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來市古川町534  ＋81-854-28-9500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週三 ※5月、10月、11月僅休第1個週三
○交通：從JR安來車站約20分鐘的車程。從JR安來車站搭乘安來市觀光循環巴士，順

時針方向約45分、逆時針方向約30分鐘，在「安來節演藝館」站下車。

21 足立美術館
優待票

成人1,150日圓  大學生900日圓  高中生500日圓  
小學、國中生 250日圓

名聞遐邇的足立美術館，擁有面積1萬3千坪的廣闊日本庭園，以及無數的近

代日本名畫收藏。館內展示以橫山大觀為首，許多日本著名畫家的日本畫、

陶藝、童話等精心傑作。美麗優雅的日本庭園，所見之處都是足立美術館悉

心維護的成果。這裡被美國庭園專門雜誌從700多處日本庭園當中，評選為

日本之最。

○安來市古川町320  ＋81-854-28-7111
○開館時間：4月～9月／9：00～17：30
               10月～3月／9：00～17：00
○無休
○交通：從JR安來車站搭計程車約20分鐘。
○接駁車：從JR安來車站一天8班、從JR米子車站、米子機場一天1班來回行駛。從玉

造溫泉、皆生溫泉一天1班來回行駛。

22 安來節演藝館

足立美術館 安来節演芸館

優待票

成人300日圓  小學、國中生150日圓

「安來節演藝館」位於「安來節」（小調）發祥地安來市，是傳承日本民謠

「安來節」的殿堂。館內的座位，亦模仿傳統日式榻榻米座席。在這裡不但能

欣賞「安來節」與舞蹈，有興趣的人，還能親自體驗隨著安來節旋律，跳捉泥

鰍舞呢！

除此之外，還有以泥鰍料理為主的餐廳，和販售各種伴手禮、特產品的商

店。

20 松江貓頭鷹花園
優待票

成人1,080日圓  小學、國中生540日圓

這裡是一座擁有無數珍奇花卉和鳥禽的主題公園。在世界規模最大的溫室

花園裡（一整年的溫度都維持在攝氏20度左右），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賞到滿

園花團錦簇的海棠花。另外，還有親近鳥禽體驗、以及絕不可錯過的貓頭鷹

飛行秀哦！

○松江市大垣町52番地　＋81-852-88-9800
○開園時間：4月～9月／9：00～18：30
               10月～3月／9：00～17：00
　　　　  （入場至閉園45分鐘前為止）
○無休
○交通：從JR松江車站搭計程車約25分鐘。搭乘一畑電鐵在「貓頭鷹花園」站下車步

行1分鐘。

松江
フォーゲルパーク

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8

享受優惠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請出示您的護照
松江・出雲・石見銀山地区観光施設外国人割引のご案内　【中文繁体字（台湾、香港）版】 松江・出雲・石見銀山地区観光施設外国人割引のご案内　【中文繁体字（台湾、香港）版】

松江、出雲、石見銀山地區觀光景點導覽 外國旅客優惠表

485 日本

島根縣

請出示您的護照

島根國際觀光推進協議會
松江市殿町１　+81-852-22-5579 http://www.kankou-shimane.com/tw/

19 由志園

由志園

優待票

成人400日圓  高中生200日圓  
國中生150日圓  小學生100日圓

位於大根島上，面積1萬坪的寬廣日本庭園。春季的牡丹花、夏季的繡球花、

秋季的楓葉、冬季的山茶花，四季更迭的自然美景，讓遊客們流連忘返。其

中，雖然牡丹花期非常短暫，但在園內特設的「牡丹館」內，隨時都可欣賞到

特別栽培的各種牡丹。觀賞完庭園之後，請在清靜優雅的餐廳，一邊試飲當

地精心栽種的高麗人參茶，並品嚐使用當地高級食材製作的在地料理，一邊

欣賞雅緻的庭園風光。

○松江市八束町1260-2　＋81-852-76-2255
○開園時間：8：00～17：30
○無休
○交通：從JR松江車站搭乘開往「八束町」的市公車約45分鐘，在「八束中央」站下車

