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尝高山美食。

欣赏、体验、选购传统工艺品。

亲身感受 Made in 高山 的魅力，编织特别回忆。

Made
in

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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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騨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风水宝地。那里既有丰富
的森林资源和清澈的水，又有被称之为“能工巧匠”
的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手艺制作而成的工艺品和独自
磨炼出的食文化。以下将介绍具有 Made in 
TAKAYAMA（高山制造）之魅力的背景。

  高山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高山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东面可以眺望到海拔 3190 米以奥穗高岳为最

高峰的北阿尔卑斯山，南面可以眺望到御岳山等美丽的山岳。由于是内陆性气

候，白天和夜晚、夏天和冬天的温差很大。冬

天干爽爽的雪满天飞舞，有时气温急剧下降到

零下 10 度，十分寒冷。夏天虽然阳光较强 ,

但是由于湿度很低，所以天气非常爽朗。高山

市和东京都的面积相仿，是日本第一宽广的城

市，但它 92.5%的面积都被山林覆盖。“紫杉树”

被指定为高山的市树，它也是当地特产一刀雕

刻的材料。春天红紫色的“小叶三叶踯躅”花

绽放，无比夺目光彩。

  高山的历史和文化

人们在高山发现了约 1万年前使用的容器。这让我们感受到高山源远流长的文

明。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金森先生建起了城堡，并建设完善了高山市中心的

街道。17 世纪末，高山成为了幕府的直辖地 , 据说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木材并

且开采了金、银、铜的原因。由幕府的地方官员设置的 " 高山兵营 "，是唯一

现存的地方官员建造的建筑物，被指定为国家的史迹。从 18 世纪左右开始，

富商们就热衷于车、

金属零件和雕刻等。

因此，从那时起，“高

山节”的摊位也变

得绚烂豪华了。

  高山的工艺品和土特产

●木工品

大约在 1350 年前，很多木匠们从飞騨到古都奈良

去建造寺院等。从这一传统出发，我们便可以追溯

高山木材加工和涂漆的工匠众多的起源。光泽鲜艳

夺目的容器“飞騨春庆”、主题丰富多彩的“一刀

雕刻”、显现树木生命力的“飞騨家具”等，无论

从厨房用品到日用家具，其制品多种多样、琳琅满目。

●布制品

布制品包括色彩鲜艳的“飞騨染”、在用蓼蓝染的

布上用缝制纤细花样描画的“衲的厚布片”、据说

是母亲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而亲手制作的玩偶

“猴宝宝”等。

●陶瓷器

高山的陶瓷器是从 17 世纪左右开始的。在白地上添加蓝色和红色花样的瓷器、

茶具、赋有温情的陶瓷器和展现出构思的新产品等，无不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寻

找自己喜欢的陶瓷器。

  高山的饮食文化

由于飞騨地区群山环抱、气候寒冷，因此其蔬菜、

山菜、荞麦和水果等都美味可口。在这里，日

本人非常重视的感性“旬（应时、旺季）”（食

物最鲜美的季节）至今保留着。因为水质好的

缘故，高山的大米香甜美味、日本酒香醇爽口，

黄酱的酿造业也繁荣昌盛。大量的河鱼以及香

甜美味的飞騨牛人气十足，不禁使人想亲口品

尝一下用这些材料制成的乡土风味。用从邻接

的富山县直接运送至高山的鱼类和贝类以及当

地的材料做成的寿司、不使用鱼类和贝类的健

康素食以及使高山拉面驰名中外的酱油味的中华荞麦面等都值得推荐。由于高

山处于寒冷地带，用地炉和飞騨炉子烤制的香喷喷的菜肴品种繁多。这也是高

山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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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騨牛是高山市最有人气的食品之一，是日
本具有代表性的品牌牛。其入口即溶之感令
人神往。

