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来市

旅游指南 ( 简体中文 )



关注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在线指南 http://visitasago.jp

在社交媒体（Facebook、Instagram）上关注我们的 @visit_asago

使用 #visit_asago 分享您在朝来市的冒险旅程。
- 期待大家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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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的城市 朝来市

位于兵库县中部的朝来市，是一个既可以在
旅行中放松心情也能满足您探访未知日本魅
力的一个去处。朝来市群山环绕、充满自然风
情，一年四季都会给您带来不同惊喜，是一个
治愈城市喧嚣的好地方。

朝来市下面的四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和田山、山东、朝来、生野—
了解、体验朝来市悠久的历史。
在朝来市发现了多处日本的古墓时代（3世纪
～ 6世纪）建造的古墓。其中被命名为“茶臼
山”的古墓是关西地区最大的圆墓。
朝来市考古中心（茶臼山古墓的附近）内，可以
看到古墓中挖掘出的文物。如果您想感受武
士时代的氛围，可以去竹田城遗址。在朝来市
南部，您将可以了解日本是如何成为现代工业
化国家的。

穿越时空来到日本乡村，在悠闲自在的时光里
治愈都市的疲惫，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访
真实的日本。

赠品！
在朝来市各个旅游信息中心出示本手
册，可获得朝来之旅的纪念品。朝来

市各旅游信息中心包括 ：
天空之城信息馆（天空の城情報館）
山城之乡信息馆（山城の郷情報館）

朝来市观光信息中心
（朝来市観光情報センター）



5 6

竹田城遗址—天空之城
不禁让人屏住呼吸…
您是否想象过自己漫步在白云上？
在一定的季节和时间登上竹田城遗址（当然，运气好也很重要）您就有机会体验
漫步在白云之上的感觉。
此外，竹田城遗址一直以“天空之城”、“日本的马丘比丘”而被熟知，相信您也一
定会为这里的景色着迷。

秋天（尤其是9月中旬到11月下旬），早上，朝来市被云海笼罩时，我们眼前会出
现一座浮现在云海里的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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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城遗址

云海
（立云霞）

1943 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历史遗迹”的竹田城遗址，是朝
来市的骄傲。为了亲眼目睹这神秘的景色，每年有几十万游客
到访朝来市。竹田城建于 15 世纪，于 16 世纪日本的战国时代
得到扩张、加固。然而关之原之战（1600 年）以后，这座城
被遗弃。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您是否想穿越时空回到当时的
竹田城看一看？

站在竹田城遗址，可将坐落在群山间的竹田城下町尽收眼底，
竹田城下町有两条山路可以通往竹田城遗址，喜欢走山路的人
可以选择任何一条徒步去竹田城遗址。

当然也可坐巴士或开车前往山城之乡信息馆，从那里徒步去竹
田村城遗址。在山城之乡信息馆体验一下穿戴武士盔甲的感觉。
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后，可以免费穿戴盔甲。再拍张纪念照将
会是您旅途最好的礼物。

　　　　前往竹田城遗址的交通可从这里下载 →→

来到竹田城遗址，您一定不愿错过竹田城遗址漂浮在白云之上
犹如梦幻般的景色。但是，云海是一种自然现象，秋天的 9 月
到 11月下旬经常出现，却也并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到。

一般在当天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相差 10 度以上，湿度偏高、没
有风的日子比较容易看到云海。如果您想充分欣赏云海中的城
址美景，最好在清晨带上手电筒朝竹田城遗址对面的立云峡出发。

（云端上的展望台）

太阳从山背后升起时，您一定会觉得起个大早是值得的。天空
的颜色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偶尔还伴有橘色和粉色，犹如
梦幻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温升高，云海逐渐腾空而起后，
可以把整个竹田城下町和山谷尽收眼底。

地址 ：和田山町
竹田古城山 169 番地

门票 ：500 日元 /
人（18 岁以上）

1月4 日～2 月28 日
封山
旅游旺季（9 月～11月）
开放时间 ：
4:00 ～17:00

营业时间因季节变化有
所不同，详情请查询
visitasago.jp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
竹田

门票 ：300 日元 /
人（16 岁以上）

无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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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遗产—银马车道和矿石道
日本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而被大家所熟知的往往是武士
的历史。然而您是否了解在19 ～ 20世纪日本经历了一个重
要的近代化时期，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日本。

明治维新时期，在采矿等领域日本政府高薪聘请了外国专
家，引进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野银山正是因为引
进了这些新技术成为了近代化矿山的典范。

