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不絕口山形縣

山形景觀欣賞之樂
相機不能拍下的美景，只能屏息用心去細細體會。

去走走，看看，用我們的腳去丈量，用我們的心去感受。
山形縣有著數不盡的自然景觀和民居瑰寶。

選定出值得自己一看的景觀

最近重點選出了 33 處景點，呼朋喚友去看看。

評定出來的 33 處景觀怎么都應該去看看。選擇方式有以下兩種。

隨處可見令人驚嘆的景觀，發掘出無窮歷史沉淀下來的韻味。
①電腦和智能手机隨時登陸 WEB，查看「山形景觀」

如果自駕遊，各處都設置了停車場，去附近的景點也非常便利。

やまがた景観物語
URL：http://yamagata-keikanmonogatari.com
「山形景觀」QR 碼

②活用本觀光手冊
掃描各個景點 QR 碼，讀取有關景點的基本信息。

本次活動目的

現場尋找標誌

● 選定出本縣具有特色的景觀，積極推廣，遊客們輕鬆愉快來到，煥發地域活力，推進觀光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景觀標誌隱藏在各處，迅速出發去尋找讓自己怦然心動的景點。

廣告牌

推選過程
１

推介出 137 處景點
由各市鎮村推介出各有特色的景點

２

山畑信博教授 ※
（建築、景觀專業）

・宮城大學事業構想學部

宮原育子教授 ※
（觀光專業）

・攝影家

沼田早苗氏 ※
（藝術專業）

・NEXCO 東日本東北分公司山形管理事務所

畠山司所長（廣泛觀光專業）

選出 33 處經典景觀

・山形縣工商勞動觀光部 觀光經濟交流局

小野真哉局長

評選委員會最終決議選定 33 處經典景觀

・山形縣縣土地設備部

上坂克巳部長

選定委員現場考察評定

ＱＲ码扫描

※山形縣景觀審議會委員（專業）

・東北藝術工科大學設計工學部

根據評定項目評分。

３

【 評選委員會 】

醒目標誌

掃描標注的ＱＲ码，欣賞景點，了解此處的歷史傳說，更能深刻體會觀賞之樂。

點亮★
掃描標注的ＱＲ码，登陸 WEB★評分
大家的評定能進一步推廣山形旅遊事業和煥發地域活力。

【評分項目和評分方式（20分滿分制）】

好的體驗分享給身邊的人們

① 景觀外觀（山形特色景觀）・・・・・・・５分

山形景觀 Facebook

② 人文歷史韻味（奪人魂魄的富有魅力傳說）・・・・５分
③ 周邊觀光地點充實度（振興地方觀光力度）・・・・・・・・５分

「山形景觀」官方 Facebook，隨時更新景觀信息

④ 交通便利（完備的停車場，公共交通方式便利）・・・・・・２分

按下「好」「分享」鍵，傳播給身邊的人們

⑤ 公共設施（休息亭、公用廁所、樹木等管理）・・・・・３分

通過參與讓景色更加美好。

「山形景觀」Facebook 官網 QR 码

各類照片

Facebook 整体印象

01

02

美景 1〜6

村山

１

美景 7〜12

山形魅力不止松尾芭蕉（著名詩人）

７

仿若天神的扇子墜入凡間的扇形梯田

８

MURAYAMA

從山寺芭蕉紀念堂眺望寶珠山立石寺

從朝日町一本松公園遠眺椹平梯田

寶珠山立石寺的奇巖怪石矗立在古剎周圍，著名詩人松尾芭蕉在這裡譜寫出
無數千古絕唱。建築古樸典雅，秀麗山景掩映古剎，四季變遷各色絕景
地址：山形市山寺

２

當地人稱天神恩賜的扇形梯田。讓人津津樂道的一本松公園特有的姬
百合，開放在水田的田埂上，春夏秋帶來別樣風味。

咨詢電話：023-641-1212 觀賞季：一年四季，五一黃金周櫻花漫爛，

地址：朝日町三中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紅葉絢爛

