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六甲山眺望千萬美金的夜景和彩燈的競演
「六甲山光之藝術Lightscape in Rokko」和當地美食「成吉思汗」料理

「六甲山燈光藝術Lightscape in Rokko」彩燈展，用了具有1000萬以上色彩表
達的LED彩燈照亮了展望台的整個框架。這一有親近感的風景描述，出自於照
明設計師「伏見雅之」之手。以六甲山的象徵「六甲垂枝」為中心隨著季節變換的
彩燈展，從六角山眺望的千萬美金的夜景，會讓您陶醉在無比浪漫的氛圍之中。
請來體會四季變遷中的奇幻景象。

六甲山的古老美食“成吉思汗”大量使用了
健康食材的羊肉，精選和牛以及海鮮，非常
美味。在千萬美金的夜景下，品嚐一下特選
的羊肉如何？

六甲山的特色美食
「成吉思汗」 料理

（注意）由於季節跟天氣的變化開辦的期間・時間會有所改變。請事先確認官方網頁。

參加時長：約2小時
集合地點：六甲Garden Terrace
兵庫縣神戶市灘區六甲山町五介山1877-9

諮詢：六甲山觀光株式會社

https://www.rokkosan.com/gt/
info2@rokkosan.com

1 晚間 神戸・阪神

根據 1300 年以前的日本最古老歷史書「古事記」「日本書記」

的記載，日本群島是由降臨在大海荒原的男女兩尊神所創造，

首先創造出的島嶼就是兵庫縣淡路島。談到淡路島被稱為日

本起源之地的來由，也許是因為自古兵庫離奈良，京都等日本

各時代的首都比較近，所以對當世權威構成很大影響等歷史

背景所促成。

淵源流傳的歷史與文化，以及豐富的食材・溫泉等自然資源。

敬請期待，只有在兵庫才能帶給您的獨一無二的寶貴體驗。

Explore Hyogo,
The Origin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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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的內容是為2021年8月的內容。
今後有直接變更內容的可能性並且不會另外通知。





參加時長：約8小時
實施期間：星期三、星期六
集合地點：神戶三宮周邊（詳細集合地點請諮詢）
諮詢：神姬觀光株式會社姬路支店

https://www.shinkibus.com/
himeji-snk@shinkibus.co.jp

6 歷史·文化 神戸・阪神・淡路 7 歷史·文化 神戸・阪神

接觸現代藝術與名建築的旅程

居住三田市的新宫晉是世界著名的「風的雕刻家」。
本旅程可以參訪露天博物館「風之博物館」，欣賞雕
刻家感受到風舞而創作出來的優雅作品，享受看不
到的自然韻律。除此之外，還準備了豪華的「振袖(和
服)」試穿的體驗方案， 並且漫步「風的博物館」。

在日本，各種慶典和活動・派對
等時會做日本家常料理「壽司
卷」，本旅程中可以體驗壽司卷
的製作。還可以試吃到使用了
高級三田產原木香菇所做的壽
司卷喔。

體驗壽司卷的製作！

相樂園是著名的杜鵑花景點，
從4月下旬到5月上旬有4000
株的杜鵑花會豔麗綻放。

杜鵑花遊山

從姬路城乘坐公車約30分鐘後，乘坐
纜車到「山上站」，再步行一段時間就
會出現山寺「書寫山圓教寺」。「書寫山
圓教寺」是日本最古老的巡禮地之一，
諸多建築和佛像都被指定為國家的重
要文化遺產。此地也是好萊塢電影《末
代武士》的外景地，而且諸多日本時代
劇也在此地拍攝。

舉例散步路線在兵庫縣神戶市「HAT神戶」裡的
美術館被稱作「藝術之館」受到眾
人愛戴。收藏7000件以上的作品，
以近代雕刻、近代版畫、鄉土地緣
美術、現代美術等四大分類為主
力。

