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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崎溫泉擁有充滿特色
的七大外湯，根據《孤
獨星球》雜誌，該地是
體驗日本傳統溫泉文化
的最佳場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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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外湯

公共澡堂的文化深植於這個小鎮的日常生
活之中，其中七大外湯更是城崎溫泉的一
大亮點。溫泉可以緩解肌肉痠痛、消化不
良和疲勞等不適症狀。如果入住當地的旅
館，旅館會提供外湯入浴券，供您盡情泡
湯到退房當天的下午 3:30 為止。一日遊的
旅客也可以任選一個外湯，或購買外湯一
日券來泡滿七大外湯。許多澡堂最早上午 
7 點就開始營業，開放到晚上 11 點為止，
所以旅客一整天都能享受溫泉之樂。城崎
溫泉的公共澡堂也對有紋身的客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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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湯
柳湯質樸的內裝採用的建
材是日本檜木，是城崎溫
泉七大外湯中佔地最小，
但池水最深的一個。

地藏湯
復古的地藏湯提供兒童空間以及
家族浴場，極受家庭歡迎。

里之湯
寬敞的三層樓建築設有西式和日
式風呂，擁有讓您放鬆身心的按
摩浴缸、香氛三溫暖，以及周圍
優美的景致。

靜謐的鴻之湯據說是城崎溫泉最古
老的溫泉。傳說中有人曾在此地發
現一隻鸛在泉水中癒療傷口。

一之湯
江戶時代有一位著名的醫生曾推崇
一之湯為「天下第一湯」。寬敞的
浴池以天然岩石營造出洞窟風呂的
氛圍，讓您滌淨一切煩擾。

御所之湯
請務必前往戶外浴池泡湯，
欣賞美麗的瀑布流入綠意圍
繞的溫泉中。

鴻之湯

曼陀羅湯
古樸的曼陀羅湯位於溫泉街旁，傳
說是城崎溫泉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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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崎溫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 1,300 年。城崎溫泉的興建歸功

於，在國內雲遊、尋找協助治病方法的佛僧道智上人。當道智上人

在西元 717 年經過此地時，受當地神諭的指示，連續誦經千日直到

溫泉水湧出。據說溫泉的療效就是在此時為人們所發現，至今當地

人仍然十分珍惜。

溫泉初次湧現的地點就是現在的曼陀羅湯，是城崎溫泉七湯之一。

多年來有許多人到訪城崎溫泉，包括許多知名作家。於 1917 年撰

寫《在城之崎》（《城の崎にて》）一書的知名小說家志賀直哉即

是其中之一；著作中描寫了他在城崎溫泉的時光，讓這座小鎮在全

國更為知名。

城崎溫泉：歷史

https://visitkinosaki.com

前往城崎溫泉官方網站了解更多資訊

大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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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浴衣漫步
在小鎮中

體驗城崎溫泉的最佳方式是穿上傳統的浴衣
（休閒版的和服）和下馱（日式木屐），在
小鎮中的七座公共溫泉間穿梭。若在城崎溫
泉過夜，旅館會提供浴衣給遊客在住宿期間
穿著。這個地區還有另一項有趣的事—可以聽
見街上的人們穿著木屐走路的叩叩聲。在泡
湯之餘，可以漫步於街道上，逛著迷人的商
店、餐廳和酒吧。這裡還有一家出租獨特設
計的彩色浴衣商店。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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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在城崎溫泉的
體驗

