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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日本的美麗鄉村
日本四面環海，並有3／4的國土是山地，
每個地區都可以擁抱不同的大自然風光，
並保留著由當地風土孕育的獨特文化。
來到農山漁村度過悠閒的時光，欣賞能讓人感受不同季節的特別景色，
並透過傳統生活方式與鄉土料理與當地居民交流，
必定能夠帶給您不同於都會的感動。
快計畫一趟體驗農山漁村生活的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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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上的小客棧 Heart’n Tree
北海道阿寒郡鶴居村雪裡496-4

中   https://heartntree.jimdo.com/language/chinese- 
%E7%B9%81%E9%AB%94%E5%AD%97/

TAITO  NATURE CLUB
北海道阿寒郡鶴居村鶴居西1

日   https://hotel-taito.com/tourism/hiking/

位於北海道東部的鶴居村與佔日本濕地約 6 成的日本最大濕原—釧路濕原國立公園相
鄰，寧靜而悠閒。釧路濕原國立公園深處的「Kirakotan 岬」，是一度被認為已絕種
的丹頂鶴再現蹤跡之處。這裡被劃定為特別保護區，欲造訪必須先經過文化廳的許可，
因此建議參加遊覽行程等，在嚮導陪同之下前往，還可獲得更多有關四周植物及地域
的知識。
此外鶴居村在北海道也是數一數二的酪農村莊，並有豐富多元的農宿讓遊客體驗酪農
並住宿於農家。使用新鮮鮮乳與起司的料理是來到鶴居村必嘗的美味，同時還可以參
加正統的製作起司體驗。以身為「酪農家啦啦隊」自豪的「山丘上的小客棧 Heart’n 
Tree」最引以為傲的就是以大量當地牛乳入菜的料理。使用以森林與植物、農作物
保育等為出發點所捕獲的蝦夷鹿烹調的野味也大獲好評。歡迎來到這裡，漫步於濕原
感受大自然之美、享受美食，體驗置身於農村風光、無事一身輕的奢侈。

漫步於釧路濕原國立公園
在酪農村莊大啖起司與野味

	●北海道鶴居村

北海道佔日本總面積的20%以上，位於本州北部，即使夏天氣溫也很
少超過30℃，並且幾乎沒有25℃以上的熱帶夜。夏季濕度低，舒適宜
人，是最適合觀光的季節。冬季則氣候嚴寒，札幌的年平均降雪量超
過600公分，但在山區可以體驗到優質的粉雪。北海道的另一大魅力
是坐擁6座國立公園，隨處可見保留著原始模樣的大自然風光，並且
還有許多只生長在北海道的動植物。此外運用遼闊土地發展的酪農業
也非常興盛，這裡的牛奶和起司一直以來都以美味而廣獲好評。　　
　　　　　　　　　　　　

北
海
道

參加遊覽Kirakotan岬的行程還可以進入濕原

被列為國家特別天然紀念物的丹頂鶴「Heart’n Tree」使用大量當地食材的晚餐

 H okka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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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age SPOON VALLEY
北海道上川郡美英町大村大久保協生

日   https://spoonvalley.com/

美瑛‧拼布之丘
“漫步在農田裡的鄉間小道”

北海道上川郡美瑛町本町1-2-14四季的情報館
    （集合地點）
中   https://mybiei.jp/zh/event/p=457/

美瑛町位於大雪山國立公園十勝岳連峰的廣闊山麓坡地上。曲線平緩的丘陵宛如波浪
般連綿，呈現悠閒的田園風光。這裡也被稱為「丘陵小鎮」，由鎮上隨處可見的觀景
台在春季到秋季可以欣賞到拼布之丘與花田的美景，  冬季則能將整片銀白色雪景盡
收眼底。選擇開車走被稱為「拼布之路」的兜風路線，還能一次周遊美瑛的絕美景點。
美瑛的遼闊農田造就出這裡的美麗景觀。春季是蘆筍的收成季節，夏季則是小麥與甜
玉米、番茄、哈密瓜，秋季是馬鈴薯、洋蔥、南瓜等。參加「美瑛 ‧ 拼布之丘“漫
步在農田裡的鄉間小道”」體驗行程，經過農家特別許可，可以在平時無法進入的山
丘上散步。宛如童話世界裡會出現的可愛小木屋「Cottage SPOON VALLEY」也擁
有自家農園，可以在此享用使用了滿滿蔬菜、充滿美瑛特色的料理。快來到這片壯麗
的景色中，度過悠然自得的時光吧。

在四季呈現不同美麗樣貌的山丘小鎮
遠眺一望無際的壯闊風景

	●北海道美瑛町

讓人彷彿置身童話世界的「Cottage SPOON VALLEY」

也可以體驗在麥田收割麥子

參加「漫步在農田裡的鄉間小道」體驗行程，在山丘上散步

Yoichi LOOP
北海道余市郡余市町黑川町4-123

日   https://yoichiwine.co.jp
英   https://yoichiwine.co.jp/loop3/en/index.html

參觀葡萄園行程
不公開

中    https://www.experienceyoichi.com/
     3931839029.html

余市是位在北海道西部，面向日本海的港口小鎮。從鎮上開車往山區走，很快就能看
到葡萄園所在的美麗山丘。這裡在 2011 年獲得「葡萄酒特區」認證，是日本首屈一
指的葡萄酒產地，倍受日本國內外矚目。呈現清爽酸味及濃郁果香的白酒，以及被認
為很難在日本栽種的黑皮諾葡萄在這裡都非常普遍。此外還舉辦讓遊客置身於酒莊美
麗的葡萄園中乾杯的行程。
余市車站前的「Yoichi LOOP」是一家為了讓旅客享受品葡萄酒樂趣而誕生的飯店。
1 樓的餐廳使用由港口小鎮余市豐饒海洋捕獲的海產及剛採收的蔬菜等食材，供應以
法式、西班牙式和日本料理的技術烹調而成的「余市料理」以及「余市葡萄酒」。2
樓與 3 樓則是以葡萄酒莊等為設計概念的住宿設施，整個館內都能讓人感受到葡萄酒
的存在。
鎮上也分布著可以品嘗葡萄酒的餐廳。眺望著葡萄園，同時享受當地食材與美酒，必
定全身都能感受到余市的風土。

