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isure complex 
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规模，

从未经历过的那些惊人瞬间。

将愉快的想象变为现实的
有关永宗岛&舞衣岛的特别故事即将展开。

永宗岛&舞衣岛永宗岛&舞衣岛
拥有世界先进机场设施的休闲·旅游圣地拥有世界先进机场设施的休闲·旅游圣地

Incheon Specialist Program



永宗岛 & 舞衣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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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驾驶体验中心

海滨公园

海鲜刀切面

舞衣岛路线

仁川机场 实尾岛海水浴场 哈拿盖海水浴场
(海上观光探访路)

高空滑索 

驾车26分 驾车13分- 步行2分

永宗岛路线图

仁川机场 海滨公园 BMW
驾驶体验中心

百乐达斯城 马嘶鞍滩涂体验场 马嘶鞍海边咖啡店

驾车23分- 驾车11分驾车15分- 驾车13分 步行8分

马嘶鞍海边咖啡店 仙女岩海水浴场 乙旺里海水浴场 王山海水浴场

驾车10分- 步行14分 步行16分-



舞衣岛距离陆地非常近。过去只有在蚕津岛码头乘船才能到
达 ，但如今随着舞衣大桥的开通，开车前往也十分便利。因
此，旅游时间不够或晕船严重的游客，也可轻松感受海岛旅
游的魅力。上下穿梭于横跨舞衣岛的国师峰(230m)和虎龙谷
山(244m)所遇到的海岛秘境，格外苍翠美丽，闻名遐迩。夜
幕降临后，还能在此欣赏到仁川国际机场灯火绚烂、霓虹闪
烁的夜景。

舞衣岛

在天上可乘飞机，陆路可通过永宗大桥和仁川大
桥，水路可从月尾岛乘船抵达，这就是永宗岛。陆
海空交通极为便利，以至于使岛屿这一称谓都变
得黯然失色。永宗岛既是全世界人踏入韩国的第一
步，又是他们离开时所面对的最后一张面孔，永宗
岛能给所有人带来特别的灵感。

永宗岛

在空间里读取‘经验’在永宗岛&舞衣岛享受全新日常生活 

因岛上燕子较多，因此过去曾被称为紫燕
岛。此岛是用防潮堤连接龙游岛、三木岛和
薪佛岛之间的浅海而围垦的岛屿。这是因仁
川国际机场建设需扩建工程用地而进行的填
海造地工程，面积达63.81㎢，远大于实施工
程之前的面积。

HIdden Story 

关于舞衣岛这个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因岛的形状像身
穿盔甲的将帅挥刀起舞，▲因岛上起雾的日子会出现骑着马的将
帅衣襟飞舞的现象，▲因形似女人翩翩起舞的样子，▲因用汉字
书写有“人群(muri)”时，错写成了“舞衣(muui)”等说法。

HIdden Story 

永宗岛

舞衣岛

介绍一下与我同行的朋友们

充满活力的斑海豹巴米(BUMY)
非常享受动感十足的旅游， 

却是个路痴，偶尔也会迷路哟。

我的名字叫登大里(DAERY)
我不会隐藏自己的感情，有着发自

内心深处的纯真。
我是个大家公认的韩剧迷~

你们好！我是科米(COMY)
我是一个可爱的“小海豹”。
我还有万事通&小吃货的外

号哦~!

我是艾妮(AINY)
我生活在仁川，是一个好奇心

很强的“斑海豹”。
我性格活泼，喜欢旅游，

也很会拍照。

Ganghwa

Cheongna

Jung-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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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国际机场是外国人了解韩国的第一站，
又是韩国通往世界的门户。同时，它被评为
世界最佳机场，是仁川的骄傲。让我们详细
了解一下仁川的象征——位于仁川永宗岛的
仁川国际机场吧。 

INCHE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仁川国际机场自1992年永宗岛和龙游岛之间的
填海工程开始，经过8年4个月时间的施工，于
2001年3月29日开港。之后，在世界机场服务质
量评价中连续12年排名第一，稳稳占据了世界
最佳枢纽机场的地位。但仁川机场并未就此止
步，自2009年起至2017年共投入5万亿韩元，扩
建了第二航站楼等机场基础设施。第二航站楼在
投入使用仅3年后，其价值便得到认可，在英国
Skytrax公司评选的“2020全球最佳机场奖”中获
得“最佳航站楼奖”和“最佳换乘机场奖”。现在，
仁川国际机场也从未停止面向未来发展的脚步。 

