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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Value for Money!!!
The cheapest and most convenient way to
travel in western Japan!
Tour the San'in region (Tottori & Shimane) 
with the JR-West Rail Pass! 
Tour San’in (Tottori, Shimane) with these p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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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 until October 27th, 2018 on selected routes only.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below.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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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 Code，
影片立即看 

在社群網站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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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所載之內容，不僅僅是
照片與文字閱覽，還可掃描
QR Code，連 結 至 YouTube
觀賞影片︒透過影片感受現
場實際氛圍，作爲規劃旅遊
景點時的參考︒ 

其中也有使用空拍機拍攝的影像，即使是已去過的景點，仍可從不同的角度，
享受不同的欣賞樂趣︒ 

本書所刊載的觀光景點，有許多都能讓您深深感受到日本的歷
史與文化︒將只有在日本山陰地區才能接觸到的獨特文化體驗，
與您的好友或世界各地的人們分享吧！相信一定能獲得許多

「讚」喔！ 

HOW TO USE

01

02

米其林綠色指南 山陰WEB版

04

GOOD
SNS
SPOT

在山陰發現有趣的
體驗吧！ 

山陰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生態體系，各式各樣的日本文化亦
根植於此︒利用這些特點，我們打造出了各種主題的體驗活動，就
讓別具特色的體驗活動為您的山陰之旅增添難忘的回憶吧！ 

觀光旅遊指南的聖經「米其林綠色指南」，日前發表了山陰 WEB 版︒於已出版
的「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修訂第五版的內容中，新加上砂之美術館（★）︑
倉吉白壁土藏群（★）︑水木茂大道（★）︑隱岐群島（★★）︑由志園（★★）︑
石見神樂（★）等景點，總共刊登了 63 個觀光景點和觀光設施︒ 

03
CULTURE ACTIVITY 26-30P

你所知道的山陰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也許有的人是第一次聽聞山陰這個

詞吧︒ 

山陰地區有著日本自古以來的歷史︑文化與自然，並由此應運而生許多體

驗活動︒解開古神話之謎︑孕育新發現，從豐富的自然裡享受大地的恩澤，

體驗日本由古至今的文化等，山陰擁有著無窮的魅力，值得您細細品味︒

深入瞭解山陰，您將發現日本嶄新的面貌！這次的特輯是介紹「刀」︑「自

然」︑「神樂」，希望能作爲您精彩旅程的參考︒ 

接下來，就請您盡情享受美好的山陰之旅吧！ 

這本手冊為全年通用，手冊中添
加 了 許 多 山 陰「當 季」的 資 訊︒
隨着四季變化之不同，迅速提供
您山陰地區當季好看︑好玩︑好
吃的資訊！ 

Discover
“Real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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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索引 

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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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取沙丘和山陰海岸地質公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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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2

03
04

09

10

11

12

05
0607

08

當地鐵道和綠色旅遊地區

02
日本遺產三德山，三朝溫泉和梨之花溫泉鄉地區

03
大山和皆生地區

04
妖怪和魚之鄉境港和美保關

05
 松江城和足立美術館地區

06

眾神聚集古代出雲和出雲大社地區

07
踏韝製鐵，鐵與火的遺跡地區

08
世界遺產石見銀山地區

09
石見神樂和悠久的昔日日本文化體驗地區

10
日本遺產小京都津和野和世界遺產萩市的街景

11
隱岐世界地質公園區

12

鳥取縣

島根縣

Iwami
Airport

Izumo
Airport

Tottori Airport

Yonago
Airport

ROUTE
ROMANTIQUE
SAN’IN

鳥取縣︑島根縣至山口縣萩市為「緣之路～山陰

～」︒這個地區依山傍水，南倚中國山地︑北臨

日本海，在日本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最悠久的

歷史，文化與生活充滿著浪漫的神話色彩，並沿

襲至今︒這裡有著承繼古老傳統︑原汁原味的日

本！在這12個獨具魅力的區域裡，相信一定有美

好的「緣」在此等待著與您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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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O U T

緣 之 路 山 陰

山陰地區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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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的自動驗票閘門少

0 1

06

07

03
02

山陰地區限定特例翻譯導遊 

電車與巴士（公車）
的班次少 

米子站︑松江站︑出雲市站設有自動驗票閘門︒根雨站︑生山站︑新見站
及伯耆大山站至出雲市站區間，設有 IC 卡專用感應閘門︒除此之外的車站，
仍必須將車票遞交給站務員︒（購票者於 IC 卡感應閘門的車站進出時，除
了有自動驗票閘門的三站外，其餘亦為遞交之方式）︒此外也有許多無人車
站，若搭乘單人駕駛的列車，到站時只能在司機座位正後方的門下車，下
車時將車票或整理券・車資投入收費箱（和巴士相同）︒雖然有站務員的車
站會於驗票口驗票，但抵達下一站時，是要於車內的收費箱付款，還是通
過車站的驗票口，將會於列車內以廣播（日語）提醒乘客︒ 

提供Wi-Fi的地點不多 

05
機場或主要車站（鳥取︑米子︑松江）︑主要
觀光設施等，基本上有免費Wi-Fi可使用，
但除此之外能使用的地方還很少，需留意︒
住宿設施方面，雖然較大的飯店或旅館多有
提供Wi-Fi服務，但小巧型的旅館則多無提
供︒各地星巴克︑麥當勞可使用Wi-Fi，部
分便利商店也有提供Wi-Fi服務︒ 

搭乘巴士的方式 
在東京多為「前門上車︑先付車資」，
然而在鳥取與島根，乘車時基本上由
後門上車︑前門下車︒上車時記得抽
取「整理券」，車資於下車時支付，費
用依搭乘區間而異（也有均一票價的
巴士）︒由於付款時不會找零，因此請
先換好零錢︒ 

氣候多雨 

Learn more Access & Travel tips

山陰地區流傳著一個俗
語「即 使 忘 了 帶 便 當 也
不能忘了帶傘」，用以表
示 氣 候 多 雨︒雖 說 雲 霧
氤氳的景緻也別有一番
風情，但為了慎重起見，
還是在包包裡放把折疊
傘吧！ 

電車與巴士的班次，一般為
30 分鐘至 1 個小時一班，也
有比這個間隔時間更長的時
候，因此請提早確認時刻表
~ 回程的電車時間也別忘了
先查好喔！ 

可由完成山陰地區限定特例
翻譯導遊培訓︑且通過認證
考試之翻譯人員，為您提供
導覽服務︒ 

造 訪「山 陰 地 區 限 定 特
例翻譯導遊檢索」，選擇
適合自己的翻譯導遊︒ 

於翻譯導遊的詳細資訊頁面中
皆有記載電子郵件信箱，請直
接以電子郵件與翻譯導遊聯繫
預約︒ 

導覽日期︑費用︑支付方式
等，請自行與翻譯導遊洽談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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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根

鳥取

向您介紹經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認定
之山陰地區的旅遊諮詢處，
歡迎蒞臨前往或致電洽詢︒ 

山陰地區與東京︑京都等主要觀光景點有些許不同︒向您
介紹一下山陰獨有的旅遊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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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取市國際遊客支援中心 
鳥取市東品治 111-1 
TEL 0857-22-7935 

鳥取中部國際觀光服務中心 
鳥取縣倉吉市上井町 2 丁目1-2
倉吉觀光物產館長生堂 2 樓 
TEL 0858-24-5024

北榮町企劃推進課
鳥取縣東伯郡北榮町由良宿 423-1
TEL 0858-37-5874

米子機場綜合服務處 
鳥取縣境港市佐斐神町 1634
TEL 0859-45-6123

境港市觀光諮詢處
鳥取縣境港市大正町 215
TEL 0859-47-3880
 
 
 

