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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QR Code,
影片立即看  

在社群网站分享吧！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YouTube....etc

本书所载之内容, 不仅仅是照片
与文字阅览, 还可扫描QR Code, 
链接至YouTube观赏影片。透过
影片感受现场实际氛围, 作为规
划旅游景点时的参考。 
其中也有使用空拍机拍摄的影像, 

即使是已去过的景点,   仍可从不同的角度,   享受不同的欣赏乐趣。 

本书所刊载的观光景点, 有许多都能让您深深感受到日本的历史与文
化。 将只有在日本山阴地区才能接触到的独特文化体验,  与您的好友
或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吧！ 相信一定能获得许多「赞」喔！

HOW TO USE

01

02

米其林绿色指南 山阴WEB版

04

GOOD
SNS
SPOT

在山阴发现
有趣的体验吧！ 

山阴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生态体系，各式各样的日本文化亦根植于
此。利用这些特点，我们打造出了各种主题的体验活动，就让别具特色的体
验活动为您的山阴之旅增添难忘的回忆吧！ 

观光旅游指南的圣经「米其林綠色指南」，日前发表了山阴WEB版。于已出版的「米其林
绿色指南・日本」修订第五版的内容中, 新加上砂之美术馆(★)、仓吉白壁土藏群(★)、水木
茂大道(★)、隐岐群岛(★★)、由志园(★★)、石见神乐(★)等景点, 总共刊登了63个观光景点
和观光设施。 

03
CULTURE ACTIVITY 26-30P

你所知道的山阴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也许有的人是第一次听闻山阴这个词

吧。 山阴地区有着日本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与自然, 并由此应运而生许多体

验活动。 解开古神话之谜、孕育新发现, 从丰富的自然里享受大地的恩泽, 体

验日本由古至今的文化等, 山阴拥有着无穷的魅力, 值得您细细品味。 深入了

解山阴, 您将发现日本崭新的面貌！ 这次的特辑是介绍「刀」、「自然」、

「神乐」, 希望能作为您精彩旅程的参考。 

 接下来, 就请您尽情享受美好的山阴之旅吧！ 

这本手册为全年通用,手册中添加

了许多山阴「当季」的信息。

随着四季变化之不同, 迅速提供给

您山阴地区当季好看、好玩、好吃

的信息！ 

Discover
“Real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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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取砂丘和山阴海岸地质公园

01

HAGI
Area

HIROSHIMA Pref.

YAMAGUCHI Pref.

OKAYAMA Pref.

HYOGO Pref.

SAN’IN IS FILLED WITH ”JOUCHO”
Please enjoy the beautiful and photogenic scenery of 
San’in throughout the all four seasons.Photos are 
taken by Mr. Takashi Karaki and Mr.KWAN, a photog-
rapher based in San’in-area.

ROUTE
ROMANTIQUE
SAN’IN

4K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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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ROMANTIQUE
SAN’IN

鸟取县、岛根县至山口县萩市为「缘之路～山阴
～」。这个地区依山傍水，南倚中国山地、北临
日本海，在日本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最悠久的
历史，文化与生活充满着浪漫的神话色彩，并沿
袭至今。这里有着承继古老传统、原汁原味的日
本！在这12个独具魅力的区域里，相信一定有美
好的「缘」在此等待着与您邂逅。 

ROUTE ROMANTIQUE SAN’IN WEB SITE
https://www.sanin-tourism.com/

当地铁道和绿色旅游地区

A B O U T

02
日本遗产三德山，三朝温泉和梨之花温泉乡地区

03
大山和皆生地区

04
妖怪和鱼之乡境港和美保关

05
松江城和足立美术馆地区

06

众神聚集古代出云和出云大社地区

07
踏鞴製铁，铁与火的遗迹地区

08
世界遗产石见银山地区

09
石见神乐和悠久的昔日日本文化体验地区

10
日本遗产小京都津和野和世界遗产萩市的街景

11
隐岐世界地质公园区

12

鸟取县

岛根县

Iwami
Airport

Izumo
Airport

Tottori Airport

Yonago
Airport

缘之路山阴

山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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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的自动验票闸门少 
0 1

06

07

03
02

山阴地区限定特例翻译导游 

电车与巴士
（公交车）的班次少 

米子站、松江站、出云市站设有自动验票闸门。根雨站、生山站、新见站
及伯耆大山站至出云市站区间，设有IC卡专用感应闸门。除此之外的车
站，仍必须将车票递交给站务员。（购票者于IC卡感应闸门的车站进出
时，除了有自动验票闸门的三站外，其余亦为递交之方式）。此外也有许
多无人车站,若搭乘单人驾驶的列车,到站时只能在司机座位正后方的门下车, 
下车时将车票或整理券・车资投入收费箱(和巴士相同)。 虽然有站务员的车
站会于验票口验票, 但抵达下一站时, 是要于车内的收费箱付款, 还是通过车
站的验票口,将会于列车内以广播(日语)提醒乘客。 

提供Wi-Fi的地點不多 
05
机场或主要车站（鸟取、米子、松江）、主
要观光设施等，基本上有免费Wi-Fi可使用，
但除此之外能使用的地方还很少，需留意。
住宿设施方面，虽然较大的饭店或旅馆多有
提供Wi-Fi服务，但小巧型的旅馆则多无提
供。各地星巴克、麦当劳可使用Wi-Fi，部分
便利商店也有提供Wi-Fi服务。 

搭乘巴士的方式 
在 东 京 多 为 「 前 门 上 车 、 先 付 车
资」，然而在鸟取与岛根，乘车时基
本上由后门上车、前门下车。上车时
记得抽取「整理券」，车资于下车时
支付，费用依搭乘区间而异（也有均
一票价的巴士）。由于付款时不会找
零,因此请先换好零钱。 

气候多雨 

Learn more Access & Travel tips

山阴地区流传着一个俗
语「即使忘了带便当也
不能忘了带伞」，用以
表示气候多雨。虽说云
雾氤氲的景致也别有一
番风情，但为了慎重起
见，还是在包包里放把
折迭伞吧！ 

电车与巴士的班次，一般为
30分钟至1个小时一班，也有
比 这 个 间 隔 时 间 更 长 的 时
候，因此请提早确认时刻表
~回程的电车时间也别忘了
先查好喔！ 

可由完成山阴地区限定特例
翻译导游培训、且通过认证
考试之翻译人员，为您提供
导游服务。 

造访「山阴地区限定特例
翻译导游检索」，选择适
合自己的翻译导游。 

翻译导游的详细信息页面中皆有
记载电子邮件信箱，请直接以电
子邮件与翻译导游联系预约。 

导游日期、费用、支付方式
等，请自行与翻译导游洽谈协
商。 

https://www.sanin-tourism.com/en/guide
Search for Tour Guide-Interpreter

島根

鳥取

向您介绍经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
认定之山阴地区的旅游咨询处，
欢迎莅临前往或致电洽询。 

