臼杵市觀光指南

交通方式

東京

大阪
名古屋

繁体字

⑴從大分車站出發：
乘坐電車到臼杵市站：35 分鐘
（日豐本線特快列車）
⑵從大分機場出發：
乘坐巴士到臼杵車站：1 小時 20 分鐘
乘坐巴士到大分車站：1 小時
⑶從小倉出發：
乘坐電車到臼杵市站：2 小時 35 分鐘
（日豐本線特快列車）
自行駕車經宇佐－別府公路：2 小時 30 分鐘
自行駕車經西九州高速：2 小時（2015 年開始通行）
⑷從鳥棲出發：
自行駕車經大分高速公路：2 小時
⑸從東京出發：
乘坐飛機到大分機場：1 小時 45 分鐘⋯⋯然後參照⑵
乘坐新幹線到小倉：6 小時⋯⋯然後參照⑶

⑹從名古屋出發：
乘坐飛機到大分機場：1 小時 5 分鐘⋯⋯然後參照⑵
乘坐新幹線到小倉：4 小時⋯⋯然後參照⑶
⑺從大阪出發：
乘坐飛機到大分機場：55 分鐘⋯⋯然後參照⑵
乘坐新幹線到小倉：3 小時⋯⋯然後參照⑶
⑻從廣島出發：
乘坐新幹線到小倉：1 小時⋯⋯然後參照⑶
⑼從沖繩出發：
乘坐飛機到大分機場：1 小時 45 分鐘⋯⋯然後參照⑵
⑽從四國愛媛縣八幡港出發：
乘船到臼杵港：2 小時 15 分鐘

聯繫方式
臼杵石佛：
日本首個被指定為
國寶的石雕 (4 組 61 尊 )
( 地圖：C3)

臼杵市觀光交流廣場 ・・・・・・・・・・・・・・・・・・・・・・・・ ☎0972-63-1715
臼杵市觀光情報協會 ・・・・・・・・・・・・・・・・・・・・・・・・ ☎0972-64-7130
臼杵市觀光資訊協會臼杵站服務台 ・・・・・・・・・・・・・・ ☎0972-63-2366
臼杵石佛志工導遊協會 ( 石佛事務所 )・・・・・・・・・・・・ ☎0972-65-3300
臼杵市，大分縣

推薦景點
大分縣指定天然紀念物

金明孟宗竹
（背面的地圖：C-5）

金明孟宗竹是非常神秘而稀有的竹子
品種。竹節的顏色是由鮮艷的黃色和綠色
交互而成。其中的幾根竹子在 1970 年被
當地居民發現後，該竹林被指定為大分縣
特別保護林。據說金明孟宗竹就是 10 世
紀的日本民間故事“伐竹傳說”里所說的
“發光的竹子”
。

鷺來迫礦物質溫泉
（背面的地圖：C-1）

11

傳說有一隻受傷的白鷺，泡了
幾天這個溫泉以後就痊愈了。因
此，據說鷺來迫礦物質溫泉具有很
多治療的功效。鷺來迫礦物質溫泉
臨近於熊崎河源頭，附近的村莊是
有名的休閒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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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產

九重塔
（背面的地圖：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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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塔建造於 1267 年，作為鐮倉時
代的古塔，是大分縣具有代表性的石造
藝術品之一。細長的九重塔，近看卻穩
定感很強，是藝術價值極高的石塔。

市中心區域建設的集大成
Free Wi-Fi

臼杵市觀光交流廣場
（地圖 :D-3）

鄉土出身的作家

野上彌生子文學紀念館
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

白馬溪谷
（背面的地圖：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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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連鐘乳洞

白馬溪谷臨近臼杵河源頭，因 （背面的地圖：C-5） 17
其景色美不勝收而眾所周知。春季
盛開的杜鵑花和秋季散落的楓葉使
這裡成為一年四季均可遊覽的絕佳
地方。

磨崖十字架

風連鐘乳洞是一個 500 米
深的封閉型鐘乳洞穴，它被認
定為是日本最漂亮的洞穴之一。
該景觀在 1926 年被當地的一個
青年團發現，2 年後被國家指定
為天然紀念物。該洞穴在被發
現以前，因為洞穴里很少有空
氣進入且未遭到風化，所以裡
面的美麗純白色鐘乳石都保留
了 原 貌。 洞 穴 裡 面 冬 暖 夏 涼，
最大的鐘乳石柱「競秀峰」竟

