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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O, the place to go!

索引

歷史及文化，然後罕見的自然調和的日光。
這個動搖你的心中感受及充滿各種體驗的土地。
從未看過的景色，從未遇見的事物，都將會強烈地烙
印在您的內心最深處。

開啟神秘之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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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麗的世界遺產，另外也是一個能量的聚集地。

6 日本引以為豪的世界遺產

 日光東照宮/日光山輪王寺/日光二荒山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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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山輪王寺觀音堂（香車堂)/憾滿淵/日光山中禪寺立木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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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見多彩鮮艷表情的自然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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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禪寺湖/華嚴瀑布/戰場原/龍頭瀑布

 與自然接觸的活動/SUP（槳衝浪）/自行車之旅/自然風景之旅

14 與日光的歷史並存且至今還保留下來的自然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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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語 第三篇

 品嚐，體驗日光 它的平凡與非凡

18 品嚐與遇見傳統工藝

 日本清酒蔵元（渡邊佐平商店）/天然冰（松月冰室）/日式醃菜（上澤梅太郎商店）

 日光彫刻（歌之濱山田屋）/一筆龍（日光一筆龍 高瀨）/素食料理（堯心亭）

20 悸動的非凡體驗

 湯西川溫泉的雪洞節慶典/日光江戶村/東武世界廣場

22 作為據有歷史背景的高級度假勝地奧日光

 麗思卡爾頓飯店/星野度假飯店 界 日光/中禪寺金谷飯店

24 3 種享受日光旅遊活動的套裝行程

 行程 A 「短程體驗日光國立公園的自然之旅」

 行程 B 「穿著和服邊散步邊欣賞著神秘的日光並巡遊世界遺產」

 行程 C 「盡情享受鬼怒川溫泉附近的戶外活動及主題樂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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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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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也是屈指可數的聖地之一，

擁有壯麗的世界遺產的日光，

這片土地上富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且

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故事戲劇，

邀請旅人們一起進入這異次元的世界。

物語 第一篇
日本的歷史始於奧日光。在奈良時代(西元710年～794年）的後期或者是說從遠古時

代開始的奧日光就是座作為神聖崇拜信仰對象之一的山域。當時有位著名的歷史人物

僧侶勝道上人開拓了這秘境作為修行上的修道場。

日光的魅力是自然與歷史的融合。如約2萬年前男體山的火山爆發後，被充滿水源的

中禪寺湖給澆滅、擁有「神的化身大蛇與蜈蚣大戰的傳說」的戰場原、然後勝道上人

發現奧日光的湯元溫泉等等，這裡是少數稀有超越大自然中悠久的時光背景且至今還

流傳下來宏大的故事的地方。

超越了遙遠的時光仍然留存下來的傳說

在日光有最具象徵性存在的「日光東照宮」「日光二荒山神社」「日光山輪王寺」，這

些也是日本引以為豪的世界遺產之一。這二座神社及一座寺廟，都各自擁有不同的歷史

背景。

「日光二荒山神社」「日光山輪王寺」各自於日本的奈良時代（西元710年～794年）所

創建的與奧日光一樣屬於山岳信仰的流派。

「日光東照宮」是為了遵從西元1603年樹立江戶幕府的初代將軍德川家康於西元1616年

離世後的遺言，將他的靈魂作為神來祭祀所建立的。

家康選擇死後安葬於日光的理由是因為那裡是北極星的位置。從他所位居的城堡江戶

（現在的東京）來看的話，日光是位於北方，東照宮中最有名的陽明門正上方就是北極

星最亮的地方。從古至今，北極星就被稱為宇宙全體的神。家康比喻自己是神為了期望

世界恆久的和平而從那顆星降臨到這個世界。

「日光東照宮」到處可見色彩鮮艷的各種動物群的彫刻，這些動物很多都是象徵和平

的。在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這裡是一個真心祈禱並希望世界充滿安定的一個聖地。

作為祈禱和平的聖地

壯麗的世界遺產，
另外也是一個能量的聚集地

洋溢大地的能量
「日光東照宮」是日本屈指可數的能量聚集地。這個理由是因為這裡擁有強而有力的

龍穴地（充滿大地能量的場所）是根據古代中國自然哲學思想陰陽道的占卜術及相同

使用在中國的都市、居家、建物、墓地等判斷吉凶位的思想「風水」的影響，所以特

別選擇運勢最好的場地所建造而成的。

整體來看是個充滿強大能量的場所，來到這裡的旅行者們常常特別能感受到這股看不

見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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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O, the place to go!