温泉寺
如果沒一訪歷史悠久的溫泉寺，就稱不上是完整

的城崎溫泉之旅了。這座寺院被視為溫泉的守護

寺；本堂位於大師山的山腰，可以搭乘城崎溫泉

纜車前往，或徒步走上 500 階的階梯。從前，進

入神聖的溫泉水域之前有一項必要的儀式，就是

前往溫泉寺參拜；香客會拿到一個特別的勺子做

為泡湯的門票，泡完湯再還給寺廟。 

溫泉寺建於西元 738 年，以紀念佛僧道智上人，

寺內保存著許多重要的文物。其中一座十一面觀

音立像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這座慈悲菩薩

像每 30 年只展示三年。未展示時，這座木造神像

被安置在一個盒子中，每年只在 4 月 23 日及 24 日

的兩天祭儀中展示上半部。

城崎草桿細工

城崎溫泉的麥草細工（草桿工藝）有著悠久的歷史。約300 

年前，有位旅行者來到城崎溫泉進行溫泉療養，並用這種獨

特的細緻草桿工藝技術製作物品換取住宿。多年來，這種草

桿工藝已從彩色草笛及陀螺等小飾品演變為複雜盒箱及裝飾

品等大型物件。

這種手工藝品會使用各種顏色的麥稈，將之編織在一起，或

者切割排列成特定的圖案，做為裝飾用品或用以製作盒子、

紙扇甚至明信片等各種製品。目前，城崎溫泉是這項獨特在

地工藝，最後現存的工匠所在之處。來到此地的遊客們，可

以在城崎麥草細工傳承館定期舉辦的工作坊中，親手體驗草

桿工藝。城崎也有許多商店販售這些精美的物品，很適合當

作城崎溫泉的伴手禮及紀念品。

住宿於日式旅館

城崎溫泉有著許多傳統木造旅館，眾多

遊客在當地旅館住宿，體驗日式的待客

之道及相應的獨特傳統。

旅館房間簡約、低調而優雅，有著榻榻

米地板、鋪被床鋪、一張小桌子，和坐

墊；每間客房中也能看到一些當季的花

卉或其他當季物品等小細節。

日式旅館的典型晚餐是傳統的多道菜懷

石料理。懷石料理是一種優雅的餐飲，

強調當季食材和細緻風味。懷石料理所

使用的食材來自周邊地區和海洋，每道

菜端出時都會加以說明，讓人感激每一

口下嚥的美食。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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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崎溫泉    的四季

春

秋

冬

夏

春天，大谿川沿岸盛開著美麗的櫻花，成為非常適合拍照的浪漫散步好去處，尤其
是晚上櫻樹點燈時；每年 4 月 23 日及 24 日城崎溫泉會舉行溫泉祭，以各種儀式表
達對溫泉的敬意及感謝，期望繁榮的景況得以延續。

秋天是紅葉的季節，大師山等群山翠綠的樹葉轉變為紅、黃和橘色；10 月 14 日及 
15 日是城崎溫泉最盛大的慶典：だんじり祭（山車祭）。

到了冬天，整座小鎮成了覆蓋著白雪的銀白山村；在這個時節前往戶外浴場十分美
妙，周圍冷冽清新的空氣讓窩在暖和的水中變得更加療癒；別忘了享用美味的松葉
蟹，這是冬季的特產。

夏天，綠意盎然且氣候宜人，七月下旬到八月下旬（除了八月 13 - 15 日的盂蘭盆節
期間）的每個星期晚上都會施放煙火，讓遊客及當地居民一同欣賞；當七彩的煙火
彈在空中綻放時，記得看看河中炫目倒影的美麗模樣。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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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葉蟹

但馬和牛

松 葉 蟹 是 從 日 本 海 沿 岸 捕 獲 的 雄 性 雪

蟹 ， 是廣受歡迎的冬季特產。冬天是松

葉蟹的產季，遊客不遠千里而來只為一

嚐這種特殊的螃蟹。松葉蟹有各式各樣

的吃法，包括像生魚片般生吃、燒烤、

涮涮鍋，或是煮成溫暖的火鍋。

如果想品嘗這道美味，從 11 月初到 3 月

都可以在此地找到許多供應及銷售松葉

蟹的餐廳和旅館。

出石皿蕎麥麵
出石皿蕎麥麵是出石的特色，此區有將近 50 

家餐廳供應這道美味的蕎麥麵。出石的蕎麥麵

與其他蕎麥麵有什麼不同呢？不同之處就在於

上桌的方式。出石蕎麥麵是小份量地盛裝在小

碟子中（通常一餐會有五碟），這是此區的獨

特風格；這麼做的一部份原因是為了展現出石

質地如絲而色白均勻的瓷器。出石皿蕎麥麵的

吃法是沾著稱為「出汁」的日式涼湯汁食用，

也可在湯汁中加入白蘿蔔、蔥、芥末、山藥泥

及生蛋。麵條吃完後，會提供裝有煮麵溫水的

容器，將水倒入沾汁就成了一碗美味的湯，作

為用餐的美好句點。

東方白鸛米
豐岡生產著稱為「東方白鸛米」的美味有機米。為了將一度滅

絕的鸛重新引入田野，這座城市改變了農作方式，轉換為友善

環境的農作結構。因此，

現在可以買到這種無農藥

的白米當作伴手禮，對環

境、健康都有益，還可以

支持當地為了讓這種瀕危

物種回到生態系統所付出

的努力。

但馬和牛以優質的雪花紋路及上等的風

味而聞名，是源於但馬（兵庫縣北部）

的品種牛肉。事實上，幾乎所有的黑毛

和牛，包括神戶牛肉等受人推崇的品牌

都源於此地，優質的但馬和牛輸出到日

本各地。但馬和牛在全年間都有產出，

是城崎溫泉和豐岡的兩大特產之一，在

城鎮中的餐廳和食品店販售。通常以牛

排、烤牛肉蓋飯、涮涮鍋或燒肉等形式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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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城崎溫泉

