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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華島&席毛島
沒有屋頂落滿美麗晚霞的歷史博物館 

History Museum
 擁有清新空氣和清澈大海的純淨地區， 

包容因忙碌而疲憊的現代人的空間。

 在江華島&席毛島的幽靜自然中
盡情享受尋找自我的治愈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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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華島是韓民族的始祖（最初的祖先）檀
君王儉在摩尼山塹星壇上祭祀後開啟古朝
鮮歷史的島嶼，是與建國始祖檀君開國和
歷史同在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場所。江華的
地名源自漢江、臨津江、禮成江等「臨近
多條江的下方邑城」，所以開始叫「江
下」，後來改稱意爲「江下美麗邑城」的
江華，成爲了現今使用的名稱。

江華島 

享受廣闊自然中質樸的
「從容」

尋找真正自我的五感滿足之旅 江華島&席毛島

席毛島是位於東經126°20′、北緯37°40′，
占地42.31平方公里的島嶼。通過2017年開
通的席毛大橋，從江華島到席毛島，駕車
僅需約45分鍾即可到達。雖然位於江華島
附近，但席毛島卻又保留著另一種魅力。
海明山、上峰山、上主山，這三座山均位
於此，因此被稱爲三山面，是一個多山的
島嶼。尤其以韓國三大海水觀音聖地普門
寺、礦物溫泉等旅遊勝地而聞名。

席毛島

如果即將正式開啟江華島之旅，不妨訪問一下江華旅遊平台。
旅遊平台不僅可以幫您收集江華島旅遊所需的資訊，還展示各
種旅遊活動和旅遊休息空間。可利用VR技術以虛擬現實方式體
驗江華的歷史文化，並可享受高麗服飾及媒體等多種服務。

Hidden Story 

江華島
席毛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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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石墓在中國、韓國、日本等東北亞很多地區都有被
發現，在韓國發現的支石墓數量占全世界的40%，堪
稱「支石墓王國」。其中，江華支石墓遺址因其支石
墓的密集度和形式的多樣性、保存狀態的優秀性，於
2000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
錄。讓我們詳細了解一下江華的驕傲——支石墓吧。

時間積累起來的歷史 _ DOLMEN

支石墓在中國、韓國、日本等東北亞很多地區都有被
發現，在韓國發現的支石墓數量占全世界的40%，堪
稱「支石墓王國」。其中，江華支石墓遺址因其支石
墓的密集度和形式的多樣性、保存狀態的優秀性，於
2000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名錄。讓我們詳細了解一下江華的驕傲——支石墓
吧。支石墓是青銅時代的代表性墳墓，主要爲具有經
濟實力或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的墳墓。因支石墓所使
用的石頭又大又重，所以需要眾人齊心協力完成。分
布在江華島的支石墓其特征是：第一，以山地爲中心
集中分布，特別是以高麗山爲中心，分布著90座以
上的支石墓。第二，集中位於山的傾斜面上，這可能
是因爲現在的平地當時極有可能是大海或泥灘。第三
個特點是多座支石墓集中在一個地方。平均每處遺址
分布多達14座支石墓群。支石墓的築造技術中需要從
岩壁取石的高超技術， 也需要便於搬運和定位的土
木設計技術。支撐巨大重量的支石墓的建造，讓人不
禁浮想聯翩，並產生不可思議的疑問。親眼看看支石
墓，展開想象的翅膀也是個不錯的主意。

旅行，成爲遺產。
支石墓

支石墓

+	 支石墓文化旅遊咨詢處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河岾面江華大路994-19（歷史博物館入口）
	 032-933-3624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每週三公休)

+	 江華歷史博物館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河岾面江華大路994-19 江華歷史博物館 
	 032-934-7887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每週一休息)
	 參觀費用（含自然史博物館）
	 兒童•青少年•軍人：2,000韓元 / 團體（20人以上）1,500韓元 
	 成人：3,000韓元 / 團體(20人以上) 2,500韓元
	 幼兒•老人：免費（幼兒爲6歲以下，老人爲65歲以上） 

+	 江華自然史博物館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河岾面江華大路994-33 
	 032-930-7090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每週一公休)

江華島支石墓（支石墓公園）

江華自然史博物館

江華歷史博物館

江華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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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空間篇

