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韩民国1号经济自由区城市
令人产生穿越时空的错觉，仿佛来到未来的地方

来看看被称为亚洲曼哈顿的环保国际城市
松岛&青罗吧。

松岛&青罗
最尖端设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亚未来城市

International City

松岛&青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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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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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岛现代名牌奥特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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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罗国际都市是工作和居住共存的新概念商业
城，是与松岛、永宗一起构成仁川经济自由区
(IFEZ)的城市。这里作为国际业务和休闲的中心
地而不断进行开发，是仁川国际机场高速公路、
机场铁路、京仁高速公路、京仁阿拉航道等连接
永宗和首尔的主要交通枢纽，紧邻大海，作为海
岸城市也拥有着卓越的地位。

青罗国际都市

松岛国际都市是与新加坡、迪拜等世界性国际都
市并驾齐驱的韩国第一大经济特区。已发展成尖
端知识服务产业的全球基地，多数国际机构和国
内外企业、名门大学都聚集于此。另外，这里还
被评选为最佳绿色城市，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
目标进行规划，发挥着城市中心的肺脏作用。

松岛国际都市

正确游览仁川的方法之一，就是乘坐双
层巴士来享受仁川旅游名胜的仁川城
市之旅。以松岛国际都市的中央公园
为起点，规划了海洋路线和港口路线这
两种不同的循环型路线。除此之外，还
可以选择夜景或时间段旅行等多种主题
的路线。如果想游览青罗国际都市，可
以选择经由正西津、国立生物资源馆、
Canal Way（人工水路）、青罗环境生
态公园的生态旅游路线。

Hidden Story 

仁川城市旅游大巴使用指南

1. 票种
综合通用券, 海洋路线, 港口路线

2. 购票处
仁川综合旅游咨询处(中央公园)
仁川站旅游咨询处(支持现金、信用卡购票)
乘坐大巴时向司机购买(仅支持信用卡)

3. 票价

票种 成人 儿童
(5岁~18周岁)

残疾人及 
国家有功者

综合通用券 12,000韩元 10,000韩元 8,000韩元
海洋路线 10,000韩元 8,000韩元 6,000韩元
港口路线 5,000韩元 4,000韩元 3,000韩元
+ 48个月以下免费，1-3级残疾人包含1位监护人
+ 团体(10人以上)优惠20%

4. 路线介绍
循环型海洋路线

① 松岛中央公园(起点/终点)	 ② 松岛国际会展中心
③ 旺山玛丽娜	 ④ 乙旺里海水浴场
⑤ 百乐达斯城	 ⑥ 机场客运航站楼
⑦ 新国际客运航站楼	 ⑧ G-Tower观景台
⑨ 艺术中心仁川

+ 需2小时25分 / 星期一休息

循环型港口路线

① 松岛中央公园(起点/终点)	 ② 新国际客运航站楼
③ 仁川内港	 ④ 仁川站
⑤ 仁川内港	 ⑥ 松岛国际会展中心
⑦ Triple Street

+ 需1小时20分 / 星期一休息

主题型路线

仁川时间之旅 / 苏莱市场之旅 / 江华历史之旅
江华治愈之旅 / 晚霞夜景之旅

+ 主题型路线需提前在网站预约后使用

全球性城市，华丽地腾
飞承载世界明天的松岛&青罗

永宗岛

青罗

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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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韩中交流新中心的仁川港国际客运航站楼，是
为了提升港口运营效率，使仁川港成为国际旅游港
口而开发的。国际客运航站楼开发工程于2016年1
2月开工，历时3年6个月，于2020年6月15日重新
开放。让我们一起看看焕然一新的国际客运航站
楼吧！

INCHEON INTERNATIONAL FERRY TERMINAL

仁川港国际客运航站楼的建筑地上有5层，总面积约65660㎡，相当于9个足球场
大小，比原有第一第二国际客运航站楼的总面积足足扩大了1.8倍。投入六千七百
多亿韩元完工的国际客运码头和航站楼的规模，是自1883年仁川港开港后，在港
口的单一建筑物中规模最大的。航站楼建筑是以五大洋的波涛为形象而建造的五
个曲线型屋顶，为外景增添了雄壮之美，为交通弱者营造了方便无障碍的室内环
境。另外，采用以地热制冷制热的系统，提高能源效率是其一大特点。今后，还
计划在客运航站楼附近建设购物中心和度假村，梦想成为东亚海洋旅游的枢纽。