足立美術館
國際觀光諮詢處 
島根縣安來市古川町 320
TEL 0854-28-7111

松江 Urban Hotel
島根縣松江市朝日町 590-3 
TEL 0852-22-0002

松江 New Urban Hotel 
島根縣松江市西茶町 40-1 
TEL 0852-23-0003

出雲機場 
島根縣出雲市斐川町沖洲 2633-1 
TEL 0853-72-7500

出雲市站觀光諮詢處 
島根縣出雲市站北町 11 
TEL 0853-30-6015

神門通款待中心  
島根縣出雲市大社町杵築南 780-4
TEL 0853-53-2298

益田市旅遊資訊中心 
島根縣益田市站前町 17-2  
TEL 0856-22-7120 
 
津和野町觀光協會 
島根縣鹿足郡津和野町後田 71-2 
TEL 0856-72-177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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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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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鳥取 島根

外國遊客觀光諮詢處 

米子市觀光諮詢處  
〒683-0036 鳥取縣米子市彌生町
TEL 0859-22-6317

04 松江國際觀光諮詢處
島根縣松江市朝日町 665 
TEL 0852-21-4034

10

安來市觀光諮詢處 
島根縣安來市安來町 2093-3 
TEL 0854-23-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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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陰 旅 遊 小 貼 士

6 7

inbound_magazine_zh-tw.indd   6-7 2018/03/29   16:01



船通山

日本刀在歷史的長河中獨自發展進化，可謂世所罕見︒一般來說，所謂的日本刀是指
平安時代末期開始出現的單刃︑具有弧度的刀劍︒而最早出現具弧度的日本刀為「童
子切安綱」（為國寶，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是由伯耆國（鳥取縣西部）的刀匠
「安綱」親手鍛造而成︔在此之前的刀，皆與海外相同，為直刃刀紋︑雙刃的直劍︒
而後，可採掘優質鐵礦砂的出雲國（島根縣東部）以及位居政治中心的山城國（京都
府南部）等，陸續出現不同的刀匠流派︒鎌倉時代末期，於山城︑大和︑備前︑美
濃︑相模這五個國家，集聚了許多鍛刀名匠，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鍛造風格，後人便
將這五大流派並稱為「五箇伝」︒此外，據說日本刀可驅趕邪氣，因此自古即被視為
護身符隨身佩戴︒現在多作為藝術品，受到世人喜愛與珍藏︔另外，也以武術運動
「抜刀道」︑神明的奉納刀等形式，於人們的生活之中脈脈相傳︒ 

刀的歷史

多多良製鐵的
過程 

大山牛馬市 

隱岐牛 

山陰

隱岐 

島根縣 

鳥取縣

奧出雲 日南

日野川

大山

斐伊川

神話

多多良

TATARA WORLD

KATANA
AROUND THE

SAN’IN

船通山

神話 

於733年編纂的《出雲國風土記》中，有著關於出雲地區多多良製鐵的敘述︒ 
另外，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古事記》（712年編纂）中，也記載了出雲神話之一的「擊退八岐大蛇」，
試著比對兩本同時期編寫古書，即可得知多多良製鐵在出雲地區曾經相當盛行︒這個神話的關鍵在
於，以奧出雲船通山為源頭︑最後注入宍道湖的「斐伊川」︒自古以來，斐伊川多次洪水氾濫，奪走
無數人民的生命，對居民而言，也許就如同可怕的八岐大蛇一般吧︒斐伊川在神話中化身為每年出
現︑吞噬女子的八岐大蛇，身軀巨大，並擁有八個頭︑八條尾巴︒而後，須佐之男命從神之國下凡
至人間，據說祂降臨之處就在船通山︒須佐之男命成功擊敗作亂的八岐大蛇，解救了稻田姬，並與
其結為夫妻︒這時，從八岐大蛇的尾巴出現了一把寶劍，正是三神器之一的草薙劍︒在須佐之男命
擊敗八岐大蛇的斐伊川上游的奧出雲町，至今仍遵循古法持續製作刀劍︒ 

島根縣奧出雲町的多多良製鐵技術，在日本已持續傳
承千年以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美術刀保存協會」
所屬之日刀保多多良，每年都會透過多多良製鐵總負
責人村下的指示，將「真砂」鐵砂與木炭交互放入煉爐，
連續燃燒冶煉三天三夜︒這個方式稱為「吹踏鞴」，利
用吹踏鞴的方式可煉出含有鋼成分的「鉧」塊︒鉧塊
中所含之高純度鋼，被稱為「玉鋼」，玉鋼是鍛造刀劍
時不可或缺的材料，只有使用吹踏鞴方能煉製而成，
是非常珍貴的鋼材︒

於 733 年編纂的《出雲國風土記》中，有著關於出雲地
區多多良製鐵的敘述︒ 
另外，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古事記》（712 年編纂）中，
也記載了出雲神話之一的「擊退八岐大蛇」，試著比對兩
本同時期編寫古書，即可看出多多良製鐵對出雲地區所
產生的影響︒ 

斐伊川 

這個神話的關鍵在於，以奧出雲船通山為源頭︑最後
注入宍道湖的「斐伊川」︒斐伊川自古以來多次洪水氾
濫，奪走無數人民的生命︔在人們眼裡，便將其看作
是狂暴的八岐大蛇了吧︒在神話中，斐伊川化身為年
年出現︑吞噬女子的八岐大蛇，身軀巨大，並擁有八
個頭︑八條尾巴︒ 

Mysterious River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被稱為「鐵之國」的地區，以日本獨創的煉鐵技術「多多良製鐵」（踏
鞴製鐵）名聞遐邇，這個地區就是山陰，也被稱為「神的故鄉」︒ 
以多多良製鐵冶煉出的和鋼，或鍛造為日本刀，成為武士的心靈支柱︔或轉換為日常用品
的形式，提供人們便利的生活，長久以來令人心醉神迷︒多多良製鐵的影響，至今仍以優
美的景色及深度的文化，於山陰地區保留著濃厚的色彩︒ 

船
通
山

た
た
ら

斐
伊
川

神
話

刀 與 山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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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鉧塊中所含的高純度鋼︒是製作上等刀
劍時不可或缺的原料，須依循秘法「吹踏
鞴」方能煉製而成的珍貴鋼材︒

玉鋼 

小林家自古以來，代代皆為鐵匠鋪︒第五代的小林大四

郎原本也是鐵匠，後來從廣島縣比婆郡的野鍛治學習鍛

造技術及古代文獻，並與三成的川島善左衛門一同開始

研究鍛煉刀劍的技術︒大四郎的刀銘取為善次，後來又

改名為貞善︒小林家於江戶時代至昭和初期，以島根縣

比田（安來市）為據點，昭和17年時移居至橫田町︒大

四郎的三個兒子～弘嗣（刀銘 貞照）︑貞俊（刀銘 貞

法）︑力夫（刀銘 貞永），繼承了大四郎的家業，成為

刀匠︒現在由貞俊的長子俊司（刀銘 貞俊）承襲其技

藝，於奧出雲町繼續從事製刀的工作︒ 

每一把日本刀都會以藝術
品的形式附上登錄證︒攜
帶出日本時，需在機場辦
理手續︒有意於奧出雲購
買刀的旅客，請直接與刀
匠小林貞俊洽詢︒ 

以歌曲伴奏的民俗舞蹈「どじょうす
くい」（Dojosukui），據說起源於 
利用多多良製鐵法冶煉安來名產~安
來鋼時，採集鐵砂的動作︒「どじょ
う」（Dojo）一詞並非「泥鰍」，而是
「土壤」之意（※兩者日語皆讀作
Dojo），因此也可說是與多多良製鐵
具有深厚的關係︒ 