山阴地区与东京、京都等主要观光景点有些许不同。

向您介绍下山阴独有的旅游小知识。 

TRAV E L T I PS FOR SAN ’ IN https://www.sanin-tourism.com/en/access

鸟取市国际游客支持中心 
鸟取市东品治 111-1 
TEL 0857-22-7935 

鸟取中部国际观光服务中心 
鸟取县仓吉市上井町 2 丁目 1-2
仓吉观光物产馆长生堂 2 楼 
TEL 0858-24-5024

北荣町企划推进课 
鸟取县东伯郡北荣町由良宿 423-1 
TEL 0858-24-5024

米子机场综合服务处  
鸟取县境港市佐斐神町 1634
TEL 0859-45-6123

境港市观光咨询处 
鸟取县境港市大正町 215 
TEL 0859-47-3880
 
 
 

足立美术馆
国际观光咨询处 
岛根县安来市古川町 320 
TEL 0854-28-7111

松江 Urban Hotel 
岛根县松江市朝日町 590-3 
TEL 0852-22-0002

松江 New Urban Hotel 
岛根县松江市西茶町 40-1 
TEL 0852-23-0003

出云机场 
岛根县出云市斐川町冲洲 2633-1 
TEL 0853-72-7500

出云市站观光咨询处 
岛根县出云市站北町 11 
TEL 0853-30-6015

神门通款待中心  
岛根县出云市大社町杵筑南 780-4 
TEL 0853-53-2298

益田市旅游信息中心 
岛根县益田市站前町 17-2 
TEL 0856-22-7120 
 
津和野町观光协会 
岛根县鹿足郡津和野町后田 71-2 
TEL 0856-72-177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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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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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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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鳥取 島根

外国游客观光咨询处 

米子市観光案内所 
〒683-0036 鳥取県米子市弥生町
TEL 0859-22-6317

04 松江国际观光咨询处 
岛根县松江市朝日町 665 
TEL 0852-21-4034

10

安来市観光案内所 
島根県安来市安来町 2093-3
TEL 0854-23-7667

07

0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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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旅游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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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通山 

一般来说，所谓的日本刀是指平安时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单刃、具有弧度的刀剑。 
最早出现具弧度的日本刀为「童子切安纲」（为国宝，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
馆），是由伯耆国（鸟取县西部）的刀匠「安纲」亲手锻造而成。而后，出产优
质铁矿砂的伯耆国、出云国（岛根县东部）与山城国（京都府南部）等，陆续出
现不同的制刀流派。鎌仓时代末期，于山城、大和、备前、美浓、相模这五个国
家，集聚了许多锻刀名匠，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锻造风格，后人便将这五大流派
并称为「五传承」。另外，据说日本刀可驱赶邪气，因此自古即被视为护身符随
身佩戴。现在虽然多作为艺术品珍藏，但如武术运动「抜刀道」，或供奉神明的
奉纳刀等，依旧常伴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刀的历史 

多多良（踏鞴）
制铁的过程 

大山牛马市 

隐岐牛 

山阴 

隐岐 

岛根县 

鸟取县 

奥出云 日南 

日野川 

大山 

斐伊川 

神话 

多多良 

TATARA WORLD

KATANA
AROUND THE

SAN’IN

船通山 

神话 

据说船通山为须佐之男命从神之国下凡至人间时降临之处。须佐之男命成功击败作乱的八岐大
蛇，解救了栉名田比卖，并与其结为夫妻；这时，从八岐大蛇的尾巴出现了一把宝剑，正是三神
器之一的草薙剑。在须佐之男命惩治八岐大蛇的这条河的上游，至今仍守护着制作刀剑的传统。 

岛根县仁多郡奥出云町的多多良制铁技术，在日本
已持续传承千年以上。 
「日刀保多多良」由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美术刀保存
协会所管辖。在多多良制铁总负责人村下的监督与
指示下，将木炭与「真砂」铁砂交互放入炼炉，燃
烧冶炼三天三夜。这个方式称为「吹踏鞴」，利用
吹踏鞴的方式可炼出含有钢成分的「鉧」块。鉧块
中所含之高纯度钢，被称为「玉钢」，玉钢是锻造
上等刀剑时不可或缺的材料，只有使用吹踏鞴方能
炼制而成，可说是梦幻的钢材。 

于733年编纂的《出云国风土记》中，有着关于出云地
区多多良制铁的叙述。 
另外，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712年编纂）
中，也记载了出云神话之一的「击退八岐大蛇」，试
着比对两本同时期编写古书，即可看出多多良制铁对
出云地区所产生的影响。 

斐伊川 

这个神话的关键在于，以奥出云船通山为源头、最
后注入宍道湖的「斐伊川」。斐伊川自古以来多次
洪水泛滥，夺走无数人民的生命；在人们眼里，便
将其看作是狂暴的八岐大蛇了吧。在神话中，斐伊
川化身为年年出现、吞噬女子的八岐大蛇，身躯巨
大，并拥有八个头、八条尾巴。 

Mysterious River

铁之王国・山阴,利用「多多良(踏鞴)制铁」此一日本独创之制铁技术,曾在世界上以高市
占率闻名。 由多多良制铁所炼制之「和铁」, 因质量相当良好,多锻造为武士刀,长久以来
备受推崇。 多多良制铁所带来的影响, 今仍于秀丽的风景与深厚的文化中保留着浓厚的
色彩。 

船
通
山

た
た
ら

斐
伊
川

神
話

刀与山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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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鉧块中所含的高纯度钢。是制作上等
刀 剑 时 不 可 或 缺 的 原 料 ， 须 依 循 秘 法
「吹踏鞴」方能炼制而成的珍贵钢材。 

玉钢 

小林家自古以来，代代皆为铁匠铺。第五代的小林

大四郎原本也是打铁铺的师傅，但后来在广岛县与

其他铁匠师傅一起钻研古代文献，开始研究刀剑的

锻炼技术。 

大四郎的刀铭取为善次，后来又改为贞善。小林家

于江户时期至昭和初期，以岛根县比田（安来市）

为据点，昭和17年时移居至横田町。大四郎的三个

儿子～弘嗣（贞照）、贞俊（贞法）、力夫（贞

永），继承了大四郎的家业，成为刀匠。现在则由

贞俊的长子俊司（贞俊）传承技艺，于奥出云继续

从事制刀的工作。 

每一把日本刀都会以艺术
品的形式附上登录证。携
带出日本时，需在机场办
理手续。有意于奥出云购
买刀的旅客，请直接与刀
匠小林贞俊洽询。 

以歌曲伴奏的民俗舞蹈「どじょう
すくい」(Dojosukui), 据说起源于 利
用多多良制铁法冶炼安来名产~安
来钢时,采集铁砂的动作。 「どじょ
う」(Dojo)一词并非「泥鳅」, 而是
「土壤」之意(※两者日语皆读作
Dojo), 因此也可说是与多多良制铁
具有深厚的关系。 

刀
工小林贞俊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Tidbits

购买方式 安来节

小林家 
采访刀匠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制作日本刀只能使用高纯度的特殊铁「玉
钢」，玉钢是由奥出云群山间采集的优质铁
砂，与燃烧林木所产生的木炭所制成。奥出
云产的玉钢，铁的纯度高、碳量均匀具韧
性，全国的名工巧匠皆视如珍宝，其质量与
产量皆首屈一指。 
一年一度，遵循从前的踏鞴制铁技术制作，

