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新綠環繞的奧多摩湖（Okutama-machi） 
5 拂澤瀑布（Hinohara-mura） 6 日原鐘乳洞
（Okutama-machi）是關東規模傲居第一的
鐘乳洞

7 位於六道山公園（Mizuho-machi）的百棵
山櫻 8 紅葉遍染的秋川溪谷（Akiruno-shi） 
9 根搦前水田（Hamura-shi）約有四十萬
朵的鬱金香爭相綻放 10 鹽船觀音寺（Ome-
shi）有一萬七千株的杜鵑綻放 11 梅岩寺
（Ome-shi）的枝垂櫻 12、13 檜原都民之森
（Hinohara-mura）的半鐘蔓（12）與北萱草
（13） 　 

四季美麗的TAMA

群山環繞的TAMA四季分明。春天的嫩綠枝

葉與秋天的紅楓，冬天的雪景，象徵季節變換

綻放的艷麗花朵等等。隨著四季變化所展現的

不同景貌，也是TAMA的魅力之一。 

魄力萬分的景象

令人嘆為觀止

TAMA地區有許多可以直接感受大自然魄力

的景點。岩石與清流陪襯的漫遊步道、巨大的

水壩湖、水花飛濺的名瀑、氣氛神祕的鐘乳洞

等等。景象壯麗，魄力震攝人心。

瀑布深潭旁可就近
欣賞名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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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快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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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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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市中心僅2個小時，壯闊群山與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山林

一般人對「東京」的印象，就是林立的高樓大廈，或是充滿最先進

電器商品的街道吧。其實不然，延伸於東京都西部的TAMA地區

（多摩地區），留有寧靜悠閒的風景與豐沛的大自然，不禁令人懷

疑「這裡真的是東京嗎？」。宏偉的群山與屹立不搖的巨樹、湍急

的河流、美麗的溪谷以及令人懷念的田園風景等等。是從市中心搭

電車或開車2個小時就可以到達的自然樂園。

1 奧多摩古道的SHIDAKURA橋（Okutama-
machi） 2 綾廣瀑布（Ome-shi） 3 御岳山岩石
園。岩石青苔叢生，河川清澈美麗（Ome-shi）

輕鬆接觸大自然

TAMA地區有許多登山步道與健行路線，

在這可以接觸壯觀的大自然。御岳山岩石園

（Ome-shi）是登山初學者也能輕鬆前往的推

薦景點。夏天氣候涼爽，舒適宜人。

暢快無比！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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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TAMA地區也可窺見日本人與大自然共生共息的歷史。日本是世

界屈指可數的森林大國，森林約佔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因此自古以

來，對於日本人來說，大自然近在咫尺。對於大自然賜予的恩惠充

滿感恩，卻也時而對抗其帶來的威脅，共處至今。TAMA地區的風

景留有古時人們為了與自然共生所傳承的智慧與努力，至今也仍隨

處可見。

橋下絕景魄力萬千

※本誌所記載的地名如右所示：-shi=市、-machi＝町、-mura=村。

T A M A（多摩）地區青山綠水環繞，景色充滿驚奇與感動。

享受 T A M A大自然的擁抱，度過令人無法忘懷的時光。

TAMA
WONDERS

2



1 大膽躍入瀑布深潭！ 

2 不畏激流大膽前行 

3 TAMA的瀑布是天然的滑水道

挑戰TAMA溪流的
刺激極限

TAMA地區溪谷眾多，水量豐富，在這裡您可

挑戰溪降運動（４∼10月）。溪降運動是不使

用特別的道具或器材，將自己置身於激流順勢

滑降的運動。在活力充沛的TAMA，享受與大

自然合而為一的樂趣吧。

3

1

2

瀑布

大自然一望無際的 T A M A地區，在這裡有可以活動全身的完善運動。

大都會裡無法享受的樂趣應有盡有。

TAMA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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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裡也有許多釣魚地點，可釣虹鱒或山女魚 5 Ome-shi的御岳溪谷是攀

岩的人氣景點 6 御岳溪谷也是有名的獨木舟勝地 7 不管是健行或路跑，這
裡有許多規劃完善的路線 8 挑戰刺激萬分的泛舟運動。春初時節雪水融化，
河川水量增加，最適合泛舟 9 在TAMA大自然下享受暢快的自行車活動 

10 Akiruno-shi也有可以體驗騎馬的馬術俱樂部

森林、岩石區、瀑布、河川

全部都是自然遊樂場

TAMA大自然擁有使造訪者舒展心情的力量，平時或許會擔心「不

想把衣服弄髒」「可能受傷發生危險」的您，在這裡會不斷想嘗試

挑戰。如同TAMA歡迎接納我們一般，在這裡有包羅萬象的活動項

目讓您接觸大自然。

於山林悠遊或是健行，美麗的森林撫慰身心。TAMA擁有豐沛的水

源，在岸邊除了可以溪釣外，也有獨木舟、橡皮艇等活動，更有刺

激萬分的泛舟與溪降運動，項目應有盡有。有初學者或者是孩童可

以輕鬆玩耍的活動，也有難易度高適合上級者的活動，玩法五花八

門。推薦您徹底運動全身後，可在河邊烤肉，大快朵頤。

擁有豐沛大自然的TAMA
玩樂方式包羅萬象

想輕鬆接觸大自然的人，推薦山林

悠遊或是釣魚。想感受大自然力

量的人，可以嘗試挑戰攀岩或是

泛舟運動。您可以自由選擇享受

TAMA大自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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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ild!

