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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白神的恩惠

秋田縣的白神地區以世界遺產白神山地為中心，並且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流經白神山地的水富含著礦物質，而這樣的水質孕育出肥沃的土壤。
在白神區域的田地中有著稻米和各種蔬菜，海中則有日本叉牙魚和鯛魚等等，在這裡可以收穫種
類繁多的食材。
此外，可以透過體驗在地的農村生活、高山健行和日本酒的文化等等，來體感世界遺產白神山地
為這個地區所帶來的恩惠。

精選體驗之二：一起來做鄉土
料理「烤米棒鍋」！
「烤米棒鍋」是代表秋田縣的鄉土料理。秋田縣
的北部（白神山地等）則作為「烤米棒」的誕生
之地而為人所知。
這個料理是為了能夠更加美味地品嚐秋天剛收割
的稻米所誕生的。
作法是將米飯稍微搗爛後再捏成棒狀的烤米棒、
當季的蔬菜和在地所產的雞肉一起放入鍋中料
理。
在地的農家媽媽們會化身為老師，教導我們如何
製作美味的烤米棒鍋。是個可以透過「吃」來感
受在地文化的體驗。

精選體驗之一：
尋訪居酒屋！

秋田縣的能代市是個以木材而繁盛的地區，因
此有著許多的木材行。而大量的木材行員工們
下班後小酌一杯的需求，則造就了各式各樣的
居酒屋林立的狀況。
由於能代市臨海，在居酒屋附近的漁港每天都
會有新鮮的魚貨，而居酒屋的大廚們則會去挑
選新鮮的食材來提供給顧客。
此外，因白神山地的湧泉富含著礦物質，在山
麓地區的酒廠們所產的日本酒也極其美味。
能代市的居酒屋可以說是品嚐大自然的恩惠與
美味日本酒的最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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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個人

「白神的恩惠」
海鮮，居酒屋，漫遊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白神山地的健行之旅
・搭乘有名的JR快速 Resort 白神號列車
・受白神山地的海鮮以及在地美酒的居酒屋巡禮

第1天

第2天

上午

從秋田車站出發

(60分鐘)

秋田車站→能代車站

12:00-

抵達能代車站

(10分鐘)

(搭乘計程車)

12:15-13:00

午餐：舊料亭金勇

*發放便當

13:00-14:00

參觀舊料亭金勇

*有日語及英語的導覽

(5分鐘)

(搭乘計程車)

16:30-17:30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18:00-

尋訪居酒屋和自由活動時間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盥洗準備和自由活動時間

(15分鐘)

旅館→能代車站（搭乘計程車）

(30分鐘)

能代車站→秋田白神車站（搭乘電車）

10:00-12:00

白神山地健行

12:00-13:00

午餐：Hatahata館

13:00-13:40

溫泉：Hatahata館

（80分鐘）

秋田白神車站→秋田車站（搭乘電車）

15:00-

搭乘電車前往下個目的地

*搭乘JR快速 Resort 白神號列車

*住宿：能代市內商務旅館
*尋訪能代市柳町內的居酒屋

*搭乘計程車前往登山口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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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教育

「白神的恩惠」
在白神的農村生活(3天2夜的學習之旅)

・非常推薦給學生團體或者年輕朋友們。
・是可以體驗與品嚐白神山地眾多食材的行程。
・將會住在里山附近的農家中、以及體驗白神地區的農活。

第1天

13:00-

從秋田機場、秋田車站出發

(90分鐘)

秋田市→藤里町（搭乘巴士）

15:00-16:00

辦理入住農家民宿

16:00-17:00

自由活動時間

18:00-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09:00-11:30

體驗活動①

12:00-13:00

午餐：農家民宿

13:30-15:30

體驗活動②

16:00-18:00

自由活動時間

18:00-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09:00-

前往下個目的地(搭乘巴士)

行程說明

*會在交流中心舉辦入村典禮（將介
紹農家民宿的主人）

第2天

*前往各自的農家民宿

*可以從眾多的體驗活動內容中選擇。
*體驗內容請參照附頁。

第3天

*可以從眾多的體驗活動內容中選擇。
*體驗內容請參照附頁。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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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白神山地的留山健行

白神山地是橫跨秋田縣西北部和青森縣西南部，約有13公
頃的廣大山地的總稱。這裡分布著幾乎不受人為影響，世

写真

界最大規模的原生山毛櫸樹林。並且在這之中棲息著種類
繁多的動植物，因而形成了寶貴的生態系統。於1993年
（平成5年）12月時被登錄為世界遺產(自然遺產)。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1小時)
(集合地點)

①白瀑神社的停車場（透過車子移動時）
〒018-2500 秋田縣山本郡八峰町字館10
②秋田白神車站（透過電車移動時）
〒018-2617 秋田縣山本郡八峰町八森御所之台

(移動)

透過車子或計程車移動（10分鐘）

*若於秋田白神站集合的話，將會轉乘計

(健行)

①參觀白瀑神社

*由於有些區域若沒有嚮導陪同是無法進

②天然山毛櫸林 漫遊留山地區

入的。

程車前往登山口。

（唯有嚮導同行時，才能實施健行的體驗）
③關於白神山地的詳細介紹

(移動)
(解散地點)

費用

關於預約
關於口譯人員

透過車子或計程車移動（10分鐘）
①白瀑神社的停車場
②秋田白神車站

個人:1位嚮導4,000日圓(含稅)

*1位嚮導最多可帶領8位旅客。

團體:1位嚮導4,000日圓(含稅)

*當旅客超過(含)9位時,必須再多增加1名嚮導。

需要預約（於7天前）
無口譯人員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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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料亭金勇

白神 地區

料亭金勇是由初代金谷勇助先生於明治23年（西元1890年）所創
立。是能夠象徵木材之都能代的建築物，此外也是秋田縣內屈指可
數的料亭，承辦各種宴會、接待或是婚宴等，被廣泛地運用。現存

写真

的建築物是於昭和12年（西元1937年）由第二代的金谷勇助先生
所建造，且於平成10年（西元1998年）10月26日被登錄為國登錄
有形文化財。之後，於平成20年（西元2008年）8月底歇業，且於
隔年2009年贈與能代市，現在則對外開放參觀。若是透過嚮導的
介紹，則能更進一步的了解能代市以及舊料亭的歷史。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1個小時〜)
(集合地點)

舊料亭金勇
〒016-0825 秋田縣能代市柳町13-8

*①有英語嚮導

(參觀)

①由嚮導陪同的舊料亭金勇的內部參觀解說
【其他體驗等】
②有休憩飲茶空間
③可訂購便當，在金勇用餐。
④和服體驗

*③透過事先訂購金勇的便當，可在金勇內部飲
食。
和食料理便當：2,500日圓〜
烤米棒鍋定食：1,700日圓〜
*還有其他菜單，歡迎參考官網
*需要預約(於7天前)
④和服出租費用

(解散地點)

費用

500日圓/1小時

*我們會準備對於初次體驗的客人們也能夠輕鬆穿
舊料亭金勇

個人:300日圓/1位 *僅包含體驗①的費用。
團體:270日圓/1位 *團體費用為21名以上時適用。

上的和服。

其他
【營業時間】9:30 - 16:30
【公休日】12/29 - 1/3

關於預約
關於口譯人員

嚮導的部分需要預約(於7天前) *對應語言：日語和英語。

【官網(有多種語言版本)】http://www.kaneyu.jp/

有英文嚮導 *需於7天前預約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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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能代的居酒屋尋訪之旅

白神 地區

本來作為木材之町而繁盛的秋田縣能代市，有著許多的木材行。而大量的木材行員工們下班後小酌一杯的需求，則造就了各式
各樣的居酒屋林立的狀況。
由於能代市臨海，每天都會有來自許多的漁港的新鮮魚貨被送上，作為居酒屋的菜單來提供給顧客。
此外，因白神山地的湧泉富含著礦物質，這裡所產的日本酒也極其美味。
所以只要前往在白神地區的居酒屋，就可以品嚐到大自然的恩惠與美味的日本酒！

酒處

❶類別

篦棒（Berabou）

爐端 田村（Tamura）

❷營業時間
❸公休日

❶居酒屋、鄉土料理、和食

❶居酒屋、爐端燒、鄉土料理、中華鱉

❹座位數

❷17:00 ~ 22:00
❸星期一

料理

❺地址

❹25 ~ 30

❻電話
ENG

❷17:00 ~ 23:00
❸星期日

…English menu available

❺秋田縣能代市柳町2-39

❹40
❺秋田縣能代市柳町13-17

❻0185-54-4066

❻0185-54-5067

ENG

ENG

酒食彩宴 粹

鐵板空間 綠

ENG

dining kimon

❶居酒屋、海鮮料理、炭火燒烤

❶居酒屋、牛排、什錦燒

❶居酒屋、西式餐點

❷午餐11:00-14:00

❷18:00-22:00，午餐時間則需要另外

❷[星期一〜四]18:00~23:00

預約

[星期五、六]18:00-24:00

❸星期三，午餐的公休時間為：星期

❸星期一

❸星期日

六、星期日
❹130（有包廂及吧檯座位）

❹30
❺秋田縣能代市柳町6-16

❹30
❺秋田縣能代市柳町5-14

❺秋田縣能代市東町8-9

❻050-5595-7473

❻018-552-1006

晚餐17:00-22:00

❻050-5594-9604
ENG

ENG

寶muran

Lily Cafe

Café and Bar 棲木 日向（hinata）

❶壽司、和式餐館

❶酒吧、咖啡廳

❶咖啡廳

❷11:00-21:00
❸星期三

❷[星期二〜四、日]18:00~24:00

❷11:30-21:00
❸星期二

❺秋田縣能代市柳町6-8
❻018-552-3953

[星期五、六]18:00~25:00
❸星期一
❺秋田縣能代市東町2-24

❺秋田縣能代市柳町8-5
❻018-588-8760

❻018-554-8399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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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採蓴菜體驗（5~8月）