旅行，成为明天。
仁川港国际客运航站楼

国际客运航站楼
各层介绍

仁川港国际客运航站楼

5层

4层

3层

2层

活动大厅1, 活动大厅2

综合零售商店 / 治安区域: 免税店, 免税品交货, 
内地税退税(人工窗口)

港口出入证发放, 海上安全体验馆

1层 行李托运，员工食堂, 公交车站, 出租车站

船运公司售票处

顾客咨询中心, 仁川旅游咨询处, 韩医药宣传体验馆

咖啡厅, 便利店, 药店, 地区特产销售 

外币兑换, 漫游, 旅行社, 内地税退税(自助服务机)

幼儿休息室, 物品保管箱

国际客运航站楼3楼设有海上安全体验馆，是一
处可以亲手触摸海上救生设备，体验海上救生状
况的空间。体验馆提供各种项目，以便自己能够
应对可能发生的海上安全事故。任何人都可以轻
松学习国际海事组织(IMO)标准安全标识、救生
设备使用方法、应对溺水事故的全面罩呼吸法和
应急处理法等教育。 

Hidden Story 

+  参观学习信息
位置信息	 		仁川港国际客运航站楼(仁川广域市延寿区

国际港湾大路326号街57)
体验时间	 		平日 10:00~17:00 (周末及公休日休馆)
体验内容	 		海上安全装备体验及应急处理教育
体验对象	 		幼儿, 青少年, 成人, 团体
所需时间	 		1~2小时
申请咨询	 		+82-32-570-6099

安全体验教育 救助及应急处理教育 青少年前景探索项目 其他相关实习

国际海事组织(IMO) 
指定国际标准
船舶安全设备
标识的理解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操作方法教育及体验

海洋前景探索, 
国际航站楼出入境
手续办理体验等

ECO NURI号登船及
仁川港参观

救生装备的佩戴教育及体验 心肺复苏术

参观船闸宣传馆及
模拟船舶运行

投放及乘坐救生筏体验 逃离船只及
发生溺水事故时的
全面罩呼吸法对上述课程的视频复习教育

+  体验馆教育课程出境大厅

入境大厅

INTERNATIONAL CITY
+ 松岛&青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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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庆源赍大使酒店 + 松岛韩屋村
高楼大厦中的独特风景
仁川庆源赍大使酒店是韩屋最早获得5星级的
酒店。与具有传统韩屋样式的外观不同，内
部装修和服务都结合了现代酒店的便利性。
绘有不同水墨画的壁纸和传统室内装饰展现
着温馨和淡雅。紧邻的韩屋村内设有韩屋饭
店、咖啡厅、文化体验等多种设施，更加便
于访客游览观光。

松岛POSCO Tower (Panoramic 65)
外观独特的建筑物
松岛POSCO Tower以螺旋状扭曲的独特形状，
被评为体现韩国曲线美的”Good Design”优秀
设计建筑。其中位于65层的”Panoramic 65”是
位于松岛国际都市仁川奥克伍德豪景酒店内全
韩国最高的酒吧和餐厅，在此可欣赏到开阔的
全景。

仁川庆源赍大使酒店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科技园路200  
	+82-32-729-1101 

仁川奥克伍德豪景酒店 Panoramic 65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会展中心大路165
	运营时间
	 每天 : 下午6点 - 上午12点 
	 周五~周六 : 下午6点 - 凌晨1点  
	+82-32-726-0065