兵库县生野银山是日本矿业近代化的基石，现在这些故事作
为日本遗产通过银马车道和矿石道被国内外所熟知。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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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野银山于 802 年被发现，直到 1973 年开采结束，拥
有 1200 年的历史。开采深度达到 880 米，坑道长度超
过 350 公里。

现在，可以参观的金濑坑道是一条长约 1公里的旅游路
线。沿线用人物模特展示了采矿的技术和艰辛。实地参
观以后一定要去资料馆看一看，那里有矿山模型和近代化
之前的各种挖掘方式的介绍。

矿山礼品商店出售可爱的纪念品。如果喜欢自己手工制作
的纪念品，去礼品店旁边的银制品体验工坊“MARIE”，
可以自己制作钥匙扣和各种饰品。

银制品制作体验的价格和预约方法等详情请扫码查询。→    →    

生野银山

地址 ：朝来市生野町小
野 33-5

门票 ：900 日元 /
人（18 岁以上）

12 月～ 2 月 星期二休息

开 放 时 间 ：4 月～ 10
月 9:10 ～17:20

营业时间会因季节变化
有所不同。详情请查
询 visitasago.jp

神子畑选矿场遗址

神子畑铸铁桥

MOUCHET 旧居

神子畑曾经是朝来市的另一个大矿区。
矿区最繁荣的时候，曾经有 1000 多名
职员及其家属生活在这里。现在您可以
在这里参观并体验其独特的氛围。

地址 ：朝来市佐嚢 1842-1

信息馆「神選」
开放时间 ：10:00 ～17:00
星期三休息

来到神子畑选矿场遗址，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栋洋式的木结构建筑。它曾经是
法国工程师 Emile Mouchet 在生野的
住所，1887 年被从生野搬迁到神子畑。

地址 ：朝来市佐嚢 1842-1

开放时间 ：10:00 ～17:00
星期三休息

神子畑的另一个观光景点是建于 1883
年的神子畑铸铁桥。当时为了把精炼的
铁矿石运到姬路港，神子畑铸铁桥作
为通往姬路港银马车道的一部分建造而
成。

地点 ：朝来市佐嚢
（前往神子畑选矿场遗址的国道 429 号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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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历史 各种形式的艺术

朝来艺术森林美术馆

粟鹿神社

朝来市考古中心
（朝来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

您可以通过但马大王陵及其在茶臼
山出土的有关文物了解朝来市的古
代历史。沿着台阶登上大王陵可以
一览朝来市的美景。此外，朝来市
考古中心还可以体验制作绳文时代

（ 约 15,000 年前～ 2,300 年前）
的手工制品并作为纪念品带回家。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大月 91-2

免费入馆
开放时间 ：9:00 ～17:00

（最晚入馆时间 16:30）
星期一和节假日的第二天休息。

据说粟鹿神社有两千年多年的历
史。漫步在神社内，让自己沉浸在
神秘的氛围中，享受自然风光。您
可以见证四季在这里无声的变换。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粟鹿 2152

免费入馆

沿着多多良木溪谷去美术馆，边走
边欣赏户外艺术作品。沿途可以发
挥创意，满足您的拍摄愿望。
在馆内您可以了解在朝来市出生的
雕塑家日本近现代美术的先驱者淀
井敏夫的生涯和作品。

地址 ：朝来市多多良木 739-3

美术馆开放时间 ：9:00 ～17:00
                        星期三休息
门票 ：500 日元 /人（15 岁以上），

（高中生大学生凭学生证 300 日元 /人）

日本的清酒非常有名，但是您知道
是如何酿造的吗？只要事先电话预
约，酿造厂可以安排您参观他们约
有三百年历史的酿酒工厂，了解他们
的酿酒工艺。当然还可以试饮。

清酒酿造

田治米酒造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
矢名瀬町 545

开 放 时 间 ：8:00 ～
16:00（需要预约）
h t t p : / / w w w .
chikusen-1702.com

此之友酒造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
矢名瀬町 508

开 放 时 间 ： 9:00 ～
16:00（需要预约）
http://konotom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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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时空
漫步在这幽静的小城，能感受到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散发出的历史文化气息。

山东地区（左起第一张照片），从朝来市政府的山东分部前往当地酿酒厂的途中，
可以看到往昔的店铺、招牌、邮箱，带您回到 20 世纪的昭和时期。

游览完竹田城遗址后，建议您再去竹田城下町探访一番。很难想象狭窄的街道
组成的竹田城下町和现代日本城市景观存在于同一个时代。我们特别推荐您去拜

访一下JR 竹田车站后面山脚下的寺町路（寺町通り）。( 第二张照片 )

