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isure complex 
令人瞠目結舌的龐大規模， 

從未經歷過的那些驚人瞬間。

 將愉快的想象變爲現實的
有關永宗島&舞衣島的特別故事即將展開。

永宗島&舞衣島永宗島&舞衣島
擁有世界級水準機場設施的休閒·旅遊聖地 擁有世界級水準機場設施的休閒·旅遊聖地 

Incheon Specialist Program



永宗島 & 舞衣島路
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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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达斯城

君悦酒店

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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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公园

海鲜刀切面

舞衣島路線圖

仁川機場 實尾島海水浴場 Hanagae(巨灘)
海水浴場

(海上觀光探訪路)

高空滑索

駕車26分鐘 駕車13分鐘 步行2分鐘

永宗島路線圖

仁川機場 濱海公園 BMW駕駛體驗
中心

百樂達斯城 馬嘶鞍泥灘體驗場 馬嘶鞍海邊咖啡廳

駕車23分鐘 駕車11分鐘駕車15分鐘 駕車13分鐘 步行8分

馬嘶鞍海邊咖啡廳 仙女岩海水浴場 乙旺里海水浴場 王山海水浴場

駕車10分鐘 步行14分鐘 步行16分鐘



舞衣島距離陸地非常近。過去只有在蠶津島碼頭乘船才能
到達，但如今隨著舞衣大橋的開通，開車前往也十分方
便，因此，旅遊時間不夠或暈船嚴重的遊客，也可輕鬆感
受海島旅遊的魅力。上下穿梭於橫跨舞衣島的國師峰(230
公尺)和虎龍穀山(244公尺)所遇到的海島秘境，格外蒼翠美
麗，聞名遐邇。夜幕降臨後，還能在此欣賞到仁川國際機
場燈火絢爛、霓虹閃爍的夜景。

舞衣島

空路交通可透過搭乘飛機，陸路可透過永宗大橋和仁
川大橋，水路則可從月尾島乘船抵達，這就是永宗
島。陸海空交通極為便利的條件讓「島嶼」此稱謂都
變得黯然失色。永宗島既是全世界人們踏入韓國的第
一步，也是他們離開時所面對的最後一張臉孔，這樣
的永宗島是能帶給所有人特別靈感的地方。

永宗島

在空間裡讀取‘經驗’在永宗島&舞衣島享受全新日常生活

因島上燕子較多。過去曾被稱為「紫燕島」。
永宗島是用防潮堤連接龍遊島、三木島和薪佛
島之間的淺海而圍墾的島嶼。因仁川國際機場
建設需擴建工程用地而進行的填海造地工程，
面積達63.81平方公里，遠大於實施工程之前
的面積。

HIdden Story 

關於舞衣島這個名字的由來眾說紛紜，主要有：一、因島的形狀像
身穿盔甲的將帥揮刀起舞。二、因島上起霧的日子會出現騎著馬的
將帥衣襟飛舞的現象。三、因形似女人翩翩起舞的樣子。四、因用
漢字書寫有“人群（muri）”時，錯寫成了“舞衣（muui）”等說法。

HIdden Story 

永宗島

舞衣島

介紹一下與我同行的朋友們

充滿活力的海豹巴米(BUMY)
非常享受動感十足的旅遊方式， 

卻是個路癡，所以偶爾也會迷路喲。

我的名字叫登大里(DAERY)
我不會隱藏自己的感情，有著發自

內心深處的純真。
是個大家公認的韓劇迷~ 

你們好！我是科米(COMY) 
是一隻可愛的小海豹。

我還有萬事通&小吃貨的外號哦~! 