日光東照宮 從1467 約有140年左右的日本戰國時代結束後，

接著有維持260年的江戶時代開源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稱之

為「東照大權現」，作為神明一樣祀拜。當初建立東照宮時

非常的簡單樸素，現在我們所見到這座華麗的建築物是第三

代將軍家光（家康的孫子）所改建的，以現今價值約400億

日圓建設費用，只花了1年5個月就完工。從建築開始，彫刻

及色彩等的裝飾，都是當時擁有最高水準技術的工匠們的手

所建造而成的。

從色彩鮮明的陽明門開始唐門或是各式各樣的動物靈獸的彫

刻作品等等，都是可使每一個來到這裡的旅遊的人們感到驚

奇的一個具有代表日光能量的聚集地象徵之一。

以及，在這裡每年5月都會舉行「日本東照宮春季大慶典」

的活動，乘坐在白馬上的射箭手在表參道上奔跑並射擊的勇

士稱之為「流鏑馬神事」（騎馬比賽）及會有鎧武者（身穿

鎧甲的武士）們約1200人在街道上遊行「百物揃千人武者隊

伍」可以看到仿佛回到過去穿越時光的場景。

日光山輪王寺是與日光東照宮、日光二荒山神

社一樣被登錄在「日光的神社寺廟」世界遺產

的寺院。

它的歷史要追溯到西元766年日光的開山始祖

勝道上人開始。寛33m 高26m 的正殿（三彿

堂）是東日本中最大的木造建築物。裡面安放

著三座佛祖的本尊（阿彌陀如來．千手觀音．

馬頭觀音）高達7.5公尺。且二荒山神社的西

邊「大猷院」是祭祀江戶幕府時代的第三代將

軍德川家光的寺廟。以金色和黑色為基礎調特

別建造與日光東照宮有同等自豪的美感。

日光二荒神社 是日光山信仰的中心所在地。這

裡被大型的杉樹所圍繞著，在境內也有很多靈

泉及結緣的神木等的能量聚集地。

這裡的神社不只是牽男女的姻緣線，有關於金

錢的緣及工作事業的緣等等，也就是說一切因

結緣而可以產生好結果的都可以。

每年4月舉辦「彌生祭」，這是從日本奈良時代

開始1200年間持繼流傳下來傳統的神事慶典。

它會利用春天的杜鵑花裝飾成色彩繽紛的花家

體（類似花車）及聚集很多穿著成套禮服的人

群。 藉此告知大家這華麗的慶典即將開始。

日本引以為豪的世界遺產

日光東照宮

4月～10月 9：00-17：00（最終入場時間16：30）  11月～3月 9：00-16：00（最終入場時間15：30）

日光東照宮春季例大祭 期間：每年5月17、18日 場所:日光東照宮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巡遊世界遺產」往「表參道」下車

日光的二座神社一座寺廟集合了當代文化精髓的美麗能量聚集地。

日本屈指可數存在著強大的能量的聖地。

住址：日光市山內2301 電話：0288-54-0560

日光山輪王寺

4月～10月 9：00-17：00（最終入場時間16：30）  11月～3月 9：00-16：00（最終入場時間15：30）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巡遊世界遺產」往「勝道上人彫像前」下車

住址：日光市山內2300 電話：0288-54-0531

日光二荒神社

4月～10月 9：00-17：00（最終入場時間16：30）  11月～3月 9：00-16：00（最終入場時間15：30）

彌生祭 期間：每年4月13～ 17日 場所:日光二荒山神社，瀧尾神社，神橋，日光市內等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巡遊世界遺產」往「大猷院，二荒山神社前」下車

住址：日光市山內2307 電話：0288-54-0535



主要是祭祀「楊枊觀音」，本願是以救助病苦的

眾生。但其中也有很多為了祈求安產而來的。別

名「香車堂」因為殿堂有祭奉著許多日本將棋中

的一顆棋子「香車」（類似象棋中的「車」）在

日本將棋中是一顆只能前進無法後退的棋子，懷

有生孕的人如果從這裡將那顆棋子借回家並擺放

在神明台上祭拜的話，就會得到保佑順利生產之

說。

在這裡有一個古老的疊石步道「瀧尾古道」往這

裡走上去之後會到達一座820年創建的日光二荒

山的別宮「瀧尾神社」。

又，在這附近也有祭拜日光開山始祖勝道上人的

「開山堂」及祭拜學問之神菅原道真的「北野神

社」等，這裡也是眾所皆知的能量聚集地。

西元784年與中宮祠同時期勝道上人所建立的中

禪寺的名字其實是從中禪寺湖由來的。在日光最

古老的觀音「立木觀音」，據說神像是由勝道上

人親自彫刻而成的。現今「立木觀音」腳下與大

地是連接在一起。這裡也有只要描寫觀音的神像

的話願望就會實現之說的「畫佛」體驗。

從日光山內二座神社一座寺廟的南西

方向1.1km附近。從男體山流出的溶岩

所形成的小溪谷。這個淵內排列近70

位古老的地藏王菩薩。因為每次越數

數量越變，所以也被稱之為「幻化地

藏」等等。

NIKKO, the place to go!

還有另外的能量聚集地

輪王寺觀音堂(香車堂)

稍微遠離著名的二社一寺的地方還有另外悄俏地佇立的能量聚集地。
不禁讓人想要去探索這從古至今使人崇拜的信仰的足跡。

住址：日光市山內 電話：0288-54-0531（日光山輪山寺）

交通指南：從日光東照宮往北步行約6分

憾滿淵
住址：日光市匠町8-28 電話：0288-22-1525（日光市觀光協會）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搭乘往「中禪寺溫泉」或

「湯元溫泉」在「總合會館前」下車 步行約12分

日光山中禪寺 立木觀音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2578  電話：0288-55-0013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搭乘往「中禪寺溫泉」或「湯元溫泉」在「中禪寺溫泉」下車 步行15分

（4/1～11/30 從中禪寺溫泉巴士終點站往「半月山」或往「立木觀音・遊覽船出發終點站」下車 步行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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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活力的瀑布，湖泊，濕地，接下來深山的森林。

