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韓民國1號經濟自由區城市
令人產生穿越時空的錯覺，仿佛來到未來的地方

來看看被稱爲亞洲曼哈頓的環保國際城市
松島&青蘿吧。

松島&青蘿
最尖端設施與自然融爲一體的東亞未來城市

International City

松島&青蘿
最尖端設施與自然融爲一體的東亞未來城市Incheon Specialis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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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蘿國際都市是工作和居住共存的新概念商業
城，是與松島、永宗一起構成仁川經濟自由區
(IFEZ)的城市。這裡作爲國際業務和休閒的中心
地而不斷進行開發，是仁川國際機場高速公路、
機場鐵路、京仁高速公路、京仁Ara運河等連接永
宗和首爾的主要交通樞紐，緊鄰大海，作爲海岸
城市也擁有著卓越的地位。

青蘿國際都市

松島國際都市是與新加坡、杜拜等世界性國際都
市並駕齊驅的韓國第一大經濟特區，並已發展成
尖端知識服務產業的全球基地，多數國際機構和
國內外企業、知名大學都聚集於此。另外，這裡
還被評選爲最佳綠色城市，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爲目標進行規劃，發揮著城市中心的肺臟作用。

松島國際都市

正確遊覽仁川的方法之一，就是乘坐雙
層巴士來享受仁川旅遊名勝的仁川城
市之旅。以松島國際都市的中央公園
爲起點，規劃了海洋路線和港口路線這
兩種不同的循環型路線。除此之外，還
可以選擇夜景或時間段旅行等多種主題
的路線。如果想遊覽青蘿國際都市，可
以選擇經由正西津、國立生物資源館、
Canal Way（人工水路）、青蘿環境生
態公園的生態旅遊路線。

Hidden Story 

仁川觀光巴士使用說明

1. 票券種類
綜合通用券、海洋路線、港口路線

2. 購票處
仁川綜合旅遊諮詢處(中央公園)
仁川站旅遊諮詢處(可使用現金或信用卡)
搭乘巴士時向司機購票(只可使用信用卡)

3. 票價

類型 成人 兒童
(5歲~18歲周歲)

殘障人士及國家
有功者

綜合通用券 12,000韓元 10,000韩元 8,000韩元
海洋路線 10,000韩元 8,000韩元 6,000韩元
港口路線 5,000韩元 4,000韩元 3,000韩元

+ 未滿48個月的孩童免費，1-3級殘障人士可有1位家屬陪同
+ 團體(10人以上)享有8折優惠

4. 路線介紹
循環型海洋路線

① 松島中央公園(起點/終點)	 ② 松島國際會展中心
③ 旺山馬里納	 ④ 乙旺里海水浴場
⑤ 百樂達斯城	 ⑥ 機場客運航廈
⑦ 新國際旅客航廈	 ⑧ G-Tower瞭望臺
⑨ 藝術中心仁川

+ 需2小時25分 #週一公休

循環型港口路線

① 松島中央公園(起點/終點)	 ② 新新國際客運航廈
③ 仁川內港	 ④ 仁川站
⑤ 仁川內港	 ⑥ 松島國際會展中心
⑦ Triple Street

+ 需1小時20分 #週一公休

主題型路線

仁川時間之旅 / 蘇萊市場之旅 / 江華歷史之旅
江華療癒之旅 / 晚霞夜景之旅

+ 主題型路線須先在官網事前預約才能使用

全球城市，華麗地騰飛承載世界明天的松島&青蘿
永宗岛

青蘿

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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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韓中交流新中心的仁川港國際客運航廈，是
爲了提升港口運營效率，使仁川港成爲國際旅遊
港口而開發的。國際客運航廈開發工程於2016年
12月開工，歷時3年6個月，於2020年6月15日重
新開放。讓我們一起看看煥然一新的國際客運航
廈吧！ 

INCHEON INTERNATIONAL FERRY TERMINAL

仁川港國際客運航廈的建築地上有5層，總面積約65,660平方公尺，相當於9個足
球場大小，比原有第一第二國際客運航廈的總面積足足增加了1.8倍。投入6,700
多億韓元完工的國際客運碼頭和航廈的規模，是自1883年仁川港開港後，在港口
的單一建築物中規模最大的。航廈建築是以五大洋的波濤爲形象而建造的五個曲
線型屋頂，爲外景增添了雄壯之美，也爲行動不便者營造了方便無障礙的室內環
境。另外，採用以地熱製冷製熱的系統提高能源效率是其一大特點。今後，還計
劃在客運航廈附近建設購物中心和度假村，夢想成爲東亞海洋旅遊的樞紐。