在濱臨日本海的北海道港口小鎮
享受充滿特色的日本葡萄酒

	●北海道余市町	

還有可在葡萄園中央品嘗葡萄酒與蘋果派等的行程

由老舊建築改造而成，風格時尚的「Yoichi LOOP」。也備有
附廚房的客房

當地葡萄酒以及新鮮鯡魚與時令蔬菜交疊而成的法式凍派

76



 T ohoku
紅花之館

山形縣西置賜郡白鷹町十王1707-1
日   http://www.sgic.jp/k/

NIPPONIA 白鷹 源內邸
山形縣西置賜郡白鷹町淺立183-1

日   https://nipponia-shirataka.com/

白鷹町東西兩側為山地所包夾，中央有大河貫穿，是擁有美麗大自然的小鎮。這裡過
往是養蠶業與絹織品興盛的地區，綴以精緻圖案的紡織品「白鷹紬」是白鷹町的工藝
品，也是被守護而傳承至今的珍品。此外這裡也因為是染料原料「紅花」的產地而聞
名，  並獲得「日本農業遺產」認證。「NIPPONIA 白鷹 源內邸」是一家傳遞和服魅
力與當地風土文化的「和服渡假飯店」。房客可以在此體驗穿著和服的樂趣。由當地
居民為您穿上和服後，接下來的時間您可以自由安排。走出飯店，穿著和服在春天的
櫻花或秋季楓紅等四季各具特色的田園風光中漫步，必定成為難忘的回憶。白鷹町多
姿多彩的飲食文化也充滿魅力。除了這片土地自往昔種植至今的傳統蔬菜之外，還有
一整年都可以收成的山菜與水果等各色食材。此外這裡自古以來有著喜慶時吃蕎麥麵
的文化，因此鎮上分布著人氣蕎麥麵店，是從料理也能感受到當地風土與歷史的地區。

東北地方包含了本州北端的青森縣、岩手縣、宮城縣、秋田縣、山形
縣、福島縣6個縣份，環繞著山與海，是四季變化鮮明的地域。尤其冬
季嚴寒，呈現一片冰天雪地，因此擁有獨特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東北地
方運用豐富自然資源發展的農業與漁業相當發達，隨處可見悠閒的田園
風光，呈現純樸的氣息。此外使用當地食材並反映出地方風土的飲食文
化、鄉土料理也充滿魅力。

在由延續11代的老宅正房與庫房等改建而成的旅館體驗穿著和服

白鷹町的紅花田。6月下旬至8月上旬開花可以品嘗時令蔬菜以及優質肉類也是一大魅力

4 在紅花之鄉體驗穿著和服
並享受鄉土美食學

	●山形縣白鷹町

東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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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桑御殿 TUNAKAN
宮城縣氣仙沼市唐桑町鮪立81

日   http://moriyasuisan.com/

來去逛逛！早晨的魚市
宮城縣氣仙沼市魚市場前7-13氣仙沼「海之市」

日   https://kesennuma-kanko.jp/request2022-fishmarket/

氣仙沼位於宮城縣最北端的太平洋沿岸，谷灣式海岸構成的美麗景色充滿了魅力。由
於靠近世界三大漁場之一的三陸沖，因此漁業發達，是日本數一數二的港口城市。這
裡的漁獲尤以劍旗魚和鰹魚最為知名，氣仙沼港的捕獲量為日本第一。此外也進行牡
蠣與帆立貝的養殖。要深入了解氣仙沼的生活、文化，建議前往氣仙沼市魚市場。可
以參加早晨充滿活力的魚市場導覽行程，提出需求的話還可以使用英語為您介紹。
氣仙沼也是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時災情慘重的地區，即使經過了 10 年以上的歲月，
許多角落依然可見震災的痕跡，當地居民也在繼續努力地重建家園。位在海邊的民宿

「唐桑御殿 TUNAKAN」是由地震後做為志工根據地的民宅改建而成。來到這裡不但
可以享受多采多姿的大自然景觀與海鮮，而且以強勁韌性面對生活的人們和這座城鎮
也必定能帶給您滿滿的活力。

在東北具代表性的海港城市
感受大海的力量與獨特魅力

	●宮城縣氣仙沼市

在氣仙沼魚市場可以參觀工作情景

呈現當地獨特建築形式的民宿唐桑御殿TUNAKAN

從位於氣仙沼市區北部的安波山瞭望氣仙沼灣的景色

三彩館 FUJISEI
岩手縣一關市上大槻街3-53

日   https://fujisei.co.jp/

天空之宿 雅館
岩手縣一關市舞川字梅木66-5

日   http://www.miyabikan.com/

一關市位於岩手縣南部，保存了中尊寺、毛越寺等與奧州藤原氏相關的許多佛教寺廟
與古蹟。離開市中心，則是一片壯麗的溪谷與梯田等古樸的農村風光，讓您得以近距
離感受與大自然共同發展至今的歷史與文化。 
來到這個地區一定要品嘗麻糬料理。自江戶時代（1603－1868 年）開始，凡有婚喪
喜慶或每逢正月、節氣等，居民就會搗麻糬請賓客享用。而發展至今各式各樣運用了
時令農作物的麻糬吃法，與人們的生活與營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果要在這裡過夜，推薦住宿於「天空之宿 雅館」。這是一家可以感受盆栽之美，在
日本也很少見的特別民宿。盆栽是將樹木種植在花盆中，加以修整後欣賞其姿態的日
本藝術品。民宿的溫室裡排列著約 400 盆大小各異的盆栽讓遊客欣賞。挑選自己喜
歡的花盆自製盆栽的體驗方案是由擁有盆栽士資格的老闆從旁給予指導建議，所以沒
有經驗也不用擔心。如果想欣賞美景，可以走遠一點，到美麗的溪谷「猊鼻溪」搭乘
手划的和舟飽覽雄偉的絕景，冬天還會呈現宛如水墨畫般的景色。快為自己安排一趟
聆聽船夫吟唱的「猊鼻追分」，沉浸在旅人情懷的行程吧。