多多良制铁从公元六世纪开始传承至今，这
项令人引以为傲的技艺，皆仰赖人们的智慧
与努力。 
削山开采铁砂、为制作大量木炭而砍伐树
木，虽然炼铁看似建立在破坏自然的基础之
上，但实际上，人们从事工作的同时，也致
力于与大自然和谐共存。除了有计划性地采
伐与植林外，在伐林后的草地上，畜养农耕
或搬运用的牛与马。因使用「铁穴流」方式
采集铁砂而削损的山野，也多辟为田地，如
今以绵延不绝的美丽梯田重生，乡野风情满
溢。奥出云町的梯田景观获选为「国家重要
文化财」（重要文化景观）。广阔的梯田
里，有三分之一为昔日铁砂采集旧址，稻田
中的水圳也是直接使用铁穴流的水道。 
奥出云美景如画的梯田景致，证明了人类文
明可以与自然环境共存，也为我们带来了无
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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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制作过程 太刀　銘：雲州住小林貞法作之
刃長 76.2cm、反り 2.4cm

奥出雲たたらと刀剣館所蔵

我是奥出云町的刀匠，小林三兄弟次男之子，
在父亲门下以学徒的身份学习技艺。 
刀匠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锻造时的火候大
小与温度，都仰赖刀匠的直觉来调整。例如，
不同的玉钢，其碳含量也有所不同，适合的
火温也各异。刀匠于锻造时，必须让眼、耳
以及捶打时的触觉等五感同时保持敏锐的状
态，才得以拿捏出最合适的温度。而刀匠所
具备的独特的第六感，也能为每把刀增添独
一无二的魅力。刀匠的技艺都是一脉单传，
制作秘技仅传授给一个孩子，如此一代接一
代薪火相传。 
制刀的过程中，最费心思的就是刀的审视。
为了决定刀的样式，必须长时间定睛观察。
日本刀最大的特征之一即其优美的外型，刀
匠一面于脑海中描绘完成时的刀型，手边一

面进行精密的作业，如此名刀才得以大功告
成。刀匠会视持刀者调整适当的刀长与纹理，
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刀。制刀的刀匠可令刀熠
熠生辉，是刀的魅力之一，因此刀匠都会为
自己制的刀刻注「刀铭」。 
在「奥出云多多良与刀剑馆」一个月会有两
场刀剑锻造的现场示范。对日本刀或刀匠有
兴趣、或想实际体验刀剑锻造者，欢迎前来

「奥出云多多良与刀剑馆」参观。 

以「吹踏鞴」的方式，将原料连
续燃烧三天三夜，冶炼出「鉧」
后，再从鉧中将纯度高的钢提取
出来，即为「玉钢」。 

踏鞴 

刀匠将玉钢块送进1300℃的炼
造炉加热，再取出放在铁砧上
锤打，延展变薄后折迭，再送
入火炉加热，然后再次锤薄，
加热锻打反复15次左右，就能
成为约32000层的钢材，此锻造
层数就是刀强韧锐利的来源。 

冶炼 

将刀锤打延展至适当的长度
后，接下来要进行淬火的步
骤。淬火时在刀刃的部分涂上
一层薄薄的烧刃土，再放入炉
内加热，刀身即会产生美丽的
弧度，全世界只有日本刀具有
自然地弧度。另外，刀的纹路
也是于淬火时，透过烧刃土的
涂抹状态做调整。 

淬火 

奥出云多多良与刀剑馆 
采访地点 

MOVIE

YASUGIBUSHI's
performance

「奥出云多多良与刀剑馆」
展示了近代以来多多良的历
史、重现传统技法的日刀保
多多良，还有以玉钢制造而
成的日本刀。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送交研磨师 

由粗砥石（粗颗粒的磨刀石）
开始打磨，再逐渐换成目数较
细的砥石，当刀表面稍微偏蓝
色时便完成了。这道程序之
后，为了让刃纹更加明显，会
进行更细腻的研磨，直到出现
光泽为止。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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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of KATANA
作为工业遗产的多多良文化 
至今仍不断发展、与日俱进 
于各式各样的领域编织未来 

T
A

T
A

R
A

刀の道
山阴 

岛根县 
鸟取县 

在此介绍与多多良、神话、文化等各种和刀相关的景点设施。无论

是能实际鉴赏刀的设施、或虽无刀的形体，但与刀的文化、历史息

息相关的场所，皆为您列出。敬请细细品味本地限定、山阴限定的

刀的历史与文化，相信一定能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绝佳体验。 

过去因多多良制铁而蓬勃发展的产业，在国内外都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品牌，在

工具材料、电子相关材料、汽车和飞机零件等工业设备材料方面，树立了稳固

的地位。由多多良所交织而成的制造产业，直

到现在仍持续存在，相信未来亦将不断进化与

发展。 

馆内除多多良的资料外，还藏有传承400年的艺术
工艺品、民俗资料、古文献等，可在此了解多多
良制铁和丝原家的相关历史。无论是在获登录为
有形文化财的大宅邸，或是以壮丽的群山为背
景、约360坪的庭园等，放眼所及，处处皆能感受
到昔日繁荣。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丝原纪念馆 丝原纪念馆 

01

相传菅谷山内于天和元年（1681年）开设，是由高
殿（多多良制铁的炼铁炉）、山屋、铜厂、长屋所
组成的聚落。铜厂是将鉧块击碎的处理厂，将约
200贯重的大砝码吊起，再使其落下粉碎鉧块。多
多良制铁的技术人员们日常生活皆在此进行，可以
在充满怀旧风情的街道上，遥想从前山内因制铁而
盛极一时的景况。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菅谷多多良山内菅谷多多良山内

02

集结了奥出云樱井家历代相传的物品而成的历史
资料馆。奥出云的近代文化是以多多良制铁的历
史为中心独自发展，可以从集成馆的数据中一窥
住持（类似于寺院的方丈）的往日情景。另外，
由松平不昧公所命名的岩浪庭园相当幽美，为赏
秋枫的知名景点。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可部屋集成馆 可部屋集成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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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使用「铁穴流」的技术从山里采集铁砂，后
人将铁穴流遗迹重新利用，成为了今日的山王寺
梯田。绵延于山林间的梯田，除了能感受制铁的
历史风情，每个时段都有其梦幻迷人的风采。此
外，依稻作阶段不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
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优美怡人的景致。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山王寺梯田 山王寺梯田 

为安来节的殿堂，可在此尽享以「どじょうすく
い」（Dojosukui）广受欢迎的民谣～安来节。您
可在以桟敷席为形象的会场里，亲身体验安来节
的现场演出（演唱和舞蹈）。馆内透过安来节保
存会本部道场的指导，开设了各种教室；定期公
演结束后也有约10分钟的「迷你体验区」。另
外，附设餐厅提供以安来泥鳅所制作的各式料
理，也有贩卖伴手礼的纪念品店。

安来市观光交流广场 
TEL 0854-23-7667

安来节演艺馆 安来节演艺馆 

12

奥日野地区自古以来即致力于日本古代制铁技术
～多多良制铁。「多多良之乐校」设立宗旨为，
追溯探索多多良的历史、让对其抱有深切兴趣的
人们有所依托，同时也期许能提高知名度、将多
多良发扬光大。馆内利用学习广告牌及立体模型
等的展示，介绍多多良制铁的历史、八岐大蛇传
说和烧炭业的历史。 

