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easure lsland

屬於仁川的168個島嶼
如繁星般璀璨的島嶼上展現出的異國風情

天空、高山、大海呼喚的地上樂園
在仁川的島嶼上靜靜享受自然賜予的禮物吧！

仁川的天堂
初次面對的夢幻之島Incheon Specialist Program



仁川島嶼路線圖
仙才島，靈興島

仁川國際機場 仙才島 靈興島

駕車1小時30分鐘 駕車18分鐘

信·矢·茅島, 長峰島

仁川國際機場 三木碼頭 信·矢·茅島 長峰島

駕車15分鐘 乘船30分鐘乘船10分鐘

大青島, 白翎島

沿岸客運站 大青島 白翎島

乘船3小時30分鐘 乘船30分鐘

仁川國際機場

駕車40分鐘

德積島, 蘇爺島, 掘業島

沿岸客運站

沿岸客運站

德積島

德積島

乘船1小時50分鐘

乘船1小時50分鐘

 蘇爺島

掘業島

駕車6分鐘

乘船55分鐘

仁川國際機場

仁川國際機場

駕車40分鐘

駕車40分鐘

沿岸客運站
三木碼頭

永宗大橋

大阜島

茅島

靈興島

仁川國際機場

仙才島

始華防潮堤
烏耳島

長峰島

大青島

蘇爺島

白翎島

仁川大橋

仙才大橋

靈興大橋

蘇爺大橋

信島 矢島

德積島

掘業島



國家地質公園的重要性已從地球科學和地質學方面得以
證明，其自然景觀也被指定爲美麗地區。這是通過地質
教育和旅遊以謀求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家制度。以美
麗的地質和地形爲基礎，可以直接了解從棲息在那裡的
動植物到人們的文化、歷史和考古等。讓我們詳細了解
一下這個地方吧！

自然與人類可持續共存
NATIONAL GEOPARK

2019年仁川的島嶼白翎·大青 島被指定爲國家地質公園，白翎·大青
國家地質公園是距離北韓黃海南道12公里的島嶼，位於韓國西海
守護的最前方。自6.25戰爭以後，這裡成爲因軍事對峙導致各種管
制的中心地區。直到最近才發現北韓具有在韓國無法觀察到的地
質特徵，因此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從2014年開始推進國家地質公
園認證，在2019年成爲了國家地質公園，韓半島上幾乎看不到的
約10億到7億年前的新元古代岩石在這裡被報告出來。另外，這裡
也是韓國發現歷史最悠久的疊層石的地區。白翎5處、大青4處、
小青1處，共10處地質遺產被指定爲地質名勝。白翎·大青地質公園
的特徵有三：一、在韓國稀有、學術價值高的地質；二、被用作
各種生物棲息地和繁殖地，乾淨明亮的環境；三、與外部隔絕的
過去流放地和軍事要衝地，具有發達的獨特文化。 

疊層石 - 過去因藍藻活動而生成的化石

旅行，成爲作品。
國家地質公園

國家地質公園

出處：白翎·大青國家地質公園

居住於白翎島、大青島與小青島的居民
中，自願爲地區社會發展而加入的10
位（白翎島4位、大青島3位、小青島3
位）居民成爲地質公園解說員。他們不
僅是對白翎·大青地質公園進行解說，還
包括從歷史、文化、生態和環境等地區
的生成到生態系統的進化、人類活動的
開始直至現在等內容。解說服務可在網
路上免費申請。

Tip

+ 白翎·大青國家地質公園
區       域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白翎面及大青面
面       積	 66.83平方公里
認證日期	 2019年7月10日
官方網站	 www.bdgeopark.kr

+ 地质名胜

白翎島

小青島

鎮村里玄武岩

沙岬海邊

豆石海岸

龍盤岩與南浦里褶皺

大青島

農餘海邊與彌阿海邊

玉竹洞海岸沙丘

西風坡

黑琅

小青島

粉岩與疊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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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位於仁川廣域市甕津郡靈興面的島，規
模爲1.97平方公里，長10.9公里。與東邊
的大阜島相距500公尺。通過2000年11月
開通的仙才大橋連接，並可通過2001年11
月開通的靈興大橋連接西側的靈興島。島
上生活的居民有547戶1129人。

