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easure lsland

属于仁川的168属属属
如繁星般璀璨的属属上展属出的属国风情

天空、高山、大海呼属的地上属园
在仁川的属属上静静享受自然属予的礼物属！

仁川的寶島
仁川的天堂，初次面对的梦幻之岛Incheon Specialist Program



仁川岛屿路线图
仙才岛，灵兴岛

仁川国际机场 仙才岛 灵兴岛

驾车1小时30分 驾车18分

信·矢·茅岛，长峰岛

仁川国际机场 三木码头 信·矢·茅岛 长峰岛

驾车15分 乘船30分 乘船10分 

大青岛，白翎岛

沿岸客运码头 大青岛 白翎岛

乘船3小时30分 乘船30分 

仁川国际机场 

驾车40分

德积岛，苏爷岛，掘业岛

沿岸客运码头

沿岸客运码头

德积岛 

德积岛 

乘船1小时50分

乘船1小时50分

苏爷岛 

掘业岛

驾车6分 

乘船55分 

仁川国际机场 

仁川国际机场 

驾车40分

驾车40分

沿岸客运码头
三木码头 

永宗大桥

大阜岛

信岛

灵兴岛

仁川国际机场

仙才岛

始华防潮堤
乌耳岛

长峰岛

大青岛 

苏爷岛

白翎岛

仁川大桥

仙才大桥

灵兴大桥

苏爷大桥

茅岛 矢岛

德积岛

掘业岛



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性已从地球科学和地质学方面得以
证明，其自然景观也被指定为美丽地区。这是通过地质
教育和旅游谋求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制度。以美丽
的地质和地形为基础，可以直接了解从栖息在那里的动
植物到人们的文化、历史和考古等。让我们详细了解一
下这个地方吧！

自然与人类的可持续共存
NATIONAL GEOPARK

2019年仁川的岛屿白翎·大青岛被指定为国家地质公园。白翎·大青
国家地质公园是距离朝鲜黄海南道12公里的岛屿，位于韩国西海
守护的最前方。自6.25战争以后，这里成为因军事对峙导致各种管
制的中心地区。直到最近才发现朝鲜具有在韩国无法观察到的地
质特征，因此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2014年开始推进国家地质公
园认证，2019年成为了国家地质公园。韩半岛上几乎看不到的约
10亿到7亿年前的新元古代岩石在这里被报告出来。另外，这里也
是韩国发现历史最悠久的叠层石的地区。白翎5处、大青4处、小
青1处，共10处地质遗产被指定为地质名胜。白翎·大青地质公园的
特征是：▲在韩国稀有、学术价值高的地质▲被用作各种生物栖
息地和繁殖地，干净明亮的环境▲与外部隔绝的过去流放地和军
事要冲地，具有发达的独特文化。 

*叠层石 - 过去因蓝藻活动而生成的化石

旅行，成为作品。
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来源：白翎·大青国家地质公园

居住于白翎岛、大青岛与小青岛的居民
中，自愿为地区社会发展而加入的10
位（白翎岛4位、大青岛3位、小青岛3
位）居民成为地质公园解说员。他们不
仅是对白翎·大青地质公园进行解说，还
包括从历史、文化、生态和环境等地区
的生成到生态系统的进化、人类活动的
开始直至现在等内容。解说服务可在网
上申请，免费提供。

Tip

+ 白翎·大青国家地质公园
区域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白翎面及大青面
面积	 66.83㎢
认证日期	 2019年7月10日
网址	 www.bdgeopark.kr

+ 地质名胜

白翎岛

头武津

镇村里玄武岩

沙岬海边

豆石海岸

龙盘岩与南浦里褶皱

大青岛

农余海边与弥阿海边

玉竹洞海岸沙丘

西风坡

黑琅

小青岛

粉岩与叠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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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位于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灵兴面的岛，规
模为1.97平方公里，长10.9公里。与东边
的大阜岛相距500米。通过2000年11月开
通的仙才大桥连接，并可通过2001年11月
开通的灵兴大桥连接西侧的灵兴岛。岛上
生活的居民有547户1129人。 

