Joy  Life&Feeling

Art&Culture People&History Taste of Gwangju
五魅浪漫(藝) 五魅不忘(義) 五魅之味(味)

五魅开心(興) 五魅满的(情)



[ 主题型城市旅游 ]
乘坐特别设计的巴士，与魅力导游一起享受的主题型
城市旅游。详细日程可以在光州观光财团或光州市旅
游网站上确认。

（旅游信息预计事后公告）

预售 : gwangjuct.com

[ 循环型 城市旅游 ]
围绕无等山的光州~和顺地质名胜观光。光之乡光州~
木浦南道观光等  行光州城市观光巴士，让您以多种方
式享受光州的每一个角落。详细日程可以在光州观光
财团或光州市旅游网站上确认。

预售 : gwangju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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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城市旅游

         障碍 城市旅游    从2月开始每天2次（预定）
 (上午)综合巴士客运站▶ 中外公园▶光州传统文化馆▶ACC▶全一大楼245▶杨林洞▶光州泡菜城
 (下午）综合巴士客运站▶中外公园▶光州传统文化馆▶ACC▶全一大楼245▶杨林洞▶光州泡菜城▶光州公演玛露
 
         无等山圈地质名胜旅游    4月~11月周六,周日 (提前预约系统)
   光州松汀站▶综合巴士客运站▶ 和顺赤壁▶光州湖湖生态园▶环碧堂(传统体验)
▶ 苏锁源 ▶ 综合巴士客运站 ▶ 光州松汀站

         光之乡南道旅游    4月~11月周六,周日 (提前预约系统)
  光州站▶综合巴士客运站▶光州松汀站▶月峰书院 ▶咸平自然生态公园
 ▶ 荣光白岫海岸道路▶光州松汀站▶综合巴士客运站▶光州站

         南道食之旅旅游    4月~11月周六,周日 (提前预约系统)
  光州松汀站▶综合巴士客运站▶北区旅行者中心(传统饮食体验)▶长城湖波荡桥
 ▶光州公演玛露公演观看▶综合巴士客运站▶光州松汀站 

1

2

3

4



公演项目

05

作为宣传光州美丽的风情、楼亭文化的演出，展现精
彩的农乐表演、国乐和融合国乐等艺术内容。游客可
以免费观看，在满月升起的周六晚上，在光州的旅游
胜地举行。详细日程请参考光州观光财团网站。

     光州一带               
     +82-62-611-3635                          gjto.or.kr

民乐月光公演

光州文化艺术会馆
此会馆为扮演了将近三十年光州文化中心作用的场馆，
共有八个艺术团体和三百余名常驻专业人员在这里进
行活动。传统音乐、交响乐、唱剧、芭蕾等多种高水平的
演出在这里亮相，为扩充文化艺术的后备力量和地区性
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光州北区北门大路60
     +82-62-613-8333周六、周日、法定节日 +82-62-613-8240
     gjart.gwangju.go.kr

光州国乐霜雪公演
此演出作为光州代表性文化观光项目之一的知名演出，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17:00在光州演出广场上演。
它不仅融合了传统国乐、四物游戏，还融合了创作国乐、
联合国乐等多种内容，是国乐的盛典。门票免费（指定座
位制），可提前预约（两人以上）。具体日程可登录光州文
化艺术会馆网站进行确认（演出日程可根据情况进行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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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日观
旅游路线

5·18原市中心旅游

原市中心历史·文化观光

杨林历史文化村
(56页)

企鹅村
(65页)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14页)

东明洞咖啡一条街
(45页)

大仁艺术市场
（周六运营夜市）

(42页)

5·18 民主化
运动记录馆

（33页）

5·18 民主广场
（33页）

5·18 民主和平纪念馆
（原全南道厅）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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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午餐
光州乡校
（31页）

造访无等山&毅斋美术馆
（26,19页）

弓洞艺术街
（16页）

ACC Bridge Market、
东明洞咖啡一条街

（45页）

晚餐大仁艺术夜市
（周六运营夜市）

（42页）

光州传统文化馆
（29页）

1日
旅游路线

1日旅行

光州的街

午餐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14页）

光州影像综合文化馆
（View Folly&安装作业“自律建筑”）

(20页)

忠壮路
(16页)

弓洞艺术街
(16页)

 晚餐

杨林历史文化村&企鹅村
(56, 65页)

1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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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1夜
旅游路线

潭阳旅游路线

光州传统文化馆
(29页)

光州
松汀站

杨林历史文化村
(56页)

5·18 民主化运动记录馆
(33页)

晚餐入住商务地区退宿竹绿苑

午餐

午餐三知村 环碧堂、息影亭
(28页)

元晓寺 光州
松汀站

潭阳
潇洒园（28页）

云林洞美术馆街
（19页）

第2天

第1天

艺术旅行

媒体艺术平台
（23页）

市立美术馆
（18页）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61页）

晚餐NC 百货商场购物吴之湖先生故居 、
作家美术馆

午餐

证心寺商业街、
午餐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14页）

光州 Folly Tour
（20页）

第2天

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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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2夜
旅游路线

宝城—光州—顺天—高敞

宝城
大韩茶园

宝城
栗浦海水绿茶中心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18页)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14页)

忠壮路
(16页)

晚餐光州传统文化馆
（29页）

午餐

顺天湾湿地午餐 顺天湾国家庭园 顺天乐安邑城 顺天
电视剧摄影场

第2天

仙岩寺晚餐入住高敞邑城午餐

高敞支石墓群 高敞云谷 Ramsar 湿地 晚餐
(光州)

第3天

第1天

其他光州附近推荐路线

云林洞美术馆街（19页）▶ 光州传统文化馆（29页）  ▶ 云住寺 ▶ 
和顺支石墓群遗址 ▶ 金笠文化动产 ▶ 双峰寺 ▶ 白鹅山天桥 ▶ 环山亭

光州双年展·光州设计双年展（48页）▶ 国立光州博物馆（18页）▶ 笔岩书院 ▶ 
洪吉童主题公园 ▶ 平林坝玫瑰公园 ▶ 长城扁柏治愈之林 ▶ 金谷电影村 ▶ 南仓溪谷 ▶ 白羊寺

光州·和顺路线

光州·长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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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听听光州的过去和现在、
还有未来的故事吧。

01
CHAPTER

五魅
浪漫(藝) 



#五魅浪漫光州
#艺术旅行代表城市   #光州文化旅游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文化空间，由亚洲文化的交流、文化资源的收集·研究、文化产品的创·制作、展
示、公演等地组成。以光州的主题⸺光与森林为主组成的地上公园式建筑样式，不仅具有象征意义
，还可在体验展示、公演、图书馆等多种设施文化，畅玩游乐园的同时，探求研究亚洲无尽的资料，是
可成为文化专门人力的学习基地。已建成民主和平交流院、文化信息院、文化创造院、儿童文化院、艺
术剧场、亚洲文化广场、天空庭院等设施。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38
     +82-1899-5566
     acc.go.kr
     开馆时间：内部设施10:00~18:00（周三·六~19:00）/ 
外部设施6:00~22:00（3 月~11 月），7:00~22:00（12月~2月），
周一及1月1日闭馆 / ※ 开馆时间或因公演、展示、活动、
培训等日程而产生变动 雕刻作品⸺胜利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亚洲文化与艺术交流融为
一体的光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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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和平交流院
运用通过韩国国内外交流收集而来的文化资源，对公演、展示、儿童文
化产品等进行创作，向全世界的艺术人士提供研究·创作空间。

· 儿童文化院
作为韩国最早的儿童文化设施，以亚洲文化为依托，开设体验、教育、
公演，屋顶配有儿童游乐园以及公园

· 文化信息院
作为可收集、研究亚洲文化资源，通过图书馆公园体验、阅览的地方，
进行着参与型文化教育以及培养文化专门人才的项目。

· 文化创造院
它不仅是企划·开发集人文、艺术、尖端科学于一身的融·复合文化产
品的地方，位于其屋顶的天空庭院还是可以在草地上观看天空和星星
的景点

· 艺术剧场
作为汇聚大众性与艺术性的作品登台亮相的地方，是一处可对自由且
富有创意文化产品进行宣传的公演艺术创·制作之地

剧场移动！科技表演 R.E.X：不明之力

家庭文化艺术节 HOW FUN

观光 Tip
登天空庭院一览宜人景
色，感受展示、图书馆、博
物馆、剧场、Archive 等多
种文化空间⸺图书馆公
园。

路线 Tip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忠
壮路→弓洞艺术街→东
明洞→大仁艺术市场→
杨林洞历史文化村

美食店 Tip
马韩地（蒜香鲜牛排）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39-1
+82-62-234-9261

银城紫菜包饭(炸生菜)
光州东区忠壮路内路 
40-1
+82-62-227-9642

住宿 Tip
THE LOFT HOUSE
光州东区桐溪路12号，3层
+82-10-6635-0019

YOUYOUHAN
光州东区白瑞路224号街
6-6号
+82-504-0904-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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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洞艺术街

忠壮路
购物、潮流、美食的必需路线⸺从忠壮路到 club、酒馆以及有着不夜
城之称的旧市厅，是洋溢生动感与逼真感的地方。忠壮路遍布购物中
心、餐厅、电影院、公演设施等，是光州最繁华的地带，也是举办“追忆忠
壮节”的地方。忠壮路旁的旧市厅是24小时不眠
不休的充满年轻气息的地方，位于十字路口
的光州 Folly “开放空间”也举办街头表演。

观光 Tip
忠壮路时尚街可享受品
牌服装、非品牌服装、首
饰等多种商品购物。

路线 Tip
忠壮路→光州剧场→弓
洞艺术街→国立亚洲文
化殿堂→东明洞→南光
州市场→旧市厅

美食店 Tip
民俗村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 
37-2
+82-62-224-4577

宫殿制果（恐龙蛋面包、蝴蝶
派）
光州东区忠壮路93-6
+82-62-222-3477

住宿 Tip
ACC DESIGN 酒店
光州东区锦南路226-11
+82-62-234-8000

YaJa 酒店光州忠壮路店
光州东区中央路160号街
16-21
+82-503-5051-5172

街头艺术庆典

作为融入亚洲文化艺术的休息空间，既是体验亚洲多种文化的庆典，
也是亚洲和地区艺术家、市民交流的场所。今年将以"连接的心"为主
题，举行可以尽情享受亚洲的"东区田亚洲人路"儿童体验项目、新晋
希望作家艺术市场"miro market on&of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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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邻锦南路，是韩国画、书法、工艺等延续南道艺术命脉的地方。如同
首尔的仁寺洞般，装裱店、画舫、美术馆、古玩、小剧场鳞次栉比。从忠
壮路或国立亚洲文化殿堂步行 5分钟之内所到达的地方，请一定驻足
眺望。

     光州东区艺术街一员

光州的明洞忠壮路&
延续南道艺术命脉的弓洞艺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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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林笔房
荣获包含金大中总统表
彰在内的70余个表彰的

毛笔制作工艺，去邂逅匠人吧！

真山
在故事流淌的美食店 

选定的包饭店

中央小学

← 忠壮路

改良韩服

密乐园

光州画廊

德成韩纸笔房

弓洞艺术剧场

在群星闪烁的夜晚
音乐之声

艺术街

艺术街

光州市立
美术馆锦南路分管

无等画廊

2021亚洲文化艺术活性化据点项目

CONNECTED MINDS

连接的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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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国立光州博物馆、市立美
术馆、光州历史民俗博物
馆汇聚在中外公园。每逢
春日，市立美术馆旁露天
剧场的小路上，红梅花粲
然绽放。也不妨漫步在中
外公园的扁柏林荫路。桥
也已架好。

