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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美景

玩转琵琶湖

神社寺庙

温泉

体验

美食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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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贺伴手礼

滋贺县活动日历

观光信息

享受实惠的滋贺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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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贺县地处关西，位于接近日本正中央的位置。滋贺县最引以为豪的

是拥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琵琶湖非常广阔，约占滋贺县面

积的 6分之 1，孕育了特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另外，滋贺县除了琵

琶湖美景以外，还有众多历史悠久的神社寺庙。7世纪中旬，日本首

都曾一时居于此地，而到了战国时代（15 世纪末～ 16 世纪），滋贺

县作为有力武将所割据的重要之地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如今，从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可轻松前往滋贺，作为可以感受大自然

和户外活动乐趣的场所备受瞩目。这里还有许多人气店铺、咖啡厅以

及户外活动等。

介绍

那么，让我们出发去感受悠闲的滋贺之旅吧。

Introduction

Shiga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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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内容是根据2019年10月的信息编制而成。书中所介绍的信息可能未经预告而有所变更，敬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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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Shiga

湖北

湖西

湖南

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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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6～8月

春天
3～5月

4 月上旬为樱花季。

可欣赏平静的琵琶湖与樱花相互交织的美景。

长滨城与彦根城作为赏樱名胜也深受欢迎。

母亲湖，琵琶湖

最适合体验琵琶湖活动乐趣的季节。

除了湖水浴等水上活动，

露营和烧烤也趣味十足。



※图片为示意图 5

冬天
12～ 2月

秋天
9～ 11月

10 月～ 11 月将迎来观赏红叶的最佳时期。

在历史悠久的神社和寺庙，可以欣赏充满情趣的庭园和红叶，

各地还将举办点灯活动。

母亲湖，琵琶湖 四季美景

不仅可以欣赏晨雾笼罩的琵琶湖、

大雪覆盖的街道等冬季特有的美景，

2 月还能在盛开的油菜花田提前感受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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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以围绕琵琶湖骑行一周的“Biwaichi”为首，

还有湖上游船、水上运动等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

可绕琵琶湖一周，也可前往感兴趣的景
点。自行车的租借期间可按照自己的需
要选择 1 日或数日，感受骑行乐趣。

以在水上前进为魅力的皮艇。
两个人可感受合作划艇的乐趣。

站在桨板上划桨前进的源自夏威夷的水上运动。有可从 1 小时起开始挑战
的立浆冲浪、欣赏琵琶湖夕阳的划桨之旅等，琵琶湖湖岸的各地区都在举办。

骑　行

SUP（立浆冲浪）
皮　艇

水上散步滋贺

米原站租车处

Giant Store
琵琶湖守山

BSC 水上运动中心
9:00～18:00 休息日：星期二、三
皮艇4,950日元～ ※需预约，截至7天前
JR蓬莱站→步行10分钟

9:00～17:00 
休息日：不固定，冬季不营业
（12月中旬～2月中旬）  

1天4,180日元～
（因内容、自行车种类而异）
※预约优先，预约截至两天前

JR米原站站内东口1F

9:00～19:00  休息日：星期二
5小时3,000日元～

（因内容、自行车种类而异）
JR坚田站→乘坐巴士15分钟

（琵琶湖万豪酒店1F）

立浆冲浪体验1日3次
（①9：30～、②12：00～、③14：30～） 
休息日：不固定
 3,800日元～（含保险费、设施利用费等）
※需预约，截至前一天　 JR坚田站→步行20分钟

在湖面上放松

齐心协力最重要！

租自行车环游吧！

骑人气品牌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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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度假地“琵琶湖山谷”，可从海拔 1,100 米
处一览琵琶湖。在此可在打见山（1,108 米）和蓬
莱山（1,174 米）地区散步，从展望景点琵琶湖露
台可将琵琶湖美景尽收眼底。4 ～ 11 月，在森林
中布满的绳索上挂上滑轮滑行的刺激项目“溜索”
体验也不容错过。

密西根游览船以 19 世纪的美国为主题，周游琵琶湖南湖。在船上可一
览琵琶湖的雄壮景色，在船内还能享用自助餐（预约制），感受观光介绍、
现场表演等乐趣。

进入直径 2.5 米的氯化塑料球内，在湖上
漂浮的人气活动。工作人员会从外侧帮助
拍摄照片。3 月下旬～ 11 月下旬。

浮在长滨市海上 6 公里处的周长 2 公里的岛。自古
以来就深受信仰，供奉有宝严寺和都久夫须麻神社。
在都久夫须麻神社，可以挑战扔写有愿望的素陶器，
据说如果素陶器穿过鸟居愿望就能实现。

琵琶湖山谷

密西根游览船

NWWA 水球（R）

竹生岛

O’PAL

密西根 80
（南湖周游 80 分钟）

缆车：9:30～17:00（周末、节日和8月为9:00～），
上行最终班次16:30，下行最终班次17:00
休息日：不固定（可能因天气而异）详细内容请参照网页。

