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

SAVOR JAPAN
2022.ver

https://savorjp.info/

什麼是 SAVOR JAPAN

SAVOR JAPAN 認定地域

日本全國各處，皆有具地區特色的鄉土料理︒
十和田

SAVOR JAPAN以各地區特有的美食為中心，為大家介紹日本極富魅力的農山漁村︒
每一處SAVOR JAPAN地區，皆是通過嚴格的審查後，獲得農林水產大臣認定的區域，
截至2022年止，共有37個地區獲得認定︒
鶴岡

SAVOR JAPAN認定，旨在提高地區品牌力，並以訪日外國人為中心，

十勝

大館

一關‧平泉

透過日本的美食︑飲食文化體驗，增加與農山漁村交流的人口，
並且藉由促進農山漁村活性化和地區產品出口，來提高該地區所得︒
我們恭候大家的蒞臨︒

小濱

小松

十日町

白馬

此外，SAVOR JAPAN網站，還有介紹各認定地區形形色色的魅力︑

Sapporo

會津若松

前往該地區的交通方式︑SAVOR JAPAN的舉措等，歡迎上網瀏覽︒
( SAVOR JAPAN推進協議會：https://savorjp.info/ )
小諸

京都山城

山之內

佐久
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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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勝

來到這裡可以享受到使用 100% 十勝產小麥製成的芳香「十勝
麵包」，還有以十勝產葡萄釀造︑酸味恰到好處的「十勝葡萄
酒」，以及在涼爽綠色大地飼育的「十勝產牛」︑使用十勝產
紅豆製造的「甜點」等只有在十勝才能品味的當地魅力美食
︒

北海道

充滿小麥風味的十勝麵包

肉質絕佳的十勝牛

十勝的大自然在春夏秋冬各個季節都展現不同姿態︒春天時
草木萌芽，到了夏天農作物結實纍纍，秋天可以看到使用大
型農業機械收成的壯觀景象︒冬天的景色又別有特殊風情︒
被白雪覆蓋的冬季大地籠罩著 -25°
C 的凜冽空氣，並可以欣賞
冰稜或霧冰所呈現的夢幻世界︒

充滿十勝特色的悠閒景色

全世界少有︑起源於植物的濕原泉質「十勝 GARDEN SPA」
是可以穿著泳衣享受的溫泉︒尤其近年來與導遊一同造訪農
田學習飲食與農業相關知識，並當場品味現採新鮮蔬菜等的
「農田導覽行程」擁有很高的人氣︒此外還可以體驗製造乳酪
或生火腿︒

賦予十勝美味的富饒大地

在農業開拓區十勝盡享美食與美景！
十勝擁有北海道最廣大的農耕地 ( 約 3600 平方公里 )，

十勝 - 帶廣

夢幻的十勝晴空與霧冰風景

十勝

廣闊的平原圍繞著西邊的日高山脈及北邊的大雪山系等 2,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
在這裡可以感受到北海道特有的開闊︒
日本最長的日照時間與柔軟而富含養分的火山灰土壤，孕育出充滿魅力的農畜產品︒

療癒與美食的當天來回新去處

在十勝的田園野餐

國產天然乳酪大部分生產於十勝，以高脂鮮乳製成的香濃乳酪令遊客讚不絕口︒

十勝擁有許多魅力，為造訪者帶來多采多姿的樂趣︒您可以
在池田葡萄酒城堡品味十勝葡萄酒，也可以在十勝川溫泉放
鬆身心，或是透過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輓曳賽馬了解先人開拓
十勝的歷史並觀賞賽事︒十勝將提供您充滿特色而難以忘懷
的款待︒

「十勝濕原洗浸瑞克雷乳酪」是使用溫泉製

乳酪

以美人之湯聞名的濕原溫泉

世界獨一無二的輓曳賽馬

造的世界罕見乳酪︒使用十勝含起源於植物
的發酵精華溫泉水 ( 濕原溫泉 ) 洗浸獨特製
造方法讓乳酪特別鮮濃︒品味這種特別的乳
酪再搭配十勝產新鮮蔬菜，可以說是最高享

聯繫我們

受了︒
與十勝的蔬菜是最佳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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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勝觀光聯盟

URL : http://tokachibare.jp/

豐裕水土環境所孕育的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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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業在十和田火山的土壤上蓬勃發展︒在這裡也孕育著當地
特產「五花牛肉燒烤」所使用的肉品，例如利用循環農業的培
育的「十和田短角牛」
，其脂肪含量低，鮮味豐富，還有以大
蒜餵養的「奧入瀨大蒜豬」
︒在這塊土地上，有目前日本最大
的蒜頭產量︒

大蒜豬

收割蒜頭

大約在 20 萬年前開始活動的十和田火山經過反覆噴發成為破
火山口，由於海拔高，沒有流入的河流，因此形成了高度透
明的十和田湖︒
之後，十和田湖崩塌，形成了奧入瀨溪流︒綿延 14 公里的山
澗中有 14 條瀑布，棲息著約 300 種苔蘚︒

十和田

十和田湖

奧入瀨溪流

青森縣

在奧入瀨溪流帶著放大鏡散步在青苔之間，冬季時能觀賞到
壯觀的冰瀑，在十和田湖也有許多水上活動，也能在農家樂
享受農耕體驗和當地新鮮食材︒

如鏡的冬日十和田湖

享受十和田市奧入瀨的自然景觀和文化藝術，
品嚐當地靈魂美食「五花牛肉燒烤」是新常態
五花牛肉燒烤起源於一家由來自朝鮮半島的人經營的烤肉店︒

十和田

二戰後，當時在三澤美軍基地的美國人只食用牛肉瘦肉的部位，

Aomori
青苔步道散策

烤肉店店主則將不受美軍喜愛的充滿油脂的牛肉做成蒙風烤肉︒

冰瀑

後來，由於三澤大火，此烤肉店搬遷至十和田，
並在當地居民之間傳開，「五花牛肉燒烤」就此成為當地的特色︒
從國家公園裡的十和田湖，以及因龍神傳說和算命而聞名的
十和田神社出發，一路散步到奧入瀨溪流︒如果下到市中心，
還能欣賞到街道兩旁的當代藝術︒何不在擁有豐富溫泉的十
和田町度過悠閒時光呢︖在鮮綠色的季節裡，也建議騎乘
e-bike 四處繞繞︒

「五花牛肉燒烤」是將五花牛肉與大量洋蔥

五花牛肉燒烤

十和田神社

e-bike

浸入甜辣醬油醬汁中，再放置於鐵板上燒烤
而成，與一般的燒肉略有不同︒

聯繫我們
五花牛肉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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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十和田奧入瀨觀光機構

URL : https://www.towada.travel/zhtw/index

五花牛肉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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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平泉

一關‧平泉的麻糬料理歷史起源於藩政時代，經過獨特的進
化後，現在總共有超過 300 種的食譜︒除了紅豆口味︑核桃口
味︑辣味等當地傳統麻糬料理外，還有披薩麻糬︑高麗菜捲
麻糬︑麻糬春捲︑麻糬百匯等，您可以依自己喜好嘗試各種
麻糬料理︒

岩手縣

各式各樣的麻糬料理

這裡的景點除了「中尊寺」和「毛越寺」外，還有至今仍保
留往昔純樸農村風光的「骨寺村莊園遺跡」︑高達 100 公尺斷
崖連綿不絕的溪谷，同時也是日本百景之一的名勝「猊鼻溪」，
以及河川侵蝕後打造出磅礡景色的天然紀念物「嚴美溪」等
許多讓遊客為之著迷的景點︒

日本百景之一「猊鼻溪」

天然紀念物「嚴美溪」

在一關‧平泉，您可以品嘗特別的「麻糬本膳」，或是體驗配
合當地古老的搗麻糬之歌「搗麻糬」︒此外在館森 ARK 牧場
及骨寺村莊園遺蹟還能一邊與當地居民互動，同時嘗試各種
農場體驗︒體驗內容種類繁多，讓您盡享當地魅力︒

骨寺村荘園遺跡

日本的麻糬文化與黃金國度的原始風景
在距今約 400 年前的藩 ( 諸侯 ) 政時代，
伊達藩推廣每個月以麻糬祭拜神明祈求平安消災的習俗，而這也是「麻糬文化」的起源︒
時至今日，這一帶仍保留著在婚喪喜慶︑

一關‧平泉

正月等人生大事或季節轉換時特別搗米做麻糬食用的習俗︒

仙台

麻糬本膳體驗

農業體驗

其中又以「麻糬本膳」為最高等級的宴客料理︒
一關‧平泉也是日本少數至今仍可以體驗傳統麻糬食儀式的地區︒
除了世界文化遺產「中尊寺」與「毛越寺」外，在往昔曾是
中尊寺莊園的「骨寺莊園遺蹟」還能一邊欣賞農村風光，一
邊體驗農業︒在品嘗過宴客料理「麻糬本膳」後可以乘船順
著名勝猊鼻溪而下，並住宿於傳統的古老民宅，享受這個地
區特有的療癒住宿體驗，相信會成為一段令您難忘的時光︒

麻糬本膳

武家文化注重禮儀，也因此產生了「麻糬本
膳」︒仙台藩祖伊達政宗採用的喜慶膳食基

骨寺村莊園遺蹟

本上為七菜三湯的形式，是在婚喪喜慶等正
式場合提供的最高等級宴客料理︒您一定要
嘗嘗看這種由江戶時代起代代相傳的當地特

聯繫我們

有傳統膳食︒
搗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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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世界遺產平泉・一關 DMO

URL : https://hiraizumi-dmo.jp/

麻糬本膳

SAVOR JAPAN

09

石卷

有地理標示標章的「河北芹菜」有著 300 年的歷史，其清脆的
口感，常被使在雜煮或是冬天名物「石卷牡蠣芹菜鍋」裡︒
該地區以擁有日本最高的穴子（星鰻）捕撈量而自豪，其大
小和脂肪都非常出色，常和優質 “ササニシキ” 米製成壽司或
是丼飯︒

宮城縣

石卷芹菜鍋

壽司

「石卷南濱海嘯復興祈禱公園」被興建在這個受東日本大地震
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作為追悼和祭祀的場所，以及向後人傳
遞當時地震的紀錄和教訓的地方，有許多人因此前來參觀︒
整個島嶼被認為是黃金山神社的神區，「金華山」是許多鹿的
家園，在這裡鹿被視為眾神的使者︒也有由於島上生息著很多
的貓所以又稱為「貓島」的「田代島」︒

石卷南濱海嘯復興祈禱公園

田代島的貓

在正在恢復活力和生機的海灘上，可以通過漁業體驗與生活
在這的居民互動︒
此外，還可以在三陸復興國立公園裡擁有豐富自然的「種差
海岸步道」和「宮城偶來」等健行步道享受徒步旅行，也可
以租借單車︑e-bike 等增加樂趣︒

金華山

嚐遍世界三大漁場的石卷黃金路線
拜訪三陸的海鮮特產 “海鞘雜煮” 和 “金運”
石卷地區位於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擁有豐富的各種海洋資源︒
其中，因其形狀而被稱為「海鳳梨」的「海鞘」，只能在北海道和三陸沿海地區捕獲，
其特點是味道獨特，就像在品嚐大海本身一樣︒

Sendai

石卷

漁業體驗

單車旅行

它被稱為東北地區的美味，也是海外受歡迎的食材︒

石卷地區，距離仙台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在這裡有東奧三大
靈場「金華山」，據說只要連續參拜 3 年，便能一輩子不為錢
財煩惱︔也有稱作貓島的「田代島」以及迷人的自然環境和
該地區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在這裡可以跳島旅遊，體驗每個
島嶼的魅力︒

海鞘雜煮

關於海鞘雜煮，是將海鞘用鹽醃製並將其烘

金華山的鹿

離島航線

烤乾燥，再用其熬出高湯，接著加入烤麻糬︑
海鞘和其他當地的海產物和蔬菜︑魚板及芹
菜和鮭魚卵︒在當地，這道佳餚在新年期間
常出現在飯桌上︒

聯繫我們
海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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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石卷圈觀光推進機構

URL : https://www.umimachi-sanpo.com/

海鞘雜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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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然紀念物比內雞交配︑且飼育時間是養一般肉雞的 3 倍
以上的「比內地雞」︑以及有田裡的魚子醬之稱的「地膚子」︑
還有充分利用比內地雞堆肥栽種的富含營養的「毛豆」等，
都是只有在此地區才能品嘗到的食材︒

比內地雞親子丼

秋天盛產的毛豆

除了被指定為日本花卉百大名山的日本三大冰樹之一「森吉
山」外，還可在因火山活動而產生的火山口湖「十和田湖」
欣賞新綠與紅葉之美，此外還有透過奔馳於充滿讓人懷念的
日本鄉村風景群山中的「秋田內陸線」的車窗看到的美景，
在這裡隨時可感受到四季交替中的自然之美︒

大館

秋田內陸線

森吉山

秋田縣
在此可進行與農家媽媽們一起動手的「烤米棒製作體驗」，或
稻米及當季水果採收體驗等︒如果住在農家民宿，更可藉著
跟農家媽媽們進行交流的機會，體會當地飲食文化以及農村
魅力︒

農家的媽媽們所製作的烤米棒

體驗秋田傳統料理「烤米棒」
的誕生故事與農家媽媽們的熱情款待！
全國知名稻米生產地「秋田」的傳統料理「烤米棒」︒

大館能代

過去以狩獵維生的獵人「Matagi」進入與外界隔絕的山林裡，

大館
與農家的媽媽們做交流

將搗碎的米飯與野鳥一起放進鍋中烹煮食用︒據說這是烤米棒的起源︒

只有農村才有的採收體驗

作為一家團圓時以及招待賓客時的料理，具有代代相傳下來的歷史性，
同時更毫無疑問是代表各家庭的「媽媽的味道」︒
您是否想要一邊與「烤米棒」發祥的歷史進行交流 · 體驗，
一邊旅程呢︖可住宿於農家民宿中，體驗「製作烤米棒」及
農業，並且透過「與獵人一起爬山」來接觸「烤米棒」的起源︒
此外想要了解「獵人文化」的話，也推薦您一起了解曾作為
獵犬而活躍的「秋田犬」︒

