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擁有100年歷史的特別空間
其中蘊含的特色風景和懷舊情懷

若想坐上時光機
來一次神奇的時間之旅
就到開港場&月尾島去吧吧

開港場&月尾島
珍藏著仁川昨日與今朝的地方

開港場&月尾島
珍藏著仁川昨日與今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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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港場&月尾島路線圖

月尾瞭望台

月尾傳統公園

筒倉壁畫

韓國移民史博物館

月尾文化街

月尾主題公園

月尾海洋列車

開港場路線 月尾島路線

自由公園

韓紙工藝

中國城

松月洞童話村

仁川藝術攝影棚

仁川開港博物館
中區生活史展示館

仁川開港場文化遺產之旅

濟物浦俱樂部
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近代建築展示館

開化時期服裝

步行2分鐘 列車7分鐘步行1分鐘 步行2分鐘 步行9分鐘步行1分鐘 步行7分鐘

仁川開港博物館 月尾傳統公園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月尾主題公園中區生活史展示館
大佛酒店

韓國移民史博物館

步行4分鐘 步行6分鐘步行7分鐘 步行7分鐘 步行9分鐘

自由公園 中國城 松月洞童話村 

近代建築展示館 月尾瞭望台

濟物浦俱樂部 月尾文化街

仁川藝術攝影棚 月尾海洋列車
(筒倉壁畫)

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月尾主題公園

步行19分鐘



仁川的開港場是最早接受外國文物的港
口，因此過去這裡才能繁榮發展成各國文
化共存的國際都市。現在進入開港場，可
以感覺到時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因爲在這
裡能感受到從舊韓末時期開始直到日本帝
國主義強占時期的歷史，整個街道就是承
載著深厚歷史的文化空間。雖然這裡依然
彌漫著近現代史的痛苦，但目前已成爲博
物館、展覽館等多種形態，是遊客們必去
的景點之一。

開港場

在充滿「回憶」的地方穿越時空充滿浪漫氣息的開港場&月尾島

仁川站(世界社區中心) ▶ 中國城 ▶ 炸醬麵博物館 ▶ 海岸聖堂前 ▶ 大佛酒店展示館 ▶ 
仁川開港博物館 ▶ 仁川開港近代建築展示館 ▶ 藝術攝影棚

1小時的路線

韓中文化館 ▶ 華僑歷史館 ▶ 大佛酒店展示館 ▶ 仁川開港博物館 ▶ 仁川開港場近代建築展
示館 ▶ 中區廳 ▶ 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 三國志壁畫街 ▶ 炸醬麵博物館 ▶ 仁川站

2小時的路線

韓中文化館 ▶ 華僑歷史館 ▶ 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 大佛酒店展示館 ▶ 仁川開港博物館 ▶ 
仁川開港場近代建築展示館 ▶ 中區廳 ▶ 仁川廣域市歷史資料館 ▶ 濟物浦俱樂部 ▶ 
自由公園 ▶ 麥克阿瑟將軍銅像 ▶ 三國志壁畫街 ▶ 炸醬麵博物館 ▶ 中國城(義善堂) ▶ 童話村

3小時的路線

近代開港場解說路線指南

月尾島
開港場

月尾島在1989年7月建成文化街後，開始
以文化藝術場所、見面場所以及演出、遊
戲場所等而聞名，如今已成爲提起仁川就
會想起的地標性建築。以遊樂區而廣爲人
知的這個地方，出乎意料地具備著深厚的
歷史性，過去瞬間扭轉韓戰戰局的仁川登
陸作戰中，第一個作戰地點——綠灘也位
於月尾島之上。逛逛充滿歷史痕跡的月尾
島，看看仁川過去的時光吧！

月尾島 

因有著「像半月的尾巴一樣長長地垂落著」的意思漢字名取為「月尾
島」。過去還曾有「漁乙未島」、「於乙味島」、「於味島」、「濟物
島」等稱號。根據《備邊司謄錄》、《承政院日記》等資料推測，是將
韓文「二尾島」「漁乙未島」寫成漢字時，傳承爲現在的名字。另外還
有一個說法，在海外丙寅洋擾戰爭時，法國艦隊司令官羅斯發現了這座
島嶼，因此取名爲“Roze Island”。
曾是面積0.66平方公里，海岸線長1公里，月尾山高105公尺規模的島
嶼，在1920年代初連接石築台後與陸地相連，到1900年代初爲止行政
區屬京畿道富川市永宗面，但在1914年9月1日時編入至仁川底下。