兵庫縣立美術館

風光明媚的小鎮 三田 
～風之博物館的邀請～

在池泉回遊式的日本庭院，渡過飛石和石
橋，河流和瀑布等就可以體驗到深山幽谷
的世界。可觀賞樹齡500年的大樟樹，春天
裡盛開的杜鵑花和秋天的楓葉。佔地兩萬
平方米的園內裡還可以觀賞到重要文化
財⸺舊小寺家馬廄和J.K.Hassam舊宅
等。

http://www.sorakuen.com/index.html
info@sorakuen.com

參加時長：40分鐘
集合地點：相樂園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中山手通5-3-1
諮詢：相樂園

9 歷史·文化 播磨

歡迎來訪「播州織」繁盛初期所建築的
高級古民居「來住家舊宅」，來體驗 

「播州織」小飾品的製作。

從紡織音開始的「播州織」工坊體驗&購物

「播州織」其特徵是自然手感和豐富色彩，以
從紗線染色的織錦而聞名，全日本80%的先
染織錦都出自此地。本旅程帶您了解「播州
織」為何在此地繁榮，隨著紡織機的音色，傾
聽匠人的故事，體驗「播州織」的樂趣。

https://denku-travel.com/
denku-travel@k-denku.com

參加時長：2.5小時
集合地點：來住家古宅
兵庫縣西脇市西脇394-1
諮詢：NPO法人北播磨田園空間博物館

在兵庫縣立美術館飽覽具體美術等現代藝術之
後，此行程將帶您前往淡路島，介紹以自然共生
為主題而建造的淡路島舞台等壯大的建築地標，
以及在蓮池下面有著主殿的特殊寺廟⸺本福
寺 水御堂等建築。

https://www.shinkibus.com/
himeji-snk@shinkibus.co.jp

參加時長：約9.5小時
集合地點：神戶三宮周邊（請諮詢）
諮詢：神姬觀光株式會社姬路支店

無
ninsan@nifty.com

參加時長：6小時
實施期間：3月～4月，10月～11月
集合地點：JR三田站
兵庫縣三田市驛前町1-32
諮詢：NPO法人武庫丘城鎮發展事務所

穿上正式的和服、帶個古裝用的假髮，再
畫一下妝，您就變身成公主了。漫步在世
界遺產姬路城的周邊，向自己的相機鏡
頭擺個姿勢，百分百的演員氣氛就來了。
歡迎您來了解日本傳統文化，領略城下
街的魅力！

https://himekouji.com/
info＠yumeoriyakata.com

參加時長：4小時
集合地點：夢織館
兵庫縣姬路市本町68番地 姬小路白鷺堂大樓
諮詢：株式會社MENTEKKU夢織館

穿越時空到江戶時代！
姬路城下町的公主散步行程

10 歷史·文化 播磨

建於繁華鬧市中的「深山幽谷」之境  
欣賞日本庭園『相樂園』

8 歷史·文化 神戸・阪神

對來日觀光的外國人來說最心動的日本
文化之一就是和服了。此行程提供由影視
劇中負責服裝的專業人員來幫忙穿戴和
服。

11 歷史·文化 播磨

了解世界遺產姬路城的秘密，
散步當地人推薦的周邊景點
由持有證照的專業導遊帶領您漫遊姬路城
跟城下町！在散步城下町時，導遊還會講一
些當地逸聞。除了可以調整出發地點之外，
還可以根據您的需要提供各種散步路線！

https://denpakudo.jp/kansaidiscovertours/
info@denpakudo.jp

參加時長：2.5小時～（根據調整的路線而不同）
集合地點：JR姬路站等（請諮詢）
諮詢：NPO法人姬路會展支援

阪神甲子園球場之旅

阪神間現代主義建築以及
阪神甲子園球場巡禮

國家指定重要文化遺産YODOKOU迎賓館 弗蘭克・勞埃德・賴特設計

5 歷史·文化 神戸・阪神

阪神甲子園球場即是職業棒球球團"阪神老虎隊"的
主場,也是每年2次的"全國高中棒球大賽"的舉辦地,
是"日本棒球的聖地"。聽著導遊的解說參觀「日本棒
球聖地」甲子園，體驗其中的驚奇和感動。

