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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內容是根據 2019 年 10 月的資訊編輯而成。書中所介紹的資訊可能未經預告而有所變更，敬請見諒。

　　滋賀縣位於關西地區，座落在日本近乎中央之處，並以擁有日本

最大的湖泊──琵琶湖為傲。琵琶湖約占滋賀縣面積的六分之一，  十

分寬廣，且孕育著特有的自然景觀與文化。滋賀縣不僅坐擁琵琶湖的

優美景觀，更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寺社佛閣。在 7 世紀中期，首都曾經

一度設於此地。除此之外，特別是在戰國時代（15 世紀末期～ 16 世

紀），  這裡也曾經是權傾一方的武將割據的重要地點，因此名留青史。

　　如今，此地則是可從京都與大阪等大都市輕鬆造訪，且能享受大

自然與戶外活動之處，因而備受矚目。人氣高漲的商店、咖啡館，以

及戶外活動等等應有盡有。

介紹

來吧！ 一起踏上前往滋賀的悠閒旅程！

凡例 營業時間　 費用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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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Shiga

湖西

湖北

湖東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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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6～8月

春季
3～5月

4 月上旬為櫻花季，

可享受平穩的琵琶湖與櫻花的組合。

長濱城和彥根城也是備受歡迎的櫻花絕美景點。

孕育一切的湖泊  
　　　　　   琵琶湖

最適合盡情享受琵琶湖的各種活動。

除了湖水浴等水上運動之外，

露營與 BBQ 也別有樂趣。



※相片僅供參考 5

冬季
12～ 2月

秋季
9～ 11月

10 月～ 11 月之間，將迎來紅葉最盛期。

在歷史悠久的神社與佛寺中，將可欣賞別富意趣的庭園與紅葉，

各地也將舉辦點燈活動。

四季之彩

將可欣賞晨霧環繞的琵琶湖、

白雪覆蓋的街道等冬季特有的絕美風光。

2 月則有盛開的油菜花田，可提前感受春季的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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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暢遊琵琶湖 在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將可享受騎乘自行車環遊琵琶湖一圈的

「BIWAICHI」，以及湖面遊船、水上運動等各式各樣的活動。

環行琵琶湖一圈也好，造訪感興趣的景
點也不錯。從 1 天到多日，可在喜好的期
間內租借自行車，並享受騎乘之樂。

可在水上輕快前進，魅力十足
的皮艇。若為雙人用，則可享
受合作划槳行進的樂趣。

這是源自於夏威夷的水上運動，站立於槳板上划槳前進。琵琶湖湖岸各地區
正在舉行可從 1 小時開始挑戰的 SUP 體驗，以及一邊欣賞夕陽西下的琵琶
湖，一邊划槳之旅等等。

自行車

SUP（立式槳板運動）
皮　艇

滋賀水上散步

米原站
Cycle Station

捷安特商店
琵琶湖守山

BSC 水上運動中心
9:00 ～ 18:00  公休日：星期二、三

皮艇 4,950 日圓～   ※ 須於 7 天前預約
JR 蓬萊站→步行 10 分鐘

9:00 ～ 17:00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
冬季公休（12 月中旬～ 2 月中旬）

1 天 4,180 日圓～
（因方案、自行車種類而異）

※ 預約優先，須於 2 天前預約
JR 米原站大樓內東口 1F

9:00 ～ 19:00 公休日：星期二 
5 小時 3,000 日圓～

（因方案、自行車種類而異）
JR 堅田站→巴士 15 分鐘

（琵琶湖萬豪國際酒店 1F）

SUP 體驗 1 天 3 次（① 9:30 ～、② 12:00 ～、③ 14:30 ～）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
 3,800 日圓～（包含保險費、設施使用費等等）
※ 須於 1 天前預約

JR 堅田站→步行 20 分鐘

在湖上放鬆

合作最重要！

騎上租借自行車
周遊吧！

騎乘人氣品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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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拔標高 1,100 公尺處縱覽琵琶湖的自然渡假區
──「琵琶湖山谷」。可在打見山（1,108 公尺）與蓬
萊山（1,174 公尺）區域散步，並可從展望景點琵琶
湖露臺享受琵琶湖優美的景色。4 ～ 11 月，也請務
必體驗在吊掛於森林間的繩索滑行，十分暢快的遊
樂設施「溜索」。

周遊琵琶湖南湖，模擬 19 世紀的美國所打造的密西根觀光船。可一覽
琵琶湖壯觀的景色，並在船內享受自助餐（預約制）、觀光導覽，以及
現場表演。

進入直徑 2.5 公尺的 PVC 球內漂浮湖上的
人氣活動，工作人員將從外代拍照片。3 月
下旬～ 11 月下旬。

漂浮在長濱市岸邊6公里處，周長約2公里的島嶼。
自古以來為人信仰，並奉祀有寶嚴寺與都久夫須麻神
社。在都久夫須麻神社中，可挑戰「投擲土器」，拋出
寫下心願的赤陶盤，據說如果穿過鳥居即可實現。

琵琶湖山谷

密西根遊船

NWWA 水球（R）

竹生島

O’PAL

密西根 80（南湖周遊
80 分鐘路線）

纜車：9:30 ～ 17:00（星期六、日、國定假日與 8 月為 9:00 ～）
上行最末班 16:30、下行最末班 17:00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營業情形可能因天候而異動）
詳情請於網站確認。

