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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우리군의 연혁

  현재 靑松郡의 面部 一部(巴川面)는 高句麗時代에 靑己縣이라 稱하였으나 新羅에 이
르러 積善이라 改稱하고 野城郡(現 盈德郡)의 領縣이었다.
  高麗初에는 鳧伊라 改稱하고 그 후 雲鳳이라 稱하다가 成宗朝에 靑鳧로 다시 고쳤
으며 顯宗9年(1018年)에 禮州郡(現 盈德郡)의 屬縣이었다. 

  朝鮮時代 太祖 3年 眞寶와 合縣하였다가 世宗 卽位年(1418年)에 昭憲王后 沈氏의 本
鄕인 故로 靑寶郡으로 昇格되었다. 
  그 후 다시 眞寶와 分離하여 縣監
을 設置했다가 世祖朝에 松生縣과
合하여 靑松郡으로 改稱하였으며 安
德縣을 倂合하여 靑松都護府로 昇格
(1459年)하고 府內를 9面 57里로 區
分하였다.

  1914年 府令 第111號로 府․郡․
面 統廢合에 따라 眞寶郡 一部를 合
倂, 8面으로 區分하여 現在에 이르
고 있으며 1973年 7月 1日 大統領令 第6542號에 따라 縣西面 3個洞(福, 德城, 聖才)이
安德面에 編入되었다. 

  1979年 5月 1日 靑松面이 靑松邑으로 昇格(1邑 7面)되어 現在에 이르고 있으며 1983
年 2月 15日 英陽郡 立岩面 一部(興邱洞, 方田洞)가 眞寶面에 編入되었으며, 1987年 1月
1日 行政區域 境界調整(府東面 上坪1里 가 府南面 甘淵1洞에 編入)後 1988年 5月 1日
郡 條例 第1059號로 洞을 里로 改稱하였으며 1993年 12月 30日 郡 條例 第1377號로 郡
廳 所在地를 靑松邑 月幕里 330番地로 變更되었으며 2019年 3月 1日 府東面은 周王山面
으로 梨田里는 注山池里로 行政區域 名稱이 變更되었다. 

◉ 原松生縣
  現在 靑松邑 松生里와 府東面, 府南面 一帶이며 高麗 縣宗 9年에 縣을 設置하고 禮州에 屬
하였으며 仁宗 21年에 監務를 設置하고 朝鮮時代 太祖朝에 安德縣을 合倂한 後 世祖朝에 靑
鳧縣에 來屬되었다.

<靑松郡 沿革에 關한 記錄, 新增東國與地勝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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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松生縣
  現在 靑松邑 松生里와 周王山面, 府南面 一帶이며 高麗 縣宗 9年에 縣을 設置하고 禮州
에 屬하였으며 仁宗 21年에 監務를 設置하고 朝鮮時代 太祖朝에 安德縣을 合倂한 後 世
祖朝에 靑鳧縣에 來屬되었다.

◉ 原眞寶縣
  新羅時代에 漆巴火縣과 助攬縣을 合한 것으로 漆巴火縣은 新羅 景德王때 眞寶로 改名
하여 聞韶郡(現 義城郡)의 領縣에 있었으며 高句麗때 助攬縣을 新羅 景德王때 眞安縣으
로 고쳐 野城郡(現 盈德郡)의 領縣이 되었다. 
  高麗時代에는 太祖 7年(924年)에 眞寶縣과 眞安縣을 合해 甫城府(甫州)로 昇格했고, 顯
宗9年(1018年)에 禮州(現 盈德)의 屬縣이 되었다.
  朝鮮 太祖 3年(1394年)에 眞寶縣과 松生縣을 合하고 世宗卽位年(1418年)에 靑寶郡으로
改稱 昇格되었다가 後에 眞寶를 分里하여 世宗朝에 靑鳧에 合倂되었다가 世宗 19年에
分離하여 監務를 두었으며 高宗 32年 勅令 第98號로 眞寶郡(眞海)으로 改稱했다가 1914
年 靑松郡에 編入되었다.(東面 北面 中 15個洞은 英陽郡에 編入, 1個洞은 盈德郡에 編入, 
下里面․上里面․西面․南面 4個面 35個洞은 靑松郡에 編入)