仙才岛

仁川之宝，在岛上为心灵画个“休止符”享受豪华露营、旅行队的度假之岛，仙才岛&灵兴岛 灵兴岛
仙才岛

灵兴岛是仁川除了江华岛以外唯一可以开
车前往的岛屿，交通便利。从首都圈出
发2小时左右就可以轻松驾车往返，每年
有300万名游客前来观光。为了进入灵兴
岛，必须从仙才岛上渡过灵兴大桥。因
此，其特点是开车兜风，即可一次到访两
座岛屿。此外，以豪华露营、旅行队名胜
而著称的灵兴岛，有5处旅游事业者注册的
企业露营场，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

灵兴岛

据说，灵兴岛的名字中包含着悔恨的由来。▲一个是，事先预感到高丽
末期国家将灭亡的翼灵君为了带领家人逃离开京，在海上遇到了风暴，
而经历九死一生的故事。据说，掉入大海险些死掉的翼灵君（灵）因天
意而重新复活（兴），故而得名“灵兴岛”。▲另一个是翼灵君逃到灵兴
岛躲藏期间，登上岛中最高的山——国师峰向神灵祈求高丽的再次兴
盛，并结合自己的军号翼灵君的“灵”字和让高丽兴盛的“兴”之意，而称
其为灵兴岛。

Hidden Story 

Hidden Story 

从地名由来来看，这里从高丽时代到朝鲜时代后期一直被称
为“小牛岛”，到1871年前后才改名为“仙才岛”。据传是从原
名“小牛岛”或“犊牛岛”改名为“仙才岛”的。小牛和犊牛都是
小牛犊的意思，有着“像跟着母牛一样跟随灵兴岛的牛犊岛”
之由来。另一个说法是，海边曲折美丽，海水清澈，仙女们
曾在此沐浴，名称由此而来。这座岛屿流传着与仙女有关的
传说，足见水清气秀，风景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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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兴翼灵君路
漂流海上的灵兴岛故事
灵兴岛建成了17条环岛路线，并命名为灵兴翼灵君
路。这里备有各种路线，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时间情况
进行选择。可以望着大海登山，也可以边感受岛上风情
边环岛，这些都是值得推荐的路线。在路线上遇到的几
个场所，都有可以欣赏海景、感受岛屿氛围的釜屋渡口
路和爱乡轿杆路。内五里的釜屋渡口路是可以参观曾经
乘坐渡轮的码头和生产盐的地方的路，内七里的爱乡轿
杆路则给失乡民带来感受乡愁共鸣的时间。

十里浦海边
以松树群乐地而闻名的凉爽海边
十里浦海边位于灵兴岛的最北端。拥有沙子和小石子
混合的海边是其特征，夜间水平线对面辉煌灿烂的夜
景就像一副画卷。十里浦的名字是因为从浦口到这里
的距离为十里而被命名的。海岸的后面是由松树组成
的群落，像屏风一样环绕着海边。100多年前，先祖们
为了挡住破坏农耕的海风，在海边种下了各种树木，
但其他树木全部死亡，只剩下松树幸存。因此现在作
为全韩国独一无二的海滨松树群地区而受到保护。 

十里浦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灵兴面内里734

仙才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仙 才 岛 的 咖 啡 厅 充 满 了 异 国 风 情 。 其 中 P p e o l 
Dabang是在游客之间已经口口相传的咖啡厅。咖啡
厅的前院是会受涨潮和退潮影响的地方，如果水退
了，人们就会在咖啡厅里荡秋千或抱着冲浪板拍照。
在雷鬼风音乐静静流淌的Ppeol Dabang享受闲暇时
光，不知不觉间仿佛置身于拉丁的某个海岸边。

Ppeol Dabang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灵兴面仙才路55

♡推薦!