旅行，成為明天。
仁川港國際客運航廈 

仁川港国际客运航站楼

5樓

4樓

3樓

2樓

活動大廳1、活動大廳2

綜合零售商店 / 保安區域 : 免稅店、免稅商品提貨區、 
退稅區(人工窗口)

港口出入證發放、海上安全體驗館

1樓 行李托運、員工餐廳、公車站、計程車站

船運公司售票處

顧客咨詢中心, 仁川旅遊咨詢處, 韓醫藥宣傳體驗館

咖啡廳、便利商店、藥局、地區特產銷售 

外幣兌換、漫遊、旅行社、退稅區(自助服務機) 

幼兒休息室、置物箱

國際客運航廈樓層介紹

國際客運航廈3樓設有海上安全體驗館，是一處
可以直接接觸海上救生設備，體驗海上救生狀況
的空間。體驗館提供各種項目，以便自己能夠應
對可能發生的海上安全事故。任何人都可以輕鬆
學習國際海事組織(IMO)標準安全標誌、救生設
備使用方法、應對溺水事故的全面罩呼吸法和應
急處理法等教育。 

Hidden Story 

+  參觀資訊
位置	 		仁川港國際客運航廈(仁川廣域市延壽區

國際港灣大路326號街57) 
體驗時間	 		平日10:00~17:00 

(週六、日、公休日休館)
體驗內容	 		海上安全設備體驗與緊急處理教育
體驗對象	 		兒童、青少年、成人、團體
需要時間	 1~2小時
申請諮詢電話	 		+82-32-570-6099

安全體驗教育 救助與緊急處理教育 青少年前景探索活動 其他相關實習

國際海事組織(IMO)
指定國際標準船舶安
全設備標誌的理解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 
操作方法教學及體驗

海洋前景探索、國際客運航廈
出入境手續體驗等

ECO NULI號登船及仁川港見習

救生裝備的佩帶教學與體驗 心肺復甦術

閘門宣傳館見習與模
擬船舶運行

投放及乘坐救生艇體驗
逃離船隻及發生溺水

事故時的全面罩呼吸法
針對上述課程的影片複習教育

+  體驗館教育課程出境大廳

入境大廳

INTERNATIONAL CITY
+ 松島&青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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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慶源齋大使酒店 + 松島韓屋村
高樓大廈中的獨特風景
仁川慶源齋大使酒店是韓屋中最早獲得5星級
的酒店，與具有傳統韓屋樣式的外觀不同，
內部裝修和服務都結合了現代酒店的便利
性。繪有不同水墨畫的壁紙和傳統室內裝飾
展現著溫馨和淡雅。緊鄰的韓屋村內設有韓
屋餐廳、咖啡廳、文化體驗等多種設施，更
加便於訪客遊覽觀光。

POSCO Tower (Panoramic 65)
外觀獨特的建築物
松島POSCO Tower以螺旋狀扭曲的獨特形狀，
被評爲體現韓國曲線美的「Good Design」 優
秀設計建築。其中位於65層的「Panoramic 
65」是位於松島國際都市仁川奧克伍德豪景酒
店內全韓國最高的酒吧和餐廳，在此可欣賞到
開闊的全景。

仁川慶源齋大使酒店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科技園路200  
	+82-32-729-1101 

仁川奥克伍德豪景酒店 Panoramic 65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會展中心大路165 
	營業時間

	 每日 18:00~24:00
	 週五、六 18:00~01:00

	+82-32-726-0065

♡韓劇拍攝地 
#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	#愛的迫降

SONGDO

UNIQUE 
VENUE

♡韩剧取景地
#太阳的后裔#花游记 #内在美

藝術中心仁川
創造世界文化潮流的藝術城市
從音樂大師指揮的手中得到靈感設計而成的「藝術
中心仁川」，以獨特的外觀和連接大海的景觀成爲
代表松島國際都市的建築之一。2018年11月第一階
段由音樂廳開館，以音樂與世界溝通，不斷拓寬藝
術領域，目前正在推進第二階段工程，以發展成爲
具備美術館和歌劇院的綜合文化藝術空間。讓我們
欣賞一下這個使生活變得豐富，讓城市變得美麗的
松島藝術和文化空間吧。