在秋田縣的三種町中，對於高級食材蓴菜的生產非常興盛。蓴菜
又被稱為是可以食用的綠寶石，包裹在透明膠質中的新芽會作為
食用的部分被採收。在都市中蓴菜多做為高級的蔬菜，在高級的
日式料理餐廳等地方提供給客人。蓴菜生長於水中，因此在採收
時需要乘坐在小船上進行。大家各自搭上小船之後，便開始撥開
遍佈在水面上的蓴菜葉，尋找隱藏在湖面下新芽並摘取。
體驗內容包含在沼澤上搭乘小船，因此在體驗開始之前會有相關
的安全措施說明。特別是團體旅客，較建議有口譯人員的陪同。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最長為3個小時)

(集合地點)

*會隨著農園的狀況而更動集合地

①三種町觀光協會/觀光情報中心

點。詳細內容請與我們聯繫。

〒018-2303 秋田縣山本郡三種町森岳東二森97
②蓴菜農園

(體驗)

①關於乘船方式以及安全措施說明

*由於會在沼澤中乘坐小船進行蓴菜的

②說明如何採摘蓴菜

摘採，因此有相對的危險性。請務必
遵從工作人員的指示。

③開始體驗採蓴菜
④採到的蓴菜可以帶走

(解散地點)

費用

關於預約
關於口譯人員

蓴菜農園

成人:2,000日圓（含稅）

其他

小孩:1,000日圓（含稅）

採蓴菜體驗
【營業期間】5月〜８月

需要預約（於7天前）

【營業時間】9:00 ~ 17:00
【網站(日語)】http://junsaijapan.com/price/

無口譯人員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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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市區內的飯店

白神 地區

HOTEL ROUTE-INN
NOSHIRO

新綠酒店 能代

❶地址

❹停車場

❷電話

❺房間種類

❸交通

❻住宿費用

HOTEL MINAMI

❶秋田縣能代市青葉町3-5

❶秋田縣能代市西大瀬17-1

❶秋田縣能代市字壽城長根55-25

❷018-554-3511
❸從能代車站出發，開車4分鐘，

❷0185-89-1003
❸從能代車站出發，開車6分鐘，

❷018-555-2255
❸從能代車站出發，開車6分鐘，

徒步20分鐘。

徒步30分鐘。

徒步25分鐘。

❹有（80個）

❹有

❹有

❺西式房間

❺西式房間

❻7,000日圓〜（1個人附早餐）、

❻7,000日圓〜（1個人附早餐）

10,800日圓〜（2個人1間房/附早

4,800日圓/1名〜（2個人1間房/

餐）

附早餐）

❺西式房間
❻14,400日圓〜（2個人1間房時
的價格）

*有公共浴場

Azuma旅館

湯樂之宿 能代

能代 TOWN HOTEL MINAMI

❶秋田縣能代市住吉町2-21

❶秋田縣能代市落合字龜谷地

❶秋田縣能代市畠町9-28

❷018-552-3715
❸從能代車站出發，開車3分鐘，

❷018-555-2256
❸從能代車站出發，開車3分鐘，

徒步8分鐘。

1-11
❷018-554-2121
❸從能代車站出發，開車8分鐘。

❹有

❹有

❺和室

❺和室、西式房間

❻5,300日圓+稅/1名（附早餐）

❻10,648日圓/1名〜（住宿1晚付
晚餐和早餐）
*有公共浴場

徒步7分鐘。
❹有
❺西式房間
❻7,000日圓〜（1個人附早餐）
4,800日圓/1名〜（2個人1間房/附
早餐）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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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做烤米棒體驗

「烤米棒鍋」是代表秋田縣的鄉土料理。
秋田縣的北部（白神山地等）則作為「烤米棒」的誕生之地
而為人所知。
這個料理是為了能夠更加美味地品嚐秋天剛收割的稻米所誕
生的。
作法是將米飯稍微搗爛後再捏成棒狀的烤米棒、當季的蔬菜
和在地所產的雞肉一起放入鍋中料理。
在地的農家媽媽們會化身為老師，教導我們如何製作美味的
烤米棒鍋。是個可以透過「吃」來感受在地文化的體驗。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2個小時)

(集合地點)

南白神之里 粕毛交流中心
〒018-3205 秋田縣山本郡藤里町粕毛下家之後14-1

(體驗)

(解散地點)

費用

①關於烤米棒的說明
②開始製作烤米棒鍋

所需時間

③大家一起開動!

*此項體驗包含用餐。

2個小時

*會由在地農家的媽媽們教導我們料理。

南白神之里 粕毛交流中心

個人:1,200日圓/1名（含稅）
團體:1,200日圓/1名（含稅） *人數最大上限為25名

關於預約

需要預約（於7天前）

關於口譯人員

無口譯人員 *有翻譯機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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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在白神摘山菜體驗
在秋田，有食用稱為「山菜」的文化，而山菜指的是自
然生長在山間可食用的植物們。
以往的秋田，由於嚴峻的寒冬導致作物無法生長，當鄰
近春天時家中可用的食材也幾乎耗光了。
就在這個時候，人們開始在山間尋找存活的植物，漸漸
地開始採收這些美味又可食用的山菜們。
受到眾多大自然的恩惠而成長的山菜，就算到了現在也
作為營養豐富且美味的食材而受到大眾的喜愛。
我們將會跟隨當地的農家們一起進行體驗，建議有口譯
人員一起陪同。

写真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2個小時)

(集合地點)

南白神之里 粕毛交流中心
〒018-3205 秋田縣山本郡藤里町粕毛下家之後14-1

(體驗)

①摘山菜

所需時間

②山菜料理教室&試吃

①1個小時

②1個小時

*山菜種類和採收的地點會因為季節
和天氣而有所更動。
(解散地點)

南白神之里 粕毛交流中心

*體驗中會有弄髒衣服和鞋子的可能
性，建議穿著合適且易活動的衣服。

費用

個人:ASK

*費用會隨著季節做更動。

團體:ASK

詳細內容歡迎與我們聯繫。

關於預約

需要預約（於7天前）

關於口譯人員

無口譯人員 *有翻譯機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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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神 地區

騎登山車遊里山

写真

藤里町位於白神山地的山麓地帶，因此在村落的附近便
是大片的森林。在這裡可以透過騎上登山車，來體驗與
自然共存的藤里町的村落和森林。
這裡遍布這各式各樣的林道，是非常值得騎上登山車一
遊的地方。
嚮導會把從登山車的騎法到當地的各種景點資訊，詳細
地告訴我們。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2個小時)

(集合地點)

南白神之里 粕毛交流中心
〒018-3205 秋田縣山本郡藤里町粕毛下家之後14-1

(體驗)

①登山車的騎乘方式講座

所需時間 2個小時

②隨同嚮導一起遊里山

*1次體驗最多6個人參加。

③嚮導會為我們說明有關里山的文化與植物

*建議穿戴易活動且不怕弄髒的衣
物。

(解散地點)

費用

南白神之里 粕毛交流中心

個人:1,500日圓/1名（含稅）
團體:1,500日圓/1名（含稅）

關於預約

需要預約（於7天前）

關於口譯人員

無口譯人員 *有翻譯機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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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農家民宿

白神 地區

位在世界遺產白神山地的山麓地區，這裡的里山有著從以前就存在的聚落，而目前共有6間農家民宿在這裡經營著。
附近有著店鋪、酒行等等，往昔的街道風貌被保存至今。
想感受秋田的自然與文化，想與在地的人們接觸，想體驗農業或是鄉村的生活，又或是想遠離都市好好休息一番等等，對於
擁有這些旅行目的的人來說，農家民宿想必是最適切的選擇。與民宿的主人一起摘採山菜、一起享受農活等，是個可以感受
到人情溫暖的體驗。

山毛櫸之森

陶

SANKO之宿

住宿費用：7,000日圓（含稅）

住宿費用:7,000日圓（含稅）

住宿費用:7,000日圓（含稅）

容納人數：5名

容納人數:5名

容納人數:5名

民宿的介紹：房間的窗外可以讓人感

民宿的介紹：廚藝精湛的民宿媽媽

民宿的介紹：「和大家一起吃的

受到四季的變化。和民宿爸爸的暢談

所自創的料理和鄉土料理等，會用

飯最美味！」愉快的談話是最好

講究的碗盤盛裝來提供給客人。是

的調味料，歡迎來品嚐溫暖又快

世界獨一無二的美好民宿。

樂的料理。

正是夜間小酌一杯時最棒的下酒菜。

WARAGI莊

桂

NOKKO之家

住宿費用:7,000日圓（含稅）

住宿費用:7,000日圓（含稅）

住宿費用:7,000日圓（含稅）

容納人數:5名

容納人數:5名

容納人數:5名

民宿的介紹：這裡是在木材包圍

民宿的介紹：一天的開始將從雞

民宿的介紹：歡迎來和民宿媽

下，已有120年歷史的古民家。歡

鳴開始，由蟲鳴作結束。提供給

媽一起聊聊那些有趣的剪紙和

迎來體驗溫暖的對話，與在風情滿

您帶點讓人懷念的、溫暖的場

充滿回憶的照片。以及若是在

滿的房間渡過悠閒的時光。

所。

菜園採到形狀有趣的蔬菜，不
妨給它起個名字吧！

關於口譯人員

其他

無口譯人員 *有翻譯機

體驗費用
製作烤米棒、採山菜、騎登山車一遊等等（1,200日圓〜/1名）
可容納人數
各間民宿最多可容納5名，合計最多可入住30名。
團體若是超過5名，將會進行分組安排不同的民宿入住。

與我們聯繫
（一社）秋田白神 tourism
電話：0185-74-7115
信箱：akita-shirakami@as-t.jp
地址：秋田縣能代市字海詠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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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鹿 地區

