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彩炫耀的心之旅從這裡開始…
終點站是心靈之旅的始發站

放下手中行囊的地方

是充滿了懷念與溫馨的地方

回憶之旅從這裡出發



可以觀看宇和島旅
行資訊等相關影片。

Check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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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和島的悠久歷史畫卷

豐臣秀吉畫像　（公財）宇和島伊達文化保存會所藏

●宇和島城天守
宇和島由著名的城堡建造高手——
藤堂高虎建造，自1615年伊達家入
府以來，前後歷經9代，被稱為諸侯
所住的城堡。天守約於1666年，由
伊達第二代藩主所建立，為現存12
座天守之一，亦是國家重要的文化
遺產。

●伊達博物館
在伊達家浜御殿里，展示了
伊達藩主在統治宇和島250
餘年之中，重要的古文獻，武
器盔甲，婚禮禮品等物品。可
以鑑賞到有古老文化的大名
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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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靈神社
山家清兵衛作為總奉行，受到仙台藩主伊達政宗的賞
識，並跟隨其長子伊達秀宗入府宇和島；山家清兵衛
致力於重振領地，然而卻不幸遭遇橫禍。後來，為了祭
奠清兵衛而建立和靈神社，直到如今依然香火鼎盛。

●多賀神社

●天赦園

多賀神社前身住吉神社建於269年。是為益
壽延年，治病送子的神社。因非常靈驗所以
久負盛名。據說在多賀神社內的栗島神社
對婦科疾病有非常好的造詣。神社收集了很
多世界各國性文化展示品。其數量居全日本
第一。一年四季香客絡繹不絕，香火鼎盛。

是為伊達第七代藩主—宗紀隱
居而建造的場所，園內種植了紫
藤、菖蒲等，大約22種竹類及細
竹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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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與人類的溫馨的紐帶

●游子水荷浦的梯田
此梯田很高，常常被人形容為天上耕，站在
梯田上，展望一望無際的宇和海，品味梯田
的自然美景，心曠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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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宇和海

細木運河（三浦半島）

在宇和島和鄰島之間有船隻供旅遊專用，快速船
每日六航次，普通船每日一航次。可以欣賞宇和海
特有的絕佳景點和享受巡航之旅。

●南樂園
此樂園是四國最大的日本庭院，在兩譚池水的中間，
配置上優雅的假山，茅屋，以及盛開不敗的四季鮮花
吸引了無數的遊客。令遊客流連忘返。

●日振島
在日振 島 釣 魚 有
著悠久的歷史，在
島 上可以 欣 賞 到
蜿 蜒 崎 嶇 的入 江
口 以 及千 變萬化
的 海 蝕 洞和岩礁
等。

■足摺宇和海國立公園 ●津島休閒中心
此 休 閒 中 心 的 熱 田 溫
泉，水 質 優 良，溫 度 適
中，礦物質十足，並設有
溫水游泳池，休息 大 廳
內原木散發陣陣清香。

●沖之島
與日振島相望的沖之島上生長
著5000多株的木棉花，在這
個無人島上，木棉花被指定為
珍貴的日本天然紀念物。
※由於沖之島為無人島，所以
　沒有定期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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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麗山河――映出多彩四季

雪輪瀑布（日本前一百名瀑布之一）

雪輪瀑布

萬代瀑布

●滑床溪谷
滑床溪谷在足摺宇和海國立公園的一角，
是以前文人雅士開詩會和茶會的地方。
在溪谷內有一塊很大的天然岩石。大約有
1000個榻榻米那麼大。有清澈的溪水在上
面流過，襯托出溪谷天然之美。

●藥師谷溪谷
在藥師谷溪谷內可以欣賞到鬼斧神工千變萬化的花崗岩
岩石，以及千百種名花異草和種類繁多的野生植物，在
溪谷的旁邊為遊客開鑿了登山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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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城體驗
鬼之城山屹立在宇和島市的背後，人們可以在專業
導遊的陪同下環山遊覽。穿過自然森林，立足於山
頂，眼前的沉降海岸和島嶼猶如一幅全景的立體
畫。

●筱山縣立自然公園
位於足摺宇和海國立公園一角的筱山，
海拔1065m，是山麓愛好者的嚮往之
地，有“OSASA”親切之稱。從山頂可以
眺望四國的山脈、宇和海、甚至九州。
晚春時分，杜鵑花把滿山都映襯成淺粉
色。山花美色盡收眼底。

