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有100年历史的特别空间，
其中蕴含的特色风景和怀旧情怀。

若想坐上时光机来一次神奇的时间之旅
就到口岸&月尾岛去吧。

口岸&月尾岛
珍藏着仁川昨日与今朝的地方

口岸&月尾岛
珍藏着仁川昨日与今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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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尾展望台

月尾传统公园

筒仓壁画

韩国移民史博物馆

月尾文化街

月尾主题公园

月尾海洋列车

口岸路线 月尾岛路线

自由公园

韩纸工艺

中国城

松月洞童话村

仁川艺术平台

仁川开港博物馆
中区生活史展览馆

仁川口岸文化遗产夜行

济物浦俱乐部
清日租界分界石阶

近代建筑展览馆

开化时期服装

步行2分 海洋列车7分步行1分 步行2分 步行9分步行1分 步行7分

仁川开港博物馆 月尾传统公园清日租界分
界石阶

月尾主题公园中区生活史展览馆
大佛酒店

韩国移民史博物馆

步行4分 步行6分步行7分 步行7分 步行9分

自由公园 中国城 松月洞童话村

近代建筑展览馆 月尾观景台

济物浦俱乐部 月尾文化街

仁川艺术平台 月尾海洋列车
(筒仓壁画)

清日租界分
界石阶

月尾主题公园

步行19分

口岸&月尾岛路线图



仁川的口岸是最早接受外国文物的港口。
因此过去，这里才能作为各国文化共存的
国际都市繁荣发展。现在进入口岸，可以
感觉到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是因为在
这里可以感受到从旧韩末时期开始直到日
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历史。整个街道就
是承载着深厚历史的文化空间。虽然这里
依然弥漫着近现代史的痛苦，但目前已成
为博物馆、展览馆等多种形态重新装扮的
游客们的必经之路。

口岸

在充满“回忆”的地方穿越时空充满浪漫气息的口岸&
月尾岛

仁川站(世界社区中心) ▶ 中国城 ▶ 炸酱面博物馆 ▶ 海岸圣堂前 ▶ 大佛酒店展览馆 ▶ 仁川开
港博物馆 ▶ 仁川开港近代建筑展览馆 ▶ 艺术平台

1小时路线

韩中文化馆 ▶ 华侨历史馆 ▶ 大佛酒店展览馆 ▶ 仁川开港博物馆 ▶ 仁川开港场近代建筑展
览馆 ▶ 中区厅 ▶ 清日租界分界石阶 ▶ 三国志壁画街 ▶ 炸酱面博物馆 ▶ 仁川站

2小时路线

韩中文化馆 ▶ 华侨历史馆 ▶ 清日租界分界石阶 ▶ 大佛酒店展览馆 ▶ 仁川开港博物馆 ▶ 仁
川开港场近代建筑展览馆 ▶ 中区厅 ▶ 仁川广域市历史资料馆 ▶ 济物浦俱乐部 ▶ 自由公园 ▶ 
麦克阿瑟将军铜像 ▶ 三国志壁画街 ▶ 炸酱面博物馆 ▶ 中国城(义善堂) ▶ 童话村

3小时路线

近代口岸解说路线指南

月尾岛
口岸

月尾岛在1989年7月建成文化街后，开始
以文化艺术场所、见面和交换场所以及演
出、游戏场所等而闻名，如今已成为一提
起仁川就会想起的地标性建筑。以游乐旅
游区而广为人知的这个地方，出乎意料地
具备着深厚的历史性。过去瞬间扭转韩国
战争战局的第一个作战地点——绿滩也位
于月尾岛之上。逛逛充满历史痕迹的月尾
岛，看看仁川过去的时光如何？

月尾岛

“像半月的尾巴一样长长地垂落着”汉字地名取“月尾岛”。过去还被称
为“渔乙未岛”、“於乙味岛”、“於味岛”、“济物岛”。根据《备边司誊
录》、《承政院日记》等资料推测，是将韩文“二尾岛”“渔乙未岛”写成
汉字时，传承为现在的名字的。另有一说，在海外丙寅洋扰时，法国舰
队司令官罗斯发现了这座岛屿，因此取名为“Roze Island”。
曾是面积0.66k㎡，海岸线长1km，月尾山高105m规模的岛屿，在1920
年代初通过石筑台与陆地相连。到1900年代初为止属于京畿道富川市永
宗面，1914年9月1日划入仁川。

