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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前
弘前市位於距離十和田湖奧入瀬溪流60公里的地方，是世界自然遺產〔白神山地〕的大門。因為舊

陸軍師團的存在，和京都，奈良，金澤一樣，弘前市也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所以至今一年四季仍有

各種祭祀點綴，是一座擁有人口約18萬人的城下町。弘前市内聞名的弘前城以擁有全日本開得最

美麗的2600棵櫻花樹為豪。而至今還保存著東北唯一的天守.三重濠，三座箭樓以及五所大門的，

則作為弘前市的象徵被大家所熟悉。此外，弘前市内還匯集了33家禪寺的〔禪林街〕，日本最北的美

塔〔五重塔〕，自古以來的傳統市容形成的〔武家屋敷〕，現存的很多國家重要文化財產等等，是東北

地區唯一可以感受到自江戶時代以來的歷史和文化氣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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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前市立觀光館（＋81）-172-37-5501　網址（繁体字）: http://www.hirosaki-kanko.or.jp/tcn/

弘　
　

前

儂谷棠（音譯）號

9小時15分
東京（品川・濱松町）

儂谷棠（音譯）號

9小時45分
橫　　濱

佳詩路（音譯）號

4小時20分
仙　　台

優得路（音譯）號

2小時15分
盛　　岡

高速巴士

可以在弘前市內使用Wi-Fi。

●弘前市觀光諮詢處  ●弘前市市內情況中心  ●弘前公園

●津輕藩餒菩躂村

Wi-Fi 情况

在觀光弘前市內時騎自行車較為方便。

市內有5個車站設有收費的自行車出租處。

5月中旬～11月中旬

※根據天氣情況，出借期間有可能會有所調整

※暴風雨天氣時暫緩出借

出租時間：上午9點～下午5點

租用自行車

觀光弘前市內乘坐100日元巴士較為方便。

運行時間：4月～11月：上午10點～下午6點

 12月～3月：上午10點～下午5點

100日元巴士

新函館北斗
隼號

最短1小時1分

曳屋遷移城堡中心的內側。從2016年4月開始可以進入弘前城内參觀。

工程貫行大約五年後，天守将被遷移岡原位。(預定工程賞行大約十年後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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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輕漆器
津輕漆器是津輕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傳統產

