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tination 深入旅遊地

香川縣 Kagawa
坐落於四國島東北部的香川

縣，雖然是全日本面積最小的

縣治，卻因為掌控本州和四

國間重要的交通要道，而被稱

為「四國門戶」，儘管氣候較

為乾旱，卻有《米其林綠色指

南‧日本》評鑑星級景點。此

外，還能遊覽瀨戶內海離島，

特別是日本栽種橄欖的發源

地——小豆島，豐富的人文觀

光景點令人驚艷。

高
松市是香川縣的縣廳，這座瀕臨瀨戶內海的港口城市，在

江戶時代，是高松藩藩主的城下町，雖然昔日的高松城天

守已經被拆除，不過長達 200多年、成為松平家十一代藩主別
墅的栗林公園，卻完整的保存下來，成為江戶初期環遊式大名

庭園的代表之一。

國家特別名勝‧栗林公園

雖然以「栗林」命名，不過這座 1875年開始以縣立公園之姿
對外開放的公園，實際上種植的是松樹，庭園中多達 1,400棵
松樹，大約有 1,000棵由匠人親手修剪，歷經 300年的生長，
延伸的枝枒彷彿盆栽般優美。

以紫雲山為背景的栗林公園，占地將近 75公頃，裏頭巧妙設
計了 6座湖泊和 13座假山，《米其林綠色指南‧日本》在「具
有旅遊價值景點」上，給予它三星肯定，再加上園內的松樹和

掬月亭各獲兩星，以及偃月橋和飛來峰各擁一星，讓它一齊摘

下九星殊榮，成為香川縣的必訪景點。

一日跳島小旅行‧小豆島

來到高松市，當然不能錯過拜訪瀨戶內海小島的機會，從高

松港出發，搭乘渡輪前往內海中第二大島——小豆島，只需要

1小時的船程。
島嶼北部有名列「日本三大絕

美溪谷」之一的寒霞溪（かんか

けい），源自 1,300萬年前火山造
山運動，獲得《米其林綠色指南‧

日本》一星推薦的它，歷經長達

200萬年的風化作用，終於形成
今日奇岩林立的險峻景觀。你可

以透過多條步道，以健行的方式，

征服這座高低落差將近 320公尺的溪谷，或者搭乘長達 917公
尺的纜車，展開一趟同時能觀賞天空、大海和溪谷的旅程。

小豆島過去是瀨戶內海上的主要物資集散地，也因此島上物

產豐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橄欖。這裡是日本最早種植橄

欖的地方，你可以在「橄欖園」（オリーブ園）中發現第一棵

橄欖樹。相鄰的「小豆島橄欖公園」（小豆島オリーブ公園），

除洋溢希臘風情外，還是真人版電影《魔女宅急便》的拍攝地，

記得像 KIKI一樣，留下騎乘掃帚飛行的照片。
醬油是小豆島的另一大特產，採用巨大木桶、秉持傳統工法的

「三六醬油」（ヤマロク醤油），每瓶醬油都是歷經 2、4年釀造而
成的完美風味，光是淋在冰淇淋上，都能品嚐它的好滋味⋯⋯

骨付雞

從高松市到小豆島
瀨戶內海的迷人綠色風情

香川縣是讚岐烏龍麵的故鄉，不過這裡還有另一項必嚐美

食——骨付雞！以胡椒和鹽調味的帶骨雞腿，放在鐵盤中送

進烤箱烘烤，雖然外層烤到酥脆，不過內部卻依舊保持肉軟

多汁的口感，實在非常美味。當地許多居酒屋都能吃到這道

食物，而且各家調味不大相同，有機會的話不妨多試試！

1. 2. 到小豆島橄欖
公園變身魔女 KIKI吧 3. 搭乘纜車前往寒霞溪的山頂展望台，只需要 5分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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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甜鹹香的三六醬油，

增添冰淇淋的美味。

栗林公園南湖

久華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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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奇景到國寶名城
兵庫縣充滿個性和多樣風情