这条路上日本传统建筑鳞次栉比，寺庙和神社里还供奉着各代竹田城主的灵位，
整条街有着古朴的韵味。

到访生野时（第三张照片），一定要去还保留着银山小镇风情的口银谷走一走。

可以参观为生野银山官员们建造的日式和洋式优雅地融为一体的住宅，以及为
矿工及其家属建造的职工宿舍。在小镇上行走时，也许会发现黑色的石块，那
是矿石被提炼以后留下的矿渣，日语称为 Karamiisi，以前被当作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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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川溪谷

糸井溪谷

坐落在朝来市南部群山间的黑川溪谷以清澈的溪流而闻名。
因此，这里成了娃娃鱼（学名大鲵）的栖息地。可爱的娃娃
鱼被 ICU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保护动物。如果您遇
到它们请不要打扰它们。在朝来市可以买到娃娃鱼形状的
土特产。

走过一年四季风景如画的银山湖，前往黑川溪谷时，建议
绕道去看一下鱼滝瀑布。这个瀑布好像自然形成的水中滑梯。
周围有露营地，夏天可以和亲朋好友来这里纳凉嬉水。沿
着黑川溪谷再往深处去，还有被称为美人汤的黑川温泉和
民宿丸常（まるつね）。

位于朝来市北部和田山町的糸井溪谷将带您进入一个神秘
的世界。山谷里到处可以看到日本动画《龙猫》中的景色。

在整修过的小径上前行，映入眼帘的是激流和秋天不同颜
色的树叶或春天里的各种花卉。

糸井溪谷的标志是一棵有着两千年树龄的大桂树。如果想
要看到这棵大桂树，需要穿过一片杉树林，出了树林眼前
会出现一片开阔地，这里可以看到那棵缠绕着无数枝杆的
巨树。

Credits: Ichidou



YOFUDO 温泉和美人汤黑川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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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良木
溪谷

观赏完朝来艺术森林的雕塑后，前往可以俯瞰山谷的多多
良木水坝。在水坝上可以看到一边是田野、艺术作品和日式
房屋，另一边是被群山环绕的水库。

前往多多良木水坝的路上转过几个弯后，会来到水库另一边
的“多多良木生态公园”，一个宁静的小公园。这里可以看
到稀有的水杉，闻到清新的香味、倾听自然界柔和的声音。

这个鲜为人知的景点是经历了城市观光的喧嚣和忙碌之后，
为自己充电的理想场所。

经过一天的旅程之后，还有什么比泡在天然温泉中更好的放松呢？我们向您
推荐两个位于朝来市的温泉供您放松心情。

YOFUDO 温泉位于朝来市东部的山东地区，四周环绕着稻田。一年四季都
可以一边享受温暖的露天温泉，一边欣赏风景。据说这里的泉水有助于治疗

神经痛和慢性消化器官疾病。

黑川温泉坐落在朝来市南部群山之间的黑川溪谷里。据说这里的温泉水可以
让女性变得美丽，所以被称为美人汤。这里的水质可以让皮肤变得柔软和水

润，是大自然最好的水疗中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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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来市的一年四季

观赏樱花

秋季祭祀活动

烟花·夏季庆典

白井大町藤公園夜久野高原

兵庫県和京都府之间
的夜久野高原上可以
看到各种时令的花卉。

在紫藤花的长廊里信步
闲游。每年四月下旬到
五月中旬是紫藤花开的
季节，漫步在公园里，
紫藤花开的绚烂和阵阵
清香，一定会让您难忘。

日本的烟花非常有名，朝来市也不例外。每
年，各个地区举办夏季庆典活动时，都会有
小吃摊位和标志性的烟花。

和田山地藏菩萨祭祀活动（和田山地蔵祭り）8 月 23 日
朝来夏季庆典（朝来夏祭り）8 月 16 日
山东夏季庆典（山東夏祭り）8 月 19 日

每年的 10 月初旬，日本有各种
传统祭祀活动，是海外游客了
解日本风土人情的最佳时机。
可以亲眼目睹重一吨以上的神
轿出巡以及被众人高高举过头
顶的仪式。
这个习俗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当地人用它来祈祷、感谢丰收。