步行5分鐘。從境港開車約15分鐘。從米子機場開車約15分鐘。

享受優惠
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

○安來市古川町534  ＋81-854-28-9500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週三 ※5月、10月、11月僅休第1個週三
○交通：從JR安來車站約20分鐘的車程。從JR安來車站搭乘安來市觀光循環巴士，順

時針方向約45分、逆時針方向約30分鐘，在「安來節演藝館」站下車。



○安來市古川町534  ＋81-854-28-9500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週三 ※5月、10月、11月僅休第1個週三
○交通：從JR安來車站約20分鐘的車程。從JR安來車站搭乘安來市觀光循環巴士，順

時針方向約45分、逆時針方向約30分鐘，在「安來節演藝館」站下車。

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2 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 3

3 重要文化財產 熊谷家宅邸
優待票

成人300日圓  小學・國中生免費

17世紀，熊谷家族於現在的傳統老街地區，經營銀礦、金融和釀酒業，是規

模最大的商家，此外，大森代官所的物資、徵收地租，也是其經營的事業之

一。熊谷家宅邸共有5間倉庫，20個以上的房間，充分顯現出當時擁有權勢

的商家，所處的地位及奢華生活。

○大田市大森町  ＋81-854-89-9003
○開放時間：9：30～17：00（入場至16：30止）
○公休日：每月最後1週的週二、年末年初
○交通：從銀山公園到此地約800公尺。步行約15分鐘。

熊谷家

4 武家宅邸 舊河島家
優待票

成人100日圓  小學・國中生免費

武家宅邸的庭園都面臨著道路，正廳位於最裡面，是整座建築都有圍牆環

繞的豪宅。目前舊河島家是唯一開放參觀的武家宅邸。

○大田市大森町  ＋81-854-89-0832
○開放時間：9：00～16：30
○公休日：年末年初
○交通：從銀山公園到此地約500公尺。步行約10分鐘。

旧河島家

1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
優待票

成人200日圓  小學・國中生100日圓

石見銀山遺蹟如果單單只用眼睛觀看，無法理解其真正的價值所在，石見銀

山的歷史和開採銀礦的優良技術，在當時曾震撼全球。這裡展示許多出土遺

物、模型，並播放影像，讓遊客進一步地認識世界遺產的珍貴價值。

○大田市大森町イ1597-3  ＋81-854-89-0183
○開放時間：8：30～17：30
○展示室：9：00～17：00（入場至16：30止）
○公休日：每月最後1週的週二、年末年初
○交通：從銀山公園到此地約2公里、搭乘巴士5分鐘。

石見銀山世界遺産センター

2 龍源寺間步（坑道）
優待票

成人200日圓  小學・國中生100日圓

「間步」就是開採銀礦的坑道，從古至今留下來的大小礦坑，已成為本地一

大特色。經過專家的實地調查，證明這裡共有600處以上的間步，而目前開

放參觀的部份，是在江戶時代開鑿的龍源寺間步和另外兩處，全長約273公

尺的間步。坑道內展示的「石見銀山繪卷」，描繪了當時採礦的情景。

○大田市大森町　＋81-854-89-0117
○開放時間：4月～11月／9：00～17：00
   　         12月～ 3月／9：00～16：00
○公休日：年末年初
○交通：從銀山公園到此地約2.3公里。因無巴士前往，請步行或租借自行車。

龍源寺間歩

世界遺產 石見銀山地區

石見銀山

石見銀山世界遺産中心1

武家宅邸 舊河島家4

重要文化財產 熊谷家宅邸3

2
龍源寺間步（坑道）

渡邊家

極樂寺

五百羅漢

石見銀山資料館

大森町傳統街道交流中心

觀世音寺 柳原家

勝源寺

安養寺

清水谷冶煉廠遺蹟

銀山公園

旅遊服務處

大森小學

城上神社

西本寺

豐榮神社

31

31

46

大森銀山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

5 →島根県立古代出雲歴史博物館島根縣立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 300日圓成人 600日圓