將肥沃的大館盆地所孕育的大米煮成的飯碾

烤米棒

可住宿於農家民宿中進行農家體驗

可愛的秋田犬

碎後捲在秋田杉木棒上再以炭火烤過，並沾
上以大豆和大米所製成的味噌來食用的「味
噌烤米棒」︔以及以日本三大美味雞肉聞名
的比內地雞骨架熬出的湯頭裡，加入比內地

聯繫我們

雞肉以及當地生產的蔬菜烹煮而成的「烤米
棒火鍋」，都可以在此品嘗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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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的傳統料理烤米棒

一般社團法人秋田犬旅遊

URL : https://visitakita.com/tc/

烤米棒火鍋

SAVOR JAPAN

13

鶴岡特產的「老爹毛豆」擁有獨特香氣與鮮甜，被譽為是日
本最美味的毛豆︒再加上溫海蕪菁等以傳統燒田農法種植的
地方作物，以及加入當季食材的鄉土味噌湯品︑美味的白米︑
芳醇的日本酒等…鶴岡擁有許多簡單卻滋味迷人的美食︒

毛豆之王老爹毛豆

春季的鄉土料理「孟宗湯」

有著整排樹齡超過 350 年的杉木與一級級石階的表參道，以及
可以看到莊嚴的國寶五重塔的杉樹道乃不愧獲得米其林綠色指
南日本篇三星評價的美景︒此外以月山和鳥海山為背景的大片
庄內平野所呈現的壯闊田園風光︑庄內海岸的黃昏落日︑
「日
本知名賞櫻景點百選」之一的鶴岡公園都是不可錯過的名勝︒

鶴岡

山伏與國寶五重塔

庄內海岸的夕陽

山形縣
來到這裡可以參加在出羽三山修行的山伏修驗道︑精進料理︑
坐禪等日本的精神文化體驗，或是被稱為「有生命的文化財」
的地方作物與新鮮水果收成體驗︑手打蕎麥麵等料理體驗，
還有傳承於城下町的彩繪蠟燭製作體驗︑據說是日本最古老
織物的椴織體驗︑乘坐漁船遊日本海等多采多姿的豐富節目︒

聖山月山和羽黑的大鳥居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
網絡的美食之都體驗美食與風土
鶴岡市圍繞著高山︑平原︑河川與大海，四季都擁有豐富的大自然恩賜︒
這裡有包括老爹毛豆與溫海蕪菁等 60 種地方品種，

鶴岡

傳承了被譽為「有生命的文化財」的優良品種︒

仙台

採櫻桃

乘漁船遊覽

此外這個地區至今仍延續著與出羽三山的修驗道︑
黑川能等精神文化息息相關的獨特飲食文化與家庭的節日料理︑鄉土料理︒
歡迎您來遊覽體現了現在︑過去︑未來的出羽三山，並造訪
地方作物產地︑參觀水母展示種類為全世界最多的加茂水族
館與城下町，感受鶴岡的山巒︑鄉村︑大海所擁有的大自然
與歷史︒最後住宿於溫泉旅館，體驗代代相傳的飲食文化，
相信必定是一趟療癒身心的重生之旅︒

出羽三山的精進料理

「出羽三山的精進料理」是古代修驗者們在月山等深山中修行

溫海溫泉

水母展示種類為全世界最多的加茂水族館

時「為了存活而吃的飲食」，世代相傳至今︒採用完全摒除肉
類和魚類，只使用在山麓摘採的當季山菜或菇類等植物性食
材的傳統烹調手法︒在享用時對大自然懷抱感恩之心，必能
使身心都更加清明︒

聯繫我們

鶴岡食文化創造都市推進協議會

URL : https://tsuruokagastronomy.com/

出羽三山的精進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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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原本是武士們野戰料理的「田樂」，及使用了木製容器的
「圓筒飯」，以及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釀酒鋪等，被群山環繞
的會津盆地在「農產品」與「飲食」上特別受到上天之眷顧︒
敬請前來品嘗活用食材之自然原味的美味餐點︒

充滿純樸風味的田樂

將白飯與菜餚蒸煮而成的圓筒飯

除了以磐梯山與飯豐連峰為背景的悠閒田園風景之外，同時
還有會津武家屋敷等︑讓人遙想起江戶時代風景的會津若松
市︒由市之象徵－鶴之城之展望層可將會津盆地與城下町盡
收眼裡，隨著季節變化展現出不同的大自然樣貌︒

會津若松

春天的鶴之城

會津武家屋敷

福島縣
春天有蘆筍︑夏天有番茄︑秋天有稻米與美酒，冬天有會津
地雞︒每個季節都具備了多采多姿的豐盛菜單，可與鄉土料
理一起，品嘗到當地值得推薦的當季料理︒此外會津漆器等
傳統工藝體驗︑以及農產體驗等活動也很充實︒

遼闊的悠閒田園風景

於武士城市品嘗傳統宴客美食 Gottuo
※Gottuo：會津地方的方言，特指招待貴客的料理︒

作為東北地區的要塞，自古以來就是由知名武將所統治的會津地區︒
四周被群山環繞，有豬苗代湖以及磐梯山等豐富大自然優良條件的會津，
現在也還存有讓人懷念的日本鄉土風景以及城下町︒

仙台

雪下高麗菜之收穫體驗

以優質原料所釀造的日本酒

會津若松

與當地保有密切關係的會津美食與會津清酒，
與四季變化豐富的大自然一起孕育了獨特的飲食文化︒

於武士城市之象徵・鶴之城與城下町中漫步，在過去支持會
津藩的農村風景區域，體驗採摘水果或是逛農產直銷所︔也
可在農田與水域延展開的豬苗代湖周邊的壯闊的大自然包圍
中，一掃疲憊︒此外如果於市內的溫泉地區住宿，也可以體
會短期停留的觀光樂趣︒

煮菜 (Kozuyu）

據傳是起源自參勤交代 ( 各藩大名需至江戶值勤之制度 ) 時的

雄偉的磐梯山

歷史悠久的東山溫泉鄉

料理，現在則是在「喜慶之日」不可或缺的鄉土料理︒湯頭
中使用了干貝柱等乾貨，是想要了解會津飲食時的重要料理︒
食用時使用的是屬於傳統工藝品的會津漆器，可說是也能品
嘗到會津傳統的一道料理︒

聯繫我們

會津若松觀光局

URL : http://samurai-city.jp/zh/

「喜慶之日」不可或缺的會津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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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原

煮熟的米飯有著圓潤的香氣，咀嚼時散佈在嘴裡的甜味，令
人容易上癮︒另外，製造好酒不可欠缺的即是美味的米和水︒
在這裡有關東地區產量最高的優質稻米，以及被那須山脈的
天然過濾裝置打磨而成的富含鮮味的伏流水，滋養了當地的
清酒，味道及其溫和︒在全國清酒比賽中贏得了無數獎項︒

栃木縣

樸素、懷舊的鄉村的溫暖味道

以那須山脈的伏流水製成的地酒

在寧靜悠閒的田園鄉村和大自然中，感受著時光流逝的村莊
集落的風景︒深吸一口氣，會感覺到土壤和綠色的香氣，而懷
舊的風景洗淨心靈，令人著迷︒另外，在夏季時，用傳統捕
漁法「魚梁」捕捉香魚，隨著海面噴濺起的白色水花，以及
吹來的海風，感受夏天的風景︒近距離觀賞那珂川的清流，
一邊品嚐香魚料理，顯得格外有味道︒

感受到寧靜田園風光的里山景色

在全國漁獲量屈指可數的那珂川清流裡體驗用
魚梁捕捉香魚

初夏的風景之一就是全身泥濘的插著秧，或是採收金黃稻米
的體驗也非常寶貴︒此外，採收蔬菜和水果等農業體驗也很
受歡迎︒在這裡的旅行會透過與農民的心與心的交流感受到
第二個「故鄉」︒另外，也提供了可容納 200 位學生的教育旅行︒

夕陽下的田園風光

在農家民宿體驗無可取代的交流和享受道地鄉村美食
位於栃木縣北部的大田原市，自古以來稻米產量即是非常多，
一直充當著糧倉的重要角色︒
目前在關東地區，栃木縣有著最大的水稻產量，
蔬菜和水果的農業生產也非常豐富︑出色︒

全身沾滿泥巴的插秧體驗

金色的稻穗波浪

大田原
羽田

太田原市位於栃木縣北部，距東京搭乘新幹線約 70 分鐘路程︒
可以當日來回，自在的體驗日本的原始風光和鄉村的農產業︒
此外，過農家民宿與當地農民進行的交流，留下不可替代的
回憶︒在這裡可以品嚐到大田原特產 A5 級黑毛與一和牛，也
可以購買由米和麴所製成的甘酒當作伴手禮︒

卷纖湯

利用大田原出產的農作物，並以醬油和味噌調味為主的湯品︒

凝聚鮮味和優良品質的與一和牛

用米和麴製作而成營養滿分的甘酒

自古以來在各個家庭都極受歡迎的鄉土料理︒製作卷纖湯時
完全不使用肉類，僅以蔬菜熬煮而成，在禁止殺生的節日期間，
用大量蔬菜和蘑菇製成的卷纖湯顯自古便是貴重的食物︒

聯繫我們

株式會社 大田原觀光

URL : http://ohtawaragt.co.jp/

大田原的鄉土料理大量加入了當地引以為傲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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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父
埼玉縣

偏遠荒原的野外美食

秩父夜祭時絢爛的燈籠及煙火

秩父被譽為東京後花園，擁有源自山泉水的傳統美食

法式吐司搭配新鮮楓糖漿

秩父夜祭已於 2016 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列為無形文化遺產︒
每年 12 月盛大舉行的秩父夜祭是為了祭祀一年
只能相逢一次的兩位神祉，分別是秩父神社內
的女神 ( 妙見菩薩又被稱為北極星神或養蠶守
護神 ) 及武甲山神 ( 掌管水源的龍神 )︒當地居
民們透過慶典感謝今年農作豐收，並將豐收之
水回饋給武甲山︒
當地另一個深受歡迎的景點是壯闊的雲海，欣
賞雲海的同時還能近距離眺望市區風景︒每年
有越來越多的遊客前來欣賞雲海，當然也有不
少觀光客是來這裡拍攝美麗的雲海照片，用來
貼在社群網絡上分享給朋友︒

秩父夜祭期間的大型花車遊行及表演

除了酒類飲品之外，秩父地區周邊山區還有不
少當地特產︒
由於當地野鹿及山豬大量繁殖，不僅破壞山林
也造成其他野生動物棲息地縮減，因此當地政
府便開始推廣狩獵及品嘗野味美食︒各機構推
出不少富有特色的野地遊戲用以吸引觀光客︒
此外，近年來大量種植楓樹的傾向也成為秩父
的美食特色之一︒當地的氣候和地形特別適合
種植楓樹，於是糖業製造商便在山坡上種植楓
樹，使用樹液製作成楓糖漿︒秩父地區希望能
透過種植楓樹同時達到保護森林及振興產業兩
大目的︒

壟罩於市區上方的雲海

豐富的自然山泉流經秩父地區的山谷︒
純淨的泉水再加上山間盆地獨特的溫暖氣候使得秩父成為食品及飲品製造的絕佳據點︒
秩父隨處都是果園︑葡萄園及啤酒廠，當地居民也充分利用當地特色銷售葡萄酒︑日本酒︑威士忌或刨冰︒
遊覽秩父地區時，不要忘記泉水是當地的觀光重點︒
除了多處溫泉之外，由山谷低空雲系構成的「雲海」景觀，

秩父

及著名的河岸岩層長瀞岩疊等都是著名的觀光景點︒

秩父市區內的連鎖餐廳很少，大部分都是小型
的私營食堂，每間食堂都有自己獨特的特色︒
由於秩父盛產酒類，因此不難想見當地酒吧的
氣氛非常活絡︒喜歡威士忌的旅客可以在這裡
品嘗當地釀酒廠製造的全系列酒精飲品，還有

羽田

此外，被譽為日本三大花車遊行祭典之一的秩父夜祭也是為了感謝水源而舉辦的慶典︒

來自世界各地的精選威士忌︒

威士忌

日本全國各地很少有單一地區可以生產多種酒類，而秩父就是其中之一，該
地生產日本酒︑啤酒︑燒酎 ( 由薯類或米蒸餾而成的酒 )︑葡萄酒及威士忌︒

搭配出高雅口感的威士忌與羊羹，
譜出彼此交融的美食協奏曲

秩父地區對當地產品極為自豪，因此還有法

在舒適的環境內盡情品嘗威士忌

令規定任何聚會的第一杯敬酒都必須使用秩
父產飲品︒純淨的山泉水有利於製作頂級威
士忌，因此才造就了聞名世界的一郎威士忌︒
秩父產威士忌每年連續取得無數獎項，而正

聯繫我們

是秩父當地山泉水所帶來的自然恩惠︒
純淨的山泉水

20

SAVOR JAPAN

秩父地區 Omotenashi 觀光公司

URL : https://chichibu-omotenashi.com/tw/

肥土一郎開創的四款舉世聞名的蒸餾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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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町

豪雪及清澈的雪水孕育出的山菜以及魚沼越光米等農作物︒
不只於產季時品嘗，並且製成保存食品來食用，是本地自古
以來流傳下來的飲食文化︒如果能夠跟著當地產酒一起享用，
應該就能夠理解自古以來人們繼續居住於此地的理由︒

新潟縣

當地產的食材與當地產酒的絕佳組合

也可製成保存食品的山菜

以獲選為「去世之前應該去日本的 30 個理由」第一名的「星
峠梯田」為代表，於山村風景中展示當代藝術作品的大地藝
術祭︒山村整體都變身為美術館，可將 200 件以上的現代藝術
品當成路標，享受日本的鄉村風景︒

草間彌生「花咲ける妻有」
© Osamu nakamura

每 3 年舉辦一次的大地藝術祭

儀明梯田

十日町市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和服綜合產地︒以每年舉辦的和

星峠梯田的雪景

服祭為首，可藉著參觀工廠進行染・繪・織的體驗，接觸和
服文化︒此外還可於古老民家住宿︑玩雪︒若還能泡湯並且
讓當地食材與當地產酒滿足您的味蕾，想必一定可以在此度
過一段難忘的時光吧︒

豪雪所編織成的美食與美景之極致－雪國十日町
每年在山區會有３〜4 公尺︑在市區也會有２公尺左右的積雪，
一年中有一半的時間都被雪所覆蓋的世界第一豪雪地區・十日町市︒