Ganghwa 

摩尼山(塹星壇)
座凝聚著檀君神話的靈驗之山
摩尼山位於白頭山和漢拿山的中間，海拔高472公尺，是
江華島上最高的山。這座山以檀君在此祭天而聞名，傳說
它是龍和神仙居住的山。實際上，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SA公布的名爲“Vortex”的漩渦狀地球能量中，最強的
世界三大Vortex名勝之一就是摩尼山。不知是否因爲具有
這種靈氣，現在每到開天節這裡都會舉行祭禮，並舉行傳
遞全國運動會聖火的活動。這裡山勢秀美，周圍有很多文
化遺址，是遊客絡繹不絕的國民旅遊勝地。

甲串墩台
曾經守衛江華海域的重要要塞
墩台是在海岸邊或邊境地區用石頭或泥土砌成的小
規模觀測、防禦設施。甲串墩台是高麗從1232年
到1270年將都城遷至江華島，與蒙古展開戰爭時
守護江華海峽的重要要塞，也是配備了8門大炮的
炮台。關於「甲串」這個名字，一說是從三國時代
的江華被稱爲「甲比古次」而流傳下來，還有一種
說法是，高麗時期蒙古軍想要渡過此地，卻未能如
願，感到非常遺憾，因此說出「我們的士兵只要脫
下鎧甲填海就可以渡過」這句話，由此得來「甲
串」之名。

廣城堡
無名勇士們的戰鬥現場
廣城堡是1871年以舍門將軍號事件爲藉口展開的辛未洋擾中
最爲激烈的激戰之地。這裡有供奉魚在淵將軍、魚在淳將軍
碑的雙忠碑閣，和因未能克服武器劣勢而敗北的韓國無名勇
士的墓碑。邊欣賞美麗的海岸風光，邊回顧過去令人心痛的
歷史，也非常不錯。

廣城堡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佛恩面德城里833
 032-930-7070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冬季：至下午5點)

甲串墩台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海岸東路1366號街18
 032-930-7077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摩尼山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華道面上坊里 山35 
 032-930-7068

摩尼山

甲串墩台

廣城堡

 I  0908

HISTORY MUSEUM 
+ 江華島&席毛島



燕尾亭
數一數二的賞月勝地
燕尾亭於1995年被指定爲仁川廣域市有形文
化遺產第24號，是臨津江的彙合之處，水流
分爲兩路，形狀酷似燕尾，因此被命名爲「燕
尾亭」流傳下來。雖然最初的建立年代並不准
確，但據記載，高麗時代君王曾召集學生到這
裡勤學苦讀。現在已是對經過壬辰倭亂、丙子
胡亂、625戰爭等造成的破損進行了復原的狀
態。過去，由於屬於平民控制區域以北，所以
一般人出入有所限制，但現在平民控制區域已
被解除，因此可以自由參觀。

積石寺
擁有美麗日落的落照峰所在的寺廟
積石寺位於高麗山西麓，高句麗416年，天竺祖師
在江華島物色建造寺廟的地方時，摘下開在高麗
山山頂的五朵蓮花，並讓其隨風飄落，在花瓣掉
落的地方分別建造了赤蓮寺、青蓮寺、白蓮寺、
黑蓮寺和黃蓮寺。赤蓮寺就是現在的積石寺，由
於寺名中含有漢字「赤」，恐會經常引發山火，
故而改爲同音的「積」。

傳燈寺
蘊含自然和歷史、神話和傳說的寺廟
船登寺建於381年，是韓國歷史最悠久的寺廟。佛
教首次傳入韓國的時間是372年，可見傳燈寺是佛
教傳入初期建成的現存歷史最爲悠久的寺廟。寺內
流傳著關於兩棵只開花不結果的神奇巨大銀杏樹的
特別傳說。過去，傳燈寺的銀杏樹最多只能收獲十
袋果實，卻被朝廷強行要求徵收二十袋果實。因
此，一位道法超群的僧人虔誠祈禱，從那年開始寺
裡的銀杏樹就成了完全不結果實的樹。 