仿佛來到古巴海邊的咖啡廳

Ppeol Dabang

木岛
CNN评选“韩国美丽的岛屿”
木岛在词典上的解析是指，靠近海岸线的岛屿因沙洲
或沙咀而与陆地相连的岛屿。仙才岛的木岛是个无人
岛，每天有两次海水会分开，露出一条沙路。其他地
方的海路大多是泥泞稀软的泥滩，神奇的是连接仙才
岛和木岛1公里长的海路会形成坚硬的沙路。因此可
以步行或通过汽车来往。也许是钟情于这种与众不
同，CNN所评选的“韩国美丽之岛”中占据第一位的就
是仙才岛的木岛。

木岛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灵兴面仙才里

灵兴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灵兴翼灵君路

목섬

별다방

十里浦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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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积面分布着42个有人和无人岛。因为岛的数
量众多，所以各具特色看点，被称为“瓮津海边
至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岛就是德积岛。因
在有人的岛屿（德积岛、苏爷岛、掘业岛、白
牙岛、蔚岛、地岛、文甲岛、善尾岛）中规模
最大，如果想去其他岛屿，必须经过德积岛换
乘。德积岛正如其名，具备徒步、海水浴场、
海钓、住宿、租车等各种旅行便利条件。最
近，这里以其美丽的景观和徒步旅行胜地而广
为人知，吸引了众多游客。 

德积岛

仁川之宝，在岛上为心灵画个“休止符”赠予漫步与繁星，治愈和从容的岛屿。德积岛&苏爷岛&掘业岛

苏爷岛是位于德积岛以南约500米处，之
前隔着大海边涂面积为3.03平方公里的岛
屿。随着德积苏爷大桥的建成，游客可以
将其当做德积岛的一个部分去旅行。与岛
屿的南北长11.5公里相比，宽度较窄，中
间收紧变窄后再次变宽，形成扇脚的半边
形，向南方延伸。虽然只是一个小岛，但
由于山势像德积岛那样险峻，所以被称为
“小德积岛”。以岛中央海拔158米的国师峰
为中心，100米以上的山峰和比其更低的
山峰形成了山脉。 

苏爷岛

掘业岛位于德积岛西南约13公里处。
因为岛的样子像有人在趴着工作，所以
取名掘业岛。因其纯净的自然环境，这
里被称为韩国的加拉帕戈斯，成为野外
背包旅行的胜地。沿狗头山脊慢慢登上
岛的中心部位，就能看到环绕过来一般
的美丽海岸线。在海边的奇岩怪石和山
坡上露营，与鹿群偶遇也将成为一种愉
快的体验。在登山爱好协会中已小有名
气，如果计划周末旅行，最好预留一个
月的时间预订船票。

掘业岛

Hidden Story 

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前，德积岛都叫做意为“大水
岛”的德勿岛。据外地人说，原来居民们大多善良宽厚
福报多，因此称德积岛。由此，面的名称也改为“德积
面”。德积岛在仁川沿岸乘快船仅需1小时即可到达，是
一个既远又近的岛屿，海水浴场长2公里，宽500米。 

德积岛

苏爷岛

掘业岛

若要去苏爷岛，在仁川港客运码头乘坐去往德积岛的船
即可。大约需要1小时左右。返回仁川港时，必须先在
苏爷岛码头等候才能登船。因为乘坐进入苏爷岛的船之
后，会立即经由德积岛开往仁川港。

Tip

单双日运行路线不同，需仔细确认进入掘业岛的行
船班次。仅需50分钟（单日）的路程可能会经2小
时10分（双日）绕行。 

Tip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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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陵洞沙石海边
异彩纷呈的石、花、树相映成趣的海边
陵洞沙石海边是铺满黑色卵石的鹅卵石海边。大小不
一的漂亮石头填满了海岸。光脚走上去，自然而然就
会有指压效果，踩在石头上的声音也会发出微妙的回
响。在海边枕着鹅卵石入睡的感觉是只有在这处海边
才能体会到的妙趣。在海边的后面，每个沙丘上都盛
开着红色的海棠花，左侧山坡上遍布洋槐树。入口处
有芦苇丛繁殖，形成了一道与卵石海边相得益彰的特
色风景线。特别是日落时分的鹅卵石海边，展现着西
海岸最为壮观的景观。 