仙才島

仁川之寶，在島上爲心靈畫個 ‘休止符’享受豪華露營、露營車的度假之島，仙才島&靈興島 靈興島
仙才島

靈興島是仁川除了江華島以外唯一可以開
車前往的島嶼，交通便利。從首都圈出
發2小時左右就可以輕鬆駕車往返，每年
有300萬名遊客前來觀光。爲了進入靈興
島，必須從仙才島上渡過靈興大橋。因
此，其特點是開車兜風，即可一次到訪兩
座島嶼。此外，以豪華露營、露營車名勝
而著稱的靈興島，有5處旅遊業者註冊的露
營場，可根據個人喜好進行選擇。

靈興島

據說，靈興島的名字中包含著悔恨的由來。一個是，事先預感到高麗末
期國家將滅亡的翼靈君爲了帶領家人逃離開京，在海上遇到了風暴，而
經歷九死一生的故事。據說，掉入大海險些死掉的翼靈君（靈）因天意
而重新復活（興），故而得名「靈興島」。另一個是翼靈君逃到靈興島
躲藏期間，登上島中最高的山——國師峰向神靈祈求高麗的再次興盛，
並結合自己的軍號翼靈君的「靈」字和讓高麗興盛的「興」之意，而稱
其爲靈興島。

Hidden Story 

Hidden Story 

從地名由來看，這裡從高麗時代到朝鮮時代後期一直被稱爲
「小牛島」，到1871年前後才改名爲「仙才島」。據傳是
從原名「小牛島」或「犢牛島」改名爲「仙才島」的。小牛
和犢牛都是小牛犢的意思，有著「像跟著母牛一樣跟隨靈興
島的牛犢島」之由來。另一個說法是，海邊曲折美麗，海水
清澈，仙女們曾在此沐浴，名稱由此而來。這座島嶼流傳著
與仙女有關的傳說，足見水清氣秀，風景迷人。

인천의 보물, 섬에서 마음의 ‘쉼표’를 찍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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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才 島 的 咖 啡 廳 充 滿 了 異 國 風 情 ， 其 中 P p e o l 
Dabang是在遊客之間已經口耳相傳的咖啡廳，咖啡
廳的前院是會受漲潮和退潮影響的地方，如果水退
了，人們就可以在咖啡廳內蕩秋千或抱著沖浪板拍
照。在雷鬼風音樂靜靜流淌的Ppeol Dabang享受閒
暇時光，不知不覺仿佛置身於拉丁的某個海岸邊。

靈興翼靈君路
漂流海上的靈興島故事
靈興島有17條環島路線，命名爲靈興翼靈君路。這裡有
各種路線，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和時間情況進行選擇。可
以望著大海登山，也可以邊感受島上風情邊環島，這些
都是值得推薦的路線。在路線上遇到的幾個場所，都有
可以欣賞海景、感受島嶼氛圍的釜屋渡口路和愛鄉轎桿
路。內五里的釜屋渡口路是可以參觀曾經乘坐渡輪的碼
頭和生產鹽的地方的路，內七里的愛鄉轎桿路則給失去
家鄉的人們帶來感受鄉愁共鳴的時間。

十里浦海邊
以松樹群樂地而聞名的涼爽海邊
十里浦海邊位於靈興島的最北端，擁有沙子和小石子
混合的海邊是其特徵，夜間水平線對面輝煌燦爛的夜
景就像一副畫卷。十里浦的名字是因爲從浦口到這裡
的距離爲十里而被命名的。海岸的後面是由松樹組成
的群落，像屏風一樣環繞著海邊。100多年前，先祖們
爲了擋住破壞農耕的海風，在海邊種下了各種樹木，
但其他樹木全部死亡，只剩下松樹幸存。因此現在作
爲全韓國獨一無二的海濱松樹群地區而受到保護。 

Ppeol Dabang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靈興面仙才路55

十里浦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靈興面內里734

仙才島

名勝介紹

♡推薦!