在保存了歷史與傳統的美麗鄉村地帶
認識麻糬料理與盆栽等日本傳統文化

	●岩手縣一關市

盆栽是表現大自然之美的日本傳統文化之一

猊鼻溪遊船。別忘了欣賞船夫僅以一支船槳操縱船隻的功夫

源於武士社會禮儀的「麻糬本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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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nto
大田原 TOURISM

栃木縣大田原市本町1-3-3 
　大田原市綜合文化會館2樓
日  http://www.ohtawaragt.co.jp/index.html

飯塚邸
栃木縣那珂川町馬頭360

中   https://iizukatei.ohtawaragt.co.jp/cn/

栃木縣那珂川町距離東京都心約 2 小時 30 分鐘車程，是人口約 1 萬 7000 人的小鎮。
不但有香魚漁獲量為日本最大的清流那珂川，還有八溝山系、喜連川丘陵等圍繞，是
山明水秀的地區。周邊栽種稻米、蔬菜、蕎麥等，有各種當地美食。「有形文化財飯
店 飯塚邸」就坐落於那珂川町，建築物本身是被列為國家文化財的歷史性建築，廣
受海內外遊客的矚目。人氣的秘密在於住客不但可以欣賞日本古老住宅的風情，也能
在裝潢時尚並使用最新設備的奢華空間裡度過舒適的時光。另一大魅力是飯店備有由
當地餐飲店提供的外燴，以及造訪當地農家用餐的方案。要如何度過在這裡的時間，
住客可以依個人喜好安排。此外與那珂川町相鄰的大田原市是日本數一數二「農泊」
興盛的地區。這裡分布著許多農家民宿，遊客可以與當地居民交流，體驗溫馨的鄉村
生活。

在有形文化財的歷史悠久宅邸
感受在農村生活的樂趣

關東地方除了首都東京都外，還包括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群馬
縣、栃木縣以及茨城縣，是占日本總人口3分之1的日本最大經濟圈。
另一方面也擁有日本最大平原「關東平原」，離開都會區便可以看到有
著豐富水資源的悠閒農村風光或是沿海的小漁村景象。此外圍繞著平原
的廣大山岳、丘陵地帶為山梨縣與長野縣。雖然與都會區有便捷的交通
方式連結，但至今仍保留了與群山嚴酷大自然共存的傳統生活與文化。

由那珂川町歷史性建築改裝的飯店「飯塚邸」

大田原市分布著農家民宿，可以體驗農活與鄉村生活的樂趣「飯塚邸」的外燴晚餐。可以品嘗當地口味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栃木縣那珂川町・大田原市

關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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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最大的產地了解「棒寒天」的堅持
長野縣茅野市北山湯川1253

中   https://chinotabi.jp/zh-tw/

Yamaura Stay
不公開

日   https://yamaurastay.jp
英   https://yamaurastay.jp/en

茅野是位在八岳山麓的高原小鎮。由於聚落地處深山故未經開發，得以保留了廣闊的
田園風光，並分布著屋齡超過 100 年的日本民宅。「Yamaura Stay」是坐落於這個
世外桃源的獨棟老宅民宿，由東洋文化研究家 Alex Kerr 規劃改裝。住客可以在民
宿裡慵懶放鬆地度過，或是在歷史悠久的聚落中散步。群山圍繞下的清新空氣令人心
曠神怡，並感受到在這裡的悠閒時光是無比的奢華。
茅野有著利用冬季幾乎讓人凍僵的嚴寒與乾燥氣候發展出的傳統「冰凍」飲食文化，
會食用在冬天置於戶外乾燥，以可稱之為「天然冷凍乾燥」法加工的豆腐或蘿蔔等食
材。「Yamaura Stay」準備了在當地老奶奶指導下製作「冰凍料理」並一起品嘗的
體驗方案，以及參觀、體驗利用豐富水資源與氣候製作特產「寒天」的工房等活動。
計畫一趟住宿於世外桃源的古老民宅，品嘗當地特有鄉土料理之旅。您將可以享受不
同於遊覽知名觀光地、特別的日本之旅。

在以「鄉村度假」為主題的古老民宅
體驗當地特有的「冰凍」飲食文化

	●長野縣茅野市

與聚落的老奶奶一起製作與品嘗「冰凍」料理

體驗使用將海藻煮過並凝固的寒天製作名為「心太」的料理

「Yamaura Stay」在茅野共有4棟建築，其中「清水」是屋齡150年的老宅民宿

小松澤休閒農園
埼玉縣秩父郡橫瀨町橫瀨1408

日   http://www.komatsuzawa.co.jp/

二百年的農家大宅 宮本家
埼玉縣秩父郡小鹿野町長留510

日   https://www.miyamotoke.jp/
英   https://www.miyamotoke.jp/english/

8

秩父市從東京搭乘特急電車只要 80 分鐘即可抵達，交通便捷。春天有將佔地廣闊的
園內覆蓋得滿滿的芝櫻，夏天可以參加荒川支流的泛舟等水上活動。秋天有楓葉，冬
天則有冰柱可賞，是讓人感受到四季大自然變化的人氣觀光地。此外還分布著全國首
屈一指的能量景點，例如三峯神社及秩父神社等靈驗的寺廟神社，也是秩父的一大魅
力。每年 12 月舉辦的「秩父夜祭」是日本三大曳山祭 ※ 之一，並獲列為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
雖然秩父離東京不遠，但推薦您在這裡過夜。在屋齡 200 年的農家大宅「宮本家」，
可以吃到使用大量自家農園栽種以及當地蔬菜的相撲火鍋 ※。宮本家的主人原本是相
撲力士，因此提供的是道地相撲火鍋，別忘了搭配當地的日本酒一起享用。住客可以
以包場方式享受溫泉，也可以在附近的農園體驗採當季水果與蔬菜。快規畫一下從東
京來到這裡，度過悠閒時光吧。
※ 日本三大曳山祭：曳山是在祭禮時使用，擺設了裝飾的一種山車。京都的祇園祭、岐阜的高山祭、埼玉的秩父