飞騨牛的肉质细腻、柔软，如网络般分布于牛肉整体的脂肪和芳醇的
口感是其一大特征。因为是在丰盈的自然界中，由被登录认定的生产
者饲养而成的，所以具有安心和安全的鉴定证明。经过严格的审查后，
只有高质量的牛肉才能使用“飞騨牛”这一名称进行销售。在餐厅和
旅馆等地，被作为牛排、烤肉、日餐、西餐、手握寿司等各种料理的
材料而使用。同时也是制作咖喱饭和炸肉饼时的上好材料。还被作为
和当地产的甜中带辣的酱搅拌而成的“朴叶酱”的配料。牛肉的最高
级别是“A-5”。一般在菜单表里都有标注，您最好在吃饭以前确认一
下。飞騨牛没有过多的脂肪，所以吃起来清淡爽口。其肉质鲜嫩美味，
有入口即溶之感。

有入口即溶之感 飞騨牛

是飞騨地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食用的乡土料
理。经过烤制后的酱香味醇厚，很适合跟米
饭和酒一起食用。

先在朴叶上放置酱、葱、香菇等食物，再放在小炉子上进行烧烤后即
可食用。在飞騨地区，从很久以前就被作为一种家庭料理 ,人们都由
衷地喜欢。朴叶是山上野生的朴树的叶子，具有不容易燃烧的特性。
酱是高山特产之一，市内有很多的制造厂家。虽然颜色很深，但是盐
分比较少，还具有能感觉到米曲子甜味的特性。带着烧焦后香味和甜
中带辣的酱非常适合跟白饭一起食用，经常在旅馆的早餐中出现。另
外，因为能提升酒的香味，所以在很多小酒馆和日本料理店都被写入
了菜单。和飞騨牛一起烧烤的吃法也很有人气。朴叶具有杀菌的作用，
在岐阜的山谷间包括飞騨地区，用绿色的朴树叶包着的寿司，即“朴
叶寿司”也非常有名。

“飞騨牛”饲养期间最长的地方是岐阜县。这
是一种由登录农家制度认定并登录的生产者经
过14个月以上的饲养后肥壮的黑毛日本种牛。
以全国规模的肉食业界团体为基准，排名前列
的方能被称为“飞騨牛”。其特征为，肉色鲜艳
并呈淡粉红色。

朴叶酱料理所使用的朴叶是，从秋天转换成冬天的时候，在山上拾捡的朴树的落叶。有的酱店和
土特产专卖店为了能让顾客在自己的家里也能吃上这种料理，就把酱、朴叶和小炉子组成套装一
起销售。入选于农林水产省制定的“农山渔村的乡土料理百选”。

乡土味感 朴叶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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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豆和糖稀压制而成的硬板状的
“豆板”。用糖稀、芝麻和黄豆粉混
合一体做成的薄板状的“浓味脆饼”。
用鸡蛋拌小麦粉并添加红糖做成的
油炸“江米条”。用紫苏、梅子并添加红糖风味制成的糖……。因为
这里谷物类丰富，所以在高山市内至今保留着很多以往就有的粗点心
店。由于价格适中，所以被一致认为是馈赠亲友的绝佳礼品。

始终如一朴素香甜 

粗点心

早晚温差非常大的飞騨地区利于生
产优质的荞麦。把在山地里采的荞
麦种子用石磨磨成粉，再经手艺人
手工制作出来的荞麦可谓是高山有
名的料理之一。可将荞麦面装在竹
箩筐里吃，也可在荞麦面上面放上季节山菜和天麸罗，无论怎么吃其
味道都是无与伦比的。日本有一个习惯是，吃完用竹箩筐装的荞麦面
以后，最后把剩下的荞麦汤全部倒在荞麦小碗内一并饮尽。

据说飞騨中华面之所以好吃，是因为高山的水好。普通的日本拉面是将汤溶入放有佐料的碗里调
配而成的。而高山拉面则是把酱油、甜料酒一并放入圆柱形大锅里煮出面汤。这一制作方法尤其
独特。有些店使用猪骨制作汤，但无论哪家的汤都清澈无比。