纜車：2600 日圓（來回）、溜索：3870 日圓（須另付纜車費用）
JR 志賀站→巴士 10 分鐘「琵琶湖山谷」下車

※ 山頂與山腳約有 5 ℃～ 7 ℃左右的溫差，請準備適當的衣物。

10:00、11:40、13:30、15:10
（航班數可能依季節異動）

期間：全年（冬季有停駛日）
2,830 日圓；午餐 2,750 日圓～

（乘船費另計）
京阪　琵琶湖濱大津站→步行

3 分鐘→大津港

9:30 ～ 17:30   公休日：星期三（1 月～ 2 月為星期
二、三； 7 月 20 日～ 8 月 31 日無休）

4,400 日圓（包含保險費、設施使用費）
※ 須於 1 天前預約

JR 雄琴溫泉站→步行 12 分鐘

9:30 ～ 14:00
（最末班因季節而異）

入島費：500 日圓
JR 長 濱 站 → 步 行 10 分

鐘→長濱港→乘船 30 分鐘　
費用：3,130 日圓（來回）
JR 今 津 站 → 步 行 5 分 鐘 →
近江今津港→乘船 25 分鐘　
費用：2,640 日圓（來回）

宛如身處泡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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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奉在 7 世紀中期將首都遷往大津
的天智天皇的神社。由於天智天皇的和
歌是百人一首的卷首歌，因此眾多百人
一首花牌大會都在此舉辦，也是廣受歡
迎的漫畫《花牌情緣》的舞台。
　　 亦 備 有 可 以 和 服 打 扮 在 境 內 散 步
的穿著體驗，推薦於朱紅色的樓門前拍
照。此外，也有穿著平安時代女子正裝的
十二單和服，並以專用場景攝影的「巧扮
花牌體驗」，將可拍攝宛如進入百人一首
花牌圖卡般的美照喔！

6:00 ～ 18:00   公休日：無休
和服體驗租借：1,000 日圓～

巧扮花牌體驗（完全預約制）：1,000 日圓
JR 大津京站→步行 20 分鐘

近江神宮
大津市

1

寺 社
佛 閣

滋賀縣擁有許多歷史悠久
的寺社佛閣，也有可觀賞時
令花卉與紅葉，或從事如抄
經、坐禪、穿著和服等感受

「和」之精神的體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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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於 2000 多年前，相傳是滋賀縣內最
古老的神社。琵琶湖中修築了漆成朱紅
色的大鳥居，祈求健康長壽與琵琶湖航
線的安全，長年以來深得當地民眾喜愛。
以漂浮於水平線上，琵琶湖最大的沖島
為背景，漁船通過湖中鳥居往來的優美
景色不容錯過。此外，僅在星期六、日，
將從日落起舉行約 2 小時的點燈，請務必
仔細品味時時刻刻變化的美景。

　　此地為西元 806 年最澄開闢的天台宗總本山，寬廣
的境內整體已經登記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
產。這裡曾是眾多高僧輩出的佛教據點，現在也聚集了
從全國各地前來的修行僧。西元 788 年創建的根本中堂
已獲指定為國寶，形姿莊嚴。此外，在延曆寺會館中，也
可挑戰坐禪、抄經等修行，還可體驗與精進料理（素齋）。

8:30 ～ 16:30（因季節、地點而異）公休日：無休
拜觀 700 日圓、國寶殿 500 日圓  抄經體驗、

坐禪體驗（需事先預約）：各 1,080 日圓
坂本纜車延曆寺站→

步行 10 分鐘（至東塔）

公休日：無休
免費
JR 近江高島站→搭乘計程車 5 分鐘，或騎乘租借

自行車 20 分鐘
*JR 近江高島站站內出借，有數量限制，出借時間
為 9:00 ～ 13:00，歸還至 17:00 為止

白鬚神社
高島市

比叡山延曆寺
大津市

2

3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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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 17:00（僅 12 月至 16:30 為止）  拜觀 300 日圓
JR 堅田站→巴士「出町」下車→步行 10 分鐘

* 星期六、日有開往滿月寺的巴士

8:00 ～ 16:00    拜觀 600 日圓
京阪石山寺站→步行 10 分鐘

8:00 ～ 17:00   公休日：無休   拜觀 600 日圓、抄經體驗／坐禪體驗（需
事先預約）：各為 1,000 日圓    山伏體驗（完全預約制）：10,000 日圓

京阪三井寺站→步行 10 分鐘

滿月寺
大津市

石山寺
大津市

三井寺
大津市

4

5

6

以突出於琵琶湖所建的「浮御堂」廣為
人知。景色絕美，約 500 年前，獲選為
因中國湖南省的優美八景而來的「近江
八景」之一。浮御堂不但外觀優美，從
浮御堂眺望所見的景色也十分壯觀，可
環行縱覽圍繞著琵琶湖的群山與琵琶
湖的卓絕景緻。

創建於 8 世紀中期，是歷代天皇家、貴族、武
士家等權貴人士所信奉的名門寺廟。相傳世
上最古老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
部也曾造訪石山寺，並在此地眺望倒映於琵
琶湖的月亮後，動筆寫下故事。其月之美，亦
被列為「近江八景」之一。