日野振兴中心 日野振兴局 
TEL 0859-72-2083

多多良之里奥日野
「多多良之乐校」 
多多良之里奥日野

「多多良之乐校」 

「都合山多多良遗迹」于明治22年（1889年）开始
的11年间，由铁山师・近藤家管理操业。虽然现
在已静静地沉睡于衫木林中，但过去曾建造大型
高殿，在熊熊烈焰中挥洒汗水工作以及生活的人
不计其数。是散步或健行的最佳选择。 

日野振兴中心 日野振兴局 
TEL 0859-72-2083

都合山多多良遗迹 都合山多多良遗迹 

05

为日本全国1200间「金屋子神社」之总社。 
于明治14年（1881年）建造，高达9公尺的花岗岩鸟居，据说为日本最大
的石造鸟居。包括坚持捍卫传统的多多良职人，这里集聚了各式各样与
铁息息相关的人们的信仰，现在仍有许多与制铁、冶金相关的业者来此
参拜。主祭掌管矿业的男女神祇～金山彦命与金山姬命。 

奥出云观光文化协会 
TEL 0854-54-2260

金屋子神社 金屋子神社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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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渡边美术馆珍藏了鸟取市的医师渡边元从昭和初

期开始，历经60余年所搜集的、约3万件的古文
物，常设展内容主要为公元9世纪至19世纪的日本
刀（包含大太刀）、盔甲等东洋古美术品，藏量
之多，在日本堪称屈指可数。 

鸟取市国际游客支持中心 
TEL 0857-22-7935 

渡边美术馆 渡边美术馆 

07

关于日本传统制铁法「多多良」（踏鞴）的综合
博物馆。透过获指定为国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
的「多多良和钢生产工具」和影像、体验区等，
介绍多多良制铁法的生产技术、流通方式，和绽
放神秘光辉的日本刀。此外，每年会举办两次特
展或演讲，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 

安来市观光交流广场
TEL 0854-23-7667

和钢博物馆 和钢博物馆 

08

坐落于出云大社的东侧，博物馆内除了出云大社
的相关展示外，也有石见银山、多多良制铁、青
铜器、《出云国风土记》神话（有神话剧场）等
历史与文化之介绍，范围囊括岛根县全局。占地
广阔的庭院为「风土记之庭」，相传出云大社曾
高达48公尺，「风土记之庭」便是以此时代之出
云平原为意像所打造的，您可在精心打造的丘陵
享受美好时光。 

出云市站观光咨询处 
TEL 0853-30-6015

岛根县立古代出云历史博物馆 岛根县立古代出云历史博物馆 

09

GOOD
SNS
SPOT

位于岛根县仁多郡奥出云町与鸟取县日野郡日南
町的县界处。山顶为宽广的丘陵，大山、三瓶
山、吾妻山尽收眼底，并矗立着在八岐大蛇神话
中登场的「天丛云剑出显之地」纪念碑，可在此
感受置身于神话舞台之乐趣。 

船通山 船通山 

11

奥出云 

日南 
船通山 

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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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根半岛、宍道湖中海地质公园构想区域，为地质遗迹的宝库。在日本海形成时的地质年代，因大规模地壳变动而出现的
「岛根半岛」，既作为天然屏障，阻挡了来自日本海的大风大浪；也同时拦截了从中国山地冲刷下来的泥沙，造就了肥沃的
土地与环日本海交流的海运据点湖泊，孕育出「古代出云文化」。岛根半岛、宍道湖中海地质公园构思的主题为「与《出云
国风土记》的自然及历史相遇之地」，以这些地质地形遗迹为首，学习地球环境的重要性，保育自然的同时，也将持续传承
交棒至未来。 

在山阴地区，您可以感受到波澜壮阔的自然、跌宕多姿的景致、流传千年的神话、朴实淳厚的人民、恬静的农村风情等；山阴至今仍保存着
许多充满昔日风情的「真正的日本」，盼您于造访日本时，能来此接触最真实的原乡风情。 
向您介绍能观赏、感受或体验的地道景点。 

真善美围绕之地～山阴

Sanin surrounded by authenticity

为了让世界各地的旅客更尽情地享受国家公园的乐趣，日本环境省正致力于将原有的国家公园提升为具世界级水平的国家公
园。日本国家公园的特色在于，除了自然景观外，还能接触到传统文化、饮食及当地居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山阴地区也计划
将大山隐岐国立公园品牌化。大山隐岐国立公园的主要特征为，因火山活动和地壳变动等复杂因素，造就了丰富的海岸景
观；此外，海岸及岛屿受到海流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来此体验，目前正在筹备外国游
客畅游行程，及打造舒适友善的旅游环境。 

向世界级水平的国家公园迈进 
国家公园尽情游乐计划 

诉说神话～岛根半岛、宍道湖中海地质公园构想 

为了让下一代也能享有与我们相同的
感动，因此由国家划定区域保护优美
的大自然，以传于后世。山阴地区有
两座国家公园，分别为～以千变万化
的海岸景观与辽阔的鸟取砂丘为特征
的「山阴海岸国立公园」，以及由大
山、三德山等山岳地带，加上岛根半
岛海岸部分及隐岐群岛所构成的「大
山隐岐国立公园」。 

依地区的历史魅力与特色，将日本文
化、传说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呈现，并
由日本文化厅进行甄选与认定。目前
岛根县有三处、鸟取县有两处景点，
已登录为日本遗产。 

世界遗产是指，因地球形成或人类历
史所产生的、从过去延续至今、无可
取代的瑰宝。在山阴地区，岛根县的
「石见银山遗迹及其文化景观」已登
录为世界遗产。16至17世纪，世界各
地大规模开采银矿时，日本银产量约
占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而其中大
部分产自于石见银山。 

地质公园是由「地球・大地」与「公
园」所组合而成的词汇,也可说是「大
地的公园」, 除了了解地球相关知识
外,更能完全徜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在地质公园,可轻松愉快地学习地质环
境、动植物生态与人类, 三个要素之间
的链接与变迁。  
在山阴地区,获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地质公园的有「山阴海岸」及
「隐岐」两座地质公园。 

何谓国立公园？ 何谓日本遗产？ 何谓世界遗产？ 何谓地质公园？  

National Parks of Japa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of Japan

JAPAN HERITAGENational Federration of
UNESCO Associetions
in Japan

Japanese Geoparks
Network

大山 松江城 石见银山 

岛根半岛 

从国贺海岸眺望日本海

VIDEO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真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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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清净与六感治愈之地 

三德山作为修行的圣域，能清净来
访者眼、耳、鼻、舌、身、意之六
根。三朝温泉能藉由温泉疗养，使
来 访 者 的 六 感 ～ 视 觉 、 听 觉 、 嗅
觉、触觉、味觉、直觉得到疗愈。
三德山的参拜者，可于三朝温泉洗
涤、净化身心。 

大山隐岐国立公园 

大山隐岐国立公园，是由大山、蒜
山、毛无山、船上山在内的山岳地
区，以至三德山一带、岛根半岛的海
岸部分、三瓶山一带、隐岐群岛的此
四个地区，共同组成的国家公园；可
在此享受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千姿
百 态 的 海 岸 景 观 。 另
外，包含国引神话和山
岳信仰等，这个地区也
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与
文化。 