業，在日本幾乎是家喻戶曉。它是各種地方

漆器的總稱。具有三百年的歷史傳統。漆器

表面平滑而光亮的工藝隱藏著精心製作的

技巧。津輕漆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唐漆器」、

其製作工程需要經過40多個工序，所以當

地的人們戲稱它為「傻瓜漆器」

櫸木工藝品
櫸木工藝品以八甲

山一帶為主分佈在

青森縣內各個地區。

櫸木在北歐被稱為

「森林之聖母」，可

見它的木質之美。

櫸木工藝品就是把

櫸木加工成細長條狀、採用獨特的工藝卷成

細膠帶似的形狀、最後經過壓縮工序製作出

的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手工藝品。

小巾刺繡
小巾刺繡指的是藩政時代津輕地區農民穿

的工作服，同時也是日常外出時的服裝。準

確的製作年代目前雖然還不明確，但是至少

可以追溯到200年前的年代。小巾刺繡是津

輕農民在冰雪封閉的漫長嚴冬、利用有限的

資材（苧麻、棉線）為能達到更加保暖的目的

而製作出來的。它是冰天雪地的嚴寒生活中

創造出來的婦女手工藝品，可以說是農民智

慧的結晶。

禪林街
禪林街是由第2代藩主信枚在1610年為

加強弘前城西南方向的防護勢力，把津

輕一帶的主要寺院集中到一處而建造的

禪寺林立的長街。可以一次参觀各種神

社建築, 是非常新奇的區域。這裡在建弘

前城時對神社佛閣等在配置方向和地形

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計劃, 在這個區域集

中了33座曹洞宗寺院。

石場家住宅
（國家指定重要文物）

據推測是建於江戶時代中期。藩政時代

是經營稻草類物品的富商，現經營酒類。

如遇到主人在家的話還能和他圍坐在地

爐邊聽他述說這家宅的逸事。

●參觀時間／9:00～17:00

●休館日／不定休

●參觀費／中學生以上100日元

岩木山神社
（國家指定重要文物/正殿、拜殿、奧門

（正殿的大門）、樓門）

據說是寶龜11（780）年在岩木山頂建造

神殿後演變成「岩木神社」。藩政時期深

受津輕藩主深厚信仰。現存的神殿是江

戶初期重建的。

長勝寺
（國家指定重要文物/正殿、正門等共6個

設施）

津輕家的菩提寺。本建築在「鯵之澤」，築

城時爲鎮守弘前城的西南方移至此地。

正殿、正門、梵鐘、陵廟、五百羅漢等值

得一見。

●參觀期間／4月～11月（11月起需確認）

●參觀時間／9:00～16:00 ●休館日／

無●拜謁費／300日元‧中學生以下250

日元‧團體有優惠

津輕藩餒菩噠村
可體驗到弘前夏日夜晚的重要無形民俗

文物「弘前餒菩躂節」、津輕民俗工藝品、

津輕三味線（三弦）演奏等的設施。

●營業時間／4月～11月（9:00～17:00）

12月～3月（現場表演16:00為止、參觀

17:00為止）●休村日／12月31日●入村

費／成人550日元，高、初中生350日元，

小學生200日元、幼兒（3歲以上）100日元，

團體25名以上優惠價

最勝院五重塔
（國家指定重要文物）

津輕統一時，爲了對所有戰死者不分敵

我全施予供奉，由第三代藩主「信義」時

開始動工至第四代藩主「信政」時完工的

供養塔。高31.2米，最底層爲三間四面建

築（兩柱間爲一間）被讚譽爲日本本州東

北最美麗的塔。

●參觀時間／9:00～16:00（隨季節有所

變更）（只供參觀外部）●休息日／無

●拜謁費／無（香油隨意）

弘前市蘋果公園
蘋果生產量日本第一而自豪的弘前市的

「蘋果爲主題」的公園。依據季節除可供

體驗摘蘋果等和蘋果有關的各種作業外

還備有1,200種與蘋果有關物品的販賣

店、展望台等。接觸、學習、玩樂樣樣齊

全。每週六‧日和節假日還可在公園裏的

舊農宅聽以方言講述的津輕民間故事。

世界自然遺產 白神山地
從青森縣南西部至秋田縣北西部約13萬

公頃，擁有世界最廣闊櫸木原生林的美

麗山岳即是白神山地。平成5（1993）年1

2月，這片山林中約16,971公頃部分被指

定爲日本最初的「世界自然遺產」。雖然

緯度很高卻生息著多種動、植物且價值

極高的自然生態系列乃保持著原有的狀

態生長著。

蘋果之路
穿越蘋果園區全長22公里被稱爲「蘋果

之路」的弘前市石川縣道260、石川至百

田線和百澤的縣道30號線、3號，縣道交

叉的道路。可就近觀賞到5月淡粉色的蘋

果花，秋季通紅的蘋果交織而成的津輕

景色。是兜風的好去處 !

弘前公園
（國家指定史蹟／國家指定重要文物‧天守等）

達成了津輕統一後，第一代藩主「爲信」于慶長8年（1

603）計劃，第二代藩主「信枚」在慶長16年（1611）完

成的津輕藩主居城。面積約爲49.2公頃，東京巨蛋球

場10倍以上，寬闊的城內由三重的護城河‧護城土壘

和六所保護城內的外城牆構成。現在的「天守」是在文

化8年（1811）時重建的，現為「弘前城歷史資料館」。

本丸（城內中心處）、北之郭（北外城牆處）、弘前植物

園爲收費區 ●收費期間／4月1日～11月23日●開放

時間／9:00～17:00（4月23日～5月5日／7:00～21:

00）●入園費／310日元／中‧小學生100日元‧團體

有優惠●年票／1,020日元、中‧小學生300日元（4月

23日～5月5日可以使用）●弘前城植物園共通券／

510日元、中‧小學生160日元，團體優惠價 ※5月的

最後一個星期日免費開放

岩木山
標高1,625公尺的二重式火山。山頂有三峰，嚴鬼山和鳥海山是其外輪山的一部份，中央鐘

狀的火山丘是岩木山。因從不同方向觀望的岩木山景色各有不同，因此各地的居民門都以

自己的居住地所觀望到的景色最爲美麗而自豪。

藤田紀念庭園
（國家指定註冊有形文物／西洋‧日式建築及其它文物等）

原籍弘前市的日本商工會第一屆會長「藤田謙一

先生」在大正10年（1921）建造的別邸。2万1800

平方米的廣大庭園的高地部分是可眺望岩木山

的借景式庭園。低處是有著美麗菖蒲花等的環池

迴遊式庭園。

●參觀期間／4月上旬～11月23日●參觀時間

／9:00～17:00●參觀期間不休息●參觀費／310

日元、中‧小學生100日元，團體有優惠

弘前美食弘前的四季

弘前工艺品推荐弘前旅游景点

粥汁
是將蘿卜、胡蘿卜、牛蒡等蔬菜和款

冬、蕨菜、薇菜等山野菜以及 白菜、

凍豆腐等一起炖煮的豆醬味風味料

理。隔日加熱食用，味道更好。一般

多在小正月時為了祈禱無病平安而

食用。過去，由於米比較珍贵，人們

以蔬菜等代米，由此流傳下來。

津輕拉面
使用雜魚乾,烤魚乾煮出的醬油風味麵湯,

具有日式口味的特徵,加上自家製的細曲

面是津輕拉面的主流。交頭主要以大蔥,

叉燒,筍乾（支那竹）,麩為主。

豆醬味貝殼鍋
用大扇貝殼作為「鍋」, 以海帶汁、雞

蛋、豆醬等為原料的家庭料理。有的

地方還將魚、扇貝等放入鍋內一起

煮。過去，由於雞蛋等物比較珍貴，

一般為病人所食用。由於是用大扇

貝殼來炖製，所以味道鮮美可口。該

料理不僅在津軽地區,在下北地區也

可以品嚐到。

 弘前的春季，以被蒙上白雪的

 岩木山為背景，櫻花,蘋果樹的

 花,以及各種花木百花齊放，非

常悅目。其中以日本第一而引以為豪的「弘

前櫻花節」，非常美麗。被『世界絕佳景色』所

介紹。

春季
  弘前的夏季，氣候比東京更加涼

 快，為極好的避暑勝地。各種祭

 祀活動也很多，特別有名的「弘

前餒菩躂節」，畫有『三國志』、『水滸傳』圖

案的巨大燈籠結隊遊行於弘前的夏夜大街

上，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很有魄力。

夏季
  弘前的秋季，是生產量日本第一

 的蘋果的豐收季節，蘋果樹林裡

 到處都掛滿了沉甸甸的紅蘋果。

而且，弘前城裡還舉辦「弘前城菊花、紅葉  

節」，紅色，黃色之中的楓樹、菊花，色彩絢麗

繽紛。

秋季
  弘前的冬季，白雪把整個城市

 變成一個銀色世界。特別是以

 弘前城為舞台的「弘前城雪燈

籠節」，用白雪製成的燈籠以及多數溫暖的

燭光，把弘前城照成一個夢幻的世界。

冬季

蘋果派
蘋果之城〔弘前〕,使用新鮮的蘋果烤

製的蘋果派有50種之多,各具特色。

蘋果,蘋果汁
弘前是日本最大的蘋果產地。因受大自然

的很大的恩惠,弘前的蘋果不僅美味,而且

有幫助消化,減輕精神壓力,美容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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