這些織入日光國立公園的自然美，在日本也是少數之

一。這樣自然的美景是以男體山為中心接連著火山而形

成的，約在2萬年前，男體山火山爆發，這些流出來的

溶岩到了谷中被制止，所以形成「中禪寺湖」及「戰場

原」濕地的出現。還有三岳的火山爆發而形成了「湯之

湖」。這些湖所流出的水形成河川，從瀑布流下去也形

成各式各樣的河川，並與其它河川合流，然後成了溼潤

的大地。經過長年累月而生成日光的自然。它的變化彷

彿像是富有的繪畫般的風景，刺激旅人們的感官而讓人

無法忘懷。

太古的山群所造就的自然美
這裡充滿著處處存在但卻又無法掌握的自然生態，同時

也是一片讓這些動植物們可以好好棲息生存的土地。

不只如此，這裡擁有日本國內屈指可數且遼闊的蒙古櫟

自然森林，在這裡居住著梅花鹿、黑熊、猿猴、狐狸、

貂、野兔、日本栗鼠等多種動物，以及琉璃鳥、太平

鳥、黃眉姬鶲等野鳥。也可稱為野鳥樂園。另外在奧日

光中央部內有一個廣大的濕地「戰場原」。在5月時會

有自豪的日本杜鵑花、白毛羊鬍子草、三葉海堂、九輪

草等等多彩繽紛的花開季節。9月至11月時則會有紅葉

將奧日光整體漆染成紅色及黃色。

因這些季節的轉換而成就生命的自然舞台所產生的故

事。同時也讓旅人們留下深刻的回憶。

萬物們香格里拉樂園

在日本一年有四種色彩多變的季節，

其中以日光的春夏秋冬的景色變化更為鮮明。 

像是織入雄偉的自然景色，時而優美，時而嚴謹。

或許可見到它的溫和，但也可看到那一點微微的激烈。

這裡充滿著多彩多姿的表情，只要看過的人都不會膩。

物語 第二篇

遇見多彩鮮艷表情的自然景色
日光國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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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大著名的瀑布之一就是華嚴瀑布。這個瀑布

的水是從 97 公尺的高度一傾而下，可以看見特別

充滿迫力的景觀，從明智平搭乘纜車到「明智平展

望台」的話可以同時看到男體山、中禪寺湖、華嚴

瀑布三種景色。

華嚴瀑布

這個名字的由來是圍繞著中禪寺湖，男體山的神與赤

城山的神門爭的神話而來的。男體山因火山爆發被河

川制止而形成湖，經濕原化之後形成的濕地。面積有

400 公頃非常廣大。

這裡的登山步道是被整備好的木步道，走一圈約 2 小

時，這個濕地內有 350 種生物，所有的植物都是自主

生存，因為野鳥種類相當多，所以也因此聞名。

戰場原

龍頭瀑布

這裡的水流是從男體山的火山爆發而形成的溶岩上傾

瀉而下，長約210公尺的瀑布。因為瀑布底下的深潭

附近分成2個形狀。從正面來看，岩石部分是龍的

頭，左右的瀑布像是龍的鬍鬚，所以才取名為「龍頭

瀑布」。每年四季的風景都很美。

華嚴瀑布電梯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2479-2 
電話：0288-55-0030（華嚴瀑布電梯營業所）
時間：8：00- 17：00 （因季節不同時間不同，
請電話咨詢）

明智平纜車
時間：8：40- 15：30 （有變動）
交通指南：從 JR 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搭乘往「中禪寺溫泉」或

「湯元溫泉」在「中禪寺溫泉」下車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電話：0288-22-1525（日光市觀光協會）
交通指南：從 JR 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搭乘往

「湯元溫泉」在「赤沼」下車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電話：0288-22-1525（日光市觀光協會）
交通指南：從 JR 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搭乘往

「湯元溫泉」在「龍頭瀑布」下車 

NIKKO, the place to go!

享受充滿活力的景觀之旅

中禪寺湖

奧日光是自然的寶庫。

每個季節變化的情景都能迷惑來到這裡的旅人們。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電話：0288-22-1525
交通指南：從 JR 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搭乘往「中禪寺溫泉」或

「湯元溫泉」在「中禪寺溫泉」下車 

周圍約 25 公里，最大水深 163 公尺，海拔 1269 公尺，在日本第一標高的湖 ( 除了人造湖，4 平方公里以上

的湖為對像）。絕佳的四季景色，享受著邊眺望中禪寺湖的美景，邊玩著槳衝浪等的活動，還可以徒步旅行（郊

遊）。 NIKKO, the place to go!

與自然接觸的活動

站在衝浪板上用一支槳划著水面
前進。中禪寺湖可以讓初心者安
心、安全的槳衝浪的
體驗。

SUP 槳衝浪

Sup! Sup! Nikko
住址：日光市久次良町 242
電話：0288-54-0118

中禪寺湖附近有許多自行車出租，
如果租共享自行車就可以簡單地查
出有名的地方及好看
的景色，非常便利。

自行車之旅

奧日光共享自行車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2480-1 
電話：0288-55-0880

（日光自然博物館）

有自然解說員導覽的自然景觀之
旅。不管任何一個行程都可以遇見
在豐富的奧日光中所
生存的動植物及美麗
的風景。

自然景觀之旅

日光自然博物館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2480-1 
電話：0288-55-0880

只有日本語 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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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光的歷史並存且至今還保留下來的自然風景