Hidden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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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公园是由美国、英国、中国等外国人委托俄罗斯
“萨马丁公司”设立从而诞生的韩国首个西方近代式公园。
虽然现在已不复存在，但当时最早的西式住宅和当时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4层英国人夏日别墅、气象观测所等位于此
地，这里也曾是首屈一指的热门场所。以下介绍这个拥有
悠久历史的自由公园。

超越时空的近现代史时光宝盒
JAYU (FREEDOM) PARK

自由公园是仁川港开港5年后的1888年建成的韩国首
个近代式公园。当时被称为各国公园、万国公园，但
后来为纪念重新找回自由而更名。在公园内可以看到
1982年建成的韩美建交100周年纪念塔和麦克阿瑟将
军铜像（1957年竣工），及自然保护宪章塔、忠魂
塔、石亭楼等。

每年春天都能看到樱花像雪一样飘舞的“自由公园樱
花庆典”，秋天更是以枫叶名胜而闻名，是经常举行
美术、写作大赛等各种活动的仁川代表性公园。因景
观优美、寓意深远，最近经常以高人气电视剧《鬼
怪》等电视剧和电影拍摄地而备受推崇。

从公园顶部眺望仁川港和月尾岛的全景也被选为不可
错过的亮点。在这里看到的仁川港夜景，作为恋人们
的约会路线而闻名遐迩。

旅行，成为历史。
自由公园 

自由公园

在漫长的岁月中，自由公园也作为历史性事件的场
所令人记忆犹新。这里是▲1919年3.1运动当时，
决定成立并宣布临时政府的”13道代表会议”计划召
开的地方▲是光复后准备建立解放纪念塔的地方▲
是6.25战争后建立的忠魂塔所在的地方▲是仁川出
身的五百零五位阵亡将士举行联合慰灵祭的地方。
学生义勇军纪念碑、铁路及海关用纸标石等，展示
了这些时代痕迹。

Hidden Story 

+
仁川广域市中区自由公园南路25
☎ +82-32-760-7597
运营时间 : 全年无休
门票及停车：免费(公园停车场)

精心装饰的景观是自由公园的骄傲

在悠闲中回味公园的历史

在舒适的散步路上徜徉

还可以看到意义深远的造型物

TIME TRAVEL
+ 口岸&月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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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艺术平台
历史和现代文化艺术的共存
仁川艺术平台所在的仁川中区海岸洞一
带是20世纪30~40年代建筑保存完好的区
域，建筑的造型价值得到认可。120年以
上的仓库和企业办公楼等多达13栋建筑通
过进行改造，重新诞生为综合文化艺术空
间。结合了城市的历史性和空间特性，以
文化形式灵活运用为宗旨，形成了创作工
作室及工坊、展厅、演出场地、资料室等
生活文化中心。这里的口岸一带保留了过
去的历史，并借助于文化艺术的力量，成
功实现了城市再生，对激活地区经济也起
到了积极影响，因此得到了积极评价。

仁川开港场近代建筑展览馆
一个可以看到被烧毁的近代建筑的地方
仁川开港场近代建筑展览馆是市指定有形文化遗产第
50号，曾作为日本第18银行仁川分行使用。建于1890
年的单层建筑，完整保留了典型的日本式会所屋顶、
金库、金库出入门等作为银行使用时的面貌。现在的
展览馆正在收集、整理、研究开港后建在仁川的近代
建筑的相关资料。只要是对近代建筑感兴趣的人，都
会被这个地方所吸引。

仁川开港博物馆
仁川开港历史的中心
仁川开港博物馆将开港当时仁川唯一的金融机构日本
第一银行分行重新装修，于2010年重新对外开放。
1982年3月2日被指定为“市指定有形文化遗产第7号”
这一具有意义的建筑物，是能够学习开港后近代仁川
面貌的博物馆。共设4个展厅，拥有最早的铁路、最早
的教会、邮政制度等很多冠以“最早”头衔的文物和资
料。若想参观从开港时期仁川的风景到近代文物等各
种历史文物，仁川开港博物馆绝对是首选之地。