我是艾妮(AINY)
生活在仁川，是一隻好

奇心很強的海豹。
性格活潑，喜歡旅遊，

也很會拍照。

Ganghwa

Cheongna

Jung-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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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航廈 貨運航廈

交通设施

仁川國際機場是外國人了解韓國的第一站，
又是韓國通往世界的門戶。同時，它被評爲
世界最佳機場，可以說是仁川的驕傲呢。讓
我們詳細了解一下仁川的象徵——位於仁川
永宗島的仁川國際機場吧。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仁川國際機場自1992年永宗島和龍遊島之間的填
海工程開始，經過8年4個月的施工，於2001年3
月29日開航。之後，在世界機場服務質量評價中
連續12年排名第一，穩穩占據了世界最佳樞紐機
場的地位。但仁川機場並未就此止步，自2009年
起至2017年共投入5兆韓元，擴建了第二航廈等
機場基礎設施。第二航廈在投入使用僅3年的，
其價值便得到認可，在英國Skytrax公司評選的
「2020全球最佳機場獎」中獲得「最佳航廈獎」
和「最佳轉乘機場獎」。但即使如此，至今仁川
國際機場也從未停下向未來發展的步伐。 

旅遊成爲一種藝術，
仁川國際機場

韓國傳統文化中心
位於客運航廈3樓免稅區。在此可體驗傳統工藝，
並觀看傳統文化演出，可以購買由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者們製作
的韓紙工藝品和名牌陶瓷品。

韓國文化博物館 入駐新開放的出境大廳(4樓)。
主要展覽主題有宮廷文化、傳統美術、傳統音樂、印刷文化等。

傳統工藝展示館
可以欣賞各種韓國傳統文化藝術作品。
位於客運航廈5樓的轉乘休息室內。

入境大廳文化之街
展示以韓國美麗的大自然、生動而充滿才情的人物、擁有五千年歷史
的燦爛文化爲主題的優秀照片和傳統工藝木質家具。

類型� 國際機場

創建年度� 2001年

占地面積� 5619萬8600平方公尺

跑道數量� 3個
長 � 3750m
寬� 60m
厚度� 105cm

一覽便知仁川國際機場

HIdden Story 

ASQ 連續12年排名第一

通航城市數量

1999年建成，已通航19年

員工人數1230名

通航航空公司數量航次328,399次 

旅客吞吐量56,527,379人次 通航國家數量

客運航廈

登機櫃台
270個

安檢台
28個

護照審查
120個

設施

客运航站楼

停機坪設施 航空安全設施

貨運航廈

交通設施

1st 19 84

185 1230 565255

32

仁川國際機場有
能夠進行特別文
化體驗的空間，
爲遊客帶來別具
特色的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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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樂達斯城 
2017年4月首次開門營業的百樂達斯城是東北亞首個綜合度假
村，可以在一個地方進行多種娛樂活動。這裡展示著3000多件
藝術作品，通過豐富多彩的演出爲人們帶來感動和歡樂。百樂
達斯城占地面積99,825坪，可使用酒店、廣場、餐廳、俱樂部、
SPA、賭場（外國人專用）等高水準附屬設施。從仁川國際機場
搭乘機場磁浮列車3分鐘再步行10分鐘即可抵達。另外，乘坐機場
鐵路或KTX到首爾站及首爾中心地區只需40分鐘左右。

Paradise City Korea
� ��仁川廣域市中區永宗海岸南路321號街186(雲西洞) 
� ��+82-1833-8855

精彩紛呈的世上最佳主題公園 ‘Wonderbox’
被譽爲世上最佳主題公園的“Wonderbox”，面積約1,200
坪，是一個夢幻般的空間。不只有遊樂設施，還有常設表
演，帶給遊客多姿多彩的樂趣。這裡不僅有讓你成爲奇幻
小說主人公般的神秘氛圍，還設有韓國首次亮相的驚險刺
激的遊樂設施，而且到處都設有拍照區和特別的美食！是
個男女老少都會被深深吸引的地方。

Wonder box
 1日通券

� 成人 : 28,000韓元 / 兒童 : 20,000韓元(37個月以上~13歲)

 嘉年華遊戲使用券
� 1次使用券 : 3,000韓元� 3次使用券 : 7,000韓元
� 6次使用券 : 13,000韓元� 9次使用券 : 17,000韓元

���入園一定得購買1日通券。
� 1日通券可透過官網或廣場內的現場售票處及自動售票機購買。

Chroma
� ��1F(Music Lounge)�, 2F(1st Stage & 2nd stage)