冰雪怪獸襲來

３

歷史上著名地點牽動著歸鄉的心

咨詢電話：0237-67-2113 觀賞季：春天水田透明如鏡，6 月花園斜面開滿了淡

粉紅色姬百合，夏天湛藍的天空和碧綠的水田衝擊著視野，慢慢融合在遠處的朝日諸峰，秋天沉甸甸

從楯山公園（日本一公园）看最上川和左沢街景

的黃金色稻穂，日本原有風貌一覽無遺。

四節各色情景畫

最上川上秀麗橋姿，延伸開來的左沢小鎮和電車終點站，東邊是一望無際的
村山盆地，西邊是聳立的朝日諸峰，引得眾多遊客戀戀不忘。

９

最上區域

山河畫卷

地址：大江町左沢

咨詢電話：0237-62-2118 觀賞季：一年四季。沉醉于春天的櫻花

和新綠，夏天西邊殘雪的朝日峰峦，秋天的紅葉，冬天最上川雪景。

庄内區域
從藏王索道地藏山頂站俯視樹冰群
地址：山形市藏王溫泉

12
10
９

從上山城天守閣俯視街景和藏王諸峰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刻畫出如此傳神的冰雪怪獸，從纜車出來躍然眼前。
咨詢電話：023-641-1212 觀賞季：不僅白天能欣賞樹冰，

上山城有「羽州名城」的美譽。在昭和 57 年重建天守閣，曾經
的城主眺望過的鬱鬱蔥蔥的初夏，金色絨毯般的秋色也盡收眼底。
溫泉街風情和藏王諸峰遙相呼應

晚上燈光亮起，別有一番風情。新綠和紅葉四季變遷的風景值得欣賞。

地址：上山市元城內

咨詢電話：023-672-1111 賞季：一年四季景色怡人，月

８

泉街風景和藏王諸峰遙相呼應

體味歷史韻味

７

羽州街道、楢下宿、金山川沿岸古民居建築和眼鏡橋

從真下慶治記念美術館 ( 最上川美術館 ) 欣賞最上川流域

６

１

「楢下宿」作為江戶時代的奥羽諸大名們上京必
经之路，至今完好保存的古代民居，穿越小鎮
而過的金山河，眼鏡橋，歷史景觀水乳交融
地址：上山市楢下

真下慶治記念美術館收藏了一生致力于繪畫最上川景色的畫家真下慶治的作品，
作品里的最上川在眼前的廣袤大地蜿蜒而行。

村山區域

岡公園的櫻花花期在 4 月下旬。夏的鬱鬱蔥蔥，秋如金色絨毯織就的秀麗美景與溫

４

11

地址：村山市大淀

咨詢電話：0237-55-2416 觀賞季：一年四季。春天的真下慶冶記念美術館櫻花，在

櫻花從中流淌而過的最上川。冬天鉛灰色的最上川雪景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畫。

５

10

登上箱船融入到原滋原味的日本風情
村山市富並的莼菜沼（大谷地沼）及田園風光

咨詢電話：023-672-1111

觀賞季：一年四季。四季變遷，繁雜的心沉寂下來。

３

在日本是屈指可數的大谷地沼的天然莼菜，據
說從江戶時代開始采摘。采摘莼菜時仍然使用
原汁原味的箱船。

２

地址：村山市富並

４

咨詢電話：0237-57-2001

觀賞季：春天莼菜沼沿岸的櫻花，６月上旬～８月中
旬可以欣賞到采摘莼菜的風景

５

置賜區域

眺望連綿青山和無邊的蕎麥花海

６

協調的人與自然景觀

11

沉浸在大正时代浪漫情懷

12

齋藤茂吉（和歌作家）
在這裡作出了什麽詩歌

從天童高原俯視月山・葉山
一眼望到月山和葉山，天氣晴好時偶爾可見鳥海山，連
綿青山組成了一副雄偉壯大的自然山水畫。晚夏到初秋，
沿途的白色蕎麥花海等等，讓人一年四季留戀忘返
地址：天童市田麥野

在白银橋細細品味充斥著大正時代浪漫情怀的銀

咨詢電話：023-672-1111

觀賞季：蕎麥花期 9 月。

櫻桃公園山崗上體會協調的自然與文明
在盛開著各色鮮花的公園里漫步，登上彩虹丘，遙望遠處的月山和葉山山頂上的晶瑩殘雪。在服務區能看到壯
大的最上川，如此美輪美奐情景衝擊著心靈。
地址：寒河江市寒河江