河川

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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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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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御岳山的日出之美獨樹一幟 2 搭乘御岳山纜車前往
御岳山 3 武藏御嶽神社。現在的拜殿創建於西元1700
年 4 於武藏御嶽神社內最深處的大口真神社。該社祭
祀「犬樣（狼神）」，兩側的守護神像為狼像 5 武藏御
嶽神社的繪馬上也繪有「犬樣」

T A M A地區自古以來是傳統生生不息的地方。以御岳山的山岳信仰為首、祭典、日常生活，

甚至是路旁的一般風景等等，皆可窺見大都會正逐漸失去的日本原始景觀。

感受TAMA群山所釋放的神秘力量

因受群山環繞，不管是其所孕育的恩惠抑或威脅，皆與日本人關

係密不可分，對日本人來說，山是崇拜與敬畏的對象，因此日本

自古將山視為神聖的的存在，「山岳信仰」的思想深植日本文

化。俯瞰Ome-shi的御岳山也是此信仰的對象之一，代表關東地

區的聖地，長年深受眾人信仰。

聳立於山頂的武藏御嶽神社也可說是其象徵。創建於西元前91

年，據說西元736年僧侶行基於東國鎮護的祈願儀式中祭祀藏王

權現的尊像，由此可窺知日本人視山為敬畏對象的歷史脈絡。鎌

倉時代（1185–1333）以後山岳信仰廣為流傳，信眾聚集，身

居山中「瀑行」（藉由瀑布激流拍打洗滌身心的修行）的修行者

紛至沓來。江戶時代（1603–1868）庶民的參拜也逐漸增加，

參拜道路上也有提供參拜信眾使用的「宿坊（佛教寺院提供的住

宿處）」，據說熱鬧非凡。

即使現成為登山人氣景點，御岳山神聖莊嚴的氣氛依然不減。緬

懷自古先人的信仰，一起去參拜吧。

能量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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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
RETRO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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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Hinode-machi的「平井祭」所舉行的傳
統技藝「鳳凰舞」 14・15・16 Akiruno-shi於

9月舉辦「秋留野三大祭典」 14 二宮神社定期
大祭 15 正一位岩走神社定期大祭 16 阿伎留神
社定期大祭

6 於宿坊祈禱的樣子。
肅穆的氣氛下，身心收

攝 7 宿坊的客房。窗
外的御岳山美景盡收

眼底 8 神聖莊嚴的綾
廣瀑布（Ome-shi）
下的瀑布修行。可在宿

坊或武藏御嶽神社報

名參加

9 江戶時代末期富農房屋改建後的耕心館（Mizuho-machi） 10 廣德寺
（Akiruno-shi）的寺門為江戶時代中期的建築 11 跨越秋川的小和田橋
（Akiruno-shi）具有往昔的山林風情 12 默默守護旅客的道祖神

天空村落

於宿坊歇息，體驗瀑布修行

御岳山現今仍繼承著瀑布修行的修道文化。

參拜道旁成排的宿坊以往是修道者的住宿

處，現在一般觀光客也可以使用。宿坊的主

人也是擔任武藏御嶽神社的神職者，住宿者

可參加消災解厄、祈禱、瀑布修行等儀式。

TAMA祭典
熱鬧洋溢

推薦您感受TAMA地區自古所傳承的祭典氛

圍。人聲鼎沸中，華麗絢爛的神轎與抬閣於

街上競相行進。傳統風貌的魄力震攝人心。

漫步欣賞日本原始景觀

於TAMA地區可欣賞寧靜悠閒的山林風景，

以及歷史流傳於今的建築物。例如稻穗等作

物成熟的田園、佇立於路旁的守護神「道祖

神」、莊嚴肅穆的山門、傳統民宅改建後的

文化設施等等。這裡有許多美麗景緻能夠撫

慰並溫暖造訪者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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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屋頂的寺門

身心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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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葵、野菜、蒟蒻、蕎麥麵⋯⋯T A M A地區是美食的寶庫。

擁有清澈溪流與群山的肥沃土壤所賜予的恩惠，來 T A M A地區一定要品嚐當地才有的佳餚。

清澈河川所孕育的

日本之味，TAMA之味

壽司與蕎麥麵等日本料理所不可或缺的山葵

是TAMA地區的特產之一。山葵是只有純淨

水質的地方才能生長的植物，可說是TAMA

的清澈河川所賜予的恩惠。新鮮的山葵香氣

濃郁辣味溫和，一定要品嚐體驗一番。

1 TAMA冬季降雪多。春季白雪融化，大量清
澈純淨的水流入河川 2 TAMA地區的河川清
澈無比，可看見紅點鮭、鱒魚、山女魚等淡水

魚 3 可俯瞰美麗多摩川緩緩流動的鳩巢溪谷
（Okutama-machi） 4 綠意盎然的山葵田

山葵風味的食用油 山葵青醬

山葵商品琳琅滿目

2

1

3
4

醃漬山葵

TAMA
FOOD &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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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