据说日本的荞麦店在高山市内
就约有50家。使用本地产的
荞麦粉手工制作的荞麦面香气
扑鼻，味道与众不同。

有些店为客人提供将荞麦粉搅拌后不切割
制成的“荞麦糕”。放在碗里的圆圆的荞麦
糕弹性十足，松软可口。日本通的你可一
定要品尝啊！
另外，最近荞麦面有益于人体健康这一观
点在医学界也备受瞩目。

据说御手洗团子的发祥地是京都。把米粉蒸熟做成小而圆的丸子，5
个串成一串后直接放在火上烤，稍微发黄以后沾着不太甜的酱油汁品
尝可谓是“高山风味”。软软粘粘的口感和素朴的风味与高山的古城
街风情相辅相成。

有些店以当地产的梗米为原材料或用特制的原味酱油
制作御手洗团子。很多御手洗团子的摊点是在客人面
前边烤边卖，也有部分店则是把御手洗团子烤完以后
让客人在店里品尝。并且，这些店还为客人免费提供
茶水呢。

不单单只有甜点，而且还有用米粉和小麦粉混合一体，用火烤后沾上酱油和砂糖的年糕片和脆饼
等米粉点心。
到7世纪左右为止，一直都以谷物类制成的年糕为主流。自从和中国的交流日趋繁盛后，越来越
接近当今的点心了。

据说70多年前，曾在东京和京都学
习的厨师来到高山，摆开了从中国人
那里学来的中华荞麦面摊位。这就是
最初的“高山拉面”。虽说以“高山
拉面”之名而远近闻名，但高山人却
称其为“中华荞麦面”。这一以鸡骨架为主，添加鲣鱼和蔬菜的酱油
味汤看上去颜色黑黑的，却清淡美味。扁平蜷曲的细面和可口的汤相
辅相成。叉烧肉、飞騨葱、干笋等点缀其上，显得简单而又朴素。市
内有30多家专卖店。

融入在酱油汤中的蜷曲的细
面。面量偏少。清淡的日本风
味特有人气。

当您情不自禁地被香气扑鼻
的烤酱油味吸引而去时，可能
是用鼻子在理解日本的食文
化吧？

清淡的酱油味拉面 

飞騨中华面（高山拉面）
香气扑鼻的酱油味 

御手洗团子

本地产的荞麦面可谓绝品 

飞騨荞麦面
在高山能够享受到用小麦粉、
大豆、黄豆粉、芝麻等制作而
成的味道始终如一的朴素而又
香甜的粗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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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寿司有名的地方一般都在
沿海地区。但是，山国高山作为可
以吃到新鲜好吃的寿司的城市也威
名远扬。因为离面临日本海的富山
和金泽很近，近几年道路也被整修
一新，所以每天都有新鲜的鱼和贝
直接运往这里。在城市的街头，有
很多寿司店和菜单中鱼贝类丰富的
小酒馆。有的寿司店使用飞騨牛和
红芜菁、朴叶等飞騨地区有名的土特产来制作寿司。和当地出产的美
味的酒一同品尝的话，味道更加鲜美。

因为大乘佛教是禁止杀生
的，所以不使用肉类、鱼类、
蛋类等动物性的蛋白质，而
是尽量用豆类、五谷类、蔬
菜等材料来加工制作素食料
理。后来，一些和佛教无关
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食用素食
料理。高山的高级日式餐厅
提供的素食料理是使用高山