刀
工小林貞俊

與自然共存的多多良

Tidbits

購買方式 安來節

小林家
採訪刀匠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日本刀只能以「玉鋼」製作，而玉鋼的煉
製，則需仰賴以奧出雲群山間採集的優質鐵
砂和木炭為燃料，並利用黏土爐冶煉的多多
良製鐵法︒從西元六世紀至今，在全日本︑
甚至全世界，唯一保留多多良製鐵法的只有
奧出雲町︒ 
在奧出雲，為了開採多多良製鐵所需的鐵

砂，使用「鐵穴流」方式，崩解山中的砂
土︔此外，為了取得大量的木炭，砍伐山林
樹木︒若就此置之不顧，土地將一片荒蕪，
但現在的奧出雲，卻享有著豐美的自然環
境︒這是因為，前人將鐵穴流削崩山麓後殘
存的緩丘整頓為梯田︑種植稻米︔而為獲取
木炭木料遭採伐的山林，也制定30年的輪伐
週期，以避免資源枯竭︑預防山林破壞︒ 
奧出雲町廣闊水田的三分之一，為從前使用
鐵穴流後闢建而成的︒而水田的用水，也是
重複使用鐵穴流時期建造的蓄水池及水道，
至今仍被有效地利用︒梯田是前人的血汗結
晶，將由當地居民持續守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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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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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製作過程 太刀 銘：雲州住小林貞法作之

刃長 76.2cm、刀反 2.4cm 

奧出雲多多良與刀劍館所藏 

我是奧出雲町的刀匠，小林三兄弟次男之
子，在父親門下以學徒的身份學習技藝︒刀
匠的世界是非常嚴峻的，鍛造時的火候大小
與溫度，都仰賴刀匠的直覺來調整︒例如，
不同的玉鋼，其碳含量也有所不同，適合的
火溫也各異︒刀匠於鍛造時，必須讓眼︑耳
以及捶打時的觸覺等五感同時保持敏銳的狀
態，才得以拿捏出最合適的溫度︒而刀匠所
具備的獨特的第六感，也能為每把刀增添獨
一無二的魅力︒刀匠的技藝都是一脈單傳，
製作秘技僅傳授給一個孩子，如此一代接一
代薪火相傳︒ 
製刀的過程中，最費心思的就是刀的審視︒
為了決定刀的樣式，必須長時間定睛觀察︒
日本刀最大的特徵之一即其優美的外型，刀
匠一面於腦海中描繪完成時的刀型，手邊一
面進行精密的作業，如此名刀才得以大功告

成︒刀匠會視持刀者調整適當的刀長與紋
理，創造出舉世無雙的刀︒製刀的刀匠可令
刀熠熠生輝，是刀的魅力之一，因此刀匠都
會為自己製的刀刻注「刀銘」︒ 
在「奧出雲多多良與刀劍館」一個月會有兩
場刀劍鍛造的現場示範︒對日本刀或刀匠有
興趣︑或想實際體驗刀劍鍛造者，歡迎前來
「奧出雲多多良與刀劍館」參觀︒

為一種古老的煉鐵法，在黏土
製的爐中燃燒木炭，將鐵砂原
料溶解以製成高純度的鐵︒ 

多多良（踏鞴） 

將玉鋼放入燃燒的木炭中加熱
至 1300 度，再移至被稱為鐵
砧的鍛打台上以金屬鎚反覆錘
打，延展變薄後折疊再次錘打
鍛造︒下鍛造和上鍛造各反覆
折疊 10 ～ 15 次後，就能成為
約 32000 層的鋼材，刀身的強
韌度及美麗的紋理由此而生︒ 

鍛煉

刀的外形完成後，在刀上塗以
燒刃土進行淬火的步驟︒於刀
刃的部分全部均匀加熱後，放
入水中急速冷卻︔刀刃薄︑刀
背厚，依塗抹的土厚度不同，
而呈現出具有彎度的形狀（刀
反）︔另外，刀刃上的土會形
成為刃紋︒

淬火 

奧出雲多多良與刀劍館 
採訪地點

MOVIE

YASUGIBUSHI's
performance

「奧出雲多多良與刀劍館」展示
了近代以來多多良的歷史︑重現
傳統技法的日刀保多多良，還有
以玉鋼製造而成的日本刀︒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送交研磨師 

由粗砥石（粗顆粒的磨刀石）
開始打磨，再逐漸換成目數較
細的砥石，當刀表面稍微偏藍
色時便完成了︒這道程序之
後，為了讓刃紋更加明顯，會
進行更細膩的研磨，直到出現
光澤為止︒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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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of KATANA
作為工業遺產的多多良文化 
至今仍不斷發展︑與日俱進 
於各式各樣的領域編織未來 

T
A

T
A

R
A

刀の道
山陰 

島根縣 
鳥取縣 

在此介紹與多多良︑神話︑文化等各種和刀相關的景點設施︒無論是
能實際鑒賞刀的設施︑或雖無刀的形體，但與刀的文化︑歷史息息相
關的場所，皆為您列出︒敬請細細品味本地限定︑山陰限定的刀的歷
史與文化，相信一定能為您帶來獨一無二的絕佳體驗︒ 

過去因多多良製鐵而蓬勃發展的產業，在國內外都成為了首屈一指的品牌，在工具

材料︑電子相關材料︑汽車和飛機零件等工業設備材料方面，樹立了穩固的地位︒

由多多良所交織而成的製造產業，直到現在仍持

續存在，相信未來亦將不斷進化與發展︒ 

館內除多多良的資料外，還藏有傳承 400 年的藝
術工藝品︑民俗資料︑古文獻等，可在此瞭解多
多良製鐵和絲原家的相關歷史︒無論是在獲登錄
爲有形文化財的大宅邸，或是以壯麗的群山爲背
景︑約 360 坪的庭園等，放眼所及，處處皆能感
受到昔日繁榮︒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絲原紀念館 絲原紀念館 

01

相傳菅谷山內於天和元年（1681年）開設，是由高
殿（多多良製鐵的煉鐵爐）︑山屋︑銅廠︑長屋所
組成的聚落︒銅廠是將鉧塊擊碎的處理廠，將約
200 貫重的大砝碼吊起，再使其落下粉碎鉧塊︒多
多良製鐵的技術人員們日常生活皆在此進行，可
以在充滿懷舊風情的街道上，遙想從前山內因製
鐵而盛極一時的景況︒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菅谷多多良山內 菅谷多多良山內 

02

集結了奧出雲櫻井家歷代相傳的物品而成的歷史
資料館︒奧出雲的近代文化是以多多良製鐵的歷
史為中心獨自發展，可以從集成館的資料中一窺
往日情景︒另外，由松平不昧公所命名的岩浪庭
園相當幽美，為賞秋楓的知名景點︒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可部屋集成館 可部屋集成館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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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使用「鐵穴流」的技術從山裡採集鐵砂，後人
將鐵穴流遺跡重新利用，成為了今日的山王寺梯
田︒緜延於山林間的梯田，除了能感受製鐵的歷史
風情，每個時段都有其夢幻迷人的風采︒此外，依
稻作階段不同，呈現出千變萬化的面貌，一年四季
都能欣賞到優美怡人的景緻︒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山王寺梯田 山王寺梯田 

為安來節的殿堂，可在此盡享以「どじょうすく
い」（Dojosukui）廣受歡迎的民謠～安來節︒您可
在以桟敷席為形象的會場裡，親身體驗安来節的現
場演出（演唱和舞蹈）︒館內透過安來節保存會本
部道場的指導，開設了各種教室︔定期公演結束後
也有約10分鐘的「迷你體驗區」︒另外，附設餐廳
提供以安來泥鰍所製作的各式料理，也有販售伴手
禮的紀念品店︒ 