水質純淨

造就美食佳餚

享受好山好水所孕育的豐沛資源

說到TAMA的食物名產，就是蕎麥麵、蒟

蒻、豆腐與日本酒等等。因這些料理的製作

材料相當簡單，所以水質是影響食物味道的

重要因素。嚐一口TAMA的食物，就可以知

道「山好水好食物好」的道理。

種類豐富多樣的野菜料理

TAMA春季的野菜是地區居民自古以來的日

常食材。以Hinohara-mura的三頭山莊為

主，在此地區可品嚐到精心烹煮，種類豐富

的野菜料理。

蕎麥麵
TAMA地區有許多蕎麥
名店。各店的蕎麥麵使

用純淨的水，也凸顯店

家對食物的講究

魚
品嚐TAMA的鮮魚，
推薦以簡單的鹽烤方

式享用，可直接感受

魚肉本身的美味

豆腐
許多豆腐店以自古流

傳的方法製作手工豆

腐。濃厚的美味凸顯

了大豆的香醇

茶葉
於Mizuho-machi
等所栽培的東京狹

山茶。甘味與澀味均

衡，恰到好處

咖啡
在TAMA的咖啡店品
嚐咖啡，也可以感受

到純淨水質的美味

日本清酒
以米、水、米麴、酵

母所製作的日本清

酒，使水的甘甜美味

更為突出

蒟蒻
作為健康食品也深具

人氣。例如「刺身蒟

蒻」（生蒟蒻切片）

與田樂（味增串烤蒟

蒻）等，種類繁多

談到TAMA的飲食文化，最不可欠缺的就是「水」。

TAMA地區以多摩川與其支流秋川兩大河川為中心，有許多河川匯

流。因河水流經天然過濾裝置般的山脈，TAMA河水的透明度極

高，水質當然也不在話下。居住在TAMA的人們，自古以來感謝

TAMA的水所賜予的恩惠，進而發展出善加利用水的飲食文化。正

因為如此，TAMA的許多美食名產當中，例如日本酒、蒟蒻、豆腐

等等，是與純淨美味的水息息相關的。

認識TAMA飲食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山」。TAMA群山蒼

翠，綠意盎然，是食材的珍貴寶庫。春天來臨白雪融化時，大地

冒出新芽，生氣蓬勃，到了秋天，就是果實成熟的季節。野菜與

香菇等大地四季的豐沛資源，也是想在TAMA品嚐的食物。

百合根
百合的根部營養價值

高，自古以來被視為

重要的藥草

楤芽
也被稱為「野菜之

王」。是五加科植物

楤木的嫩芽

土當歸
口感佳，香味豐富。

生食或是煮食皆美味

莢果蕨
蜷曲的形狀相當可

愛。吃起來稍微帶黏

滑的口感

蟒蛇草
從春季到秋季，採

收期長為其特徵。

口感脆嫩新鮮

蕗薹
此野菜的特徵是稍

帶苦味。做成炸天

婦羅或是滷製食用

居多

芋莖
芋頭的葉柄，生的

狀 態 呈 鮮 豔 的 紅

色。吃起來有脆脆

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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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於倉澤的檜樹（Okutama-machi）
是東京都內最大的檜樹，樹高 34公尺，
樹圍 6.3公尺 2 百尋瀑布（Okutama-
machi）。飛濺的水花充滿了負離子 3 為
提供森林療法所建造的漫遊步道「奧多摩

癒療步道」（Okutama-machi） 4 奧多
摩癒療步道上的癒療項目之一，森林瑜珈

只要接觸 T A M A豐沛的大自然，日常煩惱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例如走進森林或是溫泉浴池，以下為您介紹於 T A M A休憩的紓壓方法。

巨樹圍繞

洗滌心靈的時光

TAMA森林的特色之一是擁有許多的巨樹古木。特別是TAMA

最西部地區的Okutama-machi是日本第一巨樹之鄉，廣為人

知。理由是日本環境省於2001年所舉辦的全國巨樹森林調查當

中，Okutama-machi擁有891棵巨樹，數量居日本之冠。當

然，不只是Okutama-machi，TAMA地區其他地方也生長著

許多巨樹。

巨樹古木最具魅力的特點就是其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樹皮彷

彿勇敢地訴說著其悠久歷史，樹枝向四面八方伸展，樹葉綠意盎

然。仔細觀察，也能發現停在樹梢上休憩的野鳥，以及為吸取樹

汁而前來的昆蟲。細看參天巨樹與森林萬物的生命力，您或許能

體會到人類是多麼地渺小。

擁有巨樹古木的TAMA森林，是森林療法的人氣景點。這裡有完

善的癒療步道與療程供您體驗。一起感受TAMA森林的癒療力量

吧。

古木樹齡長達千年

1

4
3

2

褐頭山雀

翠鳥

黃尾鴝

於TAMA可見到的野鳥

TAMA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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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Hinohara-mura的兜家旅館。建築物側面的屋頂成漸層狀，是頭盔型屋頂的特徵。
往昔養蠶的建築物現今改成旅館 14 Hinohara-mura山中的小林家住宅是於18世紀前半所
建造的茅草屋頂式民宅 15 數馬村落裡的蛇之湯溫泉寶莊（Hinohara-mura）是雙重頭盔
型建築，非常值得一看