擁有超過 1200 年的歷史，儘管幾度遭逢戰亂，但仍重建而成。
寬廣的境內擁有包含國寶本殿在內等許多可觀之處，也被活用
為電視劇與電影作品的外景地。除了抄經、坐禪體驗之外，還
備有可穿著專用裝束，入山修行 1 天的山伏體驗。

（園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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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濱太閤溫泉

雄琴溫泉

石山南鄉溫泉

京阪石山寺站、JR 石山站
JR長濱站

長濱市
大津市

大津市

位於比叡山山腳，是擁有約 1200 年歷史的名門溫泉。
從京都前來交通很方便，也非常適合做為京都、滋賀
的觀光據點。鹼性單純溫泉，又被稱為「美肌之湯」。
此地也有許多可當日往返入浴的設施，可選擇附餐
點的當日往返方案，或可租借附露天浴池的客房方
案等等，提供各式各樣的享受方式。

長濱城城下町湧出的溫泉，推薦於長濱城或城下町
散步途中造訪。泉質為內含鐵質的礦物泉，略呈黃色，
特色在於可充分暖和身體，泡湯後不易冷卻。也有具
備可將琵琶湖盡收眼底的大浴場的設施。

溫泉旅館林立於石山寺附近的瀨田川沿岸，療癒著
前來參拜的人們的疲憊。也有可一邊眺望瀨田川清
流，一邊享受溫泉的旅館。相傳該處無色透明的溫泉
具有各式各樣的效用，甚至被譽為「萬病之湯」。

JR 雄琴溫泉站

溫泉
縣內也有各式各樣的溫泉
景點。一邊泡溫泉，一邊眺
望琵琶湖與群山的景色格外
優美。此地不僅備有住宿設
施，還有可供當日往返入浴
的設施，不妨自在造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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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縣伊賀地方與滋賀縣甲賀地方是眾所皆知的忍者發源地。
山間之地是利於當時權貴人士逃亡的地點，又靠近京都
與奈良等處，資訊易於流入，另外，此地亦為東西交通
要衝，在軍事上也曾是相當重要的地區。

在廣大的據地內，備有忍術博物館、機關房，以及飛鏢
道場等。此外，還有將自己描繪的圖畫製為陶器的體驗。
小朋友們可以體驗攀牆、走繩索、機關井等的忍者道場
人氣高漲。甲賀忍術博物館也展出飛鏢等忍者道具與忍
者裝束，還有古文書類，以及日常生活使用的道具。對忍
者來說，若自己的忍者身分暴露，就意味著死亡。因此，
平時他們會在普通的屋宅裡，表面上過著普通的生活。
機關房是過去實際存在的甲賀忍者的子孫「藤林家」的古
屋，乍看平凡無奇的老房子，裡頭其實安裝著各式各樣
的機關。在意想不到之處或藏有武器，或有秘密通道、懸
梯，以及暗門等等。

位於 JR 甲南站以南約 1.3 公里，龍法師村落的近乎正中
央。這是甲賀流忍者五十三家的領袖──望月氏本家的
住所，修築於江戶時代，也是現在唯一留存的真正的忍
者住家。內部各處裝設了很多機關，展示著忍具、忍術
資料等。還可以進行忍者體驗（扔飛鏢、穿忍者服裝）。

體驗
歷史、文化、購物……

在琵琶湖周圍，
享受各式各樣的體驗吧！

8:30 ～ 17:00　公休日：無休  
800 日圓、博物館套票 1,200 日圓（均與玄宮園共通） 
JR 彥根站→步行 15 分鐘

Bridal House Something Four
10:00～20:00的全日租借（17:00結束受理）

公休日：星期三
女性4,000日圓、男性5,000日圓（1天，袴一套租借

費用、穿著費用）

10:00 ～ 17:00    公休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營業，次日公休）
1,100 日圓；忍者服租借　兒童用 700 日圓 /1 天、成人用 1,100 日

圓 / １天　※ 依先到者序　※ 頭巾另收 200 日圓
甲賀站→免費接送

（需要預約）5 分鐘 9:00 ～ 17:00（入場至 16:30 為止）   公休日：12 月 27 日 ~1 月 2 日
600 日圓　 JR 甲南站→步行 20 分鐘

聳立於綠意之間，三重天守令人印象深刻的
彥根城，擁有超過 400 年的歷史，是日本國
寶五城之一。從表門經過天秤櫓、太鼓門櫓，
前往天守。純白優美的天守，印象將因觀賞
方位不同而異。在玄宮園中，則於鳳翔台稍
歇片刻。從此地眺望所見的玄宮園景色極佳，
一邊欣賞庭園，一邊享用薄茶（附點心 500 日
圓），別具意趣（9:00 ～ 16:00）。

不妨換上平日無法體驗的袴裝打扮，在彥根
城下町散步吧！襯衣、足袋等必要配件均成
套提供，可空手造訪。城鎮中的設施與商店，
也備有許多僅提供給袴裝打扮者的超值優惠。
另有品茶、品嘗比較日本酒等體驗。

彥根城與身著袴裝
漫步城鎮體驗　

甲賀之里

甲賀之里忍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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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江八幡和船觀光
協同組合