生剝鬼文化

在秋田縣的男鹿半島有著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民族文化，其名為「生剝鬼」。
生剝鬼會訓誡人們的怠惰，此外也保佑人們無病無災、稻田的豐收、以及受到
來自山與海的眷顧。祂們是神明的使者，而且會在年關將至時前往人們所住的
村落，替人們消除一整年的災厄，並帶來新年的祝福，是令人感激的存在。在
男鹿半島，觀光客也可以穿上特殊的服裝來體驗生剝鬼的文化。透過博物館或
是生剝鬼每年的儀式體驗，可以學習到深根在當地的生剝鬼文化。

精選體驗：
「橫跨三山*」的健行之旅
生剝鬼會在年尾時從山上下來，造訪各戶人家，並保佑他們的生活。
在男鹿半島有著稱為「橫跨三山」的健行，也是生剝鬼所走的登山路線。路線的兩端連接著山中的真山神社和海
邊的五社堂，單程共11公里需花費約5個小時。這條登山途徑的沿途有許多與生剝鬼有淵源的景點，可以一邊健行
一邊感受生剝鬼的文化。
*「橫跨三山」：原文為お山かけ。是男鹿的特殊傳統之一，為了證明男性可以獨當一面，而把走完這條連接著三
座山的登山之路作為試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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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剝鬼文化」

男鹿 地區
個人

體驗生剝鬼文化與健行
・可以感受到世界遺產生剝鬼文化的體驗方案
・在與生剝鬼有許多淵源的男鹿的山中健行
・住宿地點是男鹿半島的溫泉旅館

第1天

10:00-

抵達秋田機場、秋田車站

10:14-11:10

秋田市→男鹿市（搭乘電車）

11:30-12:30

在道路休息站OGA享用午餐

13:30-13:55

(生剝鬼接駁車）男鹿車站→真山地區

14:00-15:00

參觀生剝鬼館＆傳承館

15:15-15:30

(生剝鬼接駁車）真山地區→男鹿溫泉鄉

16:00-17:00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18:00-19:00

晚餐

20:30-21:30

觀賞生剝鬼太鼓表演

21:3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寝

*道路休息站OGA（在男鹿車站附近）

*會解說秋田的「生剝鬼文化」
*體驗生剝鬼儀式
*他國語言對應：平板電腦（英語、中文）
*關於生剝鬼與生活文化的解說
*體驗生活文化的方案

第2天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9:10 -9:25

(生剝鬼接駁車）男鹿溫泉鄉→男鹿車站

9:30 -12:30

「橫跨三山」健行
真山神社→真山，本山→真山神社

12:45-13:15

(生剝鬼接駁車）真山地區→男鹿車站

13:30-

男鹿車站

*會有嚮導陪同（有英語對應）

前往下個目的地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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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的生活」

男鹿 地區
教育

生剝鬼文化和男鹿溫泉鄉(3天2夜的學習之旅)
・可以感受到世界遺產生剝鬼文化的體驗方案
・在男鹿溫泉鄉一邊放鬆地享受溫泉、一邊品嚐美味的海鮮
・晚上還有生剝鬼與太鼓所結合的震撼表演

第1天

第2天

10:00-

抵達秋田機場、秋田車站

(90分鐘)

秋田市→男鹿市（搭乘巴士）

11:30-12:00

參觀入道崎

12:00-13:00

在入道崎享用午餐

(15分鐘)

男鹿市→生剝鬼館（搭乘巴士）

13:30-14:30

參觀生剝鬼館＆傳承館

*會解說秋田的「生剝鬼文化」

14:30-15:00

參觀真山神社

*嚮導的語言：日語

(15分鐘)

（搭乘巴士）

16:00-17:00

男鹿溫泉鄉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觀賞生剝鬼太鼓表演

20: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寝

7:00 -8:00

早餐

8:00 -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15分鐘)

（搭乘巴士）

9:30 -10:30

參觀水族館

10:30-

前往下個目的地(搭乘巴士)

*入道崎餐廳（男鹿的海鮮料理）

*體驗生剝鬼儀式
*由神社的工作人員嚮導
*嚮導的語言：日語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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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鹿 地區

「橫跨三山」健行
生剝鬼會在年尾時從山上下來，造訪各戶人家，並保佑
他們的生活。
在男鹿半島有著稱為「橫跨三山」的健行，也是生剝鬼
所走的登山路線。路線的兩端連接著山中的真山神社和
海邊的五社堂，單程共11公里需花費約5個小時。這條
登山途徑的沿途有許多與生剝鬼有淵源的景點，可以一
邊健行一邊感受生剝鬼的文化。
*「橫跨三山」：原文為お山かけ。是男鹿的特殊傳統
之一，為了證明男性可以獨當一面，而把走完這條連接
著三座山的登山之路作為試煉石。

写真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為5個小時)
(集合地點)

真山神社
〒010-0685

(健行)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真山字水喰澤97

路線①（初階：2小時方案）

＊請在3個路線中選1個。

真山神社〜真山山頂〜真山神社
＊會依當天天氣或是參加者的體力而更動
路線。

路線②（初階：3小時方案）
真山神社〜真山〜本山〜真山〜真山神社
路線③（中階：5小時方案）
真山神社〜本山〜真山〜五社堂【橫跨男鹿半島】

(解散地點)

費用

真山神社

路線① 5,000日圓/1名（含稅）
路線② 6,000日圓/1名（含稅）
路線③ 8,000日圓/1名（含稅）

關於預約
關於口譯人員

＊路線③會從別的登山口下山，請留意移
動時的交通方式。

團體:10名以上
個人: 最少需要2名(含)以上的參加者才能進行

需要預約（於7天前）
有英語對應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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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鹿 地區

生剝鬼館、男鹿真山傳承館

在生剝鬼館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關於生剝鬼的文化。
從以前被傳承下來的面具和道具等等都被保存在這裡。館
內也有聚集了男鹿地區各地的生剝鬼來一同展示的空間，
非常的有魄力而成為了人氣景點。
就在附近的男鹿真山傳承館，在這裡可以體驗到每年男鹿
地區會在年尾進行的生剝鬼儀式。生剝鬼會下山前往各戶
人家，並且在家中到處走動，畫面可說是非常震撼。

写真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為1~2個小時)
(集合地點)

生剝鬼館
〒010-0685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真山字水喰澤

(參觀館內)

①參觀生剝鬼館
②體驗生剝鬼的儀式（傳承館）

(解散地點)

生剝鬼館

費用

個人:4月〜11月：成人 880日圓
12月〜3月：成人 1,100日圓

高中生以下 550日圓 *包含生剝鬼館和男鹿真山傳承館的入館費用

高中生以下 770日圓

團體:15名以上有團體優惠，詳細內容歡迎與我們聯繫。

關於預約

個人：當天直接前來即可
團體：需要預約（於7天前）

關於口譯人員

口譯人員：無
有平板電腦的導覽(中文和英語)

其他
【營業時間】生剝鬼館 8:30~17:00
男鹿真山傳承館（有生剝鬼的儀式體驗）
在9:30~15:30之間會進行6次體驗
【公休日】 生剝鬼館 全年無休
男鹿真山傳承館 4月〜11月 無公休日，
12月〜3月 星期六、日與國定假日
【官網(有多種語言版本)】https://namahage.co.jp/namahagekan/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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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鹿 地區

真山神社

在男鹿半島這裡，有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神，其名為
「生剝鬼」。生剝鬼除了是存在於男鹿地區的神明之

写真

外，每到了年尾就會造訪各戶人家並保佑他們的生活。
在生剝鬼館中，可以學習到從以前傳承至今的生剝鬼文
化；若是想體驗，則可以像生剝鬼一樣進行年尾的家庭
訪問儀式。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1個小時)
(集合地點)

真山神社
〒010-0685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真山字水喰澤

(參觀)

(解散地點)

費用

①神社參拜
②參觀神社的院內

真山神社

個人:免費
團體:免費

關於預約

不需要預約

其他
【開放時間】8:30~17:00

關於口譯人員

口譯人員：無

【公休日】 無
【網站(日語)】：http://www.namahage.ne.jp/~shinzanjinja/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P20

生剝鬼太鼓

男鹿 地區

写真

在男鹿溫泉交流會館五風，這裡可以看到由生剝鬼們所
帶來的太鼓表演，稱為「生剝鬼太鼓」。
力道強勁的太鼓音色與傳統文化的生剝鬼做結合，可說
是震撼力十足且吸睛的演出。
由生剝鬼所演奏，且響徹在男鹿溫泉的太鼓音，歡迎前
來感受。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1個小時)
(集合地點)

男鹿溫泉交流會館 五風
〒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本字草木原21-2

(觀賞生剝鬼

觀賞生剝鬼太鼓表演

太鼓表演)

開場 20:00 開演 20:30

(解散地點)

男鹿溫泉交流會館 五風

費用

個人:成人 600日圓/1名（含稅）

小學生 300日圓/1名（含稅）

嬰兒 免費

團體:550日圓/1名（含稅）

關於預約

個人：當天直接前來即可
團體：需要預約（於7天前）

關於口譯人員

其他
【公休日】有。請在官網上確認公演時間表。
【官網(日語)】http://e-ogaonsen.com/taiko/

口譯人員：無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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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生剝鬼掛飾

男鹿 地區

想要為男鹿半島之旅留下點回憶嗎?這裡可以體驗製作

写真

生剝鬼的民俗工藝。
作為男鹿的民俗工藝的生剝鬼掛飾，其手工製作的體驗
在男鹿溫泉交流會館五風舉辦。
內容為上色和用白膠固定等簡單的操作，小朋友們也能
夠輕鬆體驗。
完成之後的作品，可以做為伴手禮帶回家。
現場也有販賣其他的作品。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1個小時)
(集合地點)

男鹿溫泉交流會館 五風
〒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本字草木原21-2

(體驗)

①選擇想製作的牆壁掛飾
②開始製作
③完成之後的牆壁掛飾可以做為伴手禮帶回家

(解散地點)

