臼杵市观光指南

交通方式

大阪

东京
名古屋
簡体字

⑴从大分车站出发 ：
乘坐电车到臼杵站 ：35 分钟
（日丰本线特快列车）
⑵从大分机场出发 ：
乘坐巴士到臼杵车站 ：1 小时 20 分钟
乘坐巴士到大分车站 ：1 小时
⑶从小仓出发 ：
乘坐电车到臼杵站 ：2 小时 35 分钟
（日丰本线特快列车）
自行驾车经宇佐ー别府公路 ：2 小时 30 分钟
自行驾车经西九州高速 ：2 小时（从 2015 年开始）
⑷从鸟栖出发 ：
自行驾车经大分高速公路 ：2 小时
⑸从东京出发 ：
乘坐飞机到大分机场 ：1 小时 45 分钟⋯⋯然后参照⑵
乘坐新干线到小仓 ：6 小时⋯⋯然后参照⑶

⑹从名古屋出发 ：
乘坐飞机到大分机场 ：1 小时 5 分钟⋯⋯然后参照⑵
乘坐新干线到小仓 ：4 小时⋯⋯然后参照⑶
⑺从大阪出发 ：
乘坐飞机到大分机场 ：55 分钟⋯⋯然后参照⑵
乘坐新干线到小仓 ：3 小时⋯⋯然后参照⑶
⑻从广岛出发 ：
乘坐新干线到小仓 ：1 小时⋯⋯然后参照⑶
⑼从冲绳出发 ：
乘坐飞机到大分机场 ：1 小时 45 分钟⋯⋯然后参照⑵
⑽从四国爱媛县八幡港出发 ：
乘船到臼杵港 ：2 小时 15 分钟

联系方式
臼杵市观光交流广场 ························ ☎0972-63-1715
臼杵市观光信息协会 ························ ☎0972-64-7130
臼杵市观光信息协会臼杵站问询处 ·············· ☎0972-63-2366
臼杵石佛志愿者导游协会 ( 石佛事务所 ) ·········· ☎0972-65-3300

臼杵石佛 ：
日本首个被指定为
国宝的石雕 (4 组 61 尊 )
( 地图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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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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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孟宗竹
（背面的地图 ：C-5）

金明孟宗竹是非常神秘而稀有的竹子
品种。竹节的颜色是由鲜艳的黄色和绿色
交互而成。其中的几根竹子在 1970 年被
当地居民发现后，该竹林被指定为大分县
特别保护林。据说金明孟宗竹就是 10 世
纪的日本民间故事“伐竹传说”里所说的
“发光的竹子”
。

鹭来迫矿物质温泉
（背面的地图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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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有一只受伤的白鹭，泡了
几天这个温泉以后就痊愈了。因此，
据说鹭来迫矿物质温泉具有很多治
疗的功效。鹭来迫矿物质温泉临近 ����������
于熊崎河源头，附近的村庄是有名
的休闲胜地。
（背面的地图 ：C-5）

九重塔

16

该塔建造于 1267 年，作为镰仓时
代的古塔，是大分县具有代表性的石造
艺术品之一。细长的九重塔，近看却稳
定感很强，是艺术价值极高的石塔。

市中心区域建设的集大成
Free Wi-Fi

臼杵市观光交流广场
（地图 ：D-3）

乡土出身的作家

野上弥生子文学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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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溪谷
（背面的地图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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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连钟乳洞

白马溪谷临近臼杵河源头，因 （背面的地图 ：C-5） 17
其景色美不胜收而众所周知。春季
盛开的杜鹃花和秋季散落的枫叶使
这里成为一年四季均可游览的绝佳
地方。

磨崖十字架

风连钟乳洞是一个 500 米
深的封闭型钟乳洞穴，它被认
定为是日本最漂亮的洞穴之一。
该景观在 1926 年被当地的一个
青年团发现，2 年后被国家指定
为天然纪念物。该洞穴在被发
现以前，因为洞穴里很少有空
气进入且未遭到风化，所以里
面的美丽纯白色钟乳石都保留
了 原 貌。 洞 穴 里 面 冬 暖 夏 凉，
最大的钟乳石柱「竞秀峰」竟

有 10 米高，16 米宽。
开放时间 ：8:00-17:30（4 月至 9 月）
这是一个刻在云形台上的圆形
8:30-17:00（10 月至 3 月）
中的十字架。该遗迹的年代不详， 入场票价 ：成人 ：800 日元
但可推测为是大友宗麟统治丰后国
儿童（15 岁以下）：600 日元
时的作品。这个神秘的十字架也被
儿童（11 岁以下）：550 日元
称作为“卡瓦里奥十字架”
。
团体参观（30 人以上）可享受优惠票价

（背面的地图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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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Wi-Fi