旅游成为一种艺术，
仁川国际机场 

韩国传统文化中心
位于客运航站楼3层免税区。
在此可体验传统工艺，并观看传统文化演出，可以购买由重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制作的韩纸工艺品和名牌陶瓷品。

韩国文化博物馆
入驻新开放的出发大厅(4层)。
主要展览主题有宫廷文化、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印刷文化等。

传统工艺展览馆
可以欣赏各种韩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品。
位于客运航站楼5层换乘休息室内。

到达大厅文化街
展示以韩国美丽的大自然、生动而充满才情的人物、拥有五千年历史
的灿烂文化为主题的优秀照片和传统工艺木质家具。

分类� 国际机场

创建年份� 2001年

占地面积� 5619.86万㎡

跑道� 3个
长 � 3750m
宽� 60m
厚� 105cm

一览便知仁川国际机场

HIdden Story 

ASQ 连续12年排名第一

通航城市数量

1999年建成，已通航19年

员工人数1230名

通航航空公司数量航次328,399次

旅客吞吐量56,527,379人次通航国家数量

客运航站楼

值机柜台
270个

安检台
28个

边防检查台
120个

设施

客运航站楼

停机坪设施 航空安全设施

货运航站楼

交通设施

客运航站楼

交通设施

1st 19 84

185 1230 565255

32

仁川国际机场设有
能够进行特别文化
体验的空间，为游
客带来别具特色的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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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达斯城
2017年4月首次开门营业的百乐达斯城是东北亚首个综合度假
村，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多种娱乐活动。这里展示着3000多件艺
术作品，通过丰富多彩的演出为人们带来感动和欢乐。百乐达斯
城占地面积99825坪，可使用酒店、广场、餐厅、俱乐部、SPA、
赌场(外国人专用)等高水平配套设施。从仁川国际机场搭乘3分钟
磁悬浮列车和步行1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乘坐机场铁路或KTX
到首尔站及首尔中心地区需要40分钟左右。

Paradise City Korea
� ��仁川广域市中区永宗海岸南路321号街186(云西洞)
� ��+82-1833-8855

精彩纷呈的世上最佳主题公园 ‘Wonderbox’
该公园面积约1200坪，是一个梦幻般空间。向大家介绍
被誉为世上最佳主题公园的“Wonderbox”。Wonderbox
除设有游乐设施外，还常年举行表演，带给游客多姿多彩
的乐趣。这里不仅有仿佛成为奇幻小说主人公般的神秘氛
围，还设有韩国首次建成的充满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而
且到处都设有拍照区和特别的美食！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被
这里深深吸引。

Wonder box
 1日通票

� 成人 : 28,000元 / 儿童 : 20,000元(37个月 以上-13岁(小学生))

 嘉年华游戏使用券
� 1次使用券 : 3,000元� 3次使用券 : 7,000元
� 6次使用券 : 13,000元� 9次使用券 : 17,000元

� ��入场必须购买1日通票。
� 1日通票可在网站或广场内的现场售票处及无人售票机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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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F(VIP ZONE), 4F(Beach Club)
� 安排演出时营业

玩法不同的place! 
‘CHROMA’
夜生活目的地CHROMA是为成人游客而准备的夜店设施。
如金黄色太阳将要融化般的独特外观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
事务所MVRDV设计完成。这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建筑，可
同时容纳3千多人。共设有4个不同的音乐舞台，包括1楼
-音乐酒廊(MUSIC LOUNGE)、2楼-主舞台、子舞台(1ST 
STAGE & 2ND STAGE)、3楼-VIP ZONE、4楼-海滩俱乐部
(BEACH CLUB)。还可进行结合CHROMA Field的活动。

住宿

永宗岛
百乐达斯城

仁川国际机场

♡韩剧取景地# ‘德鲁纳酒店’, #‘The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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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定式，旅行者的日常休息空间
鸟巢酒店
365天有温水无边泳池的鸟巢酒店是以严苛的
标准评选出的全球317家Design Hotel成员酒
店之一。从仁川机场磁浮列车龙游站1号出口
步行约需2分钟。此外，仁川国际机场第1客运
航站楼和第2客运航站楼均有免费班车运行，
交通十分便利。周边旅游景点有可前往舞衣岛
的蚕津岛码头，距离酒店约5分钟车程，乙旺
里距离酒店约20分钟车程。此外，该酒店还以
可品尝世界各国料理的餐厅而闻名。 

