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受高山美食
體驗、接觸、選購傳統工藝品。
親身感受「Made in高山」的魅力，編織難忘的回憶

Made
in

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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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飛驒地區群山環繞的風土。豐富的森林資源與清
冽的水質。登峰造極的傳統工匠技藝
由工匠師傅的精湛技藝孕育出的各種工藝品，以及
當地獨特的飲食文化。
在在都是 Made in TAKAYAMA的魅力由來！

  高山的地理與自然環境

高山是被群山環繞的盆地。東有北阿爾卑斯山（最高峰為標高 3190 公尺的奧

穗高岳）、南則是御嶽山，四顧遠眺的山景壯麗非凡。氣候屬於內陸型氣候，

晝與夜、冬季與夏季溫差大。冬季大雪紛飛，

有時還會降至零下 10 度的低溫。夏天太陽

雖大，但由於溼度低、感覺十分乾爽。高

山市面積與東京都相當，是日本最大的縣

轄市，不過山林地的佔有比重高達 92.5％。

被指定為「市樹」的，是當地特產「一位

一刀刻」使用的木材「一位（水松）木」。「市

花」則是春季會綻放紫紅色花朵的「小葉

三葉杜鵑」。

  高山的歷史與文化

在高山，曾發現約 1萬年前使用的器皿，由此可知很久以前就有文明在此萌芽。

16 ～ 17 世紀間金森氏在此修築高山城，市鎮的中心也隨之發展起來。17 世紀

末高山成為幕府的直轄地，就是因為這裡有豐富的木材，以及金、銀、銅等礦

產資源。被興建作為幕府代官所（幕府直轄地地方官的官廳）的「高山陣屋」，

是目前唯一現存的代官所建築，也被指定為國家級的史蹟。「高山祭」的屋台（神

轎），也是從 18 世

紀起當地富商開始

以金屬零件與雕刻

等精心裝飾，因而

變得金碧輝煌、絢

爛華麗。

  高山的工藝品、特產品

●木製品

大約在 1350 年前，飛驒就出了許多木匠，前往古

都奈良興建、修築寺院。延續此一淵源傳統，高

山市有許多木材加工或漆器的工匠。光澤溫潤優

美的「飛驒春慶」漆器；造型、題材千變萬化的「一

位一刀刻」；以及充分展現木材質感的「飛驒家具」

等，從廚房用品到日用家具，產品十分多樣化。

●布製品

包括色彩豐富的「飛驒染」、在藍染布刺上精細

花紋的「飛驒藍染」，以及起源自母親手工製作、

祈求寶寶健康長大的「猴寶寶」等。

●陶瓷器

高山陶瓷器源起於 17 世紀。在白色基底上以藍色、紅色描繪圖樣的瓷器；茶器；

觸感溫潤的陶器，以及展現創意的新產品等，都值得您一一探索、品味。

  高山的飲食文化

飛驒地區群山圍繞、氣候寒冷，也孕育出美味

的蔬菜、山菜、蕎麥、水果等食材。在此，可

以充分感受到重視「當令應時」的日本飲食觀。

由於水質優良，稻米香Q可口、日本酒甘醇順

喉，味噌的釀造也十分盛行。河川中漁產豐富，

甘甜肥美的飛驒牛，更是和牛中的明星商品。

使用上述食材的鄉土料理，絕對不能錯過。雖

然被群山環繞，這裡也有美味的壽司，採用的

食材除了當地特產之外，也有從鄰接的富山縣

直接送來的海鮮。此外，完全不使用魚、肉類

的「精進料理（素齋）」，以及以高山拉麵聞名

的醬油湯頭「飛驒中華麵」，也都值得推薦。正因為冬季嚴寒，因此有許多使

用地爐或飛驒小碳爐燒烤的料理，這也是高山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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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最有人氣的美食之一，也是日本知名的
牛肉品種。入口即化的口感讓人無法抗拒。

肉質柔嫩，細緻的霜降油花呈網狀均勻分布，入口甘甜肥美。牛隻都
是在資源豐富的自然環境中，由經過認證、登錄的生產者飼育，保證
衛生、安全。只有通過嚴格審查的優質牛肉，才能冠上「飛驒牛」的
名稱銷售。在餐廳或飯店，會以牛排、燒烤、日式、西式、握壽司等
各種形式提供飛驒牛料理，也可以加入咖哩或可樂餅當中。還可以搭
配當地出產的味噌，做成「朴葉味噌燒肉」。飛驒牛的最高等級為「A-5」，
菜單上不會標示，點餐前可以先跟餐廳確認。

