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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宮城縣

仙台七夕祭



栗駒山

日本 宮城縣──
讓您擺脫一成不變的
旅遊輪迴

宮城擁有許多不同的面貌，例如傳統與現代、
山脈和海洋、變幻的四季等等。這些元素看
似對比鮮明，卻又相得益彰，讓人能夠體會到
「日本的精髓」。宮城縣內有許多舉世聞名的
名勝古蹟，但更多的是鮮為人知的私房景點。
宮城正因為位處日本的主要觀光地帶之外，
才能散發如此道地純粹的本土魅力。

當然，要想自行發掘這些神祕的景點的確是
個挑戰，若有人推薦介紹想必會事半功倍吧。
有誰能比在地人更適合介紹這些景點呢？在
本冊中，我們將為您介紹宮城縣的官方旅遊
網站 ── Visit  Miyagi。這個網站上所有的文章
都是由住在宮城縣的外國人撰寫而成，他們
希望在分享自己最喜歡的景點之餘，也能向大
家傳達自己對這塊土地的鍾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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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地區

北海道

宮城縣

東京

東京     仙台 90分鐘

三陸海岸地區

松島灣地區

仙台機場

仙台

仙台
仙台地區

北宮城地區

藏王山地區

宮城縣位於東京東北方，兩地相隔大約300公里。
其首府仙台市坐落於縣中心，是日本東北地區最
大的城市。在宮城縣西部，藏王連峰聳然而立，山
上那充滿原始氣息的曠野地景會隨著季節更迭產
生很大的變化；來到東部，您則可以探索遠近馳名
的松島灣和崎嶇的三陸海岸。南部是迷人的里山
村落和白石城的所在地，而北部則有著無數濕地、
農田及溫泉遍布的鳴子溫泉鄉。一個縣就囊括了
如此豐富的風景地貌，宮城的觀光潛力可說是無
窮無盡。除此之外，交通便利的宮城縣也是用來
探索其他東北縣市的最佳基地。

關於宮城

宮城──
擁有豐富景觀的迷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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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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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王山
一睹宮城縣內最具
代表性的自然景色
壯麗的山岳景觀和隨四季變幻的自然風光

歷經了半年的冰封，藏王山總算解凍並向世人展露
它那鮮翠迷人的火山口湖。在春季前來的車輛將行
駛於高聳的雪牆之間，到了夏天登山客們則可以探
訪崎嶇的山脊。短暫的秋季則會為您帶來一場由綠
色、金色和紅色葉子交織而成的視覺盛宴，不管是
從遠處眺望還是從山頂俯瞰，這絢爛繽紛的景色都
將令您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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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王山 一睹宮城縣內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色

一目千本櫻

日本春天最受矚目的活動莫過於賞櫻了。宮城的一目千本櫻名列「日
本賞櫻百選名所」，是全日本最棒的賞櫻地點之一。一目千本櫻，顧
名思義，總共有超過一千棵櫻花樹沿著白石川兩岸延伸而去，連綿
長達8公里。在綠草如茵的河岸上，無論您是要散步漫遊，還是想坐
下野餐，都是很好的賞櫻方式。您還可以選擇搭乘「屋形船」到河上
賞櫻，享受和陸上相異的風景。在櫻花盛開期間河岸甚至會舉辦祭
典，屆時除了會有攤販銷售各種日本常見的節慶小吃，到了夜晚櫻花
還會被點燈照亮並沐浴在迷人的燈光之中。

宮城縣內最美的賞櫻地點

藏王樹冰

每年冬天，藏王山頂的冷杉林都會被凍結成冰並幻化成各種
奇形怪狀。其實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方同時擁有恰到好處
的雪量、強風及低溫，可以將樹木冰封進層層的冰雪之繭中
並使之成為「大雪怪」（樹冰），藏王山便是那稀有的場所之
一。大雪怪們通常會在十二月中旬開始現身，接著數量增
多、體型變大，最後在三月上旬消聲匿跡，若想一睹它們的
身姿可得抓準時機！