藝術中心仁川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藝術中心大路222 
	+82-32-453-7700

松島國際會展中心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中央路123 
 			門票免費
	+82-32-210-1114

松島國際會展中心
世界級水準的會展中心
如果說雪梨有雪梨歌劇院，那麼仁川就有松島國際
會展中心。三個尖尖的簷頂和曲線流暢的屋頂雖然
會讓人聯想起雪梨的歌劇院，但其實這座建築是以
韓國太白山脈爲主題建成的。這座擁有尖端無所不
在(Ubiquitous)的設施，具有國際水準的展廳、會
場和活動場所的會展中心，距離仁川國際機場僅20
分鐘車程。此外，周邊還有多種住宿基礎設施，包
括喜來登、奧克伍德等6家特級酒店。以優美的建築
外觀和最尖端的設施，自2008年10月7日開館以來
一直備受喜愛，也常在各種廣告的背景中出現。

仁川
慶源齋大使酒店藝術中心仁川

POSCO Tower
松島國際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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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城市歷史館
仁川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仁川城市歷史館以仁川的城市發展過程爲主題，可
以看到1883年開港後向近代城市全新出發的仁川
城市歷史和變遷過程。由1樓近代城市館、2樓仁
川模型館、3樓IFEZ模型館構成，可供參與文化歷
史內容的展示和豐富多樣的教育項目。

G Tower
將松島全景盡收眼底
G Tower是仁川經濟自由區（IFEZ）的辦公大
樓，是聯合國國際組織綠色氣候基金（GCF）、
聯合國機構等多個國際機構事務局入駐的松島
代表性地標之一。與其獨特的外觀相匹配，G 
Tower曾在2013年榮獲仁川廣域市建築獎大獎
等，展現著卓越耀眼的履歷。29樓的空中庭院和
33樓的觀景台免費開放，若是錯過著實令人遺
憾。在這裡可以眺望到松島的所有建築和中央公
園、仁川大橋，乃至西海，一覽松島國際都市日
益發展的面貌也不錯。

TRIBOWL
引人注目的藝術空間
下部窄且越往上越寬的獨特外形，如此引人注目的這座建
築就是TRIBOWL。這個名字由代表三個的”Triple”和代表碗
的”Bowl”組合而成。寓意天空（機場）、大海（港口）、
土地（廣域交通網）三大要素，並象徵由松島、青蘿、永宗
組成的仁川經濟自由區。這裡是運營各種演出、展覽、教育
項目的綜合文化空間，準備了兒童到成人都可參與享受的節
目。TRIBOWL周邊還有流水環繞，倒映在水面的松島夜景更
是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TRIBOWL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仁川塔大路250 
	+82-32-832-7992

G Tower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藝術中心大路175 
	+82-32-120
	開放時間

	 週一~五 09:00~18:00

仁川城市歷史館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仁川塔大路238 
	門票免費	 	+82-32-850-6000

TRIBOWL
仁川城市歷史館

G Tower

♡韓劇拍攝地
#太陽的後裔

♡韓劇拍攝地
#愛上變身情人

            艾妮(Ainy) 推薦的拍照區~!

tip box
10人以上團體參觀時，提供外語解說服務(英、中、日) 

	 		預約時間：週二~週日 09:00~18:00 (週一休館)
	+82-32-850-6000, 6077*必須事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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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宗大橋服務區
離大海最近的服務區
永宗大橋服務區是日漸受人追捧的熱門打卡
地，因爲這裡可以看到距離首都圈最近的大
海，是離海邊最近的服務區，韓國某電視台節
目中著名女諧星介紹的永宗大橋服務區「魚餅
和柚子茶」也頗有名氣。永宗大橋服務區直到
2014年還是「永宗大橋紀念館」，2014年5月
時搖身一變以「永宗大橋服務區」重新登場。
被收錄爲世界最大鐵製雕刻作品的雕塑（幸運
熊），各式餐廳入駐的美食區，以及能夠欣賞
西海夢幻夕陽的日落休息室，全都讓永宗大橋
服務區充滿了好看好吃好玩的樂趣。對於那些
過早到達仁川機場的遊客來說，這裡也是個很
好的遊覽地點。

