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里的小中国

中华街
17

清日租界地境界台阶(市 纪念物 第51号)

观光介绍所
·
公署 指南

1883年设定的日本租界和1884年设定的清朝租界的
分界台阶，中间铺设石台阶，台阶两边为景观绿化
空间，台阶上方立有中国青岛捐赠的孔子像。
左侧设有清朝租界地右侧设有日本租界地，在这里
可观赏仁川近现代史。以境界台阶为中心可看到左
032) 760-6470
右两侧截然不同的建筑样式。
18

公共停车场
指南

三国志壁画街

20

• 位置：仁川第8码头 入口 (月尾岛入口 三叉路)
• 运营时间：07:00~21:00 (免费)
利用地铁时

交通指南

利用公交车时

仁川市内

• 运营时间：09:30 ~ 16:40 (以出发时间为准)
※ 每周一休息
• 相隔时间：30分
票价

• 初、高中～成人 5,000韩元

牌楼(中华街，善邻门，仁华门，韩中门)

韩中文化馆和华侨历史馆位于韩国和中国历史共存
的仁川中华街。
韩中文化馆为促进韩中文化交流正展开各种各样的
表演，中国文物展示，中国文化体验活动等，我国
最早的华侨展示馆——华侨历史馆正展示能够理解
1894年落户中华街的华侨历史及文化的各种文物。
032) 760-7860~6

• 36个月~小学 3,000韩元

• 残疾人，国家有功者，65岁以上 3,000韩元
路线

(咨询 : www.travelicn.or.kr 江西观光 032-772-4000)

松岛科技园
G塔
松岛国际会展中心
海港公园酒店 (水边步行街购物商城) 松苍公园 (现代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NEATT)
仁川站
(中华街)

中央公园
(COMPACT智能城市)
月尾文化街

月尾公园

• 发行处： 仁川广域市 中区 观光振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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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 Gu

利用自驾车时

炸酱面博物馆(原 善邻洞 共和春，登录文化财 第246号)

韩中文化馆及华侨历史馆

开港场 &
中华街
Incheon

• 导航路线：中华街 公共停车场，仁川中区厅，
韩中文化馆, 仁川第８码头入口(临时停车场)

这是威海市捐赠的中华街代表象征物。
牌楼是横跨村庄入口或大路的立塔状中国式传统大
门，以精致优美的建筑装饰为特征，带有驱除鬼神
祝愿商家繁荣的含义。
032) 760-6480
23

• 1号线 ：仁川站 出站
• 水仁线：仁川站或新浦站 出站
(新浦站出站时以中区厅为准步行10分钟)
• 中区厅下车：15, 28, 307
• 仁川站下车 : 2, 10, 15, 23, 28, 45, 307
• 新浦站下车 : 9, 23, 24, 72
• 新浦市场下车 : 4, 9, 12, 15, 16, 23, 24, 28, 45, 72, 112,
307, 517, 521, 519

旅游
22

韩中文化馆 公共停车场

仁川 第8码头 停车场 (临时停车场)

中华街

韩国炸酱面的发源地——原“共和春”餐厅进行整
修后打造成了地上二层的博物馆。
博物馆内展示炸酱面的历史与文化等有关文物。
032) 773-9812

中华街 公共停车场
• 位置：中华街 44号 28-12 (仁川站对面的中华街牌楼(中华街)左侧)
• 运营时间：全年营业 (收费 09:00~21:00)

• 位置：新浦路 27号 80 (中区厅)
• 运营时间：全年营业
(收费 周一 ~ 周五08:00~19:00 / 周六，周日 10:00~20:00)

从仁川站经过牌楼登上小坡即可到达中华街的中心
街道。在这里可以看到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旗袍的华
侨商人，中国式近代建筑物，红色牌匾及红灯笼
等，还可以品尝到中华街代表饮食炸酱面，空心面
032) 760-6480
包，月饼及中国茶。
21

• 全球社区活动中心 032) 773-7511

中区厅 公共停车场

楚汉志壁画街

一边走路一边可享受如同向中国晋朝末至汉朝建国
时代的时间旅行。
长达110m的壁画街展现了描述楚汉志小说里最具代
表性的事件及人物。
032) 760-6480

Ểደ

• 中区厅 观光振兴室 032)760-6480, 6490

• 位置：济物梁路 238 (韩中文化馆)
• 运营时间：全年营业 (收费 10:00~20:00)

这一长达150米的大型壁画介绍了三国志小说中刘
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物的武勇和智谋。
一边观赏成语和画幅讲述的后汉时期史实的同时，
还可以享受如同穿越时空的时间旅行。
032) 760-6480
19