仁川艺术平台

	 		仁川广域市中区济物梁路218号街3
 +82-32-760-1000
	运营时间 : 上午9点 – 下午6点

仁川开港场近代建筑展览馆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浦路23号街77
 +82-32-760-7549
	运营时间 上午9点 – 下午6点 (周一休息)
	收费标准

	 成人500韩元，军人300韩元，青少年300韩元，儿童免费

仁川开港博物馆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浦路23号街89
 +82-32-760-7508
	运营时间 : 上午9点 – 下午6点 (周一休息)
	收费标准

	 成人500韩元，军人300韩元，青少年300韩元，儿童200韩元

口岸

看点

♡韩剧取景地
#鬼怪 #内在美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仁川艺术平台

仁川开港博物馆

近代建筑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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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租界分界石阶
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历史痕迹的地方
“租界”是指外国人居住并享有治外法权的地
区。仁川口岸是继釜山和元山之后第三个设
立租界的地方。清日租界分界石阶是以1883
年日本租界为开始，1884年清租界所坐落的
分界地区。以石阶的边界为中心，一边是日
式，一边是中式景观，别具一格。

清日租界分界石阶

	 		仁川广域市中区松鹤洞1街12

中区生活史展览馆
过去和现在穿梭交错的空间
大佛酒店是1885年开业的韩国第一家西式酒店。这
是来到韩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亨利·阿彭策勒等外
国人主要使用的住宿设施。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中区
生活史展览馆。酒店拆除后，在原大佛酒店的空地
上复原了三层的酒店。展馆由第1馆大佛酒店展馆和
第2馆生活史展馆构成。第1馆咨询了文化财厅和近
代建筑专家，原封不动地再现了酒店曾经的外观，
第2馆则完全照搬了展示1960、70年代中区生活史
的各种场景。

济物浦俱乐部
从最初的外国人社交俱乐部到文化空间
“俱乐部”这个词是将俱乐部（Club）的日式发音，用汉字进行标
记的。1901年建立的济物浦俱乐部是开港当时，居住在仁川的外
国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地方。开港后1884年，在仁川为外国人
建立了各国居留地，1891年成立了清朝和日本等外国人社交俱乐
部。这是韩国最早的外国人社交俱乐部。现在的俱乐部于2007年
重新装修，复原成从前的样子，可以参观内部。

济物浦俱乐部

	 		仁川广域市中区自由公园南路25
 +82-32-765-0261
	运营时间 : 上午9：30 – 下午5：30 (周一休息)
	参观费用 : 免费

中区生活史展览馆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浦路23号街101
 +82-32-766-2202
	运营时间 : 上午9点 – 下午6点 (周一休息)
	收费标准

	 成人1,000韩元，军人500韩元，青少年700韩元，儿童免费

中区生活史展
览馆

济物浦俱乐部清日租界分界石阶

TIME TRAVEL
+ 口岸&月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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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月洞童话村
去往童话中的幻想旅行
松月洞在开港后走上了复兴之路。进入20世纪70年代
以后，外部客流逐渐减少，为了注入新的活力，将整
座村庄变成了一个童话村。这里有装饰成多种主题的道
路，壁画、建筑、符合主题的食物等一应俱全。更特
别的一点是，重新发现了街上的设施，并进行了全新装
饰。电线杆成了《杰克与豆蔓》中的豆蔓，旧煤气表成
了《绿野仙踪》中的铁皮樵夫的身体。就在这个看点丰
富的立体童话村里找回童心吧。

松月洞童话村

	 		仁川广域市中区松月洞3街17
 +82-32-764-7494
	参观费用 : 免费

中国城
五感愉悦的主题旅行地
中国城是每年接待众多游客的仁川代表性旅游景点。
这里的历史始于1883年。仁川港开港后，随着中国华
侨出入口岸，形成了中国城的雏形。在120多年时间
里，自然融入的华侨固有文化和风俗随处可见。从让
人产生来到中国错觉的红艳街头装饰，到随处可见的
中国传统街边小吃，还有排成长龙的中餐馆。这里是
可以同时满足眼睛和嘴巴的空间。