仿佛來到古巴海邊的咖啡廳

Ppeol Dabang

木島
CNN評選為「韓國美麗的島嶼」
木島在詞典上的解析是指，靠近海岸線的島嶼因沙洲
或沙咀而與陸地相連的島嶼，仙才島的木島是個無人
島，每天有兩次海水會分開，露出一條沙路。其他地
方的海路大多是泥濘稀軟的泥灘，神奇的是連接仙才
島和木島1公里長的海路會形成堅硬的沙路，因此可
以步行或搭乘汽車來往。也許是鍾情於這種與眾不
同，CNN所評選的「韓國美麗之島」中占據第一位的
就是仙才島的木島。

木島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靈興面仙才里

靈興島

名勝介紹

영흥익력군길

木島

Ppeol Dabang 

 十里浦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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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積面分布著42個有人和無人島。因爲島的數
量眾多，所以各具特色看點，被稱爲「甕津海
邊至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島就是德積島，
因在有人的島嶼（德積島、蘇爺島、掘業島、
白牙島、蔚島、地島、文甲島、善尾島）中規
模最大，如果想去其他島嶼，必須經過德積島
換乘。德積島正如其名，具備徒步、海水浴
場、海釣、住宿、租車等各種旅行便利條件。
最近，這裡以其美麗的景觀和徒步旅行勝地而
廣爲人知，吸引了眾多遊客。 

德積島

仁川之寶，在島上爲心靈畫個 ‘休止符’贈予漫步與繁星，治癒和從容的島嶼。德積島&蘇爺島&掘業島

蘇爺島是個位於德積島以南約500公尺
處、之前隔著大海邊塗面積爲3.03平方公
里的島嶼。隨著德積蘇爺大橋的建成，遊
客可以將其當做德積島的一個部分去旅
行。與島嶼的南北長11.5公里相比，寬度
較窄，中間收緊變窄後再次變寬，形成扇
腳的半邊形，向南方延伸。雖然只是一個
小島，但由於山勢像德積島那樣險峻，所
以被稱爲「小德積島」。以島中央海拔
158公尺的國師峰爲中心，100公尺以上的
山峰和比其更低的山峰形成了山脈。 

蘇爺島

掘業島位於德積島西南約13公里處。因爲
島的樣子像有人在趴著工作，所以取名掘
業島。因其純淨的自然環境，這裡被稱爲
韓國的科隆群島，成爲野外背包旅行的勝
地。沿狗頭山脊慢慢登上島的中心部位，
就能看到環繞過來一般的美麗海岸線。在
海邊的奇岩怪石和山坡上露營，與鹿群偶
遇也將成爲一種愉快的體驗。在登山愛好
協會中已小有名氣，如果計劃周末旅行，
最好預留一個月的時間預訂船票。

掘業島

Hidden Story 

直到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時期前，德積島都叫做意爲
「大水島」的德勿島。據外地人說，原來居民們大
多善良寬厚福報多，因此稱德積島。由此，面的名
稱也改爲「德積面」。德積島在仁川沿岸乘快船僅
需1小時即可到達，是一個不近也不遠的島嶼，海
水浴場長2公里，寬500公尺。 

德積島

蘇爺島

掘業島

若要去蘇爺島，在仁川港客運站乘坐去往德積島的船即
可，大約需要一小時左右的時間。返回仁川港時，必須
先在蘇爺島碼頭等候才能登船。因爲乘坐進入蘇爺島的
船之後，會立即經由德積島開往仁川港。

Tip

單雙日運行路線不同，需仔細確認進入掘業島的行船
班次。僅需50分鐘（單日）的路程可能會經2小時10
分鐘（雙日）繞行。

Tip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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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陵洞沙石海邊
異彩紛呈的石、花、樹相映成趣的海邊
陵洞沙石海邊是鋪滿黑色卵石的鵝卵石海邊，大小不一
的漂亮石頭填滿了海岸。光腳走上去，自然而然就會有
指壓效果，踩在石頭上的聲音也會發出微妙的回響。在
海邊枕著鵝卵石入睡的感覺是只有在這處海邊才能體會
到的妙趣。在海邊的後面，每個沙丘上都盛開著紅色的
海棠花，左側山坡上遍布洋槐樹，口處有蘆葦叢繁殖，
形成了一道與卵石海邊相得益彰的特色風景。特別是日
落時分的鵝卵石海邊，展現著西海岸最爲壯觀的景觀。 