� 3F(VIP ZONE), 4F(Beach Club)
� 有演出時才營業

玩法不同的place! 
‘CHROMA’
CHROMA是爲成年遊客而準備的夜店設施。如金黃色
太陽將要融化般的獨特外觀由世界著名建築設計事務所
MVRDV設計，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建築，可同時容納3千
多人。共設有4個不同的音樂舞台，包括1樓-音樂酒廊
（MUSIC LOUNGE）、2樓-主舞台、子舞台（1ST STAGE & 
2ND STAGE）、3樓-VIP ZONE、4樓-海灘俱樂部（BEACH 
CLUB）。還可進行結合CHROMA Field的活動。

住宿篇

永宗島
百乐达斯城

仁川機場 

♡韓劇拍攝地
#德魯納酒店, #The King永遠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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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的定式，旅行者的日常休息空間
鳥巢酒店
365天提供溫水無邊際泳池的鳥巢酒店是以嚴
苛的標准評選出的全球317家Design Hotel成員
酒店之一。從仁川機場磁浮列車龍遊站1號出
口步行約需2分鐘。此外，仁川國際機場第1客
運航廈和第2客運航廈均有免費接駁車運行，
交通十分便利。周邊旅遊景點有可前往舞衣島
的蠶津島碼頭，距離酒店約5分鐘車程，還有
距離酒店約20分鐘車程的乙旺里。此外，該酒
店還以可品嘗世界各國料理的餐廳而聞名。 

療癒身心的新型概念SPA 
CIMER
CIMER是一個高品質的SPA，這裏不僅有奢華時尚的
水療區，還可享受充滿活力的LED媒體藝術和全新概
念的泳池派對。作爲完全符合消費者要求的複合型
設施，這裡結合歐洲的感性和韓國特有汗蒸幕文化
的韓式風格。邀請大家光臨每周舉行的泳池派對和
具備各種主題的休息設施的療癒空間。

Cimer
�水療區 

� [淡季] 平日(周一~五)：上午10點~晚上7點
� 周末(周六~日)：上午10點~晚上10點
� [旺季]
� 上午10點~晚上10點

�汗蒸水療區
� 周一~四：上午8點~午夜(12點)
� 週五、六及公休日全日：24小時營業

���根據現場情況，如舉辦成人泳池派對或租館活動，
� 青少年可使用水療區的時間可能會有所變動。

距離仁川機場最近的五星級酒店
君悅酒店
仁川君悅酒店共有1024間客房，包括具備優質設施的普
通客房、套房和酒店式公寓，不僅有融合東西方文化與設
計的特別氛圍，還提供世界頂級水準的服務。交通也非常
便利，從機場鐵路仁川國際機場站2號出口步行約需15分
鐘。周邊旅遊景點有仁川大橋和永宗島馬嘶鞍海邊，距離
酒店約10分鐘車程和15分鐘車程。此外，還可享受24小時
客房服務、代客泊車、快速入住/退房等各種最高級服務。

Grand Hyatt Incheon
� ��仁川廣域市中區永宗海岸南路321號街208 
� ��+82-32-745-1234 

Nest Hotel Incheon
� ��仁川廣域市中區永宗海岸南路19-5
� ��+82-32-743-9000

西部格雷斯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銀河水路29號街36	 +82-32-717-0000
仁川機場豪生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都市南路142號街6	 +82-32-722-0000
ORA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空港西路34	 +82-32-752-8080

仁川機場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都市南路149號街11	 +82-32-752-2066
Air Relax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都市南路149號街7	 +82-32-745-3800
Airport Stay	 仁川廣域市中區空港路424號街72	 +82-32-746-0070

 其他酒店

韓國最大的K-Style高級外國人專用賭場
外國人專用賭場
百樂達斯城賭場是韓國規模最大的高級娛樂場所，擁
有通過40多年經驗所累積的專業性和優質服務，每
天都不重複的別具特色的活動，將爲客戶提供最佳體
驗。推薦給想享受與眾不同樂趣的遊客。