以日本最古老之國寶 - 火焰型土器為象徵的美麗山村文化，起源可追溯至 5 千多年前︒
在此可一邊探索自古以來孕育而出的山村文化歷史，

在雪洞中體驗雪國

新潟

一邊品嘗到豪雪地區獨特的鄉土飲食︒

和服一大產地十日町市

十日町

在十日町市博物館中，不但可欣賞日本最古老國寶－火焰型
土器，還可聽著多國語言語音導覽了解豪雪地區的歷史與文
化︒這裡的梯田被列入「日本的鄉土 100 選」︒在日本三大藥
湯之一的松之山溫泉，可吃到使用了當地食材以及梯田米製
成的鄉土料理等，體會有著優良傳統的日本山村以及豪雪所
編織成的極致之美︒

片木蕎麥麵

攝影 ： 小川忠博

融雪的同時就開始為下一個冬天進行食材的儲藏，而一開始

國寶·火焰型土器

松之山溫泉

雪見湯

下雪就開始進行紡織，在這種豪雪生活中孕育出了片木蕎麥
麵︒其獨特的Ｑ彈口感，是因為將作為線的糨糊而使用的海
藻揉進了麵糰裡︒而盛裝於特製的容器「片木」中，則是象
徵成束的蠶絲︑以及布的紋理等和服之美︒

聯繫我們

十日町市食與農之風景勝地推進委員會（十日町市觀光協會）

URL : https://tokamachishikankou.jp/tw/

有著獨特口感的片木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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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

作為「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因受到農民之統治而孕育而出了
報恩講料理，並釀造出了具纖細溫和甜味的日本酒︒還有特
徵為使用細軟之麵︑並使用魚乾熬出湯頭的當地美食「小松
烏龍麵」等，都是拜訪小松市時不得不品嘗的一品︒

石川縣

報恩講料理

有溫和甜味的日本酒

擁有 48 種青苔的日本青苔名勝「日用苔之里」︒被美麗杉樹
林包圍︑生長著青苔的庭園︑神社︑古老民家等，美麗的山
村聚落分布於山間︒此外將迎接開創 1300 周年的那谷寺，則
有奇岩遊仙境等︑展現出由大自然所創造出的岩石造型之美
的獨特景觀︒

日用苔之里

那谷寺之奇岩遊仙境

在「加賀 傳統工藝村 湯之國之森」中，可進行輪島塗彩體驗
以及九谷燒體驗等︑共計 50 種以上之傳統工藝體驗︒在由古
老民家改建而成的「TAKIGAHARA HOUSE」，則可在美麗大
自然的包圍之下進行農業體驗，並於併設的咖啡店中享用使
用了剛採收的當季蔬菜製作的料理︒

透過田園風景與木場潟眺望靈峰白山

在「以農民為主的國家」體驗饗宴料理與風土
小松市位於石川縣之西南部︑加賀平野之中央位置，自古以來就作為加賀地方之中心地而繁盛，
四周被靈峰白山與日本海包圍，是有著豐富大自然與文化的地區︒
因曾有長達一世紀是由農民所統治而孕育而出的報恩講料理，
以及作為上層町眾文化而普及的茶文化與懷石料理，

TAKIGAHARA HOUSE

都作為小松的飲食文化一直被傳承至今︒

小松

小松

加賀 傳統工藝村 湯之國之森

此外，可以體驗代表上層眾町文化的「曳山孩童歌舞伎」之
歌舞伎化妝，並且於歷史悠久的料亭品嘗茶懷石︒此外還可
參觀酒窖︑進行品酒體驗，或於茶室中進行茶道體驗，能夠
參觀小松市充滿魅力的景點，您的旅行一定可以成為一趟親
身體會上層町眾文化之旅吧︒

歌舞伎化妝體驗

懷石料理

參觀酒窖體驗品酒

作為上層町眾文化而普及的茶文化與懷石料理︒當地承續了
製作器具之血脈，現在則藉由小松的飲食文化傳承了下來︒
精緻而纖細的口味為其最大特徵，盛裝於九谷燒食器中的小
松料理，可被視為藝術作品︒

聯繫我們

小松觀光物產聯合網

URL : http://komatsuguide.jp/index.php/top/index/cn/

作為上層町眾文化而普及的懷石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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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濱

除了新鮮的海產之外，據說是壽司起源的「鯖魚熟壽司」︑小
濱與京都祭典上不可或缺的「鯖壽司」︑以及將小鯛魚以醋和
鹽浸泡過後疊放入杉木桶製成的「若狹小濱小鯛笹漬」︑還有
魚肉和魚鱗都很柔軟的高級魚「甘鯛的若狹燒」等，可以品
嘗到使用了可將若狹灣海產原味保存下來之料理方法的各種
佳餚︒

福井縣

一年四季皆豐富的新鮮海產

鯖壽司

綿延於若狹灣上長達 6 公里的斷崖之美，以及奇岩・洞穴入
口的「蘇洞門」，被美國 CNN 頻道選為日本最美麗的地方之一︒
此外，在被海洋與山地環抱的土地－－「田烏梯田」則可欣賞
到日本的鄉土風景︒若往海岸方向前進，將會有更多充滿變
化的景色在等著您︒

田烏梯田

蘇洞門

採收裙帶菜或回收章魚漁網等「漁夫體驗」
︑以及釣鯛魚・殺魚・
食用的「品嘗生命體驗」
︑製作自己專用筷子的「磨筷子體驗」
︑
自己烹煮鄉土料理的「料理體驗」等，能夠體會若狹灣之豐富
特產︑以及體會漁村聚落生活的各種體驗也非常充實︒

擁有豐富自然環境的小濱市

御食國若狹小濱
～連接到京都的食之道路「鯖街道」從這裡開始～
過去曾是向朝廷進貢鹽巴與海產的「御食國」之一的若狹小濱︒
在山林農田河川海洋全部具備的豐富大自然中孕育而出的食材，

海上獨木舟體驗

全都透過被稱為「鯖街道」的道路被運往京都，打造出了京都之飲食文化︒
現在的人們也藉著將食材鮮美運送的加工技巧，
以及懷著對賜予食材的大自然的感謝，繼續在此生活︒

回收章魚漁網的漁夫體驗

小濱
關西國際

被稱為「有海的奈良」的若狹小濱︒在此可與國寶級的寺廟
與神社相遇︒留有濃厚京都文化色彩的三丁町一角，還有可
跟藝妓玩的「座敷遊戲」︒此外也推薦您在御食國若狹小濱食
文化館內，藉著日本飲食文化之展示進行學習，或於併設之
廚房中進行真正的料理體驗︒

醃漬鯖魚（Heshiko）

將鯖魚於鹽巴與米糠中存放一年左右︑使其

若狹姬神社

跟藝妓一起玩的座敷遊戲

發酵而製成的「醃漬鯖魚」︒這是為了將大
量捕獲的鯖魚製作成保存食品︒與生的鯖魚
相比，美味成分麩胺酸增加了 7 倍之多，充
滿了獨特的美味與豐富的滋味︒有了這道菜

聯繫我們

一定可以吃下好幾碗白飯，是這個地區獨特
的鄉土食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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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飯的醃漬鯖魚

若狹小濱觀光協會

URL : https://en.wakasa-obama.jp/

一經燒烤就散發出魚的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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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諸

因著小諸的自然環境孕育出優良的「釀造食文化」︒淺間山的
伏流所培育的信州味噌，在全日本極為有名︒至今，創業超
過 300 年的味噌老舖也是遵循著傳統製作︒另外，葡萄酒所使
用的葡萄的栽培及釀造也非常盛行，因為品質高，被提供在
在許多國際會議上作為日本代表︒

長野縣

歷史感豐富的信州味噌

在海拔高度 700m 至 950m 生長的
釀酒用葡萄

可以眺望淺間山雄偉的姿態，也可以一覽水稻梯田及蕎麥田
等美麗的農業景觀︒在小諸懷古園，佈滿青苔的石垣與櫻花
或是楓葉成了美妙的對比︒此外，這座城市還保留著良好的
舊建築︒在社交軟體分享這些四季美景，讓整個畫面都生動
起來︒

小諸城址懷古園與櫻花

從肌膚感受到歷史的脇本陣旅館

在江戶時代末期所建造的古民家裡也能體驗到如何製作蕎麥
麵︒在古老的日式建築裡除了能感受到歷史的味道以外，午
餐還能一邊品嚐自己製作的蕎麥麵︒另外，也能學習味噌的
製作，以及參觀釀酒廠等等，透過這些體驗來學習「釀造的
食文化」︒

活火山 淺間山

鮮豔的四季・蕎麥麵和釀造的食文化-信州小諸
在江戶時代初期，仙石秀久把一直以來的蕎麥餅變化成蕎麥麵，
並提供給當地居民，成為小諸蕎麥麵歷史的開端︒
仙石秀久的好客精神也在當時的居民身上傳開︒
到現今，信州小諸依然傳承這個文化，

製作味噌體驗

蕎麥麵與熱情好客︑歷史及四季在這脫穎而出︒

參觀、品嚐世界一流的釀酒廠

小諸
羽田

漫步在布引觀音的路上的小路，在那裡的山丘能遠眺淺間山，
在高峰高原的雲霧中的野上溫泉裡輕鬆自在地療愈自己，並
品嚐道地美食和飯糰︒在冬季的高峰高原，在導覽的引領下享
受雪鞋體驗等，您可以在五種感官下享受小諸四個季節的樂
趣︒

Onikake 蕎麥麵

在小諸，除了蕎麥冷麵這個經典吃法外，還

高峰高原

布引觀音和淺間山

有「Onikake」蕎麥麵，一種特別的品嚐方式︒
利用小諸的各樣蔬菜及在山間取得的山菜等
擁有許多配料的湯頭，搭配著蕎麥麵一同食
用︒通常在晴天的日子享用︒

聯繫我們
蕎麥田佈滿淺間山的大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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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諸觀光局

URL : https://komoro-tour.jp/

小諸的鄉土料理「Onikake 蕎麥麵」

SAVOR JAPAN

29

白馬

除了蕎麥麵之外，惠胡海藻也是白馬村當地另一項著名
的美食特產︒將採集自日本海沿岸的海藻曬乾後保存，
製作前放入水中煮沸使海藻膨脹，等表面呈現光滑狀態
後，倒入模具內冷卻定型︒海藻內含豐富的明膠成分，
因此過不久便會自然凝固，待其冷
卻後再切片並淋上味噌就完成了最
天然的當地美食︒白馬蕎麥鹹派是
最近新興的另一道美食︒以當地蕎
麥麵粉製作成的薄派皮上可以放上
各種食材，並作成不同口味的白馬
蕎麥鹹派︒

長野縣

惠胡海藻凍佐味噌

以白馬蕎麥粉製作成的蕎麥鹹派

白馬鹹派主廚專注地將麵糊
鋪在煎板上製作成薄餅皮

白馬連峰的主要景點為白馬三山，即白馬岳︑
杓子岳及白馬鑓岳，海拔高度分別為 2,933 公
尺︑2,820 公尺及 2,909 公尺，這三座高山是白
馬村地區最引以為傲的天然美景︒貫穿白馬村
的姬川源自白馬岳山頂︒旅客還能走上大出吊
橋橫跨姬川，並遠眺茅草屋頂的當地住宅︒白
馬村隨著四季更迭而呈現出不同美景，浪漫的
春季奇景尤其令人震撼，四周的壯麗山景環繞
著盛開的櫻花，宛如世外桃源︒
映照在八方湖上的夏季白馬風景

在令人讚嘆的山景中享受美食及農耕樂趣

從山坡上遠眺白馬三山美景

白馬村的大出吊橋及茅草屋舍

白馬村是擁有迎賓傳統的古老村莊︒
古時原是千國國道沿路的休憩站，專門為往來信濃山區及日本海的旅客提供糧食及住宿︒
由於白馬村位處高海拔山區，氣候寒冷，
因此傳統的白馬村美食特別強調冬季時可以抵抗嚴寒的食物保存方式︒
發酵及各種食物保存方法至今已傳承了數個世代，是當地美食的重要特色︒
這些特殊飲食方式也進而成為當地居民維持健康長壽的獨特秘方︒

蕎麥麵

松本

1998 年冬季奧運的舉辦地點就在白馬村，因此
這裡也被譽為世界最棒的冬季運動地點之一︒
山谷內有兩百多條角度及視野極佳的滑雪道及
滑板雪地，滑雪時能一邊欣賞周邊的白馬三山
壯景︒除了冬季戶外運動之外，夏季時期前來
觀光的旅客可以體驗滑翔傘運動︑姬川溯溪或
沿著冰雪覆蓋的白馬大雪溪山谷攀登至白馬岳
頂峰︒白馬村周邊有各種文化體驗活動，包括
當地居民親自教導的蕎麥麵製作課程︑水稻插
秧體驗或採菇蔦體驗︒

白馬

沿著冰雪覆蓋的白馬大雪溪山谷健行

姬川溯溪運動

白馬村標高 700 公尺，高海拔地區獨特的寒冷氣候，再加上

冷冽清澈的溪流泉水使得當地種植的蕎麥具有豐富的口感與
風味，也使得「白馬蕎麥麵」獲得盛名︒蕎麥麵的麵皮採用
不同地區生產的蕎麥麵粉製作為各地特產，每年秋季都會舉
辦蕎麥麵節︒市區內有許多間蕎麥麵餐廳，顧客可品嘗冷麵

聯繫我們

或熱湯麵︒白馬村當地居民深信當地冬季冷冽的空氣會使蕎
麥的美味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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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村觀光局

URL : http://hakubavalley.jp/index_english.html

現做的蕎麥麵搭配上天婦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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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內

「須賀川蕎麥麵」是一種傳統美食，使用 100％的當地的麵粉
和山菜 Oyamabokuchi（山牛蒡）的葉子製作，具有非常彈性
的口感︒另外，在飼料裡添加蘋果餵養的「信州牛」，是口感
柔軟︑持有特殊香氣的霜降牛肉︒當然不能錯過的還有，富
含營養素的金針菇和鴻喜菇等菇類以及優質的稻米︒