缆车：2,600日元（往返），
溜索：3,870日元（需另付缆车费）

JR志贺站→乘坐巴士10分钟在“琵琶湖山谷”下车

※山顶与山脚有5℃～7℃的气温差，请准备适宜的服装。

全年（冬季有停业日）
时间：10:00、11:40、13:30、
15:10（班次因季节而异）

2,830日元，
午餐2,750日元～
（需另付乘船费用）

京阪 琵琶湖滨大津站
→步行3分钟→大津港

9:30～17:30 休息日：星期三（1月～2月为星期
二、三，7月20日～8月31日不休息）

4,400日元（含保险费、设施利用费等）
※需预约，截至前一天

JR雄琴温泉站→步行12分钟

入岛费用：500日元
JR长滨站→步行10分钟→

长滨港→乘船30分钟 
价格：3,130日元（往返） 
JR今津站→步行5分钟→
近江今津港→乘船25分钟 
价格：2,640日元（往返）

9:30～14:00
（最后一班因季节而异）

仿佛身在肥皂泡中



神社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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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 7 世纪中旬将首都迁移至大津的天
智天皇的神社。由于天智天皇的和歌为
百人一首的卷头歌，所以很多百人一首
歌牌大赛在此举办，也成为了人气漫画

《花牌情缘》的舞台。
这里还有专人协助穿着的和服体验，可
身穿和服在神宫内散步。推荐在红色的
楼门前拍照。另外，还有可身着十二单
装束（平安时代女性的正式服装），在专
用布景处拍照的“歌牌变身体验”。可以
拍出仿佛与百人一首歌牌图案融为一体
的照片噢。

6:00～18:00  休息日：不休息
和服租借体验：1,000日元～

歌牌变身体验（完全预约制）：1,000日元
JR大津京站→步行20分钟

近江神宫
大津市

1

神社

寺庙
滋贺县拥有很多历史悠久
的神社寺庙。可欣赏四季
鲜 花、 红 叶， 体 验 写 经、
坐禅，还有和服试穿等感
受“和风”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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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所创建，据说是滋贺县内最
古老的神社。琵琶湖中修建有红色的大
鸟居，祈祷健康长寿与琵琶湖的航行安
全，长久以来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
以浮出水平线的琵琶湖最大的冲岛为背
景，渔船通过鸟居来来往往的美丽景象
不容错过。另外，在星期六、星期日，
还会举办从日落起持续 2 小时的点灯活
动。尽情品味每一刻变化无穷的美景吧。

806 年由最澄创立的天台宗总本山，其广阔的占地整体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延历寺为高
僧辈出的佛教据点，现在也有全国各地的修行僧前来。
788 年创建的根本中堂被指定为国宝，充满威严氛围。
另外，在延历寺会馆可以进行坐禅、写经等修行体验，
还可以品尝素斋料理。

8:30～16:30（因季节、场所而异）  休息日：不休息
参拜700日元，国宝殿500日元

写经体验、坐禅体验（需提前预约）：
各1,080日元

坂本缆车延历寺站→
步行10分钟（至东塔）

休息日：不休息
免费
JR近江高岛站→搭乘出租车5分钟，或是租借自

行车骑行20分钟
*JR近江高岛站内可租借自行车，台数有限，租借
时间为9:00～13:00，返还时间至17:00

白须神社
高岛市

比睿山延历寺
大津市

2

3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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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7:00（只有12月到16:30）  参观300日元
JR坚田站→乘坐巴士在“出町”下车→步行10分钟

*星期六、星期日有前往满月寺的巴士

8:00～16:00 参观600日元
京阪石山寺站→步行10分钟

8:00～17:00  休息日:不休息   参观600日元，写经体验、坐禅体验（需提前
预约）：各1,000日元   山伏体验（完全预约制）：10,000日元

京阪三井寺站→步行10分钟

满月寺
大津市

石山寺
大津市

三井寺
大津市

4

5

6

因修建的伸到了琵琶湖上的“浮御堂”
而为人所知，约 500 年因有中国湖南省
美丽的“潇湘八景”而评选了“近江八
景”， 浮御堂入选其中，是一个绝美的景
点。浮御堂的外观自然美丽，从浮御堂
望出去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可将环绕琵
琶湖的群山与琵琶湖美景尽收眼底。

创建于 8 世纪中旬，受到历代天皇家族、贵
族及武士等权力者信仰的颇有来历的寺庙。
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
的作者紫式部也曾到访石山寺，据说她眺望
了琵琶湖上的月亮之后，开始动笔创作故事。
此处的美丽月亮也是“近江八景”之一。

拥有 1200 年以上的历史，多次遭受战乱后获得重建。广阔的
寺内含被指定为国宝的正殿在内，看点多多，也被活用于电
视剧和电影作品的外景地。除了可以在此体验写经和坐禅以
外，还有身着专用装束，入山修行一天的山伏体验。

（园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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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滨太阁温泉