阪神間現代主義是指在1900至1930年代的期間,阪神地區孕育
出的受西洋文化影響的藝術,文化和生活模式。其中的近代建
築群，其特徵是精巧結合了日本傳統樣式美和現代造型藝術，
展現出和洋折衷之美。本旅程帶您觀賞「近代建築的三大巨匠」
之一的弗蘭克・勞埃德・賴特所設計的「YODOKOU迎賓館（三
邑家古宅）」以及魅力無窮的其他現存近代建築。

8 9歷史·文化歷史·文化





代表日本的國際貿易港神戶。游輪帶您
悠閑地巡游神戶港，這裡曾以外國人的
居住地而繁榮，充滿異國風情。透過遊
艇內的大屏幕詳細介紹神戶港的歷史
與現在。

日 本 人 眾 所 週 知 的 復 古 玩 具「 派 對 吹 笛
（Fukimodoshi）」。在日本還有用象聲詞取

名叫「Piropiro」、「piihyara」，而英文稱為
「Party horn」或「Blowouts」等，多半在生

日派對，聖誕派對時使用。這裡的設施內有
「派對吹笛」的展示，工坊的參觀，還可以玩

十種以上的特製品，以及用各種彩色花樣製
作獨一無二的派對吹笛，歡迎來體驗！

參加時長： 1.5小時
(11:00～12:40 15:00～16:30)
集合地點：淡路人形座
兵庫縣南淡路市福良甲1528-1
諮詢：淡路人形座
https://awajiningyoza.com/
awajiningyo@gmail.com

https://www.parchez.co.jp
parchez@parchez.co.jp

可 以 在 劇 團 成 員 的 指 導 下 體 驗 稱 為「 三 人 遣 い
（Sanninzukai）」的人偶操縱，體驗故事的說唱者“太夫”朗

聲唱一節表達感情的一幕，還可以體驗三味線演奏“人形
淨琉璃的三行”。歡迎拍紀念照留念！

由 三 位 人 偶 師 操 縱 的 人
偶，其表演比真演員還生
動！

參觀一般無法進去的後台

觀賞演出後歡迎來後台！

由於日本製的派對吹笛品質高，所以從
1960年代就開始出口至世界各國。現
在因為證實派對吹笛有各種訓練效果，
所以不僅僅做為玩具，在醫療、護理、美
容領域也被廣泛使用。

觀賞500年歷史的「淡路人形淨琉璃」，
體驗人偶・太夫・三味線
大約有五百年以上的歷史的淡路人形淨琉璃，是從祭祀發展出的
人偶劇，也是日本引以為傲的舞台藝術。由三人一組操縱一具人
偶，伴隨風雅音色表演，人偶劇已是當地紮根的大眾文化。人偶那
比人更生動的表演，勾畫出了人間喜怒哀樂的故事，將觀眾引進夢
幻世界。

18 歷史·文化 淡路

19 歷史·文化 淡路 22 自然·景觀 淡路

21 自然·景觀 淡路

23 自然·景觀 神戸・阪神

https://www.fukimodosi.org/
office@fukimodosi.org

參加時長：1小時
集合地點：兵庫縣淡路市河內333-1

諮詢：FUKIMODOSHINOSATO CO.,LTD.