湯之湖

從古至今受到天然恩惠的日光，

至今風采未變，仍然吸引著遊客。

住址：日光市湯元 

電話：0288-62-1622（日光湯元遊客中心）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

東武巴士搭乘往「湯元溫泉」在「湖畔前」下車 

戰場原再過去，會遇到奧日光最深部，周圍約

3km左右的小湖。如果要在湖岸散步的話大約只

要1個小時。還可以享受乘坐小船釣魚的樂趣。

湯瀑布

住址：日光市湯元 

電話：0288-54-2496（日光市觀光協會）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

東武巴士搭乘往「湯元溫泉」在「湯瀑布入口」下車 

從湯之湖的南端流下長110m高70m最大寬25m的

大型瀑布。與華嚴瀑布龍頭瀑布稱之為日光三大

有名瀑布之一。從水流下來的地方，側面及瀑布

底下的深處三個方向可以看見瀑布的景色。特別

是瀑布底下的深處的地方可從觀瀑台上近距離的

觀賞。

日光杉樹森林街道
住址：日光市瀨川383-1 電話：0288-22-9466

出租自行車 日光休息站 觀光情報館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在「上今市車站」下車 

金氏世界紀錄裡也認定這裡是「世界第一長的森林街道」全長37公里，12350棵樹木排列而成的森林街道。

是為了祭祀德川家康在東照宮的三十三周忌，花了20年的歲月所種植的。這裡的樹齡大約有370至380年。

樹的高度約30公尺。

在日本多數的溫泉中有一席之地的日光，因

具有豐富的自然環境及古老的歷史而蓬勃發

展。這裡溫泉的質量也是日本國內數一數二

引以為傲的。在各溫泉區都有很多的旅館、

飯店、民宿等設施。可以好好放鬆的享受在

溫泉區住宿的樂趣。

鬼怒川溫泉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下今市車站」轉搭乘
東武鬼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NIKKO, the place to go!

巡遊日光的溫泉

可以眺望壯觀溪谷的絕景，是關東地區屈指可數的
溫泉地。周邊排列很多旅館、飯店，也是個氣分不
錯的溫泉街。

湯西川溫泉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下今市車站」轉搭乘東
武鬼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轉搭乘「野岩鐵道」在「湯西川溫泉車站」下車 從
那裡搭乘日光撥號（dial)巴士在「湯西川溫泉」下車

在約800年前被發現位於深山的溫泉地。每年冬天1
月至3月間都會舉辦「雪洞節」的活動。

川治溫泉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下今市車站」轉搭乘
東武鬼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轉搭乘
「野岩鐵道」在「川治湯元溫泉」下車

對於傷口具有療效的溫泉。被溪谷圍繞著是個安靜
的溫泉地。

奧鬼怒溫泉鄉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下今市車站」轉搭乘
東武鬼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從那裡搭乘往「女夫淵溫泉」的巴士在終點下車

位於深山內，被安靜的原始山毛櫸圍繞的溫泉鄉，
感覺自己彷彿身在秘湯之中。

川俁溫泉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下今市車站」轉搭乘東武鬼
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從那搭乘往「女夫淵
溫泉」的巴士，然後在「川俁溫泉」下車

在鬼怒川源流附近的溫泉地。因為在深山內有特殊
的自然景觀，所以以露天溫泉居多。

奧日光湯元溫泉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
武巴士往「湯元溫泉」在終點下車

擁有1200年的歷史是日本最古老的溫泉。在日本全
國也是一個少數溫泉區內還另有寺廟的溫泉地。

日光溫泉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步行，
或是往「奧細尾」、「中禪寺溫泉」、「湯元溫泉」
方向那一個都可以

在二神社一寺廟的門前町這個街道擴展出來的溫泉
區。除了溫泉住宿外，也可以享受一日泡湯的樂趣。



受好水恩惠的日光，藉由美麗的稜線連接而成的日光山脈，在那裡流下豐富的流水形成河川、湖泊及濕

地、 瀑布等滋潤大地。

水流下地底後，途中經過自然過濾而形成乾淨且優質的水，然後善用這些水創造出日光獨有的各種特產。

例如：日本清酒、天然冰、醬油、日式醃菜等等都是受這水源的恩惠所生產出來的物品。

那一種產品都是必需同時具備舒適氣候及優質水源這二項條件的日光才能生產出來的特產品。讓來到這裡

的遊客們在觀光之餘還可以享受多一層豐富的美食之旅。

從良好的水質而生產的物品
在日光除了歷史及自然以外，也有一些主題樂園及活動，從歷史悠久流傳下來，也只有在這裡可以體驗的

非凡之旅，這將會成為這趟旅程中深刻且鮮明的回憶。

作為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地聞名的日光，也可以說是一個充滿各式各樣的驚喜及感動的仙境。

體驗非凡的日光

日光擁有豐盛且良好的水質。

這個水滋潤居住在這裡的人們生活。

更是創造出各式各樣的珍品及技術。

在另一方面，作為日本數一數二的觀光聖地。

同時也存在著魅惑旅客們的非凡空間。

可以體驗到平凡與非凡這兩種境界的地方，

唯有日光所屬。

物語 第三篇

品嚐，體驗日光 
它的平凡與非凡

這裡是模擬創建東照宮當時江戶時代的背景，可以在這裡體驗江戶

時代非凡生活及當時文化的一個主題樂園。

在這一年之中，數座溪谷、湖泊、

濕地等創造出美麗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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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澤梅太郎商
店」的 創 業 與
日 光 東 照 宮 創
建的時間相同。
在 這 長 達 400
年 的 歷 史 中，
陳 列 一 直 以 來
受 客 戶 喜 愛 的
日 式 醃 菜 及 味
噌 等 等 多 種 商
品。且 在 商 店
附 近 有 開 設 一
家「隱居上澤」
的 店，在 那 裡
可 以 吃 到 用 土
鍋將日式醃菜放入炊成的飯和味噌湯的傳統日式
早餐。

天然冰在日本國內

在 7 個地方被製

造，其中的 7 個地

方都是在日光。「日

光的天然冰」是採

專用的池且嚴格地

控管的日光山泉水

那裡引入的，利用

自然的冰度慢慢地涷起來結成冰。大約花 2 個星

期厚度約 15cm 左右結成凍的天然冰，成為緻密且

無任何雜質的冰塊，將這冰塊削成最小最薄的話

就會變成像綿花般的刨冰。藏元松月冰室的刨冰

一年之中都可以享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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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與遇見傳統工藝
在這個土地上有好幾代世世相傳的老店舖。

在那裡存在著人們的回憶及對傳統技術的驕傲。

日本酒藏元「渡邊佐平商店」
住址：日光市今市450　電話：0288-21-0007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到「今市車站」下車 走路約8分鐘，或是從東武日光車站到「下今市車站」下車 步行約8分

