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遊 ( 繁體中文 )

朝來市



獲取更多資訊，請訪問我們的線上旅遊指南 https://visitasago.jp 

請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帳號 (Facebook 和 Instagram)  @visit_asago

通過主題標籤 #visit_asago 上傳分享您在朝來市的旅遊經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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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禮品 ! – 
在市內遊客資訊中心

（天空之城信息中心 , 山城之鄉
資訊中心 , 生野站資訊中心）

出示此旅遊指南，即可獲贈一份
朝來之旅的小紀念品 !

朝來，絕美日出之城

朝來市位於兵庫縣中部，您可在朝來市放鬆身心，放緩腳步，
發現日本鮮為人知的一面。朝來坐落於群山之間，其引以為
傲的蔥郁青翠的自然風光，一年四季都能夠令人沉醉。
這座城市分為四個主要區域，分別是和田山、山東、朝來和
生野。這裏有著許多值得探索的歷史：以市內各處發現的古
墳為代表的古代，和生野和神子畑採礦業繁榮發展則代表著
現代，以和田山竹田城為舞臺的武士時代更是無人不曉。
快來和我們一起進行一場時空穿梭之旅，通過遊覽朝日和探
索日本鄉村來充電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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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城遺址，天空之城
您是否知道，宮崎駿的作品——天空之城是受到於一種在整個日本約
100 個地方所發生的真實景象所啟發？這些景象通常被稱為 「天空之
城」，朝來的竹田城遺址正是其中之一！

竹田城因為其獨特造型而廣為人知，只有它的石質地基得以保存至今，
因此得名 「日本馬丘比丘」之稱。由於可以縱覽朝來和竹田城全景，
此處是不容錯過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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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城遺址

竹田城遺址於 1943 年被認定為國家古跡，滿載著朝來
的驕傲和歡樂。它每年吸引著成千上萬的遊客前來欣
賞它的神秘風景。 從 15 世紀開始，城堡本身就只留
下了石質地基，但這些石塊卻仿佛在述說一個故事：
它們都是精心設計的城堡防禦機制的一份子。

在城堡遺址， 朝來市以及傍著群山的小房屋一覽無餘。
有 2 條起始於竹田市中心的登山路線，作為最具勇氣
的人，您可以選擇其中一條登上古城山前往竹田城遺
址 . 

您也可以乘坐公共汽車或駕車前往山城之鄉資訊中心，
然後沿著鋪好的道路上路。如果您經停山城之鄉，可
以試穿武士盔甲（甲冑）並拍照留念。該專案可免費
體驗，僅需向現場工作人員表明意向。

　　　　　下載前往竹田城遺址的交通路線地圖→

兵庫縣朝來市
和田山町竹田 169

500 日元 ( 成人 )

1 月 4 日至 2 月 28 日
不對外開放
旺季（9 月至 11 月）
4am-5pm  

營業時間隨季節變
化，查詢詳情請訪問
visitasago.jp

雲海

當來到竹田城遺址，你絕對不想錯過環繞在遺址周圍的
雲海，雲海給你一種城堡仿佛浮於天空之中的錯覺。但
是，這種景象並不是一年四季都出現，它只出現在秋天，
從九月到十一月下旬之間。

雲海出現的主要條件包括：一天當中的最低溫度和最高
溫度之間相差 10 度或以上，濕度高以及幾乎不颳風。
如果您發現了看似條件完美的日子來欣賞雲海，則需要
早起，並帶上一支手電筒登上竹田城遺址對面的山峰，
它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立雲峽（雲層升起的峽谷）。

在這裏竭誠向您推薦此處景點：隨著朝陽從群山背後緩
緩升起，天空的顏色呈現出各種深淺不一的藍，偶爾還
伴有橙色和粉紅色。隨著白天氣溫開始升高，雲海漸漸
散去，和田山和下方的山谷得以 「重見天日」。

兵庫縣朝來市
和田山町竹田

300 日元
（16 歲及以上）

全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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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遺產—銀礦馬車道、礦石道
日本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文化，武士便是其中頗具盛名的一項。但
是您是否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於 20 世紀走向了重要的現代化時
期？得益於這場維新運動，今天這個國度方能舉世聞名。 

此現代化進程中，包括了明治政府邀請擁有高超技能的外國人分享他
們在包括採礦在內的特定領域的知識。在日本 , 作為在實施新技術典
範的礦山莫過於位於生野的生野銀礦 !