路线 Tip
国立光州博物馆→市立美术
馆→光州历史民俗博物馆→
中外公园→云林洞美术馆街

Bium 博物馆→Eunam 美
术馆→弓洞艺术街→国立
亚洲文化殿堂 图书馆公园

美食店 Tip
* 国立光州博物馆
药水汉方参鸡汤（鲍鱼参鸡汤）
光州北区北大门路173
+82-62-529-7700

* Bium 博物馆
Mom's Cook（饭团）
光州东区桐溪川路143
+82-62-233-1233

住宿 Tip
* 国立光州博物馆
月儿旅馆
光州北区北大门路42号街
16
+82-10-6626-1941

* Bium 博物馆
GINIEISLAND 
光州东区忠壮路58号街14，
1604号（忠壮GOWOON 
REFFINE）
+82-10-7606-5447

湖南地区史前时代的遗迹，历经百济·统一新罗·高丽·朝鲜时代，展出
佛教美术品与各种瓷器、新安前海的海底遗物。
     
     光州北区河西路110
     +82-62-570-7000
     gwangju.museum.go.kr

光州市立美术馆展示了湖南（韩国地区名称）地区美术家们的作品。光
州历史民俗博物馆则介绍了光州和全南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化和
历史，培养了市民们的文化认同性。

· 市立美术馆
     光州北区河西路52
     +82-62-613-7100
     artmuse.gwangju.go.kr

· 光州历史民俗博物馆
     光州北区河西路48-25
     +82-62-613-5337~8
     gwangju.go.kr/gjhfm

光州历史美术博物馆市立美术馆

博物馆馆长花费40余年收集的数万件
民俗品（各种陶器类与传统生活工具等），
按四季主题进行展出。
      
     光州东区霁峰路143-1
     +82-62-222-6668
     biummuseum.com

生动的文化历史艺术
博物馆&美术馆

国立光州博物馆

Bium 博物馆

市立美术馆&光州历史民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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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尹 美 术 馆

禹济吉美术馆

De Young 美术馆

无等现代美术馆

毅 斋 美 术 馆

光州东区毅斋路82

光州东区毅斋路140-6

光州东区城村街6

光州东区证心寺街9 

光州东区证心寺街155

+82-62-232-7335      

+82-62-224-6601     

+82-62-223-6515

+82-62-223-6677      

+82-62-222-3040     

是27个集装箱与管理事务所相连而成的产业园区文化再生空间。在激
活独特空间性特性的 Cube 美术馆，可参观美术作品，也可享受音乐会。 
     
     光州光山区素村路85号街14-9
     +82-62-960-3637
     gwangsan.kr/sochon

位于城村文化村的街道，将无等山山脚与美术馆相连。从韩国画大师
到光州青年美术家，蕴含深厚的艺乡底蕴。

观光 Tip
素村艺术工厂内，有一处
由光州出身的 K-POP 巨
星瑜卤允浩的韩国国内
外粉丝捐赠的开放式小
型图书馆 HUG。

路线 Tip
素村艺术工厂→龙儿朴
龙喆故居→松汀里乡土
牛肉饼街→松汀5日市场
→1913松汀站市场

鞠尹美术馆→禹济吉美
术馆→光州传统文化馆
→De Young 美术馆→无
等现代美术馆→毅斋美
术馆→证心寺

美食店 Tip
* 素村艺术工厂
首尔长命面条
广州光山区松亭路8号街 
41
+82-10-4643-9139

* 云林洞美术馆街                                                                                                                                                                                                                                                                                    
新乐园（糖醋肉）
光州广域市东区毅斋路
71号
+82-62-224-1650

住宿 Tip
* 素村艺术工厂
MGM 观光酒店
光州光山区武珍大路212
号13-33
+82-62-944-8598

* 云林洞美术馆街
COO 酒店
光州南区台南大路117号
街3-3
+82-62-652-0554

毅斋美术馆

证心寺

鹤洞·
证心寺入口站

无等现代美术馆

禹济吉美术馆

鞠尹美术馆

De Young 
Art Museum

素村艺术工厂

云林洞美术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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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

沟通小窝

观光 Tip
素村艺术工厂内，有一处
由光州出身的 K-POP 巨
星瑜卤允浩的韩国国内
外粉丝捐赠的开放式小
型图书馆 HUG。

路线 Tip
素村艺术工厂→龙儿朴
龙喆故居→松汀里乡土
牛肉饼街→松汀5日市场
→1913松汀站市场

鞠尹美术馆→禹济吉美
术馆→光州传统文化馆
→De Young 美术馆→无
等现代美术馆→毅斋美
术馆→证心寺

美食店 Tip
* 素村艺术工厂
首尔长命面条
广州光山区松亭路8号街 
41
+82-10-4643-9139

* 云林洞美术馆街                                                                                                                                                                                                                                                                                    
新乐园（糖醋肉）
光州广域市东区毅斋路
71号
+82-62-224-1650

住宿 Tip
* 素村艺术工厂
MGM 观光酒店
光州光山区武珍大路212
号13-33
+82-62-944-8598

* 云林洞美术馆街
COO 酒店
光州南区台南大路117号
街3-3
+82-62-652-0554

Folly本意是指丧失机能，只具有装饰性作用的建筑。欧洲豪宅庭院内无任何功能只具有装饰作用的建
筑物便是一例。但光州Folly在公共空间内兼具装饰与功能性作用，倾情助力城市再生。它作为光州双
年展与设计双年展的一环开始，Ⅰ, Ⅱ, Ⅲ 已构成一个建筑群，传递着旧市中心地域的强大文化力量。
可通过预约进行Folly游。
     
     +82-62-608-4265
     gwangjufolly.org

沟通小窝

开放空间 记忆的箱子

开放式墙

世界建筑大师参与的城市再生项目⸺光州 Folly

光州 Folly

集中游  步行30~40分钟
光州舍廊房→开放空间→记忆的现代化→开放式墙→99间→调节流动性

光州 Folly Ⅰ, Ⅱ 混合游  步行1小时~1小时30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厕所→开放式墙→99间→投票→记忆的箱子→光州舍廊房

整体游  步行1小时30分~2小时
光州舍廊房→开放空间→记忆的现代化→开放式墙→99间→调节流动性→光州人→书院门
灯会→沟通小窝→潜望镜和亭子

驾车游  私家车30分~40分
光州舍廊房→开放空间→99间→调节流动性→光州人→书院门灯会→沟通小窝→青路文化
中心

Folly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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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流动性光州人

光州川读书室

View Folly+安装作业“自律建筑”

光州舍廊房 光州川读书室

调节流动性光州人 21



拍、揉、转动泥土，让心灵充满养分。上至成人，下至幼儿园小朋友均可
现场体验，还运营就业体验等多种陶艺项目，具有可培训约400人规模
的宽阔空间。从单调的混凝土中暂时解放，来一场有“泥”的主题之旅吧。

     光州南区鸭村4街11
     +82-62-682-8979
     gccc.co.kr

观光 Tip
坪村于2016年被环境部
评为名品村，至今仍保留
着农村、山村的风貌，在
那里还可以看到萤火虫。

路线 Tip
光州陶艺文化中心→豆
综合中心→高元熙故居 
→鸭村堤→褒忠祠

坪村陶艺工房→坪村→歌
辞文学馆→光州湖湖水生
态园→忠孝洞南川柳→无
等山粉青瓷器展览室

美食店 Tip
* 光州陶艺文化中心
梅月黑山羊汤花园（黑山
羊汤&白切肉）
光州西区怀斋流通路
19-24
+82-62-374-6665

* 坪村陶艺工房 
李子石锅饭（参鸡汤&石
锅饭）
光州北区栗谷路178
+82-62-267-8502

住宿 Tip
* 光州陶艺文化中心
西仓韩屋文化馆
光州西区讷斋路420
+82-62-373-1365

* 坪村陶艺工房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延续陶车上的7,000年瓷器历史。是延续无等山粉青瓷器命脉的地方，
是可运用粉青土，转动陶车体验陶艺的空间，亲手制作陶器后放入窑
内烤制后，再进行配送。被评为无等山国立公园内生态观光区域，位于
坪村。
     
     光州北区潭安平武街77
     +82-62-266-8008
     pcdy.co.kr

光州陶艺文化中心 

坪村陶艺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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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在媒体艺术平台上列出
了个人、团体旅游路线，
详细事项可参考网站。

路线 Tip
媒体艺术平台→U 广场
店→何正雄美术馆→青
春发散村→良洞市场

美食店 Tip
清原荞麦（荞麦面）
光州东区中央路174-1号
+82-62-222-2210

住宿 Tip
鲁阿酒店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35
号街3-10
+82-62-232-4696

是可以体验全息影响与媒体艺术，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媒体艺
术创意城市光州未来星人才的教育场所。它位于光郡市民文化馆与艺
术空间。由媒介游乐园、全息剧场、媒体艺术 Archive 等6个空间构成。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338号街7
     +82-62-670-7452~7
     gjmp.kr

· 全息剧场光州
这里是地区最早的全息图专用馆，可以全身心地感受仿佛触手可及的
生动全息图与3面展开的美丽的媒体立面。

· 媒体游乐场光州
这是可以触摸、移动、全身心感受的新媒体体验场，是可以体验增强现
实、动作识别等多种技术的互动空间

· 全息立面
将图像投影到安装在Bitgoeul市民文化中心屋顶的透明屏幕上，宣传
创意媒体艺术之都光州的象征性作品

· 是SPACE 5G啊
这是基于5G沉浸式媒体技术，可以体验到光州独特的媒体艺术内容
的空间

· 媒体艺术档案
这里是收集和分享媒体艺术相关资料的专门空间，收集和展示了25位
当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集和数字作品。

媒体艺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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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继承威严正气，追随正义的
光州精神的起点

02
CHAPTER

五魅
不忘(義) 
五魅
不忘(義) 



#五魅不忘光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无等山
#5·18

无等山国立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无等山国立公园位于光州市中心，每个季
节都有大量访客前来游玩。无等山坐拥被誉为“神之石柱”的柱状节理 ，光州文化遗产资料第1号⸺
千年古刹证心寺、蕴含朝鲜时代歌辞文化情操的歌辞文学馆、萦绕文化·艺术之魂的云林洞美术馆、
位于元晓溪谷群山之中的元晓寺等。不仅如此，还可以一品青绿色的无等山西瓜与朴素的健康膳食
⸺无等山大麦饭。

     光州广域市，全罗南道
     +82-62-227-1187
     无等山国立公园 knps.or.kr/mudeung
     无等山地质公园 geopark.gwangju.go.kr
    芝山游园地单轨铁路

&升降机厢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地质公园的
四季壮美韩国名山

无等山国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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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500年岁月，无等山山脚无石路成为了承载我们的生活与自然、历
史的美丽之路。 走在义兵路、元晓溪谷路、胡枝子路等祖先们曾经走过
的 路 上，感 受 超 然 尘 世 的 氛 围 。全 长 约 5 1 . 8 k m，详 情 请 参 阅  
www.mudeungsan.org（无等山保护团体协议会）。