西浦里松樹散步路
2010년 아름다운 숲 전국대회 수상
서포리는 덕적도 서쪽에 위치한 포구라는 의미인데요. 서
포리 해변에 위치한 소나무 숲은 누구라도 눈길을 빼앗길
만한 풍경을 자랑합니다. 해안사구를 따라 500m 가까이 
펼쳐지는 소나무가 세월의 무게로 안정감을 주면서도 화
려한 자태를 유지하고 있습니다. 방풍림으로 200년이 넘
는 시간동안 한 자리를 지탱해온 나무들사이에 산책로가 
마련되어있어, 삼림욕을 하기에도 좋습니다. 2010년에는 
‘아름다운 숲 전국대회’에서 전통마을 숲 부문 1위를 차
지해 그 진가를 알린 바 있습니다. 

德積島

名勝介紹

陵洞沙石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北里

西浦里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	  +82-32-831-6623

飛鳥峰
德積島的秘境之所
德積島除了有可以戲水的海邊外，還擁有完善的步行
路線，最爲有名的路線當屬國守峰和飛鳥峰，雖然
國守峰爲314公尺略高，但從飛鳥峰眺望到的景色更
美。飛鳥峰的高度爲292公尺，並不算高，無需另外
準備登山服、背包等物品，而且是親子家庭也可以輕
鬆攀登的山。沿著紅松、鵝耳櫪、黃櫟樹茂盛的山路
行走1小時左右，就能到達飛鳥峰山頂。山頂上有一
座名叫飛鳥亭的八角亭，可以暫時坐下來欣賞風景。
從山頂下來，就能看到通往西浦里海邊或Batjireum
海邊的分叉路。

飛鳥峰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西浦里

Batjireum海邊是位於飛鳥峰正下方的海邊，規模雖小，但景
色幽靜，坡度緩和，適合想要享受舒適休息的人，海邊設有木
板製成的吊橋，是散步的絕佳場所。

陵洞沙石海邊

西浦里海邊
飛鳥峰

Batjireum海邊

TREASURE ISLAND
+ 德積島&蘇爺島&掘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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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爺島燈塔
若想沉醉於抒情的意境之中
在蘇爺島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寬闊的大
海和紅色的燈塔，這就是蘇爺島燈塔。
蘇爺島燈塔建於1985年，建燈塔是爲了
不讓通過蘇爺島東邊岩石島和蘇爺島之
間狹窄水道的船舶翻船，起到向導的作
用。現在，平靜的大海、溫暖的燈塔可
以給那些想要避開都市喧囂的人們帶來
治癒的感受。 

蘇爺島

名勝介紹>

Tteppuri海邊
摩西奇跡發生的地方
又被稱爲「草袋子」的「Tteppuri」海邊因長了很多茅草而得
名。海邊寬闊茂密的樹林形成奇景，因人跡罕至，可以感受到大
自然原本乾淨的面貌。Tteppuri海邊的特徵是能夠體驗到「摩西
奇蹟」。在韓國，能看到大海分開現象的地區包含蘇爺島在內共
有9處。蘇爺島雖然海路分開的長度很短，但與其他地方不同的
是，海路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形態，並且與周圍景觀相融合，展現
出異國魅力。 

Tteppuri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蘇爺里

蘇爺島燈塔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蘇爺里

Tteppuri海邊

蘇爺島燈塔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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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掘業島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掘業里

小掘業島
掘業島海岸地形的佼佼者
掘業島海岸地形的佼佼者

小掘業島又稱兔島，被地質學家評價爲在韓國任
何地方都難得一見的海岸地形佼佼者。爲了入
島，需要等待大話海邊的水退去。每當退潮時，
沙灘上就會出現與小掘業島相連的路。小掘業島
的地形是冰冷的海水和熱空氣，再加上海水的鹽
分，溶解岩石所形成的鹽風化現象。小掘業島是
韓國出現鹽風化現象的地形中最長的一個。請欣
賞一下這難得一見的自然奧秘吧。