中国城

	 		仁川广域市中区中国城路59号街12

中国城

松月洞童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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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移民史博物馆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路329
 +82-32-440-4710
	运营时间 

	 上午9点 – 下午6点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开放到晚上9点)
	 周一休息/1月1日，公休日第二天休息

	参观费用 : 免费 

韩国移民史博物馆
生动再现移民历史的博物馆
2003年，距离1902年韩国首次正式移民到夏威夷
已经100周年。为了纪念他们先驱者式的生活，
韩国的海外同胞和仁川市民齐心协力建立了韩国
移民史博物馆。2008年6月开馆的这一博物馆，
是鉴证750万同胞的生活与悲欢的场所，也是韩
国最早的移民史博物馆。地下1层、地上2层规
模，通过常设展厅、资料室、体验室、影像室等
各种设施，展现韩国的移民历史。这里是让国内
外同胞都能感受到自豪和骄傲的空间。 

月尾观景台
仁川全景尽收眼底
50年来月尾山一直禁止市民的出入。位于山顶的月尾观景台是可以
眺望西海美丽的落日和仁川港的地方。23米3层高的玻璃展望台在
夜间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作为约会场所备受瞩目。这里的一大优
点是，墙壁整体由玻璃制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观看。从月尾公
园咨询处到月尾观景台，还运营着名为“海豹车”的班车。

月尾观景台

	仁川广域市中区自由公园南路25
 +82-32-765-0261
	运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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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费用 : 免费(海豹车使用费另计)

月尾传统公园
如果想要丰富多彩的体验
月尾传统庭院是原样再现朝鲜时代庭院风格的公
园。公园里美丽的庭院和鳞次栉比的建筑，备受
人们喜爱。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大特点，就是
可以体验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从传统武艺表
演、传统武艺体验、韩服体验、制作传统游戏道
具体验等传统项目，到给鹿、鲟鱼喂食等生态体
验等，一应俱全。

月尾传统公园

	 		仁川广域市中区北城洞1街89-1
 +82-32-765-4133
	运营时间

	 冬季：早上5点 – 晚上11点
	 夏季：早上5点 – 晚上10点

月尾岛

看点

月尾观景台

韩国移民史博物馆

月尾传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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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仓壁画
获得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大壁画
公寓22层高、长168m的超大型壁画，大小相当于4个足球场。作为
规模最大的户外壁画，已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壁画是在储存
粮食的仓库“筒仓”上绘制而成的。共投入了22名涂漆专业人员，仅使
用的油漆量就达86万5400升。一改原本认为筒仓是灰色巨型混凝土
建筑物的认知，在美国和德国举行的设计大奖上获奖。

月尾文化街  
一年四季充满欢乐的地方
从2006年开始形成的月尾岛海边街道，现
在被辟为“文化街”，成为很多人光顾的旅
游景点。文化街的亮点是画着的涂鸦，已
成为这里的一项艺术看点。虽然这是一条
长度仅为770米的小街，但前面广阔的大
海却牢牢吸引着游客。这里是代表仁川的
年轻街道，是集文化和艺术、演出、水幕
音乐喷泉等为一体的主题街道。 

月尾文化街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文化路9
 +82-32-764-0842

筒仓壁画

	仁川广域市月尾岛进入路7号码头

筒仓壁画

月尾文化街

TIME TRAVEL
+ 口岸&月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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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时期服装 
在开港路上享受开化时期的服装
口岸有出租开化期时代服装的空间。自助摄影棚也可以免费
使用。穿上那个时节的服装，走过历史悠久的开港路，将会
成为更加特别的经历留在记忆中。

韩纸工艺
能够感受到温暖情怀的韩纸体验
口岸有很多可以感受到韩国传统的东西。体验一下其中的韩
国传统纸张——韩纸怎么样？在韩纸工坊可以进行从小镜子
到大灯等多种多样的体验，还可以在画廊购买用韩纸制作的
工艺品。 

新浦国际市场 
仁川首个近代常设市场
19 世纪末位于新浦洞的菜市场是新浦市场的前身。从市场内建
成的造型物和市场内部存有的不少老字号店铺中，至今仍能感
受到过去菜市场的面貌。新浦国际市场是劲道面的起源地和故
乡，以各种美食而闻名。这里是仁川第一个近代常设市场，也
是与开港历史一起走过100多年历史的仁川代表性市场。