受冰封的自然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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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島
灣

松島灣
被奉為「日本三景」
之一的絕美景色
遠近馳名的海岸景觀、古老的寺廟及美味的海鮮

千年以來，無數僧侶、詩人和藝術家們踏足松島，只
為尋求一趟心靈之旅。我們不妨跟隨他們的腳步，去
欣賞日出之時金黃色的陽光勾勒出那260座依傍海
岸、覆滿松樹的大小島嶼之輪廓。傍晚時分漫步在霧
氣繚繞的小島時，您會發現周遭景色彷彿一幅水墨
山水畫。讓我們前往松島那歷史悠久的海濱寺廟區
享受那神祕的景緻，抑或泡在松島溫泉的露天浴池
中，一邊放鬆身心，一邊欣賞松島灣的美麗風光。除
此之外，您也可以藉由島嶼步道、觀光船和獨木舟來
探索這片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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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oman 咖啡廳
景觀法式咖啡廳

五大堂

五大堂位於一座島嶼之上，並由兩座紅色的木橋連接海岸，是
整個松島最獨特的人造景觀。五大堂最初建於9世紀，而現存
的建築則是1604年時由戰國領主伊達政宗下令修建的，也是
東北現存最古老的桃山時代建築。1901年，五大堂被指定為日
本國家重要文化財。

松島最具象徵性的佛堂

西行折回之松公園

相傳在12世紀時，日本有位名叫西行的僧侶兼歌人
長途跋涉來到了松島。疲倦的他到了一座山丘並坐
在一棵大松樹下休息，此時一名孩童跑來與他交換
禪宗謎語，他竟答不上來，深感羞愧的西行法師便
放棄了他的旅程，踏上了歸途。這座公園便是以此
典故命名，而西行法師曾經用來歇腳的樹林如今還
立有一塊石碑，紀念著這場邂逅。

西行折回之松公園是能俯瞰松島灣的最佳地點之
一。在春天，公園內 260 棵櫻花將會盛開，粉紅的花
瓣與樹枝彷彿成了一個相框，將松島灣的美景裝裱
其中。

松島是個歷史悠久的觀光勝地，但除了風景和古
蹟之外，它還能提供您不一樣的驚喜。le Roman
咖啡廳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間人氣咖啡廳位於西
行折回之松公園內，店內氣氛典雅又具現代感，
供應的甜點也很美味。最重要的是，這間咖啡廳
的牆壁是用一片片透明的玻璃牆所建成，一眼望
去，整個松島灣的景緻盡呈眼前，美不勝收。

能夠俯瞰松島灣的公園

松島灣 被奉為「日本三景」之一的絕美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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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的美食
享受食材寶庫宮城為您帶來的
美食交響樂
出外旅遊，享受當地美食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如果您也是愛好美食的
老饕，來到宮城您將絕對不會失望。宮城縣內不僅農田廣布，位於其外海的三陸
海域更被譽為「世界三大漁場」之一，山珍海味可說是一應俱全。這樣的食材寶庫
理所當然地孕育出了多采多姿的飲食文化，只等您來親身領略！

炭烤牛舌

只要是對日本東北稍有了解的人，想必都有
聽說過仙台的美食之王──炭烤牛舌。儘管
發展歷史並不長，仙台的炭烤牛舌如今卻已
是百家爭鳴，各家都有不同的烤製手法及調
味祕方。

到仙台來一份牛舌定食，用炭火燒烤的厚切
牛舌炭香十足、軟嫩不爛，一咬下去肉汁四
溢，搭配上芥末和各種醬菜，轉眼間手上的
米飯便消失無蹤。

發跡於仙台的美食之王

毛豆泥

毛豆泥是將煮熟的毛豆磨碎後加入糖和鹽混合而成的糊狀物，最常見的吃法是
將其鋪在麻糬上，軟糯的麻糬和清甜的毛豆泥堪稱絕配。如今毛豆泥已演變出
各式各樣的吃法，不僅可以鋪在麻糬上，還可以包進大福、做成蛋糕，甚至加在
奶昔裡。請千萬不要對它抱持先入為主的觀念，淺嘗一口，您便會發現它們真的
非常香甜可口！

