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与百济历史遗迹地区

百济人梦想的未来

益山

周边景点介绍

公州、扶余、益山的节日

Baekje Historic Areas # Key map

百济是公元前18年至公元660年的700余年间存在于韩
水村里古坟群

半岛上的一个国家。

公州

百济历史遗迹地区是与百济都邑有关的百济后期
(475~660)的遗产，是由与熊津王都有关的遗迹——公
山城和宋山里古坟群、与泗沘都城有关的遗迹——官
国立公州
博物馆

北里遗迹和扶苏山城•定林寺址•陵山里古坟群•外城、
与泗沘时代的复都有关的遗迹——王宫里遗迹和弥

宋山里古坟群

公山城

百济文化节

勒寺址等8处遗迹构成的连续遗产。

王宫里遗迹

大川海水浴场

时间:每年9~10月

沙滩长达3.5公里，是一处适合享受海水浴的海水浴场。为度假的游人准备

地点:公州、扶余一带

了各种便利设施、美食、看点、玩点。7月17日~26日举办保宁美容泥浆节。

百济文化节是一个可感受700年灿烂的百济历史与精神的节日。各种

T. 041)933.7051 / daecheonbeach.kr

体验与看点令游客仿佛置身于1500年前的百济。

百济历史遗迹地区的世界遗产价值(OUV)

王宫里遗迹是为完善泗沘时期首都(扶余)的功能而修建的复都的王宫。

百济历史遗迹地区是通过与周边国家积极交流，文化

通过发掘调查，在长方形宫墙内部发现了与王宫有关的各种设施。可以知道

全州韩屋村

公州 熊津节

南侧为与仪礼或政治有关的建筑，北侧为后苑的王宫内部构造。

位于全州完山区丰南洞、校洞

时间:每年7~8月

一带，由600余栋韩屋构成，有

时间:每年7~8月

发展达到顶峰的百济后期的代表遗产，也是证明百济

艇止山遺跡

接受中国的城市规划、建筑技术、艺术、宗教，获得进

王宫里5层石塔

韩屋生活体验馆、工房村、各种

以熊与人类难分难舍的爱情传说为基础举

一步发展后，又将其传播至日本和东亚的遗产。

展现了由王宫到寺院的转换。至于制作时期，看

展览馆等看点，还可享受去各种

办的市民表演艺术节，每年7~8月举办，是由

美味餐厅品尝的乐趣。位于韩屋

国乐、戏剧、管弦乐、四物游戏、市民联欢节

村内的庆基殿也是一个很独特

等各种活动构成的夏夜节日。

弥勒寺址

起来为百济或其以后时期，但明确展现了将百济
石塔建筑之根本传给后代的样貌。

木塔遗址 金堂 讲经堂遗址 僧房遗址
石塔复原现场 弥勒寺遗址遗物展览馆

扶余

的看点。
T. 063)284.1126
hanok.jeonju.go.kr

大型建筑遗址
宽35米，长18米，据判断为王宫内最重要的建筑
遗址。规模与结构几乎相同的建筑在扶余的官北
里遗迹中也曾发现过。

王宫里
遗迹

官北里遗迹与扶苏山城

5层石塔 后苑区域

外城

扶余 薯童莲花节
地点:忠南扶余郡薯童公园一带

陵山里古墳群

时间:每年7月中旬

王宫里遗迹展览馆 宫墙 大型建筑遗址

天政臺

百济文化园区

群山近代文化遗产街

在面积达38万平方米的宫南池举办的以50

1899年作为近代港口开港的群

余种莲花为中心的节日，可感受百济悠久的

山内港附近坐落着日本统治时

历史文化。2012年被文化体育观光部指定为

期的建筑。参观有日式房屋的

朝阳节日，正在全国声名鹊起。

定林寺址
国立扶余博物馆
宫南池

藏米洞、月明洞、新兴洞一带，

www.baekje-heritage.or.kr

可见到蕴含着历史悲欢的近代

益山 薯童节

文化遗产。

时间:10月

T. 063)453.4986
tour.gunsan.go.kr

地点:中央体育公园
益山薯童节由1969年的马韩民俗庆典发展而

益山

来。为宣传薯童与善花公主超越国境(百济、
弥勒寺址

新罗)的爱情及《薯童谣》之故乡，马韩民俗

弥勒寺址是东亚最大的寺院遗址之一。

鸡笼山国立公园

弥勒寺利用寺院将弥勒从天上下来，通过3次说法拯救众生的情

一座横跨大田市、公州市、论山

景进行了具体展现，体现了百济文化突出的独创性。塔与金堂分布

市的国立公园，鸡笼山为韩国

在3处地方，展现了独特的寺院布局。

四大名山之一。周边有很多百济
遗迹与古寺、名胜，是一处有名

大田广域市西区文艺路137 KT&G大厦5楼
Tel : 82-42-488-9726 / Fax : 82-42-488-6817
©2015

西塔的复原与维修

的景区，分布着东鹤寺、甲寺、

弥勒寺遗址的西塔于2001年正式开始实

新元寺及各种文化财产。自然景

施拆卸工程，2010年完成拆卸后正进行复

观极为出色，有秀丽的山峰、溪

原。在石塔维修现场可参观石材加工情

谷、瀑布、洞窟等。

景、石塔拆卸构件、石材的保存处理方法

T. 042)825.3002
gyeryong.knps.or.kr

等，还可接受维修专家与解说员的介绍。

庆典自2004年起改名为薯童节。

特产
公州 # 栗子 (销售处:公州市厅)
T. 041)840.8244 / www.gmjangter.com
笠店里古坟群

弥勒寺址

扶余 # 哈密瓜 (销售处:Goodtrae)
T. 080)750.3535 / www.goodtraemarket.net

帝释寺址
双陵

益山 # 薯童山药 (销售处:金马农协)
T. 063)836.6008

王宫里遗迹

百济重新成为强国

公州

700年大百济之梦

扶余

版筑土城

陵山里古坟群

扶苏山城是使用泥土筑造的土城，先使用
木头做成模子，然后轮流砌以粘土质和磨

定林寺址

砂土修建而成。这种版筑施工法也用于修

定林寺遗址博物馆 定林寺遗址5层石塔

陵山里古坟群位于外城外，与为象征王室权

金堂遗址 讲经堂遗址(石造如来坐像)