喜欢夜景的话，晚上竹田城
下町的寺町街，清新的空气
和灯光下的樱花树更让人流
连忘返。

樱花盛开时节、沉醉在美得
无声无息的樱花世界中。

朝来市有几处很棒的赏花景
点，可以观赏到樱花转瞬
即逝的美景。盛开时节满树
烂漫，花落时节清风吹过，
徐徐洒落。在樱花丛中静

静地感受粉红花瓣雨那沁腑的
馨香和只可意会的美丽吧。

在朝来市中部地区（第一张照
片）的佐中被称为“千年之家”
的房屋边，落花覆盖着的池塘。

樱花树成荫的圆山川和市川沿
岸是散步的好去处。

March
-

April

May

September

October

地址 ：朝来市白井
1008

开放时间 ：
9:00 ～18:00 春天
门票 ： 500 日元 /
人 ( 12 岁以上）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
町宫 1033

开放时间 ：
10:00 ～ 15:00
春天和秋天
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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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来的美食
山林面积占84%的朝来市有很多自然风光和独具风
味的特色美食。新鲜美味的蔬菜、香甜可口的“岩津
葱”、肉嫩多汁的“但马牛肉”以及用当地清甜的水源
和优质的大米酿造出的“此之友”和“竹泉”清酒等等。

朝来市当地有很多土特产。可以在餐厅、咖啡店品尝

这些美食。也可以在公路休息站的礼品店购买。

公路休息站但马
MaHOrOba

公路休息站
FrEsH asagO

公路休息站朝来

这个公路休息站在朝来考古
中心的旁边。这里可以购买朝
来市出产的新鲜蔬菜。休息站

里还有饮食店和土特产店。

从 北 近 畿 丰 冈 高 速 公 路 和
136号国道都可到达。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大月 92-6 地址 ：朝来市岩津 96
（朝来停车场內）

地址 ：朝来市多々良木 213-1

这个公路休息站也位于朝来市
中部。从朝来市出发往南去，
这里是能买到朝来市土特产品
的最后一个公路休息站。不仅
可以购买礼品，还可以在餐厅
品尝到使用鹿肉、猪肉、但马
牛肉和岩津葱等的各种当地

特色菜肴。

从播但高速公路 ( 播但連絡
道 )和312国道可到达。

这个公路休息站位于离朝来艺
术森林美术馆不远的朝来市
中部地区。冬天来的话建议您
在这里品尝“岩津葱”，当然也
可购买土特产、礼品。狩猎季

节餐厅供应野味。

从312号国道可到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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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来的美味朝来的美味

granD CHEF

芒種

nOOk & COFFEE汉堡 MOMiji

Oak-YarD

咖啡 argEnT

不知您是否品尝过和牛？这里有资深的厨师在
您面前现场精心烹饪牛肉。一定要来尝一尝肉
嫩多汁的但马牛肉。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平田ヶ丘 330-3

午餐 ：11:30 ～ 14:00
晚餐 ：17:30 ～ 21:00（建议预约）
无休息日

@grandchef_hosomi

如果您想尝试一下汉堡包的新吃法，建议您尝
一尝 MOMIJI 店里用多汁美味的但马黑毛和牛
牛排和手工制作的肉饼做成的汉堡包。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土田 27-2

营业时间 ：11:00 ～ 19:00（最后点餐时间 ：18:30）
星期一休息

@momiji_53

在这个迷你咖啡店里可以吃到生野特产牛肉烩
饭。牛肉烩饭是生野的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非常
喜欢的料理。另外还提供手工制作的甜点。

地址 ：朝来市生野町口銀谷 521-2

营业时间 : 9:00 ～ 16:00
星期一和每个月第一、第三个星期二休息。

@cafeargent

这个餐厅可以品尝到使用当地新鲜蔬菜烹制而
成的定食套餐和意大利面套餐。还提供咖啡和
蛋糕。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地址 ：朝来市佐嚢 998

营业时间 ： 11:00 ～15:00
（午餐时间 11:30 ～14:30）
星期四休息

 @oakyard_ junazm

Nook&Coffee 提供美味的三明治和蛋糕，加
上堪称极品的厚切薯条一定能让您感到满足。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平野 160-1

营业时间 ：9:30 ～14:30
星期天、节假日休息

@nook.and.coffee.asago

这是一间带有漂亮庭院的日本传统古屋。在
这里可以品尝到用当地新鲜蔬菜制作的洋式午
餐，菜肴随季节变化而不同。
 
地址 ：朝来市生野町口銀谷 600
营业时间 11:00 ～17:00

（午餐时间 ：11:30 ～14:00）
星期二和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休息

@boes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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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料理  和 甜品日本料理  和 甜品