香甜可口的甜點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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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晶晶海鮮丼飯

亮晶晶海鮮丼飯發源自南三陸町這個沿
海小鎮，其豪華的外觀及豐富的滋味容
易令人聯想到耀眼奪目的太陽和波光粼
粼的大海，故而得名。亮晶晶海鮮丼飯
總共有春夏秋冬四個版本，分別使用不
同季節的當季漁獲製作，其中如珠寶般
璀璨的鮭魚卵更是不辜負其名稱的人氣
食材。

閃閃發光的豪華丼飯

閖上港早市

閖上港自江戶時代起就是仙台的主要漁港，人們總是會從各地前來並在這裡的早
市和拍賣會搶購最新鮮的海產及農產品。閖上港早市舉辦的拍賣會並不像其他漁
市拍賣會不對外開放，反而歡迎一般民眾參加。歡迎到閖上港早市和當地人一同
競標，相信只要您的反應夠快，一定也能滿載而歸！

參加一場貨真價實的漁市拍賣會

牡蠣

宮城是日本第二大的牡蠣產地，產量僅次於廣島。
日本東北太平洋沿岸又名三陸海岸，在地理上屬谷
灣式海岸，有著森林緊依海岸的特徵，經過森林土
壤淨化過的河水直接入海，為這片海域帶來純淨的
水質和豐富的營養，極其適合養殖牡蠣。

宮城產的牡蠣外觀圓潤飽滿，口感水嫩多汁，被認
為比廣島產的牡蠣更「男性化」。來宮城旅遊，您除
了可以在仙台市內的餐廳吃到牡蠣，也可以動身前
往鹽釜、松島等沿海觀光地區，直接在海鮮批發市
場或是牡蠣小屋裡大啖這碩大肥美的海中珍饌。

碩大肥美的海中珍饌

竹葉魚板是種細長而厚實的魚板，因形似竹葉而得名。相傳竹葉
魚板起源於明治時代的仙台，人們為了處理賣剩的比目魚而將其
製成魚板，沒想到大受好評，一舉成為各地魚舖爭相販售的熱門
商品。不同於一般的魚板，竹葉魚板經過火烤而有一層酥脆的外
皮，裡頭魚肉扎實彈牙，鮮味十足。宮城縣內有著許多竹葉魚板專
賣店，每家都有自己獨門的做法與祕方，有些店家甚至還推出了像
是魚板罐頭等創意產品。

宮城的美食 享受食材寶庫宮城為您帶來的美食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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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穿和服一直以來都是日本旅遊不可或缺的
一環，宮城縣內當然也有店家提供此類服務。在
仙台及松島都有店面的「梅らぶ」（Ume Luv）是
一家和服出租店，店內準備了超過一百件和服及
夏日浴衣供顧客挑選。想像一下，在參觀傳統的
日本庭園時，若您身上穿的是件華麗典雅的和
服，您肯定會是全場注目的焦點。租一件和服，
穿著它遍覽宮城縣內各大風景名勝吧！

身著華麗衣飾，感受日式典雅

宮城在過去曾是大名鼎鼎的領主──伊達政宗的領地，其麾下的武士不可勝
數，使我們至今依舊可以在縣內各地見到許多武士留下的遺產。為了緬懷這
些武士們英勇的身姿與事蹟，宮城縣內很多地方都有提供試穿甲胄的體驗活
動，讓您能夠打扮得像個伊達武士，威風凜凜地漫遊於各大觀光地區。