長野縣

山菜 Oyamabokuchi（山牛蒡）粉和
須賀川蕎麥麵

添加蘋果並採用無添加的飼料所餵養的信州牛

志賀高原是日本最大的滑雪場，位於信越高原國家公園的中
心︒已有 1300 年的歷史的湯田中涉溫泉鄉，擁有非常豐富的
溫泉熱水︒北滋賀高原是少數的豪雪地帶之一，有著古老的
飲食文化，例如早蕎麥麵︒在雪猴公園體驗生命與大自然並
存的和諧︒

冬天時在志賀高原眺望日本阿爾卑斯山脈

非常具有人氣的雪猴

在蕎麥麵製作活動時，可以體驗用石磨磨碎當地的蕎麥，並
加入山菜 Oyamabokuchi（山牛蒡）的傳統方法製作道地的蕎
麥麵︒竹細工體驗則是使用在當地獲得的耐彎曲的竹子製作，
被長野縣傳統工藝指定為的絕品製作︒
採摘水果則是每年都非常有人氣的活動，可以品嚐到許多時
令的水果︒

志賀山與四十八池（生物圈保護區的核心地域）

美味的理由 -「清流育種」

〜品嚐志賀生物圈保護區的農畜產品〜
在山之內町，因著適宜種植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
以及利用從志賀高原的清澈溪流，開發了以蘋果為中心的果樹生產︒

蕎麥麵製作體驗

另外，使用山菜 Oyamabokuchi（山牛蒡）做成的須賀川蕎麥麵，
亦或是在信州牛的飼料裡加入蘋果餵養等等，都善用了當地的食材︒

松本

採水果體驗

山之內

從世界唯一的雪猴溫泉為旅行開始，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指定為生物圈保護區的滋賀高原徒步探險之後，體驗採摘水
果，製作蕎麥麵，竹細工體驗等︒到了晚上，可以在 200 多個
大小不一的住宿中享用美食和溫泉︒從日常生活中跳脫出來，
享受被大自然擁抱的療癒空間︒

水果

蘋果︑葡萄和桃子等果樹生長在向陽，並且

熱門的徒步旅行

穿著木屐走在溫泉街的石板路上

排水良好的山坡上，加上晝夜溫差大等因素，
生長條件可說是非常的優渥︒
此外，被歸為生物圈保護區的志賀高原上，
以富含礦物質的融雪種植的水果也是絕品︒

聯繫我們
甜又多汁的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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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內町觀光聯盟

URL : https://info-yamanouchi.net/english/

葡萄（麝香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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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那

【入野谷在來蕎麥麵】
直到最近這種蕎麥沒有被種植，但近幾年又恢復栽培了，具
有強烈的香味︒
【昆蟲食品】
一種當地食物，將蝗蟲︑蜂蛹和 ザザ蟲（石蠅／蛾／蜉蝣等
幼蟲總稱）等佃煮後食用︒

長野縣

入野谷在來蕎麥

昆蟲食品

西面是日本中央阿爾卑斯山，東面是日本南阿爾卑斯山，這
裏是被兩座阿爾卑斯山環繞的城鎮︒春天時，高遠城跡公園內
的高遠小彼岸櫻有天下第一櫻花之稱︒
江戶時代，高遠藩以石公之村而聞名全國，其技術極為精湛，
活躍於全國，有許多出自於這裡的作品︒

高遠城址公園内櫻雲橋

建福寺西國三十三所観世音菩薩

除了みはらし農場的農作物採收體驗或是手作體驗之外，也
有許多戶外活動設施，例如飛行傘︑SUP︑山地自行車和越野車︒
另外還有三個露營地︒

點燈下的建福寺石造物群

體驗自古以來的飲食文化和歷史
伊那市是信州蕎麥麵的發祥地，也是古代飲食文化的傳承地︒
有著名的「高遠蕎麥麵︑行者蕎麥麵」︑「入野谷在來蕎麥麵」等，
也有「蝗蟲 / 蜂蛹」等昆蟲食品︒
飛行傘

みはらし農場採草莓

伊那

Chubu Centrair International
參觀高遠石雕，漫步於歷史古蹟高遠城周邊，拜訪高遠歷史
博物館等︒除了歷史體驗之外，還可以品嚐高遠蕎麥麵或昆
蟲食等鄉土料理，也有許多戶外活動可以參與其中︒

蕎麥麵

【高遠蕎麥麵・行者蕎麥麵】

環屋外觀

手打蕎麥麵體驗

將烤過的味增融化在磨碎的白蘿蔔榨汁中，
製成的湯中一起食用的蕎麥麵︒通常使用帶
有比較刺激口味的白蘿蔔，口味吃起來會有
一些辣辣的︒自古以來就作為鄉土食品食用，

聯繫我們

現在可以在蕎麥麵店品嚐到︒
高遠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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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伊那市觀光協會

URL : https://inashi-kankoukyoukai.jp/en/

行者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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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久

這裡海拔約 650m 至 1500m，晴朗的天氣和涼爽的氣候

長野縣

孕育了高原蔬菜︑水果等優質農產品︒自古以來就作為
中山道的驛站而繁榮興盛，味噌料理︑醬菜等發酵飲
食文化至今仍根植於人們的生活中︒營養豐富的鯉魚料
理是當地的靈魂食品︒難怪這裡是健康的長壽縣︒

傳統的佐久鯉料理

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發酵食品文化

佐久間盆地是一個多山而美麗的高原地區，北面是淺
間山，南面是八岳，千曲川流經中心︒這裡有許多天
然溫泉，可以俯瞰雄偉的淺間山，其氛圍因地點︑時
間和季節的不同而變化︒該地區擁有清爽的氣候，全
年晴空萬里的比例很高，因為有美麗的星空而自豪︒

淺間山和美麗的田園風景

KURABITO STAY，是一家可以體驗日本酒釀造過程的

傳統的清酒釀造，被稱為冷釀造

一個擁有 13 家清酒釀酒廠的小鎮，
人人都可成為釀酒師

飯店︒釀酒廠址上的釀酒師宿舍「廣敷」已被改造為釀
酒廠飯店，為參觀酒藏的人提供住宿空間︒以釀酒師
的身份投入其中，磨練五種感官，享受前人創造的偉
大藝術︒

佐久平，被八岳︑蓼科山和淺間山包圍︒
在嚴寒的冬季早晨，隨處可見蒸米的蒸氣從釀酒廠升起︒

正宗的日本清酒釀造體驗

清酒釀造是一種奇特而細膩的自然現象，需要有山上的純淨水︑
富饒的土地上種植的稻米和小生物的酒麴交織而成︒
日本酒，是用釀酒師的手藝和堅定的信念釀造而成的︒

豐富的水資源撐起了清酒釀造文化

Matsumoto

世界首家釀酒廠飯店 KURABITO STAY

佐久

有的酒只能在這裡釀造，而有的酒只能由這裡的釀酒師釀造︒

參觀釀酒廠︑體驗釀酒師工作後，參觀新海三社神社︑
貞祥寺等美麗的古寺，一邊充電一邊放鬆心情︒在回家
的路上，可以在休息站「Healthy Terrace 佐久南」購買
佐久地區的農產品和起司和火腿等土產︒

佐久地區有 13 家釀酒廠可以釀造日本酒︒

一邊開車兜風一邊眺望壯麗的淺間山也是非常棒的體驗︒

日本酒

建於奈良時代的新海三社神社

長滿美麗苔蘚的貞祥寺

該地區擁有豐富的水資源和自然環境，是全
國有數優質米生產地區之一，這裡的清酒釀
造已經有 350 多年的歷史，這裡有許多美味
的清酒與佐久的豐富食物相得益彰︒

聯繫我們
十三家獨特的釀酒廠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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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酒藏農業旅遊推進協議會

URL : https://sakusake-tourism.com/en/

寒冷的冬日早晨，釀酒廠裡冒出熱氣騰騰的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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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呂市馬瀨

馬瀨地區有許多能夠體驗山村豐富飲食文化的料理︒例如將
壽司飯以「朴樹」葉包裹的「朴葉壽司」︑河魚料理︑以麥麴
為原料的手製味噌︑使用「蕪菁」等當地產蔬菜醃製的醬菜等，
都是錯過可惜的料理︒

岐阜縣

朴葉壽司

河魚料理

「馬瀨里山博物館」是馬瀨地區景觀保全模範地區，也是 NPO
「日本最美村落」聯盟的一員︒由當地居民挑選的最美景點「馬
瀨十景」中，數河地區與惣島八幡神社一帶可以眺望清流與
保護魚群棲息環境的森林︑水田︑神社︑寺廟等，將令人難
忘的山村風景盡收眼底︒

景點

里山博物館

一邊觀賞在夜晚的馬瀨川使用篝火或火把將香魚趕進漁網裡
的傳統漁法「火振漁」，並在夢幻的氣氛中品嘗鹽烤香魚，必
定更加美味︒而能夠同時欣賞優美景色的「里山博物館」健行，
則是一段與當地居民愉快交談互動的溫馨時光︒

引魚保全林與清流馬瀨川

日本最美味的村落‧打造美景之村
馬瀨川香魚是公認的美味︒
這都要歸功於當地居民努力維護香魚的好滋味︒
不但自 1940 年代起，多年來均有組織性的進行香魚放流與管理，
並且致力於河川清潔等志工活動，同時將周圍的森林規劃為「引魚保全林」︒

清流馬瀨川火振漁

里山體驗

這個地區就是有這樣願意付出努力以守護香魚美味的居民︒
新特麗亞名古屋中部國際

下呂市馬瀨

前往馬瀨地區可由高山市搭乘 JR 高山線 ( 電車 ) 約 1 小時，在
下呂站 ( 下呂溫泉 ) 乘車約 30 分鐘︒此外由郡上市八幡町乘車
約 1 小時可達︒您可以在旅途中途下車，也可當天來回或住宿
一晚 ( 有溫泉飯店︑旅館 )，享受馬瀨地區的各種魅力︒

香魚

漂亮又美味的香魚有很多料理方法，是日本

溫泉入浴設施

清流馬瀨川

料理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其中馬瀨川的香魚
曾經在匯集日本各地香魚評選的「香魚美味
大賽」中榮獲冠軍，是經過認證的美味︒尤
其以炭火炙烤的「鹽味燒」讓人讚不絕口︒

聯繫我們
馬瀨川上流的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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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瀨地區自然公園創造委員會

URL : http://maze-shizenkouen.jp/

鹽烤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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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松・濱名湖

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夢幻螃蟹「胴満蟹」，還有於遠州灘撈捕的
吻仔魚和河豚等魚介類，最大的魅力就在於其「鮮度」︒能夠

靜岡縣

將新鮮魚介類︑以多種多樣之料理方法來品嘗的就只有濱松・
濱名湖地區了︒

胴満蟹

新鮮的吻仔魚

於日本傳統文化之短歌︑ 俳句︑浮世繪中被當成題材的濱名
湖「遠江八景」之一：弁天夕照︒可由日本唯一一座橫渡湖
面的纜車上，將濱名湖與館山寺溫泉之街景盡收眼裡，廣闊
的絕景魅惑旅人之心︒

遠江八景之弁天夕照

船夫巧妙地操控著船舵於一片漆黑的濱名湖前進，打光於湖
面之上，再使用魚叉或漁網捕抓聚集而來的蝦︑蟹︒這種傳
統的捕魚法叫「Takiya 漁法」，是無論小孩或大人都可以參加
的體驗︒捕魚後可到漂浮於濱名湖上的「Takiya 亭」，品嘗將
剛捕獲的魚介類藉由漁夫之手製成的料理，這可說是無上的
奢侈吧︒

在朝霧之中出港的吻仔魚船（舞阪漁港）

四季彩菜

體會食 × 農之樂趣

濱松・濱名湖

〜在日本正中央親身體會・濱名湖之體驗內容〜
幾乎位於日本正中央的鹹水湖・

濱名湖是距今 500 多年前因地震使得淡水中混入了海水而形成的半鹹水湖︒

新鮮捕獲的蝦與蟹

自古以來就盛行鰻魚︑鱉︑海苔︑牡蠣等之養殖，

館山寺纜車

傳統漁法 Takiya 漁法

可親身體驗獨特捕魚法與新鮮魚介類之濱松・濱名湖地區，
作為「食之都」而廣為人知︒

新特麗亞名古屋中部國際

濱松·濱名湖

於 JR 濱松站・弁天島站・新居町站，均可以租借腳踏車周遊「濱
名湖自行車道」︒這一行程極具魅力，敬請一邊感受「海之湖」
清爽的風，一邊充分體驗大自然與街景交織而成的濱松・濱
名湖景觀，並品嘗鮮度絕佳的「美食」︒

鰻魚

在濱名湖
捕獲的鰻魚

作為「養殖鰻魚・鱉之發祥地」有 100 年以

濱名湖自行車道

代表靜岡縣的三日橘

上歷史的濱松・濱名湖地區，有超過 100 家

鰻魚專門店︒因為位於關東與關西正中央位
置，無論是由背部開剖的關東風︑還是由腹
部開剖的關西風都有，在這裡能體會東西不

聯繫我們

同之鰻魚味道與文化︒
養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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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 農計畫推進協議会

URL : http://hamamatsu-daisuki.net/lan/en/enjoy/gourm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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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津港，面向太平洋海岸的駿河灣︒在這裡有扎實的肉質以
及豐厚的脂肪，被取名為「紅鑽石」的燒津南半球鮪魚，也
能捕捉到大量的鰹魚，可將其製作成鰹魚生魚片︑鰹魚半敲燒，
或是柴魚片︒另外，在國外受到了高度評價的本地清酒，使
用在大井川流域所栽培的酒米和日本阿爾卑斯山南部的伏流
水所釀造而成，在此地也能盡興品嚐︒

燒津南半球鮪魚的生魚片船

大井川流域的日本酒

在大井川中上游流域，大井川鐵路的蒸汽火車在新綠的茶園
和宏偉的大井川之間運行︒另外，在川根本町有海拔 500m 以
上的茶園，被稱為 “空中茶產區” 的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充滿
霧氣的奇妙景觀︒在奧大井，不只有 COOL JAPAN AWARD
2019 獲獎的「奧大井湖上車站」，在寸又峽的夢之吊橋也可以
體驗到壯麗的當地景觀︒