雄琴温泉

石山南乡温泉

京阪石山寺站、JR石山站
JR长滨站

长滨市
大津市

大津市

位于比睿山山脚，是约有 1200 年历史的颇有来历的
温泉。从京都前来也相当方便，作为京都、滋贺的
观光据点也相当合适。泉质为碱性单纯温泉，被称
为“美肌之泉”。有很多可当日往返的入浴设施，可
以选择含餐食的当日往返行程，或选择附带露天温
泉的房间等，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乐趣的方式。

长滨城的城下町内涌出的温泉，推荐前往长滨城或
城下町散步的途中顺路到访。泉质为含有铁分的矿
泉，略显黄色，能够有效温热身体，出浴后不会感
觉身体变冷。有的设施还有可一览琵琶湖的大浴场。

在石山寺附近，濑田川沿岸，温泉旅馆一家接一家，
治愈着前来参拜的人们。还有可一边欣赏濑田川的
清流一边泡温泉的旅馆。温泉水虽为无色透明，但
据说有各种各样的功效，甚至被称为“万病之泉”。

JR雄琴温泉站

温泉
县内有很多温泉景点。一
边浸泡温泉一边欣赏琵琶
湖 和 群 山 美 景 更 添 情 趣。
除了住宿设施以外，还有
可 当 日 往 返 的 入 浴 设 施，
轻松前往吧！



和服裙裤散步体验方案

甲贺流忍术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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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县伊贺地区和滋贺县甲贺地区作为忍者的发祥地为人
所知。山间之地，对于当时的权贵来说是恰到好处的流
亡之地，加上距离京都、奈良等较近，信息容易传达，
不仅是东西交通的要塞，也是重要的军事地区。

占地广阔，有忍术博物馆、机关屋、飞镖道场等。另外，
还可体验将自己的绘画制作成陶器。深受小朋友们欢迎
的是，可以感受爬墙、走钢丝、机关井等乐趣的忍者道
场。甲贺忍术博物馆里展示着飞镖等忍者道具、忍者装
束，还有古文资料、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具等。对于
忍者而言，暴露自己的忍者身份即意味着死亡。所以平
时给人在普通人家过着普通生活的印象。机关屋是实际
存在的甲贺忍者的子孙“藤林家”的旧宅，乍眼一看只
是并无任何奇特之处的旧宅，但其实设有各种各样的机
关。例如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藏有武器，或是有秘密通道、
悬吊楼梯、暗门等。

位于 JR 甲南站以南 1.3 公里，处于接近龙法师村落的
中心位置。作为甲贺流忍者五十三家之首，甲贺望月氏
本家的住宅，建于江户时代，是现存唯一的真正的忍者
住宅。住宅内部随处设有机关，还展示有忍者道具、忍
术资料等。还可以进行忍者体验（扔飞镖、穿忍者服饰）。

体验
在琵琶湖周围

感受历史、文化、购物等
各种各样的乐趣吧。

8:30～17:00休息日：不休息   800日元，与博物馆
的套票1,200日元（均含玄宫园门票）
 JR彦根站→步行15分钟

Bridal House Something Four
10:00-20:00  1天租借服务（受理时间截至17:00）

休息日：星期三  女性4,000日元，男性5,000日元
（1天，和服裙裤一套出租费用，穿着协助费用）

10:00～17:00 休息日：星期一（逢节日营业，翌日休息） 
1,100日元，忍者服租借 儿童用700日元/1天，成人用1,100日元

/1天 ※按先后顺序 ※头巾需另付200日元  
JR甲贺站→免费接送

（需要预约）5分钟 9:00～17:00（入场截至16:30）休息日：12月27日～1月2日
600日元  JR甲南站→步行20分钟

彦根城耸立在绿荫之中，其三层城堡令人印
象深刻。彦根城拥有超过 400 年的历史，是
日本的国宝五城之一。从正门经过天秤橹、
太鼓门橹前往城堡。纯白的美丽城堡根据观
看角度不同，印象各异。在玄宫园可在凤翔
台歇歇脚。在此处眺望玄宫园景色极美，可
一边观赏庭园一边饮杯淡茶（含点心 500 日
元），更是别有风情（9:00 ～ 16:00）。

身穿平时没机会体验的和服裙裤，在彦根的
城下町散步吧！贴身内衬与日式短袜等必需
物品也包含在套装里，两手空空前往即可。
街上的设施或店铺还为和服裙裤装扮的人准
备了许多优惠。另外，还能体验品茶、品尝
比较各种日本酒等等。

彦根城与身穿和服
裤裙散步体验　

甲贺之里

甲贺之里忍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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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滨太阁温泉长滨太阁温泉
长滨盆梅展长滨盆梅展

