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已決定，帶上此旅遊手冊馬上出發吧！

旅遊勝地會津的歷史、自然、美食、文化充滿了在

東京無法體驗到的魅力！

豐富的歷史・文化・美食之旅

◉ 

◉ ■JR東日本通票   ■JR日本鐵路周遊券
◉ 另外購買車票時的費用，為單程9,280日圓 (大人・使用一般時期普通車指定席的情況)。

東京車站 會津若松車站郡山車站
東北新幹線/約80分 磐越西線/約65分

◉ 會津若松站內諮詢處／☎0242-32-0688 
◉ 極上之會津項目協議會／☎0242-39-1251 http://gokujo-aizu.com/iti/

前往會津若松
車站的交通方法

觀光諮詢處 ( 可以使用英語提供服務 )

發　行

行駛在會津若松市內的懷舊情調老式巴士

會津巴士若松營業處 ☎0242-22-5555

從若松站前公車站發車（始發8:00～
末班車17:30）每30分鐘一班車

從若松站前公車站發車（始發9:15～
末班車16:15）每30分鐘一班車

時尚巴士

時尚巴士・小紅牛巴士市內周遊巴士

小紅牛巴士

市內周遊巴士1次乘車

市內周遊巴士專用1日遊乘車券

大人210日圓、小學生110日圓

大人500日圓、小學生250日圓

※1日遊乘車券不在車內銷售 ,所以請事先購買。

Aizuwakamatsu Classic Town Bus

會津巴士站前問訊處、會津武家宅邸、鶴城會館、東山溫泉觀光
協會、鶴城內諮詢處、飯盛山觀光問訊處、御藥園、會津若松觀
光局、會津若松旅館酒店組合加盟店、七日町車站咖啡

1日遊乘車券
售　票　處

札幌

福岡

磐城

新潟

東京

日光

京都
大阪

仙台機場

成田機場

北海道

羽田機場

新潟機場

福島機場

東北新幹線

北海道新幹線

磐越西線

仙台

郡山
會津若松會津若松

新青森

新函館北斗

極上之會
津 經典旅

遊路線

1日遊·2日
遊極上之會

津 經典旅
遊路線

1日遊·2日
遊■東京

會津

➡ 從東京車站乘車

約2小時30分鐘即可到
達!

在會津若松

市內觀光時，

利用市內

環遊巴士最方便 !!!

※手冊的資訊為2016年10月｡
  列車的時間請向車站服務人員﹑入場門票請向各設施確認｡

春（4月～6月）

觀音寺川的櫻花 （從JR的川桁車站徒步約5分鐘）

觀音寺川沿岸的櫻花樹排列約1公里之長，屆時
櫻花開滿枝頭，這裡將成為花的海洋。
最佳賞花時期：4月下旬～5月上旬（豬苗代町）

大林故鄉之山的豬牙花和大山櫻花
（從JR的會津西方車站乘車約10分鐘）

整座山被美麗的鮮花所覆蓋，不能不來看!!!
最佳賞花時期：4月下旬～5月上旬（三島町）

駒止濕原的白毛羊鬍子草
（從會津鐵路的會津田島車站乘車約1小時）

可以欣賞到以白毛羊鬍子草為中心的高山植物。
最佳觀賞時期：6月中旬～7月下旬（昭和村·南會
津町）

極上之會津  四季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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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10月～12月）

田子倉湖畔的紅葉
(從JR的只見車站乘車約10分鐘)

田子倉大壩的週邊是賞紅葉的最佳地點。
最佳觀賞時期：10月中旬～11月上旬（只見町）

田園風景 (JR笈川車站的週邊)

位於會津盆地中心部的湯川村，為您展現了
金黃色的田園風光！
最佳觀賞時期：9月下旬～10月上旬（湯川村）

大江濕原的草地紅葉
(從會津鐵路的會津高原尾瀨口車站乘車約1小時40分鐘)

草地紅葉把濕原渲染成金黃色的海洋。
最佳觀賞時期:9月下旬～10月上旬（檜枝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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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1月～3月）