的材料、运用传统的调理方法制作而成的。在安静的日式包间里悠闲
地品尝素食料理，可享受日本独有的风情。在中国，素食料理被称为“素
菜”或“素食”等。

虽然高山是被山包围起来的城市，但是也可
以吃到用新鲜的鱼和贝制作而成的味道鲜美
的寿司。

素食料理是使用季节性的蔬菜和豆类，五
谷类等健康的“慢餐”。原来是为佛教的僧
人制作的料理。

飞騨牛手握寿司是把上好的牛肉切成片用火轻轻地烤一下，涂上略甜的酱汁后，放在用手握好的
饭团上。一般把牛肉烤成火候适中或半生的状态下提供给客人。在城市街头，也有专门提供打包
的飞騨牛手握寿司。常客可以坐在柜台前点一些单品。有各种寿司组成的套餐，即使第一次来的
客人也可以不受拘束地在这里轻松愉快地用餐。

据说素食料理是 1000 多年前从中国传来的，此后随着佛教的禅宗派广泛流传，作为单独的
料理发展起来。在素食料理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豆腐、高野豆腐、纳豆、豆腐皮、面筋等食
品的制造技术。在韩国也有素食料理，不仅在寺院里食用，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健康食品也非
常有人气。同样，在禁止吃肉的大乘佛教中，素食料理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日本酒以米和水作为原材料。高山市区有7家酒窖，使用北阿尔比斯
山脉含有丰富矿物质的清澈的水，制造出飞騨米酒，以及运用高超技
术制作出美味的酒。试饮一下就能发现有各种各样风味的酒，其中有
带有水果香味的酒、和白葡萄酒相似的酒、经过多年发酵后颜色变得
很深的被称之为“古酒”的酒等。偶尔也能发现跟意大利的鱼类料理
和中国料理搭配比较好喝的酒。在日本有把酒加热后饮用的习惯，称
之为“烫酒”。到底是冰镇着喝好，还是加热喝好？有关这一点最好还
是问问酒窖的人。一般情况下，香味纯的“吟醸酒”冰镇以后喝比较好，
有甜味的“本醸造”、“纯米酒”常温或加热饮用比较多。

世界瞩目的美味的日本酒。走着去酒窖寻找和
料理搭配协调的酒也是一种享受。

每年的 1-2 月都要举行“巡游酒窖”的活动。市内的 7 家酒窖按顺序免费开放的历史大约
已有 100-300 年了，可以在酒窖里免费参观和品尝酿造的酒。酒窖从前就非常厚重结实，
在房屋前吊挂为了感谢酒神而供奉的杉玉（挂在杉树叶子上的小球）。这就是告诉人们今年
的新酒已经做好了的标志。飞騨产的米酒有“飞騨的荣誉”、“飞騨的成果”等品牌。

鱼类和贝类、飞騨牛、红芜菁等  飞騨的寿司

有益于健康并充满季节感 素食料理

由清冽的水酿造而成 地酒（指地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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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騨地区农业繁盛。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由寒
冷的气候和清爽的自然孕育而成的鲜嫩可口
的蔬菜和水果。

飞騨地区流水清澈、空气清新，早晚温差很大，并且近郊居住着众
多农业技术高超的农家，因此美味可口的蔬菜和水果的生产尤其繁
盛。从初夏到秋天有以西红柿、菠菜、高峰玉米为代表的各种蔬菜
和山菜。冬天有适于储藏或加工的萝卜和红芜菁等。还有很多飞騨
葱、宿傩南瓜等地域独特的品种。水果以充满春天清香的甜甜的草
莓、樱桃为首，桃子、甜瓜、苹果等也都赫赫有名。苹果汁等加工
品的生产也很流行。在秋天这一收获的季节，可以在生产农家体验
“摘苹果”的乐趣。

一边和当地的人们交流，一边愉快地购物。
排列着各种在土特产店里无法购买到的商品。

始于 17世纪前后的高山早市。沿着宫川和高山阵屋前有数十间简
易的帐篷，每天从早上到 12点营业。原本是供当地人购物的早市，
现在已在国内外观光客中大有人气。早市出售的商品除了清晨收割
的新鲜的蔬菜以外，还有水果、鲜花、咸菜、酱、饼、糕点、民间
工艺品等各种各样的商品。咸菜、酱、土特产等大多是当地居民自
制的。还有很多商品是在土特产店里无法购买到的。很多经营早市
的人都是农民，所以他们会时
不时地招呼客人：“尝尝这个
吧！”。即使语言不通，当地的
农民们也会热情地打手势和客
人交流。在那里，您一定能快
乐地购物。会场周围还有一些
外卖乡土糕点等的食品店。