西浦里松树散步路
荣获2010年韩国美丽森林大赛奖项
西浦里表示位于德积岛西侧的浦口之意。位于西浦
里海边的松树林是可以吸引任何人注目的风景。沿
着海岸沙丘延伸近500米的松树，以岁月的重量给人
以安定感，同时保持着华丽的姿态。作为防风林使
树木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林中
设有散步路，适合进行森林浴。2010年在“美丽森林
全国大赛”中，获得了传统村落森林部门的第一名，
宣告了其真正的价值。 

德积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陵洞沙石庭院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北里

西浦里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	  +82-32-831-6623

飞鸟峰
德积岛的秘境之所
德积岛除了有可以戏水的海边外，还拥有完善的徒
步路线。最为有名的路线当属国守峰和飞鸟峰，虽
然国守峰为314米略高，但从飞鸟峰眺望到的景色
更美。飞鸟峰的高度为292米，并不算高，无需另
外准备登山服、背包等物品，而且是亲子家庭也可
以轻松攀登的山。沿着红松、鹅耳枥、黄栎树茂盛
的山路行走1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飞鸟峰山顶。山顶
上有一座名叫飞鸟亭的八角亭，可以暂时坐下来欣
赏风景。从山顶下来，就能看到通往西浦里海边或
Batjireum海边的分叉路。

飞鸟峰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西浦里

Batjireum海边是位于飞鸟峰正下方的海边，规模虽小，	
但景色幽静，坡度缓和，适合想要享受舒适休息的人。	
海边设有木板制成的吊桥，是散步的绝佳场所。

陵洞沙石庭院

西浦里海边
飞鸟峰

Batjireum海边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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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爷岛灯塔
若想沉醉于抒情的意境之中
在苏爷岛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宽阔的大海和
红色的灯塔，这就是苏爷岛灯塔。苏爷岛灯
塔建于1985年，建灯塔是为了不让通过苏
爷岛东边岩石岛和苏爷岛之间狭窄水道的船
舶翻船，起到向导的作用。现在，平静的大
海、温暖的灯塔可以给那些想要避开都市喧
嚣的人们带来一种治愈的感受。 

苏爷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Tteppuri海边
摩西奇迹发生的地方
又被称为“草袋子”的“草根”海边因长了很多茅草而得名。海边
宽阔茂密的树林形成奇景，因人迹罕至，可以感受到大自然
原本干净的面貌。Tteppuri海边的特征是能够体验到“摩西奇
迹”。在韩国，能看到大海分开现象的地区包含苏爷岛在内共有
9处。苏爷岛虽然海路分开的长度很短，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
是，海路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形态。 并且与周围景观相融合，展
现出异国魅力。 

Tteppuri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苏爷里

苏爷岛灯塔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苏爷里

Tteppuri海边

苏爷岛灯塔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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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掘业岛
掘业岛海岸地形的佼佼者
小掘业岛又称兔岛，被地质学家评价为在韩国任
何地方都难得一见的海岸地形佼佼者。为了入
岛，需要等待大话海边的水退去。每当退潮时，
沙滩上就会出现与小掘业岛相连的路。小掘业岛
的地形是冰冷的海水和热空气，再加上海水的盐
分，溶解岩石所形成的盐风化现象。小掘业岛是
韩国出现盐风化现象的地形中最长的一个。请欣
赏一下这难得一见的自然奥秘吧。