隱岐 
同时也是国家公园的隐岐群岛，由各式各样的岩石所构成的
多岛屿景观、赤红色玄武岩的断崖绝壁与饱受怒涛侵蚀、气
势磅礴的海岸景观等，壮阔美景于眼前无限延伸开展。您可
在此享受划独木舟、散步和露营等活动。山区还有树龄约八
百年的巨大柳杉树。 

在山阴地区，有许多当地才
体验得到的特殊景点，每个
地方都有其独特的氛围，优
美的景观、丰富的自然与渊
远流长的历史正等着你。另
外，只有当地才品尝得到的
美食亦不胜枚举。 

日落圣地～出云 

岛根半岛西端的海岸线为出云神话的舞台，在此也能饱览落
日余晖绝景。位于海岸线上的「天日隅宫」（出云大社）与
「日沉宫」（日御碕神社），亦作为欣赏夕阳的圣地，广受
喜爱与流传。 

高殿式永代多多良 
高殿式永代多多良是为了能在同一个地方、高效率
地大量制铁所设计出的设施，在岛根县云南市，有
日本唯一现存的高殿式永代多多良制铁场，这里还
成为了电影拍摄场景的原型。 

石见银山遗迹及其
文化的背景 

为 了 精 炼 银 ， 必 须 使 用 大 量 的 木
材，但石见银山的特征就在于，其
为考虑周遭环境「与自然环境共存
的产业遗迹」。您可参观介绍石见
银山历史的世界遗产中心，或漫步
于保留昔日风貌的街道。 

津和野今昔 

「津和野百景图」记录了幕府时代
末期津和野藩的种种风景。描绘津
和野的名胜古迹、自然景观、传统
艺能、风俗人情等等的绘画与解说
共计一百幅。在津和野城下町，如
今依旧能体验百景图中所勾勒的昔
日样貌，相当珍贵。 

山阴海岸 

山阴海岸具有从日本海形成至今，各式各样的
地形与地质，可在这个区域接触到以山阴海岸
为背景生长的动植物，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
历史与文化；也能观察到包含鸟取砂丘和沉水
海岸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沿岸地形。 

蕴含自然与历史的
独特体验景点 

用PC・
手機看更多！！ 
扫 QR Code 并进入

下列网址，

即可看更多景点信息。 

赶快试试吧！

（PC 请输入以下网址！） 

https://goo.gl/ZWENjA

搜索网页以获得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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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日本遗产世界地质公园 日本地质公园国立公园

世界遗产

大山牛马市 

位 于 大 山 的 大 山 寺 ， 地 藏 信 仰 深
厚，不仅人民、连牛和马也能得到
保佑庇护，寺庙附近开设的「大山
牛马市」，曾为日本最大规模的牛
马买卖市场。如今仍可沿着大山古
道的石板路、驿站街道、地藏、与
牛马市具渊源的食物等，缅怀昔日
荣光。 

日本遗产 日本遗产

日本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地质公园

岛根半岛、
宍道湖中海地质公园 

普遍认为，岛根半岛在距今约2700年前为止，与平
原相连、属于的平原一部分。传说岛根半岛是天神
拉动大地，使其相互连接，而成为现在的地形。在
这里可以感受到雄伟壮观的自然与悠远的历史。 

日本地质公园
国立公园

日本遗产

日本遗产

真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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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乐面具 

柿渋入りの糊 调整形状 

神乐的语源，来自于神明降临时所处的场所「神座」。在神座祭祀迎接神明、并
进行传统艺术表演者，一般称之为神乐。在拥有着「八百万神明」的日本，于全
国各地代代相传着「迎神」的神乐。即使名称同为「神乐」，依地区不同内容也
各异，有趣的是连舞蹈动作和节奏也不同。近代的神乐，原本由神职人员进行，
但明治初年时，禁止神职人员舞演神乐，因此改由受到神职人员指导的氏子来继
承神乐。配合着规律节奏的精彩舞演，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阐述神话故事。 

何谓神乐 
不用想得太难，试试直接欣赏吧！神乐的特征就是，即使不知道神话内容，光用
看的也觉得有趣。神乐的内容，一般都是神明惩治恶鬼；其中也有不杀鬼而选择
饶恕的、神明之间交锋对决的、猴子和狐狸等动物出现的，故事内容包罗万象，
且大多简单明快，男女老幼都适合欣赏。初次欣赏时，推荐的故事情节为出云神
话中著名的八岐大蛇传说，大蛇登场时魄力满点，最后被须佐之男命以剑豪迈斩
断。其他也有许多神圣、勇猛、逗趣的演出项目，顺着台上节奏、单纯地享受神
乐吧！ 

如何享受神乐 

神乐起源，可追溯至日本神话中出现
的「天岩户传说」，为了引出躲藏于
岩洞内的天照大御神，天钿女命在岩
洞前载歌载舞，这也成为了祭祀献呈
神明时的歌曲与舞蹈。 

献神 
由于神乐是作为欢庆地方农作、渔获
丰收的秋例祭的前夜祭、通宵达旦进
行舞演，因此一般是在作物收成的秋
天举办。到了秋天，各地的神乐将随
着笛子和太鼓的乐声纷纷起舞。现在
有的神乐也会定期举办公演。 

秋天能欣赏最多神乐 
岛根县的西武，有着让孩子从小接触
神乐的风俗，为了继承传统和振兴地
方，儿童也热烈参与神乐活动。原则
上是加入神乐团体学习，但也有学校
将神乐导入，作为课程的一环。 

各种年龄层皆能享受与体验 

虽然一年之中有数百次祭奉献纳，但
每个神社祭奉的时期不一。秋天舉行
的次数最多。 

原则上，大多可以使用相机拍摄，但
为了避免造成他人困扰，请勿使用闪
光灯。若使用摄影机录像，请注意器
材和三脚架不要阻挡到其他观众的视
线。无论拍照或摄影，都请先征求神
社或表演团体工作人员的同意，再进
行拍摄。 

◉关于拍摄 

神乐面具会依倾斜的角度，而呈现出丰富的表情。地区不
同，使用的材料也有所异，石见神乐使用的面具，是将石州
和纸以混入柿涩的浆糊层层黏贴而成；有能将整颗头伸进去
的蛇头，和仅覆盖住前方的面具两个种类。即使是同样的剧
目，表演团体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趣味，各团
体的面具都有其独创性。 

◉神社的神乐 

神乐原本应在神社境内的神乐殿举
行，但最近于地方活动庆典时，在体
育馆或一般会场演出的情况也逐渐增
加。 

定期与非定期举办的场所、每年的例
行性祭典、祭奉日期等各自不同，请
参考P6所介绍的观光咨询处，径行向
各市町村和观光协会洽询。 

◉神社以外的神乐 

◉地点与日期 

MOVIE

filming location : various places

Kagura

Tr a d i t i o n a l  a r t  i n  S a n i n

H
O

W
 T

O
 S

E
E

神乐为祭祀时向神明献呈的舞蹈。与歌舞伎和日本
舞踊不同，缘起于镇魂驱厄的舞蹈表演。虽然现在
多作为祭奉神明时的舞蹈，但其历史起源相当古
老。在火炬摇曳火光映照下的舞姿，仿佛与神连结
交会般地神秘。 