治愈身心的新概念SPA
CIMER
CIMER是一个高品位SPA。这里不仅有奢华时尚的水
疗区，还可享受充满活力的LED媒体艺术和全新概
念泳池派对。作为完全符合消费者要求的复合型设
施，这里是结合欧洲的感性和韩国特有汗蒸房文化
的K-STYLE必去Spa。邀请大家光临每周举行的泳池
派对和具备各种主题的休息设施的治愈空间。

Cimer
�水疗区

� [淡季] 平日(周一 -周五): 上午10点-晚上7点
� 周末(周六 -周日): 上午10点-晚上10点
� [旺季]
� 上午10点-晚上10点

�汗蒸水疗区
� 周日-周四：上午8点-午夜(0点)
� 周五、周六及节假日全天：24小时营业

���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如举办成人泳池派对或租馆活动，
 � 青少年可使用水疗区的时间可能会变更。

距离仁川机场最近的五星级酒店
君悦酒店
仁川君悦酒店共有1024间客房，包括配备优质设施的普通
客房、套房和酒店式公寓，不仅具有融合东西方文化与设
计的特别氛围，还提供世界顶级水准的服务。交通也非常
便利，从机场铁路仁川国际机场站2号出口步行约需15分
钟。周边旅游景点有仁川大桥和永宗岛马嘶鞍海滩，距离
酒店约10分钟车程和15分钟车程。此外，还可享受24小时
客房服务、代客泊车、快速入住/退房等各种最高级服务。

Grand Hyatt Incheon
� ��仁川广域市中区永宗海岸南路321号街208
� ��+82-32-745-1234 

Nest Hotel Incheon
� ��仁川广域市中区永宗海岸南路19-5
� ��+82-32-743-9000

西部格雷斯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银河水路29号街36	 +82-32-717-0000
仁川机场豪生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银河水路29号街36	 +82-32-722-0000
ORA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空港西路345	 +82-32-752-8080

仁川机场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城市南路149号街11	 +82-32-752-2066
Air Relax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城市南路149号街7	 +82-32-745-3800
Airport Stay	 仁川广域市中区空港路424号街72	 +82-32-746-0070

 其他酒店

韩国最大的K-Style高档
外国人专用赌场
百乐达斯城赌场是韩国规模最大的高档娱乐场所。拥
有通过40多年经验所累积的专业性和优质服务，每
天都不重复的别具特色的活动，将为客户提供最佳体
验。推荐给想享受与众不同乐趣的游客。

Casino
� ��使用指南

+� 百乐达斯城赌场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
+� ��外国人专用，未成年人、韩国人禁止入内
+� ��必须携带护照以确认国籍
+� ��可以穿休闲装入场。但若穿短裤、运动衫、凉拖等会给人带

来不快的，可能会被限制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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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Driving Center
2014年，举世瞩目的BMW驾驶体验中心在永宗岛开业。这里是能
够体验全球汽车企业BMW所有东西的复合文化空间。体验中心占地
面积24万平方米，约等于33个足球场，是可以在城市就近体验最强
性能的空间，包括可享受驾驶乐趣的各种赛道、展厅、活动大厅、
青少年校园及舒适的休息空间。除了亲自驾驶汽车在赛道上疾驰的
驾驶体验外，还提供各种看点和体验项目，值得引起众多游客的兴
趣。这里不仅适合成人，还为孩子们开设了青少年校园、儿童驾驶
学校等。

BMW Driving Center
� ��仁川广域市中区空港东路136
� ��营业时间

� 品牌体验中心 – 上午9点-下午6点� 服务中心 – 上午9点-下午6点
� 驾驶活动 – 上午9点-下午6点� 导游观光 – 上午9点-下午6点
� 生活方式商店 – 上午9点-下午6点� TERRASSE餐厅 – 上午11点-下午6点
� o’slo咖啡店 – 上午9点-下午6点

�使用指南
+� BMW驾驶体验中心于每周一、春节/中秋节假期休息。
+� ��6月-9月周五/周六将营业时间延长1小时至19点。

�+82-80-269-3300

休闲

永宗岛

仁川国际机场

BMW Driv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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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公园
海滨公园是与由潮汐冲刷而成的滩涂和夕
阳映照的西海雄伟背景相映成趣的永宗地
标，不仅有体育设施和游乐场，还有人造
岩壁瀑布、室外演出场地、造型喷泉、观
景台、雕塑等多种设施。在这里能够同时
观看丰富的看点和令人心胸开阔的海景。
以利用自然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绿
色空间提供心灵休息处，是所有人都可以
尽情玩耍的自然公园。