狗头丘
若计划野外背包旅行，这里值得关注
在来到掘业岛的背包客中最受欢迎的名胜就是狗头丘。整个岛屿由海
拔高度在100米以内的丘陵组成，因此登上狗头丘可以欣赏到四面通
透的美丽远景。登上狗头丘，可以感受到凉爽的清风、日落的晚霞和
夜空美丽的星星。推荐访客在狗头丘顶端享受眺望晚霞与星空，喝着
啤酒的悠闲时光。但是，本人带去的垃圾请全都自行带回，并不留痕
迹地清理干净。 

掘业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小掘业岛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掘业里

掘业岛海边
清澈湛蓝的度假海边
掘业岛海边是拥有一片清澈透明大海的地方。这
里在退潮时显露出的也不是滩涂，而是白色沙滩
相连的海边。此处沙子的颗粒非常漂亮，踩过甚
至不会留下脚印。海水也极为清澈，从及腰深的
地方也能清楚地看到脚趾的移动。漫步在经长久
岁月洗礼而变得清澈洁净的海边，不知不觉间就
会找到心灵的从容。

掘业岛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掘业里
 +82-32-899-2210

狗头丘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德积面掘业里

在掘业岛的木鳃海边也可以看
到特殊形态的地形，这就是大
象岩。是不是很像大象？根据
观看的人不同，也可能看起来
像只大企鹅或秃鹫。

大象岩

掘业岛海边

大象岩

狗头丘

小掘业岛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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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之宝，在岛上为心灵画个“休止符”享受仁川的风。适合骑行的岛屿，长峰岛&信矢茅岛

信岛、矢岛、茅岛是永宗岛和江华岛中
间并排浮现的三兄弟岛。三座岛屿都由
连岛桥（连接岛和岛的桥）连接，非常
适合徒步游览。2019年，这里被指定
为第53条大韩民国海岸公路。这条路与
自行车骑行路线也大部分重合。因此，
作为骑自行车的好去处，口碑也越来越
好。骑行路线是沿着环绕信岛连接的道
路前进。在岛上可以轻松租赁自行车和
脚踏车，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游客只要想
骑，也可以享受骑车的乐趣。 

信·矢·茅岛  

意为“长长的山峰”的长峰岛是适合野营、
徒步、自行车骑行的岛屿。在长峰岛旅途
中不可错过的地方有贝壳、水纹岩石。这
里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位于从润玉谷
延伸到可膜头瞭望台的海岸边。成人身高
大小的奇岩怪石和波浪纹岩石不仅让人感
觉奇妙，还能让人感受到神秘感。长峰岛
上以露营而闻名的地点是瓮岩海边。虽然
可以免费使用，但拥有着仅次于收费使用
的便利设施，因此备受喜爱。洗手间、淋
浴间和洗碗池都一应俱全。享受野营的同
时欣赏日落的夕阳，可以看到令人无法用
语言形容的美丽景观。

长峰岛 

长峰岛海岸边有很多关于鬼怪的故事，很久以前就流传着遇到鬼怪
或看到鬼火就会捕到很多鱼，大发横财的故事。虽然是传说一般的
故事，但令人吃惊的是，最近已证实，鬼火是作为鱼食的海底养料
中磷所发光的现象，这里有很多为了吃鱼食而聚集的鱼。长峰岛自
古以来就以渔场而闻名，是韩国的三大渔场之一。 

Hidden Story 

Hidden Story 

骑着电动自行车只需3~4个小时就可以充
分游览信矢茅岛，每个岛屿都有各种景
点和名胜。

信矢茅岛骑行路线
信岛码头 ▶ 信岛水库 ▶ 水气海边 ▶ 海岸
公路 ▶ Baemikkumi雕像公园 ▶ 蝙蝠

长峰岛
信岛

矢岛茅岛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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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路