日本採礦業的現代化始於兵庫縣，以生野市為基石並且現在憑藉 「銀
之馬車道」和 「礦石之路」的故事作為日本遺產計畫的一部分得到推
廣。因此，讓我們感受其中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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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野銀礦山的發現可追溯至802年，擁有1200年的歷史。
儘管該礦山從 16 世紀開始開採，但一直開放到 1973 年，
開採深度達 880 米，擁有超過 350 多公里長的坑道。

如今，您可以遊覽金香瀨舊坑，這是一條長達 1 公里的
旅遊路線，人型雕塑展示了採礦的技術和艱辛。不要忘
記在檔案室稍作停留，該存檔室存有包含礦山的微型模
型以及在現代化之前如何進行採礦。
想要獲得可愛的紀念品，請前往礦山的紀念品商店，或
者如果您喜愛手工製品，請前往隔壁的手工作坊 Marie，
在那裏您可以為自己或摯愛的人製作自己的錫制首飾。

想要獲取更多關於手工作坊價格和服務的資訊 , 請  →

生野銀礦山

兵庫縣朝來市
生野町小野 33-5

900 日元
（成人，18 歲及以上）

12 月至 2 月之間的星
期二不對外開放
4月 - 10 月
9:00am-5:30pm

營業時間隨季節變
化，查詢詳情請訪問
visitasago.jp

神子畑礦石加工現場

神子畑鑄鐵橋

老蒙切特房子

神子畑山谷曾是朝來的另一個採礦場，
當時吸引了數千名礦工。現在，您可以
參觀該礦石加工場的遺址，感受其特有
的氛圍。

兵庫縣朝來町佐嚢 1842-1

資訊中心 「 神選」：

逢星期三不對外開放，10am-5pm

您會在神子畑注意到這幢具有法國殖
民時期風格的房屋：它曾經是法國工程
師埃米爾 · 蒙切特的住所，而且實際上
是在 1887 年從生野被遷至神子畑。

兵庫縣朝來市佐嚢 1842-1

10am-5pm，逢星期三不對外開放

神子畑穀的另一個景點是鑄鐵橋。該鑄
鐵橋建於 1883 年，是通往姬路港口的 

「銀之馬車道」的必經之路，精煉礦石
通常在姬路港進行運輸和貿易。

兵庫縣朝來市佐嚢

（位於國道429沿線，在通往神子畑礦石加工場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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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的历史 形式多樣的藝術

朝来艺术村粟鹿神社

朝来考古中心

通過但馬國王的古墳以及在茶硯山
古墳挖掘出的其他相關文物探索朝
來的古代歷史。登上古墳後可以欣
賞朝來的美景。您還可以製作一些
繩紋陶器帶回家！

兵庫縣朝來市山東町大月 91-2

免費入場

9am - 5pm

（最後入場時間 4:30 pm）

週一和法定節假日不營業 粟鹿神社據說已有 1200 多年的歷
史。漫步其中可以享受周圍的自然
景色，沉浸於神秘的氛圍中 . 我們
推薦此景點，您可在此欣賞到寧靜
祥和的四季變換。

兵庫縣朝來市山東町粟鹿 2152

免費入場

於多多良木山谷之中漫步，飽覽前
往藝術館途中所見的戶外藝術：其
中部分藝術品您可以觸碰和攀爬，
所以發揮您的創意拍下一些精彩瞬
間吧 . 在藝術館，您可以瞭解到來
自朝來的日本雕塑家澱井敏夫的生
平和相關介紹。

兵庫縣朝來町多多良木 739-3

朝來美術館：9am - 5pm

　　　　　　週三閉館

　　　　　　500 日元 ( 成人 )