世界上唯一能體驗製作日本復古玩具
「派對吹笛」的設施

在淡路島體驗具有悠長歷史的手工製香。製
香產業從170年前開始在此地盛行，如今其
產量居日本首位。行程中會先帶您參觀香的
製作過程（影片），作為原料的香木以及加工
製作的機器等，之後欣賞有關製香歷史的連
環畫劇，最後帶您體驗香的手工製作。請享
受在日本第一製香之地的手工製香樂趣。

20 歷史·文化 淡路

在日本第一線香產地「淡路島」
體驗手工製香

以香為主題的設施，這裡有栽種約百
種香草的大溫室及農園等。

PARCHEZ香之館
震災的故事分享會

日本製的派對吹笛

參加時長：1小時
集合地點：PARCHEZ香之館
兵庫縣淡路市尾崎3025-1

諮詢：RARCHEZ香之館

主題公園「野島斷層保存館」保存了1995年1月
17日發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時出現的活斷層的
實體。主題公園內有經受過抵過強震留存下來
的紀念館，經歷了神戶大空襲（1945年）和阪神
淡路大地震的「神戶之牆」，還有可以體驗地震
震度的震災體驗館。一起來了解自然災害的恐
怖，提高防災意識，將教訓永傳於後代。

參加時長：1小時
集合地點：渦潮大堂七彩館
兵庫縣南淡路市福良甲1528-4
諮詢：Joyport南淡路株式會社
http://www.uzu-shio.com/
narumi@castle.ocn.ne.jp

http://www.nojima-danso.co.jp/
info@nojima-danso.co.jp

https://kobebayc.co.jp/
kobebayc@ryobi-holdings.jp

巨大的「渦潮」現象在世界上也是相當罕見，被確認到
有此現象的其他地方有挪威北部、加拿大東海岸、英
國的蘇格蘭島。現今當地致力於和挪威協力推動將

「渦潮」登錄世界遺產為目標。

不尋常的渦潮

潛水艦塢
神戶港的象徵⸺紅色巨型龍門吊
和拖船。再眺望過去，還能看到停泊
的潛水艦。另外從船上可眺望的景
點有明石海峡大橋，神戶機場以及
從海上望去的神戶街景等。

「作為受災當事者，並代表受災地
區，我們希望大家能避免經歷同樣
的沉痛。我們不能忘記曾經失去了
寶貴的生命，有過不可挽回的犧牲
。作為倖存者，我們希望能把這些
經歷傳達給後代。」 實際體驗到災
難的故事分享會“KATARIBE” 每個
星期二會在紀念館分享這樣的心
情。

體驗神秘的自然現象「渦潮」，
乘坐「渦潮觀測艇」
了解自然環境
在位於淡路島和四國之間的狹窄的“鳴門海峽"，因激流湧入而
產生的非常稀有的自然現象就是「渦潮Uzushio」。因月亮的引力
影響而產生潮汐的變化，特別是在新月和滿月的時期可以觀測
到大型渦潮，其直徑約30公尺是世界之最。乘坐渦潮觀測艇，由
船上導遊解說渦潮形成的機制以及渦潮周圍的自然環境，並能
近距離觀賞渦潮。

參加時長：1～2小時
集合地點：野島斷層保存館
兵庫縣淡路市小倉177
諮詢：北淡震災記念公園

參加時長：45分鐘
集合地點：中宊堤中央航站樓KAMOMERIA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波止場町7-1
諮詢：神戶觀光遊覽船株式會社

遊船巡遊之日本屈指可數的
港口城市「神戶」～它的歷史與現在～

1995.1.17的記憶 
了解學習阪神・淡路大地震

12 13自然·景觀歷史·文化



25 自然·景觀 但馬

從稻鴨農法學習SDGs
（附BBQ午餐）

參加時長：5小時
實施期間：4月～10月
集合地點：JR城崎溫泉站
兵庫縣豐岡市城崎町今津283
咨詢：豐岡觀光創新
https://visitkinosaki.com/tour-packages/
info@visitkinosaki.com

“ 東 藤 田 邸 ”曾 經 是 運 輸 船 行（ 迴 船 問 屋
Kaisendonya），建於1783年，位於面向日本海,
日本遺產北前船的停靠港"諸寄(Moroyose)地
區。如今，經過店主夫婦二人之手，手工改建為
融合日本建築和歐洲文化的多功能設施以及