JR北
陆
本
线

长滨港长滨港

JR木本站↑

↓JR米原站

海洋堂手办博物馆in长滨艺术中心
（至����年�月）
海洋堂手办博物馆in长滨艺术中心
（至����年�月）

13

中世纪战国时代繁荣一时的城下町。
作为连接近江和福井越前的街道上的驿站小镇，
从当时起就很热闹。

据说是近江商人诞生之地。
这里留存着风情十足的八幡堀和古老街道，
还有利用了旧时商店建筑改建而成的店铺。

近江八幡和船观光
协同组合

/  
包船（6人满员)：配合预约时间出航，
不休息（需预约）/8,380日元～ 
合乘船：10:00～，15:00～（1日2次）
※繁忙期有临时船 4月1日～11月30日
每天/2,200日元
 JR近江八幡站→乘坐巴士10分钟在
“丰年桥和船乘船口”下车

黑壁玻璃馆
10:00 ～ 18:00（11 月～ 3 月至 17:00）  不休息

10:00～18:00（11月～3月至17:00）
休息日：不休息

800日元 ※面向入馆者赠送模型小礼物

11:00～17:30 
(最终点餐时间 17:00) 
休息日：星期二

JR近江八幡→
步行30分钟，
或者乘坐巴士10分钟在
“新町”下车→步行1分钟

※至2020年3月为止重新装修中，移至下列场所进行展示
◎海洋堂手办博物馆in长滨艺术中心
移址期间：2017年12月～2020年3月（预定）

位于长滨站附近的广阔区域，利用了
17 ～ 20 世纪的老街修建而成的黑壁
广场，可以购买时尚的玻璃制品。其
地标黑壁玻璃馆，利用了 1900 年建立
的旧第百三十国立银行的建筑物。在
此展示销售世界各国的玻璃制品。像
是将黑壁玻璃馆包围一般，周围有画
廊、餐厅、咖啡店等约 30 家店林立，
还有可以现场观赏玻璃匠人的制作演
示，也有可以体验玻璃制作的设施。

可以乘坐小船巡游水乡，欣赏恬静风景。
乘坐屋形船约 60 ～ 80 分钟可周游西之
湖周围的水路一圈。还能感受樱花季或
红叶季等季节之美。

散步累了吃点甜点休息一下吧。前往
销售滋贺县著名和果子“丁稚羊羹”
的名店经营的咖啡店，品尝宇治抹茶
芭菲、烘焙茶芭菲等和式甜点吧！靠
窗的座位可以眺望到八幡堀。

海洋堂是日本国内手办模型制作商中的
最大领头羊企业。该博物馆不只是在日
本，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手办博物馆。
通过立体透视手法，将以食玩为中心的
小型手办模型，设定背景舞台，向人们
展示收藏箱中的世界。

彦根城与身穿和服
裤裙散步体验　

JR长滨站

长滨地区

近江八幡

黑壁广场

近江八幡 水乡巡游

明治桥 AMANA

黑壁海洋堂手办博物馆

JR近江八幡站

体验

购物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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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秀美术馆

三井奥特莱
斯购物城 滋贺龙王

位于山间的拥有丰富大自然的美术馆。收藏品以茶具、神道与佛教美术、
书画、陶瓷、漆艺等多彩的日本美术作品为首，还有埃及、西亚、希腊、
罗马、南亚、中国等世界古代美术作品。约 3,000 件收藏品中，有约 250
件长期公开展览。参与打造了巴黎卢浮宫美术馆玻璃金字塔等的贝聿铭所
设计的建筑物本身即为一件艺术作品。

位于湖东的以奶酪畜牧业为主题的体验型农业公
园。可以感受大自然在四季的不同魅力，还能接
触动物。另外还可体验香肠制作（1,300 日元）、
大蜜瓜面包制作（一个 1,800 日元）、使用了大量
牛奶的浓厚牛奶面包制作（一个 1,500 日元）等。
秋天还可体验收获红薯。

关西最大型的约有 230 家店铺入驻的超大购物城。国内外有名的时
尚、儿童、家庭及户外品牌一应俱全。还有丰富的家居和生活杂货。
另外还有大型美食广场、以近江牛为卖点的和食店、当地牧场精心
制作的冰淇淋等，除了购物以外也充满乐趣。

10:00～17:00（入馆时间截至
1小时前） 休息日：星期一（逢
节日营业，翌日休息），展示更
换期间，12月中旬～3月中旬
※详情请参见网站
http://miho.jp

1,100日元  
JR石山站→乘坐巴士50分钟

10:00-17:00（3～10月的星期六、星期日、节日为9:30-18:00，11
月的星期六、星期日、节日为9:30-17:00）
休息日：星期三（12～2月为星期三、四）

1,000日元（体验费需另付）
JR近江八幡站→乘坐巴士50分钟在“幅野町”下车→步行10分钟

店铺10：00～20：00（餐厅因店而异）休息日：不定期休息
JR野洲站或近江八幡站→乘坐巴士30分钟

贺农业公园 BLUME 之丘 

农业、
料理体验

艺术欣赏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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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趣味中学习琵琶湖的历史与生存物种的“体验型”博物馆。馆内的
淡水生物展示是日本最大型的，尤其是大受欢迎的贝加尔海豹不容错
过。还有再现了古代湖周边景象
的原大小立体透视模型和各种生
物的骨骼标本等。另外还有可将
多种标本拿在手上观察的“成人
发现”，可以面对拥有 400 万年
历史的古代湖——琵琶湖的“树
冠散步道”等，不止是看，更能
用五感体验。