10:00 ～、15:00 ～（1 天 2 次）
※ 旺 季 有 臨 時 航 班　4 月 1 日 ～ 11
月 30 日每天

包 租 船（限 乘 6 人） 8,380 日 圓 ～　
配合預約時間出航，無休（需預約）
共乘船 2,200 日圓

JR 近江八幡站→巴士 10 分鐘「豐
年橋和船乘場口」下車

黑壁玻璃館
10:00 ～ 18:00（11 月～ 3 月至 17:00 為止）　無休

10:00 ～ 18:00（11 月～ 3 月至 17:00 為止）   
公休日：無休

800 日圓　※ 入館者將贈送公仔為禮
※ 重新整修至 2020 年 3 月為止，
期間中將於下列搬遷地點展覽
◎海洋堂模型博物館 in 長濱藝術中心
遷移期間 : 2017 年 12 月～ 2020 年 3 月（暫定）

國內人物模型製作先驅業者中規模最大
的海洋堂。此地不僅在日本，也是放眼全
球十分稀有的公仔博物館。這裡嘗試將
以食玩為中心的小型公仔以立體透視模
型的方式，設定戲劇舞台，展示盒箱中的
世界。

彥根城與身著袴裝
漫步城鎮體驗　

黑壁廣場

明治橋 AMANA

黑壁海洋堂公仔（人物模型）博物館

JR 近江八幡駅

JR近江八幡站JR近江八幡站

JR琵
琶湖
線

近江鐵道

近江八幡和船
觀光協同組合
近江八幡和船
觀光協同組合WATAYOWATAYO

明治橋
AMANA
明治橋
AMANA

日牟禮八幡宮日牟禮八幡宮

八幡山城八幡山城

N

0 500m

出
町
路

小
幡
町
路

近江八幡觀光物產協會近江八幡觀光物產協會

N

0 200m

→

JR 長濱站JR 長濱站

黑壁玻璃館黑壁玻璃館

黑壁海洋堂公仔
（人物模型）博物館

黑壁海洋堂公仔
（人物模型）博物館

豐公園（長濱城）豐公園（長濱城）

菓匠 祿兵衛
黑壁店

菓匠 祿兵衛
黑壁店

黑壁廣場黑壁廣場

長濱站遊覽問訊處長濱站遊覽問訊處

長濱太閣溫泉長濱太閣溫泉
長濱盆梅展長濱盆梅展

JR北
陸

本
線

長濱港長濱港

JR木本站↑

↓JR米原站

海洋堂模型博物館in長濱藝術中心
（至2020年3月）
海洋堂模型博物館in長濱藝術中心
（至2020年3月）

長濱地區
在日本的中世戰國時代興盛起來的城下町。
以連結近江與福井越前的街道的宿場町之姿，
從當時繁榮至今。 JR 長濱站

位於長濱站附近的廣闊街區，在活用
17 ～ 20 世紀古老城鎮打造的黑壁廣場
中，將可享受時尚玻璃產品的購物之樂。
此地的地標的黑壁玻璃館，是活用了西
元 1900 年修築的舊第一百三十國立銀
行的建築物而成的設施，展售世界各國
的玻璃產品。畫廊、餐廳、咖啡廳等，約
有 30 間商店林立環繞這座黑壁玻璃館，
也有可欣賞玻璃職人現場實際示範製
作過程，或體驗玻璃製作的設施。

近江八幡
相傳為近江商人的發源地區。保留了風情
萬種的八幡堀與古老的城鎮景觀，
亦備有活用古老商家打造的商店。

可搭乘小船，眺望悠閒景緻巡遊水鄉。
以屋形船循西之湖的周圍水路，花費約
60 ～ 80 分鐘巡遊。亦可享受櫻花與紅
葉等季節美景。

近江八幡 巡遊水鄉

11:00 ～ 17:30
（最後點餐時間 17:00）

公休日：星期二
JR 近江八幡站→

步行 30 分鐘，或巴士
10 分鐘「新町」下車→
步行 1 分鐘

散步疲憊後，吃點甜食休息一下。不妨
在滋賀縣著名和果子「丁稚羊羹」的名店
經營的咖啡廳，品嘗宇治抹茶聖代或者
烘焙茶聖代等和式甜點吧！
坐在窗邊的吧檯席位
能眺望八幡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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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秀博物館
MIHO MUSEUM 

三井
OUTLET PARK 
滋賀龍王

佇立於綠意盎然的山間的美術館，擁有包括從茶道具、神道與佛教美術、
書畫、陶瓷器、漆藝等多姿多采的日本美術，到埃及、西亞、希臘、羅馬、
南亞、中國等全球的古代美術收藏品。在約 3,000 件收藏品中，平時約公開
250 件。而由經手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等作品的貝聿銘操刀設計的建築
物，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傑作。

位於湖東，以酪農為主題的體驗型農業公園。可感
受四季應時自然景色的美好並親近動物。可以製作
臘腸（1,300 日圓）、製作大波蘿麵包（1 個 1,800 日
圓）、製作大量使用牛奶的濃郁牛奶土司（1 條 1,500
日圓）等等，秋天還可體驗採收地瓜。