5 秋川溪谷 瀨音湯
（Akiruno-shi）的女性專
用露天浴池 6 日出三澤 
TSURUTSURU溫泉
（Hinode-machi）的
西洋式室內浴池 7 奧
多摩溫泉 MOEGI湯
（Okutama-machi）的
露天浴池。可以欣賞四季

分明的景色 8 檜原溫泉
中心 數馬湯（Hinohara-
mura）的露天浴池

9 御岳山的宿坊，靜山莊（Ome-
shi）。在這裡可以體驗瞑想，宿坊主
人會指導呼吸法 10 TAMA的活動項
目中也有享受星光浴的住宿行程 11 
福生螢火蟲公園（Fussa-shi）裡頭
棲息著源氏螢火蟲。晴朗的夏夜可欣

賞美麗的光之秀

山林溫泉撫慰身心

體驗山林健行等活動後泡個溫泉，洗去一天

的汗水吧。TAMA有許多可當天來回，且可

同時享受溫泉與美麗自然風景的溫泉設施。

將身心寄託於TAMA的溫泉名湯吧，一定帶

給您舒服滿足的充實感。

於歷史悠久的

頭盔型傳統民宅放鬆身心

「頭盔型屋頂」是TAMA地區傳統民宅的

建築樣式。名稱原由是因為茅草屋頂的形狀

與武士的盔甲類似。此地區以頭盔型屋頂建

築為首，留存了各式各樣建築風格的傳統民

宅。在日本自古的傳統式建築中享受癒療身

心的歇宿生活吧。

沈醉於TAMA的時光

調整呼吸步調，任憑時光悠閒流逝。在這裡

度過短暫奢華的時刻也是於TAMA受歡迎的

舒緩身心方式之一。瞑想體驗以及星空浴等

等，好好享受TAMA的癒療時光吧。夏夜推

薦您欣賞螢火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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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成Skyliner

成田機場

山手線

五日市線

中央線
青梅線

東京單軌電車

新
宿
站

拜
島
站

御
嶽
站

調布飛行場
立
川
站

東京站
竹芝客船航運中心

奧多摩站

武藏五日市站

※本誌最新登載資料來源至2016年9月底止。發行後資訊或有更動，建議出發時先以電話等方式確認。此外，本誌對登載內容不負任何損害賠償之責任，煩請見諒包涵。
※本誌所記載的地名如右所示：-shi＝市、 -machi=町、-mura=村、-shima/-jima=島。