永楽

喜古里

寺咖啡 一休

此店位于朝来市山中一个宁静的寺庙里。特色
是可以品尝用各种新鲜食材做成的特色膳食。

地址 ：朝来市田路 981

营业时间 ： 10:00 ～14:00
星期二休息

喜古里是一间日本传统的古老民居，这里可以
品尝到日式定食和小锅什锦饭（釜飯）。菜肴种
类随季节变化而更新。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喜多垣 294

午餐 ： 11:30 ～14:00
晚餐 ： 21:00 结束（要预约）
星期二休息

日本的寿司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如果想吃生鱼
片，永楽可为您提供新鲜美味的寿司。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2028

营业时间 ： 17:00 ～ 24:00（平日）
               17:00 ～ 23:00（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
星期二休息

右卫门五郎

手擀乌冬面 一心

OlD rOOkiE

在这个餐厅里，可以一边品尝手工制作的荞麦面，
一边眺望竹田城遗址。冬天手工制作的荞麦面加
上岩津葱配料，更是美味。还可以在这里吃火锅。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迫間 825-1

午餐 ： 11:00 ～15:00（最后点餐时间 ：14:30）
晚餐： 18:00 ～ 23:00（要预约，最后点餐时间： 22:30）
星期一及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休息

uemongoro.com

在“一心”可以品尝到多种手擀乌冬面。特别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该店原创的“咖喱咖喱乌冬
面”，厨师原创的咖喱香辛料和乌冬面融合在
一起，加上特制的咖喱汤堪称极品。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1523-1

营业时间 ：11:00 ～15:00（平日）
               11:00 ～19:00（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

喜 欢 吃 炭 火 烤 鸡 的 人， 我 们 推 荐 OLD 
ROOKIE。（这里的土豆沙拉味道也很好）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2486-30

营业时间 ：17:00 ～ 23:00
星期三休息

@oldrooki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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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料理各国料理  下午茶   下午茶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桑原 210-1

午餐 ：10:00 ～15:00
晚餐 ：17:00 ～ 22:00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264-1

午餐 ： 11:00 ～14:30
         （最后点餐时间 ：14:00）
晚餐 ： 17:00 ～ 22:00
         （最后点餐时间 ： 21:30）
星期四休息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玉置 507-12

午餐 ： 11:30 ～14:00
         （最后点餐时间 ：13:30）
晚餐 ： 18:00 ～ 21:00（要预约）
星期一休息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160

午餐 ： 11:00 ～14:30
晚餐 ： 17:30 ～ 21:30
星期一、星期二休息

@gallo_ takeda

地址 ：朝来市岩津 343-1

午餐 ： 11:00 ～14:30
晚餐 ： 17:00 ～ 23:00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203-2

营业时间 ： 10:00 ～16:00
无休息日（请事先打电话确认）

lU En HOTEl En 
（法国料理）

福苗（台湾料理） COEUr a COEUr
（法国料理）

美味居（中华料理） 凯（西式料理）樱 （さくら )（印度料理）

Mr.Masa COFFEE

sUgaTTi bakE sHOp

冰淇淋工坊紫丁香  （iCE CrEaM FaCTOrY lilaC）

宇沙戏舍

漫步山东地区，参观完当地酿酒
厂后，会不会想要喝杯咖啡小憩
一下，这时可以选择在 Mr.Masa 
COFFEE 点上一杯热饮或冷饮，
品尝午餐或点心都欢迎。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矢名瀬町 917-1

营业时间 ：11:30 ～18:00
星期三休息

@coffeemasa

这个咖啡店里可以品尝品种丰富
的甜品和咖啡。找个自己喜欢的
座位坐下，在温暖的氛围中享受
下午茶时光。如果是夏天，千万
不要错过这里的刨冰，绝对不会
让您失望。

坐落在日本传统古老民居里的这间
咖啡店，专营水果挞和烤芝士蛋糕。
您可以在店里细细品尝，也可以带
回去与家人一同分享。因为很受当
地人欢迎，如果您不想错过喜欢的
品种，去选购的话最好早一点。