久華旅行
社

兵庫黃金
線路

考察團

擁有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五座港口之一，

以及日本首座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文化遺產的城堡，名稱原意為「軍械庫」的兵

庫縣，左右分別被鳥取縣和岡山縣、京都府和

大阪府包圍。然而它寫下的紀錄還不只如此：

全世界跨距最大的吊橋、日本建築大師安藤

忠雄的代表作、全世界最大的渦潮⋯⋯為了

推廣當地旅遊，在久華旅行社董事長蘇成田

行踩線考察。

行程以明石市為起點，拜訪當地新鮮魚貨

市場「魚之棚」，接著搭船前往淡路島，參觀

安藤忠雄打造的淡路夢舞台，船程途中穿越

明石海峽大橋。

深入旅遊地estination

無論是神戶或姬路城，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日本城市與景點，然而許多人卻對它們所在的兵庫縣，感到陌生！這個位於本州近畿地區

的日本第十二大縣，北臨日本海、南瀕瀨戶內海，除森林和山地外，更以播磨平原為腹地。此外，轄區是歷史上播磨、但馬和丹波等令制國

的領地，融合了自然與人文的各種魅力。 文、攝影＝彭欣喬

橫跨日本本州和淡路島之間的明石海峽大

橋，歷經10年的工程，於1998年4月正式開通，以

3,911公尺的長度，串連起神戶市和淡路市，長達

1,991公尺的橋墩跨距，讓它成為全世界跨距最

大的吊橋。除了開車穿越橋樑外，還可以從明石

港搭乘淡路熱那亞線前往淡路島的岩屋港，從橋

下方仰望它宏偉的姿態。

名列世界三大潮流之一的鳴門海峽

《賞遊兵庫縣》

與奇蹟之星植物園策展人辻本智子合影留念

神戶六甲山展望台的六甲枝垂出自建築師三分一博志的設計

而後搭乘仿造日本歷史帆船的觀潮船，近

距離觀賞世界級渦潮。同時順遊香川縣的米

其林綠色指南三星級景點栗林公園，以及瀨

戶內海藝術祭主舞台小豆島。最後重返兵庫

縣，拜訪兩大名城——姬路城與篠山城，並在

神戶為行程劃下句點。

兵庫縣產業勞働部國際

觀光課課長島田三津起（見

右圖）表示：「去年來訪兵

庫縣的30萬名外國遊客中，

台灣人占第二名，僅次於韓

國人。我們這裡除了姬路城

以外，還有名列日本三大古湯之一的有馬溫

泉，以及日本最好清酒之一的『灘五鄉』。雖

然沒有太高的山，卻有著適合徒步旅行的步

道，此外，位於群山之間的集落丸山，更是讓

你可以從大阪和京都等鄰近大城，走進截然

不同風貌的自然鄉間。」

久華旅行社董事長蘇成

田（見右圖）說：「這次行程

拜訪多個世界第一或日本第

一的景點，像是全世界跨距

最大的日本明石海峽大橋、

全世界最大的鳴門渦潮，以

及日本第一批國家公園——瀨戶內海國家公

園等。此外，在安藤忠雄設計的淡路夢舞台

中，無論是以光線呈現十字架的教堂，或是奇

蹟之星植物園中結合植栽與藝術的創意，都

讓人非常感動。至於從丹波國時代流傳下來

的丹波舞，也相當特別。

台灣人喜歡到日本旅行，除東

京、大阪和京都等大城市外，也會

順道拜訪附近城鎮，像是奈良，不

過有機會的話，不妨也到鄉間走

走。雖然櫻花、神社和溫泉等，都

是足以代表日本特色的景觀，不

過透過這次旅行，我發現了日本鄉村之美。此外，

