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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春节及中秋当天休息）

10:00~17:00(16:00时截止)

华城行宫、西将台、长安门、练武台、华西门

4人以上游客

游览当天可向旅游解说咨询中心提出申请

华城行宫 ：031-228-4480

长安门 ：031-251-4514

华西门 ：031-207-7985

西将台：031-228-2764

练武台：031-228-2763

夏季（3月~10月） 09:00~18:00

冬季（11月~2月） 09:00~17:00

水原华城宣传馆 031-290-3601

1楼：水原华城展览室及扩增实镜体验

地下1层：影像室及临时展览室

第一场 - 09:30 / 最后一场 - 17:00 （冬季 16:30）

上映时间：20分钟 （12:00~13:00 期间停播）

华城运营组：031-290-3625

3C

3C

031-254-5555，251-4438 / 传真 031-247-6555

31间 （自用房  15间、西式屋 12间、韩式屋 4间）

106人（最多可容纳 130人）

餐厅、会议室 2间、洗衣房、厨房等

全年无休

水原文化财团 www.swcf.or.kr

华城行宫 - 八达门旅游咨询中心

无车日：每月最后一个周六 13:00~17:00

3C

八达门转盘道~中东十字路口

无车日：每月最后一个周六 13:00~17:00

4B

2D 4E

行宫洞 （长安门和华虹门之间），池洞 （市立池洞幼儿园旁）

3F

2C

代表水原市的夜景名胜

正祖大王为何、如何建造“水原华城”的？
仔细走访和体验“水原华城”角角落落吧。

水原市灵通区光教湖路 57 （下洞 1023）

031-228-4198

行宫洞一带（新丰洞、长安洞）

无车日：每月最后一个周六 11:00~17:00

2D

1E

2D

夏季（3月~10月） 10:00~18:00

冬季（11月~2月） 10:00~17:00

水原市长安区长安洞 458号街 9 （梨木洞 186-3）

免费

031-271-9777

水原市八达区苍龙大路 21 （梅香洞）

031-228-4242

3D

水原市灵通区光教路 182

031-228-4179

2F

区分 备注
金额

09:00~18:00 （售票截止至 17:00时）

伴着幽兰月色，走在“水原华城”

行宫广场 → 水原川 → 华虹门 → 长安门 → 华西门 → 行宫广场

行宫广场 → 长安门 → 长安公园 → 华西门 → 罗蕙锡故居 → 行宫广场

行宫广场 → 工房街 → 炸鸡一条街 → 南水门 →华虹门 → 行宫广场

3C

家庭、团队 （3人以上） / 参加人员 ： 45人以上

成人 48,000韩元 / 青少年 43,000韩元 / 小学以下 38,000韩元

4月~11月 （每月2次）

· 第一天 ：   水原华城、华城行宫游览及国弓、视频、华城御车等 

体验活动

· 第二天 ：   参观水原华城博物馆等 

（具体日程及节目见水原文化财团网站）

在线受理 （不提供电话预约服务）

华城运营组 ： 031-290-3624

练武台售票处 : 031-228-4686 / 华城御车售票处 : 031-228-4683

区分 成人 青少年 儿童

2E2B

2F

拉满箭弦吧，我们是朱蒙的后裔！

全年 （春节、中秋节当日、雨雪天停演）

· 夏季 （3月 ~ 10月） 09:30 ~ 17:30

· 冬季 （11月 ~ 2月） 09:30 ~ 16:30

东将台 （练武台）

7周岁起 （小学生以上）

练武台售票处 : 031-228-4686 每次(10发) 2,000韩元

2B

为了我和我的家人 诚心敲打孝园之钟吧！

· 夏季 （3月~10月） 09:00 ~ 18:00

· 冬季 （11月~2月） 09:00 ~ 17:00

八达山顶峰

1 ~ 2人 ： 1,000韩元 （1次3打）  /  3 ~ 4人：2,000韩元 （1次3打）

西将台售票处 : 031-228-4669

4C4B

八达门附近

4C

池洞市场内米肠城

3C

水原 李眼科 后边的胡同

水原市灵通区苍龙大路 265 （二仪洞）

031-228-4150

2F

小学 3~6学年 （参加人员：40人）

20,000韩元/人

全年10次 （10:00~16:00）

· 观看视频、华城御车及国弓体验

· 水原华城博物馆及华城行宫解说游

（具体日程及节目见水原文化财团网站）

在线受理 （不提供电话受理服务）

华城演出组：031-290-3634

小学以上 / 参加人员：100人

20,000韩元/人

5月~10月，农历十五前后共计20次

5月~8月 （20:00~22:00） / 9月~10月 （19:30~21:30）

· 守月人 （解说员）相伴的夜游水原华城、华城行宫

· 乘坐华城御车欣赏城廓路夜景

· 在华城行宫品尝茶点，观赏传统演戏

（具体日程及节目见水原文化财团网站）

在线受理 （不提供电话受理服务）

华城演出组：031-290-3633

水原华城

3B3B

3B

水原华城
旅游指南及设施

夏季：10:00~19:00 / 冬季：10:00~18:00(周一休馆)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833

区分 成人 青少年 儿童

-

031-228-3800

http://sima.suwon.go.kr

常年运营(春节、中秋节和雨雪天停运)

练武台 → 华虹门 → 长安门 → 华西门 → 八达山 → 华城行宫 →

水原南门市场 → 练武台(运行间隔约1小时)

常年运营(周一休息，春节、中秋节和雨雪天停运)，每逢半点出发

成人5,000韩元 / 青少年3,000韩元 / 儿童1,000韩元

华城御车售票处 : 031-228-4683

水原华城
附近看点

水原华城
体验节目

水原华城
美食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 893 （长安洞）

031） 247-3761~4

10:00 ~ 18:00 (休息日 ： 每周一)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正祖路 887 （长安洞）

031-247-5611~3

10:00 ~ 18:00 (休息日 ： 每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