狗頭丘
若計劃野外背包旅行，這裡值得關注
在來到掘業島的背包客中最受歡迎的名勝就是狗頭丘，整個島嶼由海
拔高度在100公尺以內的丘陵組成，因此登上狗頭丘可以欣賞到四面通
透的美麗遠景、感受到涼爽的清風、日落的晚霞和夜空美麗的星星。
推薦訪客在狗頭丘頂端享受眺望晚霞與星空，喝著啤酒的悠閒時光。
但是，本人帶去的垃圾請全都自行帶回，並不留痕跡地清理乾淨。 

掘業島

名勝介紹

掘業島海邊
清澈湛藍的度假海邊
掘業島海邊是擁有一片清澈透明大海的地方。這
裡在退潮時顯露出的也不是灘塗，而是白色沙灘
相連的海邊。此處沙子的顆粒非常漂亮，踩過甚
至不會留下腳印。海水也極爲清澈，從及腰深的
地方也能清楚地看到腳趾的移動。漫步在經長久
歲月洗禮而變得清澈潔淨的海邊，不知不覺間就
會找到心靈的從容。

掘業島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掘業里
 +82-32-899-2210

狗頭丘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德積面掘業里

在掘業島的木鰓海邊也可以看
到特殊形態的地形，這就是大
象岩。是不是很像大象？根據
觀看的人不同，也可能看起來
像只大企鵝或禿鷲。

大象岩

掘業島海邊

大象岩

狗頭丘

小掘業島

TREASURE ISLAND
+ 德積島&蘇爺島&掘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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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之寶，在島上爲心靈畫個 ‘休止符’享受仁川的風。適合騎行自行車的島嶼，長峰島&信.矢.茅島

信島、矢島、茅島是永宗島和江華島中
間並排浮現的三兄弟島，三座島嶼都由
連島橋（連接島和島的橋）連接，非常
適合徒步遊覽。2019年，這裡被指定
爲第53條大韓民國海岸公路。這條路與
自行車騎行路線也大部分重合。因此，
作爲騎自行車的好去處，口碑也越來越
好。騎行路線是沿著環繞信島連接的道
路前進。在島上可以輕鬆租賃自行車
和腳踏車，沒自備自行車的遊客只要想
騎，也可以享受騎車的樂趣。

信·矢·茅島 

意爲「長長的山峰」的長峰島是適合野
營、徒步、騎行自行車的島嶼。在長峰島
旅途中不可錯過的地方有貝殼、水紋岩
石，這裡只有在退潮時才能看到位於從潤
玉穀延伸到可膜頭瞭望台的海岸邊。成人
身高大小的奇岩怪石和波浪紋岩石不僅讓
人感覺奇妙，還能讓人感受到神秘感。長
峰島上以露營而聞名的地點是甕岩海邊。
雖然可以免費使用，但擁有著僅次於收費
使用的便利設施，因此備受喜愛。洗手
間、淋浴間和洗碗池都一應俱全。享受野
營的同時欣賞日落的夕陽，可以看到令人
無法用語言形容的美麗景觀。

長峰島

長峰島海岸邊有很多關於鬼怪的故事，很久以前就流傳著遇到鬼怪
或看到鬼火就會捕到很多魚，大發橫財的故事。雖然是傳說一般的
故事，但令人吃驚的是，最近已證實，鬼火是作爲魚食的海底養料
中磷所發光的現象，這裡有很多爲了吃魚食而聚集的魚。長峰島自
古以來就以漁場而聞名，是韓國的三大漁場之一。   

Hidden Story 
騎著電動自行車只需3~4個小時就可以充
分遊覽信矢茅島，每個島嶼都有各種景
點和名勝。

Hidden Story 

信矢茅島騎行路線
信島碼頭 ▶ 信島水庫 ▶ 水氣海邊 ▶ 海岸
公路 ▶ Baemikkumi雕刻公園 ▶ 蝙蝠

長峰島
茅島

矢島信島

TREASURE ISLAND
+ 信·矢·茅島&長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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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氣海邊
充滿寧靜浪漫的大海
水氣海邊是像弓一樣彎曲的形態。到達海邊最先映入眼
簾的是心形的標示牌，因爲這裡以電視劇《浪漫滿屋》
的拍攝地而聞名。水氣海邊水深較淺，坡度較緩，有小
孩以家庭爲單位的遊客也可以安全地享受。海邊一旦退
潮，廣闊的灘塗延伸開來，展現出最爲傳統的捕魚方
式——毒殺，可以看到水氣海邊才有的獨特風景。天氣
好的時候去海邊的話，對面江華島的摩尼山仿若近在眼
前，伸手即可觸摸。 