鳴門海峽因高低落差產生的渦潮，非常不可思議。

上次前往琵琶湖，感覺欣賞風

景多一些，這次來到兵庫縣，則以

文化成分居多。旅程中，我發現不

少值得學習、借鏡的地方，像是奇

蹟之星植物園在花卉與藝術之間

的巧思安排，或是服裝和樂器等

都帶有唐朝遺風的丹波舞等，都能看見日本人在文

化運用和保存上的用心。

旅行過日本6、7次，大多是自助

旅行，地點也聚焦大城市。淡路島

夢舞台的設計時尚，可以多留點時

間在這裡逛逛。集落丸山的法國

餐廳令人印象深刻，不過規模不大

只能容納小團體。至於姬路城雖

然是典型的日本城堡，但外觀獨特，內部動線規劃

得宜，方便遊客參觀。

令人驚豔的鄉間風光與大自然 親身經歷讓文化理解更深入 適合喜歡深度旅遊的族群

∣團員考察心得∣

■陳世圯（葛瑪蘭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張李正琴（金界旅行社董事長） ■Alice Chen（Payless Travel & Tours負責人）

隱藏於農家間的法式料理

除擁有許多日式傳統古民家外，篠山近郊大約10分鐘

車程的鄉間，有一座歷史大約160年的農家聚落——集

落丸山。群山環抱的景色間，農舍錯落於種植穀物、豆

類的田野，其中有兩戶改成民宿，不過最讓人意外的，

還是法國餐廳「ひわの蔵」。由有馬溫泉知名高級溫泉
飯店「陶泉御所坊」經營，主廚使用在地蔬果、兵庫縣的

豬肉和瀨戶內海的海鮮等，變化出一道道華麗的料理。

推薦 明石海峽大橋1

→從明石港搭船抵達淡路島 明石海峽大橋擁有全世界第三高的橋塔

位於淡路島北部的夢舞台，原本是關西機場興建

時的取土場。後來兵庫縣政府委託擅長以清水混凝

土打造建築的安藤忠雄，規劃這片面積廣達28公頃

的土地。昔日布滿坑洞的模樣，在2000年時搖身一

變，成了結合文化與休閒的綜合觀光度假複合園區，

除威斯汀酒店外，還有沿山坡階梯狀排列的百座花

壇「百段苑」、可容納3,000名觀眾的野外劇場等，並

且以多條景觀步道連接。

其中引人注目的還有奇蹟之星植物園，它是日本第

二大的溫室，實現人類種植樹木重現森林的夢想，學

習與大自然共生的方式。在挑高的玻璃天棚下，以熱

帶花園、療癒庭園等主題，規劃多個展覽廳，隨空間

轉換呈現不同風情。此外，每年多達六次的主題展，

更讓遊客每次拜訪時都能感受嶄新的魅力！

推薦 淡路夢舞台2

01. 在安藤忠雄的改造下，面
目全非的土地變成夢想中的舞
台。　02. 美麗的散步花園—
百段苑湖　03. 位於淡路夢舞
台的威斯汀酒店　04. 各色主
題展為植物園提供多樣異國風
情　05. 一年四季都能欣賞美
麗花卉的奇蹟之星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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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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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門海峽坐落於淡路島南端和德島縣鳴門市之