入口即化的極品美味 飛驒牛

飛驒地區自古相傳的鄉土料理。味噌經過燒
烤後香味四溢，最適合用來下酒或配飯。

在朴葉上放上味噌、青蔥、香菇等食材，再用迷你的碳爐燒烤後食用。
朴葉具有殺菌作用，在包括飛驒地區的岐阜山區，用綠油油的朴葉將
壽司包起的「朴葉壽司」，也十分有名。此外，味噌也是高山的特產之一，
市內有許多製作味噌的業者。高山味噌的特徵是顏色較濃，但鹽分相
對較少，還可以品嚐到米麴的甘甜風味。鹹中帶甜的味噌燒烤到微焦
後香味四溢，十分下飯，也經常出現在飯店、旅館的早餐當中。此外，
味噌可以提味、也適合下酒，在許多居酒屋或日式料理店的菜單上，
也都可以找到這道菜。和飛驒牛一起燒烤的吃法，也很受歡迎。

「飛驒牛」飼養期間最長的地方就是在岐阜縣。必須是由經農家登錄制度認證、登錄的生產者，
飼育 14 個月以上的黑毛和牛品種，並在日本全國規模的食用肉業界團體的評比中，取得優異
的等級者，才能冠上「飛驒牛」的名稱。

朴葉味噌料理使用的朴葉，主要是在秋末入冬之際，從山區採集而來。有些味噌店或特產店，
還有銷售以味噌搭配朴葉與小型碳爐的套裝商品，方便買家在家中自行調理。

鄉土風味美食 朴葉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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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的甜蜜滋味 

古早味零食

早晚溫差大的飛驒地區，出產品質
優良的蕎麥。在山上的蕎麥田採下
果實、以石臼磨成粉，再由師傅以
手工揉製而成的手打蕎麥麵，是造
訪高山不可錯過的美食之一。可以
選擇竹篩涼麵體驗蕎麥的原味 ；而以時令山菜和天婦羅為配料的蕎麥
湯麵也十分美味。吃完竹篩蕎麥涼麵後，店家會送上煮麵的蕎麥湯，
在湯中加入剩下的蕎麥沾汁後飲用，是日本的習慣。

飛驒中華麵之所以美味可口，主要是因為高山的水質優良。一般日本的拉麵多半是在麵碗中，以
湯頭沖開醬汁調味；但高山則是將醬油與味醂調製的醬汁，與湯底一同放入大鍋中熬煮，十分獨特。
也有店家使用豚骨，但每家店的湯頭都十分清澈。

在高山市內約有50家日本蕎
麥麵店，採用當地出產的蕎麥
粉手工製作的「手打蕎麥麵」，
清香爽口、風味獨特。

有些店家也會提供「蕎麥麵疙瘩」，將蕎麥
粉揉製成塊狀煮食。裝盛在碗中的圓形蕎
麥麵疙瘩，Q 彈鬆軟、口感彈牙，最適合
日本通。
此外，蕎麥有益健康，近來在頗受醫學界
也頗受注目。

御手洗糰子據傳發祥於京都。而高山傳統的製作方式，是將米磨成
粉、揉成米糰，蒸熟後捏成丸狀，用木籤串起 5 個，直接用火燒烤，
等到表面略焦時再塗上以醬油調製、鹹中帶甜的醬汁。口感彈牙，
有著濃濃的古早風味，更能襯托出高山的老街風情。

高山的御手洗糰子店家繁多，有些店家堅持古法製作，
採用當地出產的梗米作為原料，並特別訂製生醬油調
製醬汁。店家多半是與客人面對面的攤販形式，有些
還可以吃到現烤的糰子，更有免費奉茶的攤子。

對於日本人來說，古早味零食充滿懷舊的甜蜜滋味，一口咬下，彷彿讓人回到童年的故鄉。

● ○○○○○○○○○○

以「高山拉麵」聞名，但當地人通常
稱之為「中華麵」。用雞骨熬製的湯
底，加上燻製的鰹魚薄片與蔬菜，調
製成醬油風味的湯頭。配料包括叉燒
肉、飛驒蔥與筍乾，十分簡單。在高
山市內約有 30 家專賣店。在日本吃麵食可以發出吸吮的聲音，以示
美味 ；但若是麵類以外的食物，發出聲音則不太禮貌，請特別留意。