大井川

在 COOL JAPAN AWARD 2019 獲獎的
「奧大井湖上車站」

橫掛在美麗的翡翠綠湖面上的「夢之吊橋」

靜岡縣
只在大井川流域能體驗的茶文化，有「茶室」體驗（在美麗
的茶園空間品茶），各種茶葉的比較，在日式庭園的玉露 / 抹
茶茶室體驗，茶園參觀，手作茶體驗，採茶姑娘體驗，茶廠
參觀等等體驗活動︒另外，在雄壯的大井川流域也有皮划體驗，
及可以俯瞰富士山的滑翔傘體驗等，非常推薦︒

在茶園中運行的大井川鐵道的蒸汽火車

感受大井川培育的日本茶的歷史和深度的旅行
由於大川地區是歷史悠久的茶葉生產地區，因此茶廠很多︒
根據種植條件和製法，有不同的鮮味︑澀味︑香氣︑茶水色等等多種特色的茶葉︒
可以根據季節和氣氛選擇由專業茶師調和︑烘焙的高品質日本茶︒
在茶室一邊品茶，一邊欣賞絕美的茶園景色

富士山靜岡

大井川

從 富 士 山 靜 岡 機 場 出 發，到 觀 光 案 內 所 的 復 合 型 設 施「
KADODE OOIGAWA」，之 後 乘 坐 大 井 川 鐵 路 前 往 奧 大 井，
在溫泉中放鬆身心，欣賞春天的櫻花美景和秋天的秋葉美景︒
在這裡的每個地方都提供全方位的茶體驗和活動︒用餐時，我
們推薦在燒津漁港附近享受鮪魚︑魩仔魚，或櫻花蝦等駿河
灣的美食︒

茶

茶不僅是款待客人時不可缺少的東西，對於

在奧大井自然風光下的皮艇體驗

在觀光休憩設施「 KADODE OOIGAWA」
能夠品嚐到 16 種不同的茶

日常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茶的味道會促進

在駿河灣捕獲的新鮮櫻花蝦

情緒的變化，並增加餐食的味道︒用茶壺沖
茶︑冷卻，蒸煮和倒水等一系列動作可以使
人的心靈平靜，並且茶本身的一個重要元素

聯繫我們

及是具有治愈作用︒
款待客人用的綠茶和日本點心

42

SAVOR JAPAN

大井川農泊推進協議會

URL : https://ooigawa-experience.jp/

在海拔 500 公尺以上下耕種的「天空的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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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知多

篠島的魩仔魚憑藉穩定的捕獲量和出色的加工技術，供給量
足以供應到偏遠地區︒而在被稱為「章魚島」的日間賀島，
你可以在城鎮周圍找到許多繪製著章魚的人孔蓋和日晷︒自
古以來，也有許多豐富的釀造品使得品嚐海鮮時更加美味，
例如味噌︑醬油︑醋和魚露等︒適度的日照時間和溫度差異
也孕育了許多美味的蔬菜和水果︒

愛知縣

新鮮的魩仔魚

日間賀島的章魚料理

沿著篠島，日間賀島和半島的海邊，有大約 150 多個住宿設施，
從房間的窗戶可以欣賞到太陽從海面升起和落下的美景︒由
於氣候溫和，直到每年的 12 月左右，可以盡情享受盛開的「冬
季向日葵」︒在篠島，日間賀島和半島有 88 個靈場（神聖的
地方），走遍這 88 所聖地的修行體驗也很受歡迎︒

從海上出來的日出

冬天的太陽花田

在這裡可以透過很多體驗使人們對大自然的恩惠感到讚賞和
敬畏，例如調製海產品︑釣魚︑採蔬菜和水果以及在島嶼上
登山旅行等活動︒學習這個地區農林漁業特有的慶典︑並參
與其中，有助於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傳承︒

大漁旗飄揚的篠條港

從維持千年傳統的島嶼開始半島之旅
知多半島的海︑島與群落交織成熱鬧的食文化與祭典
篠島的鯛魚
來自篠島的真鯛美味到足以供奉伊勢神宮神社數千年之久︒

製作章魚乾體驗

傳說創建伊勢神宮的倭姫命來到篠島採買鯛魚之後，在中手島鹽漬鯛魚，

鯛魚祭

中手島到現在也是受伊勢神官所管轄，到現今一直維持千年以來的傳統︒
新特麗亞名古屋中部國際

南知多

首先，從師崎港乘坐高速船到篠島︒因著篠島鯛魚而發現了日
本傳統︑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性之後，前往日間賀島，品嚐新
鮮的海鮮（河豚，章魚，魩仔魚等）︒返回機場之前，我們建
議您在溫泉富饒的半島住上一晚︒

鯛魚料理

幾千年以來，一直供奉在伊勢神宮的篠島鯛

涼拌鯛魚卵

半島上也有很多溫泉

魚是一種珍品，具有濃厚的味道和甜味︒新
鮮的鯛魚都會經過精心的準備和烹飪︒在南
知多，不僅是在慶典，像是生魚片︑烤鹽︑湯︑
水煮︑鯛魚飯和魚乾等都時常在餐桌上出現︒

聯繫我們
鹽釜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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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知多町觀光協會

URL : http://minamichita-kk.com/en/

土鍋鯛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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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在宮川流域這個地區，當地人民會用秸稈串起燒烤
過後的香魚，吊掛在屋簷下曬乾後，拿來熬煮香魚高湯，或
是當成乾貨使用︒此外也有各樣的香魚生魚片料理︑鹽燒香魚，
亦或是香魚鍋飯等等，都是在宮川流域這個地區非常著名的
鄉土料理︒

hode

香魚生魚片

清流宮川及其支流清澈見底，流向大紀町內的各處︒這裡有
天然的香魚︑天然的鰻魚︑絨螯蟹和瀕臨滅絕的物種︒沿著
山谷長廊的景色是非常壯觀的一個景點，在那裡可以看到奔
放的清澈溪流，穿梭在綠色山谷的巨岩裡，感受大自然的奧秘︒

大紀

大內山川

大滝峽

三重縣
採收在宮川水系的清水中栽培的蔬菜和香菇，用大灶烹煮自
家產的有機稻米，料理松阪牛肉的壽喜燒，道地的「食 × 農業」
體驗︒另外，在宮川水系用傳統捕魚法捉捕香魚，並料理自
己釣到的香魚，也能體驗道地的「食 × 傳統漁業」︒

清流宮川·支流大內山川

日本第一的清流 奧伊勢養育的「特產松阪牛」
～“最高峰的味道”只在這裡～
大紀町位於被日本國交省評選為「水質最好的河流」的宮川流域，
也是養育和牛品牌松阪牛的地方︒

用大灶煮飯

在所有松阪牛裡出貨量只佔了 4％的特產松阪牛，
連續三年在一年一度的松阪牛評選會中獲得卓越獎，幾乎壟斷了榜首︒
在大紀町這個地方，有需多肥育特產松阪牛的出色農家︒

新特麗亞名古屋中部國際

釣香魚

大紀

由於大紀町位於連接伊勢神宮和熊野三山的朝聖之路「熊野
古道伊勢路」，因此，在參觀完伊勢之後，可以透過美食來治
愈疲倦的身體︒參觀日本人的心之所向伊勢神宮和別宮瀧原
宮神社，享受悠閒的時光，體驗當地的生活︑傳統美食並和
當地居民互動︒

松阪牛

特產松阪牛是挑選從兵庫縣出生的健康小牛，在經過 900 天以上的飼養，並
且都是未分娩過的雌牛︒其肉的脂肪熔點比一般和牛低，在常溫下就會融化，
有著入口即化的口感︒松阪牛也因著其細緻

瀧原宮

熊野古道登山口

且分佈均匀的油花，有「藝術品的肉質」的
美譽︒在養育松阪牛的這些地區還能品嚐到
地區限定的松阪牛內臟壽喜燒，在該區域以
外非常少見，是十分珍貴的食物︒

聯繫我們
松阪牛內臟壽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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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大紀町地域活性化協議會

URL : http://taiki-okuise.jp/language/tc/

特產松阪牛的壽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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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北部

將鯖魚或竹筴魚用米糠醃製的鄉土料理「Heshiko」，自古以來
就被作為保存食品食用至今︒此外本地也是「涮鰤魚」︑「烤
螃蟹」︑「馬鈴薯燉肉」等的發祥地︒這是使用了種類豐富且
多樣性食材的「海之京都」才能有的充滿季節特色「飲食」魅力︒

京都府

鄉土料理 Heshiko

涮鰤魚

日本三景之一「天橋立」以及被認定為「日本最美麗之村莊」
的「伊根船屋群」︒此外還有保存了「舞鶴紅磚倉庫群」等日
式與西洋融和構成的「縮緬街道」之街景等，可欣賞到大自
然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連的各種景色與景觀︒

由天橋立傘松公園纜車眺望天橋立

伊根的船屋群

可接觸到鄉土料理的「丹後散壽司製作體驗」︑以及能品嘗新
鮮魚類的「Pichi Pichi 握壽司體驗」等跟飲食文化相關的體驗
非常豐富︒此外，「前往只有漁夫可以去的地點釣魚」或「海

有廣闊農業地帶與藍色海洋的京丹後市

「海之京都・食之源流」

〜海洋・農村・山林孕育而出的食之王國〜

上獨木舟」等海上活動︑農業體驗等，能夠充分享受海洋・
農村・山林魅力的體驗內容也非常充實︒

京都府北部的「海之京都」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大陸文化進入之地，為京都提供了眾多的食材與人才︒
此外，作為掌管食物豐收的大神之故鄉，

連外國人也喜歡的握壽司體驗

傳承了許多與稻作發祥地等食物源流相關的神話與傳說︒
現在更將由海洋・農村・山林中孕育的豐富食材與飲食文化傳承至人們的生活中︒

農業體驗

京都府北部
關西國際

您是否想要前往「海之京都」地區深具傳統卻又前衛︑並致
力於釀酒的 12 個日本酒窖或葡萄酒窖呢︖與生產者把酒言歡︑
品味各種當地產酒的時間，應該可成為真正充分體會「食之
源流」的旅程吧︒

鋪滿鯖魚魚鬆的「丹後散壽司」是祭典等喜

丹後散壽司

充滿個性的當地產酒聚集於此

酒窖的開倉儀式

慶之日會準備的料理︒在被稱為「Matsubuta」
的淺木盒中鋪上壽司，用木飯杓切割開，並
與親戚與家人一起食用，是形式獨特的鄉土
料理︒

聯繫我們
丹後散壽司製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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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北部地區合作都市圈振興社（海之京都 DMO）

URL : http://www.kyotobythesea.com

最大特徵是使用了鯖魚魚鬆

SAVOR JAPAN

49

森之京都

森之京都當地多元且豐富的食材造就了蘊含大
量豐富蔬菜的當地傳統佳餚︒每道傳統料理都
充分展現出當地食材的特色︒其中，森之京都
的香魚料理巧妙地融合了當季的山野菜如日本
虎杖 ( 土川七 ) 及薇菜 ( 紫萁 )，別具特色及風
味︒此外，當地的著名甜品栃餅則是將糯米與
丹波栗子蒸熟並搗碎後，再作成餅皮包入豆沙
餡 ( 紅豆 ) 所作成的點心︒據說栃餅這道點心
在日本已有近千年的歷史︒

京都府

口感豐富的簡單輕食點心

美山茅葺之里的消防噴水景致

紅豆栗子糯米飯

京都丹波高原國定公園內有兩處著名的風景名
勝，分別是蘆生之森及美山合掌村︒旅客可於
秋季到大江山俯瞰壯麗的雲海景觀，當地還有
日本古神社伊勢大社的前身元伊勢三社︒龜岡
市的湯之花溫泉則是擁有悠久歷史的溫泉勝地，
從古至今這裡都是京都貴族們放鬆身心的渡假
勝地︒最後，搭乘嵯峨野觀光鐵道及保津川漂
流遊船探訪與世隔絕的深山奧谷，欣賞到世外
桃源般的美景，也能享受到另一種截然不同的
旅遊樂趣︒

古都的傳統美食與文化蘊涵

蘆生原生林的自然漫步

從大江山眺望壯麗雲海

森之京都地區長期以來提供各種豐富多元的農產品給京都，滿足了京都飲食文化背後的食糧需求︒
這片位於京都北側的土地不僅擁有豐沃的土壤且氣候溫和，因此，當地生產的米糧︑不同品種的栗子︑
紅豆及蔬菜都輸往京都製作為傳統道地的京都美食︒
香魚也是其中一項令人垂延三尺的特產︒
森之京都的農耕傳統與儀式祭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飲食文化也是理解當地歷史文化的重要環節︒

關西國際

造訪森之京都地區的旅客可以參與當地手工美
食體驗，深入理解當地飲食文化︒龜岡市的日
置亭是歷史悠久的武士宅邸古蹟，旅客可以在
古色古香的建物內參加「手鞠壽司」的握壽司
體驗︒此外，夏季時期，還可以前來鮎庭品嘗

京都

柏雞壽喜燒

當地最引人注目的特產是以「柏雞」土雞肉為主所作成的壽喜燒，這道鍋類
料理以自由放養的當地土雞取代牛肉作成壽喜燒︒過去幾乎每戶居住在森之

日置亭握壽司體驗

嵯峨野觀光鐵道及保津川漂流遊船

京都的人家都會在家飼養許多土雞，每當訪
客到來，主人便將柏雞烹煮為美味的傳統佳

日本著名藝術家北大路魯山人讚不絕口的和知
川香魚，順便享受戶外燒烤的樂趣︒熱愛自然
環境的旅客可以選擇搭乘保津川漂流遊船，暢
遊全長達 16 公里的保津峽谷，欣賞沿途如詩如
畫的壯麗美景︒保津川漂流遊船自 1881 年開業
以來，深受無數觀光客喜愛，甚至吸引外國皇
室成員慕名前來搭乘︒整趟航程長達 2 小時，
遊船服務人員會為旅客介紹許多關於河川的古
老傳說及歷史，讓搭乘遊船的旅客享受彷彿脫
離當代時空悠遊於歷史長河上︒

餚以宴賓客︒除了雞肉之外，還會加入大量
的當地時令蔬菜，春季多為竹筍或土當歸 ( 類
似於人蔘的植物 )，而秋季則以松茸菇︑九

聯繫我們

條蔥及水菜為主︒
可以品嘗到豐盛蔬菜的傳統京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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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之京都地區振興機構（森之京都 DMO）

URL : http://morinokyoto.jp/

柏雞 ( 土雞 ) 壽喜燒日式鍋類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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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山城