冬季運動 (從JR的豬苗代車站乘車20至40分鐘)

這裡是滑雪場的聚集地！是冬季運動愛好者
的天堂！來這裡盡情地滑雪、爬雪山吧。
(豬苗代、北鹽原村、磐梯町)

冬季的大內宿
(從會津鐵路的湯野上溫泉車站乘車約10分鐘)

可以欣賞到傳統的茅草房與皚皚白雪的合
演。(下鄉町)

只見川鐵橋與週邊的雪景
(從JR的會津宮下車站乘車約5分鐘)

鐵橋與只見川勾畫出的世間美景，您不能不
來看！(三島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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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7月～9月）

沼澤湖之夏 （從JR的早戶車站乘車約10分鐘）

沼澤火山有大蛇傳說的故事，沼澤湖是破火
山口湖。這裡是避暑勝地。(金山町)

史蹟慧日寺蹟（從JR的磐梯町車站乘車約10分鐘）

重現了1200年前模樣的寺院遺跡。被指定
為國家史蹟。(磐梯町)

三倉的向日葵花田 
(從JR的喜多方車站乘車約30分鐘)

200萬顆向日葵花盛開在包括滑雪場在內的
面積約達8公頃的山面上。
最佳賞花時期：8月中旬～8月下旬（喜多
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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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會津Korori三觀音

據說朝拜了這三尊觀音的話就

會健康長壽!!!安度此生!!!

■弘安寺的中田觀音
　野口英世博士的母親是其虔誠的信者。(會津美裡町 從JR的根岸車站徒步約10分鐘)

■惠隆寺的立木觀音　
　這裡的木製千手觀音像高達8.5米，是日本之最。被指定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產。
　(會津坂下町 從JR的塔寺車站乘車約5分鐘)

■如法寺的鳥追觀音
　據說如果您能找到法堂內雕刻的三隻猴子就會交好運!!!(西會津町 從JR的野澤車站乘車約10分鐘) 立木觀音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東北地區)
區域內可以自由搭乘新幹線和其他JR線!

佐久平

GALA湯澤

北陸新幹線

有效期間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3種購買方法

售　　價

從發售之日起14天之內的任意5天(靈活5天)

大人(12歲~)    小孩(6~11歲)

海外銷售 19,000日圓  9,500日圓

20,000日圓 10,000日圓國內銷售

在海外旅行社購買 在線上購買 在日本國內購買

可以提前購買。請在抵達

日本后，兌換為周遊券。

可以透過上述網站購買。

請在抵達日本后，兌換為

周遊券。

可以在日本國內各售票處

購買。

OR OR
www.eastjapanrail.com

大人(12歲~) 小孩(6~11歲)

海外銷售

國內銷售

26,000 日圓 13,000 日圓

27,000 日圓 13,500 日圓

www.jreasthokkaido.com/tc/

JR東日本・南北海道鐵路周遊券 6天 任選
札幌

東京

札幌

東京

仙台機場鐵路線

郡山

web



漫遊「城下町---會津若松」之旅

瀰漫著400年悠久

歷史文化的幽香

1日遊或2日遊的第1天 1日遊或2日遊的第2天 漫遊會津 裏磐梯之旅（4月～11月）

放鬆身心!!!

擁抱雄偉的大自然!!! 
會津若松市是作為會津藩(諸侯)主的居住地而繁榮發展起來的一座歷史古城。擁有堅不可摧之
美稱的「鶴城」、可以窺視武士家族生活實態的「會津武家屋敷」等觀光名所。當然您一定不要
錯過會津獨特的美食美味。
※經典路線的預算約為2000日圓(不含電車車票及餐飲費用)

眺望會津的名山---磐梯山，欣賞裏磐梯高原上大大小小的300多個姿態各異的湖沼，定會讓您忘
記平日的疲勞和煩惱，身心輕鬆!!!特別建議您去觀賞呈現藍、綠等五種色彩的「五色沼」；乘坐
遊覽船在裏磐梯裡最大的湖---「檜原湖」上繞湖一週。這裡一年四季風光各異，適合四季前來觀
光旅遊。　※經典路線的預算約為2000日圓(不含電車車票及餐飲費用)