醬油風味的湯頭，配上細細的
捲麵，份量適中。以和風的清
淡口味，大受饕客青睞

如果您被燒烤得焦香撲鼻的
醬油味吸引而來，便可算是用
鼻子掌握了日文飲食文化的
精髓。

清淡醬油風味的拉麵 

飛驒中華麵
焦香撲鼻的醬油味 

御手洗糰子

當地出產的蕎麥堪稱極品 

飛驒蕎麥麵

用麥芽糖將大豆固定成薄片狀的
「豆板糖」；將芝麻、黃豆粉加入
麥芽糖，拉成薄片後再切成小塊的

「芝麻糖」；在麵粉中加入雞蛋，揉製成麵糰，油炸後再裹上黑糖漿
的「花林糖」；添加紫蘇、梅子、黑糖等風味的糖果……，種類不
勝枚舉。由於飛驒地區穀物產量豐富，高山市內有許多擺滿古早味
零食的懷舊商店。價格實惠，因此也是頗受歡迎的伴手禮。

在高山，可以品嚐到用麵粉、
大豆、黃豆粉、芝麻等懷舊食
材製作的古早味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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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壽司知名的地方，多半是
沿海地區。而高山雖然是山城，
卻也有美味的壽司。因為高山鄰
近日本海沿岸的富山與金澤，近
年來公路建設完備，每天都可以
把活跳跳的海鮮直接送到高山。
高山市街上有許多壽司店，而有
豐富海鮮菜單可供選擇的居酒屋
也不在少數。還有用飛驒牛、紅
蕪菁、朴葉等飛驒地區特產製作的壽司。最適合搭配用當地原料釀
造的香醇日本酒一起品嚐。

大乘佛教禁止殺生，因此不
食用肉、魚、蛋等動物性蛋
白質，而以豆類、穀物、蔬
菜等食材，費心烹煮成「精
進料理」，也就是台灣的素
齋。之後與佛教的關係逐漸
淡薄，性好風雅的文化人也
開始品嚐。高山的料亭提供
的精進料理，採用飛驒當地

食材、以傳統方式調理。用餐時是在靜謐的和室慢慢品嚐，可以充分
體驗日本風情。

雖是群山環繞的山城，在高山還是可以吃到新
鮮的各式海鮮壽司。

以當季的蔬菜、豆類與穀類製作的健康
「慢食」，原本是佛教僧侶的料理。

飛驒牛的握壽司，是將優質牛肉切片、用火稍微燒炙，塗抹略甜的醬汁，再放在壽司飯上
食用。牛肉多半是燒烤到 5 分或 3 分熟。在高山市街上，也有提供飛驒牛握壽司外帶的店
家，可以輕易享受美食。

精進料理是在 1000 多年前從中國傳入日本，之後佛教的宗派之一—禪宗在日本日漸普及，
精進料理也成為獨特的料理文化發展至今。豆腐、凍豆腐、納豆、豆腐皮、麵筋等食品的製
造技術，都是在精進料理發展過程中確立的。

日本酒是以米和水為原料釀造。在高山市街共有 7 個酒窖，採用北
阿爾卑斯山富含礦物質的清澈山泉，釀酒專用的優質米，以及精湛
的製酒技術，精心釀造出風味甘醇的日本酒。實際品嚐可以發現酒
的種類繁多，風味各不相同，例如帶有水果清香的酒、口感與白酒
類似的酒，以及熟成多年、顏色變深的「古酒」。稍微花點心思，應
該也可以發現適合搭配義大利海鮮料理或中華料理飲用的醇酒。在
街上的陶瓷器店家，還可以找到酒盅、酒壺等雅緻的器皿，可以和
酒一起打包回家。

廣受全球矚目的甘醇日本酒。走訪酒窖、尋找
可搭配各種料理的美酒，也是一大樂趣。

每年 1 ～ 2 月會舉行「酒窖巡禮」的活動。擁有 100 ～ 300 年歷史的 7 間酒窖，會依序
免費開放，可以參觀，更可以試飲品嚐。酒窖的建築依然保持著傳統的莊重沈穩風格，屋簷
下還會懸吊著表示對酒神感謝之意的「杉玉（將杉樹葉綁束成球狀的裝飾物）」。看到杉玉，
也代表新酒已經上市。

以海鮮、飛驒牛、紅蕪菁等食材精心捏製  飛驒壽司

健康養生，充分感受四季時令變化 精進料理（素齋）

清冽好水精釀而成 當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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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驒地區的農業十分盛行，冷冽的氣候、清
靜的自然孕育出鮮嫩欲滴的各色蔬果，可讓
您大飽口福。