安來市觀光交流廣場 
TEL 0854-23-7667

安來節演藝館 安來節演藝館 

12

奧日野地區自古以來即致力於日本古代製鐵技術
～多多良製鐵︒「多多良之樂校」設立宗旨爲，追
溯探索多多良的歷史︑讓對其抱有深切興趣的人
們有所依託，同時也期許能提高知名度︑將多多
良發揚光大︒館內利用學習看板及立體模型等的
展示，介紹多多良製鐵的歷史︑八岐大蛇傳說和
燒炭業的歷史︒ 

日野振興中心 日野振興局 
TEL 0859-72-2083

多多良之里奧日野
「多多良之樂校」 
多多良之里奧日野

「多多良之樂校」 

「都合山多多良遺跡」於明治22年（1889年）開始
的11年間，由鐵山師・近藤家管理操業︒雖然現
在已靜靜地沉睡於衫木林中，但過去曾建造大型
高殿，在熊熊烈焰中揮灑汗水工作以及生活的人
不計其數︒是散步或健行的最佳選擇︒ 

日野振興中心 日野振興局 
TEL 0859-72-2083

都合山多多良遺跡都合山多多良遺跡

05

為日本全國1200間「金屋子神社」之總社︒ 
於明治14年（1881年）建造，高達9公尺的花崗岩鳥居，據說為日本最大
的石造鳥居︒包括堅持捍衛傳統的多多良職人，這裡集聚了各式各樣與
鐵息息相關的人們的信仰，現在仍有許多與製鐵︑冶金相關的業者來此
參拜︒主祭掌管礦業的男女神祇～金山彥命與金山姬命︒ 

奧出雲觀光文化協會 
TEL 0854-54-2260

金屋子神社 金屋子神社 

0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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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渡邊美術館珍藏了鳥取市醫師渡邊元從昭和初期開

始，歷經60餘年所蒐集的︑約3萬件的古文物，常
設展內容主要為西元9世紀至19世紀的日本刀（包
含大太刀）︑盔甲等東洋古美術品，藏量之多，在
日本堪稱屈指可數︒ 

鳥取市國際遊客支援中心 
TEL 0857-22-7935 

渡邊美術館 渡邊美術館 

07

關於日本傳統製鐵法「多多良」（踏鞴）的綜合博
物館︒透過獲指定爲國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的
「多多良和鋼生產工具」和影像︑體驗區等，介紹
多多良製鐵法的生產技術︑流通方式，和綻放神祕
光輝的日本刀︒此外，每年會舉辦兩次特展或演
講，以及各式各樣的活動︒ 

安來市觀光交流廣場 
TEL 0854-23-7667

和鋼博物館 和鋼博物館 

08

坐落於出雲大社的東側，博物館內除了出雲大社的相
關展示外，也有石見銀山︑多多良製鐵︑青銅器︑
《出雲國風土記》神話（有神話劇場）等歷史與文化
之介紹，範圍囊括島根縣全域︒佔地廣闊的庭院爲
「風土記之庭」，相傳出雲大社曾高達48公尺，「風
土記之庭」便是以此時代之出雲平原爲意像所打造
的，您可在精心打造的丘陵享受美好時光︒ 

出雲市站觀光諮詢處 
TEL 0853-30-6015

島根縣立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 島根縣立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 

09

GOOD
SNS
SPOT

位於島根縣仁多郡奧出雲町與鳥取縣日野郡日南町
的縣界處︒山頂為寬廣的丘陵，大山︑三瓶山︑吾
妻山盡收眼底，並矗立著在八岐大蛇神話中登場的

「天叢雲劍出顯之地」紀念碑，可在此感受置身於
神話舞台之樂趣︒ 

船通山 船通山 

11

奧出雲 

日南 
船通山 

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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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半島︑宍道湖中海地質公園構想區域，為地質遺跡的寶庫︒在日本海形成時的地質年代，因大規模地殼變動而出現的「島
根半島」，既作為天然屏障，阻擋了來自日本海的大風大浪︔也同時攔截了從中國山地沖刷下來的泥沙，造就了肥沃的土地與環
日本海交流的海運據點湖泊，孕育出「古代出雲文化」︒島根半島︑宍道湖中海地質公園構思的主題為「與《出雲國風土記》
的自然及歷史相遇之地」，以這些地質地形遺跡為首，學習地球環境的重要性，保育自然的同時，也將持續傳承交棒至未來︒

在山陰地區，您可以感受到波瀾壯闊的自然︑跌宕多姿的景緻︑流傳千年的神話︑樸實淳厚的人民︑恬靜的農村風情等︔山陰至今仍保存著
許多充滿昔日風情的「真正的日本」，盼您於造訪日本時，能來此接觸最真實的原鄉風情︒ 
向您介紹能觀賞︑觸摸或體驗的道地景點︒ 

真善美圍繞之地～山陰  

Sanin surrounded by authenticity

為了讓世界各地的旅客更盡情地享受國家公園的樂趣，日本環境省正致力於將原有的國家公園提升為具世界級水準的國家公
園︒日本國家公園的特色在於，除了自然景觀外，還能接觸到傳統文化︑飲食及當地居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山陰地區也計劃
將大山隱岐國立公園品牌化︒大山隱岐國立公園的主要特徵為，因火山活動和地殼變動等複雜因素，造就了豐富的海岸景觀︔
此外，海岸及島嶼受到海流影響，形成了獨特的生態環境︒為了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來此體驗，目前正在籌備外國遊客暢
遊行程，及打造舒適友善的旅遊環境︒ 

向世界級水平的國家公園邁進 
國家公園盡情遊樂計畫

訴說神話～島根半島︑宍道湖中海地質公園構想 

為了讓下一代也能享有與我們相同的
感動，因此由國家劃定區域保護優美
的大自然，以傳於後世︒山陰地區有
兩座國家公園，分別為～以千變萬化
的海岸景觀與遼闊的鳥取砂丘為特徵
的「山陰海岸國立公園」，以及由大
山︑三德山等山嶽地帶，加上島根半
島海岸部分及隱岐群島所構成的「大
山隱岐國立公園」︒ 

依地區的歷史魅力與特色，將日本文
化︑傳說以講述故事的方式呈現，並
由日本文化廳進行甄選與認定︒目前
島根縣有三處︑鳥取縣有兩處景點，
已登錄為日本遺產︒ 

世界遺產是指，因地球形成或人類歷
史所產生的︑從過去延續至今︑無可
取代的瑰寶︒在山陰地區，島根縣的
「石見銀山遺蹟及其文化景觀」已登
錄為世界遺產︒16至17世紀，世界各
地大規模開採銀礦時，日本銀產量約
占全世界產量的三分之一，而其中大
部分產自於石見銀山︒ 

地質公園是由「地球・大地」與「公園」
所組合而成的詞彙，也可說是「大地
的公園」，除了瞭解地球相關知識外，
更能完全徜徉於大自然的懷抱中︒在
地質公園，可輕鬆愉快地學習地質環
境︑動植物生態與人類，三個要素之
間的連結與變遷︒在山陰地區，獲認
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的有「山陰海岸」及「隱岐」兩座地
質公園︒ 

何謂國立公園︖ 何謂日本遺產︖ 何謂世界遺產︖ 何謂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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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見銀山 

島根半島

從國賀海岸眺望日本海

VIDEO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真 正 的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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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清淨與六感治癒之地 

三德山作為修行的聖域，能清淨來
訪者眼︑耳︑鼻︑舌︑身︑意之六
根︒三朝溫泉能藉由溫泉療養，使
來訪者的六感～視覺︑聽覺︑嗅
覺︑觸覺︑味覺︑直覺得到療癒︒
三德山的參拜者，可於三朝溫泉洗
滌︑淨化身心︒ 

大山隱岐國立公園 

山隱岐國立公園，是由大山︑蒜山︑
毛無山︑船上山在內的山岳地區，
以至三德山一帶︑島根半島的海岸
部分︑三瓶山一帶︑隱岐群島的此
四個地區，共同組成的國家公園︔
可在此享受豐富多樣的自然環境與
千姿百態的海岸景觀︒
另外，包含國引神話
和山嶽信仰等，這個
地區也具有源遠流長
的歷史與文化︒ 