信·矢島連島橋
連接島與島
連接信島和矢島的連島橋長579公尺，於1992年竣工。
隨著連島橋的竣工，兩座島成爲一個島，任何人想去
時，可以不必等待，直接跑過去都行。白天可以看到連
島橋上退潮後露出地面的寬闊泥灘。下午可以看到海水
漲潮的海岸風景，日落時分亮起的路燈燈光映照在海水
上，夜景非常美麗。 

信.矢.茅島

名勝介紹

水氣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北島面矢島里	   +82-32-899-2114

信·矢島連島橋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北島面矢島里

Baemikkumi雕刻公園
以大海爲畫布的藝術島村
位於茅島末端的雕刻公園，是來信矢茅島的遊客的
必去之處。Baemikkumi這個名字是由於海邊的形狀
像船底洞一樣，因而得名。雕刻家李一浩先生迷上了
Baemikkumi海邊的風景，將工作室搬到這裡，邊工作
邊將完成的作品一一擺放在海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現在的Baemikkumi雕刻公園。人們喜歡欣賞與美麗海
景相融合的雕塑，口碑相傳，這裡還可以用作為咖啡
館和別墅山莊。 

Baemikkumi雕刻公園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北島面茅島路140號街41
 +82-32-752-7215
 門票：2,000韓元

            艾妮(Ainy)推薦的拍照區~!

蝙蝠

沿著Baemikkumi海邊散步路走下去，就能到達蝙蝠海邊。蝙蝠這
個名字是因爲地形像蝙蝠而得名。配有用英文字母書寫的“Modo”
紅色造型物，作爲拍照背景非常受歡迎。

長峰島

名勝介紹
灘塗路
灘塗之間的環島路
灘塗路是指退潮時一天會露出兩次的灘塗之間的環島
路，源自純韓語詞彙「灘塗」。長峰島灘塗路因天
路、山路、海路絕妙地融合在一起而名聲大噪。長峰
島灘塗路由神仙遊玩路（8.2公里）、天行路（3.2公
里）、九飛路（4公里）、長峰海岸路（4公里）、亞
達人魚路（4.6公里）、韓德海岸路（3.5公里）、長峰
寶物路（4.4公里）等7條路線構成。 

一踏入長峰島碼頭，就有一尊美人魚像迎接著遊客。關
於這尊人魚像有一個流傳下來的傳說，從前，有一個姓
崔的漁夫生活在長峰島上。但不知從何時起，他總是抓
不到魚，生活陷入了貧困的境地。之後，他和往常一樣
去捕魚，當他收網時看到漁網中竟然有一條人魚。人魚
的上半身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下半身則長著魚的尾
巴。姓崔的漁夫看到人魚的眼神後，產生惻隱之心，二
話不說將人魚重新放回了大海。從第二天開始，崔氏的
網中總是會捕獲很多的魚。 

Hidden Story 

Tip 

國土海洋部在2003年將這一帶68.4平方公里的
灘塗指定爲濕地保護區。長峰島的灘塗是貝殼中
唯一可以生魚片享受的文蛤在韓國的最大產地。
在此可親身進行泥灘體驗，還可以采到各種魚貝
類。因此，這裡保留著原始的純淨自然，還可以
觀賞到黑蠣鷸等瀕臨滅絕的鳥類。      