間，這座寬1.3公里的海峽，擁有深約200公尺的海底

斷面。當太平洋的海水順著紀伊水道，流入鳴門海峽

和大阪灣、抵達播磨灘後，再度回流至鳴門海峽時，

因高低潮的落差影響下，以及海峽中央和沿岸水流

的速度快慢不同，產生了時速最快可達20公里、直

徑最長可達30公尺的驚人渦潮，漩渦發出的轟隆聲

響，也為它贏得「鳴門」的名稱。

觀賞渦潮最佳的方式之一，是搭乘UZUSHIO觀潮

船深入海峽，無論是仿造1860年蒸氣帆船「咸臨

丸」，或1930年代日本練習用帆船船「日本丸」，都能

帶你從淡路島出發，展開一小時的趣味航程。

推薦 鳴門渦潮5

和熊本城、松本城並列日本三大名城的姬路城，

雖然歷史已經超過400年，但因為保存完善，而擁有

「日本第一名城」的美譽。白色的外牆和彷彿白鷺展

翅的屋簷，為它贏得「白鷺城」的稱呼。維持桃山安

土時代樣式的菱之門、欣賞天守閣絕佳視野的三國

掘、擁有240公尺長廊的西之丸櫓群，以及外觀五

層、實際建築為七層的大天守等，都是參觀重點。

篠山過去稱為丹波，位於昔日前往京都的必經之路上。德川家康終結亂世後，為了消減各地勢力，於

是在各地興建、修繕城廓，篠山城因而誕生。其中，與京都二條城中二之丸御殿極為相似的大書院氣

派非凡，可惜毀於1944年的大火，今日建築是2000年時重建，依舊俯瞰著歷史傳承400年的城下町。

推薦 姬路城3

推薦 篠山城跡4

↑「咸臨丸」
曾在日本航
海史上扮演
重要角
←湧現於鳴
門海峽的漩
渦之花

↑由古民家改建而成的ひわの蔵
↗→每道食物擺盤都充滿詩意

厚實城牆捍衛著篠山城展示於大書院內的武士盔甲古典氣派的大書院

屹立於城牆上的姬路城

(內容載自旅報週刊1050期)