“Guest house東藤田邸”。 “Guest house東藤
田邸”還被認定為日本遺產構成文化財。您可以
在這裡盡情享受山陰海岸地質公園的豐富大自
然以及體驗插花等日本文化。

在大阪和北海道之間的日本海中，
一邊航海一邊從事交易的商船群
叫做“北前船”，北前船為這裡的停
靠港帶來的不只商品，也帶來了各
地的文化。

北前船

意指是日本的家常菜。曾經周遊
世界的店主為了能讓更多人體
會家鄉的魅力，用當季食材精心
準備的OBANZAI，等著您來品
嚐。

OBANZAI

在森林深處的巨岩、奇岩之間溪
流潺潺，隨著四季更迭有著不同
的美，在這裡可以享受森林浴並
感受大自然的負離子，是個可以
好好放鬆身心的景點。

日奧溪谷

達身寺，是在奈良時代由行基開
創，據說是丹波地區最古老的寺院
之一。寺內所藏的平安和鐮倉時代
的80多座彿像令人嘆為觀止。

達身寺

26 自然·景觀 但馬

https://www.higashifujita.jp/
higashifujitatei@gmail.com

參加時長：一宿～
開辦期間：3月～11月
集合地點：Guest house東藤田邸
兵庫縣美方郡新溫泉町諸寄577
諮詢：Guest house東藤田邸

了解使用自然環境耕農的“稻鴨農法”實現無農
藥種稻以及SDGs。體驗稻作的各層面以及其文
化形成和祭祀活動等相關性，並盡情享受美味
的鴨肉和日本海的海鮮，以及稻鴨農法培育的
白米所做成的飯糰。

“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是 2015
年9月在聯合國會議上，提出今後
15年可以持續發展計畫的目標，而
此目標最後被採用了。其中分成17
個項目，169個達成基準，來實現消
除貧困，保護地球，以及實現所有
人能享受和平與富足等。

何為SDGs ？

https://www.organic-farm.co.jp
info@organic-farm.co.jp

參加時長：8小時
實施期間：6月～8月
集合地點：JR濱坂站
兵庫縣美方郡新溫泉町濱坂字東岡2330番地1
諮詢：農事組合法人 家鴨的谷口

古民宅Long Stay與體驗自然和傳統文化

三木市吉川町以日本第一的清酒米「山田錦」
生產量和品質而聞名。這裡有150年前的古民
居所改建的餐廳。在吉川町近百年來生產出的
高品質榻榻米，是由匠人熟練精緻的手工製作
的 極 品 。請 在 充 滿 懷 舊 氛 圍 的 空 間 裡 享 受
OBANZAI午餐，並體驗蔬菜的採摘，體會復古
風情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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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wawa-yokawa.com/
masaki7732@gmail.com

參加時長：2.5小時
集合地點：旬彩處 和輪笑
兵庫縣三木市吉川町古市153
諮詢：旬彩處 和輪笑

在150年前的古民居體驗農作，
享受OBANZAI午餐

在丹波市春日町跟農家人一起體驗農作（收割
蔬菜），品嚐農家大嫂用現摘蔬菜所做的菜餚。
在四個小時的觀光計程車旅程中，您可以跟當
地居民互動，並漫步當地居民推薦的優美溪谷

「日奧溪谷」等活動。

28 自然·景觀 丹波

https://www.inaka-experiences.com/
info@inaka-experience.com

參加時長：4小時
集合地點：JR柏原站
兵庫縣丹波市柏原町柏原1172-1
諮詢：Beans DMC LLC

丹波收割新鮮蔬菜體驗與漫步溪谷放鬆之旅

體驗清晨的絕美景色和丹波的神祕寶藏，並和
當地的人們進行交流的含住宿的行程。
在黑井城觀賞被稱為絕美景色的日出。黑井城，
在戰國時代經曆數次明智光秀的猛攻卻都挺住
暸，以堅城而聞名。
達生寺，又被稱為丹波的正倉院，在這裏能參觀
到祕藏的寶藏。