化身成威風凜凜的伊達武士

試穿和服

體驗活動體驗活動

木芥子是一種傳統的手工木偶，多見於日本東北的溫泉地
區。相傳過去農民會在冬季農閒時到溫泉地區進行療養，
而住在附近的工匠便看準了商機，開始利用周圍豐富的木材
資源製作木偶，當作伴手禮賣給前來泡湯的客人們。到了近
代，溫泉療養愈發盛行，木芥子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甚至發
展出了不同系統流派，成為了東北地區最具象徵性的工藝品
之一。

若有機會來宮城泡溫泉，不妨找一下當地有沒有木芥子工
坊，或是到日本規模最大的木芥子博物館──藏王木芥子
館，在工匠細心的指導下親手繪製自己的木芥子。

若想領略一個地方的當地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親身體驗它。拿起畫筆，在繼
承古法的匠人指導下親手繪製工藝品；身著甲胄，感受過去武士出巡的豪邁
奔放；換上和服，用最有日本韻味的方式漫遊觀光……能在宮城體驗到的實
在太多，族繁不及備載。

親手繪製傳統工藝品

木芥子手繪體驗

試穿甲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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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鳳殿瑞鳳殿

位於仙台市區西南方的瑞鳳殿是仙台初代藩主伊達政宗及其後代靈屋及陵墓的所
在之處。踏入瑞鳳殿境內，自入口處的階梯開始周遭即被杉樹環繞，氣氛非常寧靜
祥和。本殿廟宇大膽地使用了紅、藍及綠色的漆飾，門上的金飾、橫梁的獅子頭雕
刻和屋簷上的青銅龍頭雕刻瓦也給人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在瑞鳳殿一旁的附設
資料館中還能參觀各種展覽與文物，例如伊達政宗遺骨的複製品、陪葬品、裝有金
幣的甕棺等等。

靜謐樹林中的伊達家廟

傳統建築傳統建築

鹽釜神社鹽釜神社

相傳在古時候，神明教導人類如何使用大鍋煮乾海水以獲取鹽巴。人們感念於此，
便在大約西元 800年時將此地命名為「鹽釜」，並興建了鹽釜神社獻給神明。

鹽釜神社坐落在一處能夠俯瞰松島灣的陡峭山坡上，若想從正門進入則必須得先
登上 202 級石階。神社那朱紅色的社殿令人印象深刻，其落成年代最早可以追溯至
18世紀初，而其中總共有 14 處建築結構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俯瞰松島灣的宏偉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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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神社、莊嚴的寺廟、雄偉的城堡──宮城淵遠流長的歷史凝聚成了
一棟棟珍貴的古蹟並被良好地保存了下來。參觀宮城的傳統建築，探索這
塊土地的歷史，您的旅程將變得更加精彩！



仙台
宮城的首府，東北的門戶

仙台是日本東北地區的第一大城，其多達一百多萬的龐大人口帶動了繁盛的休
閒娛樂及商業活動。仙台不只是個繁忙的都市，更有著「杜之都」（森林之都）
的美名，無論是要登山、滑雪還是露營，市內都有適合的場地，無需離開仙台。
除此之外，仙台郊區還有兩處歷史悠久的溫泉地，而都市圈裡則有國際機場、
港口和三鐵共構的仙台車站，使仙台成為探索日本北部的主要基地。雖然密集
的交通網絡方便到就算遠如北海道都能當天往返，然而仙台那誘人的美食、旖
旎的夜生活、好逛的商店和豐富的自然景觀絕對會讓您不禁駐足於此。

橫丁文化
橫丁在日文中意指「小街道」，這些懷舊的小巷
弄不僅是仙台都市風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
是當地人晚上小酌兩杯的好去處。擠在橫丁裡的
小壽司店或居酒屋中，和坐在您旁邊的饕客交換
一下人生故事吧！