灘塗路

水氣海邊

Baemikkumi

連島橋

TREASURE ISLAND
+ 信·矢·茅島&長峰島

 I  2120



仁川之寶，在島上爲心靈畫個 ‘休止符’具有得天獨厚自然環境的和平之島。大青島&白翎島

大青島是與去往白翎島路口處的小青島在一
起的島嶼。蘊含著太古奧秘的地質學絕景在
整個大青島上一一呈現。此外，大青島上布
滿了天然海岸，甚至可以說整個島都是海
岸。大青島的海邊展示著韓國海岸中數一數
二的美麗風景。不僅是清澈見底的潔淨海
水，海浪湧來的波濤也又高又猛，讓人有種
置身東海之濱的錯覺。大青島被稱爲寶島，
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是還未經人類汙
染的地方，被公認爲最適合於非接觸治癒的
島嶼。 

大青島

白翎島位於北韓的長山岬南側三八線正下
方，一到晴天，就可遠遠望見北韓的西海
最北端島嶼。雖然從仁川沿岸碼頭客運站
需要4個多小時，但這裡卻是推薦去觀賞各
種自然生態環境的島嶼。2019年得到白翎·
大青地質公園認證後更加受歡迎。位於仁
川西北方向191.4公里處，面積46.3平方公
里，海岸線長52.4公里，最高峰高達184公
尺。居民有3,177戶5,657人。最近，因在
華東和沙岬之間填海造田，使面積增大，
已從位列第14位變成了第8大的島。 

白翎島

白翎島原名爲鵠島。對於從鵠島改名爲白翎島的軼事，流傳著兩種說法。一
個是因爲島的外觀像朱鹮展開白色翅膀翱翔在空中的樣子，所以改名。第二
個說法是，從前西海島某邑城的一位書生愛慕使道之女，兩人已約定未來，
不料使道知道後極力反對，並將女兒送到了孤島上。書生爲了尋找使道的女
兒費盡心思，卻毫無作用。有一天，他做了個夢，夢見一只白鶴叼來一張白
紙，書生從夢中驚醒一看，發現紙上真的寫著地址。傳說書生按照住址，從
長山岬乘船來到白翎島，找到使道的女兒，開懷暢談，和和美美生活下去的
傳說。由於是白鶴告知了這個島，所以被稱爲白鶴島，而今天又被稱爲白翎
島。 

Hidden Story 

大青島是朝鮮時代主要以牧場爲功能的島。世宗10年
（1428年），在大青島建立牧牛場放牛，朝鮮後期把要在
戰爭中提供馬匹的白翎牧場遷至大青島經營。大青島絕景中
有「馬口」這個地名，名字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是放牧飼
養的馬經常掉下懸崖，二是地形像馬背一樣因而得名。    

Hidden Story 

大青島

白翎島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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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竹洞沙漠
紺青色大海與金黃色沙漠
玉竹洞是能看到異國沙漠風景的地方。在島上遇到沙漠本
身就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因此也被稱爲「韓國的撒哈
拉」。長2千公尺、寬1千公尺左右的沙丘根據風向和強度
不斷形成不同的形狀。大規模海岸沙丘和沙灘海邊、長長
的沙灘融爲一體，形成獨特的風景。作爲神奇的名勝，深
受遊客們的喜愛。

大青岛

名胜介绍

農餘海邊
酷似玻利維亞烏尤尼鹽沼的海邊
形成大青島西北海岸的農餘海邊，細膩而堅硬的沙子像絨
毯一樣鋪開。在無論怎麼用力走都不會留下任何腳印的堅
硬沙灘周圍，可以看到雖是石頭，卻擁有樹木紋理的古木
岩石一樣的奇岩怪石。走在碧波和岩石交相輝映的、清淨
無瑕的農餘海邊沙灘上，會讓人情不自禁地感歎這裡是不
是一個樂園。因爲這裡酷似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沼，還獲
得了「大尤尼」的別名。它旁邊的就是彌阿洞海邊，退潮
時連成一個海邊，形成一道壯觀的風景。 

農餘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大青面大青里

玉竹洞沙漠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大青面大青里

西風坡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大青面大青里

西風坡海岸絕壁
令人稱奇的風景
西風坡意爲用全身抵擋從西海吹來的風的岩石，由此得
名。被受強勁西北風形成的60~70公尺高的海岸峭壁環
繞，景色優美。突出海岸和雄偉的絕壁姿態吸引了遊客
的目光。此外，還可以品嘗到在清淨海域捕獲的魚的真
味，是喜歡海釣之人絡繹不絕的地方。蔚藍的大海和天
空、海岸絕壁交彙的景觀本身就是令人治癒的風景。 