草芝鎮
曾經炮火連天的要塞
草芝鎮是朝鮮時代爲了防止從海上入侵的外敵而
建成的要塞，由於當時激烈的戰爭，軍火庫、火
藥倉庫等軍事設施全部被毀。此後，建築物倒
塌，只剩下墩台的地基和城基。1973年經過復
原，形成了現在的形態。但是，過去遭到炮彈襲
擊的兩棵松樹和城牆仍然保存完好，由此可以推
測出當時的情況。 

燕尾亭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月串里
 032-932-5464

草芝鎮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吉祥面草芝里624
 032-930-7072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冬季：至下午5點)

積石寺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內可面蓮村街181 
 032-932-6191

傳燈寺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吉祥面傳燈寺路37-41	
 032-937-0125

♡韓劇拍攝地 _ 
# '王在相愛’

傳燈寺

草芝鎮

燕尾亭

積石寺傳燈寺還營運著各種寺廟住宿項目~ 
 官方網頁   http://jeondeung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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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承載著韓國分裂歷史的地方，也不可不提「喬
桐大龍市場」。這裡是韓國戰爭當時從黃海道延白
郡到喬桐島避難的居民形成的場所，再現了故鄉延
白市場的面貌。藥房、理髮廳、茶館等依然保留著
以前的鄉愁和各種時間的痕跡。在此體驗一下走街
串巷的樂趣吧。

Hidden Story 

江華和平瞭望台
從韓國遠眺的北韓面貌
江華和平瞭望台是在韓國能以最近距離，用肉眼觀看
北韓居民生活狀況的地方。在這裡可以眺望到北韓居
民的生活面貌和宣傳用偽裝村、開城資訊收發塔、松
嶽山等，並近距離感受在其他地區很難看到的北韓文
化生態。過去這裡嚴格禁止普通人出入，2008年9月5
日以地下1層、地上4層的規模對外開放供旅客參觀。
1樓設有撫慰離散家人遺憾、祈願統一的統一願望所和
紀念品銷售商店，2樓設有戰爭相關的資料展覽室，3
樓設有眺望朝鮮土地的眺望室和室外瞭望台。

江華高麗宮址
留有高麗痕跡的宮殿遺址
江華高麗宮址是高麗躲避蒙古的入侵後，從開京遷都江華
島的1232年創建，一直使用到1270年的宮殿舊址。1270
年向蒙古投降後，隨著重新遷都至開京，當時的建築全部
被拆毀。此後雖然在朝鮮時代建立了地方行政官署和宮殿
建築，但在丙子胡亂、丙寅洋擾時大部分被燒毀。現在這
裡雖然以江華高麗宮址之名被指定爲文化遺產，但實際上
並沒有留下當時高麗宮殿的面貌。僅殘存著朝鮮時代的幾
棟官衙建築，可以看到1970年代以後複原的外奎章閣。

龍興宮
朝鮮時代第25代君王「哲宗」生活過的地方
龍興宮原本是非王世子的「哲宗」（朝鮮時代第25代王）
即位以前居住過的地方，在他登上王位後經過修繕、裝
修，並改稱宮殿。這裡原本是平凡無奇的草屋，但1853年
哲宗登上寶座4年後，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其特點是按照過
去的住家類型建造，給人以樸素、純粹的感覺，內部有表
示此處爲哲宗舊居的石碑和碑閣。隨著歲月的流逝，在風
雨中殘破的建築物在1974年重新進行了修繕，成爲現在的
形態。

江華和平瞭望台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兩寺面展望台路797
 032-930-7062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冬季：至下午5點)
 參觀費用 

	 望遠鏡 2分鐘500韓元 
	 門票(成人) 2,500韓元 
	 門票(兒童) 1,000韓元 
	 門票(青少年，軍人) 1,700韓元 
	 團體參觀(20人以上) 浮動價格

江華高麗宮址

	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江華大路394 
 032-930-7078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龍興宮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官廳里441 
 032-930-3114