仙台光之樂章

仙台光之樂章是整個日本東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夜間燈光
秀。每年冬天，位於仙台市區的定禪寺大道兩旁的櫸樹
會被掛上總數超過六十萬顆的燈炮並於夜晚一齊亮起，
其美麗的燈光和魔幻的氛圍絕對會溫暖您的心。若有機
會在冬季造訪仙台，千萬不要錯過！

漫步於火樹銀花的浪漫街道

仙台七夕祭是全日本規模最大的七夕祭典，每年都有超
過200萬人前來共襄盛舉。在祭典期間，各地都會掛上
巨大的流蘇吊飾，將整個市中心裝飾得五彩繽紛。

仙台七夕祭
日本東北三大祭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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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的邂逅
若您是喜愛動物的人，宮城絕對是您的好去處，因為在這裡您將有機會接觸到各
種自由徘徊於棲息地中的動物。無論是到「聖島」金華山上餵養鹿群，還是帶著
相機前往伊豆沼拍攝來此過冬的候鳥，這些與動物的近距離接觸都將溫暖您的
心，為您的日本之旅增添一頁難忘的篇章。

藏王狐狸村

到日本東北旅遊，位於宮城縣藏王山上的狐狸村絕對是必訪景點之一。在我們的生活
中能夠與狐狸互動的機會並不多，然而在藏王狐狸村我們卻可以近距離接觸到狐狸。
這裡的狐狸品種多達六種，讓您能夠了解不同狐狸品種之間的差異。狐狸村每天還會
舉辦兩次抱狐狸的體驗活動，想近距離疼愛這些可愛小傢伙的話可千萬不要錯過！

與狐狸零距離接觸

「貓島」田代島 田代島有一半面積是山林荒野，然而來到這個
偏僻小島的觀光客卻絡繹不絕，全因島上住著
許多惹人憐愛的貓咪。田代島上貓的數量多達
人類的六倍，是名副其實的「貓奴天國」。島上
甚至還有住宿設施，可供貓奴們住宿於此，盡
情地和貓咪溫存個夠。

被貓統治的小島

「聖島」金華山

金華山是座位於石卷市外海的神聖島嶼，島上的
黃金山神社據說只要連續參拜三年，餘生便能大
富大貴。除了黃金山神社，說到金華山就不得不
提一下島上的奇觀──鹿群。這些野鹿被神道教
的神官視為神的使者，因此能夠在島上自由自在
地漫遊走動。

自由徘徊在島上的神聖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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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首滑雪場

鬼首滑雪場是宮城縣北部
最大的滑雪場，其山腳還
有許多間設有天然溫泉的
的滑雪小屋，是最舒適的
滑雪度假勝地之一。 

Spring Valley 泉高原滑雪場 宮城藏王澄川雪樂園

戶外活動
即使距離城市不遠，宮城那起伏的山脈、幽深的峽谷、綿延的海岸和蜿蜒的河川
卻仍保有原始的荒野氣息。這樣的環境不僅適合靜心冥想，也非常適合進行刺激
的戶外冒險。

鳴子峽

鳴子峽是宮城縣內最知名的賞楓名勝，每年秋天整條蜿蜒的峽谷都會被
斑斕的色彩所覆蓋。您可以從峽谷上的休憩小屋觀賞鳴子峽那具象徵性
的大橋，也可以走下峽谷並在步道上近距離欣賞紅黃交錯的美麗紅葉。若
算準時間來到大橋上，還有機會看到電車駛出山洞的瞬間。好好把握這個
可以一次捕捉到電車、山洞、鐵橋和楓紅美景的快門機會吧！

宮城縣內最具代表性的秋葉名勝

名取市
自行車活動中心

名取市自行車活動中心是新建於2020年的休閒
運動設施，設施內有著新鋪設好的自行車賽道、
籃球場和沿海健行步道，適合所有愛好運動的人
前來。除此之外，活動中心裡還有間舒適的溫泉
飯店，不僅能看到優美的海景，客房內還配備有
自行車架，對自行車運動愛好者來說是再理想不
過的住宿設施。活動中心當然也提供各種器材的
租賃服務，從普通的自行車、兒童用車、滑板到
賽格威電動平衡車，應有盡有，遊客不需自行攜
帶任何器材也能輕鬆地享受運動的樂趣。 