Hidden Story 

 I  0302

TIME TRAVEL
+ 開港場&月尾島



自由公園是由美國、英國、中國等外國人委托俄羅斯「薩馬
丁公司」設立的韓國首個西方近代公園，雖然現在已不存在
，但當時最早的西式住宅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英國人住的4
層夏日別墅、氣象觀測所等都位於此地，也曾是首屈一指的
熱門場所。以下介紹這個歷史悠久的自由公園。

超越時空的近現代史時光寶盒
JAYU(FREE) PARK

自由公園是仁川港開港5年後1888年建成的韓國首個
近代公園，當時被稱爲各國公園、萬國公園，但隨著
仁川登陸作戰的成功，爲紀念重新找回自由而更名為
自由公園。在公園內可以看到1982年建成的韓美建
交100周年紀念塔、爲慶祝仁川登陸作戰成功而打造
的麥克阿瑟將軍銅像（1957年竣工），及自然保護
憲章塔、忠魂塔、石亭樓等。

每年春天都能看到櫻花雪般飄舞的「自由公園櫻花慶
典」，秋天更是以楓葉名勝而聞名，是經常舉行美
術、寫作大賽等各種活動的仁川代表性公園。景觀優
美、寓意深遠，最近以高人氣電視劇《鬼怪》和電影
的拍攝地而大受歡迎。

從公園頂部眺望仁川港和月尾島的全景也被選爲不可
錯過的亮點，在這裡看到的仁川港夜景，作爲戀人們
的約會路線而聞名遐邇。

旅行，成爲歷史。
自由公園  

自由公園   

在漫長的歲月中，自由公園也作爲歷史性事件的
場所令人記憶猶新。這裡是▲1919年3.1運動當
時，決定成立並宣布臨時政府的「13道代表會
議」計劃召開的地方▲是光復後準備建立解放紀
念塔的地方▲是6.25戰爭後建立的忠魂塔所在的
地方▲是仁川出身的505位陣亡將士舉行聯合慰
靈祭的地方。學生義勇軍紀念碑、鐵路及海關用
紙標石等，展示了這些時代痕跡。

Hidden Story 

+
仁川廣域市中區自由公園南路25
☎ +82-32-760-7597
營業時間: 全年無休
營業時間: 全年無休

精心裝飾的景觀是自由公園的驕傲

在悠閒中回味公園的歷史吧

在舒適的散步路上徜徉吧

還可以看到意義深遠的造型物

TIME TRAVEL
+ 開港場&月尾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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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藝術攝影棚
歷史和現代文化藝術的共存
仁川藝術攝影棚所在的仁川中區海岸洞一
帶是1930~40年代以建築的造型價值得到
認可且建築保存完好的區域。120年以上的
倉庫和企業辦公樓等多達13棟建築透過改
造，重新誕生爲綜合文化藝術空間。結合
了城市的歷史性和空間特性，以文化形式
靈活運用爲宗旨，形成了創作工作室及工
坊、展示館、表演場地、資料室等生活文
化中心。這裡的開港場一帶保留了過去的
歷史，並借助於文化藝術的力量，成功實
現了城市再生，對繁榮地區經濟也起到了
積極影響，因此得到正面的評價。

仁川開港場近代建築展示館
一個可以看到被燒毀的近代建築的地方
仁川開港場近代建築展示館是「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第50號」，曾作爲日本第18銀行仁川分行使用。建於
1890年的單層建築，完整保留了典型的日本式會所屋
頂、金庫、金庫出入門等作爲銀行使用時的面貌，現
在的展示館正在收集、整理、研究開港後建在仁川的
近代建築的相關資料,只要對近代建築感興趣的人都會
被這個地方所吸引的。

仁川開港博物館
仁川開港歷史的中心
仁川開港博物館將開港當時仁川唯一的金融機構─日
本第一銀行分行重新裝修後，於2010年重新對外開
放。1982年3月2日被指定爲「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第7
號」，這一具有意義的建築物，是能夠學習開港後近代
仁川面貌的博物館。共設4個展廳，擁有最早的鐵路、
最早的教會、郵政制度等很多冠以「最早」頭銜的文物
和資料，若想參觀從開港時期仁川的風景到近代文物等
各種歷史文物，仁川開港博物館絕對是首選之地。