夜祭被認為是日本的三大曳山祭。
※ 相撲火鍋：相撲火鍋是相撲部屋吃的火鍋料理，由力士親手製作。

住宿在屋齡200年的農家大宅
品嘗力士的拿手料理與新鮮水果

	●埼玉縣秩父市	

在「宮本家」還可以選擇色彩繽紛的浴衣

除了相撲火鍋外，晚餐還會提供以圍爐裏燒烤的魚等料理

可以吃到現摘成熟的當季水果也是採水果的魅力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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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kuriku
KANJIKI 健行

富山縣南礪市菅沼855
日   https://www.gokayama.jp/experience/experience_204/
英   https://www.gokayama.jp/en/（相關網頁）

五箇山合掌之里
富山縣南礪市菅沼855

日   https://www.gokayama.jp/
英   https://www.gokayama.jp/en/

位於富山縣西部山區的南礪市因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五箇山合掌造聚
落」而聞名。「合掌造」是人們因應冬季豪雪等山岳地帶的嚴寒氣候、風土而加上各
種巧思所發展出的日本傳統建築形式，特色是角度傾斜以利積雪滑落的茅草屋頂。這
樣的建築在日本已屬少見，尤其五箇山地區至今仍保存了聚落，並有居民在此營生。
與世界遺產聚落相鄰的「五箇山合掌之里」是可以住宿在合掌造民宅的少有設施。住
在這裡能夠仔細參觀建築物，認識日本人的傳統生活方式。此外還備有品嘗鄉土料理
與欣賞民謠等方案供住客選擇。積雪時會舉辦穿上走路不會陷進雪裡的傳統雪鞋

「KANJIKI」在周邊散步的健行行程。歡迎來到這裡貼近秘境的大自然，同時體驗自
往昔傳承至今的飲食、文化與農業。

在傳統建築「合掌造」民宅裡
體驗傳統的生活方式

位於本州中央位置，臨日本海的新潟縣、富山縣、石川縣、福井縣被稱
為「北陸地方」。在日本海進行的漁業及平原地區的稻作等初級產業
發達，發展出多元精彩的飲食文化。新潟縣的山區為日本數一數二的
豪雪地帶，可以體驗各種雪國特有的戶外活動。此外還有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的「五箇山合掌造聚落」及世界農業遺產的「能登半島的里
山里海」，讓遊客認識日本的傳統生活。

獲得世界遺產認證的五箇山菅沼合掌造聚落

KANJIKI健行行程會帶您在周邊散步約2-3小時五箇山合掌之里的民宅裡仍然保存了圍爐裏

	●富山縣南礪市

北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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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島朝市
石川縣輪島市河井町

日   https://asaichi.info/

中右衛門
石川縣輪島市三井町新保ハ28

https://www.airbnb.com/rooms/749623189852701731?guests=1&adults=1
&s=67&unique_share_id=05d2653d-fd5a-40f1-bf13-439a6c375d80
※網站可切換為多種語言

輪島市位於突出於日本海的能登半島北部。能登半島接受山巒豐饒的大自然恩惠，自
古以來的傳統農林漁法也傳承至今，2011年「能登里山里海」成為日本最早被列入
的世界農業遺產。而在輪島內陸地區的里山（淺山），地區全面參與提供住、食、休
閒等體驗的「感受完整里山的飯店」計畫，以屋齡150年的古老民宅民宿「中右衛
門」為根據地，提供「從農場到餐桌」的體驗以及與當地居民的交流等，讓遊客享受
彷彿生活在日本里山般的樂趣。
來到輪島市絕對不能錯過「輪島朝市」，這是擁有超過1000年歷史，屬於日本三大
朝市之一的輪島知名特色。輪島港附近長約360公尺的路上共有多達160個攤販，由
當地生產者們販售時令海產與農產品。傳統工藝品「輪島塗」漆器也極富盛名，可以
看到排列著許多適合做伴手禮的筷子與器皿。

開心逛持續了1000年的朝市並感受
世界農業遺產「能登里山里海」的魅力

	●石川縣輪島市

四周樹木蒼鬱的古老民宅民宿「中右衛門」（攝影：江口克）

「感受完整里山的飯店」根據地的餐廳「茅葺庵」

逛「輪島朝市」還可以享受與當地生產者交流的樂趣

製作雪洞體驗
新潟縣上越市中鄉區岡澤1073

https://yuki-sato.jp/lodge/activities-services/kamakura/
※本網站顯示語言可切換日文／英文

YUKISATO LODGE
新潟縣上越市中鄉區岡澤1073

https://yuki-sato.jp/lodge/
※本網站顯示語言可切換日文／英文

日本的都道府縣中，新潟縣是日本主食 -- 稻米產量最多之處。位於新潟縣西南部的
上越市也是稻作栽種興盛的地區。上越市面對日本海，加上周邊山巒圍繞的地形，因
此有許多的山珍海味。而內陸地區則是日本數一數二的知名豪雪地帶。可以享用由融
雪的豐沛水量孕育出的稻米與農作物，加上使用四季不同食材的鄉土料理與當地日本
酒，也是這片土地的魅力之一。
因為希望遊客感受到雪帶給人們的恩惠，因此有了「YUKISATO LODGE」這家由古
民宅改裝而成的住宿設施，也可以將整棟包下。周圍有大片的森林與田園，冬季提供
用雪製作日本式冰屋「雪洞」（將雪堆成半球型，拍緊實後挖掉中間的雪，讓人可以
進入）的體驗，也有在廣大雪地上騎雪地摩托車行程等，讓您感受這個冬季呈現白銀
世界的地區獨特的樂趣。此外還有農業體驗等認識淺山生活的各種戶外活動。

製作只有在雪國才能體驗的「雪洞」
在日本最棒的稻米產地品嘗白米美味

	●新潟縣上越市

YUKISATO LODGE的臥室。粗大的梁柱令人印象深刻 
©YUKISATO

可以在裡面放鬆享受的「雪洞」。是豪雪地帶的特有體驗

綠意盎然的季節可以享受騎登山車及登山健行的樂趣 
©YUKI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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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ai
＆ｎ

