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DO
走訪佐渡，探索佐渡文化的旅行指南

Guide to the Isle of Treasures: 

文化之島，佐渡！
船舶往來促進人文交流與物資集散

出發！ 體驗歷史與傳統的旅程



Prologue
序言

海府海岸

佐渡是與其他各地之間進行文化交流以及物資往來的島嶼

佐渡文化的十字路

　　佐渡島為浮在日本海的次於沖繩的第二大島。面積大約

為855㎢，海岸線大約有280km。距本州最近處的距離為32

公里，與對岸角田岬（新瀉市）之間相隔佐渡海峽。佐渡的北

部是大佐渡山地，南部縱橫小佐渡丘陵，中央是國仲平原。島

上有海洋、高山、平原、河流、湖泊，地形種類齊全，可以說是

日本的縮影。佐渡不但地理條件得天獨厚，歷史也悠久。佐渡

最古老遺跡長者之平位於佐渡南部的小木半島頂端，坐落在

海拔175米的高位階地上。東西100M，南北150ｍ，是佐渡島

最大繩紋遺跡（村落遺址）。從這個遺跡出土的文物顯示從

２５，００１年前開始，此地就有人類居住。

　　此外，佐渡是從古代起就有船隻進出的島嶼，因此有形形

色色的人進出。佐渡國分寺建於天平13（西元741）年，從國分寺

出土的瓦片發現了能登國司捐贈的人物繪瓦片，因此可以說是展

現了與其他地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此外，從奈良時代起穗積朝臣

老、世阿彌、日蓮聖人、日野資朝、順德上皇等，都從京城被流放

到了佐渡島。且在江戶時代，於相川發現了金銀山。為解決繁華礦

山地區的物資需求，從全國各地湧入了官員、工匠、市民等人，形

成了一座城市。佐渡作為北前船的停靠港，彙集了日本各地的物

資，還帶來了文化。

　　佐渡同時被稱為文化十字路口。外來文化與佐渡自古以來

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佐渡自己的文化。指南仲介紹的僅是

一小部分。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指南帶您漫步歷史與傳統的寶庫・

佐渡。所到一處都能帶您欣賞島上的各種不同風情。



涅槃圖是描繪釋迦牟尼佛"涅槃"時的情景。婆羅雙樹之間設有寶台，釋尊枕

北右脅，進入涅槃佛陀悟道的境界。佛祖的眾弟子面露悲傷表情聚集在周

圍，其他還聚集有白象、孔雀、獅子以及仙鶴，鳥類等靈獸。其中描繪著朱鹮

的涅槃圖，據說在佐渡，由日蓮宗的法泉寺和實相寺所珍藏。

朱鹮以田地的田螺等小動物為食。由於農業合理化以致農藥及除草劑的擴

散，造成賴以為生的田地裡的小動物數量直線下降，令日本朱鹮面臨滅絕，

從昭和60（1985）年起，佐渡朱鹮保護中心開始進行人工飼養，但仍是無法

停止減少。平成15（2003）年，在最後一尾朱鹮死亡後，日本產朱鹮自此在

日本完全滅絕。然而，第二年從棲息野生朱鹮的中國贈與日本的一對朱鹮成

功實現人工繁殖，此後持續人工繁殖，平成20（2008）年，進行實驗放飛。

平成24（2012）年，時隔38年，首次誕生野生朱鹮雛鳥，現在仍是持續推廣

保護工作。

現在，當您走在佐渡的田野裡，如果運氣好的話，您可能會看到正在覓食的朱

鹮或展翅飛翔的朱鹮。自從平成20（2008）年的朱鹮放生後，佐渡與當地農

民合作，減少使用農藥・化肥，為朱鹮建立覓食區而修繕水路等，致力於推動

充分考慮到其他生物生存的農業生產方式。

在這個飼育了朱鹮，並讓朱鹮飛翔到天空的島嶼，不可思議般地流傳下了描繪

著朱鹮的涅槃圖。

【法泉寺的涅槃會】

法泉寺會在每年的3月16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宗祖降誕會上，公開展示描繪著

朱鹮的涅槃圖。

瀏覽佐渡市內的指定文化遺產　網站：
http://www.city.sado.niigata.jp/z_ot/cultural_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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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祈福之門Ⅰ
―探訪傳承歷史的神社和寺廟―

開啟祈福之門Ⅱ
―唱歌、跳舞、表演的祭禮之日―

- 徒步觀光地圖Ⅰ　相川篇
―帶您漫步在仍留有從江戶時代礦山城市到近代礦山城市影子的城市中―

徒步觀光地圖Ⅱ　宿根木篇
―在千石船的故鄉體驗大海的生活和文化―

文化遺產的探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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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宏偉的寺院