日本清酒聞名於世，但您知道它是
如何釀造的嗎？ 如果您與他們聯繫
安排參觀行程，田治米米清酒釀酒
廠將帶您參觀他們擁有 300 年曆史
的釀酒廠，並向您展示釀造這種傳
統日本飲品的過程（包括試喝）。

需要預約

清酒啤酒廠

田治米清酒釀造廠

兵庫縣朝來町
山東町矢名瀨町 545

8 am – 4 pm
http://www.
chikusen-1702.com/

此之友酒坊

兵庫縣朝來町
山東町矢名瀨町 508

9 am – 4 pm
http://konotom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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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時光
朝來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小城，走在大街上就能感受到濃厚氛圍。

在山東町（圖左一），仿佛穿越回到 20 世紀的日本；在從朝來市役所山東支所
去往釀酒廠的途中，您可以看到老店面、海報廣告和信箱。

在欣賞過竹田城遺址的景色後，花些時間去探索舊城區吧。竹田舊城區街道狹
窄，曲巷逶迤，與現代日本城市極其不同。我們特別建議您沿著竹田廟街走走（竹
田町小路，圖二）：它位於竹田車站後方，坐落在山腳下的這條街上獨具魅力的

日本傳統民房鱗次櫛比，還有幾座紀念竹田城主的寺廟和神社。

在您造訪生野時（圖三），請務必要來市區附近的口銀穀一遊，在這裏可以見
證它過往作為採礦小鎮的遺址。您可以參觀幾處古代礦場管理者的住所，這些
建築完美融合了和洋建築特色，同時還可以參觀古代礦工和其家人的舊居。如
果仔细观察，您可能会发现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被稱為礦渣，是礦石冶

煉的廢料，在过去被用作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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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s: Ichidou

黑川穀

黑川穀位於朝來南部的生野的群山之中，在當地以其
清澈的水和溪流而聞名。正因於此，這裏是日本大鯢

（oosanshōuo ）的自然棲息地，當地人親切稱它們為
ankō。這種可愛的生物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
列為瀕危物種，所以，假如您偶遇到一只，請不要打擾它。
不過，但您可以在生野買到一些日本大鯢造型的紀念品！

在前往黑川溫泉的途中，您將經過四季風景秀麗的銀山湖
（如下圖）。當您行至岔路口時，請到魚之滝（魚之瀑布）
一遊。該瀑布擁有天然水滑梯，周圍是露營地，是您和家
人夏季避暑的理想場所。前往黑山谷的途中，您还会經過
黑川温泉，以及丸常（Marutsune）民宿，这是一栋建于
日本农家舊宅的旅馆。

糸井穀

糸井穀位於朝來北部的和田山町，糸井穀將會帶您進入一
個神秘的世界。
糸井處處是典型的日本風景，如果您觀看過由吉蔔力出品
的《龍貓》，您會對這些風景倍感親切熟悉。

當您靜靜走在鋪好的馬路上，可以欣賞的周圍的風光：不
僅有潺潺急流，還有秋季時層林浸染，到春季時則百花鬥
豔，綠意蔭蔭 。

糸井的一大看點是大型連香樹，據推斷樹齡已經超過
2000 年！欲前往此處，您需要進入杉樹林靜靜地行走一
會直到出現一片空地，之後就能看見這棵巨樹和眾多與它
纏繞在一起的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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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良木穀

穿梭於藝術村的眾多雕塑之後，取道前往多多良木大壩，
俯瞰整個山谷，一側是田野、藝術雕塑和日式民房映入眼
簾，另一側則是隱匿於群山之間的大壩湖。

您是否注意到通往大壩的這條道路繼續往前延伸著嗎？ 如
果您沿著那條路走，拐彎幾次後，您會發現自己位於大壩
湖的另一側，到達一個名為 「多多良木生態公園」的祥和
謐靜之地。行走在它的紅木森林（水杉屬的瀕危物種）之間，
可以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清新氣息和柔美聲音。