關西最大規模，約有 230 家商店進駐的超大型購物中心。國內外知名
的時裝、童裝、家庭用品、戶外用品品牌應有盡有，傢飾與生活雜貨
也一應俱全。另有大型美食專區、以近江牛為傲的日式餐廳、當地牧
場的精選義式冰淇淋等等，購物以外的樂趣也十分豐富。

10:00 ～ 17:00
（最後入館時間 16:00）  

公休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則為
下一個平日公休）、展覽更換期間、
12 月中旬～ 3 月中旬
※ 詳情請於網站
http://miho.jp 確認。

1,100 日圓
JR 石山站→巴士 50 分鐘

10:00 ～ 17:00（3 ～ 10 月的星期六、日、國定假日為
9:30 ～ 18:00；11 月的星期六、日、國定假日為 9:30 ～ 17:00）    
公休日：星期三（12 ～ 2 月為星期三、四）

1,000 日圓（體驗費另計）
JR 近江八幡站→巴士 50 分鐘「幅野町」下車→步行 10 分鐘

商店 10:00 ～ 20:00（餐廳因店家而異）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
JR 野洲站或近江八橋站→巴士 30 分鐘

滋賀農業公園　BLUMEN 之丘 

農業、
料理體驗

藝術欣賞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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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當地農家生產的農產品、加工品的設施，備有地區食材製作的自助
餐，蒐羅了當地的媽媽們以「日常菜」為概念製作的手工餐點。精選菜色
營養滿點！菜單每日替換，並附
贈當季義式冰淇淋。在鄰接的溫
室內也可採草莓。

信樂燒是相傳誕生於 12 世紀左右的傳統燒陶，樸質溫潤的觸感廣
受歡迎。不妨自己製作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個人專屬器皿吧！備有
手拉環體驗、電動轆轤體驗、描繪體驗等等，有各式各樣的陶藝體
驗內容，新手也能放心參與。

可在眼前一覽琵琶湖的自然渡假區琵琶湖山谷，到了冬天便化身
為滑雪道。備有富於變化的９種路線，不僅高手可享其樂，也有新
手能放心挑戰之處。一邊眺望琵琶湖，一邊滑行的路線，暢快感無
與倫比！此外，不滑雪的遊客也能在可眺望琵琶湖絕美景色的琵
琶湖露臺悠閒消磨時光。

9:00 ～ 18:00
（自助餐廳 11:00 ～ 15:00；13:40 結束受理）

公休日：自助餐廳星期三公休
1,260 日圓
JR 守山站→巴士 15 分鐘「洲本」下車→

步行 5 分鐘

10:00 ～ 17:00（因季節而異）
公休日：1 月 1 日（有臨時公休）

體驗 1,500 日圓～
（因內容而異）

※ 建議預約
信樂高原鐵道信樂站→

步行 20 分鐘

琵琶湖山谷
滑雪場

農夫市集 
Ominchi 

大小屋食育

戲雪

陶藝體驗

JR 志賀站→巴士 10 分鐘「琵琶湖山谷」下車



美食與美酒
以近江牛為首，從傳統餐點　　　到新面孔，滋賀縣特有的美食多不勝數。

Delicious    food and dr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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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在琵琶湖漁業興盛的湖北地方，河魚店就會銷
售魚網捕捉到的鴨子。使用琵琶湖綠頭鴨製作的壽喜燒鴨
與鴨鍋，是廣獲喜愛的冬季美味。天氣越冷，綠頭鴨的身
軀就越緊實、脂肪也越豐富；其特色在於富有彈性的咬勁、
鴨肉脂肪獨特的甘甜又清爽的滋味，與豆腐、大蔥等蔬菜
一起燉煮食用。鴨子一整年都吃得到，但綠頭鴨則是從 11
月起至 3 月間，才可品嘗富含脂肪的鴨肉料理。

滋賀縣引以自豪的品牌，據傳是日本最古老的
名牌和牛。1883 年，以近江牛壽喜燒店的元祖
之姿，在東京開設了松喜屋，近江牛因此廣為
人知。肉質因霜降比例（脂肪含量）高且香氣芳
醇，特色獨具，入口即化且口感鮮美。若想輕
鬆品嘗，也推薦近江牛漢堡。

1960 年代中期誕生於彥根市內，爾
後逐漸成為代表滋賀縣的當地美
食。以鰹魚、昆布基底的日式高湯
為底的湯頭特色獨具，主要的材料
僅為富有韌性的中粗麵，加上大量
的肉與蔬菜。溫和清爽、滋味富有
層次感又柔和的湯頭為賣點所在，
對腸胃十分溫和，是冬季從內而外
溫暖身體的可口佳餚。也有對湯汁
和配菜下足工夫的專賣店。

近江牛

近江什錦麵

近江牛
松喜屋本店餐廳

近江肉 SENNARI 亭
伽羅

11:30 ～ 14:00
最後點餐；17:00 ～ 20:00
最後點餐（22:00 打烊）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

JR 石山站→步行 10 分鐘，
或京阪唐橋前站→步行 3 分鐘

11:30 ～ 14:30、
17:00 ～ 20:30
最後點餐（22:00 打烊）
公休日：星期二

JR 彥根站→步行 20 分鐘

鴨

CHANPON 亭総本家 彥根站前店
11：00 ～ 22：30 最後點餐（23：00 打烊）

公休日：無休
JR 彥根站→步行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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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約有 40 個酒藏的滋賀縣，其實也是一處擁有豐富的
當地產酒的地區。江戶時代，近江之國（滋賀縣）是東海道