MOVIE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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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根县相当盛行神乐，县内的神乐团体超过两百个以上。不戴面
具、持剑等采物（神乐道具）进行神舞，与戴面具舞演神话内容，
一般都称之为神乐。依地区不同，特征也各异，大致可分为出云、
石见、隐岐三个地区，各自有其传承的神乐。 

石见是岛根县最盛行神乐的地区。石见神乐的娱乐要素强、精彩绝伦，衣着服饰优美华
丽，缓慢悠扬的六调子节奏与轻快活泼的八调子共存。烟花与干冰特效是舞台演出的压
轴，出色的娱乐效果席卷观众。演出内容通俗易懂，多为神话里的诸神或历史上的英雄们
铲奸除恶、劝人为善的故事。 

出云神乐基本上是由「七座」、「式三番」、「神乐能」三段构成的。七座为不戴面具
的舞蹈，利用各式各样的采物为场所除秽、净化。式三番是为了庆祝所举行的仪式舞。
神乐能是以击退大蛇等神话为题材，具戏剧风格的舞蹈，基本上戴着面具跳舞。戴面
具，意味着神灵出现。出云神乐的奏乐节奏缓慢沉稳，舞步庄严神圣。 

隐岐神乐从前是由专门进行神乐的家族「社家」所进行，包含祭祀仪
式、祈求雨停、疾病痊愈、感谢渔获丰收等，举行各式各样祈祷的神
乐。即使到了明治时期，负责人转移至民间，社家仍持续参与神乐，承
袭至今。岛前与岛后的神乐，基本的结构相同，但奏乐和动作有所不
同，岛后较为徐缓，岛前的舞蹈则较为激昂。 

石见神乐 

出云神乐 

隐岐神乐 
荒神神乐原为作物歉收、疾病、灾害等持续时，祈求荒神镇魂的祭祀仪
式。鸟取县西部日野郡的荒神神乐，属于冈山县备中神乐之流派，由居
住于鸟取县江府町下蚊屋村落的「木地师」（使用辘轳的工匠）制作神
乐面具，以传统艺能之姿在此扎根。到了明治时期，组成神乐团体，下
蚊屋的乡土艺能「下蚊屋荒神神乐」正式确立，下蚊屋荒神神乐保存会
明神社并获指定为鸟取县无形文化财产。 

荒神神乐 
Inquiries
Iwami Tourism Promotion Committee
seibu-kankou@pref.shimane.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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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VENT

and more

2018.06.02・03
2018.05.20
2018.08.10・11
2018.09.30
2018.10.20・21

日期有可能更改，详细内容请参考活动官网 大山夏山开幕祭典 
开创法要／御兴矩阵 
第3届「山之日」纪念全国大会in鸟取 
1300支火炬矩阵 
大山“不可思议论坛” 

感受大山恩惠企划 

绿意企划 好水与好食企划 

何谓全球和牛能力共进会 
全球和牛能力共进会每五年会召开一次全国规模的和牛
品评会。从全国各地集结约500头优秀的和牛，根据肉
质、体型、发育状况等进行评鉴，可以说是「和牛的奥
林匹克」。鸟取和牛曾于1966年、第一届品评会时荣登
第一名宝座，并于2017年第11届的品评会再度获得「肉
质日本第一」的最高荣誉。 

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饲育向大山祈祷的舞台 鸟取县名峰「大山」将于2018年迎向开山
第1300年。自古以来，大山即被尊为「神
所栖息之山」而深受敬仰，优美秀丽的山
容令人沉醉，有「伯耆富士」的称号。大
山寺为奈良时代养老2年（公元718年）
时，由出云国玉造出身、名为依道的人，
于大山半山腰所开创。大山作为修验道的
灵山而远近驰名，很早就有信奉山岳信仰
的修行者进入，全盛时期寺院曾超过100
座、僧兵超过3000人，为信仰的一大中心
地，曾是与和歌山县的高野山金刚峰寺、
以及滋贺县的比叡山延暦寺并称的名剎。
为了能让造访者更尽情地享受大山的历
史、文化和自然风光，将以四个主题为基
础，由大山地区齐心协力共同展开伯耆国
「大山开山1300年祭」。 

鸟取和牛 

推荐的
吃法

好吃！ 涮涮锅（呷浦呷浦） 

鸟取县从江户时代开始即为和牛的产地，优质的和牛品种代代相传至
今，因脂肪中含有大量橄榄油的主成分「油酸」而闻名，被称为「鸟
取系」血统。一般认为，油酸是促使牛肉入口即化的关键，在鸟取和
牛里，油酸达55%以上的牛肉才被认定为「鸟取和牛油酸55」之品
牌。鸟取和牛的出货头数仅占全国市场的0.7%，而其中获选为品牌
者，又只有20%左右，是相当稀少珍贵的和牛。鸟取和牛肉质软嫩、
入口即化，肉汁在嘴里瞬间扩散开来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敬请务
必前来品尝！ 

鸟取县拥有丰富的自然、澄净的空气和清冽甘甜的水，鸟取和牛便是在
如此优越的环境下成长茁壮。夏天于宽广的草原牧场放牧、进行适度的
运动，并以优质的饲料，让牛只健康地成长；从加工、物流到销售皆彻
底管理，以确保能将安全、安心的牛肉提供予消费者。 

涮涮锅是一种日式火锅，将超薄牛肉片放进
桌上的专用锅里，于沸腾的汤头中来回涮数
次加热，再蘸取酱汁食用。涮涮锅的日语发
音为「Shabu Shabu」，起源于涮肉时所发出
的声音。一般以柑橘醋或芝麻酱作为蘸酱。 

以「大山」的神秘奥妙和「地
藏信仰」、「日本刀」、「多多良」
为主题，探访人们祈祷的轨迹、
历史，以及对远古时代浪漫情
怀之憧憬。 

在守护自然的圣地～大山，
为推广与山林共生共存的意
义 ， 举 办 了 第 三 届 「 山 之
日」纪念大会、日本遗产传
说古道漫步等活动，有各种
能尽情享受大山地区多样化
自然风光的提案。

除了提供以大山的新鲜食材与
纯净好水所做的「大山开山
1300年祭」纪念特餐和款待佳
肴外，也同时发布大山地区美
食的魅力信息以及促进品牌力
之提升。 

牛排 
鸟取和牛油花的熔点较一般牛肉低，因此能
明显地感觉到，牛肉放入嘴里时轻柔化开的
口感。无论是软嫩富含油花的沙朗，或是清
爽高雅的菲力，可选择您喜欢的牛排部位，
鸟取和牛的美味待您细细品尝。 

烧肉 
在眼前的铁板或铁网上，自行烧烤肉类食用者
即为烧肉。烧肉除了牛五花、里脊肉和腹胸肉
（横隔膜）外，牛肚、牛百叶、网胃等内脏也
别有一番风味。一般来说，酱油为基本的沾
酱，但也可蘸取盐或柠檬汁等酱料食用。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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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D A I S E N 1300th   Anniversary of Mt.DAISEN

1300th Anniversary of Mt.DAISEN
Campaign site

More Information

目前，在日本最美味的牛肉！ 

为 了 让 更 多 游 客 体 验 地 方 的 传 统 活 动 ，
由 当 地 的 大 山 寺 地 区
举 办 大 山 开 山 1 3 0 0 年 特 别 纪 念 活 动 。
感 受 对 大 山 所 惠 予 之
「 调 身 、 调 息 、 调 心 」 的 感 谢 之 情 ，
并 献 上 祝 祷 。  