因为早市卖的大多是时令食品，所以生鲜食品因季节而异。由于瑞雪绵绵的冬天农作物较少，因
此这一时期加工品和保鲜食品会比较多。高山最有人气的是飞騨地区非常繁盛的红芜菁咸菜。鲜
艳的红色和酸甜的风味是其一大特征。
●6:00〜 12:00（冬天7:00〜 12:00）
●全年正常营业
● (+81)577-551-6114

  由风土孕育而成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从清晨开始 早市（宫川早市、阵屋前早市）

从高山市街开车数十分钟到达郊外后，种满蔬菜
和水果的土地辽阔无边。去奥飞騨温泉乡的途中
可以瞭望这片温馨的景象。除了蔬菜和水果以外，
还种植着大米、蘑菇类（香菇、朴蕈）和花椒等
各种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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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传统的祓除灾病的护身符 猴宝宝  色彩鲜艳 飞騨染

猴宝宝有“猿猴之婴”的意思。能帮助人们
实现祓除灾病、喜结良缘的愿望。是当地非
常流行的馈赠礼品之一。

从严寒中诞生的色彩鲜艳的色调。

猴宝宝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有人气的玩偶了。
“当地的凯蒂猫”、“风水”、招财进宝的金色、
祈祷才华的银色以及各种被制成布玩偶、钥匙
扣、手机链、饰品等猴宝宝都已成为馈赠亲友
的绝佳礼品了。

从公元700年左右开始，日本便出现了把猴宝宝吊挂在庚申堂以祈祷
祓除灾病的风俗习惯。另外，据说猴宝宝是日本最古老的“抱娃”，以
前母亲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有亲手为其制作玩偶的习惯。渐渐地
猴宝宝被信奉为祈祷顺利生育、夫妻生活美满、喜结良缘的一种护身
符。这一风俗习惯除了飞騨地区以外，日本其它地方早已消失。
原本猴宝宝的全身是红色的，这是因为人们相信红色能够预防流行性
疾病。并且，以前的猴宝宝一般是不画眼睛的。但是现在有些猴宝宝
被画上了眼睛，甚至有些被作为礼品的猴宝宝全身是用色彩鲜艳的布
料制成的。

在白色的质地上用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等色彩鲜艳的颜色染成的布。
用豆汁化解开的颜料染上色，然后用清水清洗糨糊，经冬天飞騨地区
刺骨的寒风吹过后，鲜艳的色彩就会在布上定型。有用布制作祭礼服
装的传统。有衣服、手帕、门帘等各种各样的商品。高山祭演出跳舞
用的服装是使用飞騨染制做而成的，并以凤凰和龙等为主题，色彩鲜
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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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纹美丽、光泽诱人  一位一刀刻 摩登的花纹  飞騨的织布

工匠们高超精湛的手艺将
细小部分到丰富地表情都
体现无疑。被公认为是山
国独特的工艺美术品。

是用非常细致的手工作業制作而成的。是一种
结实而又讲究的布制品。是女性绝不能错过的
实用商品。

使用紫杉木作为材料，经过熟练的雕刻师精心雕刻，不加任何色彩
的雕刻作品。大约从200年前开始雕刻制作。运用紫杉树特有的细
小的木纹和美丽的光泽，雕刻时所留下来的刀痕被原封不动地保留
着，因此雕刻的作品具有美丽和粗旷的特征。雕刻的作品有佛像、
女儿节成列的偶人、动物、面孔、龙等传说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及
在日本比较受人们欢迎的吉祥物七福神和招财猫等。其涉及面非常
广泛。不但制作传统主题的作品，而且还制作很多有趣的、设计新颖、
造型摩登的作品。除了价格昂贵的陈列品以外，坠子和手机链等价
格适中的小作品也制作。对于亚洲的观光客来说，坠子和手机链等
小饰品非常受欢迎。

