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史跡・公園

博物館・史跡・公園

四国霊場

德島動物園（德島植物園）M
徳島市總合動植物園建立在低大的被大自然環抱的德島市郊外.飼養了世界有名的
各種動物,如溫帶,熱帶,熱代草原,寒帶4個不同氣候帶的野生動物.

徳島縣立文學書法館

J

收集了很多與徳島有淵源關係的文學和書法資料以及作品,是一座充滿文學色彩和交流
的設施.並且設有徳島出生的作家,瀨戶內寂聽的人生旅程的紀念館.

德島城博物館 I
舊德島城表御殿庭園

徳島交通
岡山

神戶

山陽機動車道
山陽新幹線

倉敷

明石海峽大橋

尾道

神戶西IC

大阪

早島IC

文學書法館諮詢

德島中央公園內建有德島城博物館,
收藏並展示了德島潘和潘主蜂須賀
家有關貴重的資料.常設展示室內展
現了,蜂須賀家流傳下來的鎧兒和全
國唯一的大名鯨船「千山丸」,以及德
島城御殿的模型.舊德島城表御殿庭
園又稱千秋閣庭園,是歷代阿波潘主
的表書院的庭院.用沙,石築成的假山和人工泉水組建成桃山模式名園流傳至今,恬靜
流暢的小溪石充滿了日本的情趣.昭和16年已被指定為國家的名勝古跡.

●地
●問
●入
●時
●休
●U

訊
場
息
R

址／徳島市中前川町2丁目22-1
（徳島中學校東鄰）
處／Tel.088-625-7485
費／大人：300日圓、
高中・大學生200日圓、小・中學生100日圓
間／9：30〜17：00
日／每周一
（祝日的話改在第二天）
,年末年初
（12月28日〜1月4日）
L／http://www.bungakushodo.comet.go.jp/

寺町界隈

今治

坂出

今治湯之浦IC

香川縣

11

56

神戶淡路鳴門
機動車道

11

193

32

松山機動車道

愛媛縣

438

高知縣

到東京

和歌山

55

阿南
193

195

高知
南國

須崎東IC
56

宇和島

高知龍馬機場

海部

55

56

德島城博物館諮詢

旧徳島城表御殿庭園諮詢

●地
址／德島市徳島町1番地8
●問 訊 處／Tel.088-656-2525
●入 場 費／大人300日圓,高中・大學生200日
圓,小・中學生免費,
團體有優惠（20名以上便宜2０％）
●時
間／9：30〜17：00（入館到16：30結束）
●休 息 日／每周一,祝日的第二天,
年末年初
（12月28日〜1月4日）
●U R L／http://www.city.tokushima.
tokushima.jp/johaku/

●問 訊 處／Tel.088-656-2525
●入 場 費／大人50日圓,兒童30日圓
●時
間／9：00〜17：00（入場到16：30結束）
●休 息 日／每周一,祝日的第二天
年末年初
（12月28日〜1月4日）

到名古屋

和歌山港

德島 德島港

德島縣

32

鳴門

德島機場

192

高知機動車道

到福岡

板野

德島機動車道

池田

大洲IC

到札幌

高松中央IC

高松

關西國際機場

大鳴門橋

松山機場
松山

淡路島

徳島中央公園
（德島城跡・鷹武門）

到北九州・新門司港

潘主的宅邸現已成為市民們休
閒娛樂的德島中央公園.正門䇵
鷹武門,在平成元年修復的.園內
高61米的山城,自然的成為市
民和觀光客以及野鳥等的歇息
場所了.

徳島觀光指南
●策畫・發行・諮詢

徳島市
〒770-8571 德島縣德島市幸町2丁目5番地 TEL.088-621-5232

德島市觀光協會

●JR德島站走5分鐘
國際會議觀光都市

阿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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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舞的起源

阿波舞會館

N

板東十郎兵衛宅邸的史蹟.因人形淨琉璃「傾城阿波鳴門」而聞名.展示了人形淨琉璃表
演時使用過的木偶人和資料等.本地保存會上演的人形淨琉璃是最精彩的.