Casino
� ��使用說明

+� 百樂達斯城賭場全年無休、24小時營業。
+� ��外國人專用，未成年人、韓國人禁止入內
+� ��必須攜帶護照以確認國籍
+� ��可以穿休閒服裝入場。但若穿短褲、運動服、涼、�

拖鞋等會給人帶來不愉快感，可能會被限制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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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Driving Center
2014年，舉世矚目的BMW駕駛體驗中心在永宗島開業，這裡是能夠
體驗全球汽車企業BMW所有東西的複合文化空間。體驗中心占地面
積24萬平方公尺，約等於33個足球場，是可以在城市就近體驗到最
強烈表演的空間，包括可享受駕駛樂趣的各種賽道、展廳、活動大
廳、青少年校園及舒適的休息空間。除了親自駕駛汽車在賽道上疾
馳的駕駛體驗外，還提供各種看點和體驗項目，值得引起眾多遊客
的興趣。這裡不僅適合成人，還爲孩子們開設了青少年校園、兒童
駕駛學校等。

BMW Driving Center
� ��仁川廣域市中區空港東路136
� ��營業時間

� 品牌體驗中心 – 上午9點~晚上6點� 服務中心 – 上午9點~晚上6點
� 駕駛活動 – 上午9點~晚上6點� 導覽觀光 – 上午9點~晚上6點
� Life Style Shop – 上午9點~晚上6點� TERRASSE餐廳 – 上午11點~晚上6點
� o’slo咖啡廳 – 上午9點~晚上6點

�使用說明
+� BMW駕駛體驗中心每周一、春節／中秋節連假時休館
+� ��6月至9月周五/周六將營業時間延長1小時至晚上7點。

�+82-80-269-3300

休閒篇

永宗島

仁川機場 

BMW Driv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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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公園
濱海公園是由潮汐沖刷而成的泥灘和夕陽
映照的西海雄偉背景組成的永宗地標，不
僅有體育設施和遊樂場，還有人造岩壁瀑
布、室外演出場地、造型噴泉、觀景台、
雕塑等多種設施。在這裡能夠同時享受豐
富的可看之處和令人心胸開闊的海景。以
利用自然提高生活品質爲目標，透過綠色
空間提供心靈休息處，是所有人都可以盡
情玩耍的自然公園。

以和家人、戀人一起享受的鐵路自行車
鐵路自行車
正在成爲永宗島著名景點的濱海公園，內有可以乘坐4人
的濱海鐵路自行車，沿著濱海公園的海岸線往返5.6公里
的線路騎乘，從月尾島到仁川大橋開闊的海岸向遊客展現
令人難忘的風景。此外，還具備景觀瀑布和各種設施，帶
來與眾不同的樂趣。快來一覽從月尾島到仁川大橋的秀麗
風景吧。

食鹽生產體驗及觀察各種鹽田生
物的現場 ‘鹽田體驗’
永宗公園事業團復原了現已成爲廢棄鹽田
的「金紅鹽田」，使其恢復鹽田的功能，
同時，還建造了海蓬子等鹽生植物群落地
和拍照區，備齊公園內的生態資源和娛
樂項目後，從2018年開始免費運營鹽田
體驗項目。本體驗項目周一至周五（公休
日休息）每天2梯，上午、下午各進行1
次，可供1至10人體驗。

海边公园
� ��仁川廣域市中區天空月光路2號街6 
�鐵路自行車營業時間

� 1~2月, 11月~12月 : 上午10點 ~ 晚上5點
� 3月~10月 : 上午9點 ~ 晚上6點

�+82-32-719-7778

鹽田體驗活動介紹
� ���活動時間 : 第1梯-10:00~11:30

� �                 第2梯-14:30~16:00
�項目指南

+� 活動期間 : 4月~10月(每周六、日及公休日休息)
+� ��申請方法 : 至體驗日三日前可透過官網線上預約
+� ��預約方法 : 註冊官網會員 - 線上申請 - 確認是否