仁川機器人樂園
尖端機器人產業的未來
仁川機器人樂園是結合機器人產業和主題公園的綜合文化空間。
仁川爲了促進智能型機器人的開發和普及，將其培育爲國家未來
成長產業，正在建設仁川青蘿經濟自由區域內約767,000平方公
尺的機器人園區。雖然主題公園預計2021年才開業，但機器人
樂園1樓體驗館目前已在營運中。在這裡可以體驗舞蹈、程式編
碼、無人駕駛、無人機、教育等各種機器人及VR活動。

青蘿SPAREX
入圍養生旅遊25選
「汗蒸幕」是最近不可或缺的韓流文化之一，
連葛妮絲·派特洛和米蘭達·寇兒等好萊塢著名
女演員們也表達了對韓式浴池和汗蒸幕文化的
喜愛，而引起熱烈討論。事實上，對於一整天
都在旅行而倍感疲勞的旅行者來說，也沒有比
汗蒸幕更好的地方了。在這裡，可以利用遠紅
外線能量排出體內廢物和毒素，放鬆僵硬的肌
肉，使疲憊的身體變得輕盈，是解除身體疲勞
的最佳休息空間。從仁川機場坐車僅需30分
鐘距離的地理優勢也很有魅力，對外國人來說
更加方便。推薦在傳統汗蒸幕、桑拿房、扁柏
樹山林浴場享受療癒的時間。

國立生物資源館
與專業講解員一起進行的旅行
國立生物資源館是東方規模最大的韓半島自生生物研究所，
替一般人和研究者展示收藏的標本，並可通過專家的解說或
語音講解器邊聽展示說明邊進行參觀。除了參觀之外還有各
種體驗活動，是一個爲提高對生物多樣性、生物資源認識及
培養專業人才而不懈努力的地方。

青蘿SPAREX 

	仁川廣域市西區青蘿Canal路260號街15 
	+82-32-561-2244
	收費標準

	 白天成人 – 8,000韓元	 白天兒童 – 6,000韓元
	 夜間成人 – 11,000韓元	 夜間兒童 – 8,000韓元
	 汗蒸服 – 1,000韓元

國立生物資源館

	仁川廣域市西區環境路42
	+82-32-590-7000
	開放時間 : 09:30~17:30 (最晚入場時間為17:00)
	門票免費
			外國人預約指南

+	 若是個人可不用預約即可參觀
	 若是10人以上的團體，需至少在參觀日前三日線上預約

永宗大橋服務區

	仁川廣域市西區正西津南路25 永宗大橋服務區 
	+82-32-560-6400
	營業時間

	 商業設施 : 每日 08:00~20:00

機器人體驗館

	仁川廣域市西區機器人樂園路155-11機器人塔1樓 
	+82-32-727-5400
	開放時間 : 每日 09:30~18:00 / 每週一、日休館

青蘿SPAREX

仁川機器人樂園

國立生物資源館
永宗大橋服務區

CHEONGNA

UNIQUE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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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島中央公園
市中心的巨大海水公園
松島中央公園是總面積爲370,750平方公尺的市中心巨型公園，位於
松島國際都市核心區域——國際商務園區內尖端業務區域和居住園
區的中心。採用了防止城市熱島現象、可對雨水有效進行循環利用
管理的最新技術。來到此處的遊客首先會爲這種別具特色的氛圍著
迷。作爲韓國首個利用海水的海水公園，長達3.6公里的海水路、水
上計程車、划艇等水上休閒設施都吸引著遊客。

松蒼公園
若想盡情享受松島的大海
松蒼公園以在高樓林立的城市中心環抱開闊的西海
而備受矚目。原本這裡是修建松島連接永宗的仁川
大橋時，建造工程所需的沉箱的地方。仁川大橋於
2009年竣工後，便設置了鋼架結構建築，變成了
現在的親水空間。在松蒼公園欣賞完美麗的日落
後，去旁邊的綜合文化空間「CAISSON24」體驗
一下豐富多彩的文化演出和展示參觀，並品嘗美食
是不是非常棒呢？ 

SONGDO

WATER-
FRONT

松島中央公園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會展中心大路160 
	 		使用介紹

+ 	 體驗內容 - 水上計程車、划艇、獨木舟、小艇(水上計程車等體驗費用另外計算)
+	 入場費 - 免費
+	 停車費用 – 1小時1000韓元
+	 寵物是否可同行 - 是

松蒼公園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會展中心大路391號街20

松蒼公園

松島中央公園

            艾妮(Ainy) 推薦的拍照區~!