擁有在日光近 180 年左右歷史的造酒屋「渡邊佐平商店」，優良的日光酒米（又稱為酒造好適米）及泉水

所釀造的日本酒為「日光譽」「清開」二種。及另一種「純米吟釀日光譽」如果想要品嚐的話，這 3 種酒

的比較試飲也有提供。也可以預約酒藏見學。

日光彫刻
［歌之濱山田屋］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2482 
電話：0288-55-0144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
東武巴士搭乘往「中禪寺溫泉」或「湯元溫泉」在
「中禪寺溫泉」下車 歩行約15分

在建造日光東照宮時集合了全國各地專業工匠，

這些工匠的技術成為了日光彫刻的始祖，用「日

光彫三角刀」所彫刻出來纖細線條的傳統工藝品

是日光的特徵。彫刻完成後，會上好幾層漆，又

重覆磨亮而作成，精美的圖案和漆的美艷是它的

特色。在日光市區內有很多這樣的工房。

一筆龍 
［日光一筆龍 高瀬］

住址：日光市御幸町527   電話：0288-25-6467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
東武巴士「巡遊世界遺產巴士」搭乘往
「日光行政中心」下車 

從古至今不管是在中國或日本都有流傳數種傳說，

在所有傳說中流傳最久的就是被大家崇拜的龍。日

光也是，在這裡的不管是寺廟或神社都會將其畫在

天花板上作為守護神。如果能一筆完成龍的畫像的

話還可以保佑家門繁榮，招福，除厄等等之說。現

在是第三代傳人龍正，傳承了第一代、第二代的技術。

天然冰
 ［松月冰室］

日式醃菜
 ［上澤梅太郎商店］

住址：日光市今市379   電話：0288-21-0162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往「今市車站」下車 
歩行約6分 或是從東武日光車站到
「下今市車站」下車 步行約6分

住址：日光市今市487   電話：0288-21-0002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往「今市車站」下車 
歩行約8分 或是從東武日光車站到
「下今市車站」下車 步行約8分

在日光東照宮附近，會看到有一個被樹包

圍特別的茶室式的雅緻建築物就是堯心亭，

在那裡可以同時品嚐到素食料理與懷石料

理。素食料理就是為了無法殺生的和尚們

所特製的，以一菜一湯為主的料理。因時

代的改變，現在對於不吃肉、魚、蛋等動

物性食品的素食主義者及完美素食主義者

也是非常有人氣的。懷石料理則是會使用

肉及魚等食材，作為講究色彩豐富的日本

料理享用。

不管是那一種料理都善用當季的蔬果來變化

菜單。日光代表性食材豆皮也是其中之一。

素食料理　堯心亭
住址：日光市山內2339-1 電話：0288-53-3751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的東武巴士「巡遊世界遺產巴士」搭乘往
「東照宮東參道入口 清晃苑飯店前」下車 步行約1分鐘

只限日本語

只限日本語

只限日本語只限日本語

只限日本語



每到冬天這一帶就會被雪覆蓋，擴大成一片銀色世界的湯西川。在這鄉下的山間中的溫泉地，每年都會舉行

「湯西川溫泉雪洞節」。雪洞是位於日本的降雪地帶流傳下來用雪做成一個小屋且將裡面點亮，這個樣子看起

來特別夢幻。湯西川溫泉除了主要的會場之外，全部地域都享受著雪洞節的氣氛。特別是在排列在雪中的那些

小雪洞點亮時的風景是多麼的莊嚴。這裡也經由日本夜景遺產的認定，希望有機會可以來體驗這雪中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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悸動的非凡體驗
唯有觀光區才有的祭典及主題樂圖的體驗。

誰都可以忘了時間盡情享受在這非凡的空間。

湯西川溫泉雪洞節
期間：每年1月30日～2月28日
會場 湯西川溫泉 「平家之里」及湯西川溫泉街各地
交通指南 
電車：從東武日光車站到 「下今市車站」然後轉乘東武鬼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巴士：日光交通巴士往「湯西川溫泉」在「湯西川溫泉」下車

德川幕府統治的時代「江戶時代」的街景及文化再現的體驗型樂園。從入場門口向「關所」方向前進通過驗

證，走過通道後就會看到江戶時代的風景。街道、休息站、商家排列及忍者的故鄉，裡面還有武士及小鎮故

娘、忍者出現，真得很像坐了時光機器回到過去一樣的感覺。如果想要穿看看當時的武士或小鎮故娘等的衣

服的話，也有提供變身體驗。這個體驗受到很好評價。充滿迫力的忍者秀及一天只舉行一次的華麗花魁遊街

也是必看行程。

EDO WONDERLAND　日光江戶村
住址：日光市柄倉470-2
電話：0288-77-1777
營業時間：3/20 ～11/30，9:00-17:00　　12/1 ～3/19，9:30-16:00
交通指南 
電車：從東武日光車站到 「下今市車站」然後轉乘東武鬼怒川線在「鬼怒川溫泉車站」下車 
搭乘「EDO  WONDERLAND江戶村行」巴士 終點下車

東武世界廣場是將台北 101、黎明寺、

萬里長城等在世界著名的 102 座建造

物，以 1/25 的比例精巧重現。設有現

代日本區、美國區、埃及區、歐洲區、

亞洲區、日本區，精巧呈現的迷你模型，

近看的話很像真實的建築物一樣。裡面

也有指定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 48 座。

彷彿把世界中的世界遺產一次看完的感

覺。也可以參加免費的導覽。

東武世界廣場
住址：日光市鬼怒川溫泉大原209-1
電話：0288-77-1055
營業時間： 3/20～11/30，9:00-17:00　　12/1～3/19，9:30-16:00
交通指南 
電車：從東武日光車站到 「下今市車站」然後轉乘東武鬼怒川線在「東武世界廣場車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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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O, the place to go!