♡韩剧取景地
#鬼怪

#爱的迫降

SONGDO

UNIQUE 
VENUE

♡韩剧取景地
#太阳的后裔#花游记 #内在美

艺术中心仁川
创造世界文化潮流的艺术城市
从音乐大师指挥的手中得到灵感设计而成的”艺术中
心仁川”以独特的外观和连接大海的展望，成为代表
松岛国际都市的建筑之一。2018年11月第一阶段，
即音乐厅开馆，以音乐与世界沟通，不断拓宽艺术
领域，目前正在推进第二阶段工程，以发展成为具
备美术馆和歌剧院的综合文化艺术空间。让我们欣
赏一下这个使生活变得丰富，让城市变得美丽的松
岛艺术和文化空间吧。

艺术中心仁川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艺术中心大路222  
	+82-32-453-7700

松岛国际会展中心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中央路123  
 			门票 - 免费
	+82-32-210-1114

松岛国际会展中心
世界级水平的会展中心
如果说悉尼有悉尼歌剧院，那么仁川就有松岛国际
会展中心。三个尖尖的檐顶和曲线流畅的屋顶虽然
会让人联想起悉尼的歌剧院，但其实这座建筑是以
韩国太白山脉为主题建成的。这座拥有尖端无所不
在(Ubiquitous)设施，具有国际水平展厅、会场和
活动场所的会展中心，距离仁川国际机场仅20分钟
车程。此外，周边还有多种住宿基础设施，包括喜
来登、奥克伍德等6家特级酒店。以优美的建筑外观
和最尖端的设施，自2008年10月7日开馆以来一直
备受喜爱，也常在各种广告的背景中出现。

仁川
庆源赍大使酒店艺术中心仁川

POSCO Tower
松岛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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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城市历史馆
仁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仁川城市历史馆以仁川的城市发展过程为主题，可
以看到1883年开港后向近代城市全新出发的仁川
城市历史和变迁过程。由1层近代城市馆、2层仁
川模型馆、3层IFEZ模型馆构成，可参与文化历史
内容的展示和丰富多样的教育项目。

G塔
将松岛全景尽收眼底
G塔是仁川经济自由区（IFEZ）的办公大楼，是
联合国国际组织绿色气候基金（GCF）、联合国
机构等多个国际机构事务局入驻的松岛代表性地
标之一。与其独特的外观相匹配，G塔曾在2013
年荣获仁川广域市建筑奖大奖等，展现着卓越耀
眼的履历。29层的空中庭院和33层的观景台免费
开放，若是错过着实令人遗憾。在这里可以眺望
到松岛的所有建筑和中央公园、仁川大桥，乃至
西海，一览松岛国际都市日益发展的面貌也是个
不错的主意。

TRIBOWL
引人注目的艺术空间
下部窄且越往上越宽的独特外形，尤其引人注目的这座建
筑就是TRIBOWL。这个名字由代表三个的”Triple”和代表碗
的”Bowl”组合而成。寓意天空（机场）、大海（港口）、
土地（广域交通网）三大要素，并象征由松岛、青罗、永宗
组成的仁川经济自由区。这里是运营各种演出、展览、教育
项目的综合文化空间，准备了儿童到成人都可参与享受的节
目。TRIBOWL周边有还有水流环绕，倒映在水面的松岛夜景
更是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TRIBOWL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仁川塔大路250
	+82-32-832-7992

G塔宣传馆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艺术中心大路175
	+82-32-120
	运营时间
	 周一~周五：上午9点 - 下午6点

仁川城市历史馆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仁川塔大路238
	门票 - 免费	 	+82-32-850-6000

TRIBOWL
仁川城市历史馆

G塔

♡韩剧取景地
# 太阳的后裔

♡韩剧取景地
# 内在美

            艾妮(Ainy)推荐的拍照区!

外语讲解服务
10人以上团体参观时，提供外语解说服务(英、中、日) 
	 		上午9点 - 下午6点（周一休馆）
	+82-32-850-6000, 6077*必须事先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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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宗大桥服务区
最近的大海，最近的服务区
永宗大桥服务区是日渐受人追捧的热门打卡
地。因为这里可以看到距离首都圈最近的大
海，是离海边最近的服务区，韩国某电视台节
目中著名女笑星介绍的永宗大桥服务区”鱼饼
和柚子茶”也颇有名气。永宗大桥服务区直到
2014年还是”永宗大桥纪念馆”，2014年5月，
摇身一变以”永宗大桥服务区”重新登场。被
收录为世界最大铁制雕刻作品的雕塑（幸运
熊），各式餐厅入驻的美食厅，以及能够欣赏
西海梦幻夕阳的日落休息室，全都充满了好看
好吃好玩的乐趣。对于那些过早到达仁川机场
的游客来说，这里也是个很好的游览空间。