• 仁川站 观光介绍所 032)777-1330

开港街市
(艺术平台)

• 发行日：2017年 5月

仁川登陆作战纪念馆
(仁川市立博物馆)

• 设计/编辑：光昌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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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里教会
(내리교회)

仁川 内洞教会

虹霓门

畓洞圣堂
(답동성당)

(인천 내동교회)

(홍예문)

韩中门(牌楼)
(한중문(패루))

韩·美建交100周年纪念塔
(한·미수교 100주년 기념탑)

善邻门(牌楼)

自由公园
(자유공원)

中区厅

(선린문(패루))

楚汉志壁画街
(초한지 벽화거리)

三国志壁画街

中华街

(중구청)

清日租界地境界台阶

日式风格的街道

(청·일 조계지 경계 계단)

(삼국지 벽화거리)

(차이나타운거리)

(각국 조계지계단)

(제물포 구락부)

(일본풍 거리)

仁川开港博物馆

中华街(牌楼)
(중화가(패루))

炸酱面博物馆
(짜장면 박물관)

原) 日本第58银行分行
(舊 일본제58은행 지점)

仁川开港场 近代建筑展示馆
(인천개항장 근대건축전시관)

韩国近代文化馆 (한국근대문학관)
(인천개항박물관)
原)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仁川分公司

韩中文化馆
及华侨历史馆

(舊 일본우선주식회사)

(한중문화관 및 화교역사관)

仁川艺术平台
(인천아트플랫폼)

仁华门(牌楼)

贯穿鹰凤山并连接仁川港和典洞的穹窿形石拱门，1905年由日本工
兵队开工并于1908年竣工。
日本通过建设该石拱门，将已处于饱和状态的日本人租界地扩张至
万石洞，虹霓门上方铺开了从内里教会至自由公园入口的步行街。
032) 760-6470

立的战争纪念教会。除棚顶的木制桁架外，外墙等都采用花岗岩建
筑属于中世纪风格的石造建筑。 032) 765-9004
11 内里教会(卫斯理礼拜堂)
1885 年北监理会传教士阿彭策尔为传教来韩国后于 1891 年建立的

监理教会，是我国最早的教会之一，并被称之为“韩国的母亲教
会”。内里教会的第二位牧师琼斯(音)于1901年在现内里教会位置
建立了用砖块的十字架形礼拜堂(246㎡)。过五十多年后的1958年12
月总面积1,066㎡规模的二层教会得以竣工，而1964年2月被火灾烧
毁后重新建造了礼拜堂。这一建筑楼于内里教会创立100周年时被
拆掉后，1985年现在的礼拜堂得以竣工。 032) 760-4000

(인화문(패루))

12
奥林巴斯酒店

(올림포스호텔 인천 ( 영국영사관터))

了解开港期历史和文化的

开港场

仁川开港博物馆(原 仁川日本第1银行支行，市 有形文化财 第7号)
日本第1银行于1883年开设了韩国最早的近代化金融机构——釜山
分行仁川办事处，1888年被升级为仁川分行。初期负责了海关税业
1

务与收购在韩国生产的金块和沙金业务，并逐渐开始负责存款和贷
款等银行传统业务。雄伟的左右对称及折衷主义样式的西方式建筑
032) 760-7508
物受到人们的关注。
2

仁川开港场 近代建筑展示馆(原 仁川日本第18银行支行，市 有形文化财 第50号)

总部设于日本长崎的日本第18银行，当时见到对英国的棉织物中介
贸易获取巨额利益后于1890年开设了仁川分行。
之后，用作于朝鲜殖产银行仁川分行与韩国兴业银行分行，至今作
为近代建设展示馆展示各种近代建筑物。采用木制桁架上的日式瓦
032) 760-7549
四坡顶，展现了一番异国情调。

原) 日本第58银行分行(现 中区餐饮业协会办公室，市 有形文化财 第19号)
日本第58银行以在仁川典圜局铸造的新货币交换为目的于1892年设
立了日本第58银行仁川分行，之后作为安田银行，朝兴银行仁川分

5

日式风格的街道

仁川中区厅前是开港时期日本人居住的日本租界地，日帝强占期建
造的近代建筑物和最近建造的近代式建筑物及雕塑和谐共存。开港
初期在仁川建造的日式住宅大部分属配有商铺的木制住宅，大部分
属于町家形式(木制二层的日式传统城市住宅形式)和长屋(长屋式木
制一层住宅)。1930年后，日本的文化住宅(日帝强占期仿造西方住
032) 760-6470
宅的空间结构及外观的住宅)坐落在仁川各地。
6