費用

男鹿溫泉交流會館 五風

生剝鬼的掛飾(大):1,600日圓（含稅）
*裝有2個生剝鬼的牆壁掛飾。
生剝鬼的掛飾(小):850日圓（含稅）
*裝有1個生剝鬼的牆壁掛飾。

關於預約

口譯人員：無

其他
【營業時間】9:00 ~ 17:00

關於口譯人員

需要預約（於7天前）

【官網(日語)】http://e-ogaonsen.com/
omiyage_kobo/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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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生活體驗塾

男鹿 地區

在男鹿半島，除了被傳承下來的生剝鬼文化之
外，日本的傳統生活方式也存在於這裡。

写真

在鄉村生活體驗塾這裡可以體驗到男鹿的農村、
山村的生活方式。想要和在地的長輩或年輕人們
一邊聊聊，一邊體驗傳統的工藝品和這裡的生活
嗎？歡迎來嘗試！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1~2個小時)
鄉村生活體驗塾
(集合地點)

〒010-0685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真山字水喰澤

①新年門前裝飾（稻草繩圈）的製作體驗（*約1個小時)
新年門前裝飾：原文為しめ飾り。日本在新年時會裝飾在家門前，作為迎接豐收與幸福
(參觀)

的神明的裝飾品。
②生剝鬼手工品體驗（*約1個小時)
在生剝鬼館和傳承館中參觀完生剝鬼的儀式之後，收集生剝鬼身上落下的稻草。再使用
收集來的稻草編製裝飾品。
③米丸子鍋製作體驗（*約2個小時)

(解散地點)

製作秋田的鄉土料理「米丸子」，之後再做成火鍋後一起用餐。
鄉村生活體驗塾

費用

①1,500日圓/1名（含稅）
②2,500日圓/1名（含稅）

關於口譯人員
口譯人員：無

③2,500日圓/1名（含稅）

關於預約

個人：當天直接前來即可
團體：需要預約（於7天前）

其他
【營業時間】[4月~11月] 8:30 ~ 17:00 [12月~3月] 8:30 ~ 16:30
【公休日】無
【官網(日語)】：https://www.namahage.co.jp/sato/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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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鹿、男鹿溫泉鄉

男鹿 地區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

❶〒010-0687

男鹿觀光飯店

男鹿飯店

男鹿溫泉結之宿別邸椿
❶〒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

❶〒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本

本中里81

本字草木原13-1

字草木原21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鬼

鬼接駁車」需40分鐘／

鬼接駁車」需40分鐘／

接駁車」需40分鐘／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Ｉ

ＩＣ需45分鐘

ＩＣ需45分鐘

Ｃ需45分鐘

❸有

❸有

❸有

❹和室／和洋式房間（有西式床鋪）

❹和室／和洋式房間（有西式床鋪）

❹和室

有西式床鋪

男鹿萬盛閣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

❶〒010-0687

Seiko Grand Hotel
❶〒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

元湯雄山閣

❶〒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

本字草木原63-2

本字草木原50-1

本字草木原52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鬼

鬼接駁車」需40分鐘／

鬼接駁車」需40分鐘／

接駁車」需40分鐘／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

ＩＣ需45分鐘

ＩＣ需45分鐘

ＩＣ需45分鐘

❸有

❸有

❸有

❹和室／和洋式房間（有西式床鋪）

❹和室／和洋式房間（有西式床鋪）

❹和室／和洋式房間（有西式床鋪）

溫泉旅館YUMOTO
❶〒010-0687

秋田縣男鹿市北浦湯

本字福之澤36

❶地址

❷從男鹿車站出發，搭乘巴士「生剝

❷交通

鬼接駁車」需40分鐘／

❸停車場

開車的話，經由昭和男鹿半島

❹房間類型

ＩＣ需45分鐘
❸有
❹和室／和洋式房間（有西式床鋪）

與我們聯繫
(一社)男鹿市觀光協會ＤＭＯ促進室
電話:0185-47-7787
信箱:ogakkdmo@gmail.com
地址:秋田縣男鹿市船川港船川字泉台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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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秋田 地區

繩紋和獵人文化

日本有與大自然一起共存著的人們。
正是繩紋時代的人們與獵人們（Matagi）。
繩紋人約在4000年前存在於此，透過狩獵來確保糧食，並將其帶回村落與大家共享。他們重視
來自大自然的珍貴資源，所以能食用的部分絕對不浪費，不能作為糧食的皮毛或是骨頭則做為裝
飾品使用。在秋田縣的北部有著繩紋時代的遺跡，且將來有希望被登錄為世界遺產。在這裡可以
學習到繩紋時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參觀留存至今的遺跡。
生存在現代的獵人們（Matagi），當然也是代代與大自然共存著。
Matagi是指進行著傳統狩獵方式來狩獵熊的人們，主要以秋田縣為中心，居住在山中的聚落。
他們對自然與動物們懷有敬意，為了能夠不破壞彼此的平衡而共存下去，他們謹慎小心地狩獵
著。秋田縣的北秋田市中有個獵人們的村落，在這裡可以學習到關於獵人們的文化。
可以一起與獵人們健行山中，也可以參觀Matagi資料館，歡迎來體驗他們與大自然共存的方式
與想法！

精選體驗：
獵人（Matagi）體驗

獵人（原文Matagi，又稱為叉鬼。）們與大自然共存著，認為動物們是來自山的賞賜而進行狩獵。所獲的糧食會均
分給有參與狩獵的人帶回去，這是對於獵人們來說非常珍貴的糧食。
守護愛惜大自然，與大自然一起生存下去，這是獵人們從古至今不變的日常。
在打當溫泉Matagi之湯這裡，可以體驗獵人們的生活。
與獵人們一起去山中健行，甚至可以步行到實際的狩獵場附近。獵人們也會與我們分享豐富的山中知識，像是熊的足
跡或是各式各樣的植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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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Matagi）文化」
體驗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模式

北秋田 地區
個人

・造访自古以来与自然共存、狩猎熊的Matagi(猎人)之村。
・透过猎人们的向导，可以在山中健行并看到用来狩猎熊的传统狩猎场。
・住宿地点为Matagi之村中的温泉旅馆。

第1天

第2天

12:00-

抵達角館車站

12:00 -13:00

在角館享用午餐

13:58 -14:52

(搭乘秋田內陸線)角館車站→阿仁Matagi車站

(10分鐘)

(接送)阿仁Matagi車站→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15:30 -16:00

辦理入住

16:00 -17:00

參觀Matagi資料館

18:00 -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

第3天

*嚮導導覽（日語）
*語音導覽（日語和英語）

7:00 -8:00

早餐

8:00 -9:00

自由活動時間

9:00 -12:00

與獵人一起健行

12:00 -13:00

午餐

13:30 -14:30

自由活動時間

14:30 -15:30

*Matagi之湯的接送巴士

①*登山嚮導：Matagi(獵人)
(①*)

(②*)

*登山路徑為初階者用的路線。
*健行中，獵人會一邊向我們說明哪些是
熊的足跡、哪邊又是狩獵的場地等等。
②*登山嚮導：Matagi(獵人)

參觀熊熊園

16:00 -18:00

抵達Matagi之湯、自由活動時間

18:00 -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

7:00 -8:00

早餐

8:00 -9:00

自由活動時間

9:00 -

前往下個目的地(秋田內陸線)

*登山路徑為初階者用的路線。
*健行中，獵人會一邊向我們說明哪些是
熊的足跡、哪邊又是狩獵的場地等等。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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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紋和獵人文化」

北秋田 地區
教育

學習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模式(3天2夜的學習之旅)
・參觀作為世界遺產候補地的繩紋遺跡。
・造訪自古以來與自然共存、狩獵熊的Matagi(獵人)之村。
・住宿地點為Matagi之村中的溫泉旅館。

第1天

10:20-

抵達大館能代機場

(15分鐘)

(搭乘巴士)大館能代機場→餐廳

11:00-12:00

在鷹巢享用午餐
(搭乘巴士)餐廳→伊勢堂岱遺跡

12:00-12:30

參觀伊勢堂岱繩紋&遺跡

12:30 -14:30

第2天

*有嚮導陪同（有日語和英語對應）
*冬季（11~4月）期間無法參觀

14:30 -16:00

(搭乘巴士)伊勢堂岱繩紋館→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16:00 -17:00

抵達Matagi之湯

17:00 -18:00

參觀Matagi資料館

18:00 -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寝

7:00 -8:00

早餐

8:00 -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9:00 -12:00

與獵人一起健行 (①*)

12:00 -13:00

午餐 (②*)

13:30 -14:30

自由活動時間

14:30 -15:30

參觀熊熊園

17:00 -18:00

抵達Matagi之湯、自由活動時間

18:00 -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寝

7:00 -8:00

早餐

8:00 -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9:00-

前往下個目的地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嚮導導覽（日語）
*語音導覽（日語和英語）

①*登山嚮導：Matagi(獵人)
*登山路徑為初階者用的路線。
*路線會經過熊留下的足跡與狩獵場。

第3天

②*秋、冬季可以在野外料理烤米棒鍋。
*春、夏季會在Matagi之湯用餐。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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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勢堂岱繩紋館

北秋田 地區

伊勢堂岱遺跡是繩紋時代所留下的遺跡群，且有希望在
2021年被登錄為世界遺產。
繩紋時代後期（約為4,000年前）這裡曾是大規模的祭祀用

写真

場所。以及被發掘出環狀排列的石柱或是有秩序被排列的
石頭遺跡、掘立柱建築的遺跡、土壙墓等等多數的祭祀、
祈禱用的設施。
就設置在附近的伊勢堂岱繩紋館，館內展示著從伊勢堂岱
遺跡中挖掘出將近300件以上的陶土人偶和陶土器具等。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2個小時)
伊勢堂岱繩紋館
〒018-3454 秋田縣北秋田市脇神 字小之田
中田1001

(集合地點)

①參觀伊勢堂岱繩紋館
②參觀伊勢堂岱遺跡

(參觀)

伊勢堂岱繩紋館
〒018-3454 秋田縣北秋田市脇神 字小之田
中田1001

(解散地點)

個人:免費

費用

個人:免費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冬季（11~4月）期間無法參觀遺跡

有英語對應

嚮導的部分需要預約(於7天前)