在擁擠喧囂的城市觀光之後，這片隱秘之地是您放鬆恢復
精力的理想之處。

与布土溫泉 & 黑川温泉

在經過一天的漫長探索之後，還有比在天然溫泉中放鬆身心更美好的事嗎？ 
我們在朝來精心挑選了 2 處溫泉供您放鬆身心。

与布土温泉位於朝来北部的山东町。溫泉四周環繞著稻田，一年四季，您
都可以在享受溫暖的露天浴的同時欣賞風景。与布土温泉因其水质对神经

性疼痛和慢性消化问题有效果而闻名。

黑川溫泉位於朝來南部的黑川穀群山之間，被譽為 「美人湯」，即溫泉使女
人變成美人。黑川溫泉水質可以使您的皮膚變得柔軟和富含水分，這是最

好的天然 S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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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來的一年四季

賞櫻

秋日祭

煙花，夏日祭

白井大町藤公園夜久野高原

夜久野高原位於兵庫和京都
府之間，是一個令人仿佛置
身於天堂般的靜謐之地，您
可以在此享受四季繁花，天
然溫泉以及各種活動。

盡享漫步在花海之下：在朝來，
紫藤花大約在每年 5 月的第一
周盛放，花香縈繞在遊客身旁。

日本以煙花聞名，朝來也不例外！ 每年在城市的各個地
方，您都可以發現傳統小吃攤和標誌性的煙花表演。

和田山地藏夏日祭 8 月 23 日 
朝來夏日祭 8 月 16 日 
山東夏日祭 8 月 18 日和 19 日

秋日祭鮮為人知卻引人入勝，通常在每
年十月，運動日的前一天舉行。您可以
看到來自不同街區的人們抬著重達 1 噸
以上的神龕在市內遊行，並且神龕要高
高抬起，舉過頭頂。這項令人驚訝的習
俗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在過去是為了
祈求一年的豐收。

如果您是喜歡夜生活的人，
那就請盡情在竹田寺街享
受夜晚清新的空氣，陶醉
於映射在這種象徵著日本
的樹木上的光影。

賞櫻，享受朝來的寧靜氛
圍！朝來市內有幾處十分
適合抓住短暫時機進行賞
櫻的地點，不論您是在櫻
花盛開，還是在花瓣開始
飄落之時造訪，風景都被
粉紅色覆蓋，如夢幻一般。

在朝来的土肥地區（图一），
可以看到 millennial house 和
近处被覆上粉色花瓣的湖水。
想像當地人一樣愜意嗎？ 那
就沿著圓山河或市河漫步，那
裏有成排的櫻花樹。

March
-

April

May

September

October

兵庫縣朝來町
白井 1008

9am-6pm
500 日元

（12 歲及以上）

兵庫縣朝來市
和田山町宮 1033

10am-3pm
免費入場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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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來美食

朝來地區 84％的面積都被群山和森林所覆蓋，它擁有富饒的自然資源，
包括許許多多的食材。生長在優渥自然環境中的新鮮蔬菜被用於製作日
式套餐，比如甜美可口的岩津蔥，柔軟多汁的和牛肉但馬牛，令人愉悅
的日本清酒竹泉和此之友則是融合了新鮮水源和本地大米釀制的美酒…

朝來物產豐饒，可以在餐廳和咖啡廳點餐品嘗美食，還可以在道之驛（公
路休息站）購買當地各類特產帶回家。

24

道之驛但馬
Mahoroba

道之驛 Fresh 朝來道之驛朝來振興鄉
村中心

如果您計畫在朝來的住宿期間做
飯，毗鄰朝來考古中心的這家道
之驛，是購買朝來新鮮農產品的
理想場所。它還包括一個美食廣

場和一個紀念品區。

可從高速公路和國道前來。

兵庫縣朝來市
山東町大月 92-6

兵庫縣朝來市
岩津 96
 ( 朝來 PA 內 )