岐阜縣岐阜市長良45-1
日   https://and-n.info/

鵜飼樂屋
岐阜縣岐阜市長良39-4

日   https://ukaigakuya.com/

岐阜市長良環繞著長良川與海拔 329 公尺的金華山，是個充滿著大自然之美的小城鎮。
金華山山頂矗立著岐阜城 ※，是心懷統一天下壯志的武將織田信長在 1567 年以後駐
紮的根據地，也是長良的地標。水量豐沛的長良川自 1300 年前就採用「岐阜長良川
鵜飼」捕魚法。鵜飼是巧妙操縱鵜（鸕鶿），利用這種鳥類會將整條魚吞入喉中的習
性來捕魚的傳統漁法。長良川鵜飼是隸屬於皇室，在皇室保護下進行的珍貴傳統，並
被列為國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5 月至 11 月期間的傍晚，鵜與鵜匠、鵜船合為一
體進行的鵜飼充滿了震撼力。長良川也會進行其他傳統川漁，您可以造訪設計長良觀
光行程的設施「＆ｎ」，這裡會為您介紹川漁師的和船環保行程，或是可以品嘗河魚
料理的餐廳等。此外還有讓屋齡 100 年古民宅重生的獨棟民宿「鵜飼樂屋」，讓您一
窺日本傳統生活的樣貌。
※ 岐阜城：岐阜城於 1956 年以 RC 重建

在日本首屈一指的清流—長良川畔
觀賞鵜飼並大啖魚料理

位在日本列島幾乎中央位置的愛知縣、岐阜縣、靜岡縣、三重縣被稱
為「東海地方」。內陸是廣大平緩的丘陵台地，太平洋沿岸的平原則
因氣候溫和而大量種植了橘子、茶葉等。岐阜縣的長良川與愛知縣的
木曾川是日本屈指可數的大河，至今仍以古時的傳統漁法進行川漁，
遊客可以觀賞、體驗這樣巧妙的技術。東海地方孕育出織田信長
（1534—1582，愛知縣出身）等許多知名的戰國武將，各地都保留了
古城、古神社寺廟以及古早的商人住宅、住店合一建築，是個能夠認
識日本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地區。

鵜（鸕鶿）與鵜匠、船夫合為一體捕魚的傳統漁法「鵜飼」

可以在＆ｎ1樓「UKAIYA食堂」吃到的炸泥鰍由大正時代（1 9 1 2—1 9 2 6 年）古老民宅改建而成的民宿「鵜
飼樂屋」

	●岐阜縣岐阜市

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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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小宿 重兵衛
三重縣鳥羽市相差町1395

日   https://www.ju-bei.com/

海女小屋 相差竈
三重縣鳥羽市相差町相差漁港

中   https://osatsu.org/ch/

鳥羽市位在三重縣東南部分隔伊勢灣與太平洋的志摩半島上。整個鳥羽市都被劃為伊
勢志摩國立公園，擁有世界首次成功養殖珍珠的傲人美麗海洋。錯綜複雜的谷灣式海
岸地形孕育出多樣化的生態系，當地女性也會進行不帶任何裝備潛入海中採鮑魚與蠑
螺的「海女漁」。海女漁的歷史被認為有 3000 年或 5000 年之久，是這個地區代代相
傳的文化之一。在「海女小屋」可以與仍活躍於線上的海女談天，並享受剛撈捕上岸
的海鮮。
除了海女所採的鮑魚與蠑螺外，鳥羽市的海港還有伊勢龍蝦等各種漁獲。這個地區的
每一家飯店旅館都提供自豪的海鮮料理。此外也有可以泡美肌溫泉的飯店。
除此之外，一直以來當地海女祈求漁獲豐收與安全，被稱為「石神大人」的神明神社
也是必訪之處。這裡也是會實現女性一個願望的知名能量景點。

與活躍於線上的海女談天
享受當地的海鮮料理與溫泉

	●三重縣鳥羽市

可以品嘗剛撈捕上岸的海鮮也是一大魅力

可以享受對肌膚溫和的「社宮司溫泉」

可以聽到仍活躍於線上的海女親身經驗談

OIDEN‧梁漁
愛知縣豐田市大野瀨町

日   https://oonose.com/

夏燒溫泉 青柳亭
愛知縣豐田市稻武町小井澤45

日   https://seiryu-tei.com/

稻武地區位在愛知縣豐田市東北部，東西邊各有廣闊的天龍奧三河國定公園與愛知高
原國定公園，是擁有美麗大自然風光的地區。其中在山毛櫸與楓樹等巨木林立的「面
之木原生林」可欣賞到新綠、楓葉、樹冰等四季不同的絕景，是絕佳健行路線。稻武
地區為了推廣這樣的大自然美景，將整個地區視為一個「停留型體驗設施」並做了完
善規劃，讓遊客在山裡與河邊遊玩的同時也可以學習古時的技術與智慧。並以「道路
驛站橡實之里稻武」的體驗設施「橡實工房」做為根據地。騎著登山車在森林中馳騁
的山徑越野行程及品嘗當地料理的飲食體驗都廣受歡迎。此外在矢作川還可以體驗使
用當地居民手工製作，名為「魚梁」※ 的裝置用手捕魚。這個地區還有圍繞著山與河
的夏燒溫泉，溫泉旅館「青柳亭」提供山豬肉的「猪鍋」及河魚生魚片、鹽烤香魚等
充滿稻武地方野趣的餐點。
※ 魚梁：以竹子或木材架成檯子阻斷河流的捕魚裝置

體驗夏日風情畫「梁漁」捕捉香魚
並在秘湯之地品嘗野味

	●愛知縣豐田市稻武

可以享受奧三河湧出的溫泉與山裡河裡美味的旅館—青柳
亭的客房

在竹製「魚梁」上等待魚游進來時也讓人充滿期待的「梁漁」

小朋友也可以輕鬆地用手抓魚，必定興奮又開心

22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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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sai
食事處 URANAGIMARU