第1路~第4路（光州北区） 11.50km，3小时10分钟
角化村▶新村▶登村▶培才村▶金井村▶金谷里▶坪村里▶东林村

第4路~第7路（全南潭阳） 6.5km，2小时10分钟
盘石村▶燕川里▶山阴▶正谷里▶京相里▶茂洞里

第7路~第12路（全南和顺） 18km，4小时50分钟
居民会馆▶西洞村▶龙江村▶永平里▶长福川村▶安心里▶水万里
▶万寿洞▶中旨村

第12路~第15路（光州东区） 15.8km，4小时10分钟
龙渊村▶仙桥村▶光州川（州南▶池元洞▶所台洞▶鹤洞）▶南光州
历史▶青路（鹤洞▶瑞石洞▶山水洞▶丰鄕洞▶鸡林洞 ▶中兴洞）▶
光州站

1区间（7.75km，3小时）_ 水旨寺▶青岩桥▶忠壮祠▶元晓寺

2区间（4.12km，2小时）_ 元晓寺▶炼铁遗址▶瑞石台

3区间（11.3km，5小时）_ 状元三岔路▶清风休息区

▶忠壮祠▶忠孝洞陶窑址▶环碧堂

观光 Tip
不妨乘坐无等山缆车&单
轨列车感受一下。体验独
家心跳之旅。共需1小时
30分钟左右，访问芝山游
园地入口即可。

路线 Tip
证心寺→玺印峰→西仁
峰→中岭→长佛岭→柱
状节理带→立石台→瑞
石台→人王峰·地王峰→
中峰→桐华寺→兔子登
→证心寺（步行需4小时
30分钟~5小时）

美食店 Tip
春雪面包（春雪茶淀粉面
包）
光州东区正心寺街155毅
斋美术馆 
+82-62-222-3040

李子石锅饭（参鸡汤&石锅饭）
光州北区栗谷路178
+82-62-267-8502

住宿 Tip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旅路(山水店)
光州广域市东区桐溪路
16-17
+82-62-227-8815

无等山古道

无石路

无等山

第1路

光州站

第2路

第3路 第4路 第5路 第6路

第7路

第8路

第9路

第10路
第11路

第12路第13路第14路

第15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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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走出潇洒园，沿着无石路
漫步，就到了以坪村陶艺
工房与无等山西瓜闻名
的坪村村。

路线 Tip
歌辞文学馆→光州湖湖
水生态园→无等山粉青
瓷器展览室→枫岩亭→
忠壮祠→忠悯祠

美食店 Tip
无等山大麦饭
光州东区之湖路无等山
大麦饭一条街

住宿 Tip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湖水生态园一带的朝鲜时代歌辞文学馆遗址与自然共生，在这里可感
受留下壮美诗篇的祖先们的足迹。不仅有静庵赵光祖为与自然和谐共
生而打造的潇洒园 ，更有环碧堂、 息影亭等将歌辞文化汇聚一堂，即使
放眼全韩国，也是独树一帜。推荐楼亭环绕，汇聚文人墨客作品的韩国
歌辞文化馆。
  
     光州北区环碧堂路387一带

醉歌亭

环碧堂 醉歌亭

鸣玉轩
俛仰亭

潇洒园韩国歌辞文化馆
松江亭

息影亭

在无等山山脚体验
朝鲜先祖们的民乐之游

歌辞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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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每周六下午3点可在光州
传统文化馆免费光看传
统艺术表演。

路线 Tip
光州湖湖水生态园→无
等山生态探访园→忠孝
洞南川柳→歌辞文学馆
→无等山粉青瓷器展览
室→枫岩亭→忠壮祠→
忠悯祠

光州传统文化馆→无等
山现代美术馆→许百炼
春雪轩→无等山圈世界
地质公园中心→毅斋美
术馆→证心寺→药师庵

美食店 Tip
* 光州湖湖水生态园
光州东区之湖路
无等山大麦饭街
无等山大麦饭街道

* 光州传统文化馆
东源酱蟹家常套餐
光州东区之湖路128
+82-62-223-7200

住宿 Tip
* 光州传统文化馆
旅路(山水店)
光州东区桐溪路16-17
+82-62-227-8815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既是生物的栖息地，对市民来说又是可以观察体验生态系统的空间，
更有光州湖的浩渺景致、柳树群落地、湿地保全区域、生态探访路、生
态莲池等自然美景。位于歌辞文学馆的环碧堂附近。

     光州北区忠孝洞905
     +82-62-613-7891

位于证心寺公交车站附近，观看学习以前的事物也别有一番乐趣。也
体验一下展出乐器匠、帧画匠、南道仪礼会饮食匠等作品的无形文化
遗产展示馆与尚州文化遗产亲自指导的创作工坊。
     
     光州东区毅斋路222
     +82-62-670-8550
     gtcc.or.kr

观察自然学习场地⸺光州湖湖水生态园与
继承传统文化的光州传统文化馆

光州湖湖水生态园

光州传统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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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觉寺

观光 Tip
通往证心寺的路上会经
过文彬精舍，那里大部分
都是森林，即使在盛夏时
节，也可以清凉地漫步。

路线 Tip
证心寺→药师庵→毅斋
美术馆→无等现代美术
馆→光州传统文化馆

无觉寺→5·18纪念公园
→金大中会议中心→
5·18自由公园→光州公
演玛露

美食店 Tip
* 证心寺
云林谷农园（烤鸭肉）
光州东区云林街57-7
+82-62-222-5778

* 无觉寺
章鱼村（辣炒章鱼）
光州西区尚武民主路6号
街36
+82-62-382-0799

住宿 Tip
* 证心寺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 无觉寺
贵族酒店
光州西区市厅路50号街5
+82-62-385-1100

位于5·18纪念公园的无觉寺是市中心的寺庙。想要脱离宗教静静修养
时，不妨漫步丛林，静听鸟鸣。吟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忘却尘世烦恼
。书房&Gallery Lotus 也有美术作品展出。此外，还开放再利用市场珍宝
岛，支持寺庙寄宿。

     光州西区云川路230
     +82-62-383-0108
     无觉寺 mugaksa.com  · 寺庙寄宿 mugaksa.templestay.com

是光州代表性的千年古刹，位于光州传统文化馆附近。澈鉴禅师于新
罗献仁王4年（860）创建，寺内保存着铁造毘卢遮那佛坐像（宝物第131
号）、石铸菩萨立像等。支持寺院寄宿，距证心寺公交车站钟点步行约
22分钟。

     光州东区正心寺街177
     +82-62-226-0108
     证心寺 jeungsimsa.org
     寺庙寄宿      
     jeungsimsa.templestay.com

支持寺院寄宿的
光州代表性寺庙

证心寺

无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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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在光州乡校从10:00~16:00
，一起聆听文化观光解说
员的介绍吧。再花上1小时
的余暇漫步在月峰书院的
哲学家之路也是不错之选。

路线 Tip
光州乡校→杨林历史文化
村→社稷公园瞭望塔→企
鹅村→忠壮路→国立亚洲
文化殿堂→东明洞

月峰书院→松山游园区→
黄龙亲水公园→1931松汀
站市场→松汀5日市场→
松汀里乡土牛肉饼街

美食店 Tip
* 光州乡校
木浦河豚店（韩餐套餐）
光州东区龟城路150
+82-62-223-8549

* 月峰书院
松汀里牛肉饼街
光州光山区光山路松汀里
乡土牛肉饼街

住宿 Tip
* 光州乡校
商务酒店DUU
光州东区龟城路144号街9
+82-62-234-7755

阿里家旅馆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428号
街6
+82-10-2104-8899

位于光州公园，是朝鲜时代教化百姓及驯化风俗的教育机构。继承东
方礼仪之邦的传统，提供儒家经典、书法、汉文、冠婚丧祭、儒家大学等
多种教育项目。被评为光州有形文化遗产第39号，现存建筑有大成殿、
明伦堂、东庑、西庑、东斋、西斋、内三门、外三门碑阁等。
  
     光州南区中央路107号街5
     +82-62-672-7008
     gjhyanggyo.or.kr

作为歌颂缅怀高峰奇大升德才的地方，每年举办春·秋乡祭。一度因大
院君的“书院撤废令”而遭到破坏，以1938年修建冰月堂为开端，到
1981年期间，后续又修建了祠堂、外三门、藏板阁、内三门。历经数十年
一个一个修建也是其一大特点。在月峰书院可以通过游戏和艺术的形
式学习哲学，同时还运营可体验朝鲜祖先们的一天的多种教育·文化
项目。
  
     光州光山区广谷路133
     +82-62-960-8255
     wolbong.org

满足五感的民乐散步 
乡校·书院文化遗产

光州乡校

月峰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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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让我们再次参观展示戒
严军和市民军交战场所
的3楼市民画廊吧。

仅这里的外墙上就发现
了14个弹痕。

路线 Tip
全一大楼245→5·18民主
化运动记录馆→5·18民
主广场钟楼→5·18民主
和平纪念馆

美食店 Tip
Mom's Cook（饭团）
光州东区桐溪川路143
+82-62-233-1233

马韩地（蒜香鲜牛排）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39-1
+82-62-234-9261

住宿 Tip
ACC DESIGN 酒店
光州东区锦南路226-11
+82-62-234-8000

THE LOFT HOUSE
光州东区桐溪路12，3层
+82-10-6635-0019

在锦南路一原几乎唯一保留旧貌的全一大厦245处发现了245个弹痕，
再次向世界展示了5·18民主化运动的历史惨状。2020年重新诞生为综
合文化空间，特别是位于屋顶的全一阁位于锦南路最高处，可眺望无
等山、国立亚洲文化殿堂、5·18民主广场等，并将游客引向参观
19800518展览馆的起点。1楼的全一存档中，从1968年第一次竣工到
2020年改造，可以体验增强现实，重新诠释开花的形态，连接1楼~3楼
的绽放象征楼梯，意味着重新绽放的全一大厦245。

     光州东区锦南路245
     +82-62-225-0245

保留着光州精神旧貌的 
历史文化代表性空间

全一大楼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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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原光州基督教中心的记录馆，正收集·保管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记忆项目的5·18记录物。1层~3层为常设展示室，6层已复
原为尹恭熙大主教室。
     
     光州东区锦南路221
     +82-62-613-8204
     518archives.go.kr

原全南道厅作为最后的抗战地，可
在此观看将5·18与传媒相结合的作
品。民主广场建有层叠式喷泉，是一
处燃烧熊熊抗争意志的场所。

     光州东区锦南路一街41
     +82-1899-5566

※ 一起漫步连接5·18和光州文化资源的伍月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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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光 Tip
民主运动记录馆、5·18民
主和平纪念馆、5·18民主
广场位于国立亚洲文化殿
堂的一带，适合作为同一
路线参观。

路线 Tip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5·18
民主广场→5·18民主和平
纪念馆→5·18民主化运动
记录馆→4·19民主革命历
史馆→大仁艺术市场

美食店 Tip
高丽朝参鸡汤
光州东区锦南路231
+82-62-224-2526

汉城会馆（生鱼片）
光州东区忠壮路45-22
+82-62-224-2842

住宿 Tip
Guest145
光州广域市东区龟城路194
号街19
+82-62-233-0145

五家轩
光州广域市东区龟城路194
号街24
+82-62-227-5557

5·18民主和平纪念馆

践行仁义，
民主化的象征5·18

5·18民主化运动记录馆

5·18民主和平纪念馆（原全南道厅）&5·18民主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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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5·18民主墓地民主之门