兵庫縣朝來市
多多良木 213-1

此道之驛也位於朝來地區，在您
離開朝來的路上，這裏最適合您
在最後品嘗朝來美食。除了紀念
品區，您還可以在此品嘗各種日
本料理，包括鹿肉、野豬、但馬

牛或岩津蔥等食物。

可從經由播但高速和國道前來。

這個道之驛位於朝來地區，距離
藝術村不遠，當您在冬季前來遊
玩時，這裏是一個購買岩津蔥以
及紀念品的理想地點。餐廳在狩

獵季節期間還提供野味菜肴。

可从国道（312）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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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来朝来品味品味

Grand CheF

是否曾經想嘗試和牛肉？去這裏可以近距離觀看觀
看廚師烹飪，盡享但馬牛肉的多汁和滑嫩。

朝來市和田山町枚田岡 330-3 
午餐時間為 11:30am-2pm，
晚餐時間為 5:30 pm-9 pm（建议预約），全年无休

但马牛套餐 4,500 日元～
@grandchef_hosomi

漢堡 MoMiji

想要品嘗一直備受喜愛的但馬牛嗎？在紅葉漢堡，
您可以品嘗到這種被夾在漢堡中的美味多汁的牛
肉，可以是自製肉餅……或者是牛排 ! 

朝來市和田山町土田 27-2 
11am-7pm（最後點餐時間為 6:30 pm），逢星期一休息

1,000 日元～ 2,000 日元
@momiji_53

CaFé arGent

這是一家古樸的小咖啡館，您可以在這裏享受生野
的特色菜 - 林氏蓋飯，這是一道在礦工及其家人中
大受歡迎的餐點。同時提供自製甜點。

朝來市生野町口銀穀 521-2 
9am-4pm，逢每月的星期一以及每月第 1 和第 3 個星
期二休息

550 日元～ 1,000 日元
@cafeargent

CaFé oakyard

快來享受彙聚了各種本地種植新鮮蔬菜的日式套餐
或義大利面套餐，只是稍作停留享用咖啡和蛋糕也
非常適合。

朝來市佐嚢 998 
11am-5:30pm（午餐 11:30am-2:30pm）逢星期四休息

800 日元～ 1,500 日元
@oakyard_junazm

芒種 咖啡店

喜古裏

快來這座傳統房屋中嘗試日式套餐（定食），帶有
米飯，米飯是放在一個小鍋，小火慢煮而成的釜飯。
菜單會根據各個季節食材的供應情況而變化。

朝來市山東町喜多垣 294 
11:30am–2pm，
晚餐時間：僅能預約至 9pm，
逢星期二休息

1,650 日元～

這間咖啡館位於一棟帶有迷人小花園的傳統房屋
內，為您提供採用本地生長食材製作，和洋折衷風
格的美味食物。菜單有季節性變動。

朝來市生野町口銀穀 600 
11am-5pm（午餐時間 11:03am-2pm），
逢星期二和每月第 3 個星期一休息

1,800 日元～
@boes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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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料理日本料理
old rookie

永樂壽司

右衛門五郎

寺廟咖啡店一休

壽限無

一邊欣賞竹田城跡的美景，一邊品
嘗自製的蕎麥面（soba）。 在冬季，
您可以享受岩津蔥蓋澆蕎麥面或岩
津蔥日本火鍋。

朝來市山東町迫間 825-1 
午餐時間：11am-3pm（最後點餐時
間為 2:30 pm），晚餐時間為 6pm-
11pm（僅預約，最後點餐時間 10:30）
逢星期一和每月第 3 個星期二休息

920 日元～
uemongoro.com 

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 2028 
5pm– 午夜（整周）5pm-11pm（僅
週末和節假日），逢星期二休息

500 日元～（每盘）

這家咖啡店隱藏在朝來的一座山
中，實際上是位於一座寺廟內，提
供由新鮮農產品、肉類和魚製成的
日本料理 ( 餐食 )。

朝來市田路 981 
10am-2pm，逢星期二休息

1,080 日元〜

只想吃些烤雞肉串？那就去 Old 
Rookie 吧（他们店的土豆沙拉也
很棒）。

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 2486-30 
5pm-11pm，逢星期三休息

130 日元～（每串）
@oldrookie2017

想吃大阪燒還是炒麵
（yakisoba）？ 前往位於竹田市中
心的這家小家庭餐廳 .