照片提供：檜原都民之森、小笠原村觀光局、青島村公所

● tokyo reporter 
http://tokyoreporter.jp/otherlanguage/

拜島站

立川站

御嶽站

纜車下瀧本站

御岳山站

武藏五日市站

奧多摩站

カスタムTAMASHIMA
MAP2
2016/9/Jmap

從靜岡縣（東京都附近的縣）出發的交通資訊

前往大島可於靜岡縣的熱海搭乘高速船，前往利島、新島、式根島、神津島可從靜岡縣的下田搭乘汽車渡輪。

交通資訊

12

JR中央線26分鐘（中央特快）

JR青梅線12分鐘

JR青梅線37分鐘
JR五日市線

20分鐘

西東京巴士

10分鐘JR青梅線18分鐘

新宿站

立川站

拜島站 武藏五日市站

御嶽站 瀧本站

奧多摩站

Registration number (27) 84

45分鐘

西多摩

Okutama-machi

Hinohara-mura
Akiruno-shi

Hinode-machi

Ome-shi

Hamura-shi

Fussa-shi

Mizuho-machi

京成Skyliner

成田機場

山手線

五日市線

中央線
青梅線

東京單軌電車

新
宿
站

拜
島
站

御
嶽
站

調布飛行場
立
川
站

東京站
竹芝客船航運中心

奧多摩站

武藏五日市站

TAMASHIMA
 交通導覽

於東京市中心輕鬆搭乘電車或船舶！

遠離喧囂的都會區，前往靜謐的森林，沿途欣賞車窗綺麗景致，

或是船上享受太平洋浩瀚風光，

展開無拘無束的大自然寶庫旅程吧。

高速船／大型船／
渡輪

Tama 地區

京王線特急列車 15分鐘

巴士 15分鐘

新宿站

調布站

調布飛行場

東京諸島

JR中央線中央特
快列車、青梅線、
五日市線等

成田機場

JR特急成田特快
列車 1小時

JR山手線 17分鐘

徒步 10分鐘

京成成田 SKY 
ACCESS線
Skyliner 36分鐘 

西多摩

東京站

日暮里站

濱松町站

竹芝客船航運中心

東京諸島

五日市線

青梅線

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奧多摩站

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武藏五日市站

拜島站

立川站

御嶽站

纜車下瀧本站

御岳山站

武藏五日市站

奧多摩站

カスタムTAMASHIMA
MAP2
2016/9/Jmap

JR山手線 20分鐘

東京單軌列車　

20分鐘

徒步 10分鐘

JR 中央線中央
特快列車、青梅
線、五日市線等

京急空港線、本線 
20分鐘

羽田機場

品川站

新宿站

西多摩

濱松町站

竹芝客船航運中心

東京諸島

交通資訊

※離島間的交通也可利用直升機。

24小時

    高速船：1小時45分鐘
大型船：8小時

高速船：30分鐘
大型船：1小時20分鐘

高速船：25分鐘
大型船：50分鐘

高速船：25分鐘
大型船：50分鐘

25分鐘

50分鐘

2小時
50分鐘

小笠原群島

13

高速船：15分鐘
大型船：20分鐘

2小時
3小時

55分鐘

50分鐘

6小時30分鐘

40分鐘

45分鐘

噴射客機

小型客機

東京諸島

伊豆群島

大島

利島

新島

式根島

神津島

三宅島

御藏島

八丈島

青島

父島

母島

羽田機場



14 從大坂隧道展望台
瞭望的夕陽，是「八丈八

景」之一 15、16 島京梵
天（大島）是舊式住宅經

改建後的住宿處。內部裝

潢充滿現代日式風格。

11、12、13 星斗滿天欲
墜的感動。參加天體觀

測旅行，享受望遠鏡觀

星，或是靜躺聽樂觀星

之樂趣

6 裏見瀑布漫遊步道（八丈島）。樹海中的神秘
瀑布，也可窺見瀑布內側 7 裏見瀑布漫遊步道
附近的裏見瀑布溫泉（八丈島） 8 提供三宅島
的大自然資訊的伊豆鶇鳥館。在這裡可以賞鳥 9 
桫欏叢生的森林漫遊步道（八丈島） 10 八丈島
的壺穴。壺穴是小石子因水流旋轉，經年累月侵

蝕下於岩石區所形成的洞穴

眺望滿天星斗的夜空

夜晚抬頭瞭望天空，將會發現星辰滿佈盡收

眼底。沒有霓虹燈與高樓大廈，島上空氣清

澈，所見星空與市中心大相逕庭。雖然以肉

眼即可享受星空之趣，但也推薦您參加天體

觀測等活動。

夕陽與

島嶼古居歇宿

可欣賞夕陽的絕佳景點，風格獨到的住宿設

施等等，島嶼舒緩身心的方式應有盡有。島

上有各式各樣的住宿種類，有簡樸的民宿、

雅緻的度假飯店、舊式住宅改建後的住宿

處，您可選擇享受符合自己需求的島嶼歇宿

方式。

亞熱帶樹海圍繞的

癒療聖地

綠樹茂盛的亞熱帶森林，癒療效果極佳。充

滿負離子的瀑布與清流、悅耳的鳥鳴、悠閒

散步於森林中的漫遊步道，可以體驗心靈逐

漸沈澱的效果。感受棲息於島上的動植物生

命力，一同大口地深呼吸吧。

6

7

8

9

10

11

1213

閃爍的星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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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1 式根島的地鉈溫泉。斷崖環繞野趣滿分的露天浴池 2 設施「交流蒸汽浴」（青島）利用天然的蒸汽，溫度與濕度依天
候而異 3 以古代希臘為主題的湯之濱露天溫泉（新島） 4 間間下溫泉（新島）可享受蒸沙浴 5 元町湯之濱（大島）。落
日的夕陽美麗映照於海面上，黃昏時分入浴，深受旅客喜愛