国立5·18民主墓地曾是守护民主主义的历史象征。5·18民主化运动纪
念物于 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项目，此处不仅饱含
愤怒与悲伤，更承载着对未来的希望与决心。周围有象征着新生命的
复活与希望的5·18民主抗争悼念塔、5·18影像资料及展示空间⸺崇
慕楼、悼念牺牲者的遗影奉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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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5·18教训的空间⸺纪念文
化馆及5·18设施展示

     光州西区尙武民主路61
     +82-62-376-5197

展示5·18民主化运动当时的尚
武台法庭·营仓及资料、照片等

     光州西区尚武平和路13
     +82-62-376-5183

观光 Tip
5·18纪念日前一天在锦南
路举办前夜祭。承载五月
光州的大同精神的街头游
行与巫术、农乐队等多种
活动。

路线 Tip
国立5·18民主墓地→国立
光州博物馆→无觉寺→
5·18纪念公园→金大中会
议中心→5·18自由公园

美食店 Tip
* 国立5·18民主墓地
节气饭桌（韩定食）
光州北区河西路672号街45
+82-62-574-8220

* 5·18纪念·自由公园
不同紫菜包饭·饭团
光州西区治平路86
+82-62-381-1127

住宿 Tip
* 5·18纪念·自由公园
Wimz Home
光州西区尙武台路1014号
街 27-6, 1层
+82-10-9240-1052

宾利商务酒店
光州西区尚武平和路124
+82-62-352-7500

5·18英魂安息之所⸺民主墓地，
光州市厅一带的5·18纪念地

国立5·18民主墓地

5·18纪念公园 5·18自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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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纪念馆是用于歌颂为了守护自由民主主义勇于反抗非正义的革命
精神，继承和发扬4·19精神的场馆。展示空间由‘呼唤革命的政权、湖南

（韩国地区名称）4·19革命、4·19革命微型立体景、悼念影像室’等构成。
     
     光州东区无等路328
     +82-62-224-0419

观光 Tip
参观4·19民主革命历史
馆及纪念馆时，推荐参观
位于城市中心圈的5·18
相关场所（请参考18页）
和路线。

路线 Tip
4·19民主革命纪念馆→
4·19民主革命历史馆→
5·18民主化运动记录馆→
5·18民主广场→5·18民
主和平纪念馆→东明洞咖
啡一条街→大仁艺术市场

美食店 Tip
* 4·19民主革命纪念馆及历史
馆
奥尔能伊虎掌菇清炖鸡（
河豚汤）
光州东区无等路326
+82-62-226-4743

* 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纪念
馆
江村（泥鳅汤、鲶鱼汤）
光州西区马勒覆盖路
152-3
+82-62-374-3579

住宿 Tip
* 4·19民主革命纪念馆及历史
馆
Guest145
光州东区龟城路194号街19
+82-62-233-0145

* 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纪念
馆
Pedro’s House
光州西区世界杯4强路
181号街42
+82-10-9592-9993

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的崇高精神而设立的场所。以各
种展示材料和历史资料为基础，阐述了真实的历史，同时运营热爱国
家历史体验学习项目。在全南女高还设有学
生独立运动女学徒纪念历史馆。

     光州西区学生独立路30
     +82-62-221-5500
     gsim.gen.go.kr

为继承4·19革命精神而在光州高中设立了象征着正义、自由与和平的
4·19民主革命历史馆。作为学生们历史文化体验学习的空间，常设展
馆的地板是由4·19革命当时的报纸铺成的。
     
     光州东区中央路302
     +82-62-225-0419

4·19革命历史馆&纪念馆、
民族独立的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纪念馆

4·19民主革命纪念馆

4·19民主革命历史馆

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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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州7味到时尚的吃播旅行
体验美味的故乡“味乡光州”。

03
CHAPTER

五魅
之味(味)



#五魅之味光州
#光州7味   #光州咖啡店街

韩正食



被评为代表光州味乡食品第一的饭团，是5·18
民主化运动当时市民为了互相激励而传下来
的食物，蕴含着分享与年代的意味。

      推荐餐厅：不同紫菜包饭·饭团
                             Bob concert

光州饭团
分享与年代的代表食品

小萝卜叶卷着添加了时令蔬菜的无等山大麦
饭一起吃，味道更佳。30多年前，以登山客为对
象开始兴起了大麦饭店，逐步成为特化街。
     
      光州东区之湖路无等山大麦饭一条街
     (有着10余家大麦饭饭店)

无等山大麦饭
无等山山脚的健康食品 

1970年原光州邮局后身的一位名叫金灿心的
奶奶发明了用生菜将炸好的各种料理包着吃
的吃法，是光州的乡土饮食。
     
      推荐餐厅：现丸团兼、银城紫菜包饭、阳山大舶

光州油炸生菜
油炸与生菜的绝妙搭配

将牛肉与猪肉压好搅拌制成的松汀里乡土牛
肉饼，美味又清淡，堪称一绝。始于1976的松汀
里乡土牛肉饼已建成了特色街道。

      光州光山区光山路松汀里乡土牛肉饼街
     (有着10余家牛肉饼店)

松汀里乡土牛肉饼
美味偷饭贼

·  一定要品尝的光州饮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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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为了回头客而附赠的肉饼，将牛肉薄
薄地切开，裹上鸡蛋和糯米粉后当场就可以吃
是其特点。

      推荐餐厅：大光餐馆,肉饼名家

光州肉饼
光州饼的格调

源自山、田野、大海中的食物带来丰盛一餐，可
同时感受韩国传统的美与味，是备受游客们喜
爱的食物。
     
       推荐餐厅：百年味家、朝鲜屋, 宽敞房间、
                              金匙筷银匙筷

韩定食
山珍海味一桌摆齐

将发酵黑山岛斑鳐、煮猪肉、熟透的辣白菜一
起吃，也别有一番滋味，盘旋在鼻尖的斑鳐的
热辣风味让人食欲大振。

      推荐餐厅：金家园

斑鳐三合
南道的灵魂料理

鸭肉、水芹菜、紫苏粉的绝妙搭配制成的鸭肉
汤。以1970年光州站附近的鸭场的发展为开端
，已建成特色街道。
     
     光州北区景阳路鸭肉汤街 
     (有着10余家鸭肉汤店)

光州鸭肉汤
光州滋补品的传统

·  光州的味道，感受其自尊心的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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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深度且味道独特的5家代表性美食店，“게미（特色）”一词是南道方言，
指饮食味道有深度。
     
金家园（斑鳐三合）
     光州西区尚武民主路123号街13-7        +82-62-382-8700

梅月黑山羊汤花园（黑山羊汤&白切肉）      
     光州西区怀斋流通路19-24          +82-62-374-6665

明花肉食餐馆（小南瓜老式汤饭）
     光州光山区平洞路421        +82-62-943-7760

海南城内餐厅（韩牛大酱火锅）
     光州南区凤仙路21         +82-62-672-5123  

迎着海风，略咸略硬的味道也是一种魅力。在
清爽的绿茶中泡上米饭，再放上干黄花鱼，或
者蘸辣椒酱吃，更加保留风味。

      推荐餐厅：朝鲜屋、迎宾馆、好日子

干黄花鱼定食
略咸的大海之味

特色美食店
传承的有深度且独特的味道

每晚，光州公园前的广场上灯火通明。从忠壮
路越过光州川便可看见，周日以及天气恶劣时
休息。

     光州南区光州公园广场（广州桥对面）

光州公园路边小吃街
夜晚风情与美味下酒菜

·  畅游光州的特色美食之旅  ·

金家园

海南城内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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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洞市场

不仅是光州，同时也是全罗南道规模最大的
传统市场，作为一所应有尽有的综合型市场，
是洋溢着南道民风与特色方言的风情之地。
以前售卖整鸡的“水一炸鸡”与“良洞炸鸡”极
为著名，更获得了青春发散村的认可，推荐纳
入旅游路线游览。
     
     光州洗去川边左路238
     +82-62-366-0884
     yangdongmarket.modoo.at

南光州市场
作为背靠南光州站的水产品特色市场，这里的
海鲜料理、煤球烧烤、汤饭比较有名气。早市时
，新鲜的海鲜和农产品以低廉价格进行交易，
第一和第三个周日为休息日。

     光州东区霁峰路17号街18-6
     +82-62-226-1101
     namgwangju.modoo.at

马岩市场
每月2、4、7、9日开放的马岩市场，有潭阳、谷城
、长城、和顺等地的农民带来自己耕种的农产
品出售，新鲜的蔬菜广为人知。
     
     光州北区东门大路85号街62
     +82-62-262-4082
     malbawoomarket.modoo.at

·  在代表性传统市场中一品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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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风貌、艺术完美融合的
- 大仁艺术市场 -

42

韩国观光之星

大仁艺术市场
被评为2018韩国观光之星，传统市场与艺术相结合，别具一种
风情。开放夜市的日子，可以感受一坪艺廊、想象共享工厂一
修、大仁艺术仓库⸺妙手、体验村、售卖区等多种文化·艺术
与公演。不仅如此，还有肉饼、泡菜饼、五花肉紫菜包饭、风味
汤面 、章鱼串、德国啤酒等丰盛小吃。夜市每周六19:00~23:00
开放，冬季休市，一般3月或 4 月开市。
     
     光州东区独立路284-2
     +82-62-233-1420
     blog.naver.com/byeoljang

大仁艺术
夜市



更少年

TTOA 面包

蛋炒饭

咖啡1913

可乐饼叔叔

源自槐树天然蜂蜜的甜味搭配无糖、
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剂的羊羹！

面包控姑娘、面包控小伙子快来呀~
快来尝尝巧克力面包、年糕奶油面包。

便于食用的包装，还有低廉的价格！
是它就是它~记忆中的味道⸺可乐饼！

迟到你就吃不到~

这里有红参拿铁、
手工酸奶、坚果等着你~！

市场小吃游的终结者
- 1913松汀站市场 -

作为一处年轻的市场，重生的1913松汀站市场是仅在
此行走，也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地方。100多米的街上到
处都是蛋炒饭、可乐饼、烧饼、羊羹、手工面条、精酿啤酒
、炒面等小吃。还有黑白照相馆、校服体验店，看看写在
地上的建筑的竣工年份也别有一番趣味。该街区离光州
松汀站间有约步行5分钟的距离，非常方便游客参观。
     
     光州光山区松汀路8号街13
     +82-62-942-1914
     1913songjungmarket.modoo.at

1913松汀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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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拥有40多年历史的全国五大面包店之一，
使用天然酵母种制作健康的面包，其代表性的
品种是恐龙蛋面包和蝴蝶派。

     光州东区忠壮路93-6
     +82-62-222-3477

Vervies是由梦想成为永远的面包师的糕点师
经营的面包店，与宫廷糕点一并是光州面包地
巡礼的代表路线之一，这里的魔王派和法棍面
包吐司非常有名。

     光州东区瑞石路36
     +82-62-226-0696

这里是让全国各地的面包爱好者
心动的面包巡礼圣地

#面包地巡礼  #全国5大面包店  #光州烘焙店

宫廷糕点 Vervies

小麦面包店 YOONSEUL面包店

YANGIN糕点
以"好街区、好人、好面包"为口号销售有机面包
，这里象征杨林洞的欧文豆沙面包和巧克力面
包等人气很高。

     光州南区济众路47号街1
     +82-62-651-8241

YOONSEUL面包店是使用环保有机面粉的值
得信赖的面包店，这里有奶油卷、纯素面包和
玛德琳等诱人胃口的面包。

     光州东区桐溪川路166
     +82-62-224-3777

小麦面包店梦想成为地球上最美味的面包店，
也是继父亲之后由自家兄弟经营的面包店，这
里的豆奶油面包备受欢迎。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26号街10-2
     +82-62-223-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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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光州的
咖啡一条街