水質澄澈、空氣清新、晝夜溫差大，再加上近郊與有多擁有優異農業
技術的農家，造就飛驒地區成為美味蔬果的盛產地。從初夏到秋季，
有番茄、菠菜、高山玉米等各種蔬菜與山菜。冬季則有適合儲藏、加
工的蘿蔔、紅蕪菁等。當然，也少不了飛驒蔥、宿儺南瓜等當地特產
的品種。而在水果方面，則以傳遞春天氣息的甘甜草莓、櫻桃，以及
桃子、哈蜜瓜、蘋果等最為知名，而蘋果汁等加工產品也不少。到了
秋天的採收季節，還可以在果園實際體驗「現採蘋果」的樂趣。

可與當地居民面對面交流的購物體驗。商
品琳琅滿目，其中也不乏土產、禮品店買
不到的特色產品。

高山朝市從 17 世紀就開始延續至今。在宮川沿岸與高山陣屋前，會
搭起數十個簡易的帳篷，每天從清晨營業到中午 12 點。原本是當地
人購物的市集，現在已成為大受國內外觀光客歡迎的人氣景點。商品
種類眾多，從當天清晨現採的新鮮蔬菜、水果、花卉，到醃漬的食品、
味噌、年糕、點心、手工藝品等，琳琅滿目。醃漬的食品、味噌、手
工藝品，多半是由店家自行製作，還可以找到土產、禮品店買不到的
新奇商品。
擺攤的多半是農家，有些還會殷
勤地提供試吃。不會日文沒關係，
比手畫腳也可以享受購物樂趣。
會場周邊還有賣鄉土點心等外帶
食品的店家。

許多商品都是當季才能採收到的食材，因此生鮮產品會依季節而不同。多雪的冬季農產品較少，
因此以加工產品與可久放的產品為主。在高山，最受歡迎的是飛驒地區盛產的醃漬紅蕪菁。鮮豔
的紅色與酸酸甜甜的滋味，是最大的特徵。
● 6:00 ～ 12:00（冬季為 7:00 ～ 12:00）
●全年無休
● (+81)577-551-6114

　自然風土孕育出的 新鮮蔬果 　清晨的市集 朝市（宮川朝市、陣屋前朝市）

從高山市區開車朝郊外走，幾十分鐘後就可以看
到整片的菜園、水果園出現在眼前，在前往奧飛
驒溫泉鄉的途中，就可以看到這種田園風光。除
了蔬菜、水果之外，還有出產稻米、菇類（香菇、
鴻禧菇）、花椒等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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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趨吉避兇護身符 猴寶寶  色彩鮮豔亮麗 飛驒染

「猴寶寶」是祈求趨吉避兇與姻緣的護身符，
也是高山地區最受歡迎的小禮品之一。

酷寒氣候孕育出的鮮豔色澤

猴寶寶已成為最受歡迎的高山地區吉祥物。不
僅有「Hello Kitty 猴寶寶」、「風水猴寶寶」，
還有可以帶來財運的金色，以及有助於提升能
力的銀色猴寶寶。產品的形態也包括棉布娃娃、
鑰匙圈、手機吊飾、小飾品等，非常多樣化。

猴寶寶的起源，據傳是在西元 700 年代，以遣唐使身分前往中國長安
的留學生，回國時將猴寶寶與庚申信仰一同帶回日本，流傳至今。此外，
據說猴寶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布娃娃」，由母親親手縫製送給寶寶，
希望寶寶能平安、健康地長大。之後逐漸成為祈求生產順利、夫婦圓
滿與姻緣的護身符。此一風俗在日本其他地區都已消失，只有飛驒地
區保存至今。
猴寶寶原本全身都是紅色，因為當時認為紅色可以防疫病。此外，其
造型通常不會劃上眼睛，但現在已有很多作為小禮品的猴寶寶，不僅
有劃上眼睛，還用色彩鮮豔的布料製作。

在白色的布料上染上紅、藍、黃、綠等顏色。使用從豆類榨出的汁液
調和顏料，浸染後用清水洗去黏液，再利用飛驒地區冬季特有的凜冽
寒風風乾，鮮豔的色彩就會牢牢附著在布料上。過去主要是因為祭典
用的服裝所需，因而創造出這項傳統技術。產品種類繁多，包括服飾、
手帕、布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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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紋潤澤優美  一位一刀刻 新潮的花紋圖樣  飛驒藍染布製品