與中山道交會的交通重鎮，因有眾多旅人通行近江之國，所
以在街道兩側，旅社櫛比麟次。為此，釀酒店數量也增加起來。

此外，將近江的特產品廣傳至日本各地，並且四處兜售的近江商人，也推
廣了近江酒，同時還傳授了釀酒的技術。此地原本就是名牌近江米的產地米倉，
又有從琵琶湖而來的豐富水源，因此不可能沒有可口的美酒誕生。諸如 ：  「松
之司」、「大治郎」、「不老泉」、「七本槍」、「笑四季」、「三連星」、「琵琶之長壽」、「喜
樂長」、「萩乃露」、「一博」等等，各式各樣的當地產酒品牌存在於此。

鯽魚壽司的代表──「熟壽司」，是滋
賀縣具有代表性的傳統食品。熟壽司為壽

司的原型，是以鹽與飯將魚等以乳酸發酵的醃
漬物。在將琵琶湖捕獲的似五郎鯽魚鹽醃之後，放上

蒸煮的米飯醃漬，使其自然發酵。這是自古傳承而來的
魚肉保存方式，因此據傳現存最古老的壽司，就是近江
地方流傳的鯽魚壽司。喜歡上它後，其獨特的香味與滋
味將令人上癮，與日本酒也很搭！ 

　　大尾的鱒魚可達60公分，是鮭魚科的琵琶湖特有種。
琵琶鱒身體顏色為鮮艷的橙紅色，在夏季盛產期時，不比鮪
魚遜色的上等脂肪滿布全身，十分美味。而說起推薦菜色，
首推生魚片，將可享受入口即化的滋味與恰到好處的口感。
　　此外，無論日式或西式，也可以鹽烤、燉煮、壽司、香
煎等方式料理，製作成味噌湯亦美味絕倫。此外，在秋季產
卵期前的琵琶鱒被稱為雨之魚，以此蒸製而成的雨之魚飯，
則是獲選為滋賀縣非物質民俗文化財的鄉土料理。10～11
月禁止撈捕，因此可享受天然物至9月為止。其鮮豔的橙紅
色身軀，簡直就是「琵琶湖的寶石」。

在長濱市周圍的湖北地方
所流傳的鄉土料理。這是將
烤過的鯖魚以甜鹹醬油味
道的湯汁燉煮，並連同以該
煮汁調味的麵線一起食用
的餐點。過往，曾有從若狹
灣將以鯖魚為首的海鮮運
送至京都的路線──「鯖魚
街道」。鯖魚在此地區曾是
常見的食材，麵線與鯖魚非
常相配，美味絕倫。

鯖魚麵線

日本酒

鯽魚壽司

湖魚琵琶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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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琵琶湖西北部的箱館山（680 公尺）。從春季到秋季間可享受
山間散步，冬季則可體驗滑雪之樂。在位於山頂的咖啡館中，模
擬無數燈火微微照亮夜間森林的空間開展於山中小屋風格的店
內，將可享受燈火映照得閃閃發亮，並且奢華地使用水果與巧克
力製作的獨家聖代。

集 結 了 4 家 可 近 距 離 眺 望 琵 琶 湖 的 餐 廳 與 咖 啡 館 的「NAGISA 
TERRACE」內的早午餐餐廳。精選近江食材，菜單上滿是加州風格的餐

點。亦備有可感受平穩的湖泊微風
的露臺座位。可一覽琵琶湖與比叡
比良山系。

建於可將琵琶湖盡收眼底的靜謐
高台上的咖啡館。以波浪的聲音
與鳥鳴做為 BGM，悠閒度過的咖
啡時光別具風情。使用天然地下
水製作的咖啡口感溫和、滋味豐
富。位在琵琶湖開展眼前的絕佳
地點，露臺座位所見的夕陽尤為
絕景。

在 ENSOU 約 5,000 坪 的 據 地 內
有著十分優美的森林，並建有展
出陶器的藝廊、專賣點心塔的咖
啡館，以及兩間古民宅。點心塔
平時約有 10 種左右。奢華地
盛裝著精選的當季水果，
口感酥脆的餅皮極
富 魅 力。亦 陳 列
京 都 陶 藝 家 製
作的杯盤等作
品， 也 可 購
買。

Cafe ENSOU

chalet 水濱

13:00 ～ 17:00（最後點餐時間 16:00）
公休日：星期一、三、五、日
※ 店內用餐從 12:30 起開始受理

 信樂高原鐵道　紫香樂宮跡站→步行 5 分鐘

公休日：不定期公休
※ 營業時間因日而異
※ 纜車行駛時間：9:00 ～（有期間限
定營業）詳情請確認網站。

JR 近江今津站→巴士「箱館山」下
車，或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利用纜車
至山頂（纜車往返費用：2,000 日圓）