K

第15番札所
國分寺（こくぶんじ） Q
阿波十郎兵衛宅邸諮詢
●地
址／德島市川內町宮島本浦
●問 訊 處／Tel.088-665-2202
●入 場 費／一般400日圓,
高中・大學生300日圓,
小・中學生200日圓
●開館時間／9：30〜17：00
●休 息 日／年末年初
（12月31日〜1月3日）
●人形淨琉璃定期上演時間請諮詢.

第13番札所・大日寺（だいにちじ）

A

館內設有阿波舞歷史迷你博物館稱作「阿波舞博物館」,以及一年之中都能觀賞到阿波
舞演出的阿波舞大廳,可容納250名觀䱾.並且建造有靠近眉山最近的登山口「眉山架
空索道」山麗站.

阿波史跡公園是,德島屈指可數的古墓
之一,在公園內可一邊通過想像古代羅
馬一邊觸摸,學習感受阿波的歷史文
化.並且修復了（古代的村落）,高出地
面樓閣式倉庫和蒙古包式的住宅.

阿波十郎兵衛宅邸

第16番札所
觀音寺（かんおんじ） R

第14番札所・常藥寺（じょうらくじ）

阿波史跡公園諮詢
●地
址／德島市國俯町西矢野
●問 訊 處／德島市公園綠地課
Tel.088-621-5295
●入 場 費／免費
●停 車 場／17：00結束
●交
通／德島市巴士・由延命經過監獄・八倉比䐺口下車走5分鐘
德島巴士由延命經過神山線・矢野下車走3分鐘

德島市的象徵「眉山」

在阿波舞會館體驗阿波舞

「如雲,如眉的阿波山,
又如一葉蕩漾在海面上的小舟,不知將漂向何方」

阿波舞,最初並非是徳島盂盆節固

萬葉的詩人船王曾經在萬葉集里讚美眉山,高290米.从任何角度來看眉山,都好似一條
修長的眉,所以稱為「眉山」,自萬葉的古人開始就親切的將他作為德島的象徵,一直延續
至今.

阿波舞會館諮詢
●地址／德島市新町橋2丁目20
●電話／088-611-1611
●URL／http://www.awaodori-kaikan.jp

專屬連「阿波之風」現場演出

●白天／上演時間40分鐘
平日1日3次〔14：00〜、15：00〜、16：00〜〕
星期六,日,祝日1日4次〔11：00〜、14：00〜、15：00〜、16：00〜〕

晚間阿波舞

有名連的阿波舞現場演出

休 息 日

白天阿波舞

●眉山纜車山麗站
●咖佔廳阿波風味的小食品

4樓

●活動室

3樓

●阿波舞博物館

2樓

●阿波舞大廳

1樓

●導遊指南・信息專欄角
●徳島歡迎䓟

■阿波舞期間
8月11日〜15日（包括前夜祭）
白天阿波舞（年末年初）

=12月28日〜1月3日
晚間阿波舞（年末年初）

=12月21日〜1月10日
ĴЊ়ͅᆝईਪ̋ေ̴

●晚間／每日20：00〜20：50

阿波舞會館購買特產指南

B

覽車直通往山頂,大約6分鐘,猶如空中散
步又刺激又興奮.不僅德島市街,天氣好的
日子就連淡路島,紀伊半島一樣可以儘收
眼伩.
阿波舞體驗諮詢

阿波舞會館

5樓

●地址 阿波舞會館2樓大廳
●專屬連「阿波之風」現場演出
平日１日３次
〔14:00〜、15:00〜、16:00〜〕
星期六,日,祝日1日4次
〔11:00〜、14:00〜、15:00〜、16:00〜〕
入場費：大人500日圓,中・小學生250日圓
（上演時間40分鐘）

O F

T O K U S H I M A

S

傳統文化和交流

徳島的特產和徳島風味

體驗德島的傳統工藝設施和早市等,感受與德島百姓的情切交流.

最重要的就是,買東西!! 徳島的流連.

●藍染・阿波正藍染布

館內指南

藍染體驗

吹玻璃體驗

D

體驗用古代藍汁進行藍染的經歷.邊聽指
導員的解說,邊可以親手學染手帕大約20
分鐘左右.