与首尔的经理团街、延南洞相类似的东明洞。以
干练的咖啡一条街闻名，随处可见餐厅、大堂吧、精
品店、小剧场。不同于忠壮路的别样风情，是彰显潮流光
州的代表性热门景点。不仅有咖啡与茶饮，若想体验各具特色的重建空间所
带来的魅力，强烈推荐东明洞。每到周末，人们便汇集于此，参观小型剧场 
Green Theater、蒲公英小剧场也是个不错之选。

     光州东区东明路一带

像东明洞咖啡一条街一样有着鳞次栉比的特
色咖啡店。如您是第一次参观杨林洞，在参观
杨林洞观光咨询处内的“我们的村故事馆”后，
享用杨林五街口附近的咖啡也是个不错的选
择。还可一同感受古宅、西式建筑等光州近·现
代遗迹的魅力。

     光州南区杨林五街口一带

佐以无等山的风光与夜景，一品咖啡醇香。若想远离
尘世喧嚣感受静谧氛围，推荐游览新阳公园酒店附
近地区。它也是个不错的约会或兜风
路线。

     光州东区无等路592一带

东明洞咖啡一条街

杨林洞咖啡一条街

会议中心咖啡一条街

无等山咖啡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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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给有计划参加位于金大中会议中心路对面，由金大中会议中
心举办的活动，或参观5·18自由公园、光州公演玛露（国乐霜雪公
演）的游客。如乘坐地铁，请走金大中会议中心站5号、6号出口。

     光州西区尚武世界路30一带



Hot和Fantastic的光州，
24小时感受光州独特的魅力。

04 
CHAPTER

五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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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魅开心光州
#光州庆典   #热门景区旅行

回忆的忠壮庆典



始于1995年的光州双年展在光州的文化艺术传统与5·18民主化运动
以后，开始在国际社会广为人知，是将光州的民主精神在文化价值层
面进行升华的展览会。按空间展出兼具创意性与实验性的现代美术作
品。

     双年展展馆及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82-62-608-4114
     gwangjubiennale.org
     2023年4月7日~2023年7月9日

观光 Tip
位于双年展展馆的中外
公园，不仅有国立光州博
物馆、市立美术馆、光州
历史民俗博物馆，更可通
过云岩堤、龙凤堤、公园
散步路感受艺术、自然、
治愈之旅。每逢春日樱花
盛放，推荐游览儿童公园
，在那里您可以感受体现
着90年代情感的儿童游
乐设施。

路线 Tip
光州双年展·设计双年展
→光州历史民俗博物馆
→市立美术馆→国立光
州博物馆→中外公园→
Art Picnic

美食店 Tip
K2(炸猪排)
光州北区龍峰路66
+82-62-529-5700

优味日本料理（生鱼片套
餐）
光州北区北大门路33号
街3
+82-62-512-3302

住宿 Tip
Hotel Yeogijoa
光州北区北大门路13
+82-62-522-3700

是在与光州双年展相同场地举办的国际综合设计活动。近距离感受设
计的美学·实用性·经济性价值，掌握世界设计潮流趋势，开展多种展
示与国际性学术活动等。

     双年展展馆及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82-62-531-7784
     gdb.or.kr
     单数年9月~11月

‘查看更多’
   文化活动

光州双年展

光州设计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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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更畅快地游玩，请参考追
忆忠壮节官网的活动场
地构成图。世界泡菜文化
节会举办韩国唯一获得
总统奖的泡菜演讲大会。

路线 Tip
* 追忆忠壮节
忠壮路→光州剧场→弓
洞艺术街→大仁艺术市
场

* 世界泡菜文化节
泡菜博物馆→世界泡菜
研究所→豆综合中心→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住宿 Tip
* 追忆忠壮节
红火的日子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5
+82-10-6425-8465

* 世界泡菜文化节
三和酒店
光州西区风金路177号街3
+82-62-682-6811

进入秋季，忠壮路和锦南路就会掀起马戏和牛仔裤的风潮。重返年轻
时，按照着装要求身穿牛仔裤，向着 go go 场出发。追忆忠壮节、大学歌
谣祭 Returns、回忆之主题街、忠壮月光野营、Dancing 90’s、校服体验
馆等符合各个年代。

     忠壮路、锦南路一带
     +82-62-608-2421~4
     donggu.kr/cjf
     每年9月~10月中

它是泡菜宗主城市⸺光州每年举办的代表性特产文化节。为使全世
界的人可以体验韩国泡菜，举办了腌泡菜体验、泡菜展示、泡菜脱口秀
、泡菜演讲比赛等多种项目，参观泡小镇，亲手腌制泡菜也是推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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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忠壮节

世界泡菜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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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艺穗节最大的特点在于
没有限制，庆典现场没有
舞台设置。不买票也可以
，也不用花时间寻找公演
场地，街边也有很多可以
畅玩的新鲜文化产品。

路线 Tip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忠
壮路→弓洞艺术街→东
明洞→大仁艺术市场

美食店 Tip
Alain（法式料理）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
17-6
+82-62-228-2345

民俗村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37-2
+82-62-224-4577

住宿 Tip
光州熊猫旅馆
光州东区霁峰路102
+82-10-2632-7323

Oasita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
20
+82-10-4145-9965

50

不限哑剧、音乐、街头表演、马戏团等流派与年龄，是任何人都可以自
由表演的广场文化项目。由参与·体验、公演·比赛等构成，参考咨询处
发放的公演项目手册即可。

     光州一带
     +82-62-670-7967
     fringefestival.kr
     每年7月~10月

由青年举办，是青年的生命与故事、炽热的年轻朝气共存的全球文化
艺术节。请尽情感受街头表演、体验展位、青年市场、流动餐饮车等由
年轻人的创意构成的多种项目。

     光州一带
     facebook.com/wyouthfestival
     每年10月~11月

艺穗节

光州青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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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艺术节，是尖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提供多种可以激发好奇心的视
听体验、行为艺术、VR 展示、人与艺术相融合的表演等文化产品。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gjmp.kr
     每年10月

提供空气城堡、积木乐园、巧克力艺术之家、少儿艺术学校、色彩游戏，
还有爸爸妈妈也可以体验的艺术游戏等以及公演项目。

     光州中外公园草坪广场
     +82-62-413-2530
     artpicnic.kr
     每年5月~10月周六

作为光州代表性的人文学艺术节，被选为2018年度文化广场艺术节。
可参与及体验秋季林中音乐会、展示、人文学课堂等项目。

     社稷公园一带
     +82-62-671-7356
     goodmorningyangrim.com
     每年10月~12月

观光 Tip
推荐由 HOLOGRAM 
FACADE、媒体艺术 
Archive 等6处光之空间
构成的媒体艺术平台。

路线 Tip
* 媒体艺术节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媒
体艺术平台→社稷公园
瞭望塔

* Art Picnic
市立美术馆→光州历史
民俗博物馆→中外公园
→国立光州博物馆

美食店 Tip
* 媒体艺术节
DDLANCHE（韩正食）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26
号街10-4
+82-62-234-8118

* Art Picnic
优味日本料理
光州北区北大门路33号街3
+82-62-512-3302

住宿 Tip
* 媒体艺术节
YOUYOUHAN
光州东区白瑞路224号街6-6
+82-504-0904-2444

* 早安杨林
Horanggasinamu 旅馆
光州南区济众路47号街20
+82-62-654-0976

媒体艺术节

Art Picnic

早安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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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如果您正在计划夏季光
州旅行，那么强烈推荐将
西班牙的弗拉门哥、匈牙
利的民俗音乐、欧洲的爵
士、印度的西塔尔、亚洲
传统音乐等世界音乐汇
聚一堂的ACC世界音乐节。

路线 Tip
* ACC 世界音乐节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忠
壮路→东明洞→弓洞艺
术街→大仁艺术市场

* Sound Park 艺术节
杨林洞历史文化村→社
稷洞吉他街→崔升孝故
居→李章雨故居→禹一
善传教士私宅→企鹅村

美食店 Tip
* ACC 世界音乐节
海南餐厅（醒酒汤）
光州东区白瑞路125号街31
+82-62-225-0664

* Sound Park 艺术节
PINETREE(牛排)
光州南区白瑞路97-1
+82-62-413-3266

住宿 Tip
* ACC 世界音乐节
ACC DESIGN 酒店
光州东区锦南路226-11
+82-62-234-8000

* Sound Park 艺术节
Horanggasinamu 旅馆
光州南区济众路47号街20
+82-62-654-0976

作为在国立亚洲文化殿堂（ACC）的
天空庭院铺上凉席感受的世界音乐
节，更有众多国内外风格迥异的艺术
家们倾情参与。为了朋友、恋人、家人
还有我，在夏末再去休假一次如何？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一带
     +82-62-601-4618
     每年8月

作为衔接ACC世界音乐节热浪的
音乐节，在社稷公园举办。是可以
接触国内外多种流派的大众音乐
的艺术节。请连接杨林洞历史文
化村一同感受。
     
     社稷公园
     +82-62-654-3627
     facebook.com/peakmusic
     每年11月

在这个音乐节中，可近距离感受
杨林洞生人，并作为被中国推选
出的3大近·现代音乐家之一的郑
律成的成绩和他的作品世界。
     
     郑律成母校及光州辖区内学校等
     +82-62-670-7466/7468 
     jysfestival.kr
     每年 10月中

ACC 世界音乐节

Sound Park 艺术节

郑律成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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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光州代表性民俗文化节，由车战游戏的发祥地⸺漆石村举办。前夜
祭举办点鼠火、堂山节、农乐活动，在元宵节彩排举办农乐与车战，还
开展拔河、放风筝、跳板、荡秋等岁时民俗游戏。参观4D影像体验馆、民
俗游戏体验广场等将尖端技术融合于民俗游戏中的车战游戏主题公
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车战游戏主题公园
     +82-62-650-8382
     gossaum.com
     每年元宵节

观日落于紫芒之间，知其壮阔宛如画卷。在荣山江举办的西仓田野紫
芒艺术节，漫步在银光飒飒的紫芒路，全身心地感受秋的浪漫与情趣，
是自然亲和型治愈艺术节。荣山江自行车道咨询中心可免费租借自行
车。