总店位于滋贺县大津市的和果子店“叶 匠寿庵”所运营的设施。
可以在静谧的山林、悠闲的氛围中，体验制作和式点心。是使用
匠人精选的材料，制作充满季节感的和果子教室。有不同的教学
内容，一般一次制作 3 ～ 4 个和果子。

可一览琵琶湖的自然度假地琵琶湖山谷，冬季将变身为滑雪场。
有富于变化的 9 种路线，除了熟练者，新手也能选择安心的路
线。一边欣赏琵琶湖一边滑雪的路线令人神清气爽！另外，不滑
雪的人可以在琵琶湖露台的咖啡店一边欣赏琵琶湖美景一边悠闲
度过。

9:30～17:00
（入馆截至30分钟前） 
休息日：星期一
（逢节日开馆）

500日元 
JR草津→乘坐巴士

25分钟在“琵琶湖
博物馆”下车

体验为每周星期四、六
10:45～12:15
休息日：星期三

体验2,750日元～（因内容
而异）※需预约，截至4天前
 JR石山站→乘坐免费接送巴
士30分钟

琵琶湖山谷
滑雪场 

滋贺县
琵琶湖博物馆 

叶 匠寿庵 
寿长生之乡 

体験学習

玩雪

制作
和式点心

JR志贺站→乘坐巴士10分钟在“琵琶湖山谷”下车



美食与酒
以近江牛为首，从传统美食到新兴     食品，滋贺县有很多独特的美食。

Delicious food  and dr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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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古以来琵琶湖的渔业就很兴盛的湖北（琵琶湖以
北）地区，河鱼店也销售渔网捕获的鸭子。使用了琵琶
湖绿头鸭的鸭肉寿喜锅、鸭火锅，作为冬季美食深受喜
爱。天气越寒冷肉质越紧实肥美的绿头鸭，口感具有弹
力，还有鸭肉独特的油脂甜味，口味清爽。一般和豆腐、
葱等蔬菜一起炖煮品尝。杂交鸭虽然一年四季都能品尝，
但绿头鸭做成肥美的鸭肉料理只在 11 月至 3 月之间才有。

滋贺县引以为豪的品牌，据说是日本最古老的
品牌和牛。1883 年，作为近江牛寿喜烧店的始祖，
松喜屋在东京开店，近江牛的名声也因此传开。
雪花度高，香味芳醇，入口即化的口感美味十足。
想要轻松品尝的话，推荐近江牛汉堡。

1960 年代中期，近江什锦面在彦根
市内一诞生，就立即成为了代表滋贺
县的当地美食。以鲣鱼、海带熬成
的和风高汤为基础调制的汤汁为其
特征，主要食材仅包括很有弹力的
中粗面和大量的肉和蔬菜。卖点为
口感醇和清爽，汤汁温和回味悠长，
对胃也很温和，冬天能够由内而外
温暖身体。还有在汤汁和食材上极
其讲究的专门店。

近江牛

近江牛 
餐厅松喜屋本店

近江肉 Sennari 亭
伽罗

11:30～14:00（最终点餐时
间），17:00～20:00（最终点餐
时间）（22:00关店）
休息日：不固定 

JR石山站→步行10分钟
或京阪唐桥前站→步行3分钟

11:30～14:30、
17:00～20:30（最终点餐时间）
（22:00关店）休息日：星期二

JR彦根站→步行20分钟

鸭 近江什锦面

CHANPON 亭总本家 彦根站前店
11:00～22:30最终点餐时间（23:00关店）

休息日:不休息
JR彦根站→步行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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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拥有约 40 家酒坊的滋贺县，可谓当地酒相当丰富。
江户时代，近江国（滋贺县）是东海道与中山道交汇的

交通要塞，由于经过近江国的旅人众多，沿街有许多旅馆，
于是酒坊也随之增加。另外，近江商人靠着双腿将近江的特

产销往日本各，也扩大了近江酒的知名度，同时还传承了制酒技术。
近江原本就是盛产大米的近江米品牌的产地，加上琵琶湖的丰富水资源，自
然能诞生出美酒。“松之司”、“大治郎”、“不老泉”、“七本枪”、“笑四季”、“三
连星”、“琵琶的长寿”、“喜乐长”、“萩乃露”、“一博”等，这里有着各种各
样的当地酒商标。

以鲫鱼寿司为代表的“熟成寿司”，
是滋贺县代表的传统食品。熟成寿司的

原型，是用盐和米饭对鱼等进行乳酸发酵后而
成的腌渍食品。将在琵琶湖捕获的白鲫用盐腌渍后，

盖在蒸好的米饭上让其自然发酵。这种方法作为鱼的保
存方法之一得到传承，据说现存的最古老的寿司就是近
江地区的鲫鱼寿司。一旦喜欢上了其独有的香味会让人
上瘾。和日本酒也很搭！