TEL.088-641-3181
TEL.088-642-1138
TEL.088-642-0053
TEL.088-642-0062
TEL.088-642-1228
TEL.088-622-3028
TEL.088-692-6317

●阿波日本紙

越洗藍色越深.阿波藍還有一種傳統工藝那就是 阿波日本紙歷史悠久,有在奈良
「阿波正藍染布」也被流傳下來了.阿波藍是以素 時代就被朝廷採用的記錄.現已
樸有清潔感,以及柔爽的感覺為特徵.
指定為國家傳統的工藝品.

味

德島玻璃館諮詢

藍染體驗諮詢
●藍 染 工 藝 館／徳島市応神町東貞方
●国府工業有限会社／徳島市国府町府中
●加 藤 織 布 工 廠／德島市國俯町和田
●岡 本 織 布 工 廠／德島市國俯町和田
●長尾織布合名會社／德島市國俯町和田
●古 庄 染 工 廠／德島市佐古七番町
●藍
之
館／板野郡藍住町徳命

E

體驗製做各種各樣的玻璃工藝品.開設了
體驗玻璃工藝一日行,體驗吹玻璃,小型研
究會等多種有趣的活動.

●地 址／德島市勝占町中須78番地4
●時 間／上午9：00〜下午5：00
●休 息 日／年末年初
（12月29日〜第二年1月3日止）

●聯繫地址／TEL.088-669-1195
FAX.088-669-1221
●U R L／http://www.civic-center.jp/glass̲index.html

●竹細工
竹木偶是利用竹子的柔軟性巧
妙編制成的木偶人工藝品,深受
大家的歡迎,是德島土特產的代
表之一.

●酸橘

●鳴門裙帶菜

清香爽口的酸味,洒在做好的
菜䨓上令人食慾大增.因為含
有多種營養成分有利健康和美
容,所以深受大家的喜愛,是德
島縣水果的代表之一.

在產生旋渦的鳴門海峽激流
中培育出來的鳴門裙帶菜,質
地柔軟肉厚有嚼勁是其特徵.

●竹筒魚䊏

●鳴門金時

將魚攪拌成魚漿卷在竹筒上燒
䈽製成的.可當做下酒菜.如果
澆上檸出的酸桔汁食用的話,
那可是德島最流行的方法.

滑而粉的口感,出類拔萃.
並含有各種B他命（C、B1）和
多種食物纖維,是健康美容的
最佳良品.

眉山空架索道諮詢
●地

址／徳島市新町橋２丁目２０番地
（阿波舞会館5樓）
●問 訊 處／Tel.088-652-3617
●交 通 費／單程600日圓,往返1,000日圓・
小學生：單程300日圓,往返500日圓
●營業時間／年中無休
（除指定日外）
・4月〜10月 9：00〜２１
：
０0
（阿波舞期間（8月12日〜15日）22：00結束）
・１１月〜３月 9：00〜１７
：
３0
※活動開辦時間９
：
００〜２１
：
００
（需諮詢）
元旦日出時也有覽車利用.
※購賣乘車劵的遊客,進莫拉耶斯館免費

盂盆節期間的阿波舞
（8/12〜15）
具有400多年的德島盂蘭盆節世界聞名.盂蘭盆節
期間的阿波舞可謂是最精彩的.期間,街頭巷尾響亮
的阿波舞旋律和哨子声不禁吸引了䱾多舞蹈者和
觀䱾.阿波舞,下午6點開始.熱氣騰騰的會場,因阿
波舞激情的音律立刻沸騰起來.一直持續到晚上
10點30分.主要會場有,市中心的公園,演舞場大
道,舞廣場,跳舞通道,街角廣場.處以上外,市區各地
也舉辦各種多姿多采的關聯舞.

早市信息

●阿波尾雞

阿波舞會館市場
每周六設有德島自家產的蔬菜直接販賣市場!

●鯛魚料理
（鳴門鯛魚）

在自然環境里,用比普通肉雞
多2倍的天數飼養的阿波尾雞.
肉質略帶紅色,肉緊有嚼頭,脂
肪少不油膩,是阿波尾雞的特
徵.