水气海边
充满宁静浪漫的大海
水气海边是像弓一样弯曲的形态。到达海边最先映入
眼帘的是心形的标志牌。因为这里以电视剧《浪漫满
屋》的拍摄地而闻名。水气海边水深较浅，坡度较
缓，有小孩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也可以安全地享受。 
海边一旦退潮，广阔的滩涂延伸开来，展现出最为传
统的捕鱼方式——毒杀，可以看到水气海边才有的独
特风景。天气好的时候去海边的话，对面江华岛的摩
尼山仿若近在眼前，伸手即可触摸。 

信·矢岛连岛桥
连接岛与岛
连接信岛和矢岛的连岛桥长579米，于1992年竣工。
随着连岛桥的竣工，两座岛成为一个岛，任何人想去
时，都可以不必等待，直接跑过去。白天可以看到连
岛桥上退潮后露出地面的宽阔泥滩。下午可以看到海
水涨潮的海岸风景，日落时分亮起的路灯灯光映照在
海水上，夜景非常美丽。 

信·矢·茅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水气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北岛面矢岛里	   +82-32-899-2114

信·矢岛连岛桥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北岛面矢岛里

Baemikkumi雕像公园
以大海为画布的艺术岛村
位于茅岛末端的雕刻公园，是来信矢茅岛的游客的必
去之处。Baemikkumi这个名字是由于海边的形状像
船底洞一样，因而得名。雕刻家李一浩先生迷上了
Baemikkumi海边的风景，将工作室搬到这里，边工
作边将完成的作品一一摆放在海边，自然而然地形成
了现在的Baemikkumi雕刻公园。人们喜欢欣赏与美
丽海景相融合的雕塑，口碑相传，还可以用作咖啡馆
和别墅山庄。 

Baemikkumi雕像公园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北岛面茅岛路140号街41
 +82-32-752-7215
 使用费用门票：2,000韩元

            艾妮(Ainy)推薦的拍照區~!

蝙蝠

沿着Baemikkumi海边散步路走下去，就能到达蝙蝠海边。
蝙蝠这个名字是因为地形像蝙蝠而得名。配有用英文字母书
写的“Modo”红色造型物，作为拍照背景地非常受欢迎。

长峰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滩涂路
滩涂之间的环岛路
滩涂路是指退潮时一天会露出两次的滩涂之间的环
岛路，源自纯韩语词汇“滩涂”。长峰岛滩涂路因天
路、山路、海路绝妙地融合在一起而名声大噪。长峰
岛滩涂路由神仙游玩路（8.2公里）、天行路（3.2公
里）、九飞路（4公里）、长峰海岸路（4公里）、亚
达人鱼路（4.6公里）、韩德海岸路（3.5公里）、长
峰宝物路（4.4公里）等7条路线构成。 

一踏入长峰岛码头，就有一尊美人鱼像迎接着游客。
关于这尊人鱼像有一个流传下来的传说。 
从前，有一个姓崔的渔夫生活在长峰岛上。但不知从
何时起，他总是抓不到鱼，生活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之后，他和往常一样去捕鱼，当他收网时看到渔网中竟
然有一条人鱼。人鱼的上半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
下半身则长着鱼的尾巴。姓崔的渔夫看到人鱼的眼神
后，产生恻隐之心，二话不说将人鱼重新放回了大海。
从第二天开始，崔氏的网中总是会捕获很多的鱼。

Hidden Story 

Tip 
国土海洋部在2003年将这一带68.4平方公里的滩涂
指定为湿地保护区。长峰岛的滩涂是贝壳中唯一可
以生鱼片享受的文蛤在韩国的最大产地。在此可亲
身进行泥滩体验，还可以采到各种鱼贝类。因此，
这里保留着原始的纯净自然，还可以观赏到黑蛎鹬
等濒临灭绝的鸟类。 