大的琵琶鳟长达 60 厘米，是琵琶湖特有的鲑科鱼种类。
肉质为鲜艳的三文鱼粉色，夏天正当季时有着不输金枪鱼
的优质油脂，非常美味。尤其要推荐的是，入口即融、口
感刚刚好的生鱼片。不论和式还是西式烹饪法，盐烤、炖
煮、寿司、法式黄油烤鱼等都很推荐。鱼骨做成味噌汤也
是绝品。另外，秋季产卵期前的琵琶鳟被称为“雨之鱼”，
使用它蒸出的雨之鱼饭是入选滋贺县无形民俗文化财的
乡土料理。10 ～ 11 月为禁渔期，所以能品尝到天然美
味的时间只到 9 月为止。鲜艳的三文鱼粉色的鱼肉正可
谓是“琵琶湖的宝石”。

长滨市周边的湖北地区传
承下来的乡土料理。将烤
好的鲭鱼用甜辣酱油味的
高汤炖煮，再用煮好的汤
汁对挂面进行调味后与鲭
鱼一起品尝。过去将以鲭
鱼为首的鱼贝类从若狭湾
运至京都的路线称为“鲭
鱼街道”，可见鲭鱼在这片
地区是很普遍的食材。挂
面搭配鲭鱼，味道绝佳。

鲭鱼挂面

日本酒

鲫鱼寿司

湖鱼琵琶鳟



Cafe &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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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琵琶湖西北部的箱馆山（海拔 680 米），春季至秋季可登山
散步，冬季可享受滑雪乐趣。LAMP 是位于山顶的咖啡店，山
间小屋风格的店内，无数的煤油灯的昏暗光芒演绎出仿若夜晚
森林的空间。在此可以品尝奢侈的使用了水果和巧克力的原创
芭菲，在煤油灯照射下，闪耀不已。

“NAGISA TERRACE”汇集了可近距离一览琵琶湖的 4 家餐厅及咖啡店，
这家早午餐餐厅就是其中之一。坚持使用近江的食材，菜品充满加利

福利亚的风格。还有可感受平静湖
面吹来之风的露台座位，可将琵琶
湖、比睿山、比良山美景尽收眼底。

建于可一览琵琶湖的安静高台上
的咖啡店。以波浪声、鸟鸣声为
背 景 音 度 过 的 咖 啡 时 光 别 具 一
格。使用了天然地下水冲泡的咖
啡，口感醇厚，风味浓郁。这里
地理位置绝佳，眼前是广阔的琵
琶湖，尤其从露台座位望出去的
夕阳美景如诗如画。

ENSOU 的约 16,500 平方米的占
地内延绵着美丽的森林，有展示
陶器的展览馆与西式馅饼专卖咖
啡店两座古民宅建筑。西式馅饼
常备 10 种左右，上面盖上满
满的精选时令水果，派
皮酥脆，极具魅力。
展览馆内展示着
京 都 陶 艺 家 的
杯子、碟子等
作 品， 也 可
购买。

Cafe ENSOU

chalet 水滨

13:00～17:00（最终点餐时间16:00）
休息日：星期一、三、五、日
※12:30起受理店内饮食

信乐高原铁道 紫香乐宫迹站→步行5分钟

休息日：不定期休息※营业时间
每日可能有所变化※缆车运行时间：
9:00～（有期间限定营业）详情请参
见网站。

JR近江今津站→乘坐巴士在“箱馆
山”下车，或搭乘出租车10分钟→乘
坐联运缆车至山顶（缆车往返价格：
2,000日元）

10:00～16:00（最终点餐时间15:00）
休息日：星期五、年末年初

JR大津站→步行20分钟，或者京阪石场站
→步行5分钟

10:00～日落
休息日：星期一（逢节日营业，翌日休息）

JR近江八幡站→乘坐巴士在“长命寺”
下车→步行15分钟

芭菲专卖店
LAMP

NAGISA WARMS

店＆餐厅
为大家介绍散步途中值得一去的咖啡店和餐
厅。从充满时尚氛围的店铺到坚持使用滋贺
食材的店铺，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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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商业中心，有很多丁稚奉公（在大阪或
关东的商家工作的年轻人，又称学徒）。据说这
种羊羹曾被用作这些学徒的伴手礼。