有著溫泉飯店的戶外休閒綜合設施

宮城藏王澄川雪樂園是宮
城縣內海拔最高的滑雪
場，其雪質鬆軟，滑起來特
別順暢。若是在非滑雪季節前來，樂
園也準備了露營和烤肉套裝行程可
供參加。

Spring Valley 泉高原滑
雪場坐落在仙台北部的泉
岳山坡上，不僅距離市區
不遠，氣溫也相對溫和，滑雪場內還
有個美食廣場，是滑雪一日遊的理想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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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

威士忌

宮城的氣候適合種植葡萄，因此吸引了日
本國內正在迅速發展的葡萄酒業界的注
意。近年來，宮城縣內葡萄酒廠如雨後春
筍般接連成立，而每家都有它們自己獨特
的背景故事及釀造方法。

說日本威士忌已然成為世界名酒一點也
不為過，但您是否知道其中有幾款知名
品牌正是在宮城釀造生產的？位於仙台
市作並地區的日果威士忌宮城峽蒸餾所
不僅是世界級威士忌的生產地，更是遠
近馳名的觀光景點。

秋保葡萄酒廠

日果威士忌
宮城峽蒸餾所

雖然在國外鮮少有人知道，但近年來日本的葡萄酒產
業其實發展得特別蓬勃。在這股釀酒潮流中，秋保葡
萄酒廠可說是最有前途的新銳之一。這座釀酒廠坐落
於仙台市秋保地區一處靜謐的山丘之上，從仙台市區
駕車出發只需半小時左右便可到達。

1969年，日果威士忌宮城峽蒸餾所建造完成，一棟棟雅
緻的紅磚廠房從此聳立於仙台市作並地區那風景如畫
的山間。宮城峽蒸餾所位於兩道清澈溪流的交匯處，是
釀造威士忌的絕佳地點。來到宮城峽蒸餾所，您可以參
加免費的導覽行程，除了能學到威士忌的製程和日果創
立者竹鶴政孝的一生，還能品嘗到不同口味的威士忌。

自行栽種葡萄的新興酒廠

「日本威士忌之父」竹鶴政孝
建立的威士忌酒廠

清酒
宮城縣產的清酒種類大多皆屬「純米」
清酒，口感柔和滑順，冷冽且不甜膩，鮮
味表現也屬上乘，經常在國內外各種評
鑑中名列前茅。歡迎到宮城來參觀各家
清酒釀造廠，深入了解宮城的清酒！

浦霞 清酒釀造廠
放眼全球的古老酒廠

一之藏 清酒釀造廠
四家曾經的競爭對手合而為一

男山本店 清酒釀造廠
位於港都的老字號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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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
在宮城泡湯，泡的可不單單是溫泉水，更是
這塊土地的自然與文化。來自不同水源的溫
泉，其溫度、礦物質含量、酸鹼度、顏色和水
質也大相徑庭。而正如泉質彼此相異，每座
溫泉的環境也截然不同，有些是簡樸的大眾
澡堂，有些則擁有豪華的 Spa 設施和露天的
鑿石浴池。

秋保溫泉

作並溫泉 鳴子溫泉

遠刈田溫泉松島溫泉

隱身於仙台西部丘陵地帶的秋保地區是座熱
鬧繁榮的溫泉鄉。根據當地人的說法，秋保的
泉水可以改善睡眠品質、促進循環系統並能抒解壓力，怪不
得這個地區有個雅緻的別稱──仙台的奧座敷（起居室）。