京都府與謝郡伊根町字平田105
日   https://www.ine-kankou.jp/taste/uranagimaru

伊根的舟屋 風雅
京都府與謝郡伊根町平田552

日   https://www.ine-aburaya.com/miyabi/

京都府北部丹後半島上的伊根町是人口約 2000 人的漁業小鎮。這個小鎮最有名的，
是沿著伊根灣周圍相連 5 公里左右的 230 棟「舟屋」。舟屋的 1 樓是船塢，2 樓則是
居住空間，是漁夫為了避免拉上岸的船隻受到風雨與蟲子侵害而建造。建築彷彿浮在
海上般的景色不但令人印象深刻，伊根町的舟屋群也被列為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
存地區。目前約有 20 棟舟屋用來做為住宿設施，「舟屋之宿 風雅」是可以租借一整
棟的奢侈民宿。1 樓是可以欣賞伊根灣風景的客廳與露天天然溫泉浴室，讓住客在美
景與平靜的海浪聲的包圍下，度過悠閒而療癒身心的時光。
漁業小鎮伊根町的另一大魅力就是可以享受當地新鮮的魚類。 由定置網業者經營的

「食事處 URANAGIMARU」提供使用大量海鮮的午餐，擁有高人氣。海鮮丼與生魚
片定食等都是滿滿的早晨剛捕獲的鮮魚，新鮮度百分百。

在傳統建築「舟屋」並排相連的
漁業小鎮品嘗當地新鮮魚類

關西位於本州的中心位置，由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奈良縣、和
歌山縣共2府3縣所構成。日本的第一個首都就設在奈良縣，794年起
京都成為首都以及歷史的中心。日本的歷史以及各種傳統、文化就因
為這樣的背景，漸漸由關西傳至日本全國。關西的中心地帶匯集了許
多擁有悠久歷史的觀光勝地，但只要稍微遠離市區就呈現悠閒的大自
然風光，這也是關西的一大魅力。面向日本海的北部與面向太平洋的
南部氣候迥異，也因此孕育出充滿特色的飲食文化。

整排舟屋相連的京都伊根町風景

「食事處 URANAGIMARU」的漁夫生魚片定食「舟屋之宿 風雅」。可以在面海視野廣闊的露天天然溫泉浴室放鬆身心

	●京都府伊根町

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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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波路布丁
兵庫縣丹波篠山市日置397

日   https://www.tanbaji-purin.com/

福住宿場町飯店 NIPPONIA
兵庫縣丹波篠山市福住378

日   https://www.nipponia-fukusumi.com/

兵庫縣丹波篠山市在過往是繁華的城下町。距離舊城下町地區約20分車程的福住地
區過去因是通往京都道路的宿場町 ※ 而熱鬧繁榮。由於宿場町接連著農村聚落的街
景在日本全國也屬少見，因此獲選為國家傳統建築群地區。而由屋齡100年以上民宅
改裝的「福住宿場町飯店NIPPONIA」就位在這個地區的中心。保留著老屋原有風
情，改裝後又增加舒適性的悠閒空間，以及大量使用舊丹波國山產河魚的創新料理都
充滿魅力。
此外，盆地特有的氣候與肥沃土壤孕育出的農作物都是美味佳品，尤以丹波篠山市生
產的丹波栗子與黑大豆都是知名農產品，這裡的黑大豆栽培也獲得日本產業遺產的認
證。許多遊客都會購買以食材寶庫聞名的丹波大自然恩惠濃縮在瓶子裡的「丹波路布
丁」。尤其是將費時熬煮的大顆丹波篠山產黑豆包在一層果凍裡，再加上一層布丁的
「黑豆布丁」擁有高人氣。
※ 宿場町：主要是江戶時代（1603 至 1868）以經過修整的道路邊客棧為中心的小鎮

品嘗丹波盆地的風土所孕育
山珍海味的美食之旅

	●兵庫縣丹波篠山市

位於宿場町，由古老商人住宅改裝的飯店

丹波路布丁有黑豆、白小豆、卡士達3種口味

「福住宿場町飯店NIPPONIA」的晚餐使用了大量丹波品牌食材

森野舊藥園
奈良縣宇陀市大宇陀上新1880

日   https://morino-kuzu.com/kyuyaku

宇陀藥湯之宿 八瀧屋
奈良縣宇陀市榛原八瀧1835

日    https://yatakiya.jp/

奈良縣東部的宇陀市是被列為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的城下町，並擁有美麗
的大自然風光。此外在日本書紀 ※ 中有著日本最早的「藥獵」※ 相關記載，是自古即因
使用草藥而繁榮的小鎮。

「宇陀藥湯之宿 八瀧屋」是由屋齡超過 300 年的古老民宅改裝而成的住宿設施，推廣透
過旅行持續進行對身體有益活動，讓生活更豐富的「健康旅遊」觀念，旗下並有持相關
證照的員工。住宿在這裡可以由旅館人員帶領步行至附近的文化資產參觀，附設的餐廳
則提供使用當地蔬菜的料理。此外，客房內浴室的自製入浴劑中還含有具消除疲勞及改
善手腳冰冷等功效的草藥大和當歸。
占地約 600 平方公尺的「森野舊藥園」也是必訪景點之一。不但栽種了依季節變化
的約 250 種草藥與草本植物，還可看到少見的稀有品種。園內規劃了完善的步道，
讓遊客可以放心地步行參觀。快來這裡親近大自然，讓身心都獲得滿足吧。
※ 日本書記：被認為寫於西元 702 年左右，日本第一部被國家認可的正統史書。
※ 藥獵：西元 611 年 5 月進行的宮中活動，內容為採鹿茸與草藥以製成生藥

來到草藥文化深植、風光明媚的小鎮
讓您身心都煥然一新

	●奈良縣宇陀市

可以近距離欣賞優美的茅草屋頂

春天的代表性草藥之一： 美麗的豬牙花

午餐使用大量在旅館土地上種植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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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名為「KAZURA」的藤蔓編成的吊橋「祖谷的KAZURA橋」「桃源鄉 祖谷之山里」會由當地居民為您製作傳統料理

位於本州西部的中國地方及其南邊的四國地方有著連綿的美麗山巒將
平靜的瀨戶內海包圍。中國地方是能夠感受到日本歷史的地區，不但
有「日本神話」中傳說之地的鳥取縣與島根縣，也有推動日本近代化
改革（明治維新）重要人物們的故鄉山口縣。面向瀨戶內海的一側是
廣島縣與岡山縣。廣島縣擁有宮島及原爆圓頂兩項世界遺產，岡山縣
則有成排傳統白壁建築的倉敷美觀地區。而相隔著瀨戶內海的四國地
方則由香川縣、愛媛縣、德島縣、高知縣4縣所構成，有著被稱為「遍
路」的獨特巡禮文化，整個四國也分布著供奉各種信奉對象的寺廟。