炎热的一天，前往糸井冰淇淋工
坊紫丁香，坐在露台品尝甘甜爽
滑的自制冰淇淋，欣赏着美景一
定会让您心旷神怡。

地址 ：朝来市山東町越田 20

营业时间 ：12:00 ～16:00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日、节假日休息

@sugatti_bakeshop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白井 486

营业时间 ：10:00 ～17:00
星期三休息

@lilac_ice1766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玉置 833-2

营业时间 ：10:00 ～17:00
（最后点餐时间 16:30）
星期一、星期二休息

@usagiya_coffee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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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时旅行时 我喜欢～我喜欢～
☑  拥有传统日本特色的地方
☑ 能享受优质服务的地方

☑ 有特色的地方（例如 ：搭建在树上的房子）
☑ 家庭亲子酒店

☑ 拥有传统的日本特色且性价比高
☑ 接触当地人和他们的生活

地址 ：朝来市多々良木 727-2

距离朝来艺术森林美术馆
徒步约 2 分钟。

地址 ：朝来市生野町栃原
1787-29

生野高原附近

地址 ：朝来市生野町黒川 322

美人汤黑川温泉附近

农家民宿丸常sUgOMOriCOCODE

宿屋天空

rEsTHOUsE 荣

福苗 HOUsE

群鹤亭有斐轩
地址：朝来市和田山町和田山 283

距离 JR 和田山车站徒步约 10 分钟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和田山 31

距离 JR 和田山车站徒步约 7 分钟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土田 621-1 

距离 JR 和田山车站徒步约 15 分钟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220

距离 JR 竹田车站徒步约 2 分钟

地址 ：朝来市和田山町竹田 203-2

距离 JR 竹田车站徒步约 2 分钟

希望享受传统日本特色的同时，又不失时尚与舒适的游客，可以看一下这四间位于竹田市
内的传统住宅。

和家人一起出门旅行，想住在具有本地风情且与众不同的地方，可参考以下酒店。身处被
大自然环抱的私人空间，享受悠闲时光。

白天走了一天，晚上想
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好好
休息。那么来看一下以
下这几家旅店。

店主
会说汉语

地址 ：朝来市竹田 264-1

距离 JR 竹田车站
徒步约 2 分钟

地址 ：朝来市竹田 363

距离 JR 竹田车站
徒步约 2 分钟

地址 ：朝来市生野町
口銀谷 697

距离 JR 生野车站
徒步约 15 分钟

地址 ：朝来市竹田 250-1

距离 JR 竹田车站
徒步约 2 分钟

HOTEl En ikUnO sTaYHOTEl 朱々町屋 寺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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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 通通
公共交通

关西国际机场

自行车租赁

出租车

朝来市內的观光，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是汽车。
关西国际机场或者附近较大的城市

（京都、大阪、神户、姬路）都可租
赁汽车。
不开车的话，可使用以下交通工具。

朝来市有六个车站。JR 和田山车站 (JR 和田山駅 )、JR 竹田车站 (JR 竹田駅 )、JR 梁濑车站 (JR
梁瀬駅 )、JR 清倉车站 (JR 清倉駅 )、JR 新井车站 (JR 新井駅 ) 和 JR 生野车站 (JR 生野駅 )。都
由 JR 西日本（西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管辖，所以都可以使用日本铁路通票（Japan Rail Pass）。
朝来市有两条铁路，分别是从姬路出发的播但线（播但線）和从福知山出发的福知山线（福知山線）。
两条线路都是一个小时左右一班车。朝来市来往姬路、京都、大阪这三个地方每天都有三趟特快列
车 ( 特急列車 )。

公共巴士由神姬巴士 ( 神姫バス ) 和全但巴士 ( 全但バス ) 两家公司运营。车票价格和时刻表的详细
情况请查看神姬巴士 ( 神姫バス ) 和全但巴士 ( 全但バス ) 网页。（网页只有日语）
http://www.shinkibus.co.jp/
http://www.zentanbus.co.jp/

想在朝来市内各个地方自由自在地游览，出租车也是很好的交通工具。朝来市有以下几家出租车公司。
预约或询问价格，请直接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

喜欢运动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骑上自行车探访朝来市。自行车租赁公司
为您提供多条观光线路，以及（在租金范围内的）全面支持。

福福出租汽车公司
新井出租汽车公司
全但出租汽车公司 ( 和田山分部 )
朝来出租汽车公司

+81 79-670-1269
+81 79-677-0143
+81 79-672-2807
+81 79-672-0404

+81 79-672-3221
+81 79-679-2301
+81 79-679-3156
+81 79-670-0456

旭出租汽车公司
生野观光出租汽车公司
生野出租汽车公司
himehana 观光公司

详情请前往网站查询。 
www.asagocyc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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