國分寺  
創建於：天平13年（西元741年）

國分寺始建于天平13年（西元741年），由聖武天皇

詔令，於日本各地開始建造，全國共計69所。佐渡

的國分寺也是其中之一。法華經等珍本曾被收藏於

其中一座七重塔，但正安3年（西元1301年）佛塔

毀於火災。後享祿2年（西元1529年）正殿也毀於

火災。現存建築為江戶時代的建築，寬文6年（西

元1666年）再建的琉璃堂中，還安放著平安時代

製作的木造藥師如來坐像。國分寺初建時的基石

被發現於大正15年（西元1926年）。此後經過數次

發掘調查，金堂、回廊、講堂（新堂）、南大門、佛

塔等地的基石也陸續被發現。國分寺遺跡於昭和4

年被指定為國家歷史遺跡，現在作為歷史遺跡公

園，在不斷的維護修繕下，得以將天平時代的風貌

傳承於世。

探訪傳承歷史的神社和寺廟

茅葺屋頂的庫裡

（寺院倉庫或住持及其家人的住處）和客殿

穿過中門即為精心打造的寬廣庭院 全國罕見的回廊式寺院遺跡

（國家指定歷史遺跡）

正殿琉璃堂（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木造藥師如來坐像

（重要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 

像高1.36m

【MAP】 C-6   

【地址】 佐渡市國分寺113 

開啟祈福之門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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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島上的人來說，用心守護祈禱場所是生活日常和精神依
託。由於手冊篇幅有限，不能對島上多數的神社佛閣進行
一一介紹。推薦您走訪佐渡各地的祈禱所，沉心靜氣地尋求
心中淨土，相信會是一段難得的人生體驗。

展廳展示佛像及書法遺作等

長穀寺 
創建：大同2（807）年

長谷寺據傳建於大同2年（西元807年）。有一說認

為因其與奈良的長穀寺相仿而得名的，目前尚無定

論。被流放至佐渡的能樂大家·世阿彌（故鄉為大和

國·奈良）也來此參拜，以慰思鄉之情。寺中文化遺

產眾多，有6個展廳（普通開放），安放有木造矜羯

羅童子立像（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木造白山女神

坐像（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等多座佛像。目前還有

近33年來首次公開展出的與秘藏的木造十一面觀

音立像（重要文化遺產）樣式相同的十一面觀音立像

（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可供欣賞。正殿、庫裡、經

庫、米倉、鐘堂等多處江戶時代的建築也保存完好。

除此之外，長谷寺也是有名的賞花之地，春天的櫻

花、初夏的牡丹和紫陽花、秋天的紅葉等，隨著四季

變換呈現不同的風采。

【MAP】 C-6   

【地址】佐渡市長谷13

保存著縣內唯一的五重塔 

阿仏房 妙宣寺
創建於：弘安2年（西元1279年）

阿仏房是由上人阿仏房日得所創建的寺院。阿仏房日得最早是一名北面的武

士，相當於被稱為“遠藤左衛門為盛”的天皇近身侍衛。侍奉順德上皇的阿仏

房日得來到佐渡，在上皇駕崩後，他與妻子千日尼一同皈依於流放至此的僧人

日蓮。因此，讓日蓮的親筆書簡作為寺院的寶物保存流傳至今。寺中現有可供

參觀的書簡抄本。除此之外，寺院中有據傳以日光東照宮的五重塔為模型建

造的重要文化遺產“五重塔”。五重塔于文政8年（西元1825年），由舊時相川町

長阪（地名）的茂三右衛門以及金蔵的父子兩代人為主建造而成。建築樣式為

日式的三間五重塔，塔頂是寶形造（（相建築的屋頂形式之一，當於四角攢尖

樣式）棧瓦葺（房瓦鋪設的方式之一，採用筒瓦和板瓦為一個整體的波浪形棧

瓦）制式，頂部裝飾有江戶風格的相輪（安裝於佛塔頂部的金屬總稱），以杉

木做柱、松木做上物（塔刹構件）、櫸木做組物（建築的組合構造）建造而成。

【MAP】 C-6   

【地址】佐渡市阿仏坊29

古老傳統的莊嚴之地

木造不動明王坐像

（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末期

木造四天王立像 多聞天

（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末期

五重塔（重要文化遺產） 江戶時代 總

高約24m·第一層邊長3.6m

僧人日蓮手書（重要文化遺產） 鐮倉

時代 長40cm× 寬30cm 的長卷上，

記載著日蓮對受到佐渡人民親切對

待的感謝之情以及法華經的教義。

白山女神坐像

（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初期 

像高54cm 

兩膝距離43cm

十一面觀音立像

（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末期 

高約100cm

矜羯羅童子立像

（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末期 

像高6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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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的寶庫