日本溫泉協會依據溫泉的化學成分歸類出十種不
同的泉質種類，鳴子溫泉鄉就坐擁其中八種。四百
多個泉眼流淌出的泉水風情各異，造就了各式各樣的浴場設施，
從傳統的溫泉旅館到擁有豪華私人浴池的現代飯店皆一應俱全。

作並溫泉鄉裡有許多溫泉浴池都坐落在廣瀨
川岸邊，其泉水據說可以治療風濕病和腳氣
病等各種病症，古時候疲倦的僧侶和將軍大名們都曾來此
療癒身心。

松島灣周邊總共有七間擁有天然溫泉的旅館。
泡在視野良好的露天溫泉裡觀覽松島美景，
欣賞那躍出松島灣蕩漾漣漪的旭日或明月，好不快活！

遠刈田溫泉鄉坐落於藏王山腳的丘陵地帶，
是個中心區域小巧、有著怡人小鎮風情的溫
泉鄉。鄉裡除了有著眾多溫泉旅館，還有兩座有名的大眾
澡堂，常有當地居民和來自仙台的一日遊旅客前來光顧。

南三陸觀洋飯店

南三陸觀洋飯店

瑞鳳飯店

岩松旅館

小松館

大沼旅館

竹泉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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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復興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並引發了高達39公尺的海嘯，使宮
城、福島和岩手的沿海地區遭受到嚴重的破壞。雖然我們永遠不能忘
記那天發生的悲劇，但值得慶幸的是震災復興至今已有了長足的進展。
觀光客在災後重建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旅遊帶來的觀光
收入是能夠用來支持進一步復興行動的重要財源。

女川町
2011年，女川町遭到東日本大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海嘯
襲擊，城鎮有七成左右皆被摧毀。當地居民別無選擇，
只能從頭開始重建，然而女川町的復興成果著實令人
印象深刻。在重建過程中，女川町長與民眾攜手合作
並主導復興行動。在他的帶領之下，女川町漸漸重生
為一個町民全員皆有著共同願景與目標的希望之鎮。

日和山公園
日和山公園坐落在一座名叫日和山的小山丘頂端，能夠俯
瞰石卷市的門脇住宅區和南濱住宅區。2011年海嘯來襲
時，這兩個住宅區有超過五百人不幸喪生。公園四周設有
觀景看板，上面印著震災前拍攝的照片，您可以藉由看板上
的風景與實際景象的對照了解海嘯造成的破壞。對震災和
石卷市的重建之路感興趣的遊客來說，日和山公園是不容
錯過的景點。

東松島市
震災復興傳承館
野蒜車站是野蒜地區極少數在2011年海嘯侵襲後尚未完
全倒塌的建築物，其一側高處有個藍白色的標誌，標示著
當初海嘯侵襲的高度。舊車站的一部分現已被改造為博物
館和社區空間，除了紀念著五百多條已然逝去的生命，也讓
倖存者們得以分享他們的故事。博物館內保存了相片檔案
以及311震災前後東松島的影音紀錄，戶外則設有紀念公
園，展示著海嘯過後殘存的物件。

福浦橋南三陸醫院

感謝台灣……

南三陸町內唯一的公立醫院在震災中慘遭海嘯沖毀，所幸在那
之後收到了來自台灣22億日圓的捐款，使醫院得以重建。這筆
善款如及時雨般拯救了無數寶貴的生命，為表對台灣人民的感
謝，町民們在醫院門前的廣場立了「感謝台灣紀念碑 」。

位於松島的觀光名勝福浦橋在震災中受到重創，然而在台灣日
月潭觀光船業者募集的善款援助下得以重建。如今在福浦橋一
旁還看得到松島町立的告示牌，上面寫著「福浦橋今後成為日台
友好之象徵，謹保永世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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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幹線