2日遊的第2天 漫遊柳津與陶瓷之鄉---本鄉之旅

體感會津的

   傳統與文化
「福滿虛空藏菩薩圓藏寺」是柳津町的象征，是一座擁有1200多年歷史的名剎。據說當年弘法大
師---空海從中國唐朝的高僧那裡得到神木，他把神木帶回日本後一份三段放入大海，其中的一段
就漂流到了柳津。在旅途中您還有機會尋到您中意的陶器！因為旅途中的會津本鄉是日本東北地區
最古老的陶瓷之鄉。    ※經典路線的預算約為2000日圓(不含電車車票及餐飲費用)

11：00～11：10

11：30～12：20

會津若松站內諮詢處
［ 營業時間 9：00～17：30　免費 ］

可以用日語、英語為您提供會津地區的觀光、交通、住宿、餐
飲等旅遊資訊的觀光諮詢處。為您免費提供會津若松市內地
圖、會津觀光指南手冊等。

據說東山溫泉是1300多年前由一位高僧發現的歷史悠久的溫泉之鄉。自古以來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

身處之中會使您身心放鬆。  住宿信息諮詢處:東山溫泉觀光協會  電話:0242-27-7051

※一日通票(可以自由上下車)的大人
票價為500日元，可以在「會津巴
士站前諮詢處」等處購買。

會津武家屋敷
［ 營業時間 8：30～17：00　門票850日元　彩繪體驗費用870日元 ］

經過復原、移建而再現的武士家族宅邸。通過此設施您可以了
解到武士家族當時的生活情景。您還可以在這裡體驗彩繪屬於
自己的會津民間工藝品---「小紅牛」或「不倒翁小法師」。

會津若松車站 
11：15發車

會津武家屋敷前
11：27到站

市內周遊巴士「Akabe」

12：50～13：40 午餐 享受會津美食（在鶴城週邊的餐飲店）
四周環山的會津美食多多！而且作為蕎麥之鄉而遠近聞名！關
於美食的資訊請參考會津觀光指南手冊。(蕎麥麵店:香壽庵；
咖啡館:AdoriA北出丸咖啡館等)

會津武家屋敷前
12：34發車

鶴城入口
12：46到站

徒步10分鐘

市內周遊巴士「Akabe」

五色沼入口
14：45發車

豬苗代車站
15：20到站

磐梯東都巴士

老町
15:52發車

七日町車站前
15:56到站

市內周遊巴士「Akabe」

鶴之城入口
14:46發車

老町
14:52到站

市內周遊巴士「Akabe」

七日町車站
16:50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16:54到站

只見線(前往會津若松方面)

13：50～14：40 會津若松市的象徵---「鶴城」
［ 營業時間 8：30～16：30　門票410日元 ］

是日本國內現存的、唯一的、一座擁有紅瓦屋頂天守閣的城堡。

鶴城作為江戶時代末期的戊辰戰爭的戰場而一躍成名，並多次
在電視劇中登場。在天守閣的五層的瞭望台您可以將會津盆地
的美景一覽無遺!!!如果您的運氣好，說不准還可以遇見武士?!

11：10～12：00

12：00～13：10

午餐 
可以在五色沼入口處的餐廳或周圍的餐飲店用餐

五色沼 自然探訪之路
［ 行走時間約為70分鐘  行走距離約為3.6公里 ］

在呈現藍、綠等五種色彩的「五色沼」的週邊修建了便於大家行走的探
訪路，因老幼皆宜而受到大家的喜愛。您還可以沿路發現多種多樣的高
原植物，領略大自然的風情。

13：10～14：30 檜原湖週邊漫遊及湖上觀光
1888年磐梯山火山爆發，山體滑坡而形成了裏磐梯裡最大的堰塞湖---
「檜原湖」。乘坐遊覽船繞湖一週(大人的乘船票1100日元，約30分鐘)
之後，您可以在裏磐梯物產館購買到當地的特產。