蓮華峰寺 
創建於：大同元年（西元806年）

就像京都西南有佐渡鎮守般，比叡山也有小比叡

山坐鎮在側，蓮華峰寺就建於小比叡山之上，據

傳是是弘法大師空海開創的名刹。蓮華峰寺作

為嵯峨天皇的敕願寺（寺格，該寺為天皇祈禱之

地），與金剛寺、室生寺並列為真言宗的三大聖

地。寺中不僅弘法堂、金堂、骨堂是國家重要文

化遺產，其他16處佛教建築也被列為國家有形文

化遺產。寺內位於仁王門的兩尊木造金剛力士立

像（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均是櫸木材質，造於

蓮華峰寺的鼎盛期，面部表情沉凝又有微妙的形

式化表達，展現了鐮倉時代的風格特點。蓮華峰

寺占地約2公頃之廣，初夏時節於寺內絢爛盛開

的紫陽花極為有名，故別名紫陽花寺。

【MAP】 B-8

【地址】 佐渡市小比叡182  

蓮華峰寺的鎮守（守護神社）

小比叡神社 創建於：大同2年（西元807年）

小比叡神社原為蓮華峰寺的鎮守（守護神社），明治元年（西元1868

年）因神佛分離令而改稱小比叡神社。正殿（重要文化遺產）於寬永

17年（西元1640年）所建，屋頂為杮葺，採用三隔斷的建造手法。殿

前的石鳥居據留存的碑刻記載是慶長13年（西元1608年）所建。每年

2月7日在茅葺的拜殿（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會舉行小比叡神社田

遊神事（祈求豐收的祭神儀式，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

【MAP】 B-8   

【地址】 佐渡市小比叡182

眾生相五百羅漢

大蓮寺 創建於：応永28年（西元1421年）

據傳是越後的禪師·本岳宗悟於羽茂大橋創建的曹洞

宗寺院。寺院山門（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是被上杉景

勝攻破的羽茂城（縣指定歷史遺跡）的東門，據說因遷

址於此而避免了損毀。五百羅漢的造型由江戶的佛像

匠人·松尾勘左衛門完成，金箔等裝飾據說出於能登的

漆匠之手。

【MAP】 B-8 

【地址】 佐渡市羽茂本鄉2075-甲

台德院御靈屋（國家註冊有形文化遺產） 江戶時代中期 柿葺屋頂的（一般採用用輕薄的杉木板、檜木板層迭鋪就）

一間社建築。雕工精細，極具巧思。

八角堂

（國家註冊有形文化遺產）

江戶時代中期 屋簷組合採

用大量使用雕刻裝飾的三

手先構造，整體刻畫了雲

中之龍的形象。

在拜殿裡，將建築內部當作田地，

舉行“ 田遊神事”祭神儀式。

客殿

（國家註冊有形文化遺產）

明治30年（西元1897年）

重建。

檁長24.6m、梁寬16.1m

五百羅漢的製作始於寬文4年（1664年），歷時7年才得以完成。

木造阿彌陀如來坐像（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室町時代 

像高50cm、總高度（頭頂~台座底部）102cm，作為大蓮寺的本尊安置於

此。保留下來的胎內銘劄上顯示佛像重建於応永34(14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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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平安時代阿彌陀像的古刹

長安寺 創建於：天長8年（西元831年）

長安寺茅葺的二王門（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放置據傳

出自運慶派之手的木造金剛力士立像（市指定有形文化遺

產），佛像造型精美，栩栩如生。阿彌陀如來坐像造於平安

後期，由檜木拼花鑲嵌而成。寺院歷史悠久，同樣造於平安

末期的藥師如來坐像、銅鐘（朝鮮鐘）等多座古老的佛像也

保存完好。

【MAP】 D-5 

【地址】 佐渡市久知河內152

樹齡400年的杉木林道與舞臺建築

清水寺   創建於：大同3年（西元808年）

沿著石階走過兩側高聳入雲的杉並木小道，就是清水寺的中門。穿過中

門，清水寺附帶舞臺的正殿（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即出現在眼前。據說

清水寺的本山是奈良的長穀寺，故舞臺造型也與奈良的長穀寺頗為相

仿。寺中保留有享保15年（西元1730年）的梁匾以及描繪江戶時代寺院風

貌的佐州清水圖。

【MAP】 D-5   

【地址】 佐渡市新穗大野124-1

流傳至今的世阿彌假面

正法寺 創建於：正中元年（西元1324年）

正法寺是永享6年（西元1434年），因得罪將軍而被

流放至佐渡的能樂大家·世阿彌（觀世太夫元清）棲居

的寺院。寺中保留著據說世阿彌從東京帶來的祭神假

面。正法寺的觀音堂等7處建築現已被登記為國家有形

文化遺產。正殿前廊處的天井橫跨著造型優美的蝦形

虹梁，與殿內充滿力量感的木雕格窗遙相呼應，頗具

巧思。

【MAP】 C-5  

【地址】 佐渡市泉甲504
據傳是世阿彌從東京都帶來的“ 祭

神假面”（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又 被 稱 為“ 祈 雨 假 面”。假 面 長