6 →手錢記念館手錢紀念館 300日圓成人 600日圓

7 →出雲キルト博物館出雲拼布美術館 490日圓成人 700日圓

8 →荒神谷博物館荒神谷博物館 102日圓成人 205日圓

9 →松江城 280日圓成人 550日圓

10 →武家宅邸 150日圓成人 300日圓

11 →小泉八雲故居 150日圓成人 300日圓

12 →小泉八雲紀念館 150日圓成人 300日圓

13 →明明庵 200日圓成人 400日圓

14 →松江歷史館 250日圓成人 500日圓

15 →堀川遊覧船 820日圓成人 1,230日圓

16 →月照寺 250日圓成人 500日圓

17 →島根縣立美術館 500日圓成人 1,000日圓

18 →宍道湖遊覽船 1,000日圓成人 1,450日圓

19 →由志園 400日圓成人 800日圓

20 →松江貓頭鷹花園 1,080日圓成人 1,540日圓

21 →足立美術館 1,150日圓成人 2,300日圓

22 →

松江城（重要文化財）

武家屋敷

小泉八雲旧居

小泉八雲記念館

明々庵

松江歴史館
→豐來榮彌傳承館 100日圓成人 200日圓松江ホーランエンヤ伝承館

堀川遊覧船

月照寺

島根県立美術館（企画展）

宍道湖遊覧船

由志園

松江フォーゲルパーク

足立美術館

安来節演芸館安來節演藝館 300日圓成人 600日圓

1 →石見銀山世界遺産センター石見銀山世界遺產中心 200日圓成人 300日圓

2 →龍源寺間歩龍源寺間步（坑道） 200日圓成人 400日圓

3 →熊谷家住宅（重要文化財）重要文化財產 熊谷家宅邸 300日圓成人 500日圓

4 →旧河島家武家宅邸 舊河島家 100日圓成人 200日圓

○安來市古川町534  ＋81-854-28-9500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週三 ※5月、10月、11月僅休第1個週三
○交通：從JR安來車站約20分鐘的車程。從JR安來車站搭乘安來市觀光循環巴士，順

時針方向約45分、逆時針方向約30分鐘，在「安來節演藝館」站下車。

宍道湖

松江市

出雲市

大田市

川本町

邑南町

美鄉町

飯南町

江津市

濱田市

益田市

吉賀町

安來市

雲南市

奧出雲町

米子市

境港市

日　本　海

中海

大根島

日御碕

出雲交流道

斐川交流道

松江玉造
交流道

JR木次線

JR伯備線

JR山陰本線

JR三江線

JR松江車站

JR木次車站

JR大田市車站

JR江津車站

JR濱田車站

JR出雲市車站

JR安來車站
JR米子車站

JR境港車站

米子交流道

三刀屋木次交流道

美保關

美保灣

皆生溫泉

玉造溫泉

出雲機場 米子機場

境港

松江宍道湖溫泉

島　根　縣 鳥　取　縣

江津交流道

濱田交流道

中国自動車道

山陰高速公路

一畑電鐵

米子高速公路

出雲大社

石見銀山

出雲大社前站

松江宍道湖溫泉站

米子西交流道

吉田掛合交流道

湯之川溫泉

宍道交流道

宍道交流道

1 2 3 4

松江地區

出雲地區

石見銀山地區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2
21

5 7

86

20 19

世界遺產

濱田高速公路

濱田港

＊学生、子供料金も同様に割り引きいたします。団体の場合も個人と同額の料金となります。  
＊學生、兒童同享優惠。團體票與個人票同額優惠。

請於售票口出示護照或在留卡，即可享受下列設施之優惠。

請出示您的護照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享受優惠

窓口でパスポート又は在留カードをご提示下さい。
外国籍のお客様に以下の施設で割引いたします。

50%OFF
50%OFF
30%OFF
50%OFF
50%OFF
50%OFF
50%OFF
50%OFF
50%OFF
50%OFF
50%OFF
33%OFF
50%OFF
50%OFF
31%OFF
50%OFF
30%OFF
50%OFF
50%OFF