9：00～13：00

14：30～16：30

漫遊會津柳津
「福滿虛空藏菩薩圓藏寺」是會津柳津的象征；「齋藤清美術館」因收藏有世
界版畫家以會津之冬為題材的系列創作而聞名（門票510日元　營業時間9：00
～17：00）；在「路邊驛站---會津柳津」裡可以品嚐到手擀蕎麥麵，還可以買
到當地的土特產。所有的觀光設施均在車站附近，徒步就可以到。

漫遊日本東北地區歷史最悠久的
會津本鄉陶瓷器之鄉
從車站步行15分鐘左右，您就可以看到大小各異的陶瓷窯。在本鄉資訊中心展示
有近100點民間陶瓷藝術品，並詳細地介紹了會津本鄉陶器的歷史。您一定會遇到
一款您中意的咖啡杯、茶壺等陶瓷器！

會津柳津車站 
13：26發車

會津本鄉車站
14：13到站

只見線(前往會津若松方向)

會津本鄉車站 
17：00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17：20到站

只見線(前往會津若松方向)

15：00～15：40 末廣酒造 嘉永藏
［ 營業時間 9：00～17：00 ］

嘉永藏創業於1850年，為具厚實感的挑高式3層樓木造建築，
目前做為酒藏使用中。另外還有釀酒場、充滿風情的傳統和式
房間、商店以及時尚咖啡廳。這些都是漫遊城下町時可前往的
人氣景點。

16：00～16：45 漫步於古香古色的七日町商業街
遊覽會津若松的樂趣之一就是漫步其中，欣賞街邊的景色。建
議您以七日町車站為起點來享受這風情飄逸的古街，一家家的
咖啡屋、一家家的點心店都在期待這您的光臨！

【返回東京的朋友】

【在東山溫泉住宿的朋友】

【從會津若松前往時】

【從東京前往時】
Yamabiko127号東北新幹線 Yamabiko127号 磐越西線

東京車站
8：08發車

郡山車站
9：32到站 9：41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10：55到站

磐越西線

磐越西線

市內周遊巴士
「Haikalasan」 磐梯東都巴士

東山温泉車站
9：07發車

豬苗代車站
10：24到站 10：40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9：25到站 9：54發車

五色沼入口
11：10到站

【從會津若松前往時】
只見線乘計程車約10分鐘

東山温泉
7:20出發

會津若松車站
7：30到達 7：37發車

會津柳津車站
8：45發車

Yamabiko127号
東北新幹線

Yamabiko127号

東京車站
8：08發車

郡山車站
9：32到站 9：41發車

【返回東京的朋友】

市內周遊巴士「Haikalasan」
豬苗代車站

15：39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16：12到站 16：30發車

東山温泉車站
17：07到站

【在東山溫泉住宿的朋友】

Yamabiko216号東北新幹線 Yamabiko216号磐越西線

磐越西線

豬苗代車站
15：39發車

郡山車站
16：20到站 16：39發車

東京車站
18：16到站

Yamabiko154号東北新幹線 Yamabiko154号磐越西線
會津若松車站

17：12發車

郡山車站
18：13到站 18：30發車

東京車站
19：48到站

市內周遊巴士「Haikalasan」
七日町車站前 16：39發車 東山溫泉站 17：07到站

※連住的朋友可以把行李放在賓館，
   輕裝觀光。

【返回東京的朋友】

【在東山溫泉住宿的朋友】
※連住的朋友可以把行李放在賓館，
   輕裝觀光。

市內周遊巴士「Haikalasan」
會津若松車站
17：30發車

東山温泉車站
18：07到站

Yamabiko54号東北新幹線 Yamabiko54号磐越西線
會津若松車站
18：12發車

郡山車站
19：29到站 19：47發車

東京車站
21：12到站

您還可以選擇在裏磐梯的賓館住宿。 　住宿信息諮詢處：裏磐梯觀光協會 電話：0241-32-2349(可以使用英語)

2日遊的第2天 漫遊會津 大內宿之旅

穿越時空
重返日本江戶時代!!