MOVIE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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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菓子文化 

反映四季的和菓子 

茶道体
验景点 

感受日本 Gessho temple

月
照
寺 

日本三大茶会 
在日本，京都市的二条市民大茶会、金泽市的兼六
园大茶会，以及在松江市的国宝松江城城内所举行
的松江城大茶会，被称为「日本三大茶会」。作为
季节风物诗，相当具有人气，加上能接触到日本传
统文化，因此无论全国各地或海外，皆有许多人来
此造访。松江城大茶会于每年秋天举行，松江城二
之丸为主要会场，市内也有数个场所示范点前（沏
茶步骤、礼节），可于一天之内同时体验多种茶道
流派。 

和菓子是一种随着季节改变种类、耐人寻味的点
心，春夏秋冬的样式与食材皆有所不同。春天时可
品尝樱饼和蓬饼等，使用叶类的菓子；夏天为富含
水分的心太等凉爽的菓子登场；到了秋天，由南瓜
和红薯等能品味当季食材甜美的菓子为代表；冬天
时，则喜欢纯白澎润的大福等能象征雪的菓子。就
让我们用和菓子感受季节之美吧! 

月照寺为松江藩主松平家的菩提寺（埋葬祖
先遗骨、吊祭之寺），传说境内背负着石碑
的巨大石龟，每个夜晚都会出来在街上散
步。寺院内之茶室「大圆庵」，与不昧公有
所因缘。

Meimeian

明
明
庵 

和不昧公有所因缘的茶室。厚茅草所制造的
歇山式屋顶为特征，主屋挂有不昧公亲笔所
题的「明明庵」匾额。绿意环绕，可在此欣
赏四季更迭的景致。 

Fumonin

普
门
院 

守护松江城的寺庙，也因小泉八云的怪谈而
闻名。八云曾于院内的茶室「观月庵」，接
受过茶道三齐流的指导，静谧的氛围让人忘
却了置身于扰攘的城镇之中。

茶处松江 

平成30年（2018年）为著名大名茶人、同时也是出云国（岛根
县）松江第七代藩主松平不昧公（1751～1818年）逝世200周
年。在历代松江藩主中，松平治乡被视为中兴松江藩的鼻祖；
尽管如今多数人所熟悉之名为「不昧公」，但这名称来自于
1806年隐居后剃度时所取之雅号「不昧」。身为藩主的不昧
公，除了治理世事外也热爱文化，尤其对茶汤入迷，为江户时
代茶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茶道界占有一席之地。其所搜集
之茶具，皆汇整记录于《云州蔵帐》中，展示了天下名器、名
物之美的标准。 
在不昧公逝世200周年纪念之际，一方面重新缅怀可说是代表当
地传统文化的、茶汤文化之祖～不昧公之遗德，另一方面以茶
汤文化益加昌隆兴盛为目标，建构与不昧公密切相关之文化事
业、内外发扬其价值，将文化振兴与观光振兴相结合。 

与茶道渊源深厚的松江市，在茶道所不可或缺的日式
糕点方面也相当有名。和菓子为日本的传统点心，有
日式麻糬、羊羹、馒头等。松江市有「菜种之里」
「山川」「若草」三大名菓，据说这三种茶菓子为松
平不昧公的最爱，名称皆为不昧公依其吟咏的和歌所
命名的；无论哪一种，都有着美丽的配色，不仅是味
蕾，更是视觉的飨宴。在与不昧公具因缘之茶室，可
同时品尝和菓子与抹茶。此外，还有混合砂糖与糯米
粉 ， 逼 真 重 现 出 花 鸟 风 月 等 自 然 景 物 的 「 工 艺 菓
子」；制作工艺菓子，必须仰赖师傅高超的手艺，因
此在世界上也备受瞩目。欢迎来此品味和菓子师傅的
传统手艺与浓浓地历史气息。 

江户时代时，因位于松江藩
所在地而繁荣、以茶室闻名
的城市。松江藩第七代藩主
松平不昧公因自创了「不昧
流茶道」而广为后人所知，
至今松江仍是个与茶道有着
密切关联的城市，融入了市
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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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AIKOU200th    Anniversary of FUMAIKOU

联络洽询：松江国际观光咨询处  岛根县松江市朝日町665  TEL 0852-21-4034 

MAIN
EVENT

and more

2018年4月～12月
2018年4月27日～30日、
5月3日～6日
2018年10月6日、7日

茶汤堀川游览船 

松江春茶会 
松江城大茶会 

日期有可能更改，详细内容请参考官方网站。 

200th Anniversary of
FUMAIKOU

More Information

MOVIE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不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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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TORI

D C B
AEFG

骑着自行车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下山吧！
享受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的畅快感！骑乘单车下山，体验下坡滑
行的乐趣。起点为标高850公尺的大山滑雪场，穿过蜿蜒的山路
和清新自然的乡间小路，令人心旷神怡。
下坡道路线A的骑乘距离为17公里，属于简易路线，推荐给新
手或第一次体验的人。千姿百态的大山不容错过。

5,000jpy~(tax incl.) 3.0h¥

能体验爬树以及溜索的方案。走在距离地面7公尺高的树上、并
享受爬树后居高临下的成就感等，体验活动不但充实，也能接
触丰富的大自然。爬上树后就是令人迫不及待的的滑索了！滑
索是在树与树间架设钢索，并装上滑车滑行的活动。超过100公
尺的刺激索道为山阴地区最长的滑索，利用滑车飞越森林，体
验前所未有的惊险快感！此活动也非常适合亲子一起同乐哦！

3,000jpy (tax incl.) 2.0h¥

5,500jpy~(tax incl.) 3.5h¥

・丛林冒险！溯溪冒险路线
・有巨石！有瀑布深潭！用全身感受大自然
・游泳、攀岩、在激流中上溯！最后是跳瀑布深潭！
・备有专用救身衣，敬请放心参加
・抵达终点时的感动，将会成为您难以忘怀的夏日美好回忆哦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8,000jpy (tax incl.) 1.5h¥

获认定为山阴海岸地质公员的浦富海岸，海水的透明度在日本
本州可说是数一数二，而享受这片海洋最佳的方式就是划透明
独木舟。由于连船底都是透明的，因此仿彿自己的身体直接漂
浮于海平面一般。一边欣赏长年受日本海浪涛侵蚀所形成的奇
岩怪石，一边欣赏脚下清澈见底的大海，悠闲惬意地划行吧！

e

FB

gC

RESERVATIONS

在水上乐员尽情享受欢畅淋漓的乐趣吧！「Frolic Adventure Park 
浦富」为日本最大规模的海上乐员。跳跳床、气垫滑梯、跳水台
等，有很多欢乐的戏水设施，在飞舞四贱的水花中全身动起来畅
快游玩吧！在「海上游乐员」这个非日常的空间里，大人小孩都
能乐在其中。专业救生员会随时留意现场状况并提供协助，因此
携带儿童或不擅长游泳的人也可安心前往游玩哦！