有 10 米高，16 米寬。
開放時間：8:00-17:30（4 月至 9 月）
這是一個刻在雲形臺上的圓形
8:30-17:00（10 月至 3 月）
中的十字架。該遺跡的年代不詳， 入場票價：成人：800 日圓
但可推測為是大友宗麟統治豐後國
兒童（15 歲以下）
：600 日圓
時的作品。這個神秘的十字架也被
兒童（11 歲以下）
：550 日圓
稱作為“卡瓦里奧十字架”
。
團體參觀（30 人以上）可享受優惠票價

（背面的地圖：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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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E-2）

2

Free Wi-Fi

1

「臼杵市觀光交流廣場」的基本理念
是 「遊客最先造訪的場所、市民們也聚
集於此的市中心熱鬧場所」。這裡有介紹
臼杵歷史文化以及街道設施等景點、臼
杵特產品等的設備，可以更加詳細瞭解
臼杵。另外這裡還會舉辦展覽等期間活
動，也是人與人溝通交流的場所。

（地圖：B-3）

舊臼杵藩主稻葉家宅邸

臼杵城址

稻葉家宅邸參觀指南
■開放時間：9：00∼17：00(16：30停止入內)
■包場費用：宅邸（大書院、御居間（起居室）
、廚房）
每小時400日圓
別館（西之間、大西之間）
每小時300日圓
■入場票價
●成人
（高中生以上）
320日圓
●兒童
（中小學生）
160日圓
●團體20人以上

臼杵市綜合觀光文化廊
5

臼杵相關珍貴資料展示
Free Wi-Fi

4

為紀念直到 99歲逝世為止始終以筆為生的
野上彌生子的偉業，而在昭和 61年
（1986年）對
外開放的文學紀念館。現在的小手川酒造、彌
生子娘家的一部分做為紀念館，館內還可參觀
到其少女時代的學習房間，以及直到逝世前夕
彌生子寫作所使用的愛用品、夏目漱石寫給彌生
子的信等等，展示和公開有約 200件珍貴遺物。

（地圖：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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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源寺的三重塔又名太子塔，是祭祀
聖德太子的塔。本塔在安政 5年
（1858）
竣工，是九州唯二的江戶時期木造三重
塔之一。

臼杵市歷史資料館
（地圖：A-4）

仿 造 據 傳 在大友宗 麟 時 代 真實存 在的
Novitiate（修煉院）修建而成。這是臼杵
熱門資訊和美食資訊的發送基地，可以
感受到臼杵的魅力。

7

以「連接起臼杵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一基本理念，
從臼杵市收藏的約 35,000 件歷史資料中精選出珍貴的歷
史資料向觀眾展示，包括聲名遠播到羅馬的大友宗麟、深
受織田信長信賴、首任臼杵藩主的父親稻葉一鐵相關資料，
以及描繪了世界的親筆繪圖（古地圖）等等。
臼杵市歷史資料館參觀指南
■開放時間／ 9:30 ∼ 17:30 ※17:00 停止入內
■公 休 日 ／星期二（如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隔天休息）以及
12/29 ∼ 1/3
■入場票價／普通 320 日圓（280 日圓）學生 160 日圓（140 日圓）

野上彌生子文學紀念館 TEL0972-63-4803
成人(高中生以上) ・・・・・・・・・・・・・・・・・ 30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 ・・・・・・・・・・・・・・・・・・ 150日圓
※20人以上團體可享團體優惠票價。
開放時間9：30∼17：00

龍原寺三重塔

3

舊稻葉家宅邸修建於明治 35 年（1902）
，用作
因廢藩置縣而遷往東京的舊藩主稻葉家在臼杵的
住 所。 稻 葉 家 遷 至 東 京後， 也 投 資了舊 國立 第
百十九銀行等，對臼杵的經濟依然保持著影響力。
與舊平井家位於同一個地方，可以同時參觀。