隱岐 
同時也是國家公園的隱岐群島，由各式各樣的岩石所構成
的多島嶼景觀︑赤紅色玄武岩的斷崖絕壁與飽受怒濤侵
蝕︑氣勢磅礴的海岸景觀等，壯闊美景於眼前無限延伸開
展︒您可在此享受划獨木舟︑散步和露營等活動︒山區還
有樹齡約八百年的巨大柳杉樹︒ 

在山陰地區，有許多當地才
體驗得到的特殊景點，每個
地方都有其獨特的氛圍，優
美的景觀︑豐富的自然與淵
遠流長的歷史正等著你︒另
外，只有當地才品嚐得到的
美食亦不勝枚舉︒ 

日落聖地～出雲 

島根半島西端的海岸線為出雲神話的舞台，在此也能飽覽
落日餘暉絕景︒位於海岸線上的「天日隅宮」（出雲大社）
與「日沉宮」（日御碕神社），亦作為欣賞夕陽的聖地，廣
受喜愛與流傳︒ 

高殿式永代多多良
高殿式永代多多良是為了能在同一個地方︑高效
率地大量製鐵所設計出的設施，在島根縣雲南市，
有日本唯一現存的高殿式永代多多良製鐵場，這
裡還成為了電影拍攝場景的原型︒ 

石見銀山遺蹟及
其文化的背景 

為了精煉銀，必須使用大量的木
材，但石見銀山的特徵就在於，其
為考慮周遭環境「與自然環境共存
的產業遺跡」︒您可參觀介紹石見
銀山歷史的世界遺產中心，或漫步
於保留昔日風貌的街道︒ 

津和野今昔 

「津和野百景圖」記錄了幕府時代
末期津和野藩的種種風景︒描繪
津和野的名勝古跡︑自然景觀︑
傳統藝能︑風俗人情等等的繪畫
與解說共計一百幅︒在津和野城
下町，如今依舊能體驗百景圖中
所勾勒的昔日樣貌，相當珍貴︒ 

山陰海岸 

山陰海岸具有從日本海形成至今，各式各樣的
地形與地質，可在這個區域接觸到以山陰海岸
為背景生長的動植物，以及當地居民的生活︑
歷史與文化︔也能觀察到包含鳥取砂丘和沉水
海岸在內的，豐富多彩的沿岸地形︒ 

蘊含自然與歷史的獨
特體驗景點 

用PC·手機

看更多！！ 
掃QR Code並進入下列

網址，即可看更多

景點資訊。 

趕快試試吧！

（PC請輸入以下網址！） 

https://goo.gl/Z
WENjA

造訪網頁以獲得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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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 日本遺產世界地質公園 日本地質公園國立公園

世界遺產

大山牛馬市 

位於大山的大山寺，地藏信仰深
厚，不僅人民︑連牛和馬也能得到
保佑庇護，寺廟附近開設的「大山
牛馬市」，曾為日本最大規模的牛
馬買賣市場︒如今仍可沿著大山古
道的石板路︑驛站街道︑地藏︑與
牛馬市具淵源的食物等，緬懷昔日
榮光︒ 

日本遺產 日本遺產

日本遺產

世界地質公園

島根半島︑
宍道湖中海地質公園 

普遍認為，島根半島在距今約2700年前為止，與
平原相連︑屬於的平原一部分︒傳說島根半島是
天神拉動大地，使其相互連接，而成為現在的地
形︒在這裡可以感受到雄偉壯觀的自然與悠遠的
歷史︒ 

日本地質公園

國立公園

日本遺產

日本遺產

世界地質公園

真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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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樂面具

柿渋入りの糊 調整形狀 

神樂的語源，來自於神明降臨時所處的場所「神座」︒在神座祭祀迎接神明︑
並進行傳統藝術表演者，一般稱之為神樂︒在擁有著「八百萬神明」的日本，
於全國各地代代相傳著「迎神」的神樂︒即使名稱同為「神樂」，依地區不同
內容也各異，有趣的是連舞蹈動作和節奏也不同︒近代的神樂，原本由神職人
員進行，但明治初年時，禁止神職人員舞演神樂，因此改由受到神職人員指導
的氏子來繼承神樂︒配合著規律節奏的精彩舞演，以淺顯易懂的方式闡述神話
故事︒ 

何謂神樂
不用想得太難，試試直接欣賞吧！神樂的特徵就是，即使不知道神話內容，光
用看的也覺得有趣︒神樂的內容，一般都是神明懲治惡鬼︔其中也有不殺鬼而
選擇饒恕的︑神明之間交鋒對決的︑猴子和狐狸等動物出現的，故事內容包羅
萬象，且大多簡單明快，男女老幼都適合欣賞︒初次欣賞時，推薦的故事情節
為出雲神話中著名的八岐大蛇傳說，大蛇登場時魄力滿點，最後被須佐之男命
以劍豪邁斬斷︒其他也有許多神聖︑勇猛︑逗趣的演出項目，順著台上節奏︑
單純地享受神樂吧！ 

如何享受神樂 

神樂起源，可追溯至日本神話中出
現的「天岩戶傳說」，為了引出躲藏
於岩洞內的天照大御神，天鈿女命
在岩洞前載歌載舞，這也成為了祭
祀獻呈神明時的歌曲與舞蹈︒ 

獻神 
由於神樂是作為歡慶地方農作︑漁
獲豐收的秋例祭的前夜祭︑通宵達
旦進行舞演，因此一般是在作物收
成的秋天舉辦︒到了秋天，各地的
神樂將隨著笛子和太鼓的樂聲紛紛
起舞︒現在有的神樂也會定期舉辦
公演︒ 

秋天能欣賞最多神樂 
島根縣的西武，有著讓孩子從小接
觸神樂的風俗，為了繼承傳統和振
興地方，兒童也熱烈參與神樂活動︒
原則上是加入神樂團體學習，但也
有學校將神樂導入，作為課程的一
環︒ 

各種年齡層皆能享受與體驗 

雖然一年之中有數百次祭奉獻納，
但每個神社祭奉的時期不一︒秋天
舉行的次數最多︒ 

原則上，大多可以使用相機拍攝，
但為了避免造成他人困擾，請勿使
用閃光燈︒若使用攝影機錄影，請
注意器材和三腳架不要阻擋到其他
觀眾的視線︒無論拍照或攝影，都
請先徵求神社或表演團體工作人員
的同意，再進行拍攝︒ 

◉關於拍攝 

神樂面具會依傾斜的角度，而呈現出豐富的表情︒地區不
同，使用的材料也有所異，石見神樂使用的面具，是將石
州和紙以混入柿澀的漿糊層層黏貼而成︔有能將整顆頭伸
進去的蛇頭，和僅覆蓋住前方的面具兩個種類︒即使是同
樣的劇目，表演團體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趣
味，各團體的面具都有其獨創性︒ 

◉神社的神樂

神樂原本應在神社境內的神樂殿舉
行，但最近於地方活動慶典時，在
體育館或一般會場演出的情況也逐
漸增加︒ 

定期與非定期舉辦的場所︑每年的
例行性祭典︑祭奉日期等各自不同，
請參考 P6 所介紹的觀光諮詢處，逕
行向各市町村和觀光協會洽詢︒ 

◉神社以外的神樂 

◉地點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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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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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樂為祭祀時向神明獻呈的舞蹈︒與歌舞伎和日
本舞踊不同，緣起於鎮魂驅厄的舞蹈表演︒雖然
現在多作為祭奉神明時的舞蹈，但其歷史起源相
當古老︒在火炬搖曳火光映照下的舞姿，仿佛與
神連結交會般地神秘︒