33%OFF
50%OFF
40%OFF
50%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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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縣立美術館

伊勢宮町

東本町

嫁島

松江城

新大橋

宍　道　湖

明明庵
田部美術館

一畑電鐵

松江AEON
（大賣場）

松江國際旅遊服務處

431

9

9

15

13

15

15

18

18

JR松江車站

0 1km500m

松江市中心

17

武家宅邸
小泉八雲紀念館

11
12

松江地區

9 松江城
優待票

成人280日圓  小學、國中生140日圓

松江城由城主「堀尾吉晴」花費了5年歲月，於1611年完成，是山陰地區唯一

保留當時面貌的天守閣。站立於最上層的天守閣，眺望360度的松江市街

道，景色美不勝收。城裡的春天，櫻花、杜鵑花爭奇鬥艷，已成為古都松江的

地標象徵。

○松江市殿町1-5　＋81-852-21-4030
○天守閣開放時間：4月～9月／8：30～18：30（入場至18：00止） 
　　　　　　　　10月～3月／8：30～17：00（入場至16：30止）
○無休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公里。搭乘LAKE LINE巴士約10分鐘，於松江城「大手

前」站下車。

10 武家宅邸

松江城 武家屋敷

優待票

成人150日圓  小學、國中生80日圓

這裡是約270年前，松江藩的中級武士宅邸。內部展示當時遺留下來的家

具、生活用品等道具。雖然玄關、客廳和主人的起居室建造得十分氣派，私

生活的部分，卻非常樸實，由此可以窺見，當時武士們公私分明的嚴謹生

活。

○松江市北堀町305　＋81-852-22-2234
○開放時間：4月～9月／8：30～18：30（入場至18：10止） 
           　  10月～3月／8：30～17：00（入場至16：30止）
○無休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5公里。搭乘LAKE LINE巴士16分鐘，於「小泉八雲紀念館

前」站下車。

14

月照寺

小泉八雲故居

16

KARAKORO廣場乘船處

宍道湖大橋
松江市政府

島根縣政府

松江大橋

宍道湖遊覽船乘船處

宍道湖遊覽船乘船處
國引大橋

島根縣立産業交流會館

大橋川

島根故鄉館

松江宍道湖溫泉站

松江堀川FUREAI廣場乘船處

松江堀川地產啤酒館

KARAKORO工房

431

松江LAKE LINE巴士

鹽見繩手（道路）

大手前乘船處

松江歷史館・豐來榮彌傳承館

10

7 出雲拼布美術館
優待票

成人490日圓  小學、國中、高中生350日圓

出雲拼布美術館位於自然生態豐富的出雲平原正中央，是日本第一座拼布

美術館。在這座擁有200年歷史的出雲傳統樣式建築內，展出頂尖和風拼布

作家「八幡垣睦子」所企劃的拼布作品，以及插花、室內佈置、裝置藝術的四

季主題展等，一年可以欣賞到4次不同的展示。包括整體空間、空氣氛圍、景

觀等，出雲拼布美術館充分展現出雲文化及傳承日本之心的理念。

○出雲市斐川町福富330　＋81-853-72-7146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每週三、第3個週日
○交通：從JR直江車站開車約10分鐘。從ＪＲ出雲市車站開車約20分鐘。從出雲機場

　　  開車約7分鐘。

8 荒神谷博物館
出雲
キルト美術館

荒神谷博物館

優待票

常設展  成人102日圓
特別展  成人257日圓

1984年7月，島根縣斐川町發現了358把的銅劍，翌年則出土銅矛16支、銅鐸

6個，這些銅矛與銅鐸，均於1998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寶。由於這項重大的發

現，明確顯示出雲地區過去，曾有相當龐大的勢力匯聚於此，因此荒神谷遺

蹟便以高學術價值的遺蹟發掘地，成為解明日本古代歷史的關鍵之鑰。

荒神谷博物館內，放映挖掘遺蹟過程剪接而成的影片，讓人深受感動的「挖

掘記錄影片」，以及許多出土文物的複製品和荒神谷遺蹟相關的資訊、謎題

解說等展示看板。

○出雲市斐川町神庭873-8　＋81-853-72-9044
○開館時間：9：00～17：00　入場至16：30止
○休館日：週二、年末年初
　　　　  展示品替換期間，將會有較長期之休館，請事先確認。
○交通：從山陰道斐川交流道出口開車約５分鐘。