     荣山江亲水公园一带
     +82-62-350-4792
     sgfesta.co.kr
     每年10月

观光 Tip
在导航中搜索“荣山江自
行车道咨询中心”即可立
即前往停车场。 

路线 Tip
* 车战游戏节
车战游戏主题公园→褒
忠祠→鸭村堤→高元熙
家屋→豆综合中心→光
州陶艺文化中心

* 西仓田野紫芒艺术节
西仓桥→西仓乡土文化
村→晚归亭→金大中会
议中心→5·18自由公园
→无觉寺

美食店 Tip
* 车战游戏节
梅月黑山羊汤花园（黑山
羊汤）
光州西区怀斋流通路
19-24
+82-62-374-6665

* 西仓田野紫芒艺术节
冈次(炸猪排)
光州西区治平112
+82-62-373-3355

住宿 Tip
* 车战游戏节、西仓田野
紫芒艺术节
西仓韩屋文化馆
光州西区讷斋路420
+82-62-373-1365

车战游戏节

西仓田野紫芒艺术节



观光 Tip
光州家庭乐园运营着国
内最高（75m）的摩天轮，
在和畅的日子甚至可以
看到潭阳。

路线 Tip
歌辞文学馆→国立5·18
民主墓地→光州湖湖水
生态园→歌辞文化馆→
民乐月光公演

芝山游乐园→无等山大
麦饭一条街→无等山咖
啡一条街→云林洞美术
馆街→证心寺

美食店 Tip
* 牛峙公园
节气饭桌（韩定食）
光州北区河西路672号街
45
+82-62-574-8220 

* 芝山游乐园
无等山大麦饭 
光州东区之湖路无等山
大麦饭一条街

住宿 Tip
* 牛峙公园 
SOME MOTEL
光州北区龙头宅地路17
+82-62-573-1122

* 芝山游乐园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是拥有动物园、植物园、光州家庭乐园等的综合公园。运营动物园职业
探访、动物生态解说、放学动物教室等体验项目，可通过网站申请。推
荐用各种照明装点的光州家庭乐园，还可在牛峙公园享受汽车专用影
院 、豪华野营。 
     
     光州北区牛峙路677
     +82-62-613-5860
     gwangju.go.kr/uchipark

这里复古风的缆车和因为特有的颠簸感而能感受到刺激感的单轨列
车非常有名。在八角亭观景台可以欣赏无等山和光州全景，芝山游乐
园通过SNS和口碑相传，以独特的游乐设施聚集人气。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23号
     +82-62-221-2760 
      instagram.com/jisanyuwonji_official

牛峙公园

芝山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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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公园入口处街道一侧是一条吉他
咖啡厅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
吉他馆"，在年轻人中声名远扬，也是
中老年人的聚集地。现在这里被建设
成特色街，可以观看到各种造型以及
目前活动中的吉他歌手们的演出。

     光州南区社稷路17

通过手工牌匾引发怀旧情绪的光州剧场是韩国唯一留存的单馆剧场。
对于熟悉多厅式剧院的现代人来说，内部的木雕装饰、大厅展示的旧
放映机、电影上映前敲响的沉闷钟声，都会让人感到微妙的魅力和引
起人们的怀旧情绪。

     光州东区忠壮路46号街10
     +82-62-224-5858
     cafe.naver.com/cinemagwangju

观光 Tip
希望大家在光州剧场旁
的"电影胡同"中漫步，体
验和了解光州的剧场、电
影文化史和海报等。

路线 Tip
* 光州剧场
光州剧场→独立书店少
年的书→电影胡同→
KIMNETGWA→弓洞艺术
街→大仁艺术市场

* 社稷洞吉他街
杨林村故事馆→企鹅村
→李章雨故居→禹一善
传教士私宅→社稷公园
观景台→社稷洞吉他街

美食店 Tip
* 光州剧场
清河会馆(生鱼片套餐)
光州东区忠壮路45-12
+82-62-223-7037

* 社稷洞吉他一条街
黄松村忠壮店（猪排谷）
光州东区中央路160号街
16-10
+82-62-222-4815

住宿 Tip
* 光州剧场
GINIEISLAND
光州东区忠壮路58号街
14，1604号（忠壮
GOWOON REFFINE）
+82-10-7606-5447

* 社稷洞吉他一条街
绿色花园
光州南区济众路39-5，2层
+82-10-8601-9886

光州剧场

社稷洞吉他街

充满复古感性的
古色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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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参观杨林洞观光咨询处
旁的村故事馆，推荐与观
光解说员一起探访。以杨
林五街口为起点，随处可
见时尚咖啡店与餐厅。

路线 Tip
建筑游、传教游、艺术游
等详细内容请参考官网

美食店 Tip
PINETREE(牛排)
光州南区白瑞路97-1
+82-62-413-3266

金英姬江南炖冻明太鱼
光州南区独立路54号街34
+82-62-655-7574

住宿 Tip
阿里家旅馆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428号
街6
+82-10-2104-8899

THM
光州南区良村街27-5
+82-10-2947-8800

李章雨故居

柯蒂斯纪念厅 

韩国与西洋、儒教与基督教、传统与现代共存的杨林洞历史文化村。由
各式近现代建筑物与百余年大树林立的森林构成，历史与建筑、文化
艺术完美融合，堪称一座博物馆。 此外，依然保留着当时建造的基督教
遗址与韩国传统文化遗址胡同。杨林洞历史文化馆又被誉为光州的原
型，最具代表性的有李章雨故居、崔升孝故居。也可在歌颂传教士们献
身精神的巡礼地，禹一善传教士私宅 、Owen 纪念阁 以及传教士墓域
等地欣赏遗迹与西式建筑。此外，还培养出了诗人金显承、作曲家郑律
成等杰出的作家、诗人、音乐人。

     光州南区Seoseopyeong街7
     +82-62-676-4486
     visityangnim.kr

传统韩屋与西式建筑相得益彰
近·现代历史的百年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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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年轻作家的工作室、工坊、文化活动家的聚集地
、个性化咖啡店和餐厅、感性的商店鳞次栉比。这里是将位于曾经萧条
的原城市中心的韩屋和旧宅进行改造而打造的充满文化活力的空间，
因为聚集着很多独特而充满感性的咖啡厅，因此被称为"咖啡厅一条
街"。

     光州东区东明路一带

观光 Tip
东明洞不仅有时尚的咖
啡厅和餐厅，还有可以观
看戏剧的剧场
YounBaram，以及可以参
观2万多件传统生活用品
的BiUm博物馆。

路线 Tip
东明洞→Bium博物馆→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弓
洞艺术街→忠壮路→全
一大楼245→区政府

美食店 Tip
Alain（法式料理）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
17-6
+82-62-228-2345

东明家园餐厅（牛肋眼肉）
光州东区毕门大路230
+82-62-232-8877

住宿 Tip
OASITA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20
+82-10-4145-9965

GLORY(SINSIWA)
光州东区桐溪川路81-3
+82-62-233-2755

时尚热门景点

东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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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常生活注入活力
相遇充满活力的和谐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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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泡菜城
观光 Tip

一起去光州泡菜城的泡
菜发酵食品馆看看吧。信
息通过4个发酵区提供。
世界泡菜研究所位于光
州泡菜城旁。

路线 Tip
光州泡菜城→泡菜博物
馆→世界泡菜研究所→
大豆综合中心→西仓乡
土文化村→南道乡土饮
食博物馆

美食店 Tip
梅月黑山羊汤花园（黑山
羊汤&白切肉）
光州西区怀斋流通路
19-24
+82-62-374-6665

住宿 Tip
三和酒店
光州西区风金路 177号街3
+82-62-682-6811

梦想旅馆
光州西区风金路177号街7 
+82-62-681-3745

这里是可以学习体验泡菜文化和历史的综合主题乐园。主要设施有可
一目了然地观赏泡菜历史、遗物等的泡菜博物馆、生产美味南道泡菜
的泡菜 HACCP 工厂、可亲自体验泡菜浸泡制作及品尝泡菜的泡菜体
验馆、了解发酵相关知识的泡菜发酵食品馆等。
     
     光州南区泡菜路60
     +82-62-613-8222
     gwangju.go.kr/kimchitown

探索泡菜科学层面的优秀性，为将泡菜文化传播至全世界，作为执行
相关领域的综合型研究开发的机构，可观摩到从种菌培养到制造设备
等一系列流程。

· 个人（10人以下）：每月第三周的星期三10:00~11:00
· 团体：依照申请时间协商而定

      ※ 节假日、成立纪念日以及其他研究所集体活动日等除外

观摩申请方法 : 网站访问→机构介绍→观摩申请或咨询宣传负责人 
  (+82-62-610-1831)

      光州南区泡菜路86
      +82-62-610-1700
      wikim.re.kr

观摩项目

世界泡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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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推荐南道乡土饮食博物
馆有趣的饮食故事角。为
您按照饮食搭配、不同体
质推荐适宜饮食。

路线 Tip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国立光州博物馆→市立
美术馆→光州历史民俗
博物馆→光州双年展·设
计双年展

国立光州科学馆→尖端
百合树路（光州市民之林
）→月桂洞长鼓坟→武阳
书院

美食店 Tip
*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文玉(韩正食)
光州北區日谷村路152
+82-62-572-7027

* 国立光州科学馆
宽敞房间
光州北区大村街6号街 
20-6
+82-62-972-8201

住宿 Tip
*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光州观光酒店
光州北区捿霞路183号街56
+82-62-261-7777

* 国立光州科学馆
Hotel The Spot
光州北区AMKOR路32
+82-62-971-1362

若想了解南道饮食，强烈推荐这里。略长的茶点模具形状的建筑便是
让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它是为了保存·继承南道饮食文化与乡土文
化而建造的。由各种展示室与体验室构成，通过传统饮食讲座，亲手制
作宫廷炒年糕、糕点、高梁煎饼等，学习祖先的智慧。还展示着各种文
物，推荐参观3层的湖南文化资料展示馆。

     
     光州北区雪竹路477
     +82-62-575-8883
     bukgu.gwangju.kr/namdofood

乘坐宇宙飞船的瞬间，便爆发出科学方面的好奇心与创造力。形如宇
宙飞船般的科学馆，以光为主要主题，融合艺术与科学，此处运营着可
以刺激视觉与听觉的多种展示·体验项目。这里由游客们可以参与的
体验中心的展品构成。可在天文·教育住宿楼⸺星光世界馆用望远镜
探索宇宙之美，也可在此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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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国立光州科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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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金大中大厅旁是光州观
光纪念品展销厅，在此可
购买工艺品和观光纪念
品。金大中会议中心路对
面的咖啡厅也值得一游。

路线 Tip
金大中会议中心→会议
中心咖啡一条街→5·18
自由公园→尚武地区繁
华街区→5·18纪念公园
→无觉寺→云川湖水公
园

美食店 Tip
海东活鱼（时令韩式套餐）
光州西区尚武大陆653-1
+82-62-515-3344

蒲公英(酱蟹,干黄花鱼)
光州西区尚武和平路137
+82-62-374-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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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州华美达广场酒店
光州西区尚武自由路149
+82-62-717-7000

主导 MICE（Meeting 会议、Incentives 奖励旅游、Convention 大会、
Exhibition 展览）事业的光州代表性论坛⸺金大中会议中心。国际观
光博览会、农水产品博览会、HOME LIFESTYLE SHOW、SW庆典、公演、
展示等国际性商品、技术、信息、文化交流的全球性交流场所。如此，不
仅可以体验充满现场感的多种主题活动，同时提供以MICE参与者们为
对象举办的文化艺术体验项目。展馆可设500余个展台，大会厅则分为
可容纳2,000名观众的大
会议室与26个中小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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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_金大中会议中心展示栋1层
景点_故前总统金大中的半身像和手印、生前使用过的物件

金大中大厅

金大中会议中心

62



观光 Tip
光州世界杯体育场附近
还有浮光跃金的枫岩湖
水公园。

路线 Tip
光州起亚冠军杯场地→U 
广场店→何正雄美术馆
→青春发散村→良洞市
场

光州世界杯体育场光州
泡菜城→乐天奥特莱斯
→枫岩湖水公园→光州
泡菜城→泡菜博物馆→
世界泡菜研究所

美食店 Tip
* 光州起亚冠军杯场地
玉川面屋 （冷面）
光州北区无等路144
+82-62-528-3888

* 光州世界杯体育场
迎宾馆(韩正食)
光州西区枫岩循环路128
号街 75, 2楼
+82-62-384-6000

住宿 Tip
* 光州起亚冠军杯场地
New光州Guest HOUSE
光州北区西岩大路289号
街9
+82-507-1494-2245

* 光州世界杯体育场
Dia 旅馆 
光州西区枫岩1路21号街
9-18
+82-62-682-6673

观众席与竞技场间距离较短，可极具真实感地观看棒球赛。最多可容
纳27,000名观众，外场 Sand Park 另设有小型游泳场，可进行戏水，也
有空气滑梯可供游玩。