22.0cm、寬15.09cm

大氣磅礴的木雕格窗存在感十足。

雕工精細，構圖巧妙，引人注目。

銅鐘（重要文化遺產）1

3世紀 高麗時代

（鐘身部分約83cm）

口徑61.2cm

藥師如來坐像

（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後期 

像高52.3cm

穿過中門，美得令人

屏息的正殿（舞臺）

躍入眼簾清水寺
拜殿周圍的精緻雕刻

殿內線條優美的蝦形虹梁

阿彌陀如來坐像

（重要文化遺產）

平安時代後期 

像高約87cm

雕工入神、引人讚嘆的拜殿雕刻

牛尾神社 創建於：延曆11年（西元792年）

牛尾神社是延曆11年（西元792年）接引出雲大社的香火創建而來。拜殿為三

面唐破風（正門屋頂裝飾風格）造型、雕刻為島內外名匠手制。雕刻內容豐

富，龍、虎、獅等靈獸和動物、以及順德上皇的遷居場景都包含在內。寺中的

能樂舞台（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於明治32年（西元1899年）焚毀，後於明治

34年（西元1901年）重建，歷時6年完成。每年6月，作為正宗的能樂舞台，還

會舉辦薪能（夜間演出的能樂，因用薪火照明而得名）表演。

【MAP】 D-5    【地址】 佐渡市新穗舄上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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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之寶藏--稻之歌謠

北鵜島的車田植
（國家指定重要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

3個插秧姑娘，一邊唱著“種下的車田結滿稻穗”

的插秧歌，一邊在田地的中央像描繪渦流般種植

秧苗。特意將秧苗插成車輪形狀，象徵著“太陽的

形狀”及“神靈降臨的記號”，是祈禱豐收的一種儀

式。後期的稻穀收割・乾燥・稻穀脫殼等作業也

會與其他的田地分開進行，這就是傳承了古老的

農耕習俗的植田儀式。過去，在岩手縣、岐阜縣、

高知縣等地也流傳著同樣的習俗，但如今幾乎已

銷聲匿跡，即便在佐渡地區，也只有在北鵜島的

北村家才能得以一見。車田植於毎年5月中旬到

下旬左右，在北村家面積最大的被稱作“大田”的

田地上舉行。

【舉辦資訊】 佐渡有許多農耕祭禮儀式，此外，還

有白山神社的田遊神事及五所神社的御田植神

事等祭禮可供觀看。詳情請參考P14。

【舉辦地】 佐渡市北鵜島　　

【MAP】 D-1

佐渡最古老的能舞臺

佐渡大膳神社能舞臺
過去島內能舞臺約200處左右，現存35座。在全國範圍來

看，佐渡的能舞臺存留的數量較多，能樂深受佐渡百姓的

喜愛。據說室町時代能樂大家・世阿彌被流放，而能樂真正

滲透到百姓中是在江戶時代。猿樂師大藏太夫的兒子大久

保長安，帶著能樂師到佐渡奉行所就任。之後，依託金銀山

的經濟力量，能樂被推廣，並滲透到百姓當中。直到今日，

島內各地的能舞臺仍會舉行當地能樂演出者帶來的能樂演

出。

【演能資訊】毎年初夏，薪能（一種夜間演出的能樂，因用薪

火照明而得名）在各地的能舞臺舉行。詳情請參考p14。

【地區名】竹田561   【MAP】 C-6

據說神靈會降臨到田地的中心。

下川茂五所神社御田植神事（縣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財

產）毎年2月7日舉行

大久保白山神社田遊神事（縣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財

產）毎年1月3日舉行

大膳神社能舞臺（縣指定有形民俗文化遺產）弘化3（1846）再建

唱歌、跳舞、表演的祭禮之日
開啟祈福之門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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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傳統祭典大多在春秋季舉行，旨在向神佛及祖
先祈禱五穀豐登，並表達感謝之情。由數個小村落組
成的佐渡，也有著各種豐富多彩的祭禮。各村落的人
們聚集在一起，當地的祭禮擔當們獻上敬奉神佛的歌
舞時，旅行者也可以加入其中，親身參與到祭禮中。