MOVIE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神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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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縣相當盛行神樂，縣內的神樂團體超過兩百個以上︒不戴面具︑
持劍等採物（神樂道具）進行神舞，與戴面具舞演神話內容，一般
都稱之為神樂︒依地區不同，特徵也各異，大致可分為出雲︑石見︑
隱岐三個地區，各自有其傳承的神樂︒ 

石見是島根縣最盛行神樂的地區︒石見神樂的娛樂要素強︑精彩絕倫，衣著服飾優美華麗，緩
慢悠揚的六調子節奏與輕快活潑的八調子共存︒煙花與乾冰特效是舞台演出的壓軸，出色的娛
樂效果席捲觀眾︒演出內容通俗易懂，多為神話裡的諸神或歷史上的英雄們鏟奸除惡︑勸人為
善的故事︒ 

出雲神樂基本上是由「七座」︑「式三番」︑「神樂能」三段構成的︒七座為不戴面具的舞蹈，
利用各式各樣的採物為場所除穢︑淨化︒式三番是為了慶祝所舉行的儀式舞︒神樂能是以擊
退大蛇等神話為題材，具戲劇風格的舞蹈，基本上戴著面具跳舞︒戴面具，意味著神靈出現︒
出雲神樂的奏樂節奏緩慢沉穩，舞步莊嚴神聖︒ 

隱岐神樂從前是由專門進行神樂的家族「社家」所進行，包含祭祀儀式︑
祈求雨停︑疾病痊癒︑感謝漁獲豐收等，舉行各式各樣祈禱的神樂︒即使
到了明治時期，負責人轉移至民間，社家仍持續參與神樂，承襲至今︒島
前與島後的神樂，基本的結構相同，但奏樂和動作有所不同，島後較為徐
緩，島前的舞蹈則較為激昂︒ 

石見神樂 

出雲神樂 

隱岐神樂 
荒神神樂原為作物歉收︑疾病︑災害等持續時，祈求荒神鎮魂的祭祀儀式︒
鳥取縣西部日野郡的荒神神樂，屬於岡山縣備中神樂之流派，由居住於鳥
取縣江府町下蚊屋村落的「木地師」（使用轆轤的工匠）製作神樂面具，以
傳統藝能之姿在此紮根︒到了明治時期，組成神樂團體，下蚊屋的鄉土藝
能「下蚊屋荒神神樂」正式確立，下蚊屋荒神神樂保存會明神社並獲指定
為鳥取縣無形文化財︒ 

荒神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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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請參考活動官網 大山夏山開幕祭典 

開創法要／御輿行列 
第3屆「山之日」紀念全國大會in鳥取 
1300支火炬列隊 
大山不思議論壇 

感受大山恩惠企劃 

綠意企劃 好水與好食企劃 

何謂全球和牛能力共進會 
全球和牛能力共進會每五年會召開一次全國規模的
和牛品評會︒從全國各地集結約500頭優秀的和牛，
根據肉質︑體型︑發育狀況等進行評鑑，可以說是
「和牛的奧林匹克」︒鳥取和牛曾於1966年︑第一屆
品評會時榮登第一名寶座，並於2017年第11屆的品
評會再度獲得「肉質日本第一」的最高榮譽︒ 

在得天獨厚的環境中飼育 向大山祈禱的舞台 鳥取縣名峰「大山」將於2018年迎向開
山第1300年︒自古以來，大山即被尊為
「神所棲息之山」而深受敬仰，優美秀
麗的山容令人沉醉，有「伯耆富士」的
稱號︒大山寺為奈良時代養老2年（西
元718年）時，由出雲國玉造出身︑名為
依道的人，於大山半山腰所開創︒大山
作為修驗道的靈山而遠近馳名，很早就
有信奉山嶽信仰的修行者進入，全盛時
期寺院曾超過100座︑僧兵超過3000人，
為信仰的一大中心地，曾是與和歌山縣
的高野山金剛峰寺︑以及滋賀縣的比叡
山延暦寺並稱的名剎︒為了能讓造訪者
更盡情地享受大山的歷史︑文化和自然
風光，將以四個主題為基礎，由大山地
區齊心協力共同展開伯耆國「大山開山
1300年祭」︒ 

鳥取和牛 

推薦的
吃法 

好吃！ 涮涮鍋 

鳥取縣從江戶時代開始即為和牛的產地，優質的和牛品種代代相傳至
今，因脂肪中含有大量橄欖油的主成分「油酸」而聞名，被稱為「鳥
取系」血統︒一般認為，油酸是促使牛肉入口即化的關鍵，在鳥取和
牛裡，油酸達55%以上的牛肉才被認定為「鳥取和牛油酸55」之品
牌︒鳥取和牛的出貨頭數僅佔全國市場的0.7%，而其中獲選為品牌
者，又只有20%左右，是相當稀少珍貴的和牛︒鳥取和牛肉質軟嫩︑
入口即化，肉汁在嘴裡瞬間擴散開來的口感，令人回味無窮，敬請務
必前來品嚐！ 

鳥取縣擁有豐富的自然︑澄淨的空氣和清冽甘甜的水，鳥取和牛便是在
如此優越的環境下成長茁壯︒夏天於寬廣的草原牧場放牧︑進行適度的
運動，並以優質的飼料，讓牛隻健康地成長︔從加工︑物流到銷售皆徹
底管理，以確保能將安全︑安心的牛肉提供予消費者︒ 

涮涮鍋是一種日式火鍋，將超薄牛肉片放進
桌上的專用鍋裡，於沸騰的湯頭中來回涮數
次加熱，再蘸取醬汁食用︒涮涮鍋的日語發
音為「Shabu Shabu」，起源於涮肉時所發出的
聲音︒一般以柑橘醋或芝麻醬作為蘸醬︒ 

以「大山」的神秘奧妙和「地
藏信仰」︑「日本刀」︑「多多良」
為主題，探訪人們祈禱的軌跡︑
歷史，以及對遠古時代浪漫情
懷之憧憬︒ 

在守護自然的聖地～大山，為
推廣與山林共生共存的意義，
舉辦了第三屆「山之日」紀念
大會︑日本遺產傳說古道漫步
等活動，有各種能盡情享受大
山地區多樣化自然風光的提
案︒ 

除了提供以大山的新鮮食材與
純 淨 好 水 所 做 的「大 山 開 山
1300 年祭」紀念特餐和款待佳
餚外，也同時發佈大山地區美
食的魅力資訊以及促進品牌力
之提升︒

牛排 
鳥取和牛油花的熔點較一般牛肉低，因此能
明顯地感覺到，牛肉放入嘴裡時輕柔化開的
口感︒無論是軟嫩富含油花的沙朗，或是清
爽高雅的菲力，可選擇您喜歡的牛排部位，
鳥取和牛的美味待您細細品嚐︒ 

燒肉 
在眼前的鐵板或鐵網上，自行燒烤肉類食
用者即為燒肉︒燒肉除了牛五花︑里脊肉
和腹胸肉（橫隔膜）外，牛肚︑牛百葉︑網
胃等內臟也別有一番風味︒一般來說，醬
油為基本的沾醬，但也可蘸取鹽或檸檬汁
等醬料食用︒ 

GOOD
SNS
SPOT

1300th Anniversary of Mt.DAISEN
Campaign site

More Information

目前，在日本最美味的肉！ 

為 了 讓 更 多 遊 客 體 驗 地 方 的 傳 統 活 動 ，
由 當 地 的 大 山 寺 地 區 舉 辦
大 山 開 山 1 3 0 0 年 特 別 紀 念 活 動 ︒
感 受 對 大 山 所 惠 予 之
「 調 身 ︑ 調 息 ︑ 調 心 」 的 感 謝 之 情 ，
並 獻 上 祝 禱 ︒  