仁川藝術攝影棚

	 		仁川廣域市中區濟物梁路218號街3
	+82-32-760-1000
	營業時間 上午9點 – 下午6點

仁川開港場近代建築展示館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路23號街77
	+82-32-760-7549
	營業時間 上午9點 – 下午6點 (週一公休)
	門票 成人500韓元、軍人300韓元、青少年300韓元、兒童免費

仁川開港博物館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路23號街89
	+82-32-760-7508
	營業時間 上午9點 – 下午6點 (週一休息)
	門票 成人500韓元、軍人300韓元、青少年300韓元、

	 兒童200韓元

開港場

看點

♡韓劇拍攝地 
#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 #愛上變身情人,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

仁川藝術攝影棚

仁川開港
博物館

仁川開港場近
代建築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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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原封不動地保留歷史痕跡的地方
「租界」是指外國人居住並享有治外法權的地區，
仁川開港場是繼釜山和元山之後第三個設立租界的
地方。清日租界分界石階是以1883年日本租界爲開
始，1884年清租界所坐落的分界地區。以石階的邊
界爲中心，一邊是日式，一邊是中式景觀，別具一
格。這個階梯與自由公園相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
義，一起參觀也非常不錯。

清日租界分界石階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仁川廣域市中區松鶴洞1街12

中區生活史展示館
過去和現在穿梭交錯的空間
大佛酒店是1885年開業的韓國第一家西式酒店，
這是來到韓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亨利·阿彭策
勒等外國人主要使用的住宿設施，現在已經變成
中區生活史展示館。酒店拆除後，在原大佛酒店
的空地上復原了三層的酒店，展示館由第1館大
佛酒店展示館和第2館生活史展示館構成，第1館
是經過諮詢文化財廳和近代建築專家後，原封不
動地再現酒店曾經的外觀；第2館則將1960、70
年代中區生活史的場景搬到現實生活中。

濟物浦俱樂部
從最初的外國人社交俱樂部到文化空間
「俱樂部」這個詞是將俱樂部（Club）的日式發音，用漢字進行
標記的。1901年建立的濟物浦俱樂部是開港當時居住在仁川的外
國人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地方。開港後1884年，在仁川爲外國人
建立了各國居留地，1891年成立了清朝和日本等外國人社交俱
樂部，同時也是韓國最早的外國人社交俱樂部。現在的俱樂部於
2007年重新裝修，復原成從前的樣子，也提供參觀內部。

濟物浦俱樂部

	 		仁川廣域市中區自由公園南路25
	+82-32-765-0261
	營業時間 上午9：30 – 下午5：30 (週一休息)
	門票 - 免費中區生活史展示館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路23號街101
	+82-32-766-2202
	營業時間 上午9點 – 下午6點 (週一休息)
	門票 成人1,000韓元、軍人500韓元、青少年700韓元、

	 兒童免費

中區生活史展
示館

濟物浦
俱樂部清日租界分界石階

TIME TRAVEL
+ 開港場&月尾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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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月洞童話村
往童話世界去的幻想之旅
進入1970年代以後，隨著外來遊客逐漸減
少，松月洞走上了復興之路。爲了注入新的
活力，將整座村莊變成了一個童話村，有裝
飾成多種主題的道路、壁畫、建築、符合主
題的食物等一應俱全，街上的設施全新裝
飾後更顯特別，像是電線杆成了《傑克與豆
蔓》中的豆蔓，舊煤氣表成了《綠野仙蹤》
中的鐵皮樵夫的身體等。讓我們在這個豐富
的立體童話村裡找回童心吧。

松月洞童話村

	 		仁川廣域市中區松月洞3街17
	+82-32-764-7494
	門票 – 免費

中國城
五感愉悅的主題觀光景點
中國城是每年接待眾多遊客的仁川代表性觀光景
點，這裡的歷史始於1883年，仁川港開港後，
隨著中國華僑出入開港場，形成了中國城的雛
形。在120多年的時間裡，隨處可見到自然融入
華僑的固有文化和風俗，從紅豔街頭裝飾，到隨
處可見的中國傳統街邊小吃，還有大排長龍的中
式餐廳，都讓人產生來到中國的錯覺，這裡不只
能大飽眼福、連口腹之慾都兼顧了。

中國城

	 		仁川廣域市中區中國城路59號街12

中國城

松月洞童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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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移民史博物館

	仁川廣域市中區月尾路329
	+82-32-440-4710
	營業時間 上午9點 – 下午6點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三開放到晚上9點)
	 週一、1月1日、公休日隔天休館