作為據有歷史背景的高級度假勝地奧日光

日光麗思卡爾頓飯店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　電話：0285-25-6666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往「中禪寺溫泉」或是

「湯元溫泉」在麗思卡爾頓飯店日光下車。

為了可以因應遊客同時享受可以欣賞日光原有美麗的自

然風景及感受日光古老的歷史。則於 2020 年 7 月中禪

寺湖畔開設了「麗思卡爾頓飯店」。客房於深的陽台裡面，

客房內的椅子陳放於可以看到湖泊的風景，感到身心舒

暢的位置。善用櫪木縣的食材所製作的早餐，不論是視

覺上或是味覺上都可以品嚐到櫪木縣如寶石箱般的餐點。

坐禪及徒步旅行（遠足 ) 等的活動也有充分提供。這裡是

奧日光令人滿意的據點同時也是豪華高級渡假飯店。

日光  星野度假飯店 界 日光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2482-1　電話：0570-073-011（界  預約中心）

交通指南：從 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中禪寺溫泉」或往

「湯元溫泉」「中禪寺溫泉」下車

這裡是星野度假飯店全國連鎖性溫泉旅館品牌之一「界日光」。承接古老且良好的日本溫泉旅館的招待方式，

享受景色、溫泉、餐飲（懷食料理等）的樂趣。將拉門打開後可以看到眼前就是中禪寺湖的景色，感覺好像

浮在水面上一樣的有臨場感。宮大工的技術所流傳下來而做成的纖細裝飾的「鹿沼組子」也是特色之一。前

往房間的路上有很長且持續的榻榻米走廊、及玄關的焚香等，都是讓遊客們感動的停留之所。

中禪寺金谷飯店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2482   電話:0288-51-0001

交通指南：從 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往「湯元溫泉」「中禪寺金谷飯店前」下車

中禪寺湖與男體山的自然溶合一體而佇立的「中禪寺金谷飯店」，是位於日光東照宮的旁邊現存日本最古老的

度假飯店「日光金谷飯店」之後所設立的飯店。溫暖的加拿大原木風格建築物，有著古典度假村的感覺，也

有質感良好的服務。晚餐全餐法式料理含當地有名的虹鱒等善用地產地消的概念挑選食材提供。 另外還有露

天溫泉「星空池」，為何會被取名為這個名字是因為在泡湯時可以仰望著滿天星空同時沈浸在硫黃泉的溫泉中，

享受著非常放鬆的時刻。

作為高級渡假勝地的日光， 從 1873 年開業的

日本最古老的西洋式渡假飯店「金谷飯店」開

始。當時的日本尚未有連續假期的習慣及渡假

地概念等等的時代。在這時代中作為日本的避

暑勝地的奧日光開始起步，不久各國的大使等，

以外國人的重要人物為中心的避暑勝地的文化

開花結果，從明治中期到昭和初期開始陸陸續

續建造歐洲各國大使館的別墅，成為海外人士

享受休假時的集合地。從以前到現在，奧日光

作為高級度假勝地的歷史一直銘記在人們的心

中，相對的也迎接很多國內外來的遊客。

於 1928 年建造的義大利大使館別墅。由美國人建築家

Antonin Raymond 安東尼 · 雷蒙德所設計。

只有英文版 

只有英文版 



中禅寺湖畔散策（60分）

NIKKO, the place to go!

3種享受日光旅遊活動的套裝行程

在標高1400公尺戰場原附近的農場，以夏天可以採的夏乙莓為主30分鐘吃到飽。
要預約（三本松茶屋受理）。

Mt.Berry奧日光
交通指南：從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
巴士往「湯元溫泉」在「赤沼」下車  步行10分

一年之中都可以享受的日光採草莓之旅

住址：日光市中宮祠3153-2   電話：0288-55-0287（三本松茶屋）

期間：8月〜10月

日光第一個觀光農園 栃乙女草莓tochiotome、天空草莓sky berry、
栃愛草莓tochiaika、紅頰benihoppe等種類的不同草莓可以30分鐘吃到飽
（不可以一次吃不同種類的，只選一種）