仁川机器人乐园 
尖端机器人产业的未来
仁川机器人乐园是结合机器人产业和主题公园的综合文化空间。
仁川为了促进智能型机器人的开发和普及，将其培育为国家未来
成长产业，正在建设仁川青罗经济自由区域内约767,000㎡规模
的机器人园区。虽然主题公园预计2021年才开业，但机器人乐
园1层开放的体验馆目前已在运营中。在这里可以体验舞蹈、编
程、无人驾驶、无人机、教育等各种机器人及VR。

青罗SPAREX
入围养生旅游25选
最近在韩流文化中”汗蒸房”也不可或缺，格温
妮斯·帕特洛和米兰达·可儿等好莱坞著名女演
员们也表达了对韩式浴池和汗蒸房文化的喜
爱，引发热议。事实上，对于一整天都在旅行
而倍感疲劳的旅行者来说，也没有比汗蒸房更
好的地方了。在这里，可以利用远红外线能量
排出体内废物和毒素，放松僵硬的肌肉，使疲
惫的身体变得轻盈，是解除身体疲劳的最佳休
息空间。从仁川机场坐车仅需30分钟距离的
地理优势也很有魅力，能够方便外国人更容易
地使用。推荐在传统汗蒸房、桑拿房、扁柏树
山林浴场享受治愈时间。

国立生物资源馆
与专业讲解员一起开启的旅行
国立生物资源馆是东方规模最大的韩半岛自生生物研究所。
为一般人和研究者展示收藏的标本，并可通过专家的解说或
语音讲解器边听展示说明边进行参观。除了参观之外还有各
种体验活动，是一个为提高对生物多样性、生物资源认识及
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懈努力的地方。

CHEONGNA

UNIQUE 
VENUE

青罗SPAREX

	仁川广域市西区青罗Canal路260号街15
	+82-32-561-2244
	收费标准
	 白天成人 – 8,000韩元	 白天儿童 – 6,000韩元
	 夜间成人 – 11,000韩元	 夜间儿童 – 8,000韩元
	 汗蒸服 – 1,000韩元

国立生物资源馆

	仁川广域市西区环境路42
	+82-32-590-7000
	运营时间 : 上午9点30分 - 下午5点30分
	参观门票 : 免费
			外国人预约指南
+	 10人以上团体 - 3天前网上预约

永宗大桥服务区

	仁川广域市西区正西津南路25 永宗大桥服务区
	+82-32-560-6400
	运营时间
	 商业设施 : 上午8点 - 晚上8点

机器人体验馆

	仁川广域市西区机器人乐园路155-11机器人塔1层
	+82-32-727-5400
	运营时间 : 每天 上午9点30分 - 下午6点 周一、周日休息

青罗SPAREX

机器人乐园

国立生物资源馆
永宗大桥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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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岛中央公园
市中心的巨大海水公园
松岛中央公园是总面积为370,750㎡的市中心巨型公园，位于松岛国
际都市核心区域——国际商务园区内尖端业务区域和居住园区的中
心。采用了防止城市热岛现象、可对雨水有效进行循环利用管理的
最新工艺。来到此处的游客首先会为这种别具特色的氛围着迷。作
为韩国首个利用海水的海水公园，长达3.6km的海水路、水上出租
车、皮划艇等水上休闲设施都吸引着游客。

松赞公园
若想尽情享受松岛的大海
松赞公园以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环抱开阔的西海
而备受瞩目。原本这里是修建松岛连接永宗的仁川
大桥时，建造工程所需的沉箱的地方。仁川大桥于
2009年竣工后，便设置了钢架结构建筑，变成了
现在的亲水空间。在松赞公园欣赏完美丽的日落
后，去旁边的综合文化空间”CAISSON24”体验一
下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和展示参观，并品尝美食是
不是非常棒呢？

SONGDO

WATER-
FRONT

松岛中央公园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会展中心大路160
	 		使用指南
+ 	 体验指南 - 水上出租车, 皮划艇, 皮筏, 小艇(水上出租车等体验费用需另外支付)
+	 入场费 - 免费
+	 停车设施 – 中央公园停车场(停车费: 每小时1000韩元)
+	 是否可以携带宠物 - 可以

松赞公园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会展中心大路391号街20

松赞公园

松岛中央公园

           艾妮(Ainy)推荐的拍照区!