由鳴門海峽的潮流培育長大的
鳴門鯛魚.魚肉結實,顏色是鮮
艷的粉紅色,是鯛魚中的極品.
這是鯛魚烹䨉的照片.

●阿波牛

●鮎魚

下過霜的肉因為好吃所以很有
名,屬於黑毛日本種.每一頭都
是經過精心飼養長大的.阿波
牛最好吃的方法是將里肌肉生
吃.鮮艷的紅白相交是阿波風
土養育的結晶.

“鮎魚”是夏天河魚的代表.漫
遊在清澈的小溪里,也被稱為
香魚是河魚之王.生長在吉野
川,勝浦川的鮎魚是天然的絕
品.

●阿波三盆糖

●德島拉麵

阿波舞會館市場諮詢
●時
間／每周六開辦,9：00〜15：00
（預定）
※賣完結束.因季節和天氣的原因有可能暫時停止.
●地
址／阿波舞會館1樓大廳
●問 訊 處／德島市觀光協會：Tel.088-622-4010
阿 波 舞 會 館：Tel.088-611-1611

飄單島鮮魚市場 F
德島美味鮮魚大集市.
飄單島鮮魚市場諮詢
●時
間／每周六開辦,10：00〜13：00
（預定）
※賣完結束.因季節和天氣的原因有可能暫時停止.
●地
址／兩國橋北詰右岸棧橋飄單島周遊船港
●問 訊 處／新町川保護會：Tel.090-3783-2084

德島星期天市場 G

加工品

放入口中即刻融化,那股清香
甘爽的味道立即擴散開來,屬
於軟性砂糖.所以又被稱為和
三盆,是做高級日式點心不可缺
少的原料.

僅在德島市內就有100多家德
島 拉 麵 店 . 掛 着「 中 華 蕎 麥 麵
條」招牌的拉麵店也有許多家.
「德島拉麵」的基本口味是,又
甜又鹹的濃厚的醬油味.

面向所有市民開放的問屋町大集市.
在那裡一定能找到䓟所需要的東西.
德島星期天市場諮詢

舞
阿波
1樓
會館

春花燦爛的「花春節」
阿波之舞
德島特產,擺放在“德島歡迎䓟”店內.

德島歡迎䓟諮詢

●問訊處／德島市觀光協會
Tel.088-622-4010
●URL／http://www.awaodori-kaikan.jp/

G U I D E

德島市・徳島市觀光協會

●問訊處／Tel.088-642-2375

第17番札所・井戸寺（いどじ）

眉山和眉山空架索道

阿波舞諮詢

P

弘法大師在一夜間䮽掘出一座井來,所以
起名為井戶寺.寺內的六角堂里安置着十
一面觀音像,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文化財
產.
●問訊處／Tel.088-642-1324

阿波舞
在阿波舞會館內,舉辦專屬連「阿波之風」和有名連精彩豪華的表演.其間能欣賞到女
性華麗柔美的舞姿,勇士爽朗生氣勃勃的舞蹈.並且有熟練的舞蹈者手把手的傳教,
親身體驗阿波舞的樂趣.

德島觀光指南

傳說是根據天
平年間聖武天
皇的懿旨建立
的賴願寺.

傳說安置有弘法大師雕刻的本尊彌勒菩薩
像.
●問訊處／Tel.088-642-0471

阿波木偶人會館諮詢

著百姓們的支持與時代的發展演變為現代的阿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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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淨琉璃

●地
址／德島市川內町宮島本浦
●問 訊 處／Tel.088-665-5600
●入 場 費／一般400日圓,
高中・大學生300日圓,
小・中學生200日圓
●開館時間／9：30〜17：00
●休 息 日／第1,第3個星期一

有的舞蹈,爾是由風流舞和城內外各地百姓自由組創爾來的,並伴隨

阿波舞

根據天平年間
的聖武天皇的
賴命建立的護
國寺之一.指定
為縣的古跡.
●問訊處／Tel.088-642-0525

據說是弘法大師傳達的大日如來的旨意建
立的寺廟.
●問訊處／Tel.088-644-0069

阿波十郎兵衛宅邸正對面就是阿
波木偶人形會館,展示有多種木偶
人.還有木偶人的製作和活動木偶
人的講解.