     光州北区瑞林路10
     +82-70-7686-8000
     起亚 Tigers _ tigers.co.kr
     门票预售 _ ticketlink.co.kr

它是韩国在亚洲范围内于 2002 年最早创造4强神话的竞技场。将无等
山的山脊线形象化的屋顶将其建筑上的英姿一展无余，2015年作为夏
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赛场，是现在光州 FC 的本垒球场。

     光州西区金花路240
     +82-62-604-2002

光州起亚冠军杯场地

光州世界杯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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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去登一下青春发散村中
形形色色的108阶吧。在
西仓乡土文化村的韩屋
文化馆中运营着传统文
化讲座、礼节学堂等项目。

路线 Tip
西仓乡土文化村→晩归
亭→西仓田野紫芒路→
金大中会议中心→5·18
自由公园→5·18纪念公
园→青春发散村→良洞
市场

美食店 Tip
* 青春发散村
水日炸全鸡
光州西区川边左路262号
街1-1号 
+82-62-369-8916

良洞炸全鸡
光州西区川边左路262
+82-62-364-5410

* 西仓乡土文化村
梅月黑山羊汤花园（黑山
羊汤&白切肉）
光州西区怀斋流通路
19-24
+82-62-374-6665

住宿 Tip
* 青春发散村
发散 HOUSE
光州广域市西区川边左
路118号街4-2
+82-507-1387-2701

* 西仓乡土文化村
西仓韩屋文化馆
光州西区讷斋路420
+82-62-373-1365

7~80年代纺织女工曾聚居的村子，通过 Color Art 项目与公共设计，摇
身一变成为色彩感爆棚的地方。村入口的壁画、各处的雕塑以及用钢
铁制成的怦怦大桥等洋溢着蓬勃的活力。

     光州西区川边左路12-16
     +82-62-464-0020
     bal-san.com

作为留存着朝鲜中期韩屋的地方，可在此体验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
沿着胡同的石板路自在行走，在时间中用心感受西仓田野的粼粼麦浪
与无限西洋，蔚为壮观。

     光州西区讷斋路420
     +82-62-373-1365
     schanok.or.kr

青春发散村

西仓乡土文化村

Color Art 是兼具魅力非凡的青春发散村与
韩屋之美的西仓乡土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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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 Tip
吃企鹅村的代表面包企
鹅面包，在旁边的BTS 
J-hope壁画处拍张纪念
照吧。

路线Tip
* 企鹅村
企鹅村→BTS J-hope壁
画→企鹅村工艺街→李
章雨故居→禹一善传教
士私宅→社稷公园观景
台

美食店Tip
* 企鹅村
杨林企鹅村合作社咖啡厅

（企鹅面包）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450号
街8-9
+82-62-676-0007

* 坪村村
Oyari石锅饭（参鸡汤和石
锅饭）
光州北区Bamsil路178
+82-62-267-8502

住宿Tip
* 企鹅村
阿里家旅馆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428号
街6
+82-10-2104-8899

* 坪村村
无等公园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
14-10
+82-62-226-0011

在村庄平原有草木丛生的平旷原野，这里种植着环保田螺大米，在
流经村庄中心的丰岩川，栖息着市中心已经消失的萤火虫，以及无
等山的旗舰种天然纪念物水獭。作为生态环境优秀的村庄，坪村村
2016年被环境部指定为生态旅游地区，同时这里也是自古以来制
造粉青瓷器，拥有南道之魂的村庄。

     光州北区坪村街15
     +82-62-266-2287
     bandivill.net

将废品变为艺术品的废料艺术品村，为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颤颤巍
巍走路的样子就像企鹅一样，所以取了“企鹅村”这个名字。沿着杨林洞
行政福祉中心的路标走，到达狭窄的胡同路，那里已摇身成为极具个性
的展厅，但也能看到曾经的乡村风貌。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 446 号街7

企鹅村

坪村村

用废品、古董装饰的垃圾艺术村和
可以在大自然中休息的宁静的坪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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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魅浪漫(藝)

无等山城岭
无等山的自然与光州的夜景和谐相生的
地方。城岭是代表性的夜景地点，站在高
处远眺灯火辉煌的光州，美不胜收。还可
以享用瞭望台的咖啡店。

     光州东区无等路669

View Folly
写着“CHANGE”的大型广告牌非常醒目，这
里就是光州  Folly Ⅲ。位于光州影像综合文
化馆的屋顶，可观赏无等山、国立亚洲文化
殿堂、锦南路等处的夜景。

     光州东区霁峰路96 
     光州影像综合文化馆8层

社稷公园瞭望塔
作为位于社稷公园最高处附近的夜景点，
登上4层的瞭望台，迎着凉爽的风将光州的
全 景 尽 收 眼 底 。装 有 望 远 镜 ，每 日
9:00~22:00可以使用。

     光州南区杨林洞社稷公园

朝鲜大学师范大学
位于朝鲜大学最高建筑内的天文台，是隐藏
的夜景点。感受到登上半山腰后短暂休息的
心情，较为安静。推荐自驾或乘坐校内公交。

     光州东区毕门大路309

一览光州璀璨夜景的最佳场所

夜景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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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芳香光州的方法

四季之花观光地

黄龙亲水公园油菜花
尽情享受光州油菜花的精髓吧。
占地 27,000m² 的油菜花田，金灿
灿的油菜花随风翻涌，令人沉醉
其中。还可同油菜花一起，欣赏湖
光水色。

     光州光山区仙岩洞 241-31

春

麦门冬林间路
每年8月紫色麦门冬的盛放之路，
被评为 2018 年全罗道代表性100
佳观广地之一。水杉郁郁葱葱，即
使在盛夏，也依然适合漫步。
     
     光州北区文兴洞803-1

夏

枫树如同隧道般郁郁葱葱，是光州
代表性枫叶景点。从枫岩堤步行移
动也很方便。
          
     光州北区枫岩堤路117

无等山枫岩亭枫叶秋

枝繁叶茂的百合树路，让人全身
心地感受秋天的浪漫，形成于光
州市民之林附近。
    
     光州北区秋岩路30

光州市民之林 
百合树路秋

湖水旁的樱花之路，蜿蜒向远。
欣赏湖光水色，是春游的绝佳地
点。去牛峙公园欣赏樱花，漫步
樱花之路吧。

     光州北区牛峙路677

牛峙公园樱花春

朝鲜大学玫瑰园中五彩斑斓的
玫瑰争奇斗艳。5月~11月运营，
开放时间为9:00~21:00，敬请注
意。
    
     光州东区毕门大路309

朝鲜大学玫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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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观光项目为收费项目

体验内容：制作豆沙半月糕、高梁煎饼、什锦炒菜、紫菜包饭宫廷炒年
                      糕、四季面条，探访乡土饮食展馆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30人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体验内容 : 制作宫廷炒年糕、什锦炒菜 、参鸡汤、糕蛋糕等，探访名人常设展示场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40人

光州传统文化馆

体验内容 : 三色烙饼、炒年糕、拌饭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100人

JS CUISINE ACADEMY

体验内容 : 松汀牛肉饼、参鸡汤、什锦炒菜、五色高粱饼、紫菜包饭、年糕汤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120人

艺味料理职业专门学校

体验内容 : 荡平菜 、黄瓜膳、饺子、九折坂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118人

东冈料理学院

体验观光项目
G-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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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观光项目为收费项目

光郡自然寺庙饮食体验馆
体验内容 : 制作寺庙饮食
所需时间 : 2小时
容纳人数 : 30人

盛宴 
体验内容 : 制作传统韩餐、茶道
所需时间 : 2小时
容纳人数 : 15人

Wellness 景点

THERAPY SPA SOBE
体验主题：美容·SPA
体验内容：提供个性化 SPA 治疗
项目

扁柏世界酵素宫
体验主题：美容·SPA
体验内容：扁柏、香草、酵素主题
的五种治疗体验

体验内容 : 学习最新 K-POP 舞蹈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30人

JOY DANCE & PLUG IN MUSIC ACADEMY

体验内容 : 学化韩流妆容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30~50人

光州女子大学

体验内容 : 学习韩流造型、学习特殊装扮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50人

爱丽慕思美妆学院

 · 特别体验项目 · 

体验观光项目
G-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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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ULTURE

※  体验观光项目为收费项目

体验内容 : 书生体验、拓本体验、制作古书、茶礼体验、探访月峰书院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50人

月峰书院

体验内容 : 茶道、体验传统婚礼、穿汉服、制作扇子、画轴，
                       长鼓体验、体验书法，文化遗产解说师乡校探访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100人

光州乡校

体验内容 : 跆拳舞公演、观看击破示范、学习跆拳道基本动作
所需时间 : 2小时
容纳人数 : 100人

湖南大学

体验内容 : 观赏传统公演、工艺体验、体验国乐器（长鼓）、茶礼体验、
                       文化遗产解说师游
所需时间 : 1小时30分钟
容纳人数 : 30人

光州传统文化馆

体验观光项目
G-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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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
光州交通信息

旅游咨询处及购物
住宿场所

5种不同的主题旅游
各主要区域的主题旅游

五魅光州



光州旅游信息

从首尔、仁川机场等地接近方便,可以通过航空、KTX、高速巴士等访问。

交通信息

交通 区间 所需时间 其他

※光州站（ITX、无穷花号）+82-1544-7788

航空
KTX
SRT

高速
巴士

金浦机场-光州机场 50分钟 光州机场 +82-1661-2626

光州松亭站 +82-1544-7788

光州综合巴士客运站
+82-62-360-8114

1小时50分
1小时30分~50分

3小时20分

首尔龙山站-光州松亭站
首尔水西站-光州松亭站

首尔中央城市客运站
-光州综合巴士客运站

光州广域市巴士运行信息
路线咨询：+82-62-120

大众交通
巴士有普通巴士和座席巴士两种，地铁1号线正在运行中。使用交通卡乘坐时，在下车30分钟以内换乘免费
，无次数限制。

电话应召出租车
光州 Call Taxi : +82-62-368-5000 
光郡 Call : +82-62-525-2555
交通弱势群体移动支援中心 : +82-62-600-8900

地铁指南 grtc.co.kr

平洞 道山 光州松汀

松汀公园

机场 金大中会议中心

尚武 云川 双村
花亭

农城

石头岭
良洞市场

锦南路5街

锦南路4街

文化殿堂

南光州
鹤洞·

      
证心寺入口

所台鹿洞

文化旅游解说员
提供旅游资源专业解说（可提前预约10名以上团体游客）
活动时间:10:00~17:00     咨询:光州观光财团 +82-62-611-3650

旅游 传译 咨询电话

Korea Travel Hoteline

随时随地获取旅行信息 +82-2-1330
观光地·住宿指南支持8国语言24小时服务 

（国外使用时 +82-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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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生活
Pedro’s House