喬桐大龍市場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喬桐面喬桐南路35

Tip Box
在位於喬桐大龍市場入口處
的[喬桐燕子屋]不僅可獲得喬
桐島旅遊資訊，還可租賃自行
車，試穿以前的校服等，進行
各種體驗。

江華和平瞭望台

龍興宮

江華高麗宮址

 I  1312

HISTORY MUSEUM 
+ 江華島&席毛島



大韓聖公會江華聖堂
可以一窺韓國基督教歷史的空間
韓國的聖公會歷史始於1889年韓國第一任主教Corfe,C.J.（韓文名
音譯爲高耀涵），當時韓國還沒有任何一個人信奉基督教。7年後的
1896年6月13日，在江華首次對韓國人施了洗禮。大韓聖公會通過
這一契機，最先在江華建立了聖堂。因此，江華大韓聖公會擁有最
悠久的歷史，也是現存的韓屋教會建築中歷史最爲悠久的。據傳，
當時建築木材是從鴨綠江運來使用的，由曾參與景福宮工程的宮廷
木匠負責修建。東西方之美相互協調的韓屋聖堂，外觀採用韓國傳
統樣式，室內則採用西式巴西利卡樣式建造而成。

Tip Box
[江華故事之旅]是騎電動自行車參觀歷史遺址
的歷史體驗之旅項目。有關遺址和文物的各種
故事，將成爲輕鬆愉快感受歷史的特別經驗。

德津鎮
把守海峽關口的江華島第一炮台
德津鎮是圍繞江華海峽的要塞中兵力曾經最強
的一處，另外，德津鎮的南障炮台也是江華海
岸中火力最強的10門大炮所在地。丙寅洋擾
時士兵通過該鎮潛入，擊潰了法國軍隊，辛未
洋擾時還與美國艦隊展開了48小時的激烈炮
擊戰。當時的炮擊戰摧毀了德津鎮。以興宣大
院君的名義建成的斥和碑（警告碑）也位於這
裡。碑上的「海門防守他國船慎勿」意爲堵住
並守衛海上之門，使其他國家的船只不可經
過，表現出了強烈的鎖國意志。

普門寺
三國時代創建的韓國三大觀音聖地
普門寺流傳著一個特別的建寺神話，據說，過去住在三山面的
一個漁夫在海上撒下漁網，結果撈出來22塊石頭，漁夫把石
頭扔進海裡，重新撒網，但石頭又掛在了網上，漁夫失望地把
石頭扔進海裡，然後回到家中，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特別的
夢。一個老和尚出現在夢裡，責備漁夫把珍貴的東西扔進海裡
兩次，讓他明天把石頭撈回來，搬進有靈氣的山中。第二天，
漁夫按照僧人在夢裡的指示重新撈起石頭，搬到了現在普門寺
的位置，成爲了神奇靈驗的寺廟。 

*觀音聖地：意爲「觀世音菩薩常住的神聖之地」

大韓聖公會江華聖堂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官廳里336 
 032-934-6171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德津鎮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佛恩面德城里846
 032-930-7074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冬季：至下午5點)

主題空間篇

Seokmodo  

普門寺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三山面三山南路828號街44 
 032-933-8271
	營業時間：上午9點 - 下午6點 
 門票；2,000韓元

江華故事之旅

	路線：聖公會江華聖堂 - 龍興宮 - 江華
聖堂(東門) - 傳說的魔女(韓劇拍攝地) - 
高麗宮址
	營業時間：上午10點 - 下午7點	
(冬季：至下午5點)
	參觀費用：根據所需時間分為2萬韓元
/3萬韓元/4萬韓元/5萬韓元(40分鐘/60
分鐘/80分鐘/100分鐘)

	032-934-2628, 2638

大韓聖公會江華聖堂

德津鎮

普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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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華海邊度假村(Luge)
東方規模最大的Luge賽道
這是可以在不遠離市中心的地方體驗東方最長道路“luge”的活力空間。luge
是指無需特殊的動力裝置，乘坐特製的推車，利用地面的傾斜和重力滑下
賽道的體驗休閒運動設施，可調整方向和煞車，是一款從兒童到大人任何
人都可享受的無動力滑輪雪橇。使每條路段趣味倍增的360º旋轉路線、每
個區間連續配備的隧道和落差區間，連同可遠眺大海而下的卓越眺望權，
堪稱江華海邊度假村的翹楚。

江華休閒運動公園(高空滑索)
在江華享受的驚險刺激
江華休閒運動公園的高空滑索共由5條路線和雲橋組成。接受簡單安
全教育後，所有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安全享受。這是一項可以同時享受
驚險的速度感和緊張刺激，並一覽江華美景的江華代表性休閒運動。
它位於可以一眼俯瞰江華島東西南北的穴口山，能夠完整地感受江華
島風情，具備全新的設施和設備，也是其優點之一。 