1,300jpy (tax incl.) 1.5h¥

RESERVATIONS

A

7,000jpy (tax incl.) 3.0h¥

一边翱翔、一边观赏砂丘与日本海美景之体验！降落在柔软的
沙地上，着地时也能很安心。在辽阔的天空下从砂丘上方轻飘
飘地飞过，体验无拘无束的畅快！说不定也有误闯满是砂地的
异世界之感！？玩完滑翔伞后，也能尝试砂地滑板或骑骆驼，
若能再顺路去砂之美术馆参观，就可把砂丘玩遍啦！

轮胎超宽的胖胎车，无论砂地或山路都能平稳前行！
骑胖胎车，饱览鸟取绝景吧！透过指导教练的带领，巡游「鸟取
砂丘・山路・海滩」。一边享受乘风而骑的爽快，一边欣赏沿途风
光明媚的景观。

5,000jpy (tax incl.) 2.0h¥
D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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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生至少会想穿一次和服。穿憧景的和服，享受在
街上漫步的乐趣。保存着古老街道的松江，是一个非常适合
穿著和服的城市。附近有国宝「松江城」，以及建有武家宅
邸的「盐见绳手」，可以尽情享受充实的松江之旅。本店有
专门人员协助著装，因此即使是第一次体验，也能马上变身
为和服之姿。

4,320jpy (tax incl.) 0.5-7.0h¥
本行程为游客自驾车巡游村内的名胜古迹。由工作人员的前导车
为顾客带路，因此不用担心迷路。吉田村所有的著名景点，都会
于游览时为您介绍！吉田村是仰赖多多良製铁而繁荣的小村庄，
可以在「菅谷多多良山内」，探访多多良製铁从业人员的聚落，
以及多多良製铁时实际使用的「菅谷高殿」。「道之站Tataraba
壱番地」 内贩售许多吉田村的伴手礼，参加本行程者可免费获得
吉田村的名产～生鸡蛋拌饭专用酱油「Otamahan」一瓶。

2,000jpy (tax incl.) 2.0h¥

我们将带给您一段笑声不绝于耳的欢乐时光，还可以舒缓压
力！不只是本地人，「捉泥鳅舞蹈」也受到其他县民及国外游
客的喜爱。滑稽逗趣的表情和微妙的腰部摆动为特征，让人不
知不觉展露笑容是它的魅力之一。在这愉快的时光里，自始至
终开怀大笑的客人也是有的哦！首先来体验一次，您就能感受
到它的魅力啦!

5,000jpy (tax incl.) 0.7h¥

开卡丁车畅快兜风，还可游览松江著名景点！
由导游为您介绍知名观光景点，一边开卡丁车驰骋，一边欣赏
松江美景，超享受！「在路上开卡丁车超赞！」、「车身较低，
刺激满分！」、「还可以免费变装！」等，好评不断！想为您的
岛根之旅留下难忘惊奇的回忆吗？快来体验吧！

9,900jpy (tax incl.) 2.5h¥

忍者造型让孩子超欢乐！装扮成忍者、漫游古都松江的方案。
建有松江城与武家宅邸的松江，城镇至今依然留存著江户时代
古色古香的氛围。能身心都化身爲忍者观光，周围不断传来
「好可爱！」的称赞，相当吸引路人的目光。本店也有和服租
借的服务，也可全家一起体验穿和服哦！

2,160jpy (tax incl.) 7.0h¥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最长7小时的羽织＆和服租借方案。提供着装服务，初次体验者
也能轻松变身和服美人！一边融入古色古香的氛围，一边享受
在出云的观光。也提供男性的和服租借。来场和服约会如何？
穿和服漫步于「国让神话」的舞台～稻佐之滨和日御碕灯塔等
著名历史古迹吧！

5,000jpy (tax incl.) 4.0-7.0h

RESERVATION

¥

B

EA

F

GC

DSHIMANEFun things to do!

SCAN  ME  FOR

MORE  I N FORMAT ION !

SAN’IN

7

2018

SHIMANE

TOTTORI
A

B

G
DC E F

欣赏充满怀旧情调的夕阳美景（全程1个小时）。配合日落，从松
江港出发至宍道湖游览，抵达宍道湖时，将引领您至最佳观景位
置。拥有悲伤传说的媳妇岛（嫁ヶ岛），哀愁之情为宍道湖夕阳更
添一抹美感。在湖面平静无波、且当夕阳状况最佳时，船会暂时停
止前行，请静静地享受这唯美浪漫的时光。

5,000jpy (tax incl.) 4.0-7.0h¥

独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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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UNIQUE EXPERIENCE IN SAN’IN! 山阴之旅省更多！ 
为您介绍外国游客限定的优惠服务。 

无论是前往山阴的交通或周游时的设施折扣等，请尽情享受物超所值的山阴之旅！ 

Hiroshima-Matsue
Highway Bus is ¥500!

请咨询
●广岛电铁株式会社　082-231-5171
●一畑巴士株式会社　0852-20-5206

外国游客限定！广岛－松江间的高速巴士，一般

单程原价3900日圆，现在特别优惠价～只要500

日圆即可搭乘！不用预约订位，可于搭乘当天或

前一天购买车票。车票贩卖地点共有三处：广岛

巴士中心、JR广岛站新干线口与一畑Travel松江

站前营业所。购买时需出示护照。 

请咨询
山阴观光推广机构
TEL 0859-21-1502
sanindmo00@sage.ocn.ne.jp

Osaka-Tottori Highway
Bus is ¥1,000

请咨询
Mail: h-bus@nihonkotsu.jp
Tel 0857-22-7935
（鸟取县国际观光客服中心）

鸟取（鸟取巴士总站）－大阪（难波ＯＣＡＴ）

行驶的高速巴士，提供外国游客限定的超值价

格，特惠期间虽至2019年3月31日，但数量有

限，预算用罄时，优惠亦随之结束。可于乘车前

一个月开始，以电话或电子邮件进行预约，以确

保座位。特惠车票贩卖地点共有三处：关西机场

第一航厦-关西观光信息中心、难波ＯＣＡＴ、鸟

取巴士总站。购买时需出示护照。 

Osaka
Namba Ocat

City of Tottori x Nihon Kotsu,
an Intercity Bus Collaboration Project

SPECIAL
PRICE
BUS ¥1,000

TOTTORI
Tottori StationBus Terminal

SAN’IN
ROUTE TICKET

请咨询
㈱日本旅行
西日本国际旅行支店
TEL 06-6342-0240

为纪念胜安航空开航，所推出的优惠票券。 

广岛和冈山之间的新干线、冈山～鸟取～松江的

特别折扣可参考「关西地区铁路周游券」。岛根

地区可选择超划算的「结缘完美车票」（前往观

光设施的交通和入场折扣），松江到广岛可使用

「500日元硬币巴士」。 

MAR 2018
START!!

SHIMANE
OKAYAMA

TOTTORI

YAMAGUCHI

HYOGO

HIROSHIMA

Visit San’in
Tourist Pass
专为赴日外国游客设计的周游券，可于鸟

取、岛根两县的设施享有免费入场或优惠折

扣。快于手机下载APP，并至最近的销售据

点购买周游券吧！接下来只要出示手机画

面，就能享有各种好康优惠。活动详情欢迎

上官网确认查询。 

下载APP，
超值乐游山阴！ 

6,000jpy (tax incl.)
3h

¥ 9,000jpy (tax incl.)
2.5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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