6 手錢紀念館

手銭記念館

優待票

成人 300日圓　小學、國中、高中生200日圓

是一處將建於江戶時代、營運至明治維新為止的酒廠米倉及酒倉，加以改裝

而成的美術館。您可以盡情欣賞靜謐的土倉聚落空間，以及作品和庭園等。

常設展的藝術作品，包括出雲地區的陶瓷器、漆器、金箔工藝、木雕等，數百

件從純美術工藝品到日常生活用品等。企劃展則廣泛介紹以日本美術、工

藝、文化為主題的作品。

○出雲市大社町杵築西2450-1　＋81-853-53-2000
○開館時間：9：30～16：30
○休館日：週二（遇假日則為隔日）、年末年初・展示品替換期間
○交通：從出雲大社步行約10分鐘。
　　　  從一畑電鐵出雲大社前站步行約15分鐘。
　　　  從JR出雲市車站開車約20分鐘、搭乘巴士約30分鐘。

5 島根縣立
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

古代出雲歴史博物館

優待票

（常設展）成人300日圓  大學生200日圓  小學、國中、高中生100日圓
（企劃展）門票50%OFF

位於出雲大社東側，於2007年3月開幕的島根縣立古代出雲歷史博物館，是

日本國內收藏最多銅劍、銅鐸之處。這裡還展示出雲大社所使用的巨大木

柱、用1／10比例復原的超高神殿模型，以及日本全國唯一、保存最完善的

「出雲風土記」。

○出雲市大社町杵築東99-4　＋81-853-53-8600
○開館時間：3月～10月／9：00～18：00
           　 11月～ 2月／9：00～17：00
○休館日：每月第3週的週二（遇假日則為隔日）
○交通：從JR出雲車站搭乘巴士約25分鐘，在「正門前」站下車。搭乘一畑電鐵在「出

雲大社前」站下車，步行約7分鐘。

出雲地區

○大田市大森町  ＋81-854-89-9003
○開放時間：9：30～17：00（入場至16：30止）
○公休日：每月最後1週的週二、年末年初
○交通：從銀山公園到此地約800公尺。步行約15分鐘。



島根県立美術館

優待票（收藏展）

成人300日圓  大學生200日圓  小學、國中、高中生免費

想看夢幻般的落日美景嗎？請一定要來位於宍道湖畔的島根縣立美術館走

一趟！為了讓遊客們能盡情欣賞美麗夕陽，美術館會特別延長開放時間喔！

（3月～9月，日落後30分鐘閉館）從JR松江車站步行約17分鐘，即可到達。

一整年中，這裡還會舉辦無數次的多樣性企劃展、收藏展，每每吸引許多藝

術愛好者前來鑑賞。

○松江市袖師町1-5　＋81-852-55-4700 
○開館時間：10月～2月／10：00～18：30
                  3月～9月／10：00～日落後30分鐘
　　　　　 （展示室入場，至閉館30分鐘前為止）
○休館日：週二（遇假日則為隔日）、年末年初
○交通：從JR松江車站步行約17分鐘。從JR松江車站搭乘松江市公車約6分鐘，於「縣