延續800年的盛大例行祭祀

新穂的山王祭
（縣指定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

新穂地區的山王祭由周邊的6個村落共同舉辦，是山王七社的各神輿（載有神靈的車駕）匯集到

新穗日吉神社本社的大型祭禮。新穗日吉神社相傳是模仿位於滋賀縣大津市的山王總本宮的日

吉大社建造而成，透過山王七社及儀式的共同點，也能看出兩社之間的關聯。藉由在神社本殿舉

行的僧侶念經等跡象觀察，可以發現明治初期以前，神道佛教相融合的時期，別當寺深入參與神

社的管理和維護留下的濃厚餘韻。從周邊村落集結而來的神輿、鬼太鼓、挨家挨戶表演的獅子

舞、流鏑馬（日本傳統騎射活動）的表演等各種傳統祭禮隨處可見。雖然祭禮的成立時期不詳，

但是從《佐渡志》等史書的記述來看，據說到天文〜天正（1532〜1592）年左前後，就已經存在

流鏑馬（日本傳統騎射活動）及神輿渡御（載有神靈的車駕的出行儀式）等祭禮。

【MAP】 D-5　【舉辦地】 佐渡市上新穗　

與日本東北地區的鹿舞類似

小獅子舞

如同中世紀畫作得以再現般的傳統儀式

久知八幡宮祭禮神事

莊嚴華麗的神輿行列

善知鳥神社祭禮儀式

在新穗日吉神社前舉行雄壯的鬼太鼓敬神表演。

挨家挨戶到村落各個人家

表演鬼太鼓和獅子舞。

雕刻家雕刻的鬼臉面具

（新穗歷史民俗資料館所藏）

告慰神靈，祈求五穀豐登的花笠舞。

隨著橫笛聲像描畫弧形般舞蹈的

赤玉小鹿舞

邊觀察舞蹈的不同邊

散散步也是件趣事。

從善知鳥神社開始的神輿渡御儀式。

在街上結隊遊行到半夜。

人偶的一舉一動宛如真人般栩栩如生。

表情豐富的人偶頭正在新穗歷

史民俗資料館中展出。

早在応永12（1405）年的文獻中便有所記

載的寶貴傳統儀式。從9月13日的侍者・射

手的宮籠儀式（閉關在神社裡進行祈禱）

為開端，14日舉行夜祭。15日有神殿儀式、

鹽汲（汲海水造鹽）、神輿渡御、流鏑馬等

正式祭禮，近鄰的4個村落會獻上刀刀、鬼

太鼓、花笠舞（縣指定非有形民俗文化遺

產）等敬神表演。

【舉辦資訊】 現在9月15日附近的周日舉行

正式祭禮。詳情請參考P14。 

繞 街 遊 行且氣勢雄 壯 浩大的神輿 渡 御儀

式，由成千上萬的燈籠、螺號聲的迴響與

“chousaya”的號子聲彙聚在一起，呈現出一

派莊嚴華麗的景象。鬼太鼓據說原本是模仿金

銀山工人挖礦的動作敲打太鼓。戴著翁面播

撒豆子的人，手持方形器具隨著太鼓聲起舞。        

【舉辦資訊】 毎年10月19日 

【所在地】 佐渡市相川   

【MAP】 A-5　

雄獅子、雌獅子、幼獅子的3頭獅子

表演宮舞・宮歌、町舞・町歌。據說小

木町（稻荷町）的小獅子舞是在稻荷

神社的建立之際，從京都的伏見神社

流傳而來。除了在這裡，在赤泊、兩

津、相川也可觀看到小獅子舞。

【舉辦資訊】各地區的日程不同。

詳情請參考P14。

【舉辦地】佐渡市小木町

1人操縱1個人偶，以古淨瑠璃形式為基

礎，透過獨特改良形成的人偶劇。文彌人

偶以京都的文彌節（古淨瑠璃的流派之

一）為參考。說經人偶採用了發端於僧

侶講經的說經節（兼具宗教性與娛樂性

的一種日本口傳文藝），據說是最古老的

人偶劇。鈍間人偶則是一種融入了佐渡

方言的富有幽默感的演繹。

【演出資訊】 詳情請參考p14。

（市指定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

（市指定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市指定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

邊觀察舞蹈的不同邊

島民們的大眾娛樂

人偶劇 
（重要非有形民俗文化遺產）

文彌人偶・說經人偶・鈍間人偶

【MAP】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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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紀末編訂的《今昔物語集》中記載，能