由大友宗麟修建，江戶時代做為臼杵
藩五萬石的城，走過了歷史的風風雨雨。
平成 13年 （2001）大門櫓得以復原。春
天時，約一千棵櫻花樹燦爛盛開，會舉辦
「臼杵城址櫻花祭」
。

（地圖：D-3）

（地圖：C-2）

＊（）內為20人以上團體或持有市內收費公開設施通票（出票日起3天
內）者的票價。

■年卡／普通 640 日圓 學生 320 日圓
＊市內學生免費。

早春賦館

舊丸毛家宅邸
（地圖：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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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稻葉家宅邸緊鄰的上級武士的宅
邸，對外開放。地處安靜住宅區內，這片
空間的時間仿佛靜止了一般。
（免費入場）

Free Wi-Fi

吉丸一昌紀念館
（地圖：A-5） 10
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板井家住宅，這
裡原是以早春賦的作詞者而聞名的吉丸一
昌的夫人的娘家，現改為紀念館，裡面展
示有遺物、樂譜等相關物品。
吉丸一昌紀念館「早春賦館」 TEL0972-63-7999
成人(高中生以上) ・・・・・・・・・・・・・・・ 210日圓
兒童(中小學生)・・・・・・・・・・・・・・・・・ 110日圓
※20人以上團體可享團體優惠票價。
開放時間 8：30∼17：00

二王座
歷史之道

Hoki Stone Buddhas

臼

臼杵城址櫻花節
（地圖 F-2）
（4 月的第一週）
臼杵公園（臼杵城址）裡面
大約有 1,000 棵櫻花樹，作為電
車日豐本線沿線上屈指可數的賞
櫻名地而眾所周知。每年 4 月上
旬， 這 裡都 會 舉 辦盛 大 的 櫻 花
節。

杵

吉四六紀念節
（背面地圖 A-4）
（4 月的第一個週末）
每年櫻花盛開之際，在這裡會上演有
關吉四六的劇目以及舉行表演比賽等，該
活動因其獨特的舉辦形式而受到外界矚
目。
吉四六地區

祗園節
（7 月中旬）
大分縣三大祗園節之一。穿著古代
服飾的遊行隊伍後面，一群男子抬著傳
統的轎子在臼杵市的街道上遊行。這是
展現了臼杵城下古街風貌的節慶活動。

祭

A

古園石佛
古園石佛位於臼杵石佛群的中心，由以大日如來佛為
中心的曼陀羅而構成，石佛群陣容整然，是臼杵石佛群中
最重要的部分。古園石佛也被稱為“古園十三佛”
。
值得一提的是，安放在中間的大日如來佛像可以說是
日本石佛中的最高傑作之一。高挑俊秀的眉毛，目光低垂
而端莊的面龐，微微泛紅的嘴唇讓人感覺到佛祖的溫厚慈
祥。雖然佛祖的表情極其端莊嚴肅，但飽滿的兩頰，微微
突出的額頭和低垂的目光讓周圍充滿了幽玄神秘的氣氛。
據說古園石佛的製作年代是在平安時代（公元 784-1192 年）
的後期之前。
大日如來石佛的頭部曾經脫落，損毀嚴重。但是通過
修復工程，1993 年 8 月 25 日 , 大日如來石佛的頭部得以
復位，恢復了昔日威嚴的姿態。

金剛力士立像

B

國寶 臼杵石佛

C

E

方紀第二石佛群

山王山石佛

該石佛群由兩組佛龕構成。第一組阿彌陀三尊像的
雕刻十分精湛，而且形態威風凜凜的主佛和侍佛各自擁
有迥異且豐富的表情，這一組佛像是做工非常精美的磨
崖石佛。
第二組佛像因尺寸較小，故被稱為“九品阿彌陀”
。

穿越時空的千年思念

特別祈願法事

舊真光寺

山王山石佛由中間 5 米高的如來佛像和左右刻著如來的
侍佛，共三尊如來佛像構成。
佛像那圓潤的臉龐，精緻的眼睛，鼻子，以及仿佛正在
訴說著故事的嘴角，猶如天真無邪的孩子的面龐。該組佛像
被稱為“隱秘地藏”
。
D