阿波史跡公園 L

到東京・東京港

〒770-0904 德島縣德島市新町橋2丁目20番地 TEL.088-622-4010

「霊山寺」屬於德島縣四国霊場第一番札
所,被稱為道場的發源地,是四國朝拜的出
發地.德島縣內共有88所,到達美波町的23番札所「藥王寺」,還要經過德島市內的
5所.這5所比較古老讓人感到非常情切.

徳島市內的四国霊場札所

阿波木偶人形會館

室戶

宿毛

植物園諮詢
●地
址／徳島市方上町・涉野町
●問 訊 處／緑的相談所Tel.088-636-3131
●入 場 費／免費
※植物園年中無休

阿波十郎兵衛宅邸

天正13年（1585）蜂須賀
家政進入阿波,在城下建立
了各種類型的寺院.例如有
名人的墓地比較多,最主要
的是葡萄牙人Moraes的
（潮音寺）,名妓夕霧的（本行
寺）等.

小豆島
島波海道
瀨戶中央 瀨戶大橋
（西瀨戶機動車道） 機動車道

動物園諮詢
●地
址／徳島市方上町・涉野町
●問 訊 處／Tel.088-636-3215
●入 場 費／高中生以上500日圓,中學生以下免費
●時
間／9：30〜16：30
●休 息 日／每周一
（祝日的話改在第二天）
・
年末年初
（12月29日〜1月1日）
●U R L／http://www.city.tokushima.tokushima.jp/zoo/

●地
址／徳島市新町橋2丁目20番地［社団法人徳島県物産協会］
●営業時間／上午9：00〜下午9：00
●休 息 日／12/28〜1/1
●連系地址 ／TEL.088-622-8231 FAX.088-623-9779
●U R L／http://www.tokushima-bussan.com/
●E - m a i l／info@arunet-awa.com

ႏʖʜ̤ͅᒰඛ
ᅮ࣒ʦ॑ୖ
http://www.arunet-awa.com/

莫拉耶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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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的第四個星期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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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樓座一律免費（全部自由席）

莫拉耶斯館諮詢(觀光義務服務聯絡所）
●地址／眉山山頂●問訊處／Tel.088-623-5342●入場費／大人：200日圓・學生：150日圓・
兒童：100日圓●開館時間／9：30〜17：00●休息日／年末年初
（12月28〜1月1日）
※有可能暫
時停止 ※購買眉山纜車乘車劵的遊客參觀莫拉耶斯館免費
春花燦爛的「花春節」

●時
間／每星期日舉辦・雨天照舊、
9：00〜14：00
●地
址／德島市問屋町
（繊維御團地內）
●問 訊 處／星期天市場事務局 Tel.088-653-1161
●8月12日〜15日之間・可停觀光巴士100輛.平時星期天也
可以停巴士.歡迎縣外各地遊客前來遊覽.

●祖谷蕎麥麵

●半田素麵

祖谷是百姓們隱居的村落.麵
條略粗而滑很爽口.並有硬性
且風味獨特,散發着蕎麥粉濃
厚的香味,很受大䱾的歡迎.

用優質的小麥粉和吉野川清澄
的溪水做成的,麵粗䧬性強.古
時候,人們用船運送到各個碼
頭,慢慢的流傳開去以致家
戶曉.

●盆麵條

●蕎麥雜䱀粥

江戶末期宮川內的樵夫們在谷
川將麵條盛在鍋里後食用,漸
漸的人們開始把它當作飯盆來
使用,一直流傳到現在.

剝去蕎麥種子的外殼,然後加
入雞肉,䢆菇,羅蔔等,在加入適
當的佐料煮成的.在祖谷做為
主食之一,傳說還有降低膽固
醇的功效.

德島雀躍星期天市場 H
生產者和銷售員與出售各種蔬菜,水果,手工製做的點心等店
鋪一家挨一家排成一排,共有41家之多.
德島雀躍星期天市場諮詢
●時
間／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天舉辦.8：00〜13：00
●地
址／紺屋町大道
●問 訊 處／紺屋町人行道早市・星期天市場
實行委員會
（德島商工會議所內）
Tel.088-653-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