奢享藍天碧海、險峻岩石區

與溫泉樂趣

火山列島的日本是世界屈指可數的溫泉大國。島嶼也非例外。隸

屬伊豆群島的大島、新島、式根島、神津島、三宅島、八丈島、

青島等七島，各具獨特風格的溫泉設施。

島上的溫泉景點風格各具魅力，泉質當然也不在話下。險峻岩石

區裡頭的溫泉、近望海洋的溫泉，動感景觀帶您享受奢華療癒身

心的時光。式根島的地鉈溫泉是源泉自岩石區湧出的露天溫泉，

汪洋大海近在眼前。源泉達80度高溫，須於與海水混成適宜溫

度的地方入浴。這正是環海島嶼才有的溫泉入浴方式。青島的設

施「交流蒸汽浴」是利用地熱的蒸汽浴澡堂。利用蒸汽而非熱水

的入浴的方式，不僅是觀光客，也深受地區居民的喜愛。

另一特色是這裡有許多24小時可隨時入浴的設施。白天可遠眺

一望無際的碧海，傍晚感受夕陽西下的餘暉，夜晚欣賞滿天的星

空，愜意極致。

1

5

2

4 3

荒寥無比的景觀

SHIMA
RELAX

汪洋大海中的小島，悠閒的時光、溫暖的氣候以及原始的大自然，

身心靈寄託於此，忘卻忙碌奔波的日常生活。

15



8 八丈島的八丈檸檬，檸檬皮毫無苦澀味，可連皮食用為其特色 9 滋味香甜濃厚的火龍果 10 這裡種植的百香果氣味香醇 11、12 島嶼水果經加工後製成的百香果軟糖
與檸檬果醬 13、14 小笠原島上的也有咖啡店販賣自行栽培的咖啡，值得品嚐 15 明日葉的特色是帶有獨特苦味，一般做成炸天婦羅食用 16 依據酒窖特性的不同，味
道與香氣也相異。比較並享受各式各樣的美酒吧

與日本本島相異，獨一無二的飲食文化深植於各個島嶼

每個島嶼的氣候和地理位置與本州相異，各自保留著風格獨特的

飲食文化。不管是使用近海捕獲的魚類所做成的料理，或是島上

栽培的蔬菜水果。這麼多的食物您絕對不能錯過。

眾多食物當中的招牌料理是島壽司。使用新鮮的當地魚所做成的

握壽司，壽司米飯添加甜味。原本八丈島是發祥地，其後傳至伊

豆群島與小笠原群島。

伴手禮推薦「島燒酒」。島上居民也稱「島酎」或「島酒」。因

流放刑而被流放至八丈島的商人教導島民製酒方法，其後傳至伊

島嶼氣候所孕育的特產

咖啡 & 明日葉

不可不知島上才有的作物。在伊豆群島各島

可品嚐到的明日葉，是島上的原生植物，自

古以來與島民生活密不可分的植物。營養價

值高，是深具人氣的健康食材。小笠原群島

上種植咖啡豆，不過量少規模小。一定要品

嚐一下難得可貴的咖啡。

風格獨特的

島酒為最佳伴手禮

東京島嶼盛行酒類的釀造。目前島燒酒於大

島、新島、神津島、三宅島、八丈島、青島

上製造。小笠原島上則製造萊姆酒及利口酒

等。不但可以在旅館或餐廳飲用，也推薦買

回家當作旅遊紀念。

島嶼水果

吃了一口就愛上

這裡的島嶼氣候溫暖，種植許多南方水果如

檸檬、百香果、火龍果等等。使用這些水果

製成點心或加工品的種類也相當豐富。

豆群島各島，從此成為島上名產。

島上名產「臭魚乾」也是必吃美食。將藍圓鰺或飛魚等魚類浸漬
於「臭魚乾醬」的液體裡後曬乾成乾製魚，是為了將魚長期保存

所發展出的傳統調理法。您或許一開始會對其獨特的風味驚訝不

已，但其奧妙的滋味會讓您一口接一口。

島上每個食物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妨一邊品嚐一邊認識其歷

史脈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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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fun!

1 「鱉甲蓋飯」。於米飯鋪上以「鱉
甲醬油」醃漬後的魚肉。  2 青花
魚夾心堡，於三宅島捕獲的青花魚

以照燒方式調理，夾在麵包後享用 
3 島嶼美食的代表，島壽司 4 紅金
目鯛的生魚片呈現美麗的粉紅色 
5 「臭魚乾」是於伊豆群島可品嚐到
的保久食物 6 使用海島的鮮魚所製
成的Poke-don（夏威夷海鮮蓋
飯） 7 小笠原群島上也有海龜的料
理店

品嚐於美麗大海

所捕獲的魚貝類

品嚐島嶼料理絕對不可錯過海鮮料理。您可

嚐到種類豐富的海鮮，如海龜、紅金目鯛、

赤鯥魚（紅喉）等等。 也有調整傳統的調

理方式以符合大眾口味的店家。歡迎輕鬆嚐

試。

三宅島是絕佳釣魚地點

四周環海的海島是釣魚聖地。其中三宅島全年有許多釣客

來訪，非常有名。島上有地磯導覽、釣餌販賣、岩岸渡船

或釣船航行的船舶住宿，可以享受磯釣或船釣之樂趣。島

上依季節可以釣到不同種類的魚，例如鰤魚等棲息於淺中

層海域的魚、斑石鯛等被稱為岩岸王者的魚、青花魚等體

背呈青色的魚、岩魚等棲息於海底礁岩及海草間的魚。島

上也有住宿處供您烹調親自釣上岸的魚，讓您品嚐到最新

鮮的美味。

1

2

6

73

4

5

剛捕獲的當地魚

Column

17

前往島嶼一定要享用島上才吃得到的鄉土料理。

豐富的魚貝類搭配南方蔬菜，盡情品嚐使用島嶼食材的特色料理，大快朵頤一番吧。

※磯釣有時具危險性，請務必注意安全。

SHIMA
FOOD & CULTURE



1、2 三原山（大島）的裏沙漠。被稱作
火山渣的黑色小石子完全覆蓋地表的獨

特景觀 3 1986年三原山火山爆發的情
景 4 火山體驗漫遊步道（三宅島）。於
此處可見到1983年因火山爆發而被吞
噬的村落遺址 5 三宅島的新鼻新山是因
1983年海底火山爆發所噴出的火山渣
掉落累積形成的 6 伊豆大島火山博物館
（大島）。展示以三原山為首的世界火山