（地图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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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杵市观光交流广场”的基本理念是
“游客最先造访的场所、市民们也会聚集
于此的市中心热闹场所”。这里有介绍臼
杵历史文化以及街道设施等景点、臼杵特
产品等的设备，可以更为详细地了解臼杵。
另外这里还会举办展示等期间活动，也
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场所。

（地图 ：B-3）

旧臼杵藩主稻叶家宅邸

臼杵城址

稻叶家宅邸参观指南
■开放时间：
9：
00～17：
00(16：
30停止入内)
■包场费用：
宅邸（大书院、
御居间（起居室）
、
厨房）
每小时400日元
附楼
（西之间、
大西之间）
每小时300日元
■门票
●成人
（高中生以上）
320日元
●儿童
（中小学生）
160日元
●团体20人以上

臼杵市综合观光文化廊
5

臼杵相关珍贵资料展示
Free Wi-Fi

仿造据传在大友宗麟时代真实存在的
Novitiate
（修炼院）修建而成。这是臼杵
热门资讯和美食资讯的宣传基地，可以
感受到臼杵的魅力。

（地图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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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寺的三重塔因祭奠圣德太子又名
太子塔。该塔于安政 5年
（1858）竣工，
这种江户时期的木造三重塔，九州仅有
两座。

7

按照“连接起臼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基本理
念，从臼杵市收藏的约35000件历史资料中精选出珍贵
的历史资料向观众展示，包括声名远播到罗马的大友宗
麟、深受织田信长信赖、首任臼杵藩主的父亲稻叶一铁的
相关资料，以及描绘了臼杵、日本各地乃至世界的亲笔绘
图（古地图）等等。
臼杵市历史博物馆参观指南
■开放时间／9:30 ～ 17:30 ※17:00停止入内
■休 息 日／周二（如逢节假日则顺延至次日休息）以
及12/29 ～1/3
■门票／普通320日元（280日元）学生160日元（140日元）

野上弥生子文学纪念馆 TEL0972-63-4803
成人(高中生以上)………………………300日元
儿童(中小学生)…………………………150日元
*20人以上团体可享优惠票价。
开放时间9：30～17：00

龙原寺三重塔

臼杵市历史博物馆
（地图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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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歌颂直到 99岁去世为止一直笔耕不辍的野
上弥生子的伟业，于昭和 61年
（1986年）对外开
放的文学纪念馆。现在的小手川酒造——弥生
子娘家的一部分作为纪念馆，馆内还可参观到
其年少时期的学习房间，以及直到临终前弥生
子写作所使用的爱用品、夏目漱石写给弥生子
的信等等，展示和公开有约 200件珍贵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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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稻叶家宅邸修建于明治 35年
（1902），用作
因废藩置县而迁往东京的原藩主稻叶家在臼杵的
住 所。稻叶家迁 至东京后，也投资了旧国立第
百十九银行等，对臼杵的经济依然保持着影响力。
与旧平井家位于同一个地方，可以同时参观。

由大友宗麟修建的臼杵城，江户时代
作为臼杵藩五万石的城堡，走过了历史
的风风雨雨。平成 13年
（2001）大门橹得
以复原。春天时节，约一千棵樱花树灿
烂盛开，会举办
“臼杵城址樱花节”。

（地图 ：D-3）

（地图 ：C-2）

（）
* 内为20人以上团体或持有市内收费公开设施通票
（出票日起三天内）者的票价。

■年卡／普通640日元 学生320日元
*市内学生免费。

早春赋馆

旧丸毛家宅邸
（地图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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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稻叶家宅邸相连的上级武士宅邸，
现已对外开放。地处安静的住宅区内，
时间仿佛静止于这片庭院。
（免费参观）

Free Wi-Fi

吉丸一昌纪念馆
（地图 ：A-5） 10
市指定有形文化遗产板井家住宅，曾是以
早春赋的词作者而闻名的吉丸一昌的夫
人的娘家，现改为纪念馆，里面展示有
遗物、乐谱等相关物品。
吉丸一昌纪念馆“早春赋馆” TEL0972-63-7999
成人 (高中生以上 ) ·············210日元
儿童 (中小学生 ) ··············110日元
*20人以上团体可享优惠票价。
开放时间 8：
30～ 17：
00

二王座
历史之道

Hoki Stone Buddhas

臼

臼杵城址樱花节
（地图 F-2）
（4 月的第一周）
臼杵公园（臼杵城址）里面
大约有 1,000 棵樱花树，作为电
车日丰本线沿线上屈指可数的赏
樱名地而众所周知。每年 4 月上
旬，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樱花节。

杵

吉四六纪念节
（背面地图 A-4）
（4 月的第一个周末）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在这里会上演有
关吉四六的剧目以及举行表演比赛等，该
活动因其独特的举办形式而受到外界瞩
目。
吉四六地区