10:00 ～ 16:00（最後點餐時間 15:00）
公休日：星期五、年末年初

JR 大津站→步行 20 分鐘，或京阪石場站
→步行 5 分鐘

10:00 ～日落
公休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營業，次日公休）

JR 近江八幡站→巴士「長命寺」下車→步行
15 分鐘

聖代專賣店
LAMP

NAGISA WARMS

咖啡館與餐廳 向各位介紹散步途中想要造訪的咖
啡館與餐廳，包括了氣氛時尚與堅
持使用滋賀食材的餐廳等各式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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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自古即為商業中心，因此有許多「丁稚奉公
者（前往大阪或關東商家的丁稚＝見習生），這種
羊羹也曾被做為「丁稚們的伴手禮」。

特色在於燒烤後的紅褐色陶土中，帶有因灰
融化而形成綠色自然釉的陶器。以狸貓擺設
聞名，氣氛質樸的作品為數眾多，可找到便
於日常使用的器皿。

愛莊町傳承至今，在玻璃瓶中裝有手
毬，不可思議的工藝品，因其纖細與優
美而備受矚目。可於「Ruburu 愛知川」
購買。

老牌日式點心店的人氣商品。
靈感來自於歌舞伎隈取（化妝方
式）的點心，迴響極佳。也有許
多各個季節的日式點心。

丁稚羊羹

琵琶湖文具

信樂燒 愛知川玻璃瓶
細工手毬

KABUKI
KIDS

滋賀伴手禮
9:30 ～ 17:00   公休日：星期一（逢國定假日營業，

次日公休）、年末年初
信樂高原鐵道　信樂站→步行 20 分鐘

9:00 ～ 18:00   公休日：星期二（逢國定假日則營業）
JR 近江八幡站→步行 30 分鐘，或巴士「小幡町資料館前」

下車→步行 5 分鐘

9:30 ～ 17:30（星期六、星期日、國定
假日　18:00 為止）   公休日：1 月 1 日

JR 長濱站→步行 5 分鐘

8:00 ～ 17:00
公休日：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近江鐵道　愛知川站→步行 1 分鐘

從好吃的日式、 西式點心，到留下美好回憶的物品，
種類豐富多元的伴手禮應有盡有。

滋賀縣陶藝之森

菓匠   祿兵衛   黑壁店

WATAYO

有能繪畫出琵琶湖形狀的「琵琶湖造型尺」、琵
琶湖造型的迴紋針，以及有著以琵琶湖內的魚
類及滋賀旅行為靈感來源所製成的紙膠帶等獨
特文具。在縣內的物產禮品店等地方都可購買
得到。

Ruburu 愛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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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賀縣活動曆
春季 夏季
３～5月 6～ 8月

3月
中旬

3月
下旬

4月
上旬

4月
上旬

4月
中旬

7月
下旬

8月
上旬

8月
上旬

8月
上旬

8月
中旬

4月下旬～
5月中旬

6月下旬～
8月下旬

7月上旬～
8月上旬

7月下旬～
8月上旬

5月中旬～
6月中旬

5月上旬
～中旬

左義長祭
（近江八幡市）

以豆類、昆布等食材
製作的巨大山車巡遊
城鎮的奇特祭典。

琵琶湖箱館山百合園   百合最佳觀賞期（高島市）
約 250 萬朵百合盛開，景色絕美，也將舉辦豐富的活動。

近江富士花綠公園   春祭（野洲市）
白天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晚上有櫻花點燈。

第一 NAGISA 公園
向日葵花田

（守山市）
整片的向日葵花田開
展於廣闊的園內。

熱氣球飛行
（草津市）

搭乘熱氣球眺望琵琶
湖與群山，心情會十
分暢快！

豐公園（長濱城）
櫻花點燈

（長濱市）
長 濱 城 周 圍 有 600
株櫻花盛開，夜晚會
點燈。

近江神宮   點燈（大津市）
配合全國高中生花牌大賽的舉行，樓門將點燈。

多賀大社   萬燈祭
（多賀町）

1 萬 2,000 盞點亮的燈
籠打造出玄幻氣氛的
祭典。

長濱、北琵琶湖
大煙火大會

（長濱市）
施 放 約 1 萬 發 煙 火，
威震四方。

琵琶湖大煙火大會
（大津市）

在縣內最大規模的煙
火大會中，活用了琵
琶湖的表演光彩四射。

觀音盆千日會、千體地藏盆（愛莊町）
金剛輪寺參道約 2,000 尊地藏與燈籠將點亮燈光。

※ 僅 2020 年於
　11 月上旬舉辦

信樂窯漫步路自在巡遊古窯（甲賀市）
城鎮中的古窯各以企畫活動款待來場嘉賓。

長濱曳山祭
（長濱市）

登記為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傳統活動。

青綠嫩葉的競演
（大津市）

在石山寺與三井寺的
新綠期間，舉辦佛像
特別公開等等活動。

琵琶湖大津館　
春之玫瑰節

（大津市）
3,000 株 玫 瑰 盛 開 競
艷，並將舉辦多姿多采
的活動。

三大神社　紫藤祭（野洲市）
幾乎擦蹭地面的巨大紫藤花華麗盛開，造訪的遊客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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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賀縣活動曆 全年舉辦享受當季時令花卉、傳統祭典、燈飾等等的歡樂活動，
敬請感受各個季節的特有意趣。