estination

距離關西國際機場40分鐘車程

的和歌山遊艇城，有一座深受遊客

喜愛的黑潮市場，因臨近近海鮪

魚漁港，所以鮪魚同樣未經冷凍處

理。每天上演的鮪魚解體秀是一大

賣點，除了選購生魚片外，還能採

買鮑魚、龍蝦、扇貝等海鮮，甚至肉

片和蔬菜，到附設的炭烤區中自行

燒烤，現場大快朵頤一番。

深入旅遊地

傳說，本州中部的紀伊山區是神明居住的聖地，也因此成了自然崇拜的核心。打從平

安時代以來，無論是平民百姓甚至天皇貴族，為了尋求平安與新生，紛紛踏上這條古道，

從京都歷經30∼40天的時間翻山越嶺而來，參拜途中三大神社。因為保存了完好的靈山

傳統、反映出神道與佛教結合的文化，讓它在2004年時登錄為世界遺產，成了全世界唯二

收錄於名單中的參拜道路！

久華旅行
社

熊野古道

考察團

踏訪熊野古道秘境
尋找俗世間的淨土 文、攝影＝彭欣喬

橫
跨三重縣、奈良縣和和歌山縣的熊野古

道，主要由伊勢路、大邊路、中邊路、小

邊路和紀伊路五條道路組成，並依靠多條延

伸其中的參拜道，串連起合稱「熊野三山」的

本宮大社、那智大社和速玉大社。其中，位於

和歌山縣的中邊道，是國人比較熟悉的部分，

這次，為了推廣更深度的熊野古道行程，在久

線考察。

行程以三重縣為起點，沿途參觀熊野古道

的伊勢路馬越嶺，熊野市世界遺產：鬼之城、

獅子岩、花之窟，並乘船遊覽瀞峽川的溪谷

風光，接著前往和歌山縣的紀伊山地道場，探

訪那智大社和瀑布，並以健行的方式從中邊

路的「三軒茶屋跡」步行至本宮大社。最後驅

車行經大邊道，欣賞橋杭岩和圓月島等濱海

風光，以和歌山城劃下句點。

久華旅行社董事長蘇成田說：「這次行程

主要聚焦熊野古道，帶著朝聖的心情，拜訪這

處占地廣大的世界遺產，途中拜訪的那智神

社和本宮大社，獨特的建築更增添可看性。穿

梭山林之外，我們同時也欣賞了鬼之城和橋

杭岩等變化多端的海岸壁侵蝕地景，品嚐包

括龍蝦、鮑魚在內的美味海鮮，並下榻溫泉飯

店。普遍來說，團員對這個行程的反應都不

錯，認為相當值得推廣。」

《賞遊熊野古道》

過去，人們從當時的首都京都，經紀伊路、中邊路和水道，沿途拜訪速玉、那智和本

宮神社，完成長達約1個月的參拜之旅。對台灣人來說，和歌山縣的知名度還不夠高，在去年來訪的50萬

名外國遊客中，台灣人只占了7萬，也可能因為台灣人比較不習慣健行。不過除古道外，我們這裡還有鮪

魚、龍蝦等海鮮，以及各種水果和很多溫泉，近年來更開始推廣自行車觀光活動。

伊勢路以伊勢神宮為起點，往南延伸至三重縣和和歌山縣交界

處的新宮，全長約160公里。沿途最知名的一段為馬越嶺，以美麗

的石板路著稱，陽光透過高聳的扁柏縫隙撒落，充滿神秘的空靈氣

息。前往馬越嶺前，不妨先拜訪熊野古道中心，了解古道相關歷史和

資訊，這棟由6,549根扁柏打造的建築，本身也是一大特色。

推薦1   伊勢路×馬越嶺

熊野市的松本嶺也屬於伊勢路的一段，不過當地的世界遺產，值

得你暫時脫離古道。鬼之城過去被像鬼一樣恐怖的海盜占據而得

名，雖然城堡不復存在，長達1.2公里的濱海步道，卻能欣賞長年因

風化侵蝕成形的奇岩地貌。

接續鬼之城延伸的七里御濱，是日本最長的砂礫海岸，延伸了22

公里長，能一路通往速玉大社，海岸上25公尺高的獅子岩，同樣出

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花之窟是日本神話中眾神之母伊邪那美命的

墓地，相傳她生下火神時遭火焰吞噬而亡，這座日本歷史記載最古

老的神社，也是唯一祭拜亡神的地點。

推薦2   伊勢路延伸×鬼之城

那智大社四周，延伸著許多條古參拜道，其中鋪設寬敞石階的大

門坂，在巨大杉木的遮蔽下，約步行30分鐘就能抵達這座神社。那

智大社源自於人們對那智瀑布的崇拜，早在2,700年前，這座日本第

三大瀑布就被視為神體，因此瀑布所在飛瀧神社雖有鳥居卻無拜

殿，仁德天皇興建那智大社後，飛瀧神社從此成為大社的別宮。

推薦3   古參拜道×那智大社

中邊路過去主要專門供皇室和貴族行走，沿途

共有99個「王子」——神的孩子，這些小神社有的

只是石碑，為參拜者提供暫時休息的地方。中邊路

是熊野古道中最具人氣的健行路段，其中又以水吞

王子到祓殿王子間5公里的路程最為熱門。