小青島燈塔
守望藍海的衛士

小青島上早就建起了燈塔。八尾島
首次建起了近代式燈塔，小青島燈
塔於1908年1月成爲韓國第二個亮
燈的燈塔。位於小青島西側83公尺
高地的小青島燈塔，是西北海一帶
和中國山東半島、滿洲大連地區航
行的船舶領航員。2006年12月，
隨著尖端設施的新燈塔建成，以前
的燈塔完成任務處於休息狀態。建
成當時，在燈塔上使用過的日晷至
今仍保持原位。 

小青島燈塔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大青面小青西路279
  +82-32-836-3104

Tip Box
鷹岩瞭望台
登上鷹岩瞭望台眺望景觀，可以看到宛如展翅飛
翔的鷹岩。自古以來，大青島就是一種蒼鷹「海
東青」的採集地。因此，大青島西內洞甚至留下
了「鷹幕穀」的地名。 

農餘海邊

玉竹洞沙漠

西風坡海岸絕壁

守望藍海的衛士

在神秘的沙漠拍照
留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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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翎島

名勝介紹

沙岬海邊
白翎島的那不勒斯海邊，天然紀念物第
391號
一般來說，在海水退去的海邊上行走是一件非常困難
的事情，因爲雙腳會完全被美麗的沙子吸進去。但是
白翎島的沙岬海邊在海水退去後，即使有汽車或摩托
車行駛，車輪也不會陷入沙中，具有非常特別的地形
和地質特點，具備這種特性的海岸只有意大利的那不
勒斯海邊和沙岬海邊，全世界只有兩處。其稀有性得
到認可，於1997年12月30日被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第
391號。 

沙岬海邊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白翎面
  +82-32-899-3510

豆石海岸
波濤精心打造的海邊
波濤一次次撫摸著石頭，直至把它們變成豆粒這麼小，這
中間用了多長時間呢？豆石海岸是一片特殊的海岸，海岸
上不是沙子，也不是碎石，而是鋪滿豆粒大小的石頭。其
稀有性得到認可，被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第392號。參觀一
段時間後，就會感受到一種想要帶走小巧玲瓏的豆豆的誘
惑。波濤每打造出一個豆子，至少需要撫摸它幾百年。不
要帶走波濤投入漫長時間打造的這些寶石一般的石頭，希
望隨時可以來到白翎島，用雙眼裝走這片美景就好。

豆石海岸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白翎面南浦里1764-6
 +82-32-899-3510

沈清閣
讓人想起遺忘的孝的空間
白翎島是代表性傳統小說，及十二場板索里之一《沈清傳》
的舞台。沈清閣位於可以看到沈清投身的印塘水和沈清轉世
的蓮峰岩的的地方。因爲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韓，所以也
是有著思鄉之痛的失去故鄉的人民們經常去的地方。1樓設
有與沈清殿相關的各種資料，2樓設有宣傳館和休息空間。 
一到晴天，北韓的長山岬就會盡收眼底。

頭武津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白翎面蓮花里

斑海豹是以白翎島爲主要棲息地的天然紀念物
第331號，是自由來往於南北韓海域的動物。
2014年第17屆仁川亞運會吉祥物和仁川市的
代表形象均以海豹爲素材。

沙岬海邊

沈清閣

頭武津

豆石海岸

頭武津
神造的絕景
由於白翎島頭武津酷似將軍們聚在一起開會時的
情景，故而被稱爲頭武津。構成頭武津的岩石是
約10億年前堆積的沙子凝固形成的砂岩，在地下
深處變得更加堅硬和細緻。到達白翎島頭武津浦
口後乘坐遊船觀賞的絕景，從海蝕洞窟到海蝕拱
廊、海蝕柱，無論想象的是什麼，都會看到超乎
想象的風景。 

沈清閣

	仁川廣域市甕津郡白翎面鎮村里
  +82-32-899-3510

Hidde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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