方紀第一石佛群
（堂迫石佛）

廢寺改建而成的市民藝廊兼休息地（免費入場）
（地圖：D-4）

臼杵石佛蓮花節
（7 月中旬至 8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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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座附近的狹窄巷弄保留著城下町獨有的面貌風情。其中二王座歷史之道是切開岩石開通而成，被稱為「切
通」，其附近的景觀最具臼杵特色。

歷史

雖然日本人已經在臼杵市居住了幾千年，但是現存的記錄資
料中只記載了 16 世紀以後的臼杵市歷史。16 世紀初期的一部分
歷史被隱藏於臼杵市的傳說和民間文學中。

古園石佛大日如來像所代表的臼杵石佛（磨崖佛）
，據說雕刻於平安時代後期至

大友宗麟 基督教徒豪族 （1530-1587 年）

鎌倉時代。從其規模和數量乃至雕刻水準之高，可謂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石佛群，
平成 7 年（1995 年）6 月 15 日，磨崖佛中的臼杵石佛被指定為全日本第一個、同
時也是九州第一個雕刻類國寶。平成 29 年（2017 年）
，經決定 2 尊金剛力士立像也
被列為國寶，多達 61 尊的整個磨崖佛都被指定為國寶。
石佛群分為 4 個群，根據地名分別叫做方紀第一石佛群（堂迫石佛）
、方紀第二
石佛群、山王山石佛和古園石佛。

F

G

H

■仁王像

■真名長者夫妻像

■蓮城法師像

位於滿月寺內。
膝蓋以下埋
在土中，
作風強而有力，
但
表情卻很幽默。

據說是命令雕刻石佛的人
物。
室町時期作品。

據傳此為在真名長者身邊
雕刻石佛的人物。

I

J

■美顏井
根據傳說，臉上有疤痕的
玉津公主用這個井的井水
洗 臉 後， 疤 痕 消 失 不見，
變成了美人。

■寶篋印塔

■石造五輪塔

佇 立在 滿 月寺 境 內 的 北
端，一 般 被稱 為日吉塔。
底座開始的總高為 4.2m，
據說為鎌倉後期的作品。

古園石佛正上方的日吉社
境內的一塊五輪塔，一般
認為其年代在 12 世紀末
到 13 世紀初期。

觀光設施價格表
國寶 臼杵石佛

TEL0972-65-3300

（高中生以上）540日圓 ※30人以上可享受
・成人
（中小學生） 260日圓 團體優惠票價。
・兒童

★請使用超值通票
4設施
共通券

K

・國寶臼杵石佛 ・舊臼杵藩主稻葉家宅邸
・野上彌生子文學紀念館 ・吉丸一昌紀念館
1,100日圓
（成人票）／540日圓
（兒童票）
※通票可在上述所有設施購買。

臼杵石佛
志工
導遊協會
〇申請電話

TEL0972-65-3300
〇導遊地區

臼杵石佛

〇導遊費

免費

〇受理時間

上午9點∼下午3點

●古園石佛前設有用來放入許願紙的「御
祈願箱」
，每年佛教會有志寺院的僧侶
們 會舉 辦 3 次（1、5、9 月） 特別 祈願
法事。

平安時代後期至鐮倉時代的二十多尊磨崖佛像排列在此，場面
非常壯觀。
該石佛群由四組佛龕構成。第一組有三尊如來佛像和兩尊菩薩
立像。第二組有阿彌陀如來佛坐像，藥師如來佛坐像和如來佛坐像。
第三組有大日如來佛和其他四尊佛像。第四組有地藏菩薩盤坐像以
及十一尊十王像。方紀第一石佛群 第二展覽區。