其他
【休館日】12/29~1/3和星期一（若星期一為國定假日
時，則照常營業，隔天休館。）
【開館時間】9:00~17:00
【官網(有多種語言版本)】https://
www.city.kitaakita.akita.jp/isedotai/museum

*對應語言：日語和英語。

與我們聯繫

伊勢堂岱繩紋館
電話:0186-84-8710
地址:秋田縣北秋田市脇神 字小之田中田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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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湯環狀列石、大湯Stone Circle館

這裡是可以充實更多關於繩紋時代後期（約4,000年
前）的遺跡「大湯環狀列石」知識的地方。
遺跡和博物館相互鄰接，博物館中有著從大湯環狀列石

写真

遺跡中出土的展示品和相關資訊，還有畫廊，在這裡可
以盡情地感受繩紋時代的歷史。若有事前預約，我們可
以替您安排嚮導的導覽（日語）。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2個小時)
大湯Stone Circle館

(集合地點)

〒018-5421 秋田縣鹿角市十和田大湯萬座45

(參觀)

①參觀大湯Stone Circle館（博物館）
②參觀大湯環狀列石遺跡

(解散地點)

大湯Stone Circle館)

費用

個人:成人320日圓/1名

小孩110日圓/1名

團體（20名以上）:成人25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小孩90日圓/1名

無口譯人員
團體需要提前預約(於7天前)
嚮導的部分需要預約(於7天前) *對應語言：僅有日語。

其他

【開館時間】[4月 ~ 10月] 9:00~18:00 [11月 ~ 3月] 9:00~16:00
【休館日】[4月 ~ 10月] 無休館日

[11月 ~ 3月] 星期一（星期一為國定假日時，其隔天為休館日）

【官網(有多種語言版本)】https://www.city.kazuno.akita.jp/kanko_bunka_sports/bunkazai/7/5593.html

與我們聯繫

大湯Stone Circle館
電話::0186-37-3822
地址:秋田縣鹿角市十和田大湯萬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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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秋田市熊熊園

北秋田 地區

2014年，這裡在改裝之後，作為熊熊園重新開張了。
熊熊園是放眼世界也稱得上是稀奇的熊動物園，這裡

写真

就只飼育兩種熊，月輪熊和棕熊。
這裡不僅可以與小熊親近，也可以體驗餵食月輪熊。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1個小時)
(集合地點)

北秋田市熊熊園
〒 018-4731
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陳場1-39

(參觀)

・參觀月輪舍（月輪熊區）

＊內容會隨著參觀時間或季節不同

・參觀棕熊舍（棕熊區）

而有所變更。

・與小熊的親近體驗
・熊的餵食體驗

(解散地點)

費用

北秋田市熊熊園

個人:成人700日圓/1名

小孩200日圓/1名

團體:成人600日圓/1名（15名以上）小孩20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其他

無口譯人員

【開館期間】4月下旬 〜 11月上旬（※詳情請參考官網）
【開館時間】9:00~16:00
【官網(有多種語言版本)】http://hahaha.akita.jp/wp/kumakuma/

與我們聯繫

北秋田市熊熊園
電話：018-684-2626
地址： 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陳場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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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秋田 地區

獵人（原文Matagi，又稱為叉鬼。）們與大自然共存
著，認為動物們是來自山的賞賜而進行狩獵。
所獲的糧食會均分給有參與狩獵的人帶回去，這是對於
獵人們來說非常珍貴的糧食。守護愛惜大自然，與大自
然一起生存下去，這是獵人們從古至今不變的日常。在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這裡，可以體驗獵人們的生活。
與獵人們一起去山中健行，甚至可以步行到實際的狩獵
場附近。獵人們也會與我們分享豐富的山中知識，像是
熊的足跡或是各式各樣的植物等等。

写真

體驗流程(1〜5個小時)
(集合地點)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018-4731
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仙北渡道上ミ（mi） 67

(體驗)

【Mataji(獵人)的故事1小時方案】

【與Matagi(獵人)一起健行3小時方案】
*請攜帶能補充水分的飲料或水和穿著便於活動的衣服
*費用包含長靴的租借

・與Matagi的談話&參觀資料館
①Matagi的習俗
②狩獵的方式
③熊的生活型態
【與Matagi(獵人)一起健行3小時方案】
①參觀Matagi的狩獵場所
②到瀑布健行

【與Matagi(獵人)一起健行3小時+野外煮火鍋方案】
所需時間 3個小時+1個小時（午餐）
*期間限定(9月~3月)
*請攜帶能補充水分的飲料或水和穿著便於活動的衣服
*費用包含長靴的租借

【與Matagi(獵人)一起健行3小時+野外煮火鍋方案】
①參觀Matagi的狩獵場所
②野外的烤米棒鍋午餐
(解散地點)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018-4731
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仙北渡道上ミ（mi） 67

費用

關於口譯人員

【Mataji(獵人)的故事1小時方案】

需要預約（於7天前）

基本費用:7,000日圓（含稅）人數每增加1名:600日圓（含稅）

關於預約

*與Matagi談話&參觀資料館

無口譯人員

【與Matagi(獵人)一起健行3小時方案】
基本費用:13,000日圓（含稅）人數每增加1名:1,000日圓（含稅）
*包含獵人的嚮導、租借長靴和保險的費用

【官網(日語)】

【與Matagi(獵人)一起健行3小時+野外煮火鍋方案】
基本費用:14,000日圓（含稅）人數每增加1名

其他
http://www.mataginoyu.com/gakkou.html

:2,000日圓（含稅）

*包含獵人的嚮導、租借長靴、午餐（烤米棒鍋）和保險的費用

與我們聯繫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電話：018-684-2612
地址：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仙北渡道上ミ（mi）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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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獵人（Matagi）們與大自然共存著，認為動物們是來自
山的賞賜而進行狩獵。
所獲的糧食會均分給有參與狩獵的人帶回去，這是對於獵
人們來說非常珍貴的糧食。
守護愛惜大自然，與大自然一起生存下去，這是獵人們從
古至今不變的日常。
在打當溫泉Matagi之湯這裡，可以體驗獵人們的生活。
與獵人們一起去山中健行，甚至可以步行到實際的狩獵場
附近。獵人們也會與我們分享豐富的山中知識，像是熊的
足跡或是各式各樣的植物等等。

写真

體驗流程(住宿)
(集合地點)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018-4731
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仙北渡道上ミ（mi） 67

(住宿)

(解散地點)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費用

*會隨著預約的時間價格也跟著變動

小孩:10,000日圓（含稅）〜

*小孩：未滿13歲

無口譯人員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其他

成人:12,100日圓（含稅）〜

需要預約
【官網(日語)】http://www.mataginoyu.com/

與我們聯繫

打當溫泉Matagi之湯
電話：018-684-2612
地址： 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打當字仙北渡道上ミ（mi）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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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體驗內容

叉鬼山刀（參觀、購買）
在秋田縣阿仁地區的西根打刃物製作所中，販賣著「叉鬼山刀」，是Matagi（獵人）所使用的刀具。此處除了是
店鋪之外也是工房，也可以在這裡看到叉鬼山刀的製作現場。
【營業時間】請與我們聯繫
【口譯人員】無
【地

址】秋田縣北秋田市阿仁荒瀨字樋之澤75-5

【電

話】0186-82-2207

秋田內陸線
秋田縣內陸地區的在地鐵路，行駛於角館車站〜鷹巢車站之間。因內陸線行駛在農村和山間地帶，可以從車窗眺
望大自然的美景，而變得非常有人氣。隨著四季的遷移，能夠觀賞到不同的美景。

【行駛區間】角館車站〜鷹巢車站（94.2km）
【費

用】隨著利用的區間更動（最長區間為 1,700日圓）

【團體費用】10%OFF *8名以上，需要預約(於5天前)
【官網(多種語言對應)】https://www.akita-nairiku.com/

Akita Eco Town Center
在秋田縣的北部地區，這裡的人們利用自然環境、傳統祭典和溫泉等在地資源和特色，以開發出令人放鬆、健康和體驗為核
心的魅力地區為目標。特別是環境相關的產業也作為觀光商品被開發，在這裡可以參觀如何將社會的資源以永續經營的方式
被開發。無論是秋田縣的高山歷史、自然環境或是資源再利用技術等等，將會隨同嚮導造訪各個設施和地區，以及會替我們
解說永續經營的社區營造。
【營業時間】9:00~16:00
【費用】免费
【公休日】星期一
【地址】秋田縣小坂町小坂鑛山字古館9-3
【電話】018-629-3100
【關於口譯人員】無口譯人員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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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生活

江戶時代作為城下町而繁榮的角館，還有個有名的稱呼為「陸奧小京都」。在
僅有約半徑2km的範圍內，有多數的武家屋敷和傳統的建築被留存下來。為了
感受日本傳統風情的街道樣貌，不僅日本人也有許多外國觀光客前來造訪，是
非常受歡迎的觀光勝地。不僅可以參觀武家屋敷，還有武士們所留下來的傳統
工藝品「樺手工藝」和製造味噌、醬油和日本酒的傳統倉庫，是非常值得花上
一天遊玩的地方。

精選體驗之一：
樺手工藝體驗
樺手工藝於18世紀末時傳進角館，當時作為下級武士
的兼職工作而廣傳開來。所使用的材料為櫻花樹，並
非賞櫻用的櫻花樹，而是取用在山中野生的山櫻花的
樹皮，來製作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體驗的內容可以
選擇製作杯墊或是牆壁掛飾等等。製作的步驟雖是簡
單，但所使用的器具會加熱過請務必小心使用。若是
團體的客人，會建議有口譯人員陪伴同行。