祓殿王子距離本宮大社最近，這座神社是熊野

3,000多座神社的總部，同時

也是規模最大的一個。據說最

初興建於西元前33年，不過今

日的建築是水災後、1891年另

闢地點重建的結果，原木結構

和檜木皮屋頂，展現出莊嚴古

樸的氣氛。

推薦4   中邊路×本宮大社

∣GOURMET∣ 新鮮直送的美食

紀伊半島南部有著全日本鮪魚捕獲量最大的勝浦漁港，

在這裡除了可以觀賞鮪魚拍賣外，還能品嘗到最新鮮的鮪

魚。位於漁港附近的桂城，就是當地最有名的鮪魚料理餐

廳，老闆垣內生夫因苦心研究魚頭和魚尾解體而聲名大

噪，除了提供最當季的鮭魚外，還以生食、蒸、煮、烤、炸

等方式料理不同部位，讓人驚訝鮪魚原來能有這麼多種吃

法。

美食1   桂城

美食2   黑潮市場

這次行程主要探訪紀伊半島，

走過300年前民家晉見的古道，

可以回顧過去先人的經營與努

力，沿途參觀的梯田與海岸，更

展現出多樣的山海風情，特別是

在黑潮市場，目睹了鮪魚解剖

秀。日本對於地方觀光推動的不餘遺力令人印象深

刻，不但結合在地產業，更聯手民間和志工帶來更

深入導覽，此外在防救災上也特別用心，隨處可見

相關海拔高度以及海嘯疏散方向等標示。

這次旅行中我看到兩件很重

要的事，首先是人的因素，無論

是溫泉旅館服務人員，或是旅

遊景點解說員，他們或許年紀稍

長，卻都能擅用自己長期累積的

經驗和知識，與遊客愉快互動或

詳細介紹，為當地觀光帶來加分的作用。再來就是

步道，熊野古道保持了大量自然、原始的風貌，相

較於台灣近年來較人工化的步道設計，這裡的生

態可說是維持得相當好，值得我們借鏡。

對50∼70歲的遊客來說，通常

已經累積很多旅遊經驗，也具備

相當的經濟能力，他們希望有人

可以服務，因此這類節奏慢的小

團就非常合適。印象中的日本原

本就精緻又富含層次，許多國家

在古道規劃上可能會下手「過重」，政府或設計師

在各有想法的情況下，往往忽略風景本身才是主

角。但是在熊野古道，我們看到的是低調設計背

後，展現出不怕不被看見的強大自信。

政府結合民間大力推展觀光 細膩的人文與自然的風景 收斂的古道環境規劃令人感動

麗寶集團顧問陳梅岡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北區總經理蘇許輝

←東紀州地域振興公社贈送考察團成員熊野古道特色木
製鑰匙圈。左起久華董事長蘇成田、東紀州地域振興公社
事務局長上村一彌、事務局次長兼觀光負責人仲森基悅

至於行程的路線規劃，他表示：「我們這次

搭乘虎航從名古屋進、大阪出，不但航班時間

搭配得宜，走法也比單點進出流暢許多。有人

可能對廉航存在著較不舒適的印象，尤其這

個產品檔次相對比較高階，但如果你把它想

成高鐵，以短程來說，似乎也沒什麼不妥，反

觀如果選擇非廉價航空，雙點進出將會在機

票成本上，反映出明顯的價差。」

和歌山縣商工觀光勞働部觀光局觀光交流課海外交流部門公關經理津井田三惠

和歌山縣有很好的健走步道

∣業者心得∣ 

中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劉玉山

季之座旅館

擁有日式和西式套房的季

之座旅館，還提供附設個人露

天浴池的客房，讓不想前往大

浴場的客人，也能在房間內享

受獨樂樂的泡湯體驗。由於鄰

近海港，餐廳提供大量海鮮食

材，早餐不但可以自行在炭盆

上烤魚乾，還能以各色生魚片

自製漁夫蓋飯，成為該旅館的

一大招牌。

HOTEL

↑利用自己餐桌上
的炭盆，自行燒烤
魚乾和蔬菜。

↓↘附設個人露天浴池的客房均位於1樓

↖老闆垣內生夫的絕技——魚頭和魚尾解體，每逢週六晚上上演。
←鐵板燒炙、生吃或油炸⋯⋯不同鮪魚部位各有吃法

↑在黑潮市場挑選喜歡的食材，趁新鮮現場烤來吃吧！
←剛剛解體完的鮪魚，馬上成為生魚片上桌。

乘船遊覽瀞峽川，途中制高點能一窺三重、和歌山和奈良三縣交界處。 踩線團成員在馬越嶺合影

←充滿著扁柏香氣的熊野古道中心

↓主宮大社的主祭神是位於中央、第三殿的家津御子大神

←除王子外，中邊路沿途還可以看
見許多地藏。

↑布滿大小海蝕洞的鬼之城景色令人驚艷
↓從那智大社腹地可以欣賞到三重塔和那
智瀑布的美景

(內容載自旅報週刊1016期)