♡韩剧取景地
# 鬼怪, # 花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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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 Way
仁川市中心的小威尼斯
青罗国际都市与威尼斯一样，是一座水上
城市。人工水道绵延而去，浪漫的Canal 
Way水边公园，不仅可以悠闲地散步，而且
各种商店密集，非常方便。这里连同周边
商街一起，以秀丽的景观成为首都圈最热
门的场所，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另外，位
于附近的青罗湖水公园每周二到周日展示
的音乐喷泉秀，也是宣传水城青罗新都市
的代表性景观。

正西津
彩霞渲染的地方
与江陵正东津相对峙的正西津，是光化门道路原
标坐标点的终点。象征它的标石和造型物（晚霞
钟、晚霞壁）坐落于此。正如意味着全新出发的
正东津日出旅游一样，以浪漫和思念为主题的落
日旅游商品十分受欢迎。沿着水路建有木质散步
路，旁边有风力发电机有力地转动，带给人一种
异国风情的感觉。 

京仁阿拉航道
流淌着千年约定
阿拉航道的”阿拉”取自韩国民谣《阿里
郎》的副歌《阿拉里奥》，也是代表大
海的古语。18km长的水路，周边的散步
道和自行车道都建得很好，还设有观景
台和瀑布等多种景观。作为连接西海和
汉江，流淌着韩国民族风韵和灵魂、情
感和文化的航道，蕴含着创造大韩民国
新文化”国际名牌航道”的愿望。

青罗生态公园
清湛碧澄的自然空间
远离拥挤嘈杂，道路平整而开阔，最适合闲暇休息的青罗地
区生态公园，是由仁川环境公团打造的地方，任何人无论何
时都可以免费使用。82,000㎡规模的生态公园里，不仅有鲤
鱼和甲鱼等多种动物生活的生态池塘，还有香草、仙人掌、
热带植物等生长的温室。这里既是享受自然生态的自然学习
场所，也是可以休憩的公园，快来亲身感受一下吧。

阿拉走廊观景台

	仁川广域市桂阳区纛室洞79-4

青罗生态公园

	仁川广域市西区机器人乐园路249号街38
	运营时间
	 夏季(4月~10月) : 上午9点 - 下午7点
	 冬季(11月~3月) : 上午9点 - 下午6点

Canal Way水边公园

	仁川广域市西区连喜洞630

CHEONGNA

WATER-
FRONT

阿拉光岛正西津广场

	仁川广域市西区梧柳洞

Canal Way
青罗生态公园

正西津
京仁阿拉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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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岛现代名牌奥特莱斯
市区型名牌奥特莱斯
现代名牌奥特莱斯松岛店拥有约300个品
牌，营业面积达1.5万坪规模。与地铁（仁
川地铁1号线科技园站）相连，交通非常
便利。不仅多数名牌入驻于此，而且设有”
高级市场”。这里还建有休闲运动专门馆、
乐高店和儿童美术馆、Kids Cafe等游乐设
施，是适合全家人一起享受的空间。

ZIZEL M青罗
年轻人的热门场所
位于Canal Way附近的超大型综合文化设施。
是东西南北无论哪个方向都可进入的立体型建
筑，空间处处都蕴含着建筑美学，令人赏心悦
目。这里是拥有大型多厅电影院、会展中心、
青罗最大规模的游泳池及体育中心，可感受多
种文化和体验的娱乐空间，具备大规模宽敞的
顶级停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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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游乐场
Triple Street位于现代名牌奥特莱斯的正前方，因寓意
地下、地上和屋顶三种街道而得名。这里是一处365天
举办不同庆典的综合文化空间。在直线距离达600m的
街道上，各种服装和杂货等共有200多个知名品牌入
驻，是融合了特别的看点、美食和乐趣的空间。 