MOVIE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D A I S E N 1300th   Anniversary of Mt.DAISEN
大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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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菓子文化 

反映四季的和菓子 

Gessho temple

月
照
寺 

日本三大茶會 
在日本，京都市的二條市民大茶會︑金澤市的
兼六園大茶會，以及在松江市的國寶松江城城
內所舉行的松江城大茶會，被稱為「日本三大
茶會」︒作為季節風物詩，相當具有人氣，加
上能接觸到日本傳統文化，因此無論全國各地
或海外，皆有許多人來此造訪︒松江城大茶會
於每年秋天舉行，松江城二之丸為主要會場，
市內也有數個場所示範點前（沏茶步驟︑禮
節），可於一天之內同時體驗多種茶道流派

和菓子是一種隨著季節改變種類︑耐人尋味的
點心，春夏秋冬的樣式與食材皆有所不同︒春
天時可品嚐櫻餅和蓬餅等，使用葉類的菓子︔
夏天為富含水分的心太等涼爽的菓子登場︔到
了秋天，由南瓜和紅薯等能品味當季食材甜美
的菓子為代表︔冬天時，則喜歡純白澎潤的大
福等能象徵雪的菓子︒就讓我們用和菓子感受
季節之美吧! 

月照寺為松江藩主松平家的菩提寺（埋葬
祖先遺骨︑弔祭之寺），傳說境內背負著
石碑的巨大石龜，每個夜晚都會出來在街
上散步︒寺院內之茶室「大圓庵」，與不
昧公有所因緣︒ 

Meimeian

明
明
庵 

和不昧公有所因緣的茶室︒厚茅草所製造
的歇山式屋頂為特徵，主屋掛有不昧公親
筆所題的「明明庵」匾額︒綠意環繞，可
在此欣賞四季更迭的景緻︒ 

Fumonin

普
門
院 

守護松江城的寺廟，也因小泉八雲的怪談
而聞名︒八雲曾於院內的茶室「觀月庵」，
接受過茶道三斎流的指導，靜謐的氛圍讓
人忘卻了置身於擾攘的城鎮之中︒ 

茶處松江 

平成30年（2018年）為著名大名茶人︑同時也是出雲國（島根
縣）松江第七代藩主松平不昧公（1751～1818年）逝世200週年︒
在歷代松江藩主中，松平治鄉被視為中興松江藩的鼻祖︔儘管
如今多數人所熟悉之名為「不昧公」，但這名稱來自於1806年隱
居後剃度時所取之雅號「不昧」︒身為藩主的不昧公，除了治理
世事外也熱愛文化，尤其對茶湯入迷，為江戶時代茶道家的代
表人物之一，在茶道界佔有一席之地︒其所蒐集之茶具，皆彙
整記錄於《雲州蔵帳》中，展示了天下名器︑名物之美的標準︒ 

在不昧公逝世200週年紀念之際，一方面重新緬懷可說是代表當
地傳統文化的︑茶湯文化之祖～不昧公之遺德，另一方面以茶
湯文化益加昌隆興盛為目標，建構與不昧公密切相關之文化事
業︑內外發揚其價值，將文化振興與觀光振興相結合︒ 

與茶道淵源深厚的松江市，在茶道所不可或缺的日
式糕點方面也相當有名︒和菓子為日本的傳統點
心，有日式麻糬︑羊羹︑饅頭等︒松江市有「菜種
之里」「山川」「若草」三大名菓，據說這三種茶菓
子為松平不昧公的最愛，名稱皆為不昧公依其吟詠
的和歌所命名的︔無論哪一種，都有著美麗的配
色，不僅是味蕾，更是視覺的饗宴︒在與不昧公具
因緣之茶室，可同時品嚐和菓子與抹茶︒此外，還
有混合砂糖與糯米粉，逼真重現出花鳥風月等自然
景物的「工藝菓子」︔製作工藝菓子，必須仰賴師傅
高超的手藝，因此在世界上也備受矚目︒歡迎來此
品味和菓子師傅的傳統手藝與濃濃地歷史氣息︒ 

江戶時代時，因位於松江藩
所在地而繁榮︑以茶室聞名
的城市︒松江藩第七代藩主
松平不昧公因自創了「不昧
流茶道」而廣為後人所知，
至今松江仍是個與茶道有著
密切關聯的城市，融入了市
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GOOD
SNS
SPOT

聯絡洽詢：松江國際觀光諮詢處  島根縣松江市朝日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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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湯堀川遊覽船 

松江春茶會 
松江城大茶會 

日期有可能更改，
詳細內容請參考官方網站︒ 

200th Anniversary of
FUMAIKOU

More Information

MOVIE
Scan QR Codes to
watch videos!

茶道體驗
景點 

感受日本 

FUMAIKOU200th    Anniversary of FUMAIKOU
不 昧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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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TORIFun things to do!

SCAN  ME  FOR

MORE  I N FORMAT ION !

SAN’IN

7

2018

SHIMANE

TOTTORI

D C B
AEFG

騎著單車沿著蜿蜒的鄉間小路下山吧！
享受風在耳邊呼嘯而過的暢快感！騎乘單車下山，體驗下坡
滑行的樂趣︒起點為標高850公尺的大山滑雪場，穿過蜿蜒
的山路和清新自然的鄉間小路，令人心曠神怡︒
下坡道路線A的騎乘距離為17公里，屬於簡易路線，推薦給
新手或第一次體驗的人︒千姿百態的大山不容錯過︒

5,000jpy~(tax incl.) 3.0h¥

能體驗攀樹以及溜索的方案︒走在距離地面7公尺高的樹
上︑並享受攀上樹後居高臨下的成就感等，體驗活動不但充
實，也能接觸豐富的大自然︒爬上樹後就是令人迫不及待的
的溜索了！溜索是在樹與樹間架設鋼索，並裝上滑車滑行的
活動︒超過100公尺的刺激索道為山陰地區最長的溜索，利
用滑車飛越森林，體驗前所未有的驚險快感！此活動也非常
適合親子一起同樂喔！

3,000jpy (tax incl.) 2.0h¥

5,500jpy~(tax incl.) 3.5h¥

・叢林冒險！溯溪冒險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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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跳瀑布深潭！
・備有專用救身衣，敬請放心參加
・抵達終點時的感動，將會成為您難以忘懷的夏日美好回憶喔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8,000jpy (tax incl.) 1.5h¥

獲認定為山陰海岸地質公園的浦富海岸，海水的透明度在日
本本州可說是數一數二，而享受這片海洋最佳的方式就是划
透明獨木舟︒由於連船底都是透明的，因此彷彿自己的身體
直接漂浮於海平面一般︒一邊欣賞長年受日本海浪濤侵蝕所
形成的奇岩怪石，一邊欣賞腳下清澈見底的大海，悠閒愜意
地划行吧！

e

FB

gC

RESERVATIONS

在 水 上 樂 園 盡 情 享 受 歡 暢 淋 漓 的 樂 趣 吧！「Frolic Sea 
Adventure Park 浦富」為日本最大規模的海上樂園︒跳跳床︑
氣墊滑梯︑跳水台等，有很多歡樂的戲水設施，在飛舞四濺
的水花中全身動起來暢快遊玩吧！在「海上遊樂園」這個非
日常的空間裡，大人小孩都能樂在其中︒專業救生員會隨時
留意現場狀況並提供協助，因此攜帶兒童或不擅長游泳的人
也可安心前往遊玩喔！

1,300jpy (tax incl.) 1.5h¥

RESERVATIONS

A

7,000jpy (tax incl.) 3.0h¥

一面翱翔︑一面飽覽砂丘與日本海美景之體驗！降落在柔軟
的沙地上，著地時也能很安心︒在遼闊的天空下從砂丘上方
輕飄飄地飛過，體驗無拘無束的暢快！說不定也有誤闖滿是
黃砂的異世界之感！︖玩完滑翔傘後，也能嘗試砂地滑板或
騎乘駱駝，若能再順路去砂之美術館參觀，就可說把砂丘玩
透透囉！