济物浦俱乐部(市 有形文化财 第17号)

开港初期为了用于住仁川外国人的社交俱乐部，1901年俄罗斯人沙
巴丁(音)在现在的自由公园山脚建筑了二层砖砌建筑
1914年后，随着日本在乡军人会利用改称为精纺阁，之后用作于美
军军官俱乐部，市立博物馆，文化院等，从2007年作为再现济物浦
俱乐部旧貌的文化空间使用。
032) 765-0261

3

行，大韩红十字会京畿道分公司办公楼使用。
它是法国风格砖砌建筑物，至今仍保存着上下推拉窗，墙体，顶梁
柱的原形。 032) 760-6470, 772-8612

中区厅(原 仁川府厅舍， 登录文化财 第249号)
1883年，日本以保护租界内侨民为目的建造木制二层楼作为领事馆

自由公园
自由公园是1888年建成的韩国最早的西欧式近代公园，比1897年建
造的首尔塔─公园还早 9年。公园设计由俄罗斯土木工程师沙巴丁
7

(音)负责，由于位于各国共同租界内，曾被称为各国公园。
在日帝强占期改称西公园，光复后称其万国公园，1957年建造麦克
032) 760-7580
阿瑟将军铜像后，改称为自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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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韩·美建交100周年纪念塔

韩国与美国于1882年签署了包括最惠国待遇，居中调停，关税等的
全文14条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该条约是韩国与欧美国家首次签署的修好通商条约。
1982年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及今后两国之间相互信赖及合作关系的
持续发展而建立了韩·美建交100周年纪念塔。
032) 760-7580

畓洞圣堂

畓洞圣堂以巴黎外邦传教会所属威廉(音)神父于1889年设立的济物
浦圣堂为始，现在的圣堂于1937年6月建造。
建筑属于用红砖的罗曼风格样式，是1890年建筑的韩国圣堂中最早
的西方式近代建筑物之一，基于这些历史意义，1981年9月25日指
定为史迹287号。
畓洞圣堂的第一位神父威廉曾为安重根义士施洗，于1910年3月访
问旅顺监狱与安重根义士围绕东洋平和论进行了谈论并祝福安义士
得到永恒的生活。 032) 762-7613
13

各国租界地台阶

随着1884年设定各国共同租界，日本租界和各国租界之间建设了各
国租界地台阶。
虹霓门开通(1908年)前，各国租界地阶梯是官洞一带通往典洞的主
通行路之一，至今仍保存得比较完整。 032) 760-6470
14

韩国近代文化馆

韩国近代文化馆是仁川文化财团和仁川广域市齐心协力设立的全
国最早公共综合文化馆，将对19世纪末开港场仓库进行整修后造成
的。通过以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为主题的常设展览、各种企划展、
人文学讲座等，可亲身体验韩国的近代文学。
032) 455-7165
15

仁川艺术平台

仁川艺术平台是对原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登录文化财 第248号)与近
代开港期及1930~40年代的建筑物进行整修后造成的，包括创作工作
室，工坊，资料馆，教育馆，展示场，剧场等共13栋楼。
得益于仁川市民和仁川市对将开港期城市的历史性和场所性利用到
文化方面的意愿而诞生。
032) 760-1000

4

本厅舍使用。
随着1906年2月日帝设立统监府，作为理事厅厅舍使用，1910年设
立朝鲜总督府后，作为仁川府厅舍使用。
1964年增建为三层，光复后用作于仁川市厅，自1985年起用作于中
区厅。
032) 760-6470
现代主义风格的水平长条形窗为其特征。

虹霓门(市 有形文化财 第49号)

10 仁川 内洞教会(内洞 圣公会圣堂，市 有形文化财 第51号)
1890 年英国海军从军神父查尔斯约翰考夫(音)主教和伊莱-兰迪斯
(音)博士为传教及医疗活动到达济物浦，1891年建立圣米歇尔(Saint
Michel)教会，之后由于6.25战争受损坏移到圣路加医院用地(现内洞
教会)。它也是为了追念6.25战争英国阵亡将士，遗属通过募捐而建

各国租界地台阶

济物浦俱乐部

9

16

原)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仁川分公司(登录文化财 第248号)

推测是负责国内沿岸和日本物流运输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于1888年
新建的建筑物。
发生俄-日济物浦海战的1904年作为日本兵站司令部使用，光复后用
作于海运公司的办公楼。
至今作为仁川艺术平台档案馆使用。 032) 76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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