祗园节
（7 月中旬）
大分县三大祗园节之一。穿着古代
服饰的游行队伍后面，一群男子抬着传
统的轿子在臼杵市的街道上游行。这是
展现了臼杵城下古街风貌的节庆活动。

节

A

古园石佛
古园石佛位于臼杵石佛群的中心，由以大日如来佛为
中心的曼陀罗而构成，石佛群阵容整然，是臼杵石佛群中
最重要的部分。古园石佛也被称为“古园十三佛”
。
值得一提的是，安放在中间的大日如来佛像可以说是
日本石佛中的最高杰作之一。高挑俊秀的眉毛，目光低垂
而端庄的面庞，微微泛红的嘴唇让人感觉到佛祖的温厚慈
祥。虽然佛祖的表情极其端庄严肃，但饱满的两颊，微微
突出的额头和低垂的目光让周围充满了幽玄神秘的气氛。
据说古园石佛的制作年代是在平安时代（公元 784-1192 年）
的后期之前。
大日如来石佛的头部曾经脱落，损毁严重。但是通过
修复工程，1993 年 8 月 25 日 , 大日如来石佛的头部得以
复位，恢复了昔日威严的姿态。

金刚力士立像

B

国宝 臼杵石佛

C

E

方纪第二石佛群

山王山石佛

该石佛群由两组佛龛构成。第一组阿弥陀三尊像的
雕刻十分精湛，而且形态威风凛凛的主佛和侍佛各自拥
有迥异且丰富的表情，这一组佛像是做工非常精美的磨
崖石佛。
第二组佛像因尺寸较小，故被称为“九品阿弥陀”
。

穿越时空的千年思绪

以古园石佛大日如来像为代表的臼杵石佛（磨崖佛）
，据说修建
于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无论在规模、数量还是雕刻水准上，
都可以堪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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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日本首个国宝，也是九州雕刻品中
首个被指定为国宝的遗迹。平成 29 年（2017 年）
，决定将两尊金刚
力士立像也被列为国宝，多达 61 尊的磨崖佛都被指定为国宝。
石佛群分为四组，根据地名分别叫做方纪石佛第一群（堂迫石
佛）、方纪石佛第二群、山王山石佛和古园石佛。
F

G

■仁王像

H

■真名长者夫妻像

位于满月寺内。膝盖以下 据 说是命 令 修建石佛的
埋在土中，风格强而有力， 人。室町时期作品。
但表情却很幽默。

I

J

■美颜井
根据传说，脸上有疤痕的
玉津姫用这个井的井水洗
脸后，疤痕消失了，变成
了美人。

K

■宝箧印塔

■石造五重塔

伫立在满月寺内的北端，
一般被称为日吉塔。底座
开始的总高为 4.2m，据说
为镰仓后期的作品。

位于古园石佛正上方日吉
社境内的一石五重塔，认
为其年代在 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初期。

观光设施价位表
国宝 臼杵石佛 TEL0972-65-3300
・成人
（高中生以上） 540日元
・儿童
（中小学生） 260日元

*30人以上
可享受优惠票价。

★请使用超值通票
4施設
共通券

■莲城法师像
据传是在真名长者身边雕
刻石佛的人。

・国宝臼杵石佛 旧臼杵藩主稻叶家宅邸
・野上弥生子文学纪念馆 吉丸一昌纪念馆
1100日元（成人票）
／540日元（儿童票）
*通票可在上述所有设施购买。

臼杵石佛
志愿者
导游协会
〇申请电话

TEL0972-65-3300
〇导游地区

臼杵石佛

〇导游费

免费

〇申请时间

上午9点～下午3点

特别祈愿法事

旧真光寺

山王山石佛由中间 5 米高的如来佛像和左右刻着如来的
侍佛，共三尊如来佛像构成。
佛像那圆润的脸庞，精致的眼睛，鼻子，以及仿佛正在
诉说着故事的嘴角，犹如天真无邪的孩子的面庞。该组佛像
被称为“隐秘地藏”
。
D

方纪第一石佛群
（堂迫石佛）

废寺改建而成的市民艺廊兼休息处（免费入内）
（地图 :D-4）

臼杵石佛莲花节
（7 月中旬至 8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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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座附近的狭窄胡同各处都洋溢着城下町独有的风情。其中二王座历史之道是切开岩石开通而成，被称为“切
通道”，其附近形成了最具臼杵特色的景观。

历史

虽然日本人已经在臼杵市居住了几千年，但是现存的记录资
料中只记载了 16 世纪以后的臼杵市历史。16 世纪初期的一部分
历史被隐藏于臼杵市的传说和民间文学中。

大友宗麟 基督教徒豪族 （1530-1587 年）
●古园石佛前设有用来放入许愿纸的“祈愿
箱”
，每年佛教会志愿寺院的僧侣们会
举办三次（1、5、9 月）特别祈愿法事。