立美術館」站下車。

18 宍道湖遊覽船

宍道湖遊覧船

優待票

成人1,000日圓  小學生500日圓

遊覽船從大橋川出發進入宍道湖，全程約1小時。

7月1日開始的晨爽遊艇行程，將帶您體驗神秘的宍道湖清晨美景。

另外還有最受旅客歡迎、被選為日本夕陽百景之一的宍道湖落日。

配合欣賞夕陽時段出航的，即是落日遊艇。

從船上的特等席眺望，您可一人獨攬宍道湖的美麗夕日。

這是只有水之都才能享受到的獨家航程。

船內也提供啤酒、果汁、咖啡等，以及需提前一天預約的餐點。

○松江市東朝日町150番地7　＋81-852-24-3218
○航行時間：9：30～落日遊艇航程　(1日6班～7班)
○休航期間：3月1日～11月30日期間無休
　　　　　12月1日～2月底之六、日、假日營運
　　　　　平日需10名以上之預約始可出航
○交通：第一碼頭　從JR松江車站步行15分鐘。
　　　　　　　　 從山陰道松江中央　開車約15分鐘。
　　　　　　　　 開車的旅客請至第一碼頭搭乘。
　　　  第二碼頭　從JR松江車站步行5分鐘。
　　　　　　　　 搭乘LAKE LINE巴士於「宍道湖遊覽船碼頭」站下車。

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6 請出示您的護照 享受優惠 7

13 明明庵
優待票

成人200日圓  小學、國中生150日圓
※喝抹茶（抹茶、日式甜點）需另付410日圓

明明庵位於可將松江城一覽無遺的小山丘上，是依照松江藩第7代藩主「松

平治鄉」（又稱為不昧公）喜好，而建築的茅草歇山頂造型茶室。不昧公當年

創立「不昧流」茶道，堪稱江戶時代後期的諸侯茶道家。在明明庵裡，您可以

一邊欣賞雅緻的茶室與庭園，一邊品味日式抹茶。

○松江市北堀町278番地  ＋81-852-21-9863
○開放時間：4月～9月／8：30～18：30（入場至18：10止）
   　　      10月～3月／8：30～17：00（入場至16：40止）
○無休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5公里。從JR松江車站搭乘LAKE LINE巴士約15分鐘，

在「鹽見繩手」站下車，步行4分鐘。

14 松江歷史館

明々庵

松江歴史館

優待票 成人250日圓  小學、國中生130日圓

緊鄰松江城、外觀為武家宅邸風格的松江歷史館，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展示
並解說擁有400年歷史的城下町「松江」，其相關之歷史與文化。遊客還能在
咖啡廳內，一面欣賞日本庭園，一面品嚐原創日式甜點和抹茶。另外，館內附
設國際旅遊服務處，提供免費出借英、中、韓文的語音導覽服務。

○松江市殿町279番地  ＋81-852-32-1670
○開館時間：4月～9月／9：00～18：30（入場至18：00止）
               10月～3月／9：00～17：00（入場至16：30止）
○休館日：每月第3個週四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公里。從市營大手前停車場步行約3分鐘。從JR松江車站搭

乘LAKE LINE巴士約13分鐘，在「大手前堀川遊覽船乘船處」站下車，步行約3分鐘。

豐來榮彌傳承館
優待票 成人100日圓  小學、國中生50日圓

每１０年舉辦一次的「豐來榮彌」節，約100艘船組成的豪華陣容，在江上浩
浩蕩蕩地行進。
「豐來榮彌傳承館」作為將擁有360年歷史的「豐來榮彌」節的魅力面向全
國、面向未來傳播的基地，將起源、歷史、華麗的服裝等內容以影像及展覽
等形式進行介紹。

○松江市殿町250番地  ＋81-852-60-2005
○開放時間：4月～9月／8：30～18：30（入場至18：10止）
               10月～3月／8：30～17：00（入場至16：40止）
○休館日：每月第3個週四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公里。從市營大手前停車場步行約3分鐘。從JR松江車站搭

乘LAKE LINE巴士約13分鐘，在「大手前堀川遊覽船乘船處」站下車，步行約3分鐘。

15 堀川遊覽船
優待票

成人820日圓  小學生410日圓

所需時間約50分鐘。遊客可從河面上眺望松江城、武家宅邸、鹽見繩手，和

沿岸隨風搖曳的垂柳等，悠閒中帶著些許莊嚴氣氛的景色。全程穿越16座橋

樑，別有一番情趣。船夫會一邊掌舵，一邊介紹周圍的景點，偶爾也會來一

曲島根民謠。冬天還能體驗日式暖爐桌哦！

○乘船處：松江堀川FUREAI廣場（黑田町）、KARAKORO廣場（京店）、大手町廣場
（殿町）等3處  ＋81-852-27-0417

○航行時間：3月 1日～ 6月30日 ／ 9：00～17：00
        　　   7月 1日～ 8月31日 ／ 9：00～18：00
          　　 9月 1日～10月10日 ／ 9：00～17：00
               10月11日～11月30日 ／ 9：00～16：00
　　　　   12月 1日～    2月底 ／ 9：00～16：00