輪胎超寬的胖胎車，無論砂地或山路都能平穩前行！騎乘胖
胎車，飽覽鳥取絕景吧！透過指導教練的帶領，巡遊「鳥取
砂丘・山路・海灘」︒一邊享受乘風而騎的爽快，一邊欣賞沿
途風光明媚的景觀︒

5,000jpy (tax incl.) 2.0h¥
D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獨特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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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生至少會想穿一次和服︒穿著憧憬的和服，享受
在街上漫步的樂趣︒保留著古老街道的松江，是一個非常
適合穿著和服的城市︒附近有國寶「松江城」，以及建有武
家宅邸的「鹽見繩手」，可以盡情享受充實的松江之旅︒本
店有專門人員協助著裝，因此即使是第一次體驗，也能馬
上變身為和服之姿︒

4,320jpy (tax incl.) 0.5-7.0h¥
本行程為，遊客自己駕車巡遊村內的名勝古蹟︒由工作人員
的前導車為顧客帶路，因此不用擔心迷路︒吉田村所有的著
名景點，都會於遊覽時為您介紹！吉田村是仰賴多多良製鐵
而繁榮的小村莊，可以在「菅谷多多良山內」，探訪多多良製
鐵從業人員的聚落，以及多多良製鐵時實際使用的「菅谷高
殿」︒「 道之驛 Tataraba 壱番地」 內販售許多吉田村的伴手禮，
參加本行程者可免費獲得吉田村的名產～生雞蛋拌飯專用醬
油「Otamahan」乙瓶︒

2,000jpy (tax incl.) 2.0h¥

我們將帶給您一段笑聲不絕於耳的歡樂時光，還能紓解壓
力！不只本地人，「捉泥鰍舞蹈」也受到外縣市及國外遊客
的喜愛︒特徵是滑稽逗趣的表情和微妙的腰部擺動，能讓人
不知不覺展露笑容是它的魅力之一︒在這愉快的時光裡，自
始至終開懷大笑的客人也是有的喔！首先來體驗一次，您就
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囉 !

5,000jpy (tax incl.) 0.7h¥

開卡丁車暢快兜風，還可遊覽松江著名景點！
由導遊為您介紹知名觀光景點，一邊開著卡丁車馳騁公路，一
邊欣賞松江美景，超享受！「在路上開卡丁車超讚！」︑「車身
較低，刺激滿分！」︑「還可以免費變裝！」等，好評不斷！想為
您的島根之旅留下難忘驚奇的回憶嗎︖快來體驗吧！

9,900jpy (tax incl.) 2.5h¥

忍者造型讓孩子超歡樂！此爲裝扮成忍者︑漫遊古都松江的
方案︒建有松江城與武家宅邸的松江，城鎮至今依然留存著
江戶時代古色古香的氛圍︒能身心都化身爲忍者觀光，周圍
不斷傳來「好可愛！」的讚賞，相當吸引路人的目光︒本店
也有和服租借的服務，也可全家一起體驗穿和服喔！

2,160jpy (tax incl.) 7.0h¥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最長７小時的羽織＆和服租借方案︒提供著裝服務，初次體
驗者也能輕鬆變身和服美人！一邊融入古色古香的氛圍，一
邊享受在出雲的觀光︒也提供男性的和服租借︒來場和服約
會如何︖穿著和服漫步於「國讓神話」的舞台～稻佐之濱和
日御碕燈塔等著名歷史古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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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RVATION

¥

欣賞充滿懷舊情調的夕陽美景（全程 1 個小時）︒配合日落，
從松江港出發至宍道湖遊覽，抵達宍道湖時，將引領您至
最佳觀景位置︒擁有悲傷傳說的媳婦島（嫁ヶ島），哀愁之
情為宍道湖夕陽更添一抹美感︒在湖面平靜無波︑且當天
夕陽狀況絕佳時，船或許會暫時停止前行，靜靜地享受這
唯美浪漫的時光︒

5,000jpy (tax incl.) 4.0-7.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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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體驗

28 29

inbound_magazine_zh-tw.indd   28-29 2018/03/29   16:03



山陰之旅省更多！ 
為您介紹外國遊客限定的優惠服務。 

無論是前往山陰的交通或周遊時的設施折扣等，請盡情享受物超所值的山陰之旅！ 

Hiroshima-Matsue
Highway Bus is ¥500!

請咨詢
●廣島電鐵株式會社  082-231-5171
●一畑巴士株式會社  0852-20-5206

外國遊客限定！廣島－松江間的高速巴士，一

般單程原價3900日圓，現在特別優惠價～只要

500日圓即可搭乘！不用預約訂位，可於搭乘當

天或前一天購買車票。車票販售地點共有三

處：廣島巴士中心、JR廣島站新幹線口與一畑

Travel松江站前營業所。購買時需出示護照。 

請咨詢
山陰觀光推廣機構
TEL 0859-21-1502
sanindmo00@sage.ocn.ne.jp

Osaka-Tottori Highway
Bus is ¥1,000

請咨詢
Mail:  h-bus@nihonkotsu.jp
Tel 0857-22-7935
（鳥取縣國際觀光客服中心）

鳥取（鳥取巴士總站）－大阪（難波ＯＣＡＴ）行

駛的高速巴士，提供外國遊客限定的超值價

格，特惠期間雖至2019年3月31日，但數量有

限，預算用罄時，優惠亦隨之結束。可於乘車

前一個月開始，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預約，

以確保座位。特惠車票販售地點共有三處：關

西機場第一航廈-關西觀光資訊中心、難波ＯＣ

ＡＴ、鳥取巴士總站。購買時需出示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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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咨詢 
㈱日本旅行
西日本國際旅行支店
TEL 06-6342-0240

為紀念勝安航空開航，所推出的優惠票券。 

廣島和岡山之間的新幹線、岡山～鳥取～松江

的特別折扣可參考「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島

根地區可選擇超划算的「結緣完美車票」（前往

觀光設施的交通和入場折扣），松江到廣島可使

用「500 円銅板巴士」。 

MAR 2018
START!!

SHIMANE
OKAYAMA

TOTTORI

YAMAGUCHI

HYOGO

HIROSHIMA

Visit San’in
Tourist Pass
專為赴日外國遊客設計的周遊券，可於鳥

取、島根兩縣的設施享有免費入場或優惠

折扣。快於手機下載APP，並至最近的銷

售據點購買周遊券吧！接下來只要出示手

機畫面，就能享有各種好康優惠。活動詳

情歡迎上官網確認查詢。 

下載APP，
超值樂遊山陰！

6,000jpy (tax incl.)
3h

¥ 9,000jpy (tax incl.)
2.5h

¥

7,000jpy (tax incl.)
3h

¥ 7,000jpy (tax incl.)
3h

¥

5,000jpy (tax incl.)
2.5h

¥ 4,000jpy (tax incl.)
2.5h

¥

5,000jpy (tax incl.)
1-7h

¥ 1,000jpy (tax incl.)
1h

¥

5,000jpy (tax incl.)
2h

¥ 5,000jpy (tax incl.)
0.7h

¥

7,000jpy (tax incl.)
2.5h

¥ 2,200jpy (tax incl.)
1h

¥

5,000jpy (tax incl.)
2.5h

¥ 75,600jpy (tax incl.)
1h

¥

13,000jpy (tax incl.)
5.5h

¥ 3,800jpy (tax incl.)
4-7h

¥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RESERVATIONS

DISCOVER UNIQUE EXPERIENCE IN SAN’IN! 獨特體驗 優惠資訊

30 31

inbound_magazine_zh-tw.indd   30-31 2018/03/29   1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