Triple Street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松岛科学路16号街33-2
	+82-32-310-9400
	营业时间
	 上午10点30分 - 晚上10点 (365天全年无休)

松岛现代名牌奥特莱斯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松岛国际大路123
	+82-32-727-2233
	运营时间
	 平日 上午10点30分 - 晚上8点30分周一~周四(11月~4月)
	 平日 上午10点30分 - 晚上9点 周一~周四(5月~10月)
	 周末 上午10点30分 - 晚上9点 周五~周日

SONGDO

SHOPPING

ZIZEL M青罗

	仁川广域市西区青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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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岛现代名牌奥特莱斯

青罗广场7

ZIZEL M青罗

            艾妮(Ainy)推荐的拍照区!

♡韩剧取景地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梨泰院Class,#花游记,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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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摇滚音乐节
音乐之都仁川的节日
如果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仁川广域市也是有
着深厚音乐底蕴的音乐之都。摇滚音乐节
PENTAPORT ROCK FESTIVAL是表示仁川5
个城市计划关键词的Pentar-和港口(port)的
合成词，正在成长为代表亚洲的音乐节。

青罗红酒节
青罗，情迷红酒
在美丽的湖水公园品尝一杯甜中略苦的红酒。在
白天黑夜都无比美丽的青罗，展开为期3天的红
酒盛宴。这是一场可以边享受每天举行的演出，
边品味红酒香气的庆典。作为可以品尝包括韩国
在内世界各国名品红酒的庆典，还一同展示适合
红酒的各种演出和美食。 

正西津日落庆典
告别一年的落日
如果年末访问仁川，在落日名胜地京仁阿拉航道正西津
的阿拉光岛广场享受一场年末庆典如何？这是可以与西
海的美丽落日一起告别一年的首都圈最大规模的日落庆
典。庆典准备了日落倒计时、正西津演唱会、烟花汇演
等丰富的附加活动。

青罗美容庆典
美丽的城市青罗
与青罗国际都市的感性城市形象相得益彰的美容庆典。
这里进行着以美容为主题的健身模特选秀、韩服时装
秀、庆祝演出等平时很难接触到的观赏内容及体验项
目，可以尽情享受青罗美容庆典所独有的独特魅力。

松岛啤酒节
兴致勃勃的夏日派对
每年8月末和9月初之间在仁川广域市松
岛举行的庆典。可在亚洲规模最大的舞台
上，享受多种多样的世界啤酒和各种美
食，用清凉赶走夏日的炎热。还有现场演唱
会、烟花和EDM派对。这个在兴致中增添
味道的特别庆典，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世界
各国的啤酒饮用，令人胃口大开，是松岛夏
季的代表性庆典。

仁川摇滚音乐节

	仁川广域市中央路350 (松岛月光庆典公园)
	+82-32-440-4023

松岛啤酒节

	仁川广域市中央路350 (松岛月光庆典公园)
	+82-32-830-1000

青罗红酒节

	仁川广域市西区青罗Canal路135
	+82-32-830-1000

青罗美容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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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西津日落庆典

	仁川广域市西区正西津南路95
	 		每年12月31日
	+82-32-560-5930

SONGDO

FESTIVAL

CHEONGNA

FESTIVAL

在各种商家密集的美食街一带，菜式丰富的
餐厅鳞次栉比。可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品
尝，其乐无穷。

美食街

这里不仅有国内外知名美食店，还有各式餐
厅入驻。长长的餐厅一条街是能使男女老少
所有人都满意的空间。

Triple Street

美食介绍

幽静的韩屋室内装饰，一流的味道，快来炭
烤排骨专卖店和首尔烤肉专卖店所在的松岛
站韩屋村享受美味韩餐吧。

韩屋村

松岛月光庆典公园

Triple Street
韩屋村

美食街

青罗红酒节

正西津日落庆典

青罗美容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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