是一种在用蓼蓝染的藏青色的质地上，用线绣上图案的布制品。飞騨
的织布起源于以前飞騨地区的女性在自己织的和服上用线绣上自己比
较喜欢的图案的之一习惯。虽然只是在接缝的地方绣上各种各样的图
案、单纯简单，但不乏其可爱之处，因此很受女性的欢迎。主要是以
白色的线为主，但是近几年也有用各种各样彩色的线制作而成的色彩
鲜艳的作品。制作出的商品有抹布、包袱、杯垫、化妆包、衣服等很
多种类。

作品所使用的紫杉树有的树龄在几百年以上。在制作以
前 ,要把紫杉树的原木切成圆片经过4〜5年的干躁以
后方可使用。观察树的内部，外侧有大约1cm是白色的，
其余到树心部位都是红色的，分界线十分清晰。这种特
征在部分作品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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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使用飞騨群山中丰富的木材制作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木工艺绝
品。从16世纪开始就一直是高山市的特产。其素材为天然的丝柏和花柏。
制作的产品有盆子等木板作品、利用弯木技术将木板小心翼翼地弯曲后
制成的弯曲物、用削木技术制作而成的轮轴和辘轳等。
日本的漆器大多数是黑色或朱红色的。相比之下，飞騨春庆漆器则是在
透明的漆器上反复涂抹后制作而成的。因此其天然美丽的木纹呈现出琥
珀色的光辉。设计纯朴，只需简单的保护、长期使用后会变得更有透明
感。既可作为餐具，又可作为室内装饰等长期使用。深受人们的喜爱。

大约在170多年前，从非常有名的瓷器产地濑户和九谷聘请工匠开始
制作瓷器。主要使用本地开采的岩石来制作瓷器。有些店以在瓷器的
白地上添加蓝色和红色的图案，绘出蔓草图案或石榴花样等高雅的窑、
樱花图案而出名。制作的产品除了盘子、盆、碗、汤勺以外，还有咖
啡杯等。高山市内的土特产专卖店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涩草烧的瓷器。
无论是瓷器的成形，还是添加图案，都是熟练的工匠们手工而成的。

森林资源丰富的飞騨地区有很多拥有传统
技术的工匠，木材加工业繁荣昌盛。大约从100多年前就开始加工
制作家具，其中以具有日本代表性的欧式风格的家具尤为出名。木头
的弯曲技术很早就被确立使用，出色的加工技术让家具拥有了坚固的
结构。此为其特征之一。另外，它充分地利用了树木的自然色彩和花
纹，再加上其漂亮精湛的设计，总是让顾客难舍难分。不但有舒适的
椅子，还有桌子、写字台、收纳家具、床等各种各样的产品。在高山
市内有很多有名的欧式风格的家具加工厂，在家具展览室可以参观制
作好的家具。除了欧式风格的家具，还制作日式风格的家具，传统的

和曾经是主要针对于上流社会制作的涩草烧、小丝烧相比，山田烧最
初就开始生产面向农民和普通市民的盆和碗。现在也继承着这一古老
的传统，制作出不但精细的装饰少，而且具有朴素氛围的陶瓷器。主
要使用自家制作的灰釉，黑釉、绿釉、铁釉等各种各样的釉子也被使用。
制作的产品有茶杯、茶碗、酒壶等，尤其是设计简单的放佐料的容器
是一种长期畅销的产品。据说古时候制作的陶瓷器所使用的材料都是
当地水田里的土。