被劃為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的德島縣祖谷地方落合聚落

19

位於幾乎是四國地方中央位置的三好市是自然環境嚴酷的地區。坐擁西日本第 2 高，
海拔 1955 公尺的劍山，並流淌著壯闊的吉野川。
北部的池田町往昔利用吉野川的水運行商，時至今日此地仍有約 200 至 100 年前的
傳統商家建築相連。南部則是險峻的山區，吉野川急流刻劃出「大步危小步危」以及
以傳統吊橋連結的祖谷溪谷等呈現溪谷之美的許多景點。被險峻山脈阻隔的祖谷地方
也被稱為「秘境」，傳說中 12 世紀在政爭中落敗的平家武士一族曾逃難至此。落腳
於祖谷地方的人們在陡坡上形成了聚落，並以適合坡地的方法栽培農作物，與大自然
共生共存至今。來到「桃源鄉 祖谷之山里」便可以認識這樣獨特的生活方式。預訂
這家將山間聚落的傳統民宅加以改裝的獨棟民宿，還可以品嘗到由聚落居民為您烤製
的櫻花鉤吻鮭以及味噌烤「源平芋」等鄉土料理。

來到四國的深山秘境祖谷地方
造訪與自然共生共存的聚落

	●德島縣三好市

祖谷的 KAZURA 橋
德島縣三好市西祖谷山村善德162-2

中   https://miyoshi-tourism.jp/tw/spot/iyanokazurabashi/

桃源鄉 祖谷之山里
德島縣三好市東祖谷落合403

日 英   https://www.tougenkyo-iya.jp/

中
國
／
四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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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菜刀體驗
島根縣仁多郡奥出雲町三成712-7雲州忠善刃物

日   https://okuizumo.org/jp/plantour/detail/1315/
    （相關網頁）

三井野原 GARDEN
島根縣島仁多郡奥出雲町八川2915-2

日   https://okuizumo.org/jp/guide/detail/2134/
    （相關網頁）

奧出雲町位在島根縣東南端，與鳥取縣、廣島縣隔著中國山地相接。此地歷史悠久，
被認為是傳說中素戔嗚尊 ※ 降臨之地，也是日本神話的發源地，保存了許多相關的
能量景點。這裡往昔可以採到優質的鐵砂，以日本古老「TATARA 製鐵法」製鐵的
產業發達。為了讓因採鐵砂削山造成的斜坡恢復平坦，後人開始種植蕎麥。風味多層
次並稀少的在來種「橫田小蕎麥」只有在奧出雲才吃得到，被稱為夢幻蕎麥。而原本
的斜坡及為了採礦所引的水路等變身為映照出美麗風景的梯田，以獨特方法利用土地
進行的農業也獲得日本農業產地的認證。在這片梯田種植的「仁多米」並享有西日本
第一的高評價。
此外，在代代從事鍛造的師傅指導下體驗製作菜刀，或是向農家學習手打蕎麥麵等，
都可以對這個地區有更深入的認識。推薦您住宿於像隱密住宅般的高原小木屋「三井
野原 GARDEN」，悠閒地享受自然和與當地居民交流的樂趣。
※ 素戔嗚尊：日本神話中的神明，傳說為了拯救公主而與八岐大蛇奮戰

在日本神話中描繪的山巒所圍繞的山村
體驗製鐵、感受美麗梯田等當地風土

	●島根縣奧出雲町

設有暖爐的客廳。後方還有榻榻米和室

反覆趁熱打鐵，製成菜刀

讓曾被削山的礦山重生的美麗梯田景色

矢掛町老人福祉中心（神樂面具彩繪體驗）
岡山縣小田郡矢掛町矢掛3012-1

日   https://www.yakage-kanko.net/s/spot/252/

矢掛屋 INN&SUITES
岡山縣小田郡矢掛町矢掛3050-1

中   http://www.yakage-ya.co.jp/zh-tw/

岡山縣西南部的矢掛町擁有綠意盎然的廣大淺山。在江戶時代（約 1603 年至 1868 年）
是連結現今大阪府與福岡縣的繁華宿場町 ※，據說還曾動員整個町接待超過 800 人的大
名行列 ※。歷史悠久的矢掛町至今仍保留了往昔風情，並有許多宿場經過改裝後成為古
民宅咖啡店或住宿設施。

「矢掛屋 INN&SUITES」也是由宿場町街道上的庫房兼商家宅邸改裝的住宿設施，並
且每一間客房的格局都不同。客房「紅葉」是由木造長屋門改裝而成的房間，  天花板的
梁柱令人印象深刻。這裡提供的餐點使用了大量矢掛町收成的蔬菜及瀨戶內海的海產。
造訪矢掛町的另一個樂趣是能夠接觸到傳統工藝。在「矢掛町老人福祉中心」，可以
參加長久以來奉獻給家庭或部落等守護神的岡山縣傳統藝能「備中神樂」所使用的神
樂面具彩繪體驗。面具種類可以由日本童話裡的桃太郎或惡鬼等 10 款中挑選後使用
顏料挑戰彩繪。體驗時老師會從旁給予建議，即使沒有經驗也不用擔心。
※ 宿場町：以往來江戶（現在的東京）的大名及旅人的休息住宿設施為中心所發展的城鎮
※ 大名行列：1603 至 1868 年期間，會直接與將軍接觸的武士因公務外出時的行進隊伍

透過民俗藝能「備中神樂」使用的
神樂面具彩繪認識當地文化

	●岡山縣矢掛町

由木造長屋門改裝，天花板梁柱令人印象深刻的客房「紅葉」

岡山縣西部代代相傳的「備中神樂」一幕

館方會出借畫筆與顏料，因此可以空手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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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下川織物的工廠並體驗製作久留米絣圍巾吧！Craft Inn 手[té]以和紙為主題的客房

九州位於日本列島的西南方，自古即與亞洲各國貿易往來頻繁。由於
氣候溫暖，又擁有豐富的大自然資源，因此廣泛地發展農業、漁業、
林業、畜牧業等。被稱為南西諸島的鹿兒島縣種子島至沖繩的各島嶼
因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孕育出多樣化的生態系。尤其庵美大島、
德之島、沖繩島北部與西表島在2021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有著大
片珊瑚礁的碧藍色美麗海洋令人畢生難忘。