相關資料

7 曝曬於陽光的絹絲 8 被稱為「伸子張」的製
作過程。布料編織完成後，以溫水洗去其表面的

漿糊，再以被稱為「伸子」的細竹棒鋪平後曝曬

於陽光下 9 於服部屋敷表演鄉土技藝「八丈太
鼓」。演奏者身著黃八丈和服演奏太鼓 10 黃八
丈的雜貨作為禮物也非常受歡迎 11 於黃八丈的
手工坊「黃八丈夢工房」，可以體驗製作黃八丈

感受大地能量

各個島嶼火山的魅力

以世界稀有的二重式火山島青島為首，大島

的三原山、三宅島的新鼻新山等，東京島嶼

有眾多的火山。火山與島嶼關係密不可分，

從許多景點可得知。例如可就近觀察溶岩石

的漫遊步道、以及獲得火山相關知識的博物

館等等。 

有馬（ARIMA）

瞭望台／茱莉亞十字架

神津島的瞭望景點「有馬瞭望台」上

有巨大的白色十字架「茱莉亞十字

架」。該十字架是為了緬懷江戶時代

（1603-1868）被流放於神津島的基

督徒「大田茱莉亞（Ota Julia）」所

建造的。

令人感動的纖細手工

八丈島傳統工藝黃八丈

自平安時代（794-1185）傳自八丈島的絹

織品「黃八丈」。以島內原生植物所染成的

溫和且獨特的顏色，與工匠高超且細心的技

法，深具魅力。除了使用黃八丈的小巧商品

外，也有可以體驗製作過程的工坊。作為旅

行的紀念，要不要嘗試一下呢？

3

4

1

6 5

789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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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大地的鼓動!

這裡也栽培園藝品種的

茶花，種類多彩繽紛 
圖為大島樁製油所（大

島）以及搾取茶花油前

將果實烘乾的情景

大島每年舉辦茶花祭

典。照片為技藝獻舞

「姑娘舞」

茶花油、與茶花油搭配的護髮用品、香皂、茶花染

織的手帕等等。茶花系列商品作為伴手禮最合適

生長於大島的茶花樹

認識島民們所傳承的傳統文化，更能貼近真正的島嶼生活。

透過只有在島上才能做的體驗，全力感受其魅力。

自然所造就的島嶼島嶼所孕育的文化

與本州隔海相望的群島，各個島嶼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島民們

自古與島上的大自然共生共息，創造出獨自的文化。

大島與利島的「茶花」、八丈島的「黃八丈染織」就是其代表例

子。在大島與利島，人們自古利用生長於島上的茶花果實與花瓣

製作做成各式各樣的物品。黃八丈是使用八丈島原生植物所製作

的傳統工藝品。島嶼的大自然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

當然，與自然共生共息並非只有好的一面。大自然有時也構成威

脅。於大島、三宅島、青島等可以見到火山爆發的痕跡。三宅島

至今仍保有曾被火山吞噬的部落遺跡，時時刻刻告誡我們大自然

的力量。這些也是孕育島嶼文化的要素之一。

島嶼居民與自然為伍，共創島嶼文化。實際觀察、行走、親身體

驗，了解島嶼的傳統吧。

島嶼與茶花密不可分的關係

綻放碩大紅色花朵的茶花是大島與利島的象

徵。大島約有300萬棵自然生長的茶花樹，

利島的茶花樹約佔島嶼面積的8成。茶花與

島民生活有深厚的關係，從果實所搾出的茶

花油，花瓣所製成的染織等等，有各種方式

可善加利用茶花。

享受茶花樂趣的許多方式 Flower
Factory

Festival
Processed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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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島是日本主要的衝浪景點 13 岩石區步道
設施完備的赤崎漫遊步道（神津島）。這裡設有

可以往海裡一躍而下的跳台，深受歡迎 14 海上
橡皮艇是於小笠原與式根島等地可體驗的人氣

活動項目

6 神津島的天上山是山林悠遊的人氣景點 7、8、
9 也有相關人員介紹解說小笠原群島植物的山林
悠遊行程 10 公路自行車近年來在大島也頗受歡
迎 11 在三宅島可享受攀岩的樂趣