03

咨詢電話：023-672-1111 觀賞季：一年四季。由春到秋，大型玩具吸引著無數孩子們來玩

銀山川兩側的銀山溫泉街由木質三四層旅館連成一排好像一幅畫兒。偶遇穿著
浴衣的翩翩身姿，黃昏點亮的煤氣燈，充滿了大正浪漫風情。
地址：尾花沢市銀山新畑

咨詢電話：0237-22-1111 觀賞季：一年四季。尤其是春末夏

初，推介傍晚的煤氣燈點亮時街景。冬天，被雪包裹的木質旅館和煤氣燈街景如夢似幻。

從大石田町虹丘公園縱覽最上川
和歌作家齋藤茂吉大石田在此居住時特别喜好在山崗散步。茂吉的歌「最上川的高空留
下了最美麗的彩虹片斷」，成為了大石田町鎮上的民歌。這裡的景觀和草坪深受大家的喜
愛。
地址：大石田町今宿

咨詢電話：0237-35-2111 觀賞季：一年四季。夕陽西下的晚霞，歸巢的朱

鷺織成的最上川美麗畫卷。

04

最上

13

美景 13〜18

山脈和街道百年美景

美景 19〜25

19

眺望米澤風景

20 象鳥兒一樣翱翔天際

MOGAMI

OKITAMA

從盾山遠望金山的街道和月山 · 葉山

從御成山公園看米沢盆地和吾妻連峰

能將白壁切妻屋頂的金山街道、月山、葉山山脈的美麗盡收眼底，百年
歷史創造出自然風景和街道組成的美麗畫卷。

14

馬兒的天堂——神室高原

地址：金山町金山

南邊的吾妻山，東面的栗子山和藏王山，北方大朝日岳等山形縣南部主
要群山圍圍繞著米澤市區。遥看穿過市區外围的列車簡直象模型一樣。

咨詢電話：0233-52-2111 觀賞季：四月下旬櫻花盛開。楯山漫步 5 月至 11 月。

大堰從 4 月至 11 月底放養錦鯉。大堰、大堰公園從 4 月底至 9 月末，亮夜灯。

15

山巅的美景是感動
和歌作家、詩人、历史人物的寶庫

開。生長著各種各樣野生植物的斜平山的新綠非常美麗。8 月，舉辦煙花大會。
下雪期間，車輛禁止通行。

地址：南陽市赤湯

咨詢電話：0238-22-5111 觀賞季：春天北側斜面櫻花盛

21

13

18

14

15
17

從猴子羽根山看月山和最上川的景色

咨詢電話：0233-43-2262

觀賞季：最上町前森高原是夏天的度假勝地，涼爽的氣候是暑假里孩子們的天堂。

從白兔站開出的 flower. 長井線電車上眺望西山

蜿蜒向前的最上川盡收眼底，遠方新綠和殘雪的月山，葉山和鳥
海山，引得松尾芭蕉，齋藤茂吉等多位歷史人物造訪，到達山巔
時豪情萬丈，作出了許多偉大詩篇。

8 月 15 日，前森高原薩默節日召開，有紅點鮭捕撈等節目。

地址：舟形町舟形

站在 flower. 長井線的白兔站臺，眺望由遠及近的田園風景和似屏風般擴
展開來的西山。一條直線繫結南北，往返的列車駛來构成最美麗的風景。

咨詢電話：023-332-2111 觀賞季：由春到秋，四季風

地址：長井市白兎

村山區域

景變遷。特別是新綠和紅葉的時期值得推薦。冬季 ( 從 11 月下旬開始至次年 4
月中旬 )，公園內設施不開放。

蓄水池里鳥海山倒影

咨詢電話：0233-62-2111

明治 20 年架設的東海道線，大正 12 年移設的鐵路橋，
是仍在使用的貴重近代建築遺產。背後聳立的朝日山
脈和悠然流淌的最上川，奔馳在原野的 flower. 長井
線風景像畫一樣地富有魅力。