隨著數世紀以來茶葉栽種技術的發展，京都地
區茶農也發展出兩項美味的當地特產，即茶湯
( 茶汁 ) 及柿餅 ( 枯露柿 )︒這兩項特產都與宇
治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茶湯原是當地茶農
的午餐，即以茶葉調味的蔬菜乾魚湯︒而柿餅
則是用柿子作成的茶點︒每年秋季，宇治地區
隨處都可以看到將水果放在戶外架子上晾乾的
景象，是當地獨特的秋季風景︒

京都府

茶葉風味的美味湯品

枯露柿柿餅

茶業發展的歷史與文化進程形塑了宇治地區的
地理景觀︒大約可劃分為茶園︑製茶廠及批發
區，每個地區都有截然不同的特色與風情︒茶
園橫跨蜿蜒的山麓地區而成為一整片青翠無比
的壯麗景觀︒而為數眾多的寺廟及神社則是當
地歷史悠久的表徵，由隱元和尚創建的中國禪
宗寺廟萬福寺被譽為日本煎茶的起點︒來到宇
治走訪當地的茶文化景點，彷彿隨著宇治地景
展開一趟「長達 800 年的歷史文化之旅」︒
和束町丘陵茶園

日本茶鄉 京都茶園

在和束町石寺茶園暢遊歷史文化遺產

黄檗山的禪宗寺廟萬福寺

距今 800 年前，茶葉栽種方式從中國傳入日本宇治地區︒
當地茶農及茶葉銷售者逐漸研發出獨特的茶葉栽培技巧，並成功種植出獨一無二的日本茶品種︒
新的日本茶品種包括蒸菁後揉製而成的煎茶 ( 綠茶 )︑玉露 ( 頂級綠茶 ) 及抹茶 ( 粉狀綠茶 )︒
玉露及抹茶使用的茶葉都是栽種於陰涼處的茶樹，因此茶胺酸含量極高︒
而抹茶則是去除茶柄與莖後，再用石臼磨成的粉末綠茶︒
這些製茶技術慢慢地傳遍日本全國各地，

關西國際

宇治地區至今仍是茶葉栽種及開發的重要據點︒

京都茶園提供許多可以親身體驗的茶文化活動︒
旅客可以住在茶葉農舍過夜，參觀茶園並體驗
親自採茶的樂趣︒部分地區還會提供茶藝課程，
教導旅客如何品茶及研磨抹茶︒此外，旅客也
可以前往當地的景觀茶館，品嘗抹茶及茶點之

京都

餘，還能欣賞周圍優美的自然風光︒

三種不同的宇治茶

以石臼研磨抹茶

沖泡玉露茶提供品茶

宇治煎茶：具有清新的香氣及優雅的口感，
是最普遍飲用的茶種︒
宇治玉露：最頂級的綠茶品種︒擁有濃郁的
香氣及豐厚的口感︒
宇治抹茶：以石臼將茶葉磨製而成的粉末綠

聯繫我們

茶︒具有濃郁的芳香且不苦澀︒
芳香濃郁的煎茶體現出優雅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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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山城地區振興機構（茶之京都 DMO）

URL : http://ochanokyoto.jp.t.aav.hp.transer.com/

現點現沏的宇治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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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川

本地區藉由觀光農園與採收體驗等傳遞生鮮蔬果的美味，並
且提供果醬等加工食品︑以及壽司︑義大利麵︑點心等使用

和歌山縣

了水果的原創料理︒作為「食育之都・水果之都」，也會舉辦
將水果之魅力傳遞出去的活動等︒

水果壽司

水果義大利麵

被選為香味風景 100 選︑綿延於紀之川沿岸的「世外桃源」
︒
周遭被桃色的彩霞以及微帶甜味的香氣所包圍，魅惑了所有
前來拜訪的人︒此外「粉河寺」的石砌庭園，是日本庭園中
前所未見的樣式，相當值得一看︒

粉河寺的石砌庭園

一年四季都有可以採收當季農產品的「採收體驗」，此外作為
西日本最大的可飛行區域也有「滑翔傘體驗」，以及在紀之川
的「獨木舟體驗」，還有使用果醬等的料理體驗等︒有各式各
樣的體驗內容可供選擇︒

綿延於紀之川沿岸之世外桃源

農村住宿型

世外桃源

365 天都可品嘗水果之都

清流「紀之川」所孕育出的肥沃土壤與溫暖氣候，
打造出了自古以來就以果樹產地而繁榮的紀之川市︒
作為「一年四季都可與水果相遇之都」，是將果樹農業之魅力︑
與在此生活之農家的用心︑以及值得對全世界誇耀的水果價值傳達出去的地區︒

桃子果醬加工體驗

關西國際

滑翔傘體驗

紀之川

敬邀您從關西國際機場進出大阪・和歌山城・高野山・南紀
白濱等已知觀光景點時，順道前來紀之川市遊玩︒在這裡您
一定可以藉由水果採收體驗︑以及品嘗鄉土料理，而實際感
受到日本的農業魅力︒

茶粥

與清流「紀之川」一樣對地區農業發展深具貢獻的，就是自

柿子採收體驗

桃子採收體驗

古以來支撐著農家飲食的「茶粥」︒茶粥是將茶恰到好處的苦
味︑與稻米的味道調和在一起的粥品︒現在茶粥被暱稱為「清
粥子（Okaisan）
」
，廣受大家喜愛，作為紀州餐桌上不可或缺
的鄉土食物繼續被傳承下去︒

聯繫我們

紀之川水果觀光局

URL : https://kinokawa-dmo.com/cn_t.html

被稱為「清粥子 (Okaisan)」的茶粥

54

SAVOR JAPAN

SAVOR JAPAN

55

湯淺

湯淺町生產的醬油與味噌剛好與湯淺灣捕獲的
新鮮海產搭配成完美組合︒當地最受歡迎的魚
類是竹筴魚和鯖魚，以燒烤方式最為常見︒此
外，吻仔魚 ( 更小型的沙丁魚 ) 也是湯淺町最
受歡迎的魚種之一︒吻仔魚會與大碗白飯︑醬
油︑搗碎的梅子及曬乾的海藻類一起食用，這
種組合就成了當地著名的吻仔魚蓋飯︒由於這
裡的吻仔魚可以生吃，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挑
選現撈上岸的鮮魚，品嘗其單純口感中的大海
鮮甜︒

和歌山縣

各式各樣的吻仔魚蓋飯

在充滿歷史感的湯淺町內參觀大仙堀運河及醬油釀造廠

來自湯淺灣的竹筴魚與鯖魚

想要欣賞自然美景的旅客可以前往湯淺町北側
的老街區︒這整區古色古香的建築目前已被列
為「傳統建築保存區」，這些建物完整保存了古
建築特有的白色牆面︑瓦片屋頂及木造格柵︒
此外，還有角長醬油釀造廠後方的大仙堀，這
條運河過去是為了將醬油或其他物資沿著山田
川順流搬運至市區的運河︒
施無畏寺位在更北側的郊區，旅客不但可以從
這間古老的佛寺飽覽湯淺灣美景，還能眺望周
邊山區的橙黃色田村橘梯田果園︒

最早的一滴日本醬油來自湯淺町

湯淺傳統建築保存區的傳統建物

栽種於海灣周邊的頂級柑橘田村橘

湯淺町是日本醬油的發源地︒
日本醬油因為其獨特的技術與成分，通常口感比亞洲其他地區的醬油更甜，也更能品嘗到濃厚的麥芽香氣︒
醬油是日本和食的精隨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醬油列為無形文化遺產︒
鎌倉時代 (1185-1333) 日本由中國引入的金山寺味噌，並從當地的製造過程中發展出醬油的製造方式︒
釀酒商意外地發現味噌發酵時的獨特風味，並將其醬汁用於調味，進而成為醬油︒
湯淺地區目前仍以古法製造醬油，採取手工拌攪大木桶內的醬油，
生產出來的醬油擁有多層次的獨特口感︒

關西國際

湯淺町保存了許多日本歷史古蹟，對熱愛古蹟
的旅客而言，最好的旅遊方式就是住在歷史古
宅深入當地文化︒千山庵提供兩間的相互分離
的民宿客房，每間客房都有獨立的衛浴及廚房
設備︒旅客可以在市區的釀造廠參加各類活動，

湯浅

藉機體驗手工攪拌味噌及醬油的樂趣︒此外，
新開幕的湯淺醬油資料館還有長達 6 小時的歷
史散步行程，沿途為旅客介紹釀造廠區的悠久
歷史︒參加散步行程的旅客會參觀與湯淺醬油
產品相關的 6 個食品製造廠，包括拉麵︑壽司︑
照燒醬︑麻糬及天婦羅等︒

金山寺味噌

在湯淺角長醬油資料館體驗手工攪拌釀造統

千山庵內木造裝飾所蘊含的傳統美學令人嘆為觀止

金山寺味增是和歌山縣的鄉土料理之一︒發酵過程中加入許
多獨特植物成份，通常是利用大豆，大麥及米與搗碎的茄子︑
黃瓜︑紫蘇（一種香草）︑生薑及其他食材一起自然發酵而成，
口感豐富還可以單獨作為小菜︒當地餐館通常會將金山寺味
增搭配白飯或涼粥一同食用，這種搭配方法也是湯淺町家庭

聯繫我們

料理中最常見的組合︒
具有豐富口感的金山寺味噌

56

SAVOR JAPAN

湯淺觀光協會

URL : http://yuasa-kankokyokai.com/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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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幡・但馬

在被稱作食材寶庫的鳥取因幡及兵庫但馬地區，松葉蟹︑白
魷魚︑岩牡蠣等海產，二十世紀梨︑花御所柿等山珍，在當
地很普通的食材，卻擁有出眾的鮮度，非常具有潛力︒還有
一種傳統食品，稱為豆腐竹輪，已有 360 多年的歷史，是用棉
豆腐和白身魚魚漿作成︒

鳥取縣·兵庫縣

松葉蟹丼飯

郡家花御所柿

「鳥取砂丘」是最具人氣的景點︒培育於沙地的砂丘蕗蕎，每
年 10 月下旬開始，蕗蕎的花在沙地壯觀地綻放一片的景色，
宛如薰衣草花海般︒位在鳥取砂丘不遠的「浦富海岸」是擁
有透明度深達 25 公尺的絕美海岸，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之一︒另外，後面有一大片衫林的「石谷家住宅」︑在山洞裡
的「不動院岩屋堂」以及連接深谷的「余部橋樑」也是非常
推薦的景點︒
鳥取蕗蕎田

浦富海岸／鳥取縣岩美町

在鳥取砂丘周邊有飛行傘︑駱駝騎乘體驗︑滑沙體驗或者挑
戰沙地胖胎車︑賽格威或是透明獨木舟等活動，較靜態的有
採水梨體驗等︒另外也有透過使用當地食材的體驗，像是製
作竹輪︑如何處理魚類︑究極的溫泉蛋等︒

花御所柿果園／鳥取縣八頭町

與風共乘的大地
～山珍海味，麒麟之城～（鳥取因幡・兵庫但馬）
位於鳥取的因幡︑兵庫的但馬，因海上吹來季節的風構成鳥取沙丘，
被陡峭的山群圍繞，擁有豐富自然的地域︒

巧取砂丘飛行傘

因位處深谷，與外界隔絕，但馬牛到現今能夠維持優良和牛品質，
以及在嚴峻的環境中孕育的鳥取蕗蕎，這兩處堪稱食材的寶庫︒

鳥取

鳥取砂丘胖胎車

因幡·但馬

美好的一天從大海開始，搭乘遊覽船或是體驗獨木舟後，到
溫泉旁製作溫泉蛋︒在享用午餐之前，到但馬牛博物館了解
但馬牛的歷史後，午餐當然不能錯過「但馬牛」囉︒午後到
鳥取砂丘盡興體驗沙地活動後，讓溫泉療癒疲累的身軀︒晚
餐享受山珍海味，能夠發現當地食材的高品質︒

「但馬牛」，被登記在日本農業遺產的血統管

但馬牛

鳥取砂丘／鳥取縣鳥取市

牛肉刷刷鍋

理系統中︒與日本國內的高級黑毛和牛的母
牛有 99.9% 的相似血統︒了解但馬牛的歷史
和故事後，品嚐起來更具另一番風味︒

聯繫我們
但馬牧場公園／兵庫縣新溫泉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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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麒麟之城觀光局

URL : https://kirinnomachi.jp/

但馬牛（圖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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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田

使用在高津川捕獲的天然香魚做成的「香魚雜煮」是

島根縣

新年期間在許多家庭中享用的鄉土料理︒舊文獻中記
載，這個香魚料理在戰國時期曾供奉的益田領主的美
食之一，可以說是再現「中世紀美食」︒

高津川釣香魚

香魚

位於西中國山地國家公園內的匹見峽，展示了各種峽
谷之美，也包括許多奇形怪狀的岩石和瀑布︒另外非
常推薦的景點還有在面向日本海的岩岸上的唐音水仙
公園，在那裡大約 200 萬株的日本水仙花盛開，以及被
稱為山陰聖米歇爾山的衣毘須神社︒

表匹見峽 － 屏風浦

唐音水仙公園

在被森林環繞的山葵田中，藉由農家的教導，製作「埋

山葵谷

以水為生，以人為紐帶 ～石見的飲食文化～

飯」來體驗日本的原始風景︒在高津川，可以通過皮划
艇體感清澈透明的溪流︒還有如寺廟坐禪︑抹茶︑豆腐

島根縣西部的益田市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城鎮，

的製作和五右衛門風呂等等體驗︒

位於日本中國山地︑面臨日本海，日本第一水質的清流「高津川」也流經此處︒
在山中的匹見地區的水源頭種植著山葵，而在高津川中能捕獲天然香魚︒
此外，在這個被指定為日本遺產的地區，

高津川皮艇

妙義寺座禪体験

戰國時期毛利元就使用的「中世紀食物」也被傳承下來︒
Hagi-Iwami

益田

在山間的匹見山葵田中體驗製作埋飯後，一邊眺望峽
谷，一邊往高津川下游前進︒也很推薦與當地人一起
製作香魚雜煮︒另外，在保存有文化財產的益田地區，
有由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雪舟設計的美麗
庭園的醫光寺或是萬福寺，透過這些景點有可以增加