精選體驗之二：
傳統製酒倉庫「秀良」
統治著秋田地區的秋田藩主佐竹公曾經賜予這樣的美語
「秀而良」，因此便將此酒命名為「秀良」，這是傳統
製酒倉庫「鈴木酒造」的特色之酒。為了能夠與在地的
飲食文化互相共鳴而釀造出來的日本酒，被無論是在地
人或是地域外的人們所愛著。到了現在也依舊可以看到
維持著當時的樣貌被保存下來的釀酒倉庫，不僅可以參
觀內部也可以一邊享用當地的食材所做的午餐一邊品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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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武士的生活」
鈴木酒造~角館武家屋敷~乳頭溫泉湯治(3天2夜的個人旅行)
・能夠更深入的體驗「武士的真實生活」。
・參觀傳統釀酒倉庫同時也能享受在地的美食文化。
・個人旅行的旅客也可以親自搭車前往。

第1天

上午

移動時間

14:07

抵達田澤湖車站(JR)

14:20

從田澤湖車站出發(羽後交通：乳頭線)

14:54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

*預計入住鶴之湯的旅客們，會有接駁車停在Alpa

15:08

乳頭溫泉

Komakusa(露天溫泉)。

(參考)Komachi 21號(往秋田)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早餐

第2天
8:50

乳頭溫泉

9:04

Alpa Komakusa(露天温泉)

9:38

田澤湖車站前

10:26

田澤湖車站

10:39

角館車站

(15分鐘)

角館車站→鈴木酒造(搭乘計程車)

【其他的體驗內容】

11:00-12:00

參觀鈴木酒造

・穿著和服在武家屋敷漫步

12:00-13:00

鈴木酒造午餐

・體驗製作樺手工藝品

(15分鐘)

鈴木酒造→武家屋敷(搭乘計程車)

13:30-15:00

角管武家屋敷的導覽

(20分鐘)

武家屋敷→角館車站(徒步)

15:51

從角館車站出發

16:05

抵達田澤湖車站

16:35

從田澤湖車站出發

17:09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

17:23

乳頭溫泉

Komachi 5號

・人力車
等等，可以變更體驗內容。

Komachi 34號
羽後交通：乳頭線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第3天

早餐
8:50

乳頭溫泉

9:04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

9:38

田澤湖車站前

10:26

田澤湖車站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前往下個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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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館 地區
教育

穿上和服漫步在武家屋敷的街道上
・非常推薦給學生團體或者年輕朋友們。
・是可以穿上和服體驗在武家屋敷時光的方案。
・住宿非常推薦仙北市區內的農家民宿，也接受團體旅客的預約。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①*巴士會停在鈴木酒造的倉庫前
09:00-

抵達秋田機場

(90分鐘)

秋田機場→鈴木酒造(搭乘巴士) (①*)

②*解說何為秋田的「發酵」文化

11:00-12:00

【發酵文化】參觀鈴木酒造 (②*)

*有日語或英語的解說對應

12:00-13:00

鈴木酒造午餐 (③*)

(60-90分鐘)

鈴木酒造→農家民宿 (④*)

14:00-15:00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15:00-18:00

【農山村生活】農活體驗和料理晚餐 (⑤*)

農家民宿的主人）

18:00-19:00

【農山村生活】晚餐

*前往各自的農家民宿

19: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7:00-8:00

早餐

8:00-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60-90分鐘)

農家民宿→角館(搭乘巴士)

①＊依參加人數，總共花費的時間會有所更動

10:00-11:30

【武士的生活】穿著和服 (①*)

＊穿和服的時間1個人約30分鐘

12:00-13:00

【武士的生活】午餐(食彩館) (②*)

②＊食彩館是可容納多人數的餐廳

13:00-14:30

【武士的生活】角管武家屋敷的導覽 (③*)

14:30-15:30

自由活動時間

③＊可追加或是變更為樺手工藝的體驗
＊可拍攝團體照

15:30-16:00

歸還和服

(60-90分鐘)

角館武家屋敷→農家民宿(搭乘巴士)

17:00-18:30

自由活動時間

18:30-19:30

晚餐

19:3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7:00-8:00

早餐

8:00-9:00

自由活動時間、盥洗準備

9:00-

前往下個目的地(搭乘巴士)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未成年的參加者我們會提供「粕汁」（一種加
入酒粕料理的湯）
③*會提供發酵食品的餐點
④*會在仙北市區內舉辦入村典禮（將介紹

⑤*農活體驗內容會依季節而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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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館 地區

參觀角館武家屋敷

主要的武家屋敷道路上有多數可以實際參觀內部樣貌的屋敷存在。有收費的兩間屋敷則展示了許多當時的生活用
品以及古董，非常值得一看。光是參觀就需要花上約1個小時，也推薦可以另外聘用解說嚮導，能夠更進一步的
了解武家屋敷。

武家屋敷資訊

写真

写真

青柳家

石黑家

單人費用

500日圓(成人) 300日圓(國中生、高中生)
200日圓(小孩)

單人費用

400日圓(成人) 200日圓(小孩)

團體費用

450日圓/1名(成人) 250日圓/1名(國中生、高中生)
150日圓/1名(小孩) ＊20名以上

團體費用

300日圓/1名(成人) 150日圓/1名(小孩) ＊20名以上

30分鐘~

建議停留時間

開放時間

建議停留時間

09:00-17:00(夏季)
09:00-16:30(冬季)

＊園區內有咖啡廳。

開放時間

20分鐘
09:00-17:00

＊在屋敷中有日語的導覽。

＊有英文、中文和韓文的介紹手冊。
＊此處的屋敷占地頗大、園區內也有咖啡廳，與其他的武家
屋敷相比，建議可以規劃較長的停留時間。

其他
上述之外

舊石黑家、小野崎家、河原田家、岩橋家、松本家和小野田家等免費開放給旅客參觀的武家屋敷也聚集在這附

近。

【青柳家官網(有多種語言版本)】http://www.samuraiworld.com/
【其他的武家屋敷網站(日語)】https://tazawako-kakunodate.com/ja/category/visit/bukeyasiki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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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館 地區

角館的和服體驗

在和服之旅Shanari的店舖中，共有40幾種色彩豐富和
設計典雅的和服供客人挑選。就算是講究的客人，想必

写真

也能挑選到想穿看看的和服。若是團體旅客請於1個月
之前預約。我們也有準備傳統的日本新娘禮服，像是白
無垢和黑振袖等等。另外我們也有提供小孩以及男性用
的和服。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2個小時~一整天)

集合地點

〒014-0318 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中町25
「Tatetsu家」 (從JR角館車站徒步15分鐘)
所需時間

換上和服

①挑選和服
②換裝

30分鐘/1個人

*依參加人數而定，可能會有無法挑選自己喜歡
的和服的情況。
*依參加人數而定，大家替換完和服的時間可能
會有所更動。請於預約的時候向我們詢問。
*替換下來的衣服可以寄放在「Tatetsu家」。

和服可租借的時間為10:00-16:30。

漫步角館

歸還

費用

個人:5,000日圓 (含稅)/1名 ※小學生：4,000日圓/1名
團體:5,000日圓 (含稅)/1名 ※小學生：4,000日圓/1名

人數上限為30名

新娘裝扮:25,000日圓〜(含稅)/1名

關於口譯人員

個人：需要預約(於7天前)
團體：需要預約(於1個月前) ＊預約時請告知性別和身高等資訊。

關於預約

無口譯人員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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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手工藝體驗

角館 地區

樺手工藝於18世紀末時傳進角館，當時作為下級武士的
兼職工作而廣傳開來。所使用的材料為櫻花樹，並非賞櫻
用的櫻花樹，而是取用在山中野生的山櫻花的樹皮，來製
作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體驗的內容可以選擇製作杯墊或
是牆壁掛飾等等。製作的步驟雖是簡單，但所使用的器具
會加熱過請務必小心使用。若是團體的客人，會建議有口
譯人員陪伴同行。

體驗流程(1〜1.5個小時)
集合地點

角館

*會依照人數而更動集合地點，詳細情況請與我
們聯繫。

體驗

所需時間約1個小時

①挑選圖案
②裁切櫻花樹皮
③將樹皮與底座接合

＊會使用加熱過的器具進行體驗，具有危險
性。請務必遵從嚮導的指示進行操作。
＊我們會提供圖案範本。
＊也可以自行設計想要的圖案。
＊有2種底座可挑選。

完成

費用

等風乾之後就完成了。

個人: 1人：5,000日圓/1名
2人：2,500日圓/1名

團體:1,800日圓/1名
5名以上

3人：2,300日圓/1名
4人：2,00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其他

無口譯人員
需要預約(於10天前)*於2天前取消時，將收取取消預約手續費。
【體驗時間】全年(不包含年尾年初) 09:00-17:00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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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館武家屋敷的解說嚮導

角館 地區

由地區的歷史嚮導來為您導覽武家屋敷。僅是用眼睛觀察卻無
法理解的部分，可以透過嚮導的介紹更加深入理解武家屋敷的

写真

歷史以及當時的生活文化等等。路線分為內町(武家屋敷主要
分布的地區)和外町(武家屋敷外圍町人所住的街道)，共2種。
口譯人員並非常駐在此，建議有口譯人員陪伴同行。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90分鐘)
集合地點

①內町和武家屋敷路線
〒014-0331 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表町下丁10

＊請留意內町和外町的集合
地點並不相同。

②外町和町人町路線
〒014-0311 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田町上丁23
導覽

①內町和武家屋敷路線
能夠依照客人所需求的時間(最長90分鐘)，訪問1~2間的武家屋敷，
會詳細解說武士的生活。
②外町和町人町路線
此路線會為您介紹住在武家屋敷外側的町人們的生活文化。哪邊是製

＊在導覽的過程，如進入需要收
費的武家屋敷，其費用則不包含
在導覽費用中。
＊若為團體旅客，如果想縮短導
覽時間，可以提前告知我們。

作味噌的倉庫、哪邊又是和服屋等等，嚮導會向您說明當時的日常風
景。
解散

①內町和武家屋敷路線
〒014-0331 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表町下丁10
②外町和町人町路線
〒014-0311 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田町上丁23