透過工匠精湛的技巧，
呈現出細膩、豐富的表
情。是由山區豐富的森
林資源孕育出的美術品

以手工細心縫製，耐用又雅緻的布製品。產品
種類繁多且實用，女性朋友不容錯過。

以一位（水松）木為材料，由技術純熟的師傅精心雕琢雕刻作品，完
成後保留木材原色，不另上色。約從 200 年前開始製作，巧妙運用
一位木特有的細緻木紋與優美色澤，保留雕刻刀的刻痕，兼具細膩與
粗獷之美。產品從佛像、動物、面具、龍等傳說中的神獸，到在日本
被視為吉利象徵的七福神、招財貓等，種類繁多。除了高價的擺飾之
外，也有墜子、手機吊飾等價格實惠的小飾品。一位木是分布於日本
各地的常綠針葉樹，也有生長在中國東北布與朝鮮半島。木質易於加
工，因此也用於建材、梳子與鉛筆等產品。此外，一位木時間愈久愈
增光澤，請放心使用、陳列，而不要收入箱中收藏

在藍染的藏青色布料上，以針線縫製出花紋圖案的布製品。過去飛驒
地區的女性，會在自己製作的和服上，用針線縫製出喜好的花樣，便
是這項產品的起源。僅憑藉縫線，就可針織出千變萬化的花紋圖案，
設計簡單卻可愛討喜，頗受女性朋友歡迎。縫線以白色為主，但近年
來也逐漸出現使用彩色縫線、五彩繽紛的產品。產品種類繁多，包括
布巾、包巾、杯墊、小包、衣服等。

用於雕刻的一位木，有些樹齡達到數百年，主要使用
切成圓柱狀後乾燥 4 ～ 5 年的原木。觀察原木的剖面，
可以發現最外側約 1 公分為白色，其餘一直到木芯都
略帶紅色，界線分明。有些產品在製作時，也會活用此
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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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飛驒周邊山區的豐富木材資源，是最具代表性的木質工藝品。
從 16 世紀起便一直傳承至今，為高山市的特色產品。材料採用天然
的檜木或日本花柏。在「飛驒高山春慶會館」，可以讓遊客體驗在漆器
上繪畫，製作筆盤、壁掛吊飾等。
日本的漆器多半為黑色或朱紅色，而飛驒春慶則採用塗布多層透明漆
的工法，展現出優美的天然木質紋理，散發出琥珀色的光澤。其設計
簡潔，只需稍加保養，愈是經常使用愈顯通澈透明，不論作為餐具或
室內擺設，都是可長期使用、令人愛不釋手的產品。

大約 170 年前，從知名的陶瓷器產地—瀨戶與九谷禮聘而來的工匠在
高山開窯，成為澀草燒的起源。產品以採用當地陶土燒製的瓷器為主。
有的燒窯在白色基底上以藍色染出蔓藤花紋，或是以紅色描繪石榴圖
案，燒製成高貴典雅的器皿 ；有些店家則以華麗的櫻花彩繪知名。產
品包括盤子、盆缽、碗、茶杯、咖啡杯等，可在高山市內有銷售澀草
燒的特產店，選購各式產品。

森林資源豐富的飛驒地區，有許多技術精
湛的工匠，木材加工業因而十分盛行。家具的生產約從 100 年前開始，
持續創作出足以代表日本的西式家具，馳名全國。當地工匠很早就開
發出彎曲木料、形成弧線的技法，正因為加工技術優異，結構堅固、
耐用也是飛驒家具的特徵之一。此外，巧妙運用木料原色與木紋的優
美洗鍊設計，也博得很高的評價。產品種類繁多，從舒適的椅子、餐
桌、書桌、收納家具、床鋪等，一應俱全。高山市內有許多家具業者，
可以造訪參觀展示間，實際感受產品的魅力。除了西式家具之外，也
有和風的產品，傳統的技藝傳承、延續至今。

相較於過去主要針對上流階層製作的澀草燒與小糸燒，山田燒則一開
始就是針對農民與當地居民，燒製擂缽、碗等日常用品。現今仍然延
續此一傳統，產品以沒有太多裝飾的質樸器皿為主。燒製時採用多種
自製的釉藥，主要是灰釉，其他還包括黑釉、綠釉、鐵釉等。產品包
括茶杯、酒壺等，而最長銷的則是設計簡潔洗鍊的各式調味料器皿。