在松仓观音祈祷时得到的马的画。每年8月，在几个定好的地方有售。
人们相信让马头朝家里，把马贴在大门上，可以保佑家人在一年中不受
伤、不生病。以前有很多人的家里都养着马，所以都习惯买一张跟自己
家的马毛颜色相近的马的画。①8月1-15日，在市区的山樱神社举行
的“画马集市”有大量的观光客到访。在松仓观音、素玄寺也有销售。

混入红土、加入伊罗保釉子独特的釉子的容器，其色调为偏黄的茶色。
此为其一大特征。最近比较流行质朴的青色容器。开始感觉粗燥，但
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感觉越来越光滑。不使用水就能冷藏葡萄酒的新式
“冰酒器”取得了专利权。高山制作陶瓷器的历史悠久。约在400多
年前，高山的城主就从京都聘请工匠开始制作陶瓷器，后来成为了“小
丝烧”。以后逐渐衰退，约在80年前再次复兴。

飞騨春庆漆器是一种充分利用
天然木纹制作而成的透明精美
的漆器。它轻便结实、美观大方，
被指定为国家传统的工艺品。

既可观赏，又可反复使用。集
气派和豪华为一体，是高山具
有代表性的瓷器。

飞騨的家具让人爱不释手，看了就流
连忘返。它运用树木的自然美和温情，
给人以一种生活空间上的安逸感。

长年来受到高山人们的喜爱。其外
观朴素，是一种适合于日常生活中
使用的陶瓷器。

可庇護家庭安康的吉祥象徵

许多平时越用颜色越好的陶
瓷器都是手工而成的。

美观而轻便的漆器 

飞騨春庆
雅致的瓷器 

涩草烧

舒适美观 

飞騨的家具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瓷器 

山田烧

祈求无病消灾

画马画

小瓷窑的立意新颖之作 

小丝烧

在飞騨高山地方制作家具的时候，运用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被称为“曲木”的弯曲木材的技术。
首先在木材上浇上水并且加热，一直到用手能够弯曲的柔软程度。然后把弯曲的木材镶到模型里
面，使其干躁。那样木材就会按照弯曲的形状被定形。其好处是，制作出来的家具不但曲线漂亮，
而且还不浪费木材。



关于土特产、礼品的寄送（国际邮件）

航空邮件

http://www.post.japanpost.jp/int/service/i_parcel_en.html
（日本邮政正式 HP：中文）

下面的网页，能够查询邮费和到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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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邮局（●地址请参照网页的地图）在窗口可以对应简单的英语。

Tel0577-32-0540　

营业时间：9:00 ～ 19:00（周六、周日、日本的节日休息）

从日本寄送物品到中国时，在邮局有 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

航空邮件、海运邮件、经济航空邮件（SAL）等邮送方法可以选择。

长度

高度

宽度

横侧周长＝（高度 ×２）+（宽度 ×２）

① 长度指邮件的最长的边。

② 横侧周长指长度以外的方向上最大的

四边的和。

■ 邮件的大小：长度（最大长度）＝1.5ｍ以内、长度＋横侧周长（（高

度 ×2）＋（宽度 ×2））＝3ｍ以内

■ 重量：最大到 30 公斤。如果是 2 公斤以下的邮件，可作为小型包装

物寄送，寄费便宜。

■ 禁止物品等：如果邮件是哪个国家的禁止物品，有可能会被返回或

被海关没收。还有根据物品的金额、量等可能会被征收关税和消费税。

另外，这种情况还会被要求交纳报关手续费。

例）从岐阜邮寄 2 公斤物品到中国上海市

（邮寄到中国其它地方的详情请到邮局咨询一下）

邮费 到达日期

经济航空邮件（SAL）
（在日本国内和寄达国作为海运

邮件处理，而在两国之间用航

空运送，是一种比海运邮件快，

但比航空邮件便宜的服务）

EMS
（全球邮政特快专递）

海运邮件

3000 日元

小型包装物 2150 日元

国际邮包 2750 日元

小型包装物 1680 日元

国际邮包 2400 日元

小型包装物 1080 日元

国际邮包 1750 日元

2 天

3 ～ 6 天左右。

1 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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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空法师是一位大约在400多年前流浪于日本各
地的僧人。据说圆空法师在63年的生涯里共雕刻
制作了12万尊神像和佛像。曾经多次到访飞騨地
区，在山上修行空闲时制作了很多的神像和佛像。
削制而成的作品中显示的粗旷和和蔼可亲的表情
受到了人们一致好评。很多人都以那个模型为样
本。这种特殊的雕刻手法被称之为“圆空雕刻”。