水气海边

Baemikkumi
雕像公园

连岛桥

TREASURE ISLAND
+ 信·矢·茅岛&长峰岛

 I  2120



大青岛是与去往白翎岛路口处的小青岛在
一起的岛屿。蕴含着太古奥秘的地质学绝
景在整个大青岛上一一呈现。此外，大青
岛上布满了天然海岸，甚至可以说整个岛
都是海岸。大青岛的海边展示着韩国海岸
中数一数二的美丽风景。不仅是清澈见底
的洁净海水，海浪涌来的波涛也又高又
猛，让人有种置身东海之滨的错觉。大青
岛被称为宝岛，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
观，是还未经人类污染的地方，被公认为
最适合于非接触治愈的岛屿。 

大青岛

白翎岛位于朝鲜的长山岬南侧三八线正
下方，一到晴天，就可远远望见朝鲜的
西海最北端岛屿。虽然从仁川沿岸码头
客运站需要4个多小时，但这里却是推荐
去观赏各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岛屿。2019
年得到白翎·大青地质公园认证后更加受
欢迎。位于仁川西北方向191.4公里处，
面积46.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2.4公
里，最高峰高达184m。居民有3,177户
5,657人。最近，因在华东和沙岬之间填
海造田，使面积增大，已从位列第14位
变成了第8大的岛。 

白翎岛

白翎岛原名为鹄岛。对于从鹄岛改名为白翎岛的轶事，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个是因为岛的外观像朱鹮展开白色翅膀翱翔在空中的样子，所以改名。
第二个说法是，从前西海岛某邑城的一位书生爱慕使道之女，两人已约定
未来，不料使道知道后极力反对，并将女儿送到了孤岛上。书生为了寻找
使道的女儿费尽心思，却毫无作用。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见一只白鹤
叼来一张白纸，书生从梦中惊醒一看，发现纸上真的写着地址。传说书生
按照住址，从长山岬乘船来到白翎岛，找到使道的女儿，开怀畅谈，和和
美美生活下去的传说。由于是白鹤告知了这个岛，所以被称为白鹤岛，而
今天又被称为白翎岛。 

Hidden Story 

大青岛是朝鲜时代主要以牧场为功能的岛。世宗10年
（1428年），在大青岛建立牧牛场放牛，朝鲜后期把要在
战争中提供马匹的白翎牧场迁至大青岛经营。大青岛绝景
中有“马口”这个地名，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放牧
饲养的马经常掉下悬崖，二是地形像马背一样因而得名。 

Hidden Story 

白翎岛

大青岛

仁川之宝，在岛上为心灵画个“休止符”具有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和平之岛。大青岛&白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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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农余海边
酷似玻利维亚盐沼乌尤尼的海边
形成大青岛西北海岸的农余海边，细腻而坚硬的沙子
像绒毯一样铺开。在无论怎么用力走都不会留下任何
脚印的坚硬沙滩周围，可以看到虽是石头，却拥有树
木纹理的古木岩石一样的奇岩怪石。走在碧波和岩石
交相辉映的、清净无瑕的农余海边沙滩上，会让人情
不自禁地感叹这里是不是一个乐园。因为这里酷似玻
利维亚的盐沼乌尤尼，还获得了“大尤尼”的别名。它
旁边的就是弥阿洞海边，退潮时连成一个海边，形成
一道壮观的风景。 

玉竹洞沙漠
绀青色大海与金黄色沙漠
玉竹洞是能看到异国沙漠风景的地方。在岛上遇到沙漠
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因此也被称为“韩国的
撒哈拉”。长2千米、宽1千米左右的沙丘根据风向和强
度不断形成不同的形状。大规模海岸沙丘和沙滩海边、
长长的沙滩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风景。作为神奇的名
胜，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农余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大青面大青里

玉竹洞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大青面大青里

西风坡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大青面大青里

西风坡海岸绝壁
令人称奇的风景
西风坡意为用全身抵挡从西海吹来的风的岩石，由此
得名。被受强劲西北风形成的60~70米高的海岸峭壁
环绕，景色优美。突出海岸和雄伟的绝壁姿态吸引了
游客的眼球。此外，还可以品尝到在清净海域捕获的
鱼的真味，是喜欢海钓之人络绎不绝的地方。蔚蓝的
大海和天空、海岸绝壁交汇的景观本身就是令人治愈
的风景。 