登的鐵礦砂採挖傳至佐渡，淘砂金的故事也由此

開啟。在能採挖到砂金的真野地區的西三川，一

邊用河水清洗含有砂金的砂子，一邊小心地淘出

發出微光的砂金。這就是當時淘砂金的方法。

此後，以石見銀山（島根縣）為首，日本各地

的開礦業開始興起，並逐漸確立了從硬礦石中

採礦的方法。在佐渡島內，佐和田地區的鶴子銀

山被越後的商人發現和採挖。毗鄰鶴子銀山的

相川，這裡的道遊之割戶於慶長6（1601)年被發

現，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開採。

當時重視礦產的德川幕府將佐渡一國作為

直轄地，於慶長8（1603)年任命石見銀山的掌事

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大幅度地提高了產量。官營

佐渡礦山在日本國內成為模範礦山的典範。隨

後，礦山被作為皇室財產隸屬宮內省御料局的管

轄。於明治29(1896)年，由三菱合資會社接管，

邁入民營化的時代。

民營化後的昭和10（1937）年，國家制定了

金銀礦石增產計畫，用以籌備購買海外貿易品的

資金儲備。屆時北澤浮游選礦廠、大立豎坑櫓，

高任粗磨場和採礦廠等設施相繼建成，每年可生

產約1.5噸黃金。 之後由於產金量減少，在經歷

了幾次經營縮減後，於平成（1989）年倒閉。

通過保存下來的遺址、遺物以及世代相傳的

人們的工作生活，仍然能感受到持續了約400年

的極盡榮華的礦山歷史。

官大久保長安為佐渡的地方掌事官。長安在面朝

相川海的臺地前端建造了營地（後來的佐渡奉行

所），並分門別類的建立了米店街、味噌店街以及

木匠街等。從全國慕名而來的採礦人、礦工、商人

和手藝人移居相川，在金銀山創造財富。原本屈

指可數的幾戶人家，隨著礦山的發掘，瞬間變身4

～5萬人口的礦山都市，相川的街道也煥然一新。

佐渡出產的金銀礦，當時被鑄造為江戶時

代的流通貨幣，支撐著德川幕府的財政。但是，

礦產資源豐富的山脈被不斷挖掘，下挖的礦井直

至海平面下方。從地下湧入礦井的水，需要花費

大量資金進行排水處理，另一方面，金銀的產出

量逐漸減少，因此相川的金銀山也逐步衰退。                                                  

這樣的狀況直至明治2（1869年）礦山進入近代

化後才得以好轉。建國的同時引進了當時西歐最

人群從全國各地聚集於此，

房屋鱗次櫛比的相川鎮模

型（金山展覽資料館)。

道遊之割戶。不斷地採挖

金銀礦，使得山被一分為

二，形成眼前獨特的景觀。

（國家歷史遺跡）

❶ 北澤浮游選礦場遺址

漫步礦山鎮  
感受江戶時代
至近代的歷史風貌
在江戶時代，相川作為礦山鎮繁盛一
時。當時從佐渡奉行所（江湖時代日
本地方管理機構，下略）向東，以通往
金銀山的道路為中心，按不同職業，分
門別類建立起城鎮。之後，城鎮隨著礦
山共同發展直至休山的平成元年。如
今，漫步在礦夫居住過的大工街、以採
礦人命名的新五郎街、米店街、味噌店
街、鹹魚店街等……依舊能感受到當
時的面貌。❶ 北澤浮游選礦場遺址

昭和15年，為增產金礦，建立起礦石處理廠。據說當

時月產金礦可達到5萬噸。當時的遺址現在成為了拍

照景點。

（國家歷史遺跡）

徒步觀光地圖Ⅰ

相川篇

佐渡金銀山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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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金佐渡，