陶器的特征为，烤成红褐色的陶面覆盖有灰
融化而成的绿色自然釉。以狸猫的摆件而有
名。朴素氛围的作品很多，可以找到平时也
容易使用的器皿。

在爱庄町代代传承下来的瓶中装有手
球的神奇工艺品。其精致与美丽备受
瞩目。可以在“Ruburu 爱知川”购买。

老字号和式点心店的人气商品。
以歌舞伎的脸谱为主题图案的
点心很让人震撼。还有很多时
令的和式点心。

丁稚羊羹

琵琶湖文具

信乐烧 爱知川玻璃瓶
绣工艺手球

KABUKI
KIDS

9:30～17:00
休息日：星期一（逢节日营业，翌日休息），年末年初

信乐高原铁道 信乐站→步行20分钟

9:00～18:00
休息日：星期二（逢节日营业）

JR近江八幡站→步行30分钟、或乘坐巴士在“小幡町资料
馆前”下车→步行5分钟

9:30～17:30（星期六、星期日、
节日为9:30～18:00）休息日：1月1日

JR长滨站→步行5分钟

8:00～17:00
休息日：12月29日～1月3日

近江铁道 爱知川站→步行1分钟

从美味的和式、西式点心到令人难忘的物品，
种类丰富的伴手礼一应俱全。

滋贺县陶艺之森

果匠 禄兵卫 黑壁店

WATAYO

可以描画出琵琶湖形状的“琵琶湖模板”、
琵琶湖形状的别针、以琵琶湖的鱼和滋贺旅
行为形象的胶带等，有很多独特的文具。可
在滋贺县内的伴手礼店购买。

Ruburu 爱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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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贺县活动日历
春天 夏天
３～5月 6～ 8月

3月
中旬

3月
下旬

4月
上旬

4月
上旬

4月
中旬

7月
下旬

8月
上旬

8月
上旬

8月
上旬

8月
中旬

4月下旬～
5月中旬

6月下旬～
8月下旬

7月上旬～
8月上旬

7月下旬～
8月上旬

5月中旬～
6月中旬

5月上旬
～中旬

左义长祭
（近江八幡市）

使用了豆类和海带等
食材的巨大花车巡游
街道的神奇祭典。

琵琶湖箱馆山百合园 百合观赏季（高岛市）
约 250 万朵百合开放，景色绝佳。还将举办各种活动。

近江富士花绿公园春祭（野洲市）
白天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夜晚点灯后可以赏夜樱。

第一 NAGISA 公园
向日葵花田（守山市）
广阔的园内延绵着一
整片向日葵花田。

热气球飞行（草津市）
乘坐热气球一览琵琶
湖与群山，感受爽快
心情！

丰公园（长滨城） 
樱花点灯（长滨市）
长 滨 城 附 近 600 株
樱 花 盛 开， 夜 晚 还
将点灯。

近江神宫 点灯活动（大津市）
配合日本高中生歌牌大赛将楼门点缀上灯饰。

多贺大社 万灯祭
（多贺町）

1 万 2,000 盏 灯 笼 演
绎 出 幽 深 氛 围 的 祭
典。

长滨北琵琶湖大烟火
大会（长滨市）
约有 1 万发烟火发射
升空，气势逼人。

琵琶湖大烟火大会
（大津市）

县内最大型的烟火大
会，利用了琵琶湖进
行光彩夺目的演绎。

观音盆千日会·千体地藏盆（爱庄町）
金刚轮寺参道的约 2,000 台地藏菩萨与灯笼将亮起灯光。

※ 仅 2020 年为 
　11 月上旬举办

信乐窑散步路巡游（甲贺市）
街上的古窑会准备各自不同的企划招待来场者。

长滨曳山祭（长滨市）
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统活动。

青枫竞相盛开
（大津市）

石山寺与三井寺的新
绿季节期间，将特别
公开佛像等。

琵琶湖大津馆 春季玫
瑰节（大津市）
3,000 株 玫 瑰 竞 相 开
放，还会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

三大神社 紫藤祭（野洲市）
紫藤大朵盛开，垂至地面，有很多游客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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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贺县活动日历 欣赏时令花朵、传统祭典、点灯活动等，滋贺县一年四季都有充满趣味的活动。
尽情体验每个季节特有的乐趣吧！