費用

1〜5名／2,000日圓

關於口譯人員

無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完全預約制。

6〜10名／3,000日圓
11〜15名／5,000日圓
16〜20名／6,000日圓

請務必於3天之前向我們預約。

21〜25名／8,000日圓
26〜30名／9,000日圓
31〜35名／11,000日圓

其他

【官網(日語)】http://kakunodate-annai.jp/

36〜40名／12,000日圓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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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酒造

角館 地區

統治著秋田地區的秋田藩主佐竹公曾經賜予這樣的美語「秀
而良」，因此便將此酒命名為「秀良」，這是傳統製酒倉庫
「鈴木酒造」的特色之酒。為了能夠與在地的飲食文化互相
共鳴而釀造出來的日本酒，被無論是在地人或是地域外的人
們所愛著。到了現在也依舊可以看到維持著當時的樣貌被保
存下來的釀酒倉庫，不僅可以參觀內部也可以一邊享用當地
的食材所做的午餐一邊品酒。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1個小時)
*個人：可以替您安排計程車
集合地點

參觀館內

鈴木酒造

*團體：有提供觀光巴士停車空間

①解說如何釀造日本酒(約30分鐘)
②試飲體驗(會提供給未成年粕汁or甜酒)

*個人：可以替您安排計程車
解散地點

其他體驗
費用

*團體：有提供觀光巴士停車空間

鈴木酒造

鈴木酒造午餐:為您提供用在地當季的食材所做成的料理。

個人:3,000日圓/1名 ・參觀傳統釀酒倉庫
團體:3,000日圓/1名 ・午餐
・乾杯的日本酒(未成年我
們有另外準備其他飲品)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其他
【官網(英語)】https://www.hideyoshi.co.jp/
en/company-info
【體驗時間】全年(不包含年尾年初)
09:00-12:00 13:00-16:00

有英語口譯對應
僅有參觀：可於當天預約
若要包含用餐：請於7天前預約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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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安藤釀造倉＆體驗製作原創醬油瓶

角館 地區

於嘉永6年(西元1853年)創業以來，安藤釀造秉持著無添
加、且用天然釀造的方法來製作味噌和醬油等商品，是知名

写真

的老店。此項體驗會由員工帶領我們參觀總店的藏座敷和備
料的倉庫等等，並且為我們解說安藤釀造的長年堅持與美味
的秘訣。最後參加者可以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原創醬油瓶，
作為禮物帶回家。

體驗流程(50分鐘〜1小時)

體驗內容

參觀安藤釀造總店藏座敷（10分鐘）

全年都可參加體驗

→ 參觀備料倉庫（15分鐘）
→ 醬油、味噌湯試吃（15分鐘）
→ 體驗製作原創的醬油瓶（10分鐘）
※在等待醬油瓶完成的同時，歡迎參觀購買店
鋪內的商品。

費用

個人（2〜10名）:1,500日圓/1名
團體（11〜30名）:1,50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當天體驗時並無口譯人員。但事前的導覽、交通方式和體驗內容的安排，上述日語以外的對
應可能。當天參觀釀造倉時，會使用事先準備的簡單英語介紹和翻譯軟體等進行導覽。

個人：請於體驗日的7天前預約（從體驗日的前一天算起，2天前以後的取消則需要負擔手續費）
團體：請於體驗日的1個月前預約（從體驗日的前一天算起，13天前以後的取消則需要負擔手續費）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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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農家民宿

角館 地區

想感受秋田的自然與文化，想與在地的人們接觸，想體驗
農業或是鄉村的生活，又或是想遠離都市好好休息一番等

写真

等，對於擁有這些旅行目的的人來說，農家民宿想必是最
適切的選擇。一起和民宿主人做鄉土料理、或是配合季節
摘採山菜或香菇，是可以感受到人情溫暖的旅程。就像耕
田一般，讓緊繃的身體好好放鬆，像肥沃的大地一樣，透
過秋田這塊土地讓身心靈吸收滿滿的養分吧！

费用

個人:8,000日圓〜10,000日圓／1名
團體:8,000日圓〜10,000日圓／1名

其他體驗內容

製作味噌烤米棒、烤披薩體驗、製作麻糬甜點等等（2,000日圓〜／1名）

可容納人數

各家民宿能容納的人數不同，我們會盡量依參加人數與旅客的需求來分配民宿。

交通
關於口譯人員

有大眾交通運輸的指南。可以接送到最近的車站和公車站。

個人：無口譯人員
團體：一部分有口譯人員
*入村典禮與離村典禮進行時，日語以外的口譯對應可能。在這之後前往各自要入住的農家民宿
時，與個人旅客一樣，僅有旅客和民宿主人而已。

關於預約

其他

個人：需要預約(於7天前)
*取消預約手續費：從入住前一天開始算起，2天前以後的取消則需要負擔手續費。
團體：需要預約(於1個月前)
*取消預約手續費：從入住前一天開始算起，13天前以後的取消則需要負擔手續費。

【官網(日語)】https://semboku-gt.jp/stay/
【官網(英語)】https://semboku-gt.jp/en/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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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家民宿體驗

角館 地區

写真

體驗流程(2個小時)

用秋田美味的稻米「秋田小町米」、蔬菜和在秋田縣產
的雞肉所製作的鄉土料理「烤米棒鍋」，其料理體驗可
說是非常有人氣。
在下雪的寒冷季節中，和農家民宿的媽媽們一起來料理
讓身心都暖和的烤米棒鍋，歡迎來感受真實的鄉村生活
與交流。

各農家民宿〜料理體驗〜結束（共計2小時）
→到主要車站之間需要接送的旅客，煩請使用計程車。

費用

個人（4〜6名）:2,500日圓／1名
團體（7名〜）:2,500日圓／1名
（對於住宿的分配、或是強烈希望住在同一處民宿的旅客，煩請與我們商量。）

關於口譯人員 無口譯人員
*事前的導覽、交通方式和體驗內容的安排，上述日語以外的對應可能。
*一部分的體驗內容可能會使用翻譯軟體等

關於預約

個人：需要預約(於7天前)
*取消預約手續費：從入住前一天開始算起，2天前以後的取消則需要負擔手續費。
團體：需要預約(於1個月前)
*取消預約手續費：從入住前一天開始算起，13天前以後的取消則需要負擔手續費。

其他

【官網(日語)】https://semboku-gt.jp/stay/
【官網(英語)】https://semboku-gt.jp/en/

與我們聯繫
(一社)仙北市農山村體驗協議會
信箱：info@semboku-gt.jp
電話：0187-43-2277
地址：仙北市角館町中菅澤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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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里山留學(日語研修、實習)

「里山」是指人與大自然共存的聚落。居住地雖經過人為的開墾，卻是連接大自
然的生物與生活在此的人們與大自然的場所。位於秋田縣的縣南地域的里山，這
裡接納來自於海外的人們。尤其學生的參加者特別的多，可以透過長期的寄宿，
來體驗真實的里山生活。

精選體驗：
守護傳統製法的味噌、醬油釀造倉「石孫本店」

創業超過160年以上，如今依舊遵守著傳統的製法來天然釀造味噌和醬油，是秋田縣內屈指可數的味噌、醬油釀造
倉。從如何釀造味噌和醬油的步驟開始，到發酵室和熟成倉的木桶，以及所使用的傳統的工具等等，工作人員會一
一解說。同時會附上非賣品的200g的醬油粕（附食譜）作為伴手禮讓旅客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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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教育

里山留學-體驗日本的農村生活-

・可以長期滯留的文化交流與日語研修計畫。
・包含農家民宿有許多的寄宿家庭。可以容納約30名的參加者。
・可以訪問小學等教育機關。

第1天

第2天~
最長可至10天

上午

抵達秋田機場

(90分鐘)

秋田機場→羽後町道路休息站(搭乘巴士)

*入學導覽

11:00

入學典禮

*來自羽後町公所的問候

12:00-13:00

午餐聚會@道路休息站

(30分鐘)

道路休息站→田代村(搭乘巴士)

13:30-16:00

農業體驗

16:00-19:00

體驗製作農家的晚餐

(5-20分鐘)

各自前往在田代村內的寄宿家庭(接送)

19:00-

自由活動時間、就寢

*寄宿家庭的介紹
*寄宿家庭與相關人員也會一同參加
*會依季節內容有所更動

由日語老師指導參加者日語

日語研修

*各式各樣的體驗內容可以依參
加者需求做調整。

小學訪問

訪問羽後町中的小學和午餐合菜等體驗

參觀傳統產業

參觀、體驗附近的味噌、醬油釀造倉和釀酒倉等

2星期的里山留學行程表。

體驗西馬音內盆踊

羽後町的傳統西馬音內盆踊體驗

*我們也有提供實習的計畫內

體驗製作西馬音內蕎麥麵

製作羽後町在地的蕎麥麵體驗

*請參考到目前為止實施過為期

容。詳情歡迎與我們諮詢。

最後一天

上午

畢業典禮

中午

午餐聚會

下午

羽後町道路休息站→秋田機場(搭乘巴士)

*參加者演說
*頒予畢業證明書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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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西馬音內盆踊體驗

日本三大盆踊之一的西馬音內盆踊，會在每年夏季的盂

写真

蘭盆節時盛大的舉行。本項體驗會由已有數十年盆踊經
驗的舞者們親自教導參加者，到目前為止也指導過許多
從海外來的參加者。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約1.5個小時)

集合地點

體驗盆踊

費用

西馬音內盆踊會館

①關於西馬音內盆踊的解說(約10分鐘)
②盆踊教學(約1小時)
③在舞台展現盆踊成果(約10分鐘)

個人:3,000日圓/1名
團體:3,00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無口譯人員

需要預約（於7天前）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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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製作蕎麥麵體驗

羽後町自古以來就存在著許多的蕎麥麵店，其中以使用
海蘿來製作的西馬音內蕎麥麵而聞名。從2021年開
始，位於羽後町中心地區的道路休息站，這裡將會有新
的設施「蕎麥麵製作的體驗道場」開始營業。旅客將可
以隨時前來體驗製作蕎麥麵。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為1.5~2個小時)