清澈度絕佳的海洋

盡情暢遊！

除了海豚同游與賞鯨活動外，還有趴板衝

浪、海上橡皮艇、美麗海灣的海水浴等，有

各式各樣的方法享受島嶼海洋樂趣。這裡也

有專家指導各式項目的教室，初次體驗的觀

光客也能夠放心參與。

富於變化的地形與絕景

島嶼陸地是絕佳的玩樂處

島上活動項目不僅止於海洋玩樂。山林悠

遊、公路自行車、攀岩等陸上玩樂也應有盡

有。另外還有原生動植物棲息的山林，火山

灰所堆積的地層等等，一起尋找島上才有的

景觀吧。

7

8

10
9

13

12

感受海風氣息 11

6

14

20

1 御藏島和小笠原群島是廣為人知的海豚棲
息地，在此嘗試海豚同游 2、3、4 小笠原是
日本國內少數絕佳的賞鯨地區 5 八丈島近
海海域是海龜的棲息地

既然來到島嶼，就一定要盡情享受島嶼樂趣。

於清澈的碧海下深潛或浮潛，於原生植物茂盛的山林悠遊，

不管是上山下海，獨特的玩法應有盡有

您知道嗎？東京也可賞鯨豚。

從都市中心乘船至島嶼途中，您會發現海的顏色漸漸變換。到達

海島時，會變成清澈透明的藍海。當中小笠原的海洋被稱作「無

人島藍」、八丈島的海洋被稱作「八丈藍」，具有神秘之美。

與市中心相異的不只是海洋的顏色。島嶼海洋是生物的寶庫，

在這裡可以看見市中心見不到的生物。海龜與色彩鮮豔的熱帶

魚，鯨魚與海豚也棲息於此。近距離欣賞海洋生態的活動項目也

非常充實。與海豚一同游泳的「海豚同游」，搭乘遊輪觀察鯨魚

動態的「賞鯨活動」是特別受歡迎的活動項目。您會發現東京的

海洋竟也有如此的玩樂方式，在興奮滿溢的島上盡情享受驚喜與

感動吧。

1

2

3

4

5

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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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賞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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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遺產之島嶼

小笠原群島

小笠原群島自古從未與大陸相連過。因此島

內棲息著許多獨自完成進化的原生種動植

物。獨特的自然環境所給予的世界性價值深

受肯定，於201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

為世界自然遺產。

於島嶼叢林欣賞珍奇植物

這裡的島嶼叢林裡有茂盛的亞熱帶植物。例

如樹蕨類的桫欏與丸八、根部狀似章魚足部

的露兜樹等許多神秘萬分的植物，有著與日

本本州的截然不同森林景象。漫步於森林

中，可感受冒險的氣氛。

一望無際的碧海

發光的植物！？

綠蠵龜

白腹鰹鳥

發光小菇

（通稱Green Pepe）

廣臍堅固蝸牛小笠原群島之一，母島的乳房山是

小笠原原生種動植物的寶庫

綠蠵龜

5 小笠原的原生種，丸八。 6 五彩繽
紛，百花爭豔的八丈島小蒼蘭花田 7 御
藏島的大椎樹是日本最大級的椎樹，獨

特的樹身值得一看 8 伊豆群島最南端
的青島是世界稀有的二重式火山島 9 
大島與利島為「茶花島」，廣為人知，島

內種植的茶花樹隨處可見 10 扶桑花是
代表島嶼的花

     W E L C O M E !

新島島內各處可見到仿製摩艾石像，表情生動豐富的石雕

5

6

78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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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位於大島正中央的活火山，三原山火口 2 八丈島
的南原千疊敷海岸是由溶岩所形成的海岸 3 位於父
島近海的南島的扇池，是由珊瑚的細小碎屑所形成

的美麗沙灘 4 三宅島的伊豆岬燈塔。欣賞夕陽落日
的人氣景點

東京美麗的島嶼

小笠原群島是東京市中心往南約1000公里

處的群島。以父島與母島為首，共有大小30

多個有人島。伊豆群島則有大島、利島、新

島、式根島、神津島、三宅島、御藏島、八

丈島、青島，共9個有人島，各個島嶼別具

風格。

希望明天也是
晴天

宛如新世界！

在美麗汪洋上的樂園享受愜意的島嶼時光

從東京中心乘船或飛機往南出發，您會發現有許多大大小小的

島嶼浮現海面。它們是小笠原群島與伊豆群島，通稱為「東京諸

島」的地區。群島雖然隸屬「東京」，但沒有都會般的喧囂情景。

這裡迎接來訪者的是充滿自然的美麗景觀與悠閒休憩的時光。

這些島嶼與本州隔海相望，各自孕育出獨自的文化與生態系統。

例如清澈的碧海與原生動植物棲息的原生林、只有島上才有的飲

食文化與傳統工藝等等。不只是東京市中心，這裡有許許多多與

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獨一無二」的景觀。

島嶼有許多享樂的方式，例如與大自然接觸的活動項目或傳統工

藝體驗、消除旅途疲憊且徹底暖和全身的溫泉等等。光是走在島

上就可能有許多令人驚喜的相遇。您可自行選擇度假的方式。在

東京島嶼的時光，一定可以成為您難以忘懷的珍貴寶物。

SHIMA
WONDERS
東京島嶼，所見所聞充滿新鮮驚奇，

有綻放神秘光輝的汪洋碧海、可感受大地震動的火山、獨自完成進化的動植物等等。

來趟海島之旅，欣賞這裡獨一無二的風景吧。

     W E L C O M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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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誌所記載的地名如右所示：-shima/-jima=島。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