29 自然·景觀 丹波

丹波第一絕景，秘藏珍寶的探訪之旅

https://www.inaka-experiences.com/
info@inaka-experience.com

參加時長：二日一宿
集合地點：JR柏原站
兵庫縣丹波市柏原町柏原1172-1
諮詢：Beans DMC LLC

※清晨的景色會因天氣而不同。

鸛鳥悠然飛舞

鸛鳥滅絕與重生的故鄉之旅
（含品牌米“鸛鳥孕育米”做的午餐）

豐岡重建了自然環境，使曾經一度滅絕的鸛鳥重歸
野生。歡迎您來相會“幸運的鸛鳥”。

曾經從日本天空中瀕臨滅絕的鸛鳥，兵庫縣豐岡市是一度滅絕
後又得以重生的鸛鳥的最後棲息之地。本旅程帶您去了解鸛鳥
的生態，以及保育鸛鳥棲息地所採取的措施。另外參觀與鸛鳥
共存的自然環境為目標而塑造出的環境型農業的現場。您還可
以品嚐有機品牌米“鸛鳥孕育米”跟有機蔬菜。

14 自然·景觀 15自然·景觀



32 運動項目 但馬

揭開神戶牛美味的奧秘！

這裡是世界上唯一能品嚐到但馬牛
41處部位的地方，讓您每次吃牛排的
一刻都會回憶起這裡的美味，令人終
身難忘。

無
s-yasunori@coral.ocn.ne.jp

參加時長：約5小時
實施期間：4月～6月，10月～11月
集合地點：上郡町觀光資訊處前
兵庫縣赤穗郡町站前222
諮詢：上郡校區城市建設推進委員會

這裡是世界有名品種“神戶牛”的種牛“但馬
牛”的出生和成長之地，由美麗的梯田所包
圍。您可以在山頂一邊騎著越野自行車馳行
到「小代」，一邊了解但馬牛奇蹟的故事。

https://www.njtp.co.jp/15652263569645
info@njtp.co.jp

參加時長：約8小時
開辦期間：5月中旬～10月中旬
集合地點：JR八鹿站
兵庫縣養父市八鹿町八鹿100-2
諮詢：株式會社新日本旅行企画

31 運動項目 但馬

跟熟知神鍋高原的導遊一同巡遊遼闊的田園，闊
葉林間的單車之旅。一路採集神鍋高原的大自然
孕育的食材，以及到有機農園採收季節蔬菜，享受
戶外野餐。餐後將會帶您前往神秘而隱蔽的“八反
瀑布”全身感受大自然的負離子。

在單車旅途中採收當地從純淨
的水源與豐沃的土壤所生產的
蔬菜，豆腐等。請享受沿途採集
到的食材所烹煮的高原健康午
餐。

單車馳行高原，
採收當地食材

享受但馬牛41處的美味

感受自然風的高原單車之旅
（含有機健康午餐）

https://visitkinosaki.com/tour-packages/
info@visitkinosaki.com

參加時長：約4.5小時
開辦期間：4月～11月
集合地點：JR江原站
兵庫縣豐岡市日高町置字矢組13-2
咨詢：豐岡觀光創新

“千種川”是日本名水百選之一的清
流。您可以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騎行
在“千種川”所孕育的豐富大自然中，
了解當地的歷史並享受美食。多樣路
線由當地導遊帶您走入在地獨家的美
景，神社，酒廠等。

單車騎行清流千種川河畔
33 運動項目 播磨

30 運動項目 神戸・阪神

健康漫步不僅僅是行走，它能使大
腦活性化，能鍛鍊肌肉，還會使您
全身放鬆等等，會給您帶來身心的
治癒。或許您能獲得「長生不老」的
健康呢。

https://www.takacho.net/wellness/
takanomori.kenko@gmail.com

參加時長：2.5小時
集合地點：埃德爾小百合
兵庫縣多可郡多可町八千代區中野間363-13
諮詢：一般社團法人多可之森健康協會

健康漫步就是採用在德國的Kurort地區（休養
度假地區）的「Kurort」健康漫步療法。多可町
有18個步道可以漫步森林和村莊，一路可以飽
覽四季變遷的美麗景色。具備專業知識的導遊
會為您解說這裡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您
可以一邊量著脈搏按自己的步調漫步緩緩的
斜坡。