受過松倉觀音加持的彩繪馬圖。據說將馬頭朝著家中貼在玄關，可以
庇護家人安康一整年。每年 8/1 ～ 8/15 在市街上的山櫻神社舉行的

「繪馬市集」，會有許多觀光客前來參觀。此外，在松倉觀音堂與素玄寺，
也可以買到紙繪馬。除了家庭之外，餐飲店、旅館、土特產店也常貼
上紙繪馬，祈求生意興隆。

採用混入紅土的獨特釉藥「伊羅保釉」製作的器皿，偏黃的茶色色澤
為其特徵。由窯主自行開發的鈷藍色器皿，近來大受歡迎。剛燒製完
成時觸感略為粗糙，但愈用會愈光滑。新產品「葡萄酒冷卻器」，不須
加水，便可將酒保持在最適當的溫度，已取得專利。不冰鎮葡萄酒時，
還可以作為室內擺飾使用。

以透明的漆充分展現出優美
的天然木紋，質輕卻十分堅韌、
耐用，被指定為國家級傳統工
藝品。

可供鑑賞，亦可作為日用品。
集雅緻與華美於一身，是高山
最具代表性的陶瓷製品。

原木優美的木紋與溫潤的觸感，創
造出和諧、沈穩的居家空間。每件
家具都令人有想搬回家的衝動。

樸實、好用的陶瓷器，以日用品居
多，長期受到高山地區庶民的喜愛。

可庇護家庭安康的吉祥象徵

愈常使用、顏色愈顯光澤。以
日常使用的器皿為主，全部都
是手工製作。

優美、質輕的漆器 

飛驒春慶
典雅的瓷器 

澀草燒

舒適與美學的極致 

飛驒家具
深入生活的器皿 

山田燒

祈求健康、化解災厄 

紙繪馬

產自小型燒窯的創意商品 

小糸燒

飛驒地區最有特色的家具生產技法，就是將木材彎曲成形的「曲木」工法。首先在木材上澆水、加熱，
逐漸讓木材柔韌至可徒手彎曲。接下來則將彎曲的木材嵌入模具當中定型，然後乾燥。如此一來，
木材就會在彎曲的狀態下固定成形。優點是可塑造出優美的曲線，也不會浪費木材。



國際包裹

航空

http://www.post.japanpost.jp/int/service/i_parcel_en.html
（日本郵局官方網頁 簡體中文）

以下網頁可以確認郵資與寄達所需天數。

http://www.post.japanpost.jp/cgi-charge/index.php?lang=_en 

（簡體中文）

想從日本寄送東西回國，可以在郵局選擇 EMS（國際快捷）、航空

或水陸等方式寄送。

長度

高度

寬度

短邊周長＝（高度 ×２）＋（寬度 ×２）

① 長度是指包裹最長的一邊。

② 短邊周長，是指長度以外方向的

四邊周長。

■ 包裹大小限制：長度（最長的一邊）＝1.5 公尺以内、長度＋短邊周

長（（高度 ×２）＋（寬度 ×２））＝3 公尺以內

■ 重量限制：上限為 30 公斤。若是 2 公斤以內的包裹，可用運費較低

的「小包」寄送。

■ 禁寄物品等規定：若包裹內容物為收件國的禁寄物品，可能被退回

或被海關沒收。此外，依據寄送物品的金額與數量，可能會被課以

關稅或消費稅。若被課稅，除稅金外，可能還須繳交通關手續費用。

例）從岐阜縣寄送 2 公斤的包裹到台灣

郵資 寄達所需天數

經濟航空（SAL）

EMS
（國際快捷）

水陸

3,000 日圓

小包 2,150 日圓

國際包裹 2,750 日圓

不受理

小包 1,080 日圓

國際包裹 1,750 日圓

2 天

6 天

約 2 ～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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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空是距今大約 400 前年，雲遊行腳日本各地
的和尚。據說在他 63 年的生涯中，一共完成了
12 萬座神佛雕像。圓空曾多次造訪飛驒地區，
在山中修行的閒暇時間，創作了眾多的神像與
佛像。其刀法粗獷奔放，作品表情卻慈祥和藹，
因而備受好評。有許多人在創造時師法圓空的
作品，由於其技法特殊，因而被稱為「圓空雕」。