埋飯

使用在中國山地上栽培的山葵做成的鄉土料

對益田的歷史知識︒
醫光寺雪舟庭園

萬福寺雪舟庭園

理「埋飯」，是代代相傳的民俗盛宴料理︒
可以一邊參觀山葵田，一邊品嚐新鮮採摘的
山葵︒

聯繫我們
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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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益田市觀光協會

URL : https://masudashi.com/en/

匹見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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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山

從備料開始就非常費盡的「ヨメナカセ Yomenakase ( 牛

岡山縣

的心臟大動脈加以調味後的清脆佳餚 )」︑「肉凍 ( 以牛
肉製作，而非魚肉 )」︑
「大阪燒 ( 以牛肉製作，而非豬
肉 )」,「肉乾 ( 作為零食食用的乾牛腿肉 )」,「津山內臟
炒烏龍麵 ( 一種將內臟的柔軟口感與麵條的口感相結合
的菜餚 )」等，該地區獨有的當地牛肉菜餚，長期以來
ヨメナカセ Yomenakase 料理
( 心臟大動脈 )

深受喜愛︒

牛肉凍

日本 100 個最佳觀賞地之一的「津山城 ( 鶴山公園 )」︑
市中心有「城東︑城西」兩處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
存地區︑大名庭園等，可以徹底地享受豐富的歷史資源︒
另外，保有少數目前仍可運作日本最大的鐵路扇形機
關車庫的「津山鐵道教育館」︑或是「機動戰士」等旅
遊設施種類繁多，吸引了眾多遊客前來觀光︒
城東地區

津山鐵道教育館

在這裡也有許多傳統活動體驗，像是傳統的作州絣編

春天的津山城 ( 日本 100 個最佳賞櫻處之一 )

津山 － 充滿歷史氣息和獨特牛肉文化的小鎮

織體驗，以及由僧侣導覽的寺庙周邊旅游（坐禪︑抄
寫經文和抹茶體驗）等，還有牧場生活︑收割體驗或
是農家換宿等各種農業體驗可以參與其中︒

津山自古以來作為牛馬交易中心而繁榮，即使在禁止牛肉食品的時代，
為了身體的健康，攝取牛肉是被允許的，而且作為大眾喜愛的鄉土菜餚，
其牛肉消費量一度在全國排名第一︒

作州絣編織體驗

據說肉質非常優良，甚至被誇獎可以將種牛運往全國各地的品牌牛肉產區︒

寺町僧侶導覽之旅

有許多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獨特牛肉料理︒
Okayama

津山

在津山這個人口不到 10 萬的城市，有 50 多家鐵板燒和
燒肉店，每家都在口味上相互競爭︒拿著津山內臟炒
烏龍麵研究會的美食步行地圖，一邊與店主或當地區
民交談，一邊品嚐津山自傲的牛肉料理吧！

骨邊肉火鍋

骨邊肉火鍋

津山內臟炒烏龍麵研究會的美食步行地圖

津山肉居酒屋大樓

在津山方言中，「剝去肋骨和筋的細肉」被
稱為「そずり (sozuri)」︒骨蕎麥麵的肉質鮮嫩，
以醬油為主，配以豆腐︑白菜︑大蔥等當地
蔬菜，鮮味豐富，深受好評︒

聯繫我們
津山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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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社團法人津山市觀光協會

URL : http://www.tsuyamakan.j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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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道

尾道地區新建的複合型住宿設施 LOG 於 2018 年
12 月正式開幕︒這棟位在千光山的建物距離千
光寺不遠，館內設有住宿客房及庭園，旅客還能
在館內享受獨特的購物及美食體驗︒LOG 內餐
廳所提供的每道料理都巧妙融合了當地的時令食
材，旅客在品嘗美食時宛如與生產者以料理相互
對話︒館內也經常舉辦以當地食材為主題的工作
坊及各類活動，令人深刻感受到當地居民依據季
節更迭衍生而出的生活智慧及傳統︒

廣島縣

品嘗出當季食材生鮮美味的完美搭配

瀨戶內海沿岸的優美景緻

當地生產者所精心培育的食材

尾道地區的景觀經常被譽為「當代的中世紀庭
園」︒尾道旅遊時，不僅可以參觀建於蜿蜒街道
上的古老神社與寺廟 ( 部分神社或寺廟已被列
為日本國寶 )，而且還能前往山頂俯瞰周邊壯麗
的沿岸景觀︒尾道美景吸引許多著名藝文人士
紛沓而至，小說家志賀直哉 (1883-1971) 曾住在
距 離 LOG 大 樓 附 近，而 導 演 小 津 安 二 郎 於
1953 年的鉅作東京物語也曾於此地拍攝︒尾道
地區的城市景觀至今仍維持著古色古香的風貌，
並無太大改變︒

瀨戶內海周邊的美食魅力

photo-Tetsuya Ito/Courtesy of ONOMICHI U2

從千光寺眺望美景

尾道 U2 是提供住宿、用餐及租借自行車的熱門據點

尾道市是瀨戶內海沿岸的港灣城市，包含丘陵︑沿岸海濱及數座面積較大的島嶼︒
尾道地區豐富多元的地形變化，讓當地成為捕獲各種季節性漁獲的重要漁港，此外，當地也栽種多種的柑橘類水果︒
已傳承數個世代的獨特飲食與在地歷史息息相關︒在日本尚未近代化之前，這片內陸海域就是運輸米醋的重要商道︒
米醋不僅能保存漁獲，使其不易腐壞，也能提升魚貝類的鮮甜滋味，
在米醋取得容易的環境下，使得海鮮成為當地的重要餐點︒
我們可以從現在尾道地區特殊的餐飲習慣及當地特產印證其歷史獨特性︒
廣島

尾道是自行車手們跨越島波海道後的重要目的
地︒這條長達 64 公里的海濱自行車道曾被美國
CNN 電視台評為「世界最棒的 7 條自行車道」
之一︒尾道 U2 設施位在車道起始點附近，共
有 28 間客房，館內設有自行車租借店︑商店及

尾道

柑橘類水果

瀨戶內海地區的農民長期以來利用沿岸溫暖的氣候︑海風及充沛的日照，在

photo-Tetsuya Ito/Courtesy of ONOMICHI U2

尾道地區周邊山坡上種植柑橘類水果︒當地的第一個柑橘品種是由當初保衛

騁馳於舉世聞名的島波海道自行車道

提供當地精選食材的美食餐廳︒想體驗各種水
上活動的旅客可以預約 Guntû 水上漂浮旅館，
這艘航行於瀨戶內海的豪華遊輪共有 19 間客
房︒乘客除了可以品嘗瀨戶內海美食之外，還
能在當地專家的帶領之下購買漁獲並參與當地
文化導覽活動︒

可收納自行車的舒適客房

瀨戶內海的水軍從中國大陸移植過來的「村
上海盜」柑橘︒不久後，柑橘果園逐漸佔據
了附近的島嶼︑周邊山坡地及山頂，造就了
所謂的「耕莘昇天」梯田景觀︒看到今天尾
道地區的柑橘果園景觀時，令人不禁緬懷當

聯繫我們

初農民開山闢地時的辛勞︒
靈活運用柑橘類果汁的當地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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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將地方品種的馬鈴薯︑蒟蒻︑硬如石頭般的豆腐串成
一串後以圍爐裏炙烤的「轉人形串烤」或是居民在山野間捕
獲的野味等︒您可以在充滿風情的傳統古老民宅中與聚落居
民們一起圍爐暢談並一邊享用鄉土料理，必定能讓身心都獲
得滿足︒

在古老民宅品嘗鄉土料理

轉人形串烤

由落合聚落︑猿飼聚落︑西庄聚落等分布於半山腰的傾斜田
地及古老民宅︑石牆等交織而成︑高低落差達 400 公尺的獨特
山村景色被東洋文化研究家艾力克斯‧克爾讚嘆為「別有洞
天的桃花源」︒

西阿波

落合聚落

住宿於古老民宅

德島縣
和那些與大自然共生共存的山間聚落居民交流︑住宿於農家
民宿或古老民宅體驗「生活文化」與「飲食文化」︑在聖山 -劍山健行︑至吉野川水系從事泛舟等水上活動或搭乘觀光遊
覽船等…西阿波的魅力就是讓您體驗山與河川的豐富恩賜︒

高地傾斜地聚落的夢幻景色

「西阿波‧桃花源」
～千年捉迷藏～每深入一步都會遇見更古老的風景
四國的西阿波傳承了超過千年歷史的「傳統農業‧農業文化」，並留下平家落人傳說等歷史︒
這一帶的傳統飲食文化以先祖流傳下來的「雜穀︑蕎麥︑番薯」品種為主，

聖山—劍山

並且至今仍保留在被稱為「天上之人」的居民日常生活中︒

觀光遊覽船

這座呈扇形分布於險峻山地的山村 美得讓人覺得這裡就是「桃花源」︒
西阿波

德島

脇町距離德島機場約 1 小時車程︒這裡擁有宇建 ( 傳統防火牆 )
的景觀，並且曾經是繁榮的藍染匯集地，因此可以看到一棟
棟築於 19 世紀的豪華商人宅邸︒在傾斜度達 40 度的猿飼聚落
體驗傾斜地農業，或在整修得舒適便利︑有數百年歷史的古
老民宅度過悠閒又充實的時光，必定能成為一輩子難忘的旅
途回憶︒

蕎麥米雜炊粥

西阿波山間險峻的傾斜田地上種植著各種雜

藍染體驗

歐美觀光客的自然環境行程

穀︒「蕎麥米雜炊粥」據說是往昔因戰敗而
逃離京城 ( 京都 ) 的武士來到這塊無法種植
白米的土地後，因緬懷京城時光而以蕎麥子
代替米所煮成的獨特鄉土料理︒

聯繫我們
蕎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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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空之里

URL : https://nishi-awa.jp/hongkong/

蕎麥米雜炊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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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岐

用橄欖來飼育的「橄欖豬」與「橄欖鰤魚」︑還有以當地特有
品種為中心的高糖度「讚岐產水果」︑以及使用了春天瀨戶內
特產「鰆魚」製作的鄉土料理「押壽司」等，這些運用了當
季食材的讚岐美食讓旅人肚飽意足︒

香川縣

橄欖鰤魚生魚片

橄欖豬的炸豬排

國內最大規模的蓄水池「滿農池」，以及讓人聯想起中古世紀
歐洲古城的日本首個複合式拱型水庫「豐稔池堰堤」︒還有充
滿肅穆氣氛的遍路道等，這些適合拍照發布於社交網站上的
景點，一定能夠滋潤旅人之心吧︒

遍路道

手打烏龍麵體驗︑於農家民宿進行農業體驗︑當地原產草莓・
讚岐姬的採草莓體驗︑於鰤魚養殖之發祥地「安戶池」進行
的 鰤 魚 餵 食 體 驗︑或 是
於寺廟等地的住宿體驗
等 等，只 在 讚 岐 才 能 經
歷的活動數不勝數︒

閃耀著金黃色的麥田與讚岐富士

以招待的心情迎接來客的「讚岐之路」
〜只有此刻︑只於此地︑只專屬於您的招待方式〜
傳說起源是僧侶空海由中國帶回來的「讚岐烏龍麵」︒
讚岐平原無論在氣候和土壤都很非常適合小麥生長，因此此處自古就栽種著優質的小麥︒

手打烏龍麵體驗

再加上熬湯的小魚乾以及鹽巴等，發展出融合了當地資源的「讚岐烏龍麵」︒

豐稔池堰堤

鰤魚餵食體驗

採草莓

現在這裡作為「烏龍麵縣」而廣為人知，但除了烏龍麵之外，
充滿魅力的「讚岐之路」也歡迎您的前來︒

自古以來深受各家庭喜愛的「讚岐烏龍麵」，

高松

讚岐

於滋潤讚岐平原的滿農池旁散步之後，在中野烏龍學校進行
手打烏龍麵體驗︑並借宿於總本山善通寺的宿坊中︒隔天早
上 可 體 驗 誦 經︑並 體 會
遍路道與採草莓的樂趣，
再前往五名地區的農家
民 宿︒歡 迎 您 前 來 充 滿
魅力的「讚岐之路」，享
受只屬於您的旅程︒

讚岐烏龍麵

農家民宿「五名山彥之宿」

善通寺宿坊「Iroha 會館」

最大特色就是Ｑ彈的麵︒無論是「卓袱烏龍」

也可於「五名山彥之宿」
體驗鄉土料理

還是「味噌鍋燒烏龍麵」等具傳統的烏龍麵，
或是用橄欖來飼育的橄欖牛牛肉︑搭配上縣
產小麥「讚岐之夢」所製成的橄欖牛肉烏龍

聯繫我們

麵，都是絕品美味︒
橄欖牛肉烏龍麵

68

SAVOR JAPAN

香川縣觀光協會

URL : https://www.my-kagawa.j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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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幡濱

在八幡濱，拖網漁業（近海圍網捕魚）始於 1918 年，並且已
經研發生產了用多種魚類製成的魚肉醬產品︒使用發光鯛科
等所謂的小魚做成的「Jakoten（炸魚板）」是非常有名的，在
被市民稱為精神糧食的「八幡濱什錦麵」裡也常常出現，口
感酥脆裡帶著特別的鮮味︒

愛媛縣

拖網漁船

特產·炸魚板

從海岸線附近延伸到山頂附近的梯田景觀是被日本農業遺產
選為「愛媛縣 / 南予柑桔種植系統」，其中最大的特徵是，可
以從八幡濱的各個地方都看到梯田美景︒其中的向灘的梯田
更被選入「四國 88 景」︒在休息站「八幡濱 Minatto」前，可
以看到梯田整體的模樣︒

向灘的梯田

梯田在秋天時閃耀著金黃色的光芒

在柑橘梯田上騎著最新的電動自行車享受一大片橘子的美景︑
體驗在日本愛媛縣最大的養殖鯛魚業的餵食和釣魚︑體驗如
何製作八幡濱的鄉土美食「佐妻汁製作體驗」等等，只有在
這裡才能體驗到的許多關於橘子與魚的活動︒

宇和海和柑橘梯田所交織成的風景

柑橘和魚的小鎮︑彷彿居民一樣的旅行
八幡濱的橘子栽培歷史可以追溯到 1894 年︒
特點是把梯田建築在海岸線附近陡峭的斜坡，曝露於長時間的日照︑海面來的反射，
以及梯田上的石頭反射所形成的三種陽光下，其色彩和甜味都極佳︒
到了秋天，梯田閃耀著金黃色的光芒，非常壯觀︒