Kimnetgwa
Oasita

Dasomchae

光州市民会馆

松亭村咖啡厅20

坪村陶艺工房 

漆石街1
New光州旅馆

麦田酿造厂

茶生园
光州东区霁峰路100-1号2楼
光州西区世界杯四强路181号街42（双村洞）

光州东区龟城路204号街13(大仁洞)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20

光州光山区内上路51号街27号(松亭洞)

光州南区中央路107号街15

光州光山区松岛路257-1

光州北区Damanpyeongmu街77

光州南区漆石街1
光州北区中兴洞599-100

光州光山区松亭路8号街29

光州东区毅斋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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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物

乐天百货
新世界百货
NC 百货

光州东区独立路268
光州西区武珍大路932
光州北区景烈路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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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货商场 地址 电话

NC WAVE
Y'Z PARK
金湖 World
乐天奥特莱斯光州世界杯店
光州奥特莱斯
世正奥特莱斯
IMPACT 奢侈品商场
乐天奥特莱斯光州水莞店

光州东区中央路163
光州东区忠壮路72
光州西区军盆2路54
光州西区金花路240
光州西区尚武大路627
光州西区尚武大路773
光州光山区尚武大路509
光州光山区长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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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莱斯及商场 地址 电话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观光咨询处
光州综合巴士客运站观光咨询处
金大中会议中心观光咨询处
杨林洞观光咨询处
光州站观光咨询处
光州松汀站观光咨询处

光州机场观光咨询处

光州东区文化殿堂路38
光州西区武珍大路904
光州西区尚武世界路30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418号街2
光州北区无等路235
光州光山区尚武大路201

光州光山区尚武大路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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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地址 电话

旅行者平台
地点 地址 电话

观光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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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_观光酒店

住宿地址 地址 电话

住宿_外国人观光城市民宿

住宿地址 地址 电话

住宿_青年旅社

Oasita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20 +82-10-4145-9965

住宿地址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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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等公园酒店

Bentley Hotel 

ACC DESIGN 酒店

光州华美达广场酒店

马斯特斯观光酒店

CS酒店

佛罗伦斯酒店

法兰西酒店

光州假日酒店 

光州观光酒店

MGM 观光酒店
帝国观光酒店

光州东区之湖路164号街14-10

光州东区瑞石路10号街5

光州东区锦南路226-11

光州西区尚武自由路149

光州西区尚武莲下路46

光州西区尚武莲下路128

光州西区尚武中央路38号街5-8

光州西区市厅路20号街21-6

光州西区尚武世界路55

光州北区捿霞路183号街56

光州光山区武珍大路212号13-33
光州光山区林芳蔚大路800号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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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州熊猫旅馆

红火的日子

Jinny Island

Royce

THE LOFT HOUSE

Pedro guesthouse

pedro's house 2

Wimz Home

发散 HOUSE

希望民宿

SUSS HOUSE

光州东区霁峰路102(壮洞)

光州东区东明路20号街5,2层(东明洞)

光州东区忠壮路58号街14，1604号（忠壮 GowoonReffine） 

光州东区百书路210，301号(瑞石洞)

光州东区桐溪路12，3层(东明洞)

光州广域市西区尚武台路935号街18-3(双村洞)

光州西区世界杯4强路181号街42(双村洞)

光州西区尙武大路1014号街27-6,1层(花亭洞)

光州广域市西区川边左路118号街4-2(良洞)

光州西区白石街19，101洞601号（马勒洞,希望街公寓）

光州广域市西区军盆1路45号,1栋1107号(花亭洞,无等公园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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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电话

住宿_韩屋体验

查看更多五魅光州推荐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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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旅馆旅馆

月儿旅馆

光州北区景阳路63号街15(林洞)

光州北区北大门路42号街16(云岩洞)

+82-10-6630-3835

+82-10-6626-1941

Horanggasinamu 旅馆

绿色东山

阿里家旅馆

THM

光州南区济众路47号街20(杨林洞)

光州南区济众路39-5，2层（杨林洞）

光州南区川边左路428号街6(杨林洞)

光州南区良村街27-5（杨林洞）

+82-70-4240-0976

+82-10-8601-9886

+82-10-2104-8899

+82-10-2947-8800

Dasomchae

山月旅馆

Joa旅馆

光州松汀站旅馆

GINIE HOUSE

GINIE HOUSE2

WORK-LIFEBALANCE HOUSE

光州光山区內上路51号街27-1(松亭洞)

光州光山区月峰半月街143-5，301号(山月洞)

光州光山区新道山街52(道山洞)

光州光山区松亭路65号街6，2层(松亭洞)

光州光山区平洞路1115号街53-3(松亭洞)

光州光山区平洞路1115号街53-5(松亭洞)

光州光山区月谷路40号街5号,2层(月谷洞)

+82-70-8831-7711

+82-10-3608-7467

+82-10-2388-4651

+82-10-9399-0302

+82-10-8032-3533

+82-10-5506-9824

DASOMCHAE

安清街家

旅路(山水店)

旅路(东明店)

YOUYOUHAN

GLORY(SINSIWA)

五家轩

玫瑰屋(ROSE HOUSE)

西仓韩屋文化馆

光州广域市光山区内上路51号街27(松亭洞)

光州广域市光山区GYEAN街31-14(安清洞)

光州广域市东区桐溪路16-17(山水洞)

光州广域市东区东明路37-5(东明洞)

光州广域市东区白瑞路224号街6-6(东明洞)

光州广域市东区桐溪川路81-3(东明路)

光州广域市东区龟城路194号街24(锦南路4街)

光州广域市东区毕门大路210-6(芝山洞)

光州广域市西区讷斋路420(细荷洞)

+82-70-8831-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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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主题的旅行主题

文化·艺术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忠壮路
弓洞艺术街
Bium 博物馆
云林洞美术馆街
光州 Folly
光州传统文化馆

自然·历史
5·18民主化运动记录馆
5·18民主和平纪念馆（原全南道厅）
5·18民主广场
4·19民主革命纪念馆及历史馆
证心寺
朝鲜大学玫瑰

市场
大仁艺术市场

饮食
无等山大麦饭
光州肉饼
光州公园路边小吃街
东明洞咖啡一条街
无等山咖啡一条街

艺术节
追忆忠壮节 
艺穗节
媒体艺术节
ACC 世界音乐节

夜景
无等山城岭

14
16
16
18
19
20
29

33
33
33
35
30
67

42

38
39
40
45
45

49
50
51
52

66

旅
游

景
点

列
表

东区 西区

南区

朝鲜大学师范大学
View Folly

文化·艺术
青春发散村
西仓乡土文化村 
金大中会议中心
光州世界杯体育场
光州国乐霜雪公演(光州公演地板)

自然·历史
5·18纪念公园
5·18自由公园
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纪念馆
无觉寺

市场
良洞市场

饮食
光州饭团
会议中心咖啡一条街

艺术节
西仓田野紫芒艺术节

文化·艺术
杨林洞历史文化村
企鹅村
光州 Folly
光州泡菜城
光州陶艺文化中心 
媒体艺术平台

66
66

64
64
62
63
05

34
34
35
30

41

38
45

53

56
65
20
60
22
23

76



北区

光山区

31

41

38
45

49
51
52
52
53

66

18
18
18
20
28
61
61
63
22
05

34
26

历史
光州乡校

市场
南光州市场

饮食
光州饭团
杨林洞咖啡一条街

艺术节
世界泡菜文化节 
早安杨林
Sound Park 艺术节
郑律成音乐节
车战游戏节

夜景
社稷公园瞭望塔

文化·艺术
国立光州博物馆
市立美术馆
光州历史民俗博物馆
光州 Folly
歌辞文学馆
南道乡土饮食博物馆 
国立光州科学馆
光州起亚冠军杯场地
坪村陶艺工房
民乐月光公演

自然·历史
国立5·18民主墓地
无等山国立公园

29
67
67
67
67
54

41

39

48
48
51

19

31
67

43

38

光州湖湖水生态园
牛峙公园樱花
麦门冬林间路
无等山枫岩亭枫叶
尖端百合树路
牛峙公园

市场
马岩市场

饮食
光州鸭肉汤

艺术节
光州双年展
光州设计双年展
Art Picnic

文化·艺术
素村艺术工厂

自然·历史
月峰书院
黄龙亲水公园油菜花

市场
1913松汀站市场

饮食
松汀里乡土牛肉饼

5个
主

题
的

旅
行

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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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大仁艺术市场

饮食
光州公园路边小吃街
东明洞咖啡一条街

艺术节
追忆忠壮节 
艺穗节
ACC 世界音乐节

夜景
无等山城岭
朝鲜大学师范大学
View Folly

文化·艺术
杨林洞历史文化村
企鹅村

市场
南光州市场

饮食
杨林洞咖啡一条街

历史
光州乡校

文化·艺术
云林洞美术馆街
光州传统文化馆
民乐月光公演

自然·历史
无等山国立公园
歌辞文学馆
光州湖湖水生态园
证心寺
无等山枫岩亭枫叶

饮食
无等山大麦饭
无等山咖啡一条街

文化·艺术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
忠壮路
弓洞艺术街
Bium 博物馆
光州 Folly
媒体艺术平台

历史
5·18民主化运动记录馆
5·18民主和平纪念馆（原全南道厅）
5·18民主广场
4·19民主革命纪念馆及历史馆

主要圈域主题观光

无等山圈域

旅
游

景
点

列
表

杨林洞圈域

19
29
05

26
28
29
30
67

38
45

14
16
16
18
20
23

33
33
33
35

 
42

40
45

49
50
52

66
66
66

56
65

41

45

31

忠壮路圈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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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
早安杨林
Sound Park 艺术节

夜景
社稷公园瞭望塔

文化·艺术
金大中会议中心
光州国乐霜雪公演(光州公演地板)

自然·历史
5·18纪念公园
5·18自由公园
无觉寺

饮食
光州饭团
会议中心咖啡一条街

文化·艺术
素村艺术工厂
国立光州科学馆

自然·历史
月峰书院
黄龙亲水公园油菜花
尖端百合树路

市场
1913松汀站市场

饮食
松汀里乡土牛肉饼

文化·艺术
国立光州博物馆
市立美术馆
光州历史民俗博物馆
光州双年展
光州设计双年展

艺术节
Art Picnic

主
要

圈
域

主
题

观
光尚武地区圈域 中外公园文化艺术带圈域

51
52

66

62
05

34
34
30

38
45

19
61

31
67
67

43

38

18
18
18
48
48

51

海南&清潭圈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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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光州观光财团
光州西区尚武NURI路30号
金大中会展中心会议厅栋1层

2021. 12

通过光州观光财团网站(www.gjto.or.kr )咨询受理

(株)DAS Design

发 行 处

发 行 日

询 问

设 计

五魅光州手机笔记本
https://tour.gwangju.go.kr/omae/kr/index.html

本书版权归光州观光财团所有。美食店Tip登载的信息运用了光州8期美食店和模范餐厅信息，
住宿Tip登载的信息运用了观光酒店、CLEAN酒店、CLEAN住宿场所、HOSTEL、
韩屋体验场所、外国人旅游城市民宿场所的信息。美食店和住宿项目的信息以
步行10分钟，开车30分钟以内为准。
本手册登载的信息以2021年12月为准，根据当地情况，信息可能发生
变动，请提前确认必要的事项。 







从
热
门
景
点
到
寻
常
巷
陌
，感
受
光
州
的
5种
魅
力

五魅光州文化観光ポータル

五
魅
光
州

五魅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