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的二十多尊磨崖佛排列在此地，场面
非常壮观。
该石佛群由四组佛龛构成。第一组有三尊如来佛像和两尊菩萨
立像。第二组有阿弥陀如来佛坐像，药师如来佛坐像和如来佛坐像。
第三组有大日如来佛和其他四尊佛像。第四组有地藏菩萨盘坐像以
及十一尊十王像。方纪第一石佛群 第二展示区。

大友宗麟作为第 21 代继承者继承家业后，在他拥有的优秀船
队和通过海外贸易而获得的财富的支持下，大友宗麟将其统治疆域
扩展到九州全境。1562 年，大友宗麟将他的住宅从府内迁居到臼
杵丹生岛城，并在一个原本是岛屿的地区建造了臼杵城。因为这片
地区具有防御战略优势，所以大友宗麟选择在这里建造了臼杵城。
从此以后，他开始发展臼杵这个港口城市，构筑了现今繁荣的臼杵
町的雏形。
1551 年，大友宗麟遇见了传道士，泽维尔·弗朗西斯克，并
在他晚年的时候，自愿地接受了卡布拉尔神父的洗礼。从 1578 年
开始，他自称为“敦·弗朗西斯克”
。由于对基督教的信仰日益虔诚，
大友宗麟打算将日向（即现在的宫崎县延冈市）建成基督教圣地，
但在和岛津氏争夺耳川（即现在的宫崎县日向市）之战中失利，之后国力急速衰落，并于 1587 年 5
月 23 日在津久见（臼杵市附近）逝世。

稻叶家族 臼杵市藩主 （1600-1871 年）

臼杵石佛焰火节
（背面地图 ：C-3）
（8 月的最后一个周六）

每年 8 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晚七点举行。届时将
国宝臼杵石佛的四周盛开着许多美丽的莲花。
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石佛莲花节，而且莲花 有约一千盏火炬同时被点燃。据说这是西日本最大
规模的焰火节。
节期间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普现寺的灯下红叶
（背面地图 ：B-4）
（每年 11 月）
普现寺作为吉四六（日本民间故事的主人公，以有趣
著称）的菩提寺（供奉先祖灵牌的寺庙）而为人熟知。寺
庙内种有近 200 棵红叶树。红色、黄色树叶铺就的“地摊”
为古刹增添了更多色彩。每到 11 月，被灯光映照的红叶让
这里充满了梦幻色彩。

竹宵节
（11 月第一个周末）
深秋的夜晚，摆放在二王座周边石
板路上的约 2 万根竹灯将被点燃。古代
音乐的伴奏下，被竹灯映照的古镇仿佛
是一个梦幻的世界。

乡土美食

于 1600 年至 1871 年期间，稻叶家族作为藩主（诸候）一直
统治着臼杵市。第一代藩主稻叶贞通在关原会战（1600 年 10 月
21 日）中支持德川家康并战绩卓著。因此德川家康在统一战争中
取得胜利并统一日本以后，
将稻叶贞通从美浓国（即现在的爱媛县）
郡上八幡城统帅改封为臼杵藩藩主。
直到废藩置县为止，稻叶家族以其质朴简约，勤勉的风格统治
着这片土地，并造就了臼杵市民的如此气质。稻叶家族的最后一位
藩主是第 15 代藩主稻叶久通。

臼杵市的著名美食
■黄饭
用栀子果上色的米饭，配合
以炖过的蔬菜，豆腐和鱼肉
来食用的乡土美食。
稻叶 贞通
■可乐丝玛饭
由酱油腌制的多油鱼混合以
豆腐渣制作而成。这是一款
从稻叶家族时代流传至今的
一道健康而美味的美食。

威廉·亚当斯 西方的日本武士
（1564-1620 年）
威廉·亚当斯是第一位来日本的英国人，并据说是第一位来自西
方的日本武士。1600 年 4 月，威廉·亚当斯作为荷兰“慈爱号”的
船长登陆上臼杵市的黑岛。因为他拥有丰富的造船航海知识而得到德
川家康赏识并赐予他武士的名号，还赐与他日本名字“三浦按针”
。
在臼杵市黑岛，有一座纪念威廉·亚当斯和他的同伴的博物馆。
免费入场
到黑岛的渡轮票价 ：500 日元（往返票价）
接受电话预定 ：0972-68-3939（仅日语对应）
臼杵市是即将举行的“按针首脑高峰会 2016”
（纪念威廉·亚
当斯的会议）的主办方。

南日本 - 九州最美味的河豚
捕捉于臼杵市的河豚特别地鲜美，您可
以在臼杵市的许多餐厅一尝河豚的美味。日
本各地的旅客都前来品尝。

大分柑橘
臼杵市特产。以
其芳香，丰富的口味
闻名全国。其在臼杵
市的产量在日本也是
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