在來線

BRT

高速公路

仙台機場

仙台

三陸海岸地區

松島灣地區
仙台地區

北宮城地區

藏王山地區

古川古川

栗駒高原栗駒高原

白石藏王白石藏王

前往宮城
宮城縣大約坐落在東京東北方300公里
處，屬於日本東北地區。以下我們將為您
介紹幾種前往宮城的主要交通方式。

東北地區

北海道

宮城縣

東京

鐵路
從東京搭乘東北新幹線前往宮城，只需一個半
小時即可到達。若從其他縣市（特別是北海道、
青森、岩手、秋田和福島）前往宮城，新幹線同
樣是非常便捷的交通方式。 

電車和地鐵
宮城縣內有三條主要鐵路，分別是東北本線、仙
石線和仙山線。南北向的東北本線貫穿了宮城內
陸，是聯絡外縣市的主要鐵路；同樣是南北向的
仙石線沿海而行，通往松島及三陸海岸等沿海地
區；東西向的仙山線則連接了仙台與相鄰的山形
縣。在仙台市內的移動則可以透過地鐵，目前有
南北線和東西線兩條路線。

公路
東北高速公路（東北自動車道）是條貫穿宮城的
南北向公路，若駕車或搭乘巴士前往宮城，您將
會使用到這條公路。除此之外，宮城還有許多
來往其他城市（如：東京）的高速巴士車次。

駕車
從仙台駕車出發，宮城縣內幾乎任何角落皆能在
兩個小時內到達。除了南北貫穿宮城的東北高速
公路（東北自動車道），縣內還有連接三陸海岸
的三陸高速公路（三陸自動車道）和遍布全縣的
免費公路網。

空路
仙台機場有數條國際航線，與台北、上海、首爾、
曼谷等亞洲城市間皆互有直飛航班（截至2019
年12月），此外還有許多來往日本其他主要城市
的國內航線。從仙台機場可以直接搭乘仙台機
場Access線（仙台空港アクセス線）前往市中
心。若您想前往松島、平泉、秋保溫泉鄉或其他
觀光地區，仙台機場也有直達巴士可供搭乘。

來去宮城
前往宮城的交通方式主要有三種：
鐵路、公路、空路。

來去宮城周邊
前往宮城周邊地區的交通方式主要有
電車、地鐵、巴士和自行駕車。

交通周遊券
| Sendai Area Pass | 

| Sendai Marugoto Pass  | 

| 東北高速巴士周遊券  | 

| 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  | 

僅限持有外國護照且在留資格為短期
滯留（90日以內）的旅客購買使用，有
效期間為一天。在此券的有效期間內
可無限次搭乘JR電車往返仙台車站、
仙台機場、松島、山寺、白石和秋保溫泉鄉等地，
並免費使 用盧葡兒仙台（るーぷる仙台）觀 光巴
士、仙台市營巴士及地鐵。在仙台市內部分觀光景
點甚至還享有優惠。

持有外國護照的人皆可購買使用。在此券
的有效期間及規定範圍（東北地區）內可無
限次搭乘JR東日本鐵路，其中包含自成田、
羽田機場開往仙台、白石藏王甚至其他地
方的新幹線。

僅限持有外國護照且在留資格為短期滯留
（90日以內）的旅客購買使用。在此券的
有效期間內可在東北六縣（青森、秋田、岩
手、山形、宮城、福島）內無限次搭乘指定
的高速巴士和各地區的公車。

| Tohoku Expressway Pass |
持有外國護照和能於日本使用之駕照的
旅客，在向部分 特 約租車公司租借車 輛
時可一 併購買。在此券的有效 期間內行
駛高速公路免另行繳 納通行費。周遊券
會在租借的同時自動寫入ETC卡。

任 何 人皆 可 購 買使 用，有 效 期 間 為
兩天，功能與Sendai Area Pass相
同，能 無限次 搭乘JR 電 車往 返仙台
車站、仙台機場、秋保溫 泉鄉、松島
和山寺等熱門景點並免費使用盧葡兒仙台（るー
ぷる仙台）觀光巴士、仙台市營巴士及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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