申請成功/通知-報名完成
+� 注意事項 : 可透過官網預約人數：1至10位
	+82-32-456-2983

200%盡享富饒的海洋生態系統
馬嘶鞍泥灘體驗場
馬嘶鞍海灘是每年吸引數萬名遊客的韓國規模最大的泥灘體驗
場。雖然毗鄰首都圈，但馬嘶鞍海灘的海洋生態系統保存完
好，在全世界也具有很高的價值。這裡不僅可進行泥灘體驗，
還設有漁箭衽筩（徒手捕魚體驗）或學校大自然體驗學習以及
爲地方政府、企業團體等運營各種團體體驗項目，是一個可以
向遊客推薦的場所。

馬嘶鞍泥灘體驗
� ��仁川廣域市中區Masiran路107-8 
�泥灘(捕撈蛤蜊)體驗 : Argo體驗

� 泥灘馬車 : 徒手捉蝦虎魚
� 企業&團體工作坊 : 徒手抓魚

�+82-10-6855-3223

仁川機場 
濱海公園

馬嘶鞍泥灘體驗場

艾妮(Ainy) 
推薦的拍照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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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窒息的夕陽美景觀景點
乙旺里海水浴場
乙旺裏海水浴場位於仁川中區乙旺洞，亦稱Neulmok
或Eolhang，1986年被指定爲國民旅遊區。每到夏季， 
這裡因前來享受海水浴的人而人頭攢動。沙灘長約700
公尺，平均水深1.5公尺，規模算是較大的。由於這裡
是屈指可數的落日美景海水浴場，太陽下山時，真希
望讓時間永遠停留在這一刻。同時也是一個可盡享海
水浴、運動及釣魚等各種樂趣的綜合度假區。附近的
露營地有龍遊島、Evergreen汽車露營地、Red Land汽
車露營地、永宗島龍遊松林及Masiran露營地等。

男女老少咸宜的悠閒海灘  
王山海水浴場
王山海水浴場坡度較緩，是適合孩子們在海
邊玩耍的地方。這裡水質清澈，還可以釣
魚。其特點是從乙旺里只要越過一個山嶺就
能看到的海水浴場，距離僅爲5分鐘車程，
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氛圍。王山的景致像一
個悠閑的漁村。廣闊的海邊前有一望無際的
沙灘，非常適合露營。王山退潮如同掠過鹽
田路旁一般，是龍遊八景之一，十分美麗。
退潮海水退去後，就會露出泥灘，還可以體
驗退潮後能夠在沙灘上體驗的特別遊玩樂
趣，如泥灘按摩、撿拾蛤蜊及海螺等。

一個悲傷的傳說與純淨的風景交融
的地方 仙女岩海水浴場
關於仙女岩有一個流傳至今的悲傷傳說。
曾經統領永宗鎮水軍的護軍有位妾室，兩
人的愛情破裂後，妾室從永宗鎮的太平岩
上投身大海。據傳，因無人爲這女子收
屍，她的屍體一直漂流到龍遊島浦口，而
護軍後來得知此事而後悔不已，埋下了女
人的屍體。此後，人們將女子投身大海的
太平岩稱爲仙女岩，這裡也成爲在夜空晴
朗的日子裡，仙女們乘著彩虹下凡玩耍的
地方。據說岩石形似一個祈禱的女人，
有一個在此岩石前許願就能實現的傳說。
這裡是幾乎沒有霧霾或環境汙染影響的地
方，還可以生火做飯。 乙旺里海水浴場