♡韓劇拍攝地#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 #花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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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 Way
仁川市中心的小威尼斯
青蘿國際都市與威尼斯一樣，是一座水上
城市。人工水道綿延而去，浪漫的Canal 
Way水邊公園，不僅可以悠閒地散步，而且
各種商店密集，非常方便。這裡連同周邊
商街一起，以秀麗的景觀成爲首都圈最熱
門的場所，深受年輕人的歡迎。另外，位
於附近的青蘿湖水公園每周二到周日展示
的音樂噴泉秀，也是宣傳水城青蘿新都市
的代表性景觀。

正西津
彩霞渲染的地方
與江陵正東津相對的正西津，是光化門道路原標
坐標點的終點。象徵它的標石和造型物（晚霞
鐘、晚霞壁）坐落於此。正如意味著全新出發的
正東津日出旅遊一樣，正西津以浪漫和思念爲主
題的落日旅遊商品十分受歡迎。沿著水路建有木
質散步路，旁邊奮力轉動的風力發電機帶給人一
種異國風情的感覺。 

京仁Ara運河
流淌著千年約定
Ara運河的「Ara」取自韓國民謠《阿里
郎》的副歌《A ra li o》 也是代表大海
的古語。18公里長的水路，周邊的散步
道和自行車道都建得很好，還有瞭望台
和瀑布等多種景觀。作爲連接西海和漢
江，流淌著韓國民族風韻和靈魂、情感
和文化的運河，蘊含著創造大韓民國新
文化「國際名牌運河」的願望。

青蘿生態公園
清湛碧澄的自然空間
遠離擁擠嘈雜，道路平整而開闊，最適合閒暇休息的青蘿地
區生態公園，是由仁川環境公團打造的地方，任何人無論何
時都可以免費使用。82,000平方公尺大的生態公園裡，不僅
有鯉魚和甲魚等多種動物生活的生態池塘，還有香草、仙人
掌、熱帶植物等生長的溫室。這裡既是享受自然生態的自然
學習場所，也是可以休憩的公園，快來親身感受一下吧。

京仁Ara運河

	仁川廣域市桂陽區纛室洞79-4

青蘿生態公園

	仁川廣域市西區機器人樂園路249號街38 
	開放時間

	 夏季(4月~10月)：09:00~19:00
	 冬季(11月~3月)：09:00~18:00

Canal Way水邊公園

	仁川廣域市西區連喜洞630

CHEONGNA

WATER-
FRONT

阿拉光島正西津廣場

	仁川廣域市西區梧柳洞

Canal Way
青蘿生態公園

正西津
京仁Ara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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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島現代Premium Outlet
市區型高級outlet
松島現代Premium Outlet擁有約300個品
牌，營業面積達1萬5千坪。與地鐵（仁川
地鐵1號線科技園站）相連，交通非常便
利。不僅多數名牌入駐於此，而且還設有	
「 高級市場(premium market)」。這裡還
建有休閒運動專門館、樂高店和兒童美術
館、Kids Cafe等遊樂設施，是適合全家人
一起享受的空間。

ZIZEL M青蘿
年輕人的熱門場所
位於Canal Way附近的超大型綜合文化設施。
是東西南北無論哪個方向都可進入的立體型建
築，空間處處都蘊含著建築美學，令人賞心悅
目。這裡是擁有大型多廳電影院、會展中心、
青蘿最大規模的遊泳池及體育中心，可感受多
種文化和體驗的娛樂空間，還具備大規模寬敞
的頂級停車空間。

青罗广场7
青罗规模最大的大型多功能商场
地下3层~地上6层规模的街道型商业街。地下广场与Canal 
Way相连，更增添了便利。可享受沿着高效路线排列的电影
院、医院、体验主题公园、饮食店等多种服务。特别是准综
合医院和诊所的入驻，使这里配备了从体检及轻度治疗，到
美容、整形手术和康复治疗的综合医疗设施。利用机场铁路
青罗国际都市站，仅需30多分钟便可进入首尔站。

Triple Street
最想漫步的街道，市中心的遊樂場
Triple Street位於現代Premium Outlet的正前方，因寓
意地下、地上和屋頂三種街道而得名。這裡是一處365
天舉辦不同慶典的綜合文化空間。在直線距離達600公
尺的街道上，各種服裝和雜貨等共有200多個知名品牌
入駐，是融合了特別的看點、美食和樂趣的空間。

Triple Street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松島科學路16號街33-2 
	+82-32-310-9400
	開放時間