主題空間篇

Ganghwa 

江華海邊度假村(Luge)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吉祥面壯興路217 
 032-930-9000
	營業時間與門票請參考官方網站	
www.ganghwa-resort.co.kr/Main

江華休閒運動公園(高空滑索)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佛恩面中央路546 
 032-937-7481
	營業時間與門票請參考官方網站	
www.tianlim.co.kr

Tip Box
爲了真正感受江華島的魅力，可利用
以20條路線和各種主題所構成的[江華
出遊路]。通過步行護照，不僅可以獲
得旅行的便利和推薦，還可以在出發
點和結束點收集每條路線各具特色的
圖章，感受特別的樂趣。

路線1 	 沁都歷史文化路

路線2 	 護國墩台路

路線3 	 前往高麗王陵之路

路線4 	 日落村莊道路

路線5 	 關口山崗路

路線6 	 通往華南故居之路

路線7 	 賞夕陽之路

路線8 	 賞候鳥之路

路線9 	 喬桐島達乙新路

路線10 	 通往默爾梅之路

路線11 	 席毛島風之路

路線12 	 注文島路

路線13 	 乶音島路

路線14 	 江華少爺初戀之路

路線15 	 高麗宮城郭路

路線16 	 西海黃金原野路

路線17 	 支石墓探訪路

路線18 	 往莞草工藝村之路

路線19 	 席毛島上主海岸路

路線20 	 看灘塗之路

江華海邊度假村

江華休閒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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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毛島自然休養林
消除疲勞的自然之美和香氣
席毛島自然休養林是仁川地區唯一的休養林，擁有廣闊的
田野和大海景觀。爲了提供優質的森林休養服務，從2008
年開始歷時5年建成。客房分爲公寓型山林文化休養館和獨
棟木屋形態的森林之家，一共可容納200多人。從4人間到
22人間，房型多種多樣，客房選擇範圍廣泛。在這個可以
體驗身處自然住宿的地方，享受治愈時光吧！ 

毛島礦物溫泉
海風、陽光和好水相伴的地方
席毛島礦物溫泉是觀賞西海、享受溫泉、保持身心安定
的絕佳去處。溫泉由室內浴池和露天浴池（15個）、黃
土房、屋頂觀景台、足浴池等構成，這裡使用的溫泉水
是從60公尺的花崗岩等處溶出的51℃高溫，含有豐富的
礦物質─鈣、鉀、鎂、鍶、氯化鈉等。具有明顯的皮膚
美容和保濕功效，對血液循環、關節炎和肌肉痛等也有
卓越的效果。其特點是，無經過人爲消毒，每天只使用
溫泉水的原水。 

東幕海邊
世界5大灘塗的威嚴撲面而來的大海
東幕海邊因有白沙灘和灘塗，漲潮時可在海水浴場玩耍，
退潮時可進行灘塗體驗，在此能夠充分感受到西海的魅
力。這裡被選爲日落時分景致美麗的地方。寬10公尺、長
200公尺的廣闊海景非常壯觀。另外，以江華地區最大沙
灘爲傲的東幕海水浴場，是世界五大灘塗之一。因此這裡
也是適合體驗潮灘的地方。在擁有天然灘塗的江華島唯一
海水浴場，觀察貝類、大眼蟹、海螺等各種生活在灘塗上
的生物，也會別有樂趣吧！ 

석모도 자연휴양림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三山面三山西路39-75
 032-932-1100
	營業時間與門票請參考官方網站

	 www.foresttrip.go.kr

毛島礦物溫泉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三山面煤音里645-27
 032-930-7053
	營業時間：上午7點 - 下午9點

朝陽紡織
最初由紡織工廠再造為感性咖啡店
朝陽紡織成立於1933年，是韓國最早、最大的紡織
廠。這裡曾主導韓國纖維產業，直到1960年，都生
產著最高品質的人造纖維物。之後隨著數十家紡織公
司的進入，江華島迎來了全盛時期。但隨著時間的推
移，生意逐漸衰退，有20~30年左右一直處於停業狀
態，最終這裡重新誕生爲保留了以前建築骨架的復古
感性咖啡店。在這特別的空間裡邊享用咖啡，邊想象
一下當時人們運轉紡織機器的樣子，是不是很棒呢？ 