寓意深遠的微笑 

圓空雕

勺子可用來將湯汁、燉煮的料理舀至
碗盤中，或是用來在平底鍋中炒菜。
其材料採用飛驒地區野生的落葉樹

「日本厚朴樹」，由長柄（握把）和圓
形凹槽（盛裝的部份）組成，卻是一體成型、用整支木材削製而成。
由於木質輕盈、柔韌，攪拌時不會破壞食材原有的形狀，也不傷平底
鍋或其他鍋具。這是有道勺子的一大特徵。

一體成型的精湛技藝 

有道勺子

位於高山市南部的小屋名，過去就是
網篩的生產地，也是農家作為副業製
作的產品。現在幾乎都被樹脂或不鏽
鋼製品取代，即使是在日本，使用竹
篩等天然材料網篩的家庭也愈來愈
少，不過由於其觸感溫潤自然，近年
來又開始受到矚目。小屋名的網篩都是純手工製作，技術純熟的
師傅一天也只能製作 1~2 個。網眼形狀優美為其特徵。不僅是廚
房用品，也有人當作器皿或擺飾使用。

工匠手工精製 

小屋名網篩

在 高 山 市 南 部 的 一 之 宮 地 區， 從
250 年前就開始製作的遮陽斗笠。
過去主要是農民下田時使用，近來
也成為釣魚客的最愛，還可以當作
室內裝飾，是山區的特色產品，自
用送禮兩相宜。採用當地採伐的檜木或一位（水松）木作為原料。
材質透氣，天熱時可保持涼爽，下雨時則會因水分而膨脹，因此
也可以擋雨。堅固、耐用也是其特徵之一，使用壽命達 10 年以上。

遮陽的斗笠 

飛驒宮村 檜木斗笠、一位木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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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熱點
Wi-Fiスポ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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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るぼぼバス運行ルートSarubobo Bus
まちなみバス運行ルートMachinami Bus

「さるぼぼバス」バス停 「Sarubobo Bus」Bus StopS00

「まちなみバス」バス停M00 「Machinami Bus」Bus Stop

JR Station

バ ス の り ば

きっぷ売場 待合室 駅前
交番

JR高山駅

観光
案内所

まちなみバスのりばさるぼぼバスのりば

Tickets

「Sarubobo Bus」Bus Stop

Waiting room

Tourist Infomation

Police Box

高山濃飛バスセンター 乗り場のご案内
Takayama Nohi Bus Terminal Infomation

「Machinami Bus」Bus Stop

JR Takayama Station

世界文化センター
Hida Earth Wisdom Center

飛騨世界文化センター飛騨世界文化センター
Hida Earth Wisdom CenterHida Earth Wisdom Center

まつりの森
Matsurinomori
(Hida Takayama Festa Forest)

越後町
Echigocho

茶の湯の森茶の湯の森
Chanoyunomori

(Tea Ceremony Museum)

茶の湯の森茶の湯の森
Chanoyunomori

(Tea Ceremony Museum)
Chanoyunomori

(Tea Ceremony Museum)

合掌造りの集落　飛騨の里
Hida No Sato (Hida Folk Village)

松本家住宅
Matsumoto Heritage House 日枝神社

Hie Jinja Shrine

飛騨東照宮下
Hida Toshogu Shita
(Hida Tosho-gu Shrine)

友好の丘
Yuko No OkaYuko No Oka

飛騨の里下
Hida No Sato ShitaHida No Sato Shita

柏木工前
Kashiwa Mokko Mae

民俗館口
Minzokukan Guchi

花里町 3丁目
Hanasatocho 3chome

飛騨農協
高山支店前
JA Hida TakayamaJA Hida Takayama

煥章館
Takayama City LibraryTakayama City Library

別院前
Betsuin TempleBetsuin Temple

鉄砲町
TeppochoTeppocho

桜町
Sakura MachiSakura Machi

暎芳寺前
Eihoji TempleEihoji Temple

日下部民芸館口
Kusakabe Folk MuseumKusakabe Folk Museum

日下部民藝館口日下部民藝館口
Kusakabe Folk MuseumKusakabe Folk Museum

本町 3丁目
Honmachi 3chomeHonmachi 3chome

八幡宮前

大新町 2丁目
Ojinmachi 2chomeOjinmachi 2chome

大新町４丁目
Ojinmachi 4chomeOjinmachi 4chome

不動橋駐車場前
Fudobashi Car ParkFudobashi Car Park

市役所
Takayama City HallTakayama City Hall

朝日町
AsahimachiAsahimachi

国分寺
Kokubunji TempleKokubunji Temple

 駅西
EkinishiEkinishi

市民文化会館前
Takayama Cultural HallTakayama Cultural Hall

バリュー前
ValueValue

アスモ前
AsumoAsumo

総合福祉センター前
General Welfare CenterGeneral Welfare Center

春慶会館前
Shunkei  Lacquerware HallShunkei  Lacquerware Hall

飛騨高山春慶会館飛騨高山春慶会館
 Shunkei Lacquerware Hall Shunkei Lacquerware Hall

さんまち通り
Sanmachi StSanmachi St

まちの博物館前
MuseumMuseum

高山陣屋前
Takayama Historical Govemment HouseTakayama Historical Govemment House

高山陣屋高山陣屋
Takayama Historical 
Govemment House
Takayama Historical 
Govemment House