您可以進入礦井進

行親身體驗。

礦工正在左下方的礦道中採礦，搬運礦石的工人們正往返於上方礦道中。

在歷史景觀中暢遊

❷ 佐渡奉行所
佐渡奉行所包含了3 個部分，即負責

佐渡行政和金銀山管理的政府機關（御

役所）、金銀的選礦和煉礦的工廠（寄

勝場）以及政府官員的住所（御陣屋）。 

您現在看到的是復原的建築，可以進

入內部參觀。

❸ 鐘樓
從 18 世紀初到明治時代的約 200 年

間，在位於相川街道的一座鐘樓裡有

一座鐘。時鐘由佐渡出產的銅礦石鑄

造而成。 它位於舊法院的紅磚牆街道

邊，這條街的景色也十分優美。

❹ 舊相川拘留支所
昭和 29 年（1954 年），作為新瀉監獄

相川拘留支所被新建。裡面拘留著當

時的嫌疑人及被告人。直至昭和 47 年

（1972）為止，一直作為拘留所被使用。

其復古風格的近代建築引起人們的關

注，您可以入內參觀。

❺ 舊相川拘留支所
合川稅務署成立於明治 22（1889）年。

留存至今的主樓建造於昭和 6（1931）

年，直到昭和 45 年一直被作為稅務

署使用。 這座左右對稱的西式建築，

與拘留支所一樣，成為相川市區的地

標性建築。

畫卷上的
佐渡金銀山
畫卷上描繪的是在佐渡金銀礦採礦和管理

的場景。當時畫卷用於向奉行所的官員進

行圖示說明。像這樣江戶時代中期以後繪

製的畫卷和圖紙留存了許多。礦井內手工

挖掘而成的縱橫交錯遺址，形似蟻巢。

（國家歷史遺跡） （國家註冊有形文化遺產） （國家註冊有形文化遺產）

（市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相川的
礦山和礦山街

被指定為
文化景觀

（國家歷史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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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戶時代，從 京都、大阪等都城方面而

來，經由日本海運送物資，並將裝載的貨物在各

地進行買賣的商船，被稱為北前船。當時船舶的

航線有：從酒田經由瀨戶內海前往大阪、江戶的

西巡迴航線和經由津輕海峽前往江戶的東巡迴

航線。到了明治時期，陸運不斷發展，鐵路鋪設，

電信也變得更為發達，需求隨之逐漸減少，北前

船最終銷聲匿跡。

據推測，佐渡的北前船的全盛時期大約在寬

延3（1750）年到嘉永3（1850）年的約100年間。

寬文12(1672)年，小木港被指定為西巡迴航線的

中途停泊港口，小木港附近的宿根木也因此成為

廻船（商船）業基地，人們在村落前的海灣處建造

和船（日本老式木船）。當時村落中聚集和居住

著船主、船長、水手、船匠、鐵匠、桶匠及石工等

500余人。船從各地購入當時的普通百姓很難入

手的各種商品，譬如，船主老爺們用於宴請貴客

的描金畫漆器、輪島漆的膳椀（一種傳統食器）、

伊萬里的染付磁器等等。宿根木至今還保存著從

瀨戶內運來的花崗石，從山陰運來的瓦片等，當

時廻船（商船）從各地運來的物品。船隻帶來的

不僅僅是這些物品，同時還帶來了多樣的外部文

化，這些文化在島上交匯融合，形成了一種獨特

文化。

到了明治中期，和船（日本老 式 木船）的

全 盛 時 期已 經 過去，宿 根 木 對 耕 地 的 需 求 逐

漸增加，北前船慢慢地退出了歷史舞臺。昭和

30(1955)年代起，迎來了高度經濟成長期，延續

至今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的

舊工具也紛紛被淘汰。

　宿根木作為廻船（商船）業之村重回人們

的視線是在昭和55（1980）年。隨著博物院收藏

活動的啟動，村落的民家調查也開展起來。在廻

船（商船）業的影響下形成的獨特建築群，於平

千石船  “白山丸”

以當時的板圖（設計圖）為依

據，將安政5（1858）年建造於

宿根木的船舶忠實地還原。

全長 23.75m

船高 6.61m

積石量 512石（77t）

❶ 佐渡小學木民俗博物館
大正10(1921)年，利用宿根木小學校舍改建而成的博物館。

收集和展出了大量以南佐渡為中心的民俗資料，同時，在附

設的千石船展覽館中可以參觀到白山丸千石船。

在千石船的故鄉  體驗大海的生活和文化
位於佐渡西南端的宿根木，是一個面向海灣的山澗村落。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期，因千石船產業而繁榮一時。宿
根木曾經聚集和居住著船主、船長、船匠、水手、鐵匠、桶匠及石工等各行各業的人，逐漸形成了一個都市。當我
們用心凝視存留至今的村落風貌時，還能窺見曾經互相幫忙生活於此的住民們留下的智慧與創造力的痕跡。

宿根木篇

徒步觀光地圖 Ⅱ

廻船（商船）業之村 Story 成3（1991）年被選定為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

保存地區。另外，平成10（1998）年，以博物館收

集、保存的資料為依據，成功復原了與實物相同

大小的千石船。

如今來到宿根木，可以一邊漫步一邊觀看

和感受曾因廻船（商船）業而繁榮一時的村落歷

史風貌。宿根木以前的住所，大多採用石置板葺

屋頂（日本一種傳統屋頂，將石頭放置於屋頂板

上，以防屋頂板被風吹走），房屋外側使用杉木豎

板包裹，房屋外觀整體較為簡單樸素，但走入室

內，卻可以看到塗有紅漆的柱梁、拉門隔扇，以及

做工精巧的面皮柱（將四角的樹皮留下不削掉製

成的柱子，常用於茶室等處）等豪華裝潢，讓人

不禁眼前一亮。村落中有數處公開設施（公開民

家），如有需要，可以請當地嚮導為您進行解說。

希望您有機會一定要到這個充滿懷舊氣息的街道

慢慢地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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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成了昔日建築樣式的房屋內部一般可供參觀。