農活體驗

羽後町道路休息站「端縫的故鄉」

體驗内容

①關於西馬音內蕎麥麵的解說(10分鐘)
②體驗製作西馬音內蕎麥麵(1小時)
③用餐(30-50分鐘)

費用

個人:
團體: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無口譯人員

需要預約（於7天前）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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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里山廚房

田代村位於羽後町的山中地區，無論是有許多茅葺屋頂
的民家被保存下來，還是遵循著古法的稻米種植，這裡
是保有日本原風景的里山。以茅葺屋的農家民宿「格
山」為中心，我們將會在這裡進行農家體驗和製作農家
的餐點等等。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為約1.5個小時)
農活體驗

①09:00-10:00
②14:00-15:00
＊會依季節，體驗內容有所變更。

製作農家的
餐點

①10:00-13:00
②15:00-18:00
＊山菜或是在地蔬菜的天婦羅、味噌湯、燉菜和三角飯
糰等等，這些基本的日本家庭料理我們將會使用在地的
蔬菜一起來料理。

費用

個人:3,000日圓/1名(2~9名)
團體:2,5000日圓/1名(10名以上)
可追加的體驗內容：
10,000日圓/團體：搗麻糬大會
15,000日圓/團體：西馬音內蕎麥麵製作體驗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有英語口譯對應

需要預約（於7天前）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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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參觀味噌、醬油釀造倉(石孫本店)

創業超過160年以上，如今依舊遵守著傳統的製法來天然
釀造味噌和醬油，是秋田縣內屈指可數的味噌、醬油釀造
倉。從如何釀造味噌和醬油的步驟開始，到發酵室和熟成
倉的木桶，以及所使用的傳統的工具等等，工作人員會一
一解說。同時會附上非賣品的200g的醬油粕（附食譜）作
為伴手禮讓旅客帶回家。

體驗流程(基本方案約30分鐘)
集合地點

石孫本店
〒012-0801 秋田縣湯澤市岩崎岩崎１６２

導覽

介紹味噌和醬油的釀造過程(約30分鐘)

費用
個人:1,00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無口譯人員

*有大人陪同的小學以下的孩童或是65歲以上的旅客為免費
團體:1,000日圓/1名
*有大人陪同的小學以下的孩童或是65歲以上的旅客為免費

關於預約
需要預約（於7天前）

其他體驗內容
壓榨醬油體驗

製作味噌球體驗

費用：2,000日圓/1名

費用：1,500日圓/1名

人數：1次最多6名

人數：1次最多10名

時間：60分鐘

時間：60分鐘

壓榨熟成後將成為醬油的原料，之後並不經過加熱殺菌的步

僅是在碗中或是馬克杯中加入熱水和「味噌球」，就能夠完成

驟，直接將無添加的醬油裝入瓶中，裝瓶後的醬油(160ｍｌ)

有料的味噌湯。可以做出獨自的配方、或是增添可愛的裝飾變

可以帶走。也可以在瓶身貼上自創的標籤。壓榨過所剩的醬油

成色彩繽紛的禮物也行，此體驗一共可以製作5個味噌球。製作

粕，我們會附上如何使用醬油粕的食譜。

完成之後可以將成品帶走。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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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農家民宿(格山)

田代村位於羽後町的山中地區，無論是有許多茅葺屋頂
的民家被保存下來，還是遵循著古法的稻米種植，這裡

写真

是保有日本原風景的里山。而位在田代的茅葺屋「格
山」是整間出租式的農家民宿。在Airbnb被選為超讚
房東，已有許多海外的旅客來訪過。

費用

個人、團體
住宿：1,5000日圓/團體
晚餐：2,3000日圓/1名
早餐：800日圓/1名

關於口譯人員

有英語口譯對應
*到目前為止對應過許多海外旅客。

關於預約

其他

需要預約（於3天前）

【官網(英文)】https://kakuzan.ugotown.com/en/
【官網(中文繁體)】https://kakuzan.ugotown.com/tc/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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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澤、羽後 地區

寄宿農家民宿(阿專)

田代村位於羽後町的山中地區，無論是有許多茅葺屋頂
的民家被保存下來，還是遵循著古法的稻米種植，這裡

写真

是保有日本原風景的里山。農家民宿「阿專」同時也是
古民家，民宿主人保留了其古早風情，在這裡經營著咖
啡店和民宿。有著寬闊的房間可以在這裡盡情地放鬆。

費用

個人、團體
住宿附晚餐、早餐：10,000日圓/1名
住宿附晚餐：8,000日圓/1名
住宿附早餐：7,000日圓/1名
純住宿：5,500日圓/1名
其他：10月~4月期間作為暖爐費用會多收500日圓
其他：到小學為止的孩童，其住宿費用可折1,300日圓

關於口譯人員

關於預約

其他

無口譯人員

需要預約（於7天前）

【官網(日語)】https://asen-abe.wixsite.com/asen/stay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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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暢遊秋田」
悠遊世界遺產和溫泉旅館的六天之旅
・參觀秋田縣引以為傲的三處世界遺產。
・住宿為代表秋田縣的溫泉旅館，可以品嚐到山菜和火鍋等等的鄉土料理。
・就算是計畫個人旅行的旅客們，也可以自行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前往。

第1天

10:00-

抵達秋田機場、秋田車站

10:14-11:10

秋田市→男鹿市（搭乘電車）

11:30-12:30

在道路休息站OGA享用午餐

*道路休息站OGA：在男鹿車站附近

*會解說秋田的「生剝鬼文化」

13:30-13:55

男鹿車站→真山地區(生剝鬼接駁車）

14:00-15:00

參觀生剝鬼館＆傳承館

15:15-15:30

真山地區→男鹿溫泉鄉(生剝鬼接駁車）

16:00-17:00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18:00-19:00

晚餐

20:30-21:30

觀賞生剝鬼太鼓表演

21:30-

自由活動時間

07:00-08:00

早餐

08:00-08:30

自由活動時間

9:10-9:25

男鹿溫泉鄉→男鹿車站(生剝鬼接駁車）

9:30-12:30

「橫跨三山」健行

12:45-13:15

真山地區→男鹿車站(生剝鬼接駁車）

13:45-14:45

男鹿車站→秋田車站(搭乘電車)

15:19-16:38

秋田車站→能代車站(搭乘電車)

(10分鐘)

能代車站→旅館（搭乘計程車）

16:30-17:30

辦理入住和自由活動時間

*住宿：能代市內商務旅館

18:00-

尋訪居酒屋

*尋訪能代市柳町內的居酒屋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盥洗準備和自由活動時間

(15分鐘)

旅館→能代車站（搭乘計程車）

(30分鐘)

能代車站→秋田白神車站（搭乘電車）

10:00-12:00

白神山地健行

12:00-13:00

午餐：Hatahata館

13:00-13:40

溫泉：Hatahata館

13:56-15:06

秋田白神車站→鷹巢車站（搭乘電車）

*體驗生剝鬼儀式
*他國語言對應：平板電腦（英語、中文）
*關於生剝鬼與生活文化的解說
*體驗生活文化的方案

男鹿地區

第2天

第3天
白神地區

*會有嚮導陪同（有英語對應）

*搭乘計程車前往登山口

P53

北秋田地區

第4天

16:28-18:03

鷹巢車站→阿仁Matagi車站(秋田內陸線)

(10分鐘)

阿仁Matagi車站→打當溫泉Matagi之湯(接送)

18:00-

辦理入住

18:00-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

07:00-08:00

早餐

08:00-09:00

自由活動時間

09:00-12:00

與獵人一起健行(①*)

12:00-13:00

午餐

(②*)

14:15-15:10

阿仁Matagi車站→角館車站(秋田內陸線)

15:51-16:05

角館車站→田澤湖車站(新幹線)

16:35-

從田澤湖車站出發(路線巴士)

17:09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路線巴士)

17:23

乳頭溫泉(路線巴士)

*Matagi之湯的接送巴士

①*登山嚮導：Matagi(獵人)
*登山路徑為初階者用的路線。
*健行中，獵人會一邊向我們說明哪些是熊
的足跡、哪邊又是狩獵的場地等等。
②*秋、冬季可以在野外料理烤米棒鍋。
*春、夏季會在Matagi之湯用餐。

Komachi 34號
羽後交通：乳頭線
*預計入住鶴之湯的旅客們，會有接駁
車停在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

辦理入住

第5天

18:00-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

07:00-08:00

早餐

8:50

從乳頭溫泉出發(路線巴士)

9:04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路線巴士)

9:38

田澤湖前(路線巴士)

10:26-10:39

田澤湖車站→角館車站(新幹線)

(15分鐘)

角館車站→鈴木酒造(搭乘計程車)

11:00-12:00

參觀鈴木酒造

12:00-13:00

午餐：鈴木酒造

(15分鐘)

鈴木酒造→武家屋敷(搭乘計程車)

13:30-15:00

角管武家屋敷的導覽

(20分鐘)

武家屋敷→角館車站(徒步)

15:51-16:05

角館車站→田澤湖車站(新幹線)

16:35-

從田澤湖車站出發(路線巴士)

17:09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路線巴士)

17:23

乳頭溫泉(路線巴士)

18:00-19:00

晚餐

19:00-

自由活動時間

07:00-08:00

早餐

8:50

從乳頭溫泉出發(路線巴士)

9:04

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路線巴士)

9:38

田澤湖前(路線巴士)

10:26

田澤湖車站 前往下個目的地

羽後交通：乳頭線

角館地區

第6天

Komachi 5號

【其他的體驗內容】
・穿著和服在武家屋敷漫步
・體驗製作樺手工藝品
・人力車
等等，可以變更體驗內容。

Komachi 34號
羽後交通：乳頭線
*預計入住鶴之湯的旅客們，會有接駁車
停在Alpa Komakusa(露天溫泉)。

羽後交通：乳頭線

與我們聯繫

有限股份公司秋田COSMO TRAVEL
電話：0182-23-8070
信箱：webmaster@akitabi-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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