日光草莓園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往「下今市車站」下車 
坐計程車約7分

住址：日光市芹沼3581   電話：0288-22-0615

期間：12月中旬〜5月下旬

一年中都可以欣賞美麗花朵的植物園。也可以享受採草莓30分鐘吃到飽。要預約。

花一門
交通指南：從東武日光車站往「下今市車站」轉乘至
「小佐越車站」下車 步行約15分

住址：日光市小佐越坂之下800   電話：0288-22-0866

期間：12月上旬～6月上旬

標準行程介紹 短程體驗日光國立公園的自然之旅
JR日光車站或是
東武日光車站

日光也有櫪木縣的特產品之一草莓。

在日光這個地方，一年中都有新鮮的草莓吃到飽的「採草莓」的體驗。

在旅途中希望可以來品嚐日光的草莓。

（因每家草莓園的時間不一樣，請注意）

巴士約65分鐘

Mt.Berry奧日光

步行約5分鐘

戰場原

巴士約5分鐘

中禪寺金谷飯店

巴士約5分鐘

華嚴瀑布

步行約10分鐘

中禪寺湖畔

中禪寺湖附近的飯店、
旅館

Mt.Berry 日光採草苺體驗 （30分）

在櫪木縣內夏天也能採到的珍貴草莓30分鐘吃到飽。

1

中禪寺金谷飯店的
午餐 （60分）

是高級度假飯店的先驅，因為如此
所以這裡有提供100年前食譜再現
所製作有名的「百年咖哩」套餐

3

慢慢地眺望壯大的男體山秀麗的風
景散步。也推薦可以閒閑地坐在湖
畔上的珈琲廳享用。還有可以欣賞
夜晚的滿天星空。

5華嚴瀑布見學（30分） 中禪寺湖畔散步（60分）

水從97公尺的高低差一傾而下所產
生的水花，因季節不同的風景也是
很美。

4

戰場原的徒步旅行（登山郊遊）（90分） 

在這100種類以上的植物及各式各樣的動物棲息的自然
寶庫上郊遊。

2

1

2

3

4

5

詳細請參閱

13頁

詳細請參閱

12頁

詳細請參閱

23頁

標準行程介紹 
穿著和服邊散步邊欣賞著

神秘的日光並巡遊世界遺產JR日光車站或是
東武日光車站

巴士約5分鐘

UTAKATA

步行約5分鐘

神橋

步行約5分鐘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輪王寺、
日光二荒山神社

步行約5分鐘

堯心亭

步行約10分鐘

市內漫步

世界遺產日光社寺
附近的飯店、旅館

出租日式和服體驗（約30分）

住址：日光市中鉢石町918 電話0288-53-6465
交通指南：
從 JR日光車站或是東武日光車站搭乘東武巴士「巡遊
世界遺產」到「鉢石町」下車
換穿出租一天的日式和服去世界遺產見學。

1

日光東照宮、日光山輪王寺、
日光二荒山神社觀拜（約120分）

這些地方都是大家所知曉，在日光最有名的
能量聚集地。觀看完歷史建物群後，可以購
買平安符。

3 市內漫步（60分）

可以逛位於神橋附近排列
在街道兩旁的甜品店及名
特產店，享受在日光街道
上散步樂趣。

5堯心亭 享用午餐（約60分）

別有風情的庭園圍繞著，高格調茶
室式的雅緻建築物的餐廳。可以享
用日光名產豆皮，以及全用植物性
食材所做成的素食料理。

4

在神橋上照像（約15分）

住址：日光市上鉢石町
電話:0288-54-0535（日光二荒山神社）
可以說是聖地日光表玄關的象徵，使用朱沙油漆的橋。
也是照像景點之一（過橋需收費）。

2

1

2

3

4

5

歸還和服UTAKATA6

詳細請參閱

19頁

詳細請參閱

6・7頁

詳細請參閱

25頁

標準行程介紹 盡情享樂鬼怒川溫泉附近的

戶外活動及主題樂園之旅東武鬼怒川溫泉車站

東武世界廣場

步行約5分鐘

步行約5分鐘

鬼怒川泛舟

巴士約
20分鐘

巴士約
5分鐘

鬼怒川溫泉附近的
飯店、旅館

鬼怒川泛舟體驗（40分）

住址：日光市鬼怒川溫泉大原1414

電話:0288-77-0531

交通指南：從鬼怒川溫泉車站步行約5分

1

江戶時代街景重現的主題樂圖， 一
方面可享受在異次元的氣氛中，另一
方面也可在園內餐廰用餐。

A

1

詳細請參閱

21頁

東武世界廣場 （180分）EDO WONDERLAND
日光江戶村入園（240分）

將世界中有名的建築物及遺址百分之
百迷你化。園內不只有模型還有各式
各樣的設備、食堂及豆皮料理店也可
享用午餐。

B

詳細請參閱

21頁

Trick Art Pia Nikko
 日光入園（60分）

住址：日光市小左越1-4 
電話：0288-77-3565
交通指南：從東武鬼怒川溫泉
車站搭乘巡遊主題樂圖巴士到
「Trick Art 前」下車
在東武鬼怒川溫泉車站周邊吃
完午餐後可以去玩的美術館內
感愛一下立體繪畫世界的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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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時刻表

NIKKO, the place to go!