	門票 – 免費 

韓國移民史博物館
生動再現移民歷史的博物館
2003年，距離1902年韓國首次正式移民到夏
威夷已經100周年，爲了紀念他們先驅者式的
生活，韓國的海外同胞和仁川市民齊心協力建
立了韓國移民史博物館，2008年6月開館的這
一博物館，是見證750萬韓國同胞生活與悲歡
的場所，也是韓國最早的移民史博物館。地下
1層、地上2層規模，通過常設展廳、資料室、
體驗室、影像室等各種設施，展現韓國的移民
歷史。這裡是讓韓國國內外同胞都能感受到自
豪和驕傲的空間。 

月尾瞭望台
將仁川全景盡收眼底
曾禁止市民的出入50年的月尾山，現今山頂的月尾觀景台
是可以眺望西海美麗的落日和仁川港的地方。23公尺、
3層樓高的玻璃瞭望台在夜間營造出夢幻般的氛圍，作爲
約會場所備受矚目。這裡的一大優點是牆壁整體由玻璃製
成，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觀看，還能從月尾公園諮詢處搭
乘名為「海豹車」的纜車到月尾瞭望台。

月尾瞭望台

	仁川廣域市中區自由公園南路25
	+82-32-765-0261
	營業時間 

	 夏季（3月~10月）：上午5點 – 晚上11點
	 冬季（11月~2月）：上午5點 – 晚上10點  

	門票 – 免費（海豹車搭乘費用另計）

月尾傳統公園
如果想要豐富多彩的體驗
月尾傳統公園是原樣再現朝鮮時代庭院風格的
公園，公園裡美麗的庭院和鱗次櫛比的建築，
備受人們喜愛。除此之外，可以體驗豐富多樣
的體驗活動也是一大特點，從傳統武藝表演、
傳統武藝體驗、韓服體驗、製作傳統遊戲道具
體驗等傳統活動，到餵食鹿、鱘魚等生態體驗
等，一應俱全。

月尾傳統公園

	 		仁川廣域市中區北城洞1街89-1
	+82-32-765-4133
	營業時間

	 冬季：早上5點 – 晚上11點
	 夏季：早上5點 – 晚上10點

月尾島

看點

月尾瞭望台

韓國移民史博物館

月尾傳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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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倉壁畫
獲得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的世界最大壁畫
公寓22層高、長168公尺，大小相當於4個足球場的筒倉壁畫，已被
列入金氏世界紀錄中規模最大的戶外壁畫，這些壁畫是在儲存糧食的
倉庫「筒倉」上繪製而成，共投入了22名塗漆專業人員，光使用的油
漆量就達86萬5400公升，也一改大眾對筒倉為灰色巨型混凝土建築
物的認知，在美國和德國舉行的設計大獎上獲獎。

月尾文化街  
一年四季充滿歡樂的地方
從2006年開始形成的月尾島海邊街道，現
在規劃成爲「文化街」，是很多人光顧的
旅遊景點，而文化街上的街頭塗鴉更是這
裡的一項藝術看點。雖然這是一條長度僅
爲770公尺的小街，但前面廣闊的大海卻
深深吸引著遊客。這裡代表著仁川的年輕
街道，是集文化和藝術、表演、水幕音樂
噴泉等構成的主題街道。 

■月尾文化街      

	仁川廣域市中區月尾文化路9
	+82-32-764-0842

筒倉壁畫

	仁川廣域市月尾島進入路7號碼頭

筒倉壁畫

■月尾文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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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化時期服裝 
在開港路上享受開化時期的服裝
開港場有出租開化期時代服裝的地方，也有可以免費使用的
自助攝影棚。穿上那個時期的服裝，走在歷史悠久的開港
路，將會成爲更加特別的經歷留在記憶中。

韓紙工藝
能夠感受到溫暖情懷的韓紙體驗
開港場有很多可以感受到韓國傳統的地方，其中之一是體驗
韓國韓紙工藝，在韓紙工坊可以進行從小鏡子到大燈等多種
多樣的製作體驗，還可以在畫廊購買用韓紙製造的工藝品。 

新浦國際市場
仁川首個近代常設市場
19世紀末位於新浦洞的菜市場是新浦市場的前身，從市場內的
造型物和市場內不少的老字號店鋪中，至今仍能感受到過去菜
市場的面貌。新浦國際市場是勁道麵的起源地和故鄉，以各種
美食而聞名。這裡是仁川第一個近代常設市場，也是與開港歷
史一起走過100多年歷史的仁川代表性市場。