八女福島約有150棟歷史悠久的建築相連

福岡縣南部的八女市有著流入有明海的清流矢部川，並且群山環繞，是片自然環境優
美的土地。這裡出產稻米、小麥，以及因品質優良而聞名的八女茶、水果類等，農業
發達。此外自古也是手漉和紙與提燈 ※、佛壇、竹編工藝、久留米絣 ※ 等傳統工藝
品的匯集之地，這些技術一直傳承至今。「Craft Inn 手 [té]」是一家聚焦於八女傳統
工藝品的旅館。每間客房各以竹編、和紙、藍染為主題，擺設讓人感受到手工藝精彩
的家具用品。此外並規劃、銷售各種手工藝體驗方案，遊客可以參觀久留米絣工廠或
參加漫步周遊鎮上工房等行程。實際接觸傳統工藝的技術，必定能夠感受到其博大精
深之處。
在中心位置的福島地區還有充滿風情的白壁建築，構成了美麗的街景。這裡在 1700
年代至 1950 年期間是繁華熱鬧的商家町，於 2002 年獲選為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
保存地區。莊嚴的土藏造 ※ 傳統建築（町屋）一棟接著一棟排列在舊往還道上，保
留了往昔的風貌。
※ 提燈：以細竹條製作骨架後糊上和紙等，在裡面裝上蠟燭的照明工具。現在一般以燈泡代替蠟燭。
※ 久留米絣：約 1800 年誕生於福岡縣筑後地方的棉織品。ikat 的一種。
※ 土藏造： 一種日本傳統建築樣式。屋頂使用瓦片，並以土牆包覆住牆壁、屋簷裡側等木材外側，形成耐燃結構。

八女福島地區最後會上漆喰塗料（在八女福島稱為居藏造）

在保留了久留米絣等傳統工藝之地
透過參觀工廠與製作和紙接觸手工藝

	●福岡縣八女市

下川織物
福岡縣八女市津江1111-2

日   https://oriyasan.com
英   https://oriyasan.com/en/

Craft Inn 手 [té]
福岡縣八女市本町120-1

日   https://craftinn.jp
英   https://craftinn.jp/en

九
州
／
沖
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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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原之宿 YUI
沖繩縣國頭郡東村慶佐次111

日   https://yaaninjuyui35.wixsite.com/family/
      yanbaru-stay

溯溪行程
沖繩縣東村川田334

    （集合地點：福地川海濱公園）
日   https://higashi-kanko.jp/hikyo/index.html

東村位在沖繩本島北部，有 72% 的面積都是森林，並有 14 條河川流淌，是充滿大自
然之美的地區。有著整片山巒與原野的「沖繩本島北部・山原之森」棲息著各種以獨特
方式進化的動植物。由於是極具價值的地區，因此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自然
遺產。此外可以看到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紅樹林」的「慶佐次灣紅樹林」，以及生長
於海邊附近濕地等的美麗紅樹林都相當知名。推薦的戶外活動是在紅樹林的森林裡划獨
木舟體驗，以及天然溪谷溯溪活動。首先乘獨木舟溯溪，再行走於叢林般的林中，途中
可以在天然泳池中戲水或跳進河裡，一邊朝河川的源頭前進，是在世界自然遺產的大自
然中享受戶外活動的人氣行程。盡享磅礡的大自然樂趣後，便在令人放鬆的民宿度過專
注於自己內心的幽靜時光吧。

在擁有世界自然遺產的東村
感受磅礡的大自然

	●沖繩縣東村

清澈的水令人感到舒暢，身心都會煥然一新

工作人員親手將古老民宅改裝而成的溫馨客房

在世界自然遺產的大自然中體驗人氣的溯溪活動

Slow Guide Amami
鹿兒島縣奄美市住用町 

　摺勝555-13 WADATSUMI館
日   https://www.amami-guide.com/
英   https://www.amami-guide.com/en/

傳泊 The Beachfront MIJORA
鹿兒島縣奄美市笠利町外金久龜崎986-1

日   https://den-paku.com/the-beachfront-mijora/

奄美大島幾乎位在鹿兒島本土與沖繩本島的中央。太古時代的奄美大島是與歐亞大陸
及日本本土相連的，其後在形成現今群島的過程中，日本本土已經滅絕的動植物在此
倖存下來，奄美大島也成為琉球兔※等珍稀固有種的寶庫。這裡還有以珊瑚點綴的碧
藍海洋，以及面積為日本第2大的紅樹林等原始自然風光，並於2021年被列為世界自
然遺產。此外這裡融合了中國的大陸文化、鹿兒島的大和文化以及沖繩的琉球文化，
形成了可經由大島紬※、島歌、黑糖燒酎等一窺面貌的奄美獨特文化。
奄美大島北部的住宿設施「傳泊」以高級VILLA、古老民宅、飯店3種形式，提供「
宛如生活在島上」般的住宿型態。除了可以為房客安排海上活動，也準備了「八月
舞※」、  「NANKO遊戲※」等體驗當地傳統文化的行程。透過與當地居民的交流，
能夠更深入地認識奄美的大自然與文化。

※琉球兔：僅棲息於奄美大島與德之島的日本遺存固有種，也是瀕危物種的兔子。
※大島紬： 以島上自生自長的植物「厚葉石斑木」煮出的汁與泥土染色，再以手工織成的奄美特有絹織品。與法

國戈布蘭掛毯、伊朗的波斯地毯並列為世界三大紡織物。
※八月舞：為祈求五穀豐收而於舊曆8月舉辦的民俗舞活動。
※NANKO遊戲：奄美地方自古流傳至今的酒席遊戲

親近多樣化的生態系與壯闊風景
將島上獨特的傳統文化深深刻在心裡

	●鹿兒島縣奄美市

「NANKO遊戲」要互猜對方握在手中名為「NANKO玉」的棒子
數量

「傳泊The Beachfront MIJORA」前方呈現「奄美藍」的遼闊海景

划獨木舟與當地嚮導一同造訪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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