●祓川溫泉
位於森林深處的溫泉，其潤膚美容健身活體之效果，據
溫泉之首。另外還設有家庭溫泉和中型浴場。是休閒度
假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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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腳踏車觀光三間田園

悠久的文化 ,古老的建築

可以在三間休閒中心裡租借腳踏車，一邊騎腳踏
車一邊享受沿途絢麗自然風光。沿途可經過著名
景區四國靈場和舊莊屋毛利家。

●龍光寺（四國共88所寺廟中本寺排名第41所）

前身稻荷神社建於807年。傳說弘法大師在這
裡偶遇到化身成背著稻草的老人的大明神仙，
於是便在這裡雕刻了大明神仙的雕像。每年香
客絡繹不絕。

●舊莊屋毛利家
此家有250年的建築歷史，以長屋門和角屋座
敷為特色的住宅。是日本著名的文化遺產。

●佛木寺（四國共88所寺廟中本寺排名第42所）

建於807年。弘法大師在當地的樟木樹上發現
了從唐朝飛過來的佛珠，於是弘法大師就在這
裡雕刻了如來佛的雕像。寺内的佛中佛雕像為
日本僅有的一尊。現在保佑一方平安，寺中香
火鼎盛，香客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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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町史記
漫遊

歷史悠久的長福寺

星期六和星期日和節假
日，遊客和三五成群的
當地人都回來參觀獨特
建築的武家屋和詩人野
口雨情所鍾情的旅館。
享受詩情畫意，別有情
趣的田園生活。●國安鄉

位於宇和島藩的吉田藩陣屋町的古建築群。建於1657年。
後来又进行了修复。置身此地可以感受到300多年前藩政
時代的生活氣息。古香古色。

●大乘寺
在肅穆的大乘寺中供奉了吉田町藩主伊達宗純和伊達
兵部一族的牌位。威震一方疆土 保佑一方平安。

●櫻之路
美麗的櫻之路是吉田著名的十景之一。
在美麗的立間河兩岸，每到櫻花的季節，
就會迎來無數賞花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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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故鄉人激情滿懷的傳統節日

●宇和島牛鬼節
每年7月22日到24日在宇和島舉
辦牛鬼節。牛鬼的臉是長長的鬼
臉，尾巴是利劍。全身是用棕櫚葉
和紅布做成的，避邪的吉祥物。象
征着驱邪避灾。

●GAIYA狂歡節
在宇和島牛鬼節當天，街上放著搖滾歌
手宇崎龍童的[GAIYA ON THE ROAD] 
的樂曲，傾城出動，盡情狂歡。

●鬥牛
在直徑20m的相撲台巨牛
交戰，是眾所週知的宇和島
觀光節目之一。每三個月一
次，吸引著大量的遊客。

可以觀看鬥牛影片。

Check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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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商店 鮮魚店 足浴 珍珠館

地區特產商店

鄉土料理  食之廣場

牛鬼館

kisaiya 廣場是日本西部唯一一
家全年無休的商店。

  年中日程安排（2015年９月現在）

* 活動舉行日期會有變化，請務必諮詢。
* 表格中的地區名稱，記錄在背面封皮的宇和島市內的交通
　地圖上，共包括 4 個地區，並以不同顏色劃分。
★由於農曆日期，部分年份是在3月上旬舉行。

看點滿載！

在“Kisaiya 廣場 " 這裏可以品嘗到新鮮的海産，山貨，宇和島美食，還可以看到美麗的珍珠，
“Kisaiya 廣場 " 是宇和島市地區交流的精采旅遊景點之一。

ROYCE'

休閒中心 MINATO OASIS 宇和島 kisaiya 廣場

舉辦日期 活動安排 地 區

1

月

2日 定期鬥牛大會 宇和島
中旬 南予馬拉松大會 宇和島
中旬 正月火節 津島

最後一個星期日 白魚＆產業節 津島

2

月

上旬 美沼之鄉健康馬拉松大會 三間
農曆1月16日 西江禪寺圓滿節★ 宇和島
農曆1月25日 妙光寺文殊節★ 三間

3
月 第一個星期日 龍光寺稻荷節 三間

4

月

第一個星期日 定期鬥牛大會 宇和島
中旬 故鄉團圓祭 宇和島
19日 佛木寺大日節 三間
29日 宇和島全日本大學相撲大會 宇和島
下旬 滑床开山 宇和島

6月上旬〜9 月上旬 藥師谷溪谷－流水麵線 宇和島

　