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 261-1 
午餐時間 11am-2pm（最後點餐時間
為 1:30），晚餐則是 5pm-9pm（最
後點餐時間為 8:30），逢星期一休息

550 日元～ 1,000 日元

日本壽司的美味自然不必多說？如
果您想吃些生魚，永樂為您奉上質
優味美的食物。 

甜蜜朝來

沒錯，旅行的確會使人饑腸轆轆，考慮到喜愛甜食的朋友，我們準備了 café 這個選項。
如果您想嘗試一些特別的東西， 「 Mofu Mofu soft」，這款來自天空的甜品無疑是一個好的選擇，
其是專門為宣傳竹田城跡而打造的甜點。霜淇淋、棉花糖和蛋糕的組合讓成年人和孩子們都欣喜不
已。您也可以嘗試真菜燒（manayaki），這是一種形狀近似正在游泳的錦鯉的日式小點心。
在天熱時節，前往糸井，品嘗來自 Lilac 的香甜絲滑自製霜淇淋；露臺的景色將使您的內心充滿自
然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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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茶下午茶 世界美食世界美食

朝來市和田山町平野 160-1 
9:30am-2:30pm，
逢星期日和節假日休息

300 日元～
@nook.and.coffee.asago

Mr Masa 咖啡

suGatti 麵包店

nook and CoFFee

兔屋咖啡店

在梁濑漫步並探尋過一番日本清酒
釀造的秘密之後，想要喝點咖啡嗎？ 
前往 Mr.Masa Coffee，無論是冷熱
鹹甜，吃個午餐或者是輕食，他們
都能滿足您的需求！

朝來市山東町矢名瀨町 917-1 
11:30am-6:00pm，逢星期三休息

450 日元～
mrmasacoffee-roaster.com

 「兔屋」準備有各色甜品和咖啡恭候
您的光臨；找到心儀的座位坐下來
放鬆身心，並在溫馨氛圍中享受您
的下午茶時間。如果您在夏季光臨，
請不要錯過他們店的刨冰，絕對很
美味！

這家小麵包店在一幢傳統的日式房屋
中，特色是餡餅和洛林乳蛋餅。您可
以將食物帶走品嘗，或在店家的陽臺
上坐下來品嘗。請注意要儘早來，因
為這家店在當地非常受歡迎！

已經厭倦了紅豆沙嗎？ 請坐下來，
在 Nook and Coffee 放鬆一下，品
嘗您最愛的美味蛋糕和所點的飲
品 . 如果您更喜歡鹹口輕食，請嘗試
他們的厚切炸薯條，相信不會讓您
後悔。

朝來市山東町越田 20 
12pm–4pm，逢星期一，星期四，
星期日和節假日休息

400 日元～ 
@ sugatti_bakeshop

朝來市和田山町玉置 833-2 
10am-5pm（最後點餐時間 4:30），
逢星期一和星期二休息

380 日元～
@usagiya_coffeeshop

朝來市和田山町桑原 210-1 
10am-3pm，5 點 pm-10pm

500 日元～

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 264-1 
午餐時間為 11am-2:30pm（最後點
餐為 2 pm），晚餐 5 點 -10 pm（最
後點餐為 9:30），逢星期四休息

900 日元〜

朝來市和田山町玉置 507-12 
午餐 11:30 am – 2 pm

（最後點餐時間：1：30 pm），
晚餐 6 pm – 9 pm（僅預訂），
逢星期一休息

午餐 2,000 日元～
，晚餐 3,500 日元

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 160 
午餐時間為 11am–2:30pm，晚餐時
間為 5：30-9：30，逢星期一和星
期二休息

午餐 900 日元～，晚餐（烤肉套餐）
2,500 日元

@gallo_ takeda

朝来市岩津 343-1 
午餐 11am-2:30pm，
晚餐 5pm-11pm

650 日元～

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町 203-2 
10am-4pm，
全年開放（來之前請致電）