❷ 三角家
遭遇洪水的弘化 3(1846）年以後的建

築，據說是移建而成。移建前為 4×6

間的四方形建築，後期為了順應狹窄

的場地形狀，而被建造成了三角形。

❸ 世舍小路
葬禮時必經的石板小路。據說由面向

小路的各家各戶共同出資修整而成。

多年來人們往返行走於這條小路，使

得石頭的中央部分被磨損。

❹ 稱光寺
據說開創於貞和 5(1349) 年的時宗（日

本佛教的宗派之一）古刹，正殿於大

正 12(1923) 年稱光寺大火後被建造而

成。倖免於火災的山門上還殘留著享

和 2(1713) 年的棟劄（建造或修復建築

時所留下的寫有建築來歷、時間等相

關資訊的木板）。

❺ 石置屋頂
截至昭和 30(1955) 年左右，石置屋頂

較為常見。這種屋頂使用切成細長形狀

的杉木板重迭放置，再壓上重石製作而

成。過去，數年一次的房頂板置換，都

是由村落居民進行共同作業。

宿根木的建築介紹
漫步街道，品位歷史建築

A 清九郎　擁有2艘千石船的廻船（商船）主的主屋。安政5(1858)年左右

的建築，可以看到寬敞的土間（指屋內沒有鋪地板的地面）及內部裝飾的

漆器、面皮柱等極盡奢華的構造與裝潢。無論建築材料還是技術，都堪稱

當時村落中最高水準的建築。

B 金子屋　弘化3(1846)年以前的建築，昭和10(1935)年，被當時的船員

金子屋購入，並作為主屋使用。內部被復原成過去的樣子，在“納戶”（臥

室）可以看到被稱為帳台構造的抬高門檻。

C 伊三郎　明治24(1891)年左右的建築，以船長為業的世家老宅。主屋2

樓北側的向前突出的船枻構造（從側柱的上部延伸出桁架搭建成棚的一

種屋頂構造）以及“石”字樣式的簷下裝飾等，都展現了別具一格的匠心。

D 山下　弘化3(1846）年以後的建築，在宿根木很罕見的中門構造的庫

房。廻船（商船）主的世家老宅，曾經用於收納傢俱雜物等物品。現在，主

屋部分改裝成了庭院，倉庫則作為店鋪被使用。

建造物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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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的探訪地圖
佐渡島

佐渡觀光導航

佐渡觀光導航

佐渡島的面積約為855㎢，是東京23區

的1.4倍，比想像的更為廣闊。由於島上未

開通鐵路，主要的交通方式為自駕或公

車。同時也有觀光計程車、租賃汽車、租

賃自行車等移動方式，請根據自身的旅行

計畫及移動距離選擇。

各種交通方式的利用方法及聯繫方式的相關資訊可透過

佐渡觀光協會官網“佐渡觀光導航”確認。

網站：https://www.visitsado.com/tw/tosado/insado/

有關船和專線巴士的詳情可通過“佐渡汽船”“新瀉交通”官網確認。

佐渡汽船  網站：http://www.sadokisen.co.jp/language/tw/

新瀉交通  網站：http://www.niigata-kotsu.co.jp

前往日本海上的最大的島嶼--佐渡，

從新瀉港乘船（輪渡）約2小時30分可

以抵達。從東京到新瀉，乘坐飛機需時

1小時30分鐘，火車（新幹線）約需2小

時，汽車約需5小時。請您根據自身的

旅行計畫選擇合適的交通方式。

前往佐渡的交通方式島內交通資訊





佐渡的文化財產的相關資訊， 請透過官網“佐渡的文化遺產”查閱。
https://www.city.sado.niigata.jp/z_ot/cultural_property/index.html

平成 30 年 3 月 發行　  聯絡方式　発行者：佐渡市  〒 952-1292 新潟縣佐渡市千種 232 番地 佐渡市世界遺產推廣課  tel. 0259-63-3111（總機）

佐渡的文化遺產

本手冊中的文章、 地圖及照片等內容， 禁止擅自轉載。

佐渡國繪圖（縣指定有形文化遺產）

天和年（1681 - 1684年）長95釐米，寬96釐米

除了佐渡全國的交通狀況以外，還繪有島嶼地形及氣候的江戶時代初期的地圖。

吽形像 像高259㎝、阿形像 像高258㎝

封面照片為長安寺　木造金剛力士立像　（市有形文化遺產）

表現運慶派風格，極具美術價值的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