◉ 原靑松都護府(9面 57里)
  ◦ 府內面 : 月幕, 官旨, 校洞, 金谷, 月外, 大谷, 菊平, 券(養)靜, 靑雲, 南介谷, 巨大谷, 松生
  ◦ 府東面 : 上坪, 上三宜, 下三宜, 新店, 法水洞, 梨田平, 佐旨洞, 龍所洞
  ◦ 府西面 : 移士, 灰甲, 仁麻, 上德川, 下德川
  ◦ 府南面 : 泥峴, 花場, 陽宿, 上束谷, 下束谷, 安興, 洪源, 三政院, 甘淵
  ◦ 懸內面 : 大巨, 馬陵, 縣底
  ◦ 懸東面 : 文居, 安仁, 巨城, 新豊, 訥仁
  ◦ 懸西面 : 月亭, 文泉, 毛巨, 泉川, 和目, 生草田, 豆峴
  ◦ 懸南面 : 上德城, 下德城, 龍堂, 水洛
  ◦ 懸北面 : 薪城, 斤谷, 老萊, 智所

◉ 原眞寶郡(6面 51里)
  ○ 下里面 : 新漢, 東部, 西部, 理村, 後坪, 大谷, 角山驛, 站幕, 月田
  ○ 上里面 : 時良, 高峴, 南角山, 新村, 槐陰店, 
  ○ 東 面 : 洛坪, 花馬, 葡山, 宅田
  ○ 西 面 : 世長, 釜谷, 永谷, 合江, 栗, 基谷, 楸峴
  ○ 南 面 : 木溪, 松江, 漁川, 栢田, 沙湖, 毛谷, 丙夫, 中坪, 巨坪, 官洞, 瓮店,
              甘谷, 新基, 皇木
  ○ 北 面 : 興邱, 方田, 屛玉, 橋洞, 三山, 老達, 新業, 北坪, 春甘, 汶海, 舟披, 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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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沿 革

高句麗時代

新羅時代

高麗時代

朝鮮時代

1895. 5. 26.
(高宗 32年)

1896. 8. 4.
(高宗 33年)

1914. 3. 1.

1973. 7. 1.

1979. 5. 1.

1983. 2. 6.

1983. 2. 15.

1985. 12. 7.

1987. 1. 1.

1988. 5. 1.

1989. 1. 1.

1993. 12. 30.

2019. 3. 1.

靑己縣이라 稱함

積善이라 稱함

鳧伊라 改稱하고 그 후에 雲鳳이라 하다가 成宗때 靑鳧로 고쳤으며 禮州
郡(現 盈德郡)의 屬縣이었음

太祖3年에 眞寶와 合縣하였다가 世宗卽位年(1418년)에 靑寶郡으로 昇格, 
그 後 世宗 5年에 眞寶와 分離되고 松生縣과 合하여 靑松郡 으로 改稱
世祖 5年에 安德縣을 倂合하여 靑松都護府로 昇格(1459年 6月 14日)

勅令 第98號로 23府制 實施에 따라 靑松都護府가 安東都護府(所屬)  靑松
郡이 됨

勅令 第36號로 13道制 實施에 따라 慶尙北道 靑松郡이 됨
(23府制 廢止)

府令 第111號로 府郡面 統廢合에 따라 眞寶郡에서 4個面을 編入(8面)

大統領令 第6542號로 縣西面 3個洞(福洞, 德城洞, 聖才洞)이 安德面에 編入

大統領令 第9409號로 靑松面이 靑松邑으로 昇格(1邑 7面)

郡條例 第807號(1983年 2月 5日 公布)로 英陽郡 立岩面 興邱洞 一部를
眞寶面 廣德洞에 英陽郡 方田洞 一部를 眞寶面 時良洞에 統合

大統領令 第11027號(1983年 1月 10日 公布)로 英陽郡 立岩面 一部 (興邱
洞, 方田洞)가 眞寶面에 編入 됨

郡條例 第941號, 942號(1985年 12月 7日 公布)로 眞寶面 廣德洞 分洞(廣德
1洞, 廣德2洞)

大統領令 第12007號(1986年 12月 23日 公布)로 行政區域 境界 調整 (府
東面 上坪洞 一部가 府南面 甘淵1洞에 編入)

郡條例 第1059號로 洞을 里로 改稱

郡條例 第1113號(1989年 1月 5日 公布)로 眞寶面 眞安1里 分里(眞安1里, 
眞安4里)

郡條例 第1377號로 郡廳所在地를 靑松邑 月幕里 330番地로 變更

郡條例 第2076號로 府東面은 周王山面으로 梨田里는 注山池里로 行政
區域 名稱 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