秋季 冬季
9～ 11 月 12 ～ 2 月

9月
下旬

2月
中旬

10 月
上旬

10 月
中旬

10 月
中旬 1 月

下旬

2月
上旬

9月左右
（中秋之日）

12月上旬
～2月中旬

12月中旬
～2月中旬

1月中旬
～3月上旬

1月上旬
～3月上旬

11月中旬～
12月上旬

11月下旬～
12月上旬

11月上旬
～下旬

2月上旬
～3月下旬

五個莊城鎮巡遊（東近江市）
穿著約100年前的服飾，裝扮成近江商人的人們在街上遊行。

琵琶湖大津館   燈飾（大津市）
光芒彩染寬闊的英國庭園。

石山寺   秋月祭（大津市）
在賞月名勝石山寺，蠟燭與燈籠彩染黑夜。

彥根燈花會（彥根市）
街中的燈飾形成如夢似幻的空間。

信樂陶器祭
（甲賀市）

信樂燒的現場銷售會
等。或許可以便宜的
價格購得。

琵琶湖縱走
雪見船觀光船

（大津市）
可享受琵琶湖與雄偉
的比良山系等冬季景
色的觀光船。

長濱盆梅展
（長濱市）

純日式的建築中，梅
樹盆栽一字排開展出。

大津祭
（大津市）

豪 華 絢 爛 的 13 座 曳
山巡遊城鎮，也是縣
內大規模的祭典。

八幡堀祭（近江八幡市）
八幡堀與城下町點燈，另有文化財產特別公開。 牧野冬日節（高島市）

備有豐富的玩雪活動的企劃。

多賀大社   節分會（多賀町）
宮司投擲豆子，驅除現身於能舞殿的鬼怪。

彥根城玄宮園　
錦秋的玄宮園點燈

（彥根市）
倒映於大名庭園湖面
的紅葉，優美得令人
屏息。

水杉林蔭道紅葉祭
（高島市）

染成黃色的行道樹綿
延約 2.5 公里。

田村神社   厄除大祭
（甲賀市）

為數眾多的參拜者來
此進行除厄的祈禱，
熱鬧紛紜。

大本山永源寺點燈
（東近江市）

廣 為 人 知 的 紅 葉 名
勝，最佳觀賞期將會
點燈。

巡訪近江八幡
節句人偶

（近江八幡市）
在資料館與城鎮各處
展出近江商人家相傳
的雛人偶。



京都京都
大津大津

新大阪新大阪

大阪/梅田大阪/梅田
新神戶新神戶

奈良奈良
神戶機場神戶機場

大阪國際機場
（伊丹）
大阪國際機場
（伊丹）

關西國際機場關西國際機場

草津草津

近江八幡近江八幡

米原米原

近江今津近江今津

關西機場站
↓

新大阪站 
（特急 HARUKA 號） 

約 50 分鐘

新大阪站 
↓

大津站 
（JR 東海道本線） 

約 50 分鐘

京都站
↓

大津站 
（JR 東海道本線） 

約 10 分鐘

東京→

←廣島

從關西國際機場至滋賀的
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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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站遊覽問訊處   OTSURY

近江八幡觀光物產協會

長濱站遊覽問訊處

信樂町觀光協會

彥根市遊覽問訊處

JR 牧野站遊覽問訊處

蒐集滋賀縣的旅遊資訊，請前往遊覽問訊處。

大津市春日町 1-3 VIERRA 大津
077-522-3830（可應對：日語、英語、中文）
9:00 ～ 18:00
無休
從 JR 大津站步行即抵

近江八幡市為心町元 9-1
0748-32-7003（可應對：日語）
10:00 ～ 17:00
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從 JR 近江八幡站搭乘巴士至大杉町

長濱市北船町 1-5　JR 長濱站大樓內
0749-63-7055（可應對：日語、英語）
9:15 ～ 16:45
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JR 長濱站

甲賀市信樂町長野（信樂傳統產業會館內） 
0748-82-2345（可應對：日語）
9:00 ～ 17:00
星期四（逢國定假日，則第二天公休）、年末年初
信樂高原鐵道　信樂站　步行 5 分鐘

彥根市古澤町 40-7　JR 彥根站大樓內
0749-22-2954（可應對：日語、英語）
9:00 ～ 17:00
年末
JR 彥根站

高島市牧野町西濱 1209-8　JR 牧野站大樓內
0740-28-1188（可應對：日語）
9:00 ～ 17:00
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JR 牧野站

觀光資訊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地址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

公休日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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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享受滋賀之旅吧！
持有並出示本手冊，即可於以下設施享受折扣或優惠服務。

詳情請洽詢各設施。

1,850 日圓→ 1,500 日圓
 折 200 日圓

 折 500 日圓

8 折

95 折

930 日圓→ 750 日圓

成人

兒童

箱館山滑雪場、
百合園、地膚公園

松喜屋餐廳本店

水鄉之里圓山

琵琶湖汽船

黑壁廣場

Discount 

Present

Discount 

Discount 

Discount 

入園與來回纜車

持有本手冊並用餐，
即可獲贈信樂燒的
筷架

定期觀光船 乘船費

觀光遊覽船「密西根」
乘船費 8 折

在黑壁玻璃館等5家
黑壁直營店中用餐、
購物， 可享95折

包船

Discount services and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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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biwako-visitors.jp/https://tw.biwako-visitors.jp/https://tw.biwako-visitors.jp/
網站上也有許多詳細的觀光資訊！ 網站上也有許多詳細的觀光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