月尾海洋列車
韓國人應該去的地方，韓國旅遊100選
2019年韓國觀光公社評選的100個觀光景點中之一的月
尾海洋列車，是在仁川月尾島循環的韓國最長城市中心
型觀光單軌電車。總運行距離達6.1公里，繞月尾島一圈
約需42分鐘。是可以欣賞月尾島景觀及仁川內港，眺望
西海和遠處仁川大橋的仁川觀光名勝。

月尾主題樂園
一年365天充滿樂趣的地方！
2009年開幕的「月尾主題樂園」是彙集了Disco轉盤、
海盜船、摩天輪等充滿驚險刺激的重量級遊樂設施的主
題公園，是仁川的名勝景點，<兩天一夜>、<Running 
Man>等多個電視節目也曾在這取景過。而到了晚上，
在一個接一個點亮的燈光下，還能欣賞到月尾島特有的
浪漫夜景。

月尾海洋列車

	 		仁川廣域市中區濟物梁路269
	+82-32-450-7600
	營運時間

	 平日：上午10點 – 下午6點 / 週末：上午10點 – 晚上9點  
	收費標準

	 成人 - 8,000韓元  / 青少年(滿13歲~18歲) - 6,000韓元
	 老人(滿65歲以上) - 6,000韓元 / 兒童(滿3歲以上) - 5,000韓元
	 殘障人士/國家有功者等 - 4,000韓元

開化時期服裝

韓紙工藝

月尾海洋列車
月尾主題樂園

月尾島

玩樂

月尾主題樂園

	仁川廣域市中區月尾文化路81
	+82-32-761-0997
	營業時間

	 平日：上午10點 – 晚上9點 / 週末：上午10點 – 晚上11點  
	收費標準 - 門票免費

	 1次使用券(兒童) - 4,000韓元 / 1次使用券(成人) - 5,000韓元
	 自由使用券(成人/兒童) - 30,000韓元

開港場

玩樂

♡韓劇拍攝地 
# 太陽的後裔

開化時期服裝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路27號街93

韓紙工藝

	 		仁川廣域市中區又玄路35號街14-1

新浦國際市場

	 		仁川中區又玄路49號街11-5

TIME TRAVEL
+ 開港場&月尾島

 I  1716



開港路咖啡街
爲過去換上新衣
開港場街道上有很多在舊建築上增添新風格，變成
充滿特色的咖啡店，像是過去的冰庫、120年歷史
的日本房屋，或由紡織工廠改造而成的咖啡廳等，
現在正成爲年輕人喜愛的熱門場所。

新浦炸雞塊
即使江山改變但味道卻不會變
新浦國際市場的特產就是炸雞塊，擁有70多年歷史
的此地，以不變的味道受眾人喜愛，進入市場入口
撲鼻而來的炸雞香味、咬上一口的酥脆口感的炸雞
塊，讓人只嘗一次便終身難忘。

炸醬麵
炸醬麵的起源地
中國城裡曾有韓國第一家販賣炸醬麵的中華料理店「共和
春」，現在這個地方變成了「炸醬麵博物館」，展示著炸
醬麵誕生的歷史，在參觀完看點眾多的炸醬麵博物館後，
去周圍鱗次櫛比的韓國中式餐廳品嘗一碗炸醬麵吧！

烤貝殼
在夕陽絕佳的海邊享受吧
在月尾島能享受到的另一個魅力，就是和喜歡的人一起品
嘗烤貝殼！在月尾文化街前欣賞西海美麗的夕陽，品嘗新
鮮的烤扇貝，任何人都會感到無比的幸福。

仁川開港場文化遺產夜行
入選韓國夜間旅遊100選
「仁川開港場文化遺產夜行」以結合了仁川開港場別具一格
的街道風景和美麗的景觀照明的巷弄爲背景進行，這是每年
數萬人光顧的魅力十足的活動，主要內容有文化遺產步行探
訪、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仁川最佳、最初等多種文化遺產
體驗、藝術跳蚤市場、文化表演等。

住宿資訊

開港場

慶典

美食

海港公園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濟物梁路217	  +82-32-770-9500

貝尼吉亞極樂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月尾路268	  +82-32-764-9000

月尾島觀光酒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月尾路274	  +82-32-420-8901

LETO HOUSE
	 		仁川廣域市中區新浦路46號街6	  +82-32-777-3998

No.25 仁川新浦店
	 		仁川廣域市中區開港路45號街14	  +82-32-761-1525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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