朝陽紡織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香樹街5號街12
 032-933-2192
	營業時間：上午11點 - 下午8點
 餐點價格 : 美式咖啡 - 7,000韓元 / 拿鐵咖啡 - 7,000韓元

主題空間篇

Seokmodo  

東幕海邊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華道面海岸南路1481 
 032-937-4445

步行歷史體驗之旅

	 		路線
	 	江華旅遊平台 - (6分鐘) - 高麗宮址 - (5分鐘) - 大韓聖公會江華會堂 - 

(1分鐘) - 龍興宮 - (7分鐘) - 小倉織布體驗館  - (10分鐘) - 朝陽紡織

Tip Box
[步行歷史體驗之旅]是通過步行方式遊覽江華生動歷史的旅遊
路線。沿著這條行走路程短但內容充實的路線走下去，就會
深深陷入江華的無窮魅力之中。

朝陽紡織

東幕海邊

席毛島自然休養林

毛島礦物溫泉

♡韓劇拍攝地 _ # 'Switch-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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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華獅爪藥艾
薄荷香，香氣濃郁的藥艾
以摩尼山爲中心生長在陽光充足海邊的江華獅爪藥艾，是未受汙
染、清潔乾淨，適合用於藥艾栽培的具有花崗岩系土壤的江華島
特產。自古以來，在艾草中功效最好的江華獅爪藥艾，是浸潤著
堿性海風和霧氣生長的，只要用過一次，必定會再次使用。

江華人參
世界級水準的營養和味道
江華人參從1232年開始栽培。因氣候、土壤等環境條件非常苛
刻，因此江華可算是世界級的寶地。江華人參具有旺盛血液生
成的作用，能夠強化肺功能，去除體內毒素，穩定糖尿病、血
壓等作用。另外，內容物飽滿結實，分量較重是其主要特徵。
有效皂苷含量高，煎服濃度高，品質好。 

小倉織布體驗館
一覽小倉的昨日和今朝
小倉織布體驗館是將建於1938年的韓屋染色
工廠「和平織品舊址」，於2016年重新改建
而成的空間。使人可以重新審視江華郡傳統
產業小倉的傳統文化遺產保護和價值，並了
解了曾經輝煌的江華紡織產業。此外，這裡
還設有小倉手帕圖章體驗、茶道體驗、小倉
織造演示體驗等多種活動，讓人以五感去感
受小倉。

江華花紋席文化館
江華獨有的特殊傳統遺產
以只產在江華島上的純白色莞草製成的碎花涼席叫做花紋席。爲
了系統地保存和展示花紋席的歷史和傳統的製作方法，設立了花
紋席文化館。訪問文化館，不僅可以看到花紋席，還可以看到展
現莞草工藝品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各種莞草工藝品變遷過程。另
外，如果一周以前通過電話申請，還可以和莞草工藝師一起親自
製作迷你花紋席和莞草小藝術品。

高麗山杜鵑花藝術節
在凝聚千年歷史的高麗山上享受花
的盛會
每到4月，在淡粉色杜鵑花盛開的江華島上，
都會舉辦高麗山杜鵑花藝術節。漫步於被漫山
遍野的杜鵑花覆蓋的高麗山，邊賞花邊品嘗各
種美食吧！這裡還安排了各種圖片展、明信片
展、杜鵑花體驗展等豐富的活動。

江華獅爪藥艾要在江華清淨海風流通的地方熟成3年以上。

體驗一下那特別的香味吧。

小倉織布體驗館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南門內街20號街8 
 032-934-2500
	營業時間 : 上午10點 - 下午5點 (週一公休)

江華花紋席文化館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松海面長井陽五街413
 032-930-7060
	營業時間 : 上午10點 - 下午6點 (週一公休)
 參觀費用 : 成人 - 個人1,000韓元，團體800韓元 /  	
青少年，軍人 - 個人700韓元，團體500韓元 	
兒童 - 個人500韓元，團體400韓元 / 體驗學習 - 個人5,000韓元，團體4,000韓元

慶典篇

Ganghwa 

高麗山杜鵑花藝術節

	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支石墓廣場及高麗山一帶 
 032-930-3624

小倉織布體驗館

江華花紋席文化館

高麗山杜鵑花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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