威而在市中心修建的以前时期的王陵群的选

瓦台基

址条件不同。

建外城。

陵墓在发掘调查以前大部分被盗，古坟群西
侧的寺院遗址中出土了567年制作的石制舍利

落花岩

龛和金铜大香炉。

位于扶苏山城西侧，留下关于百济最后一天
传说的地方，可一眼看到白马江。

陵山里寺院遗址
位于外城与陵山里古坟群之间的百济时代寺
院遗址，发掘调查中出土了“百济金铜大香炉
(国宝第287号)”和“百济昌王铭舍利龛”，据
推测这是为葬于陵山里王陵苑的王族祈福的

公山城

官北里遗迹与扶苏山城

公山城是熊津时期(475-538) 百济王宫所在的山城，最大程度利用锦江的

官北里遗迹与扶苏山城是与泗沘时期(538-660)百济王宫有关的遗迹，通过

自然地形修建而成。通过发掘调查确认了王宫址、王宫附属设施遗址、百

寺院。

发掘调查发现了大型建筑物遗址等王宫的主要设施及版筑得很精巧的土

济时代的土城等。

宋山里
古墳群

宋山里古坟群展览馆 武宁王陵

城。扶苏山城作为紧急避难设施使用。

国立公州博物馆

王宫址

大型建筑物遗址

可眺望公州市中心与锦江、宋山里古坟群，位

长35米，宽18.5米，据推测是王宫内最重要的

置卓越。通过发掘调查发现了建筑物遗址与

建筑之一。构造与规模几乎相同的建筑在益

附属设施，通过出土文物判断为王宫址。

山的王宫里遗迹中也曾发现过。

定林寺址

官北里遗迹与
扶苏山城

陵山里古坟群
外城
錦江

版築土城
王宫附属设施遗址
位于山城内最宽敞、平坦的地方。通过发掘

泗沘都城

调查发现了建筑物遗址、筑台、道路、蓄水设

可从中发现很好展现了佛教权威的城市规划。王宫位于首都北侧，寺院

施、排水设施等，据判断为王宫的附属建筑遗
址。蓄水设施中出土的铠甲等是展现遗迹性

公山城

位于首都的中心。

锦西楼 王宫址 镇南楼 灵隐寺

在选择了中国都城修建原理之同时，还加入了百济固有的特征。中国都

王宫附属设施遗址 拱北楼 体验学习场

官北里 三忠祠 扶苏山城城墙路 扶苏山城城墙
遗迹与 竖穴居住遺址展览馆 半月楼 落花岩
扶苏山城 扶苏山西覆寺址 白马江游船 大型建筑物遗址

质的宝贵资料。
公山城城墙
大部分区间为朝鲜时代筑造的石城，石城下

城修建原理是王宫与城市应被外郭城围绕，但泗沘都城因有锦江形成
的防御优势，所以仅在东侧修建了外城。此外，还沿用了利用山城保护
定林寺址

外城

定林寺址是一处位于泗沘都城中央的寺院遗址，是建在市中心的寺

泗沘曾是百济后期的首都，北、西、南有锦江作为天然护城河，仅东侧

王宫的传统。

面有百济时代的土城。但在公山城的东南部，

宋山里古坟群

院，也是东亚历史最悠久的寺院之一。留下突破木塔局限的高8.3米的

部分设有人工修建的防御设施(外城)。

国立扶余博物馆

百济时代的土城区间迄今为止仍保存完好。

宋山里古坟群是熊津时期百济的王陵群，共有7座古坟。其中武宁王

石塔，发掘调查中发现了金堂遗址、讲经堂遗址、僧房等，展现了佛教

外城是东亚新出现的城市外郭城中的最早例子之一，不仅具有城市防

保存、展出百济文化绚丽绽放的泗沘时期的

陵发掘时未被盗，状态良好，王陵主人与筑造年代(525)明确，是极为

佛、法、僧3宝俱全的百济固有的寺院建筑样式。

御功能，而且也是区分城市内与外的象征性界限。

文物，代表性文物有百济金铜大香炉。

稀少的例子。
定林寺遗址5层石塔
宋山里古坟群的陵墓样式

百济时代的5层石塔，塔几乎保存完好，展现

石室墓是指用石头堆砌而成的陵墓，砖筑墓

了完美的均衡美与比例美。

是指用砖砌成的陵墓。宋山里古坟群的1~5号
墓属于石室墓，是百济传统的古坟样式。6号

瓦台基

墓与武宁王陵属于砖筑墓，是当时中国流行

通过对定林寺遗址进行发掘调查，发现了通

的古坟样式。

过砌瓦将建筑台基装饰得美而华丽的瓦台基 。
使用瓦修建台基的方式在扶余地区的百济时

国立公州博物馆

代王宫址与寺院遗迹中经常被发现，益山的

保存、展出武宁王陵出土的各种宝物及忠南

王宫里遗迹中也发现了很多，系由日本传来，

一带出土的相关文物。可了解熊津时期百济

曾广泛流行。

灿烂文化的各种面貌。

外城
陵山里
古坟群

陵山里古坟群 陵山里古坟群展览馆
陵山里寺院遗址 外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