�仁川廣域市中區龍遊西路302號街16-15
�+82-32-746-4112
 ��搭建帳篷需收取5000韓元的垃圾處理費

王山海水浴場
�仁川廣域市中區乙旺洞(王山海水浴場) 
�+82-32-461-0404

仙女岩海水浴場
�仁川廣域市中區乙旺洞(仙女岩海水浴場) 
�+82-32-760-7532

露营

永宗島

仁川機場

乙旺里海水浴場

王山海水浴場

仙女岩海水浴場

♡韩剧取景地
#愛的迫降

 I  1514

LEISURE COMPLEX 
+ 永宗島



在景觀秀麗的海上漫步
Hanagae(巨灘)海水浴場 – 海上觀光
探訪路
舞衣島海上觀光探訪路是一座寬2公尺、高5公
尺、總長550公尺的木橋，因其橫跨海面使人有
種仿佛漫步海上的感覺，備受眾人喜愛。漲潮
時，可欣賞海水拍打絕壁而泛起的波濤落潮後，
爲遊客帶來尋找奇岩怪石的新鮮趣味體驗。 

通向“天國的階梯”之路 Hanagae(巨灘)海水浴場
Hanagae有「巨灘」之意。退潮時，在沙粒像麵粉一樣細膩
的沙灘外面露出廣闊的泥灘。這裡坡度平緩、沙粒細膩，作
爲以家庭爲單位的避暑勝地備受歡迎。尤其是這裡在海水浴
場中罕見地開放泥灘，因此想要採集貝類的遊客非常多。此
外，這裡還是以拍攝韓劇《天國的階梯》而聞名的景點。

實尾島海水浴場
實尾島海水浴場從永宗島乘船10分鐘即可到達。海水褪去
後，露出廣闊的泥灘，可以一天兩次步行到達對面的實尾
島。實尾海水浴場的名字起源於連接至實尾島之意。海邊的
松林裡可以搭起100多頂帳篷。

在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中感受飛天的驚心動魄
Hanagae(巨灘)海水浴場 - 高空滑索
Hanagae高空滑索是一項新型極限休閒運動，以時速49至
60公里的速度在高25公尺、長13公尺的滑降滑道上疾馳，
也曾經多次出現在韓國各種電視節目中，堪稱舞衣島名
勝。在韓國20大著名海水浴場之一的Hanagae(巨灘)海水
浴場白沙灘上，遠眺一望無際延伸而去的西海在天空中飛
翔，盡受驚心動魄的刺激和快感吧。

海天世界高空滑索 
� ��仁川廣域市中區Hanagae路 144-3
� ��營業時間

� 6至9月 – 上午8點~日落時
� 其他月份 – 上午9點~日落時(全年無休) 
	+82-32-746-6886 / +82-10-5260-5767

Hanagae(巨灘)海水浴場
� ��仁川廣域市中區舞衣洞(Hanagae海水浴場)
�+82-32-751-8833
�備有帳篷野營設施

實尾島海水浴場
�仁川廣域市中區舞衣洞136-49 �   ��營業時間 : 每天 9:00~19:00
 ��費用 : 帳篷野營費– 5,000韓元�   +82-32-752-4466

烤蛤蜊

來到永宗·舞衣島一定不可少了美食！
最具人氣的菜單絕對非烤蛤蜊莫屬。這
裡甚至有一條烤蛤蜊街。既然來到了西
海海邊，強烈推薦敞開肚皮大快朵頤，
盡情享受大海的味道。

海鮮刀削麵

貨真價實、盛滿各種海鮮的刀削麵堪稱
永宗·舞衣島地區的著名美食。實惠的
價格，勁道美味的刀削麵條，配上鮮美
爽口的湯！各種店鋪鱗次櫛比，挑選一
家美味可口的海鮮刀削麵細細品味吧。

馬嘶鞍海邊咖啡廳

迎著清涼的海風喝一杯咖啡如何？在退
潮時露出的泥灘或沙灘上行走，在餐廳
裡美美地飽餐一頓後，坐在能看到海邊
的咖啡廳裡邊喝咖啡邊欣賞夕陽美景，
沒有比這更完美的一天了。

露营

舞衣岛

인천국제공항

實尾島海水浴場

Hanagae(巨灘)海水浴場

舞衣島

休閒篇

舞衣島

永宗&舞衣島 美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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