「長生不老」之道 
健康漫步多可之森

35 運動項目 播磨

另有提供特別方案，可以在森林中體
驗陶藝，或者漫步西谷之森公園。周
邊還有武田尾溫泉，寶塚溫泉，可以
盡情體會日本風情。

https://kanko-takarazuka.jp/
kanko0701@yahoo.co.jp

參加時長：6小時
集合地點：JR武田尾站
兵庫縣寶塚市玉瀨IZURIHA 1

諮詢：寶塚市國際觀光協會

從大阪或神戶出發，大概40分鐘的車程即可到
達的寶塚西谷地區是具有豐富的大自然「里
山」。在這邊您可以體驗到清流武庫川溪谷的
優美大自然，並漫步體驗幽靜的「日本原風
景」。可 以 在 滿 福 寺 敲 吊 鐘 祈 福，在 E B I S U 
SIMADA製作商業之神「EBESSAN（關西地區
對惠比壽神的稱呼）」的吉祥擺飾，還可以體驗
全國僅有兩家的TSURISHINOBU園（兔腳蕨
盆栽園）等，盡情體會西谷地區魅力。

保佑生意興隆的招福村莊「EBESSAN」村，
寶塚西谷之鄉

36 運動項目 神戸・阪神

以揚名於世的日本名物“哥斯拉”為主題
的遊樂設施開幕！出現在淡路島的哥斯
拉全長約120公尺跟角色設定中是同等
大小，哥斯拉強大而魄力十足的臨場感
只能在這裡體會到。

哥吉拉迎擊行動

漫步於江戶時代，由迴船業而繁榮的古老街
道“赤穗市坂越”。這裡是北前船寄港地坂越
浦地區，此街道被認定為日本遺產。

坡越的街景

TM & ©TOHO CO.,LTD.

34 運動項目 淡路

淡路島公園的動漫主題樂園 
“二次元森林NIJIGEN NO MORI”

這裡是以日本代表性動漫作品為主題的
主題樂園。從揚名世界的日本動漫創始者
手塚治虫作品《火之鳥》，到《蠟筆小新》、

《火影忍者》等世界著名動漫作品為題材
打造各種遊樂設施，吊橋或滑索，迷宮，解
謎遊戲等，所以不管大人還是小孩皆可暢
心遊玩。

https://nijigennomori.com/
請至 “官方網頁” 諮詢

參加時長：2小時～5小時
集合地點：二次元森林
兵庫縣淡路市岩屋924-1
諮詢：株式會社NIJIGEN NO MORI

參加時長：7小時
集合地點：能勢電鐵山下站或日生中央站
山下站：兵庫縣川西市見野1丁目19
日生中央站：兵庫縣川邊郡豬名川町松尾台1-2-2
諮詢：BICYCLE PROJECT

http://bicycle-project.com/ 
info@bicycle-project.com

初學者也能空手參加自行車之旅！
備有公路自行車、越野自行車、山地自行車、電動
自行車等各種租借用自行車，還配備頭盔，可安心
參加。

兵庫北攝里山自行車之旅

北攝里山地區離神戸和大阪很近，擁有平坦的田園區域和有高
低落差的山谷，是能盡情享受多樣的且富有變化的單車線路的
地區。熟知當地道路的自行車團隊的嚮導,本著安全第一的原
則為您服務。帶您到被譽為日本第一「里山」的黑川地區、參觀
用於茶道時煮茶用的菊炭製作、體驗用當地檜木製做自己的專
屬筷子等當季體驗活動。午餐將帶您前往當地的時尚咖啡館及
餐廳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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