大友宗麟作為第 21 代繼承者繼承家業後，在他擁有的優秀船
隊和通過海外貿易而獲得的財富的支持下，大友宗麟將其統治疆域
擴展到九州全境。1562 年，大友宗麟將他的住宅從府內遷居到臼
杵丹生島城，并在一個本來是島嶼的地區建造了臼杵城。因為這片
地區具有防禦戰略優勢，所以大友宗麟選擇在這裡建造了臼杵城。
從此以後，他開始發展臼杵這個港口城市，構築了現今繁榮的臼杵
市的雛形。
1551 年，大友宗麟遇見了傳道士，維澤爾‧弗朗西斯克，并
在他晚年的時候，自願地接受了卡布拉爾神父的洗禮。從 1578 年
開始，他自稱為“敦‧弗朗西斯克”
。由於對基督教的信仰日益虔誠，
大友宗麟打算將日向（即現在的宮崎縣延岡市）建成基督教聖地，
但在和島津氏爭奪耳川（即現在的宮崎縣日向市）之戰中失利，之後國力急速衰落，并於 1587 年 5
月 23 日在津久見（臼杵市附近）逝世。

稻葉家族 臼杵的統治者 （1600-1871 年）

臼杵石佛焰火節
（背面地圖：C-3）
（8 月的最後一個週六）

每年 8 月的最後一個週六晚七點舉行。屆時將
國寶臼杵石佛的四周盛開著許多美麗的蓮花。
每年這裡都會舉辦盛大的石佛蓮花節，而且蓮花 有約一千盞火炬同時被點燃。據說這是西日本最大
規模的焰火節。
節期間還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普現寺的燈下紅葉
（背面地圖：B-4）
（每年 11 月）
普現寺作為吉四六（日本民間故事的主人公，以有趣
著稱）的菩提寺（供奉先祖靈牌的寺廟）而為人熟知。寺
廟內種有近 200 棵紅葉樹。紅色，黃色樹葉鋪就的“地攤”
為古剎增添了更多色彩。每到 11 月，被燈光映照的紅葉讓
這裡充滿了夢幻色彩。

竹宵節
（11 月的第一個週末）
深秋的夜晚，擺放在二王座周邊石
板路上的約 2 萬根竹燈將被點燃。古代
音樂的伴奏下，被竹燈映照的古鎮仿佛
是一個夢幻的世界。

鄉土美食

於 1600 年至 1871 年期間，稻葉家族作為藩主（諸侯）一直
統治著臼杵市。第一代藩主稻葉貞通在關原會戰（1600 年 10 月
21 日）中支持德川家康并戰績卓著，因此德川家康在統一戰爭中
取得勝利并統一日本以後，將稻葉貞通從美濃國（即現在的愛媛
縣）郡上八幡城統帥改封為臼杵藩藩主。
直到廢藩置縣為止，稻葉家族以其質樸簡約，勤勉的風格統治
著這片土地，并造就了臼杵市民的如此氣質。稻葉家族的最後一位
藩主是第 15 代藩主稻葉久通。

臼杵市的著名美食
■黃飯
用梔子果上色的米飯，配合
以燉過的蔬菜，豆腐和魚肉
來食用的鄉土美食。
稻葉 貞通
■可樂絲瑪飯
由醬油醃製的多油魚混合以
豆腐渣製作而成。這是一款
從稻葉家族時代流傳至今的
一道健康而美味的美食。

威廉‧亞當斯 西方的日本武士
（1564-1620 年）
威廉‧亞當斯是第一位來日本的英國人，并據說是第一位來自西
方的日本武士。1600 年 4 月，威廉‧亞當斯作為荷蘭“慈愛號”的
船長登陸上臼杵市的黑島。因為他擁有豐富的造船航海知識而得到德
川家康賞識并賜予他武士的名號，還賜予他日本名字“三浦按針”
。
在臼杵市黑島，有一座紀念威廉‧亞當斯和他的同伴的博物館。
免費入場
到黑島的渡輪票價：500 日圓（往返票價）
接受電話預定：0972-68-3939（僅日語對應）
臼杵市是即將舉行的“按針首腦高峰會 2016”
（紀念威廉‧亞
當斯的會議）的主辦方。

南日本 - 九州最美味的河豚
捕捉於臼杵市的河豚特別地鮮美，您可
以在臼杵市的許多餐廳一嘗河豚的美味。日
本各地的旅客都前來品嘗。

大分柑橘
臼杵市特產。以
其芳香，豐富的口味
聞名全國。其在臼杵
市的產量在日本也是
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