可以和家人、恋人一起骑的
‘铁轨自行车’
海边公园正在成为永宗岛的著名景点。位于公园内的海
边铁轨自行车可以坐4个人，沿着海滨公园的海岸线往返
5.6km的线路骑行。从月尾岛到仁川大桥，眼前开阔的海
岸向游客展现令人难忘的风景。此外，还配备了景观瀑布
和各种设施，带来与众不同的乐趣。快来一览从月尾岛到
仁川大桥的秀丽风景吧。

食盐生产体验及观察各种盐田生
物情况的现场 ‘盐田体验’
永宗公园事业团复原了现已成为废盐田的
原“金红盐田”，使其恢复了盐田的功能。
同时，还建造了海蓬子等盐生植物群落地
和拍照区，准备公园内的生态资源和娱乐
项目，从2018年开始免费运营盐田体验
项目。本体验项目周一至周五(公休日休
息)每天2次，上午、下午各进行1次，可
供1-10人体验。

海边公园
� ��仁川广域市中区天空月光路2号街6
�铁轨自行车营业时间

� 1~2月, 11月~12月 : 上午10点-下午5点
� 3月~10月 : 上午9点-下午6点

�+82-32-719-7778

盐田体验
� ���活动时间 : 第1部分 10:00-11:30

� �                 第2部分 14:30-16:00
�项目指南

+� 活动期间 : 4月-10月(每周六、日及节假日休息)
+� ��报名方法 : 至体验日3日前通过网站进行在线

报名
+� ��预约办法 : 注册网站会员 - 在线申请 - 决定是

否许可/通知-完成报名
+� 注意事项 : 网站可预约人数：1-10名
	+82-32-456-2983

200%尽享富饶的海洋生态系统
马嘶鞍滩涂体验场
马嘶鞍海滩是每年吸引数万名游客的韩国规模最大的滩涂体验
场。虽然毗邻首都圈，但马嘶鞍海滩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保存完
好的滩涂生态体验场，在全世界也具有很高的价值。这里不仅
可进行滩涂体验，还设有渔箭衽筩(徒手捕鱼体验)或学校大自
然体验学习以及为地方自治政府、企业团体等运营各种团体体
验项目，是一个为游客推荐的场所。

马嘶鞍滩涂体验场
� ��仁川广域市中区Masiran路107-8
�滩涂(捕捞蛤蜊)体验 : Argo体验,

� 滩涂马车 : 徒手捉虾虎鱼
� 企业&团体研讨会 : 垂钓

�+82-10-6855-3223

仁川国际机场
海边公园

马嘶鞍
滩涂体验场

艾妮(Ainy)
推荐的拍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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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窒息的夕阳美景观景点
乙旺里海水浴场
乙旺里海水浴场位于仁川中区乙旺洞，亦称Neulmok
或Eolhang，1986年被指定为国民旅游区。每到夏季，
这里因前来享受海水浴的人而人头攒动。沙滩长约700
米，平均水深1.5米，规模比较大。由于这里是屈指可
数的落日美景海水浴场，太阳落山时，真希望让时间
永远停留在这一刻。这里是一个可尽享海水浴、运动
及钓鱼等各种乐趣的综合度假区。附近的露营地有龙
游岛、Evergreen汽车露营地、Red Land汽车露营地、
永宗岛龙游松林及Masiran露营地等。

男女老少咸宜的悠闲海滩 
王山海水浴场
王山海水浴场坡度较缓，是适合孩子们在海
边玩耍的地方。这里水质清澈，还可以钓
鱼。其特点是从乙旺里只要越过一个山岭就
能看到的海水浴场，距离仅为5分钟车程，
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氛围。王山的景致像一
个悠闲的渔村。广阔的海边前有一望无际的
沙滩，非常适合露营。王山落潮如同掠过盐
田路旁一般，是龙游八景之一，十分美丽。
退潮海水退去后，就会露出滩涂，还可以体
验退潮后能够在沙滩上体验的特别游玩乐
趣，如滩涂按摩、捡拾蛤蜊及海螺等。