16 月照寺

堀川遊覧船 月照寺

優待票

成人250日圓  國中、高中生150日圓  小學生125日圓

月照寺有松江歷代藩主「松平家族」的墓地。在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史蹟的月

照寺境內，除佛寺建築之外，尚有鐘樓、唐門、在小泉八雲散文中所描述的

「巨大龜形壽藏碑」、與松平不昧公淵源深厚的「茶室大圓庵」，以及每年於

4月不昧公忌日，舉辦茶會供養的「茶會塚」、「茶水井」及「力士雷電碑」等。

月照寺作為藩主的埋葬之所，留下許多相關的遺物、遺蹟，並因歷史和信仰

兼具的寺院，備受民眾尊崇。

此外，靜謐的寺院境內，四季開放各種不同的花卉，其中尤以6月中旬盛開的

繡球，最為奪人眼目，近年來更獲得「山陰的繡球花寺」美稱，來訪的遊客絡

繹不絕。

○松江市外中原町179  ＋81-852-21-6056
○參拜時間：4月～10月／8：30～17：30
           　  11月～ 3月／8：30～17：00
        　 寶物殿、書院／9：00～17：00
○無休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3.5公里。從JR松江車站搭乘LAKE LINE巴士約20分鐘，

在「月照寺前」站下車。

11 小泉八雲故居
優待票

成人150日圓  小學、國中生80日圓

小泉八雲將明治時代的日本，廣泛地介紹給全世界。此處為小泉八雲與其夫

人，於明治24年（1891年）6月開始，居住了約5個月的武家宅邸。整座宅邸至

今依然維持著八雲居住當時的樣貌，環繞宅邸周圍的庭園，是八雲最為喜愛

的地方。

○松江市北堀町315番地  ＋81-852-23-0714
○開放時間：4月～9月／8：30～18：30（入場至18：10止） 
           　  10月～3月／8：30～17：00（入場至16：30止）
○無休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5公里。搭乘LAKE LINE巴士約16分鐘，於「小泉八雲紀

念館前」站下車。

12 小泉八雲紀念館

小泉八雲旧居 小泉八雲記念館

優待票

成人150日圓  小學、國中生80日圓

位於道路「鹽見繩手」旁的小泉八雲舊居，是一座純日式風格的紀念館。館

內展示著向世人介紹松江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的遺物，例如：慣用

的書桌、煙斗、親筆原稿、相關資料等，約達1千件左右，並從其收藏品中，挑

選出200件之物品展出。

○松江市奧谷町322-4　＋81-852-21-2147
○開放時間：4月～9月／8：30～18：30（入場至18：10止） 
           　  10月～3月／8：30～17：00（入場至16：30止）
○無休
○交通：距離JR松江車站約2.5公里。搭乘LAKE LINE巴士約16分鐘，於「小泉八雲紀

念館前」站下車。

17 島根縣立美術館
優待票（企劃展）

成人500日圓  大學生300日圓  小學、國中、高中生150日圓

○出雲市斐川町福富330　＋81-853-72-7146
○開館時間：10：00～17：00
○休館日：每週三、第3個週日
○交通：從JR直江車站開車約10分鐘。從ＪＲ出雲市車站開車約20分鐘。從出雲機場

　　  開車約7分鐘。

○出雲市斐川町神庭873-8　＋81-853-72-9044
○開館時間：9：00～17：00　入場至16：30止
○休館日：週二、年末年初
　　　　  展示品替換期間，將會有較長期之休館，請事先確認。
○交通：從山陰道斐川交流道出口開車約５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