月尾海洋列车
韩国人应该去的地方，韩国旅游100选
2019韩国旅游发展局评选的100个旅游地中包含的月尾
海洋列车，是在仁川月尾岛循环的韩国最长城市中心型
观光单轨电车。总运行距离达6.1公里。是可以欣赏月尾
岛景观及仁川内港，眺望西海和远处仁川大桥的仁川观
光名胜。

月尾主题公园
一年365天充满乐趣的地方！
2009年开业的“月尾主题公园”是汇集了迪斯科转盘、
海盗船、摩天轮等充满惊险刺激的重量级旅游项目的主
题公园，成为仁川的名胜，在多个电视节目中都曾播
出。到了晚上，在一个接一个点亮的照明下，可以欣赏
到月尾岛独有的浪漫夜景。

月尾海洋列车

	仁川广域市中区济物梁路269
 +82-32-450-7600
	运营时间

	 平日：上午10点 – 下午6点 / 	周末：上午10点 – 晚上9点 
	收费标准   

	 成人 - 8,000韩元 
	 青少年(满13周岁~18岁) - 6,000韩元
	 老人(满65周岁以上) - 6,000韩元 / 儿童(满3周岁以上) - 5,000韩元
	 残疾人/国家有功者等 - 4,000韩元

开化时期服装

韩纸工艺

月尾海洋列车
月尾主题公园

月尾岛

乐趣

月尾主题公园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文化路81
 +82-32-761-0997
	运营时间

	 平日：上午10点 – 晚上9点 / 	周末：上午10点 – 晚上11点 
	收费标准 : 门票 -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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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岸

乐趣

♡韩剧取景地
#太阳的后裔

开化时期服装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浦路27号街93

韩纸工艺

	 		仁川广域市中区又玄路35号街14-1

新浦国际市场

	 		仁川中区又玄路49号街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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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港路咖啡街
为过去穿新衣
口岸街道上有很多在旧建筑骨架上原封不动地增添新风格，变成
充满特色感觉的咖啡店。过去的冰库、120年历史的日本房屋或
由纺织工厂改造而成的咖啡厅等，现在正成为年轻人喜爱的热门
场所。 

新浦果酱炸鸡块
江山变了味道也不变
新浦国际市场的名特产就是果酱炸鸡块。拥有70多年历史的此
地，以不变的味道一直备受众人喜爱。一进入市场入口能闻到飘
散开来的炸鸡香味，最终咬上一口的话，那种脆脆的口感，只尝
一次便终身难忘。

炸酱面
最早的炸酱面诞生地
中国城里曾有韩国第一家销售炸酱面的中华料理店“共和春”。现
在这个地方变成了“炸酱面博物馆”，展示着炸酱面诞生的历史。
在参观完看点众多的炸酱面博物馆后，去周围鳞次栉比的韩国中
餐馆品尝一碗炸酱面如何？

烤贝壳
在夕阳绝佳的月尾岛享受吧
在月尾岛享受的另一个魅力，应该是和喜欢的人一起品尝烤贝壳
吧。在月尾文化街前欣赏西海美丽的落日，品尝新鲜的烤扇贝，
任何人都会感到无比幸福。迎着凉爽的海风，尽情享受仁川特产
烤贝壳吧。

仁川口岸文化遗产夜行
人选韩国夜间旅游100选
“仁川口岸文化遗产夜行”以结合了仁川口岸别具一格的街道
风景和美丽的景观照明的胡同为背景进行，这是每年数万人
光顾的魅力十足的项目。活动主要内容有文化遗产步行探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仁川最佳、最初等多种文化遗产体验-
艺术跳蚤市场-文化演出等。

住宿信息

口岸

庆典

美食介绍

贝斯特韦斯特海港公园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济物梁路217	  +82-32-770-9500

本昵客雅月尾岛幸福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路268	  +82-32-764-9000

月尾岛观光酒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月尾路274	  +82-32-420-8901

LETO HOUSE
	 		仁川广域市中区新浦路46号街6	  +82-32-777-3998

No.25 仁川新浦88店
	 		仁川广域市中区开港路45号街14	  +82-32-761-1525

以开港口岸为背景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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