７

月

1日 日振島開海 宇和島
第一個星期六 吉田町夏日祭 吉田

15日 由良神社裸節、賽舟節 津島
20日 綿津見神社夏日狂歡節 

飛龍賽舟
津島

22〜24日 和靈節 宇和島牛鬼節 宇和島

22日 GAIYA 狂歡節
23日 吹奏會，小朋友牛鬼舞蹈 

宇和島舞蹈大會
煙花大會

24日 牛鬼舞蹈，狂奔會
煙花大會

24日 定期鬥牛大會 宇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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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上旬 遊子 梯田傍晚乘涼會 宇和島
上旬 本町SUMMER 狂歡節 吉田
7日 本丁七夕節 吉田

13日 三間町納涼大会 三間
14日 定期鬥牛大會 宇和島
15日 河內口說節 吉田
17日 津島夏日祭 津島

舉辦日期 活動安排 地 區
 9 月 1 日 花舞大會 三間

10

月

上旬 藝能祭 吉田
14日 三島神社秋日狂歡節

〈牛鬼，四太鼓，神興，獅子舞〉
宇和島

中旬 kinahaiya 吉田三萬石
（吉田產業祭）

吉田

16日 伊吹八幡神社秋日狂歡節
〈牛鬼，四太鼓，神興〉

宇和島

19日 三浦天滿神社秋日狂歡節
〈牛鬼，四太鼓，獅子舞， 

鹿舞，相撲〉

宇和島

第四個星期日 定期鬥牛大會 宇和島
23日 三間町統一秋日祭 三間
29日 宇和津彥神社秋日狂歡節

〈牛鬼，八鹿舞蹈，神興，
 獅子舞，猿田彥神〉

宇和島

下旬 篠山神社奉納相撲大 津島
下旬 美沼之鄉、產業文化祭 三間

11

月

上旬 宇和島市產業祭
“故鄉味道祭，天婦羅狂歡節，

縣特產祭，鮮魚、和農作物的銷售”
珍珠狂歡節
30 周年的情書（珍珠婚）

宇和島

上旬 三間町大波斯菊祭 三間
2・3日 文化祭 吉田

3日 吉田町秋日祭、卯之刻相撲 吉田
3日 津島町秋日祭 津島

下旬〜 中山池自然公園霓虹燈展會
（約一個月）

三間

12

月

上旬 濁酒祭 津島

中旬 吉田町馬拉松 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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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的傳統美味

●六寶
在剛燒好的米飯上，放上用甜
辣醬拌的生魚片。別具風味，廣
受好評。

●宇和島鯛魚飯（鄉土料理百選）
這是一道又高貴又大眾化的料理。在熱氣騰騰的米飯上，
放上用雞蛋，醬油拌的鯛魚。

●白水鯊魚
本品是日本特有料理。用白水
鯊魚沾上酸辣的味噌醬。

●圓壽司
是用鮮魚包豆腐的壽司。味道
獨特，值得品嘗。

●薩摩飯
這是宇和島特有的料理。把烤魚磨碎
後，用小麥味噌醬拌勻後放在飯上。
味道獨特，鮮美可口。

●福面
是家庭必備的食品。用橘子皮，果凍，蔥等深加工製作成
五顏六色象徵吉利的福面。

●鯛魚素麵
用素麵做成宇和海的波浪形狀，
用鯛魚的湯拌面吃。

●風味獨特的雑魚天婦羅 ●日本特有的刀魚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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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多樣山珍海味

摘橘子體驗自己製作珍珠飾品

●鰤魚
愛媛縣是最大的產地，是不可
多得的天然人間美味。

●珍珠
在宇和海中孕育的珍珠堪
稱人間極品。

●鯛魚
宇和海養殖的鯛魚質量
優異，味道鮮美年產量
均居全日本第一。

●柑橘
在里阿斯式海岸邊，土壤肥
沃，光照時間長，因此橘子
糖分充足，美味無比。

宇和海產的珍珠顆粒碩大，光澤柔和，質量上
乘，觀光者可以自己動手製作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項鍊，手機鏈等。

每年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在橘子的產地吉田町，
每一位遊客可以親臨果園，享受摘橘子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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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１月　改版第３次印刷

觀光問訊處

日本國愛媛縣宇和島市商工觀光科 電話 81-895-24-1111 (總機)
http://www.city.uwajima.ehime.jp/

宇和島市觀光協會 電話 81-895-22-3934
http://www.uwajim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