隸屬西武集團的日本私鐵業者—近江鐵道集團，迎來120周年里程碑，也首度盛大邀請台灣

旅行業者，前往滋賀縣進行FAM TRIP交流，包含滋賀縣知事、滋賀觀光局局長，及高島市長等皆

親自接待，進一步推廣滋賀縣的觀光精華。 撰文、攝影＝Silvia Wu

120年的歷史，亦是日本最古老的鐵道公司，

鐵道全長有59.5公里，共分為4條路線；及為

了配合季節，推出啤酒電車、紅酒電車、清酒

電車等活動電車，非常吸引遊客。

此趟的FAM TRIP交流，除了是近江鐵道，

及滋賀縣內高島市，首次正式的邀請台灣，

也廣結當地各業者，舉辦產品說明會，包括

旅館、餐廳、釀酒廠，及當地觀光局單位等，

規模盛大；而台灣除了旅遊業者，中華大學觀

光學院也竭力促成此交流，希望與滋賀多有

到
日本關西旅遊，團體行程多在京阪神

奈良地區，而相對為低調的「滋賀」，

其實距離京都車站，僅需10分鐘的JR車程，

有15個台北市大的面積；日本最大的湖泊

「琵琶湖」也位於此地，還有日本街樹百選

第一名的「水杉林蔭道」等，美景可是細數不

盡，完全不輸京阪神，且更深入關西精隨。

關西最精華的旅遊去處—滋賀

近江鐵道的經營範圍，主要在滋賀縣東部，

深入旅遊地estination

↑近江鐵道的藍色車廂有紀念琵琶湖的意思
↓赴釀酒廠參觀見學

【高島市】 

台灣的日月潭也和琵琶湖開始

交流，對於促進兩地遊客來往很

有幫助。而由於現在很流行騎自

行車，琵琶湖旁甚至設立「捷安

特」的自行車出租店，吸引了更多

主題遊客，身為知事也會更

努力打造優質的觀光環境。

高島市不但富含歷史傳統、

文化底蘊，更充滿自然美景，

可說是日本美景的精華濃縮

地，例如琵琶湖擁有400萬年

的歷史，造就特殊的居民文

化，高島市民也特別珍惜與琵

琶湖的共生；而在過去幾次赴

台灣考察的經驗，也取經了台

灣豐富的飲食文化，尤其當初

為了吃鼎泰豐小籠包，不惜排隊很久，對他是特

別的體驗。

｜訪滋賀縣知事  三日月大造｜

｜訪高島市市長  福井正明｜

深入日本最中心滋賀縣
      比京都更亮眼的歷史精髓

滋賀縣

琵琶湖旁有捷安特出租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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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中華大學觀光學院院長張馨文、高島市長福井正明、東南旅行社產學文創執行長胡蕙霞

台灣旅行業者與高島市代表交流會

琵琶湖

擁有2.5個台北市面積大的琵琶湖，不但為日

本第一大湖，也是世界第3大的古老湖，約400萬

年歷史。很多人誤以為琵琶湖在京都，其實是在

滋賀，約占了滋賀全縣6分之1的面積，是滋賀最

具代表的景點。

牧野高原 水杉林蔭道

牧野高原以著名的「水杉林蔭道」聞名，不但

為日本紅葉百選第2名，還是日本街樹百選第

一。全長2.4公里的道路旁，林立了約500棵水杉

樹，四季風情各異，紅葉時節堪稱最美。（見左

頁左圖）

白鬚神社

白鬚神社擁有近

江最古老的歷史，馬

路的對面就是湖中

鳥居，傍晚時於此處

看日落最為迷人。

在滋賀食

好米、好水，自

然能釀造出好酒。

目前滋賀共有33

家釀酒廠，而釀酒最關鍵的要素是「水質」，滋賀

的水來自百年的山脈地下水，有得天獨厚的甘甜順

口，地理環境也種植出美味的「近江米」，加上四

季分明，冬天的寒冷氣溫，最適釀造好喝的清酒。

近江牛

日本3大和牛之

一〈神戶牛、松阪

牛、近江牛〉，在

江戶時代常出現

在將軍諸侯的餐桌上，後來因近江商人的推廣而

漸為知名。

滋賀

福井

京都

兵庫

奈良
大阪

琵琶湖在滋賀遊 高島市民與琵琶湖共生的特殊文化

擁有4條路線的近江鐵道，

全長59.5公里，集結了各地旅

遊景點精華。

●彥根‧多賀大社線

  〈彥根城、多賀大社〉

●湖東近江路線

  〈五個莊近江商人宅邸〉

●水口．蒲生野線

  〈近江日野商人館、水口城址〉

●萬葉Akane線〈太郎坊宮、八幡堀〉

近江鐵道4條路線搭配觀光

近江鐵道紀念車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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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機會。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院長張馨文，同時也是