	 10:30 ~ 22:00(全年無休)

松島現代Premium Outlet

	仁川廣域市延壽區松島國際大路123 
	+82-32-727-2233
	營業時間

	 平日 10:30~20:30 週一~四(11月~4月)
	 平日 10:30~21:00 週一~四(5月~10月)
	 周末 10:30~21:00 週五~日

SONGDO

SHOPPING

ZIZEL M青蘿

	仁川廣域市西區青蘿emerald路99 

青罗广场7

	仁川广域市西区青罗ruby路76
	+82-1600-7107

CHEONGNA

SHOPPING

Triple Street

松島現代Premium Outlet

青罗广场7

ZIZEL M青蘿

            艾妮(Ainy) 推薦的拍照區~!

♡韓劇拍攝地
#經常請吃飯的漂亮姐姐,#梨泰院Class,#花遊記, #雖然是神經病但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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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搖滾音樂節
音樂之都仁川的慶典
如果稍有了解，就會知道仁川廣域市也是有
著深厚音樂底蘊的音樂之都。搖滾音樂節
PENTAPORT ROCK FESTIVAL是表示仁川5
個城市計劃關鍵詞的Pentar-和港口(port)的
合成詞，正在成長爲亞洲代表的音樂節。

青蘿紅酒節
青蘿，情迷紅酒
在美麗的湖水公園品嘗一杯甜中略苦的紅酒。在
白天黑夜都無比美麗的青蘿，展開爲期3天的紅
酒盛宴。這是一場可以邊享受每天舉行的演出，
邊品味紅酒香氣的慶典，可以品嘗包括韓國在內
的世界各國名品紅酒，現場還有適合紅酒的各種
演出和美食。 

正西津日落慶典
告別一年的落日
如果年末訪問仁川，在落日名勝地京仁Ara運河正西津
的阿拉光島廣場享受一場年末慶典如何？這是可以與西
海的美麗落日一起告別一年的首都圈最大規模的日落慶
典。慶典准備了日落倒數計時、正西津演唱會、煙火秀
等豐富的活動。

青蘿美容慶典
美麗的城市青蘿
與青蘿國際都市的感性城市形象相得益彰的美容慶典，
這裡進行著以美容爲主題的健身模特選秀、韓服時裝
秀、慶祝演出等平時很難接觸到的觀賞內容及體驗項
目，可以盡情享受青蘿美容慶典所擁有的獨特魅力。

松島啤酒節
興致勃勃的夏日派對
每年8月末和9月初之間在仁川廣域市松
島舉行的慶典，可在亞洲規模最大的舞台
上，享受各式各樣的世界啤酒和美食，用清
涼趕走夏日的炎熱。現場還有演唱會、煙花
和電音派對。這個在興致中增添味道的特別
慶典，可根據個人喜好選擇世界各國的啤酒
飲用，令人胃口大開，是松島夏季的代表性
慶典。

仁川搖滾音樂節

	仁川廣域市中央路350 (松島月光慶典公園) 
	+82-32-440-4023

松島啤酒節

	仁川廣域市中央路350 (松島月光慶典公園)
	+82-32-830-1000

青蘿紅酒節

	仁川廣域市西區青蘿Canal路135 
	+82-32-830-1000

青蘿美容慶典

	青蘿Canal Way青蘿1洞行政福利中心附近  
	+82-32-453-7093

正西津日落慶典

	仁川廣域市西區正西津南路95 
	 		每年12月31日
	+82-32-560-5930

SONGDO

FESTIVAL

CHEONGNA

FESTIVAL

在各種商家密集的美食街一帶，菜式豐富的餐
廳鱗次櫛比。從韓式、中式、到日式等多樣的
餐廳都有，可根據自己的口味選擇品嘗，其樂
無窮。

美食街

這裡不僅有國內外知名美食店，還有各式餐
廳入駐。從地下到地上2樓的餐廳一條街是能
使男女老少所有人都滿意的空間。

Triple Street

美食篇

如果想要嘗嘗外國人喜歡的韓式代表美食，可以
來松島的韓屋村看看。幽靜的韓屋室內裝飾，一
流的味道，快來炭烤排骨專賣店和首爾烤肉專賣
店所在的松島站韓屋村享受美味韓食吧。

韓屋村

仁川搖滾音樂節

Triple Street
韓屋村

美食街

青蘿紅酒節

正西津日落慶典

青蘿美容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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