03 & 04

01
02

06

豐岡市

區域
介紹

距離城崎溫泉 20 分鐘自行車車程

距離城崎溫泉 20 分鐘電車 + 25 分鐘巴士車程

03 出石城下町

讓時光倒流，走過充滿傳統與歷史的出石城下町

古老街道。街道結構在 400 年左右的時間裡都維

持不變，城鎮中充滿質樸平靜的氛圍。這裡有許

多歷史地標，像是武士屋以及日本最古老的鐘樓

之一。在這座小鎮裡可以輕鬆地漫步，遊客還可

以在當地店鋪租借和服，享受穿著和服漫遊小鎮

的體驗。出石也是傳統柳編工藝最後的工匠所在

地，還有傳承了 14 代的傳統釀酒廠。

距離城崎溫泉 50 分鐘的巴士車程

05 竹野濱海灘

兵庫縣北部海岸的隱藏景點。這座美麗的沙灘是最棒

的海灘之一，躋身日本海灘前 100 名之列，清澈的海

水隨著乾淨鬆軟的沙灘一路延伸。竹野是一座安靜的

漁村，有著美麗的自然景觀、友善的居民和傳統房舍。

這座小鎮是很棒的健行地點，可以欣賞到美麗海景和

整座小鎮，夏季時還能划獨木舟和游泳。

距離城崎溫泉 10 分鐘電車車程+ 步行 15 分鐘

06 神鍋高原

神鍋高原是熱門的戶外活動景點，可進行健

行、山地自行車、滑草、滑翔傘等活動。神

鍋高原也以三個大型滑雪勝地聞名，適合各

種程度的滑雪愛好者。其他冬季活動包括嚮

導帶領的雪鞋步行課程、香蕉船雪上泛舟，

以及乘著雪橇滑下坡等。

04 出石永樂館

建於 1901 年的出石永樂館是關西地區最古老的

歌舞伎劇場。曾經聚集了許多歌舞伎愛好者，後

來轉型為電影院，直到 1964 年關閉為止。但多

年來出石永樂館一直保存良好，2008 年更完成

了全面修復。現在，遊客可以來參觀這棟歷史建

築，了解後台的樣貌，包括旋轉舞台的機關。 如

今，這座劇場主要用於舉行當地活動，以及由國

內知名表演者演出的年度歌舞伎表演。

距離城崎溫泉 50 分鐘的巴士車程 

01 玄武洞公園

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山陰海岸地質公園裡的

這座自然紀念物是在大約 160 萬年前由於火山

活動而形成。公園內包含五個主要洞窟，有著

獨特的六角形玄武岩柱結構。這裡曾經是一個

採石場，開採玄武岩用於各種用途，包括城崎

溫泉的護岸。1931 年，玄武洞成為國家指定自

然紀念物，使其成為該地區迄今最受歡迎的觀

光景點之一。

02 兵庫縣立鸛之鄉公園

東方白鸛是瀕危物種，已被指定為特別天然記

念物。想要一睹其風采的遊客可以前往兵庫縣

立白鸛之鄉公園參觀。這是保護濱臨絕種的白

鸛的自然保護區，在這裡，您可以聽到非常精

采的故事，包括他們如何復育野生白鸛，並將

當地的農業轉型為環保農法。別忘了留意豐岡

的稻田和開放空間，幸運的話，您可能會看到

白鸛在田間覓食或在空中遨翔。

距離城崎溫泉 10 分鐘電車 + 15 分鐘巴士車程

神鍋高原 江原

電車
巴士
自行車
徒步

兵庫縣立鸛之鄉公園

出石城下町
出石永樂館

玄武洞公園

竹野濱海灘

豐岡

城崎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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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崎溫泉

京都 東京

大阪

關西國際機場

您可以將城崎溫泉視為一間大型日式旅館，車站
是其入口、溫泉街是走廊、各旅館是客房，而溫
泉則是浴室。

前往城崎溫泉

2020 年二月發行

豐岡市觀光課
日本 668-0033 兵庫縣豐岡市中央町２－4
電話：+81-796-21-9069  
電子郵件：travel@city.toyooka.lg.jp

資訊

從大阪 特急列車：2 小時 40 分鐘
全但特急巴士：3 小時

從京都 特急列車：2 小時 30 分鐘
全但特急巴士：3 小時 35 分鐘

從神戶 特急列車：2 小時 30 分鐘
全但特急巴士：3 小時

從姬路 特急列車：1 小時 40 分鐘

https://www.instagram.com/
　　　　visitkinosaki

瀏覽城崎溫泉的
Instagram

https://www.facebook.com/visitkinosaki.tc/

參觀城崎溫泉臉書

城崎溫泉

京都

大阪

豐岡

福知山

和田山

新大阪

關西國際機場

竹野

神戶

姬路

JR 線
京都丹後鐵道

天橋立

城崎溫泉距離京都或大阪約兩個半小時的電車車程。可使用 JR 
Pass 搭乘電車到城崎溫泉， 您也可以從京都、大阪或神戶搭乘
高速巴士。

參觀城崎溫泉首頁

https://visitkinosaki.com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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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崎溫泉
最佳溫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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