小青岛 <小青岛灯塔>
守望蓝海的卫士

小青岛上早就建起了灯塔。八尾
岛首次建起了近代式灯塔，小青
岛灯塔于1908年1月成为韩国第二
个亮灯的灯塔。位于小青岛西侧
83米高地的小青岛灯塔，是西北
海一带和中国山东半岛、满洲大
连地区航行的船舶领航员。2006
年12月，随着尖端设施的新灯塔
建成，以前的灯塔完成任务处于
休息状态。建成当时，在灯塔上
使用过的日晷至今仍保持原位。 

小青岛灯塔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大青面小青西路279
  +82-32-836-3104

Tip Box

鹰岩瞭望台

登上鹰岩瞭望台眺望景观，可以看到宛如展翅飞
翔的鹰岩。自古以来，大青岛就是一种苍鹰“海
东青”的采集地。因此，大青岛西内洞甚至留下
了“鹰幕谷”的地名。 

农余海边

玉竹洞沙漠

西风坡海岸绝壁

小青岛灯塔

在神秘的沙漠拍
照留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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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翎岛

各岛屿
名胜介绍

沙岬海边
白翎岛的那不勒斯海边，	
天然纪念物第391号
一般来说，在海水退去的海边上行走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情。因为双脚会完全被美丽的沙子吸进去。
但是白翎岛的沙岬海边在海水退去后，即使有汽
车或摩托车行驶，车轮也不会陷入沙中。具有非常
特别的地形和地质特点。具备这种特性的海岸只有
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海边和沙岬海边，全世界只有两
处。其稀有性得到认可，于1997年12月30日被指
定为天然纪念物第391号。 

沙岬海边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白翎面
 +82-32-899-3510

沈清阁
让人想起遗忘的孝的空间
白翎岛是代表性传统小说，及十二场板索里之一《沈清
传》的舞台。沈清阁位于可以看到沈清投身的印塘水和
沈清转世的莲峰岩的的地方。因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
到朝鲜，所以也是有着思乡之痛的失乡民们经常去的地
方。1楼设有与沈清殿相关的各种资料，2楼设有宣传馆
和休息空间。 一到晴天，朝鲜的长山岬就会尽收眼底。

沈清阁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白翎面镇村里
 +82-32-899-3510

豆石海岸
波涛精心打造的海边
波涛一次次抚摸着石头，直至把它们变成豆粒这么小，这中
间用了多长时间呢？豆石海岸是一片特殊的海岸，海岸上不
是沙子，也不是碎石，而是铺满豆粒大小的石头。其稀有
性得到认可，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第392号。参观一段时间
后，就会感受到一种想要带走小巧玲珑的豆豆的诱惑。波涛
每打造出一个豆子，至少需要抚摸它几百年。不要带走波涛
投入漫长时间打造的这些宝石一般的石头，希望随时可以来
到白翎岛，用双眼装走这片美景。

头武津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白翎面莲花里

斑海豹是以白翎岛为主要栖息地的天然纪念物
第331号，是自由来往于南北韩海域的动物。
2014年第17届仁川亚运会吉祥物和仁川市的
代表形象均以海豹为素材。 

沙岬海边

沈清阁

头武津  

豆石海岸

头武津
神造的绝景
由于白翎岛头武津酷似将军们聚在一起开会时的
情景，故而被称为头武津。构成头武津的岩石是
约10亿年前堆积的沙子凝固形成的砂岩，在地下
深处变得更加坚硬和细致。到达白翎岛头武津浦
口后乘坐游船观赏的绝景，从海蚀洞窟到海蚀拱
廊、海蚀柱，无论想象的是什么，都会看到超乎
想象的风景。 

豆石海岸

	仁川广域市瓮津郡白翎面南浦里1764-6
 +82-32-899-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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