巴士・火車的資訊

東武巴士 日光交通

湯之湖

中禪寺湖

中禪寺湖遊覽船

菖蒲濱

立木觀音

大使館別墅
記念公園

中禪寺船的車站

鬼怒川

大谷川

龍頭瀑布

男體山

華嚴瀑布

日光山中禪寺

星野渡假飯店 界 日光

第一伊呂波山道

第二伊呂波山道

日光二荒山神社神橋

日光杉樹森林街道

櫪木縣立日光自然博物館

湯瀑布

戰場原

千手濱

義大利使館別墅記念公園
英國大使館別墅記念公園

霧降瀑布

大笹牧場

霧降高原

猴之山

鬼怒川溫泉

鬼怒川泛舟

東武世界廣場

EDO WONDERLAND 
日光江戶村

花一門湯元溫泉

日光山輪王寺大獸院
日光山輪王寺

日光二荒山神社

日光東照宮

上今市車站

東武日光車站

下今市車站

JR日光車站

JR今市車站

東
武

世
界

廣
場

車
站

鬼
怒

川
溫

泉
車

站

鬼
怒

川
公

園
車

站

新
藤

原
車

站

小
佐

越
車

站

新
高

徳
車

站

大
桑

車
站

大谷
向車

站

東武日光線

JR日光線

往東京

往川治溫泉
湯西川溫泉

東
武

鬼
怒

川
線

湖畔前
奥日光湯元溫泉

光徳沼

日光阿斯特來亞飯店

光徳入口

三本松

赤沼

赤沼車庫

石楠花橋

龍頭瀑布
菖蒲濱

中禪寺湖金谷飯店前

中禪寺溫泉
巴士總站③

東武日光車站前
巴士總站①

JR日光車站前
巴士總站②

二荒山神社前

中禪寺船的車站
華嚴瀑布入口

明智平

明智平覽車

半月山

中禪寺湖展望台
義大利・英國大使館別墅記念公園入口

麗思卡爾頓飯店

立木觀音・遊覧船出發終點站
奥細尾

總合會館前

神橋

西參道

霧降

霧降瀑布

霧降高原

隱藏三瀑布入口

東武世界廣場內

日光江戶村

大笹牧場

高原歩道入口

日光霧降滑雪場

日光田母澤御用邸
記念公園

小田代原

千手濱

湯瀑布入口

西之湖入口

鬼怒川溫泉覽車

鬼怒川溫泉車站前
巴士總站④

湯元溫泉（經由中禪寺溫泉）

巡遊世界遺產

奧細尾・清瀑布・八潮溫泉・中禪寺溫泉

2A

2B

2C
霧降瀑布（經由日光霧降滑雪場）2D
大笹牧場（經由霧降瀑布・霧降高原）

鬼怒川溫泉車站

2D

2D

2C

東武
日光車站

2A2B

2C

2D

2C

2D
2D

中禪寺湖

今市・宇都宮

巴士總站①  東武日光車站前

湯元溫泉（經由中禪寺溫泉）

巡遊世界遺產

奧細尾・清瀑布・八潮溫泉

1A

1B

1C

霧降瀑布（經由日光霧降滑雪場）1C

大笹牧場（經由霧降瀑布・霧降高原）1C

巴士總站②  JR日光車站前

1C
1C
1C

中禪寺湖

東武日光車站

今市・宇都宮

計程車
乗車處 1A

1B

JR日光車站

日光江戶村3

巴士總站④  鬼怒川溫泉車站前

湯元溫泉

日光車站

半月山（季節運行）

26A

26B

26C

巴士總站③  中禪寺溫泉

26C

中禪寺湖 華嚴瀑布

26A

26B

日光自然
博物館

120

120

鬼怒川公園

足湯

下今市
鬼怒川溫泉車站

3

計程車
乗車處

P

鬼怒川・川治溫泉
觀光情報中心

世界遺產日光的社寺周邊

往中禪寺湖

往東武日光車站

日光二荒山神社神橋
日光田母澤御用邸
記念公園

憾滿淵

東照宮東參道入口
清晃苑飯店前

總合會館前

大獸院二荒山神社前

西参道茶屋

西參道

小杉放菴記念
日光美術館

日光山輪王寺
大獸院

日光山
輪王寺

日光二荒山神社

日光東照宮

輪王寺觀音堂

瀧尾神社

表參道
勝道上人彫像前

日光田母澤御用邸
記念公園

※巡遊世界遺產巴士在週六日及節日時，有些路線會變更。
   運行變更日請在網站或是東武巴士日光營業所諮詢。

神橋

堯心亭

羽田機場 成田機場

品　川

京急線

JR山手線

東　京

宇都宮

JR日光

成田特急列車

JR東北新幹線

JR日光線

從東京出發的交通指南

都営浅草線

浅　草

北千住

春日部

下今市

東武日光

栃　木

大　宮

東京晴空塔線

東武日光線

成田機場線
京成成田空港線

押　上

曳　舟

東京晴空塔
東京晴空城

湯元溫泉免費乘車票
（限2天內有效）

霧降高原免費乘車票

中禪寺溫泉免費乘車票
（限2天內有效）

（限2天內有效）

（限2天內有效）

（限2天內有效）

大笹牧場免費乘車票

霧降瀑布免費乘車票

巡遊世界遺產期票
（限當日有效）

從JR東武日光車站發車的巡遊世界遺產巴士
的路線為中心的區間內1天自由搭乘。

●鬼怒川・江戶村・湯西川2日內免費乘車票

●鬼怒川1日免費乘車票

東武巴士 日光交通

湯西川溫泉～鬼怒川溫泉車站～日光江戶村～花一門間及鬼怒川溫泉車站
～鬼怒川溫泉各飯店間的循環巴士2日內免費自由乘降車票

鬼怒川溫泉車站～新高德車站～日光江戶村～花一門間1日內乘降自由
免費乘車票

●今市・鬼怒川1日免費乘車票
鬼怒川溫泉車站～新高德車站～日光江戶村～花一門間加上新高德車
站～下今市車站間的1日內乘降自由免費乘車票

日光優惠免費乘車票

售票場所 東武日光觀光客中心 TEL0288-54-0864

只限日本語

售票場所  鬼怒川溫泉車站觀光客中心窗口
或   https://ticket.jorudan.co.jp/nikko-kotsu/en/index.html

售票場所  鬼怒川溫泉車站觀光客中心窗口
或   https://ticket.jorudan.co.jp/nikko-kotsu/kg-1d/en/index.html

售票場所  鬼怒川溫泉車站觀光客中心窗口

●平家之里・水之鄉2日內免費乘車票
湯西川溫泉～水之鄉觀光中心前間2日內乘降自由免費乘車票 售票場所  平家之里・水之鄉觀光中心，巴士車內

Ｍt.Berry奥日光

中禪寺湖金谷飯店

歌之濱山田屋

UTAKATA
日光一筆龍  高瀬

上澤梅太郎商店

松月冰室

渡邊佐平商店

日光草莓園

Trick Art Pia Nikko
立體繪畫日光




	CH hantai_NIKKO TO GO_P02-03 INDEX
	CH hantai_NIKKO TO GO_P04-05 STORY01
	CH hantai_NIKKO TO GO_P10-11 STORY02
	CH hantai_NIKKO TO GO_P14-15
	CH hantai_NIKKO TO GO_P16-17 STORY03
	CH hantai_NIKKO TO GO_P18-19
	CH hantai_NIKKO TO GO_P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