關西觀光大使，她表示：滋賀歷史相當豐富，

從15世紀開始，織田信長等著名武將，都在

滋賀留下過戰績。

而擁有2.5個台北市大的琵琶湖，去年也協

助推廣200公里環湖騎自行車、邊賞櫻花的行

程，在台灣打響了知名度，讓過去少在海外推

廣的近江鐵道單位，開始向台灣宣傳當地旅

遊景點。

竹生島

是一座漂浮於琵琶湖上的小島，周長約2公里，為琵琶湖上的第2大島，又

稱「仙氣之島」，意指有水神居住，充滿神秘浪漫色彩，作為安全航行的守

護神，受到人們信仰。從長濱港搭船約30分鐘抵達。島上「寶嚴寺」內的「弁天神」，為祈求幸福的達摩，只

要將願望寫在紙上，放進小巧可愛的達摩內，就能奉納祈願。

【長濱市】 

【東近江市】 五個莊近江商人屋敷
五個莊是地名，並非真的指「五」個莊，而「屋敷」有豪宅的意思，這裡集

合了近江商人的舊宅院，這些商人古時來往京都、大阪經商，累積豐厚財

富，街道也保留了完整的舊時風情，在2015年被列為日本遺產。「外村宇兵

衛邸」是其中1間開放參觀的舊宅邸，屋內榻榻米即使已150年，依然保存

良好，宅院的石板路、水池、庭園等都裝飾的頗有趣味。

藤居本家、
川島酒造

琵琶湖為日本第一大湖，是滋賀的代表景點。

1日本第一大琵琶湖，加入自行車環湖行程：主題式旅遊愈來愈蓬勃，琵琶湖的環湖自

行車租借服務，2015年已開始試營運上路，環湖

一周有200公里，在春季開滿櫻花樹下的美景騎

行，早被列為關西地區車友的必騎行程！而台灣

的「捷安特」也於琵琶湖成立直營店，不只賣自

行車，還有出借服務及車衣裝備，已是滋賀縣力

推的重點主題旅遊。

2日本街樹百選冠軍—水杉林蔭道：位於高島市牧野高原的水杉林，全長2.4公里，一看就

令遊客難以忘懷，而且四季各有特色，什麼時節

來參觀都可以，此處紅葉也是日本百選第二，非

常有看頭。旁邊的牧野高原可享用特色冰淇淋

與購買農產品。

3喜歡日本鄉下，卻又厭倦了京都的旅客：台灣人對京都太熟悉，卻少認識隔壁的滋賀，

其實滋賀一點不亞於京都，喜歡古神社、著名

紅葉、歷史遺跡、戰國風雲的旅客，一定會愛上

「好鄰居」滋賀，少了過多觀光客的擁擠，滋賀

將開啟重新認識關西的窗。

滋賀交通時程

● 京都—滋賀：搭乘JR僅10分鐘，就可抵達

滋賀西部的「大津市」；開車約30分鐘。 

●大阪—滋賀：搭JR或開車約50分鐘

● 關西機場—滋賀：開車約1個半至2小時；

搭乘特急「HARUKA」到大津86分鐘

4湖中鳥居，日本絕少：神社鳥居日本一大堆，看來看去也不稀奇，但位於琵琶湖中的白鬚

神社水上鳥居，遺世孤立的神聖感。

日本除了東京箱根神社、廣島的宮島嚴島神社

外，幾乎很少能看到水上鳥居，特色十分鮮明，

加上離車站路程較遠，自由行交通相對不便，適

合團體排入參觀。

5體驗日本「最古老」的近江鐵道：120周年的近江鐵道公司，有隨著季節推出紅酒電車、

清酒電車、啤酒電車等特色電車之旅，多是季節

限定，也非常歡迎台灣業者聯繫合作。

旅行社必看！非排滋賀不可的5大理由：

滋賀牧野高原以著名的「水杉林蔭道」聞名

滋賀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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