满面令人不解的微笑 

圆空雕刻

勺子是在往碗和盘里装汤和煮的东
西，以及用平锅炒菜时所使用的工
具。在高山市南部的久久野地方制作
而成。曾经有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地的
村庄成了无人居住地，有道勺子也因此而消失了。但大约在10年前，
因有志者的出现，有道勺子重新复兴了起来。使用的材料轻而柔软，
具体为飞騨地区繁多的野生落叶松“朴树”。从勺子的手柄到前部圆
形凹处，都是用一根木头削制而成的。

用一根木头制成   

有道勺子

指箩筐。在高山市南部的久久野地区
是小屋名从前至今的生产地，农民曾
经作为副业而制作它。所使用的材料
有竹子、木天蓼、野葛藤等。因为全
部都是手工作业，所以即使是熟练的
工匠一天也只能制作1个到2个。主要的特点是织的网眼非常精致美
观。不仅可以作为厨房用品，也有人把它作为器具和装饰品使用。

工匠的手工制作  

小屋名的箩筐

在高山市南部的一之宫地区，大约从
250多年前开始制作的。是戴在头上
遮挡太阳的一种斗笠。在田间干活的
农民和钓鱼的人都很喜欢使用，作为
室内装饰品，以及作为山沟里的土特
产都非常有人气。以在当地采伐的丝柏和紫杉为原材料。因为通风性
良好，所以在天气炎热时会感觉很凉爽，下雨时素材吸水膨胀后能够
遮挡雨水。有经久耐用的特性，可使用10年以上。在戴（丝柏和紫杉）
斗笠时能感觉到树木特有的香味和温情。

遮挡太阳的斗笠 

飞騨宫村丝柏斗笠·紫杉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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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无线）上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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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光情报
   飞騨高山观光咨询处 TEL0577-32-5328（可以对应英语）

营业时间　8:30 ～ 18:30（4 ～ 10 月）、8:30 ～ 17:00（11 ～ 3 月）　

休息日：无　

   奥飞騨温泉乡综合咨询处 TEL0578-89-2458 营业时间 10:00 ～ 17:00　

休息日：无

住宿情报
   奥飞騨温泉乡综合咨询处　TEL0578-89-2458

营业时间　10:00 ～ 17:00　休息日：无

   综合住宿预约中心　Tel0577-33-1181　

营业时间　9:00 ～ 17:00　休息日：星期天、12/30 ～ 1/3

   家庭旅馆 · 简易旅馆预约咨询　Tel0577-33-8501

营业时间　10:00 ～ 17:00　休息日：星期二、12/30 ～ 1/3

交通信息
   铁道信息

JR 东海电话中心   Tel050-3772-3910

   巴士信息

飞浓巴士预约中心　Tel0577-32-1688（有会英语的工作人员）

   道路信息

日本道路交通信息中心（岐阜县内的高速公路、一般道路）　Tel050-3369-6621

紧急时的联络方式
   事件、事故紧急通报警察　110（非紧急时 Tel0577-32-0110）

   火灾・救助・急救车　　　　119（非紧急时 Tel0577-32-0119）

   综合医院　　高山红十字会医院　Tel0577-32-1111

　　　　　　　久美爱厚生医院　Tel0577-32-1115

   AMDA 国际医疗信息中心　Tel03-5285-8089　　9:00 ～ 20:00

（平时有会英语、汉语、韩语、西班牙语、泰国语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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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