Takayama Nohi
Bus Terminal
Takayama Nohi
Bus Terminal

天満神社前
Tenman-gu ShrineTenman-gu Shrine

日赤前
Red Cross HospitalRed Cross Hospital

花里町 2丁目
Hanasatocho 2chomeHanasatocho 2chome

老健はなさと前
Roken HanasatoRoken Hanasato

飛騨の里
Hida No Sato (Hida Folk Village)

飛騨高山美術館
Hida Takayama Museum of Art

飛騨高山テディベア
エコビレッジ　　　　

不動橋駐車場

Hida Ttakayama Teddy BearEco Village

飛騨開運乃森
Hida Kaiunnomori

飛驒高山美術館
Hida Takayama Museum of Art

飛騨高山まつりの森
Matsurinomori(Hida Takayama Festa Forest)Matsurinomori(Hida Takayama Festa Forest)

陣屋前朝市
Jinya-mae Morning Market

高山市政記念館
Takayama City Memorial Hall

古い町並
Old Private Houses

宮川朝市
Miyagawa
Morning Market

高山屋台会館
Takayama Festival Floats Exhibition Hall

東山寺院群
Higashiyama 
Preserved
 Temples Area

飛騨高山まちの博物館
Takayama Musseum of 
History and Art

吉島家住宅
Yoshijima Heritage House

高
山
駅

Hachimangu MaeHachimangu Mae

古い町並

東山寺院群

飛騨の里

まちなみバスの
バス停標識 花岡駐車場

空町駐車場

神明駐車場

天満駐車場

駅西駐車場 高山濃飛
バスセンター

右回り

右
回
り

右
回
り

左回り

左
回
り

左
回
り

平成 24年 5月 1日改正

觀光資訊
   飛驒高山觀光諮詢處　電話：0577-32-5328（可以英語應對）

營業時間　8:30 ～ 18:30（4 ～ 10 月）、8:30 ～ 17:00（11 ～ 3 月）

公休日：全年無休

   奧飛驒溫泉鄉綜合諮詢處　電話：0578-89-2458

營業時間　10:00 ～ 17:00　公休日：全年無休

住宿資訊
   奧飛驒溫泉鄉綜合諮詢處　電話：0578-89-2458

營業時間　10:00 ～ 17:00　公休日：全年無休

   綜合住宿預約中心　電話：0577-33-1181　

營業時間　9:00 ～ 17:00　公休日：星期日、12/30 ～ 1/3

   民宿・旅館預約諮詢　電話：0577-33-8501

營業時間　10:00 ～ 17:00　公休日：星期二、12/30 ～ 1/3

交通資訊
   鐵路資訊

ＪＲ東海電話中心　電話：050-3772-3910

   巴士資訊

濃飛巴士預約中心　電話：0577-32-1688（可以英語應對）

   道路資訊

   日本道路交通資訊中心（岐阜縣內的高速公路、一般道路）　電話：050-3369-6621

緊急電話
   報案、報警　110（非緊急情況請撥 電話：0577-32-0110）

   火災・急難救助・救護車　　119（非緊急情況請撥 電話：0577-32-0119）

   綜合醫院　　高山紅十字醫院　電話：0577-32-1111

　　　　　　　久美愛厚生病院　電話：0577-32-1115

   AMDA 國際醫療中心　電話：03-5285-8089　　9:00 ～ 20:00

（隨時可以英語、中文、韓語、西班牙語、泰語應對）

おとな こども

この乗車券でご利用できる路線は「まちなみバス」
「さるぼぼバス」[のらマイカー」です。

1日フリー乗車券フリー乗車券

600円 300円
Machinami Bus & Sarubobo Bus One day ticke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Adults

運賃のご案内 Bus Fares

おとな
こども100円
(Free:under six years old)Machinami Bus

おとな200円こども100円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dults
Sarubobo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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