440 日元～

Gallo福苗 Coeur a Coeur

美味居 Gai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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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旅行時， 我喜歡……

☑ 傳統場所
☑ 舒適、享受優質服務

兵庫縣朝來市竹田町 363 

距 JR 竹田站步行 2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竹田町 250-1 

距 JR 竹田站步行 2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竹田町 264-1 

距 JR 竹田站步行 2 分鐘

樹舒酒店町屋 寺子屋en 酒店

您是否正在尋找能讓您同時享受真正日式風情和現代酒店優點的住處？不妨看看下列 3 家酒店，
它們都是由坐落在竹田市區的傳統房屋改造而成，可以給您舒適典雅的體驗。

☑ 不尋常的地方（如樹屋）
☑ 適合家庭的地方

兵庫縣朝來市生野町黑川
322 

近黑川溫泉

兵庫縣朝來市多多良木
727-2 

距離朝來藝術村
博物館 2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八代 100-1

近佐嚢高原

兵库縣朝来市生野町
栃原 1787-29 

近生野高原

CoCode 露臺度假村 朝來MarutsunesuGoMori

在為前來朝來的家庭出遊尋找一個特別的住處？不妨查看下列這些酒店：它們都擁有環繞在自然中
的優雅舒適環境，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了一個私密空間，讓您可以按自己的節奏享受住宿時光。

☑ 看起來很傳統，但仍然實惠的地方
☑ 拜訪當地人

tenku 民宿

福苗旅舍

榮旅館

群鶴亭有斐軒
兵庫縣朝來市和田山町和田山 283
 
距 JR 和田山站步行 10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和田山町和田山 31
 
距 JR 和田山站步行 7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竹田 203-2
 
距 JR 竹田站步行 2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和田山町竹田 220
 
距 JR 竹田站步行 2 分鐘

兵庫縣朝來市和田山町土田 621-1
 
距 JR 和田山站步行 15 分鐘

只是想尋找一個在白天遊
覽城市後可以舒適住宿的
住處嗎？朝來有多家家庭
旅館和日式旅店（旅館）
供您選擇！

店主
是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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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從關西國際機場

自行车租赁

計程車

我們強烈建議您駕車前來享
受您在朝來的旅程。
從關西國際機場或周邊大城
市之一（京都、大阪、神戶、
姬路）租車直接出發。

如果您選擇不駕車前來，這
裏還有一些選擇：:

朝來有 6 個火車站，全部由日本鐵路公司管理，6 個車站都在日本鐵路通
票乘坐區間內：和田山站、竹田站、梁瀨站、青倉站、新井站和生野站。

兩條鐵路線經過朝來：從姬路開來的播但線，從福知山開來的福知山線，
火車每小時一趟。您還可以從姬路、京都或大阪乘坐快速列車前來朝來（每
天 3 趟火車）。

本地公交系統由全但巴士公司運營管理。請查閱其網站以獲取乘車價格表
和時刻表（僅支持日語）：https://www.zentanbus.co.jp

乘坐計程車遊覽朝來會非常方便又輕鬆。城市中有幾家計程車公司。請與
各公司聯繫以獲取報價和是否有車。

您是運動愛好者嗎，或者只是想花點時間慢慢探尋隱
藏在朝來各處的美景？

那就通過朝來騎行（Asogo Cycle）租一輛自行車吧，
朝來騎行（Asogo Cycle）為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準備有多種不同租賃價格的套餐，以便讓您前往各大
主要觀光景點……甚至發現更多

請訪問其網站以獲取詳細資訊：
www.asagocycling.com

交通路線交通路線 出行出行

Fuku 福計程車
新井計程車
全但計程車 ( 和田山 辦公室 )
朝来計程車

079-670-1269
079-677-0143
079-672-2807
079-672-0404

079-672-3221
079-679-2301
079-679-3156
079-670-0456

旭計程車
生野觀光計程車
生野計程車
Himehana 觀光 ( 巴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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