餵養養殖的真鯛體驗

松山

鄉土料理·佐妻汁

八幡濱

以每年吸引 100 萬遊客的八幡濱 Minatto 休息站為中心，可以
在這享受八幡濱獨特的美食︑農業和漁業體驗，還有橘子產
地特有的景觀，入住市內的飯店或是農林漁家的民宿，盡情
享受「柑橘和魚的小鎮」︒從附近的觀光景點，比如說松山︑
別府等，到此地的交通也非常方便︒

柑橘

愛媛縣是日本第二大橘子產區，其中 40％

休息站「八幡濱 Minatto」

充滿新鮮海鮮的市場

來自八幡濱︒除了數量之外，在東京大田市
場的交易價格方面也鞏固了價格領導者的地
位，其品質可稱是日本第一︒

聯繫我們
種類豐富的橘子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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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原半島

在過去島原之亂時誕生的「具雜煮」︑因著溫暖氣候和豐富湧
水，加入鹽手工製成的「手延素麵」︑利用海水和溫泉水並由
地熱和陽光製成的「鹽」︑以湧泉水冷卻後的寒湯圓，亦或是
來自山區養分而育成的豐富海鮮等等，一整年下來都能感受
到從水與大地來的恩惠︒

長崎縣

各種享用素麵的方法

湧水與寒湯圓

在棚畑展望台可以欣賞到農民創造的美麗梯田的景色︑帶有
南歐農業土地感的「九州偶來南島原」︑在島原市的「錦鯉湧
水街道」裡，充滿活力的錦鯉在清澈的泉水中游泳，也可以
在「雲仙地獄」及周圍世界公認「火山和人所創造」的美景
感受到大地脈動在肌膚的脈動︒

農民所創造的美麗的梯田

在湧泉水路游泳的錦鯉

據說在島原之亂之後，移民帶來的手延素麵，在這裡也可以
體驗到如何製作，也有利用湧泉水製作寒湯圓的活動，以及
利用溫泉的蒸氣來體驗溫泉蒸鍋料理等，在這裡能參與到許
多與雲仙火山︑溫泉文化相關的文化體驗︒

島原半島的地標「雲仙岳」與北部地區的農地

與火山共存︑用五官感受土地的恩典
～與水連結的食文化～
利用島原半島湧出的湧水製作到烹飪出手延素麵及寒湯圓︑
以及位於島原半島中央位置的雲仙火山

體驗如何「把橋」手延素麵

而有用溫泉的蒸氣所製作的溫泉蒸料理︒

體驗如何用湧泉水製作寒湯圓

該地區獨特的飲食文化與火山產生的水相連，透過食物感受到與火山共生︒
島原半島

長崎

沿著中通街進行溫泉之旅，穿過咖啡館和小巷，可以瞥見當
地的生活，並下塌一間特殊的溫泉旅館︒隔天，在硫磺味中
欣賞此區域特色的植物的「地獄之旅」，和在有形文化財地區
的「泉水之旅」，讓五種感官享受與火山一起生活的豐富時光︒

溫泉・湧泉水料理

在島原半島的溫泉鄉一處，利用了日本最熱

小濱溫泉區的熱氣騰騰的海邊

在島原溫泉區體驗豐富的湧泉水文化

的溫泉水來製作溫泉蒸料理︒長久以來，在
這個地區使用溫泉蒸氣烹飪當地種植的蔬菜
和海鮮等︒另外，也有利用湧泉來製作涼爽
的寒湯圓︒

聯繫我們
在半島地區深受喜愛的流水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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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團法人島原半島觀光聯盟

URL : https://shimakanren.com/

利用溫泉蒸氣所製作的溫泉蒸氣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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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東半島

「宇佐神宮神事 - 行幸會 沿路的待客料理」（傳統再現料理）
傳說曾經在宇佐神宮的神道儀式「行幸會」中，沿著神轎拜
訪的路線，居民提供各式料理供給這些抬轎員︒現在，根據
古文獻，當地正在著手開發現代版本的「行幸會待客料理」，
利用當地的特產品，希望再現傳統，發展當地特色︒此地曾
經被稱為豐國，豐富之國之意，例如守江灣的「牡蠣」，姬島
的「囊對蝦」，日出的「城下鰈魚」，以及日本產量最高的「乾
香菇」︒在這不僅有山珍，也有滿滿的海味︒

大分縣

宇佐神宮「行幸會待客料理」

杵築守江灣的牡蠣

因著該地區獨特的氣候和地質所形成的豐富景觀，像是代表
日本之一的「宇佐神宮」，以及過去曾是宇佐神宮所管理的莊
園之一︑保有千年以上的外觀的「田染莊」，還有名勝「耶馬溪」
的岩峰等，可以盡興享受這些獨有的景觀︒另外，在世界上
最好的溫泉勝地之一的「別府溫泉」，從四處飄來溫泉散發出
來的蒸氣，可以感受到地球生生不息的氣息︒

宇佐神宮

名勝「耶馬渓」的岩峰（一目八景）

可以親身體驗農村生活的「農村民泊」︑透過美食體驗日本溫
泉湯治文化的「地獄蒸料理」︑以宇佐神宮的神道教儀式「行
幸會」為主題學習歷史，還有六鄉滿山的僧侶們修行時的訓
練路線「國東半島峰道 Long Trail」等，可以體驗未被探索的
日本記憶︒

從池塘開始自然與人共存的故事

一千年的歷史 未被探索的日本
～千年浪漫時空之旅～
國東半島位於九州的東北部︒
在宇佐神宮周圍繁榮的六國滿山文化︑被認定為世界農業遺產的循環型農業︑

農村民泊

代表日本的別府溫泉等，有著非常濃厚的歷史，自然和文化，傳承至今︒

國東半島峰道 Long Trail（大不動岩屋）

自古以來在此地區便很盛行穀物種植，麵食文化已在日常生活中紮根，
鄉土料理「麵團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麵粉加入鹽巴調和成麵團後，以手拉成薄皮

大分

國東半島

沿著宇佐神功的神事「行幸會」的道路，從薦神社到宇佐神宮，
再到八幡奈多宮拜訪後，在農村民泊裡，製作家庭料理「麵
團湯」，為餐桌添加色彩︒隔天早晨，帶著由當地米飯製成的
飯糰，在國東半島峰道長徑上漫步在日本的原始風光裡︒接著
來到別府溫泉泡泡足湯，治癒疲倦的雙腳，並品嚐當地特有
的別府地獄蒸料理︒

麵團湯

別府溫泉的熱氣

狀︒然後加入了當地種植的根莖類蔬菜，上

利用溫泉蒸氣作為天然瓦斯的獨創
「地獄蒸料理」

等的香菇等大量蔬菜的味噌湯烹調而成的料
理︒素食者也能享用，非常健康的一道家庭
料理︒「麵團湯」的製作方法因地區和家庭

聯繫我們

而異，體驗各種不同的口味的麵團湯也是一
大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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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香菇產量為日本第一

一般社團法人豐之國千年浪漫觀光圈

URL : https://millennium-roman.jp/english/

備受喜愛的家常菜餚「麵團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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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穗鄉・
椎葉山

在椎葉村還保留了國內少見的焚田文化，在這裡可品嘗到使
用了當地栽培的蕎麥以及蝦子等所製作的絕品焚田料理︒此
外誕生於高千穗鄉︑在乾淨的水與空氣中孕育出的品牌和牛
「高千穗牛」，是柔軟且脂肪甘甜的最高級牛肉︒其芳醇的滋
味別具一格︒

宮崎縣
高千穗牛的沙朗牛排

焚田蕎麥

除了名勝「高千穗峽」之外，日之影町的「戶川梯田」與椎葉
村的「仙人梯田」等，可讓人感受到先人種植稻米時之用心的
景色綿延於山間︒此外，由針葉樹與闊葉樹交織而成的諸塚村
「馬賽克林」
︑五瀨町的茶園風景等都能夠療癒旅人之心︒

諸塚村的馬賽克林

五瀨的茶園

在高千穗町可一邊欣賞夜神樂一邊品嘗神樂料理，在椎葉村
可以體驗製作蕎麥麵︑並且品嘗焚田蕎麥料理︒此外，在五
瀨町可進行炒茶葉體驗，在日之影町則可體驗森林療法以及
稻草工藝，在諸塚村則可以體驗香菇採收之樂趣︒

保存古老美好風景的椎葉村

「世界農業遺產 高千穗鄉・椎葉山」
將山村生活之智慧與世界共享
於高千穗鄉・椎葉山地區之山林間經營的農林業，是帶著尊重和敬畏大自然之心一路經營而來的︒
人們會向眾神祈求五穀豐收，地區各地皆會舉辦神樂祭︒

稻草工藝草體驗

這地區將村莊祭典時準備的神樂料理等︑

神樂之館

代表對自然恩賜的感謝而與眾神一起品嘗的傳統食物代代傳承︒

熊本

高千穗鄉·椎葉山

敬請您於農家民宿，親身體驗作為「山地農林業複合系統」
而受認定為世界農業遺產的五個町村之農林業現狀︑生活︑
文化及景觀等︒若能夠體驗到宛如眾神降臨之神秘氣氛，想
必身心都可獲得療癒吧︒

神樂料理

在舉辦夜神樂時，將使用當地食材製作的燉

天安河原

日之影森林療法

菜與捲壽司等一起盛盤後與賓客分享的料理
被稱為神樂料理︒此外，在竹製器皿中填裝
入雞肉等蒸煮而成的「割烹雞」，以及用竹
筒加熱的「割烹酒」︑還有以雞肉與牛蒡來

聯繫我們

熬煮湯頭的「神樂烏龍麵」也是不可或缺的︒
割烹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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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穗鄉旅遊協會

URL : https://takachiho-go.jp/en/

神樂料理 Syouke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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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OR JAPAN Areas 聯繫我們
十勝 (北海道)

小諸 (長野縣)

京都山城 (京都府)

讚岐 (香川縣)

十勝觀光聯盟

小諸觀光局

香川縣觀光協會

http://tokachibare.jp/

https://komoro-tour.jp/

京都山城地區振興機構（茶之京都 DMO)
http://ochanokyoto.jp.t.aav.hp.transer.com/

https://www.my-kagawa.jp/zh-TW/

十和田 (青森縣)

白馬 (長野縣)

紀之川 (和歌山縣)

八幡濱 (愛媛縣)

一般社團法人十和田奧入瀨觀光機構

白馬村觀光局

紀之川水果觀光局

https://www.towada.travel/zhtw/index

http://hakubavalley.jp/index_english.html

https://kinokawa-dmo.com/cn_t.html

一般社團法人八幡濱市 Furusato 觀光公社

一關‧平泉 (岩手縣)

山之內 (長野縣)

湯淺 (和歌山縣)

島原半島 (長崎縣)

山之內町觀光聯盟

湯淺觀光協會

一般社團法人島原半島觀光聯盟

https://hiraizumi-dmo.jp/

https://info-yamanouchi.net/english/

http://yuasa-kankokyokai.com/aboutus.html

https://shimakanren.com/

石卷 (宮城縣)

伊那 (長野縣)

因幡・但馬 (鳥取縣・兵庫縣)

國東半島 (大分縣)

一般社團法人石卷圈觀光推進機構

一般社團法人伊那市觀光協會

一般社團法人麒麟之城觀光局

一般社團法人豐之國千年浪漫觀光圈

https://www.umimachi-sanpo.com/

https://inashi-kankoukyoukai.jp/en/

https://kirinnomachi.jp/

https://millennium-roman.jp/english/

大館 (秋田縣)

佐久 (長野縣)

益田 (島根縣)

高千穗鄉・椎葉山 (宮崎縣)

一般社團法人秋田犬旅遊

SAKU 酒藏農業旅遊推進協議會

一般社團法人益田市觀光協會

高千穗鄉旅遊協會

https://visitakita.com/tc/

https://sakusake-tourism.com/en/

https://masudashi.com/en/

鶴岡 (山形縣)

下呂市馬瀨 (岐阜縣)

津山 (岡山縣)

鶴岡食文化創造都市推進協議會

馬瀨地區自然公園創造委員會

公益社團法人津山市觀光協會

https://tsuruokagastronomy.com/

http://maze-shizenkouen.jp/

http://www.tsuyamakan.jp/tw/index.html

會津若松 (福島縣)

濱松・濱名湖 (靜岡縣)

尾道 (廣島縣)

會津若松觀光局

濱松 · 濱名湖地區

http://samurai-city.jp/zh/

http://hamamatsu-daisuki.net/lan/en/enjoy/gourmet.html

https://l-og.jp/en/

大田原 (栃木縣)

大井川 (靜岡縣)

西阿波 (德島縣)

株式會社 大田原觀光

大井川農泊推進協議會

一般社團法人空之里

http://ohtawaragt.co.jp/

https://ooigawa-experience.jp/

https://nishi-awa.jp/hongkong/

秩父 (埼玉縣)

南知多 (愛知縣)

秩父地區 Omotenashi 觀光公司

南知多町觀光協會

https://chichibu-omotenashi.com/tw/

http://minamichita-kk.com/en/

十日町 (新潟縣)

大紀 (三重縣)

十日町市食與農之風景勝地推進委員會（十日町市觀光協會）

一般社團法人大紀町地域活性化協議會

https://tokamachishikankou.jp/tw/

http://taiki-okuise.jp/language/tc/

小松 (石川縣)

京都府北部 (京都府)

小松觀光物產聯合網

京都府北部地區合作都市圈振興社（海之京都 DMO）

一般社團法人世界遺產平泉・一關 DMO

http://komatsuguide.jp/index.php/top/index/cn/

食 × 農計畫推進協議会

https://takachiho-go.jp/en/

LOG

http://www.uminokyoto.jp.t.adn.hp.transer.com/

小濱 (福井縣)

森之京都 (京都府)

若狹小濱觀光協會

森之京都地區振興機構（森之京都 DMO）

https://en.wakasa-obama.jp/

https://yawatahama-kankou.com/en/

https://morinokyoto.jp/

SAVOR JAPAN 推進協議會（ Savor Japan Project Association ）
URL： https://savorjp.info/

78

SAVOR JAPAN

SAVOR JAPAN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