從會津若松稍稍延伸腳步，江戶時代的日本風情將於眼前展開。散步在茅草屋的村落中，與江戶
時代的日本來場約會吧!　※經典路線的預算約為2000日圓(不含電車車票及餐飲費用)

漫遊會津 喜多方之旅
來去拉麵與舊

　　倉庫街吧!!
散步在溫暖氣息的日本舊倉庫街中，大啖日本三大拉麵之一的喜多方拉麵。
街道中四處瀰漫著拉麵香味。
※經典路線的預算約為2000日圓(不含電車車票及餐飲費用)

10：00～12：30 大內宿散策 
保留著約300年前茅草屋的街道
風貌，置身其中仿佛時光滯留在
江戶時代。
兩旁並排林立茅草屋的土產店、
蕎麥麵店、散步其中回味舊有日
本時代的美好點滴。

10：30～12：10 喜多方散策
倉庫之城-喜多方擁有4100棟的舊倉庫街，當中充滿著酒藏，土
產店，CAFE，美術館，散步於古老倉庫林立的街道中更有一番
趣味。

12：10～13：00 午餐
午餐品嘗日本三大拉麵之一的喜多方拉麵。酒鄉清冽的泉水帶來
了可口的麵條和湯汁，喜多方市內就擁有120家以上的拉麵店。

13：00～15：30 喜多方散策
散步疲累之餘，來杯咖啡喘口氣吧！
喜多方以好水聞名，精心烹調的咖啡更是不容錯過。
再搭配特製甜點，來場與味蕾的邂逅吧！

【從會津若松前往時】
會津鐵路乘計程車約

10分鐘
「猿游號」巴士

東山溫泉車站
8：20發車

湯野上溫泉車站
9：30到站 9：40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8：30到站 8：52發車

大內宿入口
10：00到站

會津鐵路 「猿游號」巴士
大內宿入口

12：50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14：18到站

湯野上溫泉車站
13：10到站 13：36發車

磐越西線
喜多方車站

15：52發車

會津若松車站
16：16到站

【從會津若松前往時】
磐越西線市內周遊巴士「 Haikalasan 」 

東山溫泉車站
9：07出發

會津若松車站
9：25到達 9：53發車

喜多方車站
10：20發車

【返回東京的朋友】

市內周遊巴士「Haikalasan」
會津若松車站
14：30發車

東山溫泉車站
15：07到站

【在東山溫泉住宿的朋友】

Yamabiko216号東北新幹線 Yamabiko216号磐越西線
會津若松車站
15：06發車

郡山車站
16：20到站 16：39發車

東京車站
18：16到站

※連往的明友可以把行李放在賓館，
   軽装観光。

【返回東京的朋友】

【在東山溫泉住宿的朋友】
※連住的朋友可以把行李放在賓館，
   輕裝觀光。

市內周遊巴士「Haikalasan」
會津若松車站
16：30發車

東山温泉車站
17：07到站

Yamabiko152号東北新幹線 Yamabiko152号磐越西線
會津若松車站
16：22發車

郡山車站
17：35到站 18：05發車

東京車站
19：28到站

前往大內宿的優恵通票　大人1900日元／會津鐵路（西若松車站⇔湯野上溫泉車站）＋「猿游號」巴士（湯野上溫泉車站⇔大內宿)

2日遊的第2天

※冬季１2月1日-3月31日期間，請搭計程車前往會津鐵道（西若松車站⇔湯野上溫泉車站）、
　大人單程840日圓（児童420日圓）、到大内宿計程車費單程約2000日圓

※ 春季～秋季期間的週六與假日，同時刻行駛活動專車，
    若無事先預約將無法搭乘，請特別注意。

※ 春季～秋季期間的週六與假日，同時刻行駛活動專車，
    若無事先預約將無法搭乘，請特別注意。

※ 春季～秋季期間的週六與假日，同時刻行駛活動專車，
    若無事先預約將無法搭乘，請特別注意。


	繁体語表面1610見本
	繁体語中面1610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