秋天 冬天
9～ 11 月 12 ～ 2 月

9月
下旬

2月
中旬

10 月
上旬

10 月
中旬

10 月
中旬 1 月

下旬

2月
上旬

9月左右
（中秋之日）

12月上旬
～2月中旬

12月中旬
～2月中旬

1月中旬
～3月上旬

1月上旬
～3月上旬

11月中旬～
12月上旬

11月下旬～
12月上旬

11月上旬
～下旬

2月上旬
～3月下旬

五个庄巡街（东近江市）
身穿约 100 年前的服装，打扮成近江商人的人们在街上
游行。

琵琶湖大津馆 灯饰活动（大津市）
宽阔的英国花园将被灯光所点缀。

石山寺 秋月祭（大津市）
在赏月名胜石山寺，蜡烛和灯笼将点缀夜晚。

彦根灯花会（彦根市）
街道中满是灯饰，形成一个幻想空间。

信乐陶器祭（甲贺市）
有信乐烧的当场出售
会等。说不定能够以
实惠价格购买。

琵琶湖纵行赏雪游船
（大津市）

可以欣赏琵琶湖、雄
壮的比良山等冬季景
色的游船。

长滨盆梅展（长滨市）
纯和风的建筑配上一
排排梅花盆栽展示。

大津祭（大津市）
华 丽 的 13 台 花 车 将
巡游街道，在县内也
属大规模祭典。

八幡堀祭（近江八幡市）
八幡堀和城下町将点亮灯饰。还有文化财的特别公开。 牧野冬季节（高岛市）

可感受雪的乐趣的活动内容非常充实。

多贺大社 节分会（多贺町）
宫司将扔豆子击退出现在能舞殿的鬼。

彦根城玄宫园 锦秋的
玄宫园点灯活动

（彦根市）
倒映在大名庭园的湖
面上的红叶，美丽得
令人屏息。

水杉街道树红叶节
（高岛市）

染上黄色的街道树连
绵约 2.5 公里。

田 村 神 社 厄 除 大 祭
（甲贺市）

为了祈祷消灾，有很
多参拜者前来，非常
热闹。

大本山永源寺 
点灯活动（东近江市）
作为红叶名胜为人所
知，红叶季节还有点
灯活动。

近江八幡节人偶巡游
（近江八幡市）

在资料馆及街道各处
展示着近江商人宅里
流传下来的女儿节人
偶。



京都京都
大津大津

新大阪新大阪

大阪/梅田大阪/梅田
新神户新神户

奈良奈良
神户机场神户机场

大阪国际机场
（伊丹）
大阪国际机场
（伊丹）

关西国际机场关西国际机场

草津草津

近江八幡近江八幡

米原米原

近江今津近江今津

关西机场站
↓

新大阪站 
（HARUKA） 

约 50 分钟

新大阪站
↓

大津站 
（JR 东海道本线） 

约 50 分钟

京都站
↓

大津站 
（JR 东海道本线） 

约 10 分钟

关西
国际
机场

滋贺

长沙

上海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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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站游览问讯处 OTSURY

近江八幡观光物产协会

长滨站游览问讯处

信乐町观光协会

彦根市游览问讯处

JR 牧野站游览问讯处

前往游览问讯处收集滋贺县的旅游信息吧。

大津市春日町 1-3 VIEERA 大津
077-522-3830（可应对 ：日语、英语、中文）
9:00 ～ 18:00
无休
JR 大津站步行即到

近江八幡市为心町元 9 番地 1
0748-32-7003（可应对 ：日语）
10:00 ～ 17:00
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JR 近江八幡站乘坐巴士至大杉町

长滨市北船町 1-5 JR 长滨站站内
0749-63-7055（可应对 ：日语、英语）
9:15 ～ 16:45
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JR 长滨站

甲贺市信乐町长野（信乐传统产业会馆内）
0748-82-2345（可应对 ：日语）
9:00 ～ 17:00
星期四（逢节日，翌日休息），年末年初
信乐高原铁道 信乐站 步行 5 分钟

彦根市古泽町 40-7 JR 彦根站站内
0749-22-2954（可应对 ：日语、英语） 
9:00 ～ 17:00
年末
JR 彦根站

高岛市牧野町西滨 1209-8　JR 牧野站站内
0740-28-1188（可应对 ：日语）
9:00 ～ 17:00
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
JR 牧野站

观光信息

从中国前往滋贺的
交通方式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地址

电话号码

营业时间

休息日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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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实惠的滋贺之旅吧！
携带并出示本手册可在下列设施享受折扣或优惠。

详情请咨询各设施。

1,850 日元→ 1,500 日元 
200 日元折扣 

8 折

9.5 折

500 日元折扣 
930 日元→ 750 日元 

成人

儿童

箱馆山滑雪场·
百合园·地肤子园

餐厅松喜屋本店

水乡之里·圆山

琵琶湖汽船

黑壁广场

Discount 

Present

Discount 

Discount 

Discount 

门票＆缆车往返 

携带本手册并就餐
的 客 人， 赠 送 信 乐
烧的筷架

定期观光船 乘船 

观光游览船“密歇根”
乘船费用 8 折

以黑壁玻璃馆为首，
在 5 家 黑 壁 直 营 店
就 餐、 购 物 均 享 受
9.5 折

包船

Discount services and Present



https://cn.biwako-visitors.jp/https://cn.biwako-visitors.jp/https://cn.biwako-visitors.jp/
网站上也有很多��的�光信息！网站上也有很多��的�光信息！

公益社团法人琵琶湖游客中心

邮编 520-0806 滋贺县大津市打出浜 2-1 “COLLABO 滋贺 21”6 楼

TEL: 077-511-1530　　MAIL: emailnews@biwako-visitors.jp

公益社团法人琵琶湖游客中心

邮编 520-0806 滋贺县大津市打出浜 2-1 “COLLABO 滋贺 21”6 楼

TEL: 077-511-1530　　MAIL: emailnews@biwako-visitors.jp

水之国滋贺滋贺水之国
滋贺县观光指南滋贺县观光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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