一个悲伤的传说与纯净的风景交融
的地方 仙女岩海水浴场
关于仙女岩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悲伤传说。
曾经统领永宗镇水军的护军有位妾室，两
人的爱情破裂后，妾室从永宗镇的太平岩
上投身大海。据传，因无人为这女子收
尸，她的尸体一直漂流到龙游岛浦口，而
护军后来得知此事而后悔不已，埋下了女
人的尸体。此后，人们将女子投身大海的
太平岩称为仙女岩，这里也成为在夜空晴
朗的日子里，仙女们乘着彩虹下凡玩耍的
地方。据说岩石形似一个祈祷的女人，
有一个在此岩石前许愿就能实现的传说。
这里是几乎没有雾霾或环境污染影响的地
方，还可以生火做饭。乙旺里海水浴场

�仁川广域市中区龙游西路302号街16-15
�+82-32-746-4112
 ��搭建帐篷需收取5000韩元的垃圾处理费。

王山海水浴场
�仁川广域市中区乙旺洞(王山海水浴场)
�+82-32-461-0404

仙女岩海水浴场
�仁川广域市中区乙旺洞(仙女岩海水浴场)
�+82-32-760-7532

露营

永宗岛

仁川国际
机场

乙旺里海水浴场

王山海水浴场

仙女岩海水浴场

♡韩剧取景地
#爱的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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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观秀丽的海上漫步
哈拿盖海水浴场 – 海上观光探访路
舞衣岛海上观光探访路是一座宽2m、高5m、总
长550m的木质大桥，因其横跨海面使人有种仿
佛漫步海上的感觉，备受众人喜爱。满潮时，可
欣赏海水拍打绝壁而泛起的波涛落潮后，为游客
带来寻找奇岩怪石的新鲜趣味体验。 

通向“天国的阶梯”之路 哈拿盖海水浴场
哈拿盖有“大泥滩”之意。退潮时，在沙粒像面粉一样细腻的
沙滩外面露出广阔的泥滩。这里坡度平缓、沙粒细腻，作为
以家庭为单位的避暑胜地备受欢迎。尤其是这里在海水浴场
中罕见地开放泥滩，因此想要采集贝类的游客非常多。此
外，这里还是以拍摄韩剧《天国的阶梯》而闻名的景点。

实尾岛海水浴场
实尾岛海水浴场从永宗岛乘船10分钟即可到达。海水褪去
后，露出广阔的泥滩，可以一天两次步行到达对面的实尾
岛。实尾海水浴场的名字起源于连接至实尾岛之意。海边的
松林里可以搭起100多顶帐篷。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中感受飞天的惊心动魄
哈拿盖海水浴场 - 高空滑索
哈拿盖高空滑索是一项新型极限休闲运动，以时速49-
60km的速度在高25m、长413m的滑降滑道上疾驰。已经
多次出现在韩国各种电视节目中，堪称舞衣岛名胜。在韩
国20大著名海水浴场之一的哈拿盖海水浴场白沙滩上，远
眺一望无际延伸而去的西海在天空中飞翔，尽受惊心动魄
的刺激和快感吧。

海天世界高空滑索
� ��仁川广域市中区哈拿盖路 144-3
� ��营业时间

� 6·7·8·9月 – 上午8点-日落为止
� 非旺季 – 上午9点-日落为止 (全年无休) 

�+82-32-746-6886 / +82-10-5260-5767

哈拿盖海水浴场
� ��仁川广域市中区舞衣洞(哈拿盖海水浴场)
�+82-32-751-8833
�备有帐篷野营设施

实尾岛海水浴场
�仁川广域市中区舞衣洞136-49�   ��营业时间 : 每天 9:00~19:00
 ��费用 : 帐篷野营费 – 5,000韩元�   +82-32-752-4466

烤蛤蜊

来到永宗·舞衣岛必不可少的美食！最
具人气菜单绝对非烤蛤蜊莫属。这里甚
至有一条烤蛤蜊街。既然来到了西海海
边，强烈推荐敞开肚皮大快朵颐，尽情
享受大海的味道。

海鲜刀切面

货真价实、盛满各种海鲜的刀切面堪称
永宗·舞衣岛地区的著名美食。实惠的
价格，劲道美味的刀切面条，配上鲜美
爽口的汤！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挑选一
家美味可口的海鲜刀切面细细品味吧。

马嘶鞍海边咖啡店

迎着清凉的海风喝一杯咖啡如何？在退
潮时露出的滩涂或沙滩上行走，在餐馆
里美美地饱餐一顿后，坐在能看到海边
的咖啡店里边喝咖啡边欣赏夕阳美景，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一天了。

露营

舞衣岛

인천국제공항

实尾岛海水浴场

哈拿盖海水浴场

舞衣岛

休闲

舞衣岛

永宗·舞衣岛 美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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