23

6 月插秧結束后，廣闊稻田和鳥海山映入眼簾。2 月，

21

天鵝飛來構成湖天一色的美景。

地址：白鷹町荒砥甲

20

24
22

宮廷和最上川的和諧曲

25

咨詢電話：0238-85-6123

觀賞季：一年四季。春天沿線的櫻花盛開，例行開
出『賞櫻列車』。初夏朝日山系的翠綠，山頂殘雪

置賜區域

18

戀戀不忘的美景

穿越一個世紀仍然持續活躍的鐵
路橋 " 荒砥鉄橋 " 和最上川

觀賞季：在 5 月插秧前，聳立的鳥海山倒映在水田，

如夢似幻的螢火蟲

22

百年不變的入畫美景

倒映出美麗鳥海山的貯水池冬天也不結冰，天晴
時漫天飛舞的天鵝，時而滑翔在碧
藍水面。

17

咨詢電話：0238-87-0863 觀賞季：一年四季。特別是 9〜10 月

收穫時期，西山腳下的稻田閃爍金色光芒，和朝霞相交輝映。

23

真室川町野野村貯水池和鳥海山風光
地址：真室川町内町

原野里的白兔站把我們引導到何方

庄内區域

一望無際的草原盡頭是神室峰巒，天際浮雲，微風
吹拂草原的聲音，由春到秋放牧在草地上的馬群構
成了無極景致，不得不讓人感嘆大自然的美好。

16

咨詢電話：0238-40-3211

觀賞季：夏天是避暑勝地，秋天的紅葉和雲海美不勝收。

最上區域
從最上町前森高原看神室峰巒

從南陽天空公園看白龍湖和置賜盆地景色
从十分一山顶上的「南陽天空公園」滑翔傘基地
可以将南陽市的白龍湖、吾妻山飯豊山围成的赤
湯市區、置賜盆地盡收眼底。

地址：米沢市館山

16

地址：最上町大字向町

置賜

和藍天相互媲美。茫茫一片的最上川大平原芒草，
冬天的最上川大雪原和鐵橋，和朝日山系簡直象水
墨畫一樣。

19

24 田園民居周圍的鬱鬱蔥蔥樹木

小国町樽口峠看飯豊連峰全景
從小國町南部的樽口峠山頂峰附近的展
望台，眺望飯豐峰巒雄偉的山脈絕景。
山脊殘雪和藍天交相輝映。以本地為題
材的照片和畫作吸引了無數人的造訪。
地址：小国町小玉川
咨詢電話：0238-62-2416
觀賞季：春到秋林蔭小徑漫步。
每季能體會到不同景色。

25

景致四季變遷

大蔵村四村梯田，無數的螢火蟲飛舞在田頭
被群山包圍的陡峭土地，凝聚先人智慧整齊排列的梯田
景觀，給後世留下日本原汁原味的風景。夏天举办的「螢
火蟲火音樂會」，蠟燭照亮梯田，夢幻般景觀奪人魂魄。
地址：大蔵村南山

咨詢電話：0233-75-2111

觀賞季：尤其是螢火蟲音樂會值得一看

户泽服务区欣賞高麗館和最上川
雄偉的最上川流淌在韓國宮廷式高麗館下。最上川的對岸田地展示了四季應時的景色。滿天繁星的夜
空和夏天召開的「最上川音樂焰火」都是值得一看的美景。
地址：戸沢村蔵岡
有一番風味

咨詢電話：0233-72-2111 觀賞季：一年四季。5 ～ 6 月鮮花盛開，冬天銀裝素裹的最上川別

從展望臺看到的田園民居風情
約 1200 公顷分散居住田園村落景觀，被稱為
日本第一。四季轉化，景色變遷。
地址：飯豊町萩生

咨詢電話：0238-87-0523

觀賞季：季節和天氣變換，體會完全不同的景色。展望台面朝東方，朝霞值得推薦。

05

湖畔觀看白川湖和飯豊連峰
飯豐峰巒是鏈接福島 · 山形 · 新瀉三縣的約 4,000 公顷的雄偉山脈，被譽為「東
北的阿爾卑斯山」。盈盈湖面凸顯四季多種多樣絕景。
地址：飯豊町須郷

咨詢電話：0238-87-0523 觀賞季：一年四季。推薦從 4 月到 5 月中

下旬的滿湖春水及黃綠新芽，及皚皚白雪的飯豐山風景，一年四季都讓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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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 26〜31

庄内

26

美景 32〜33

靈驗的創造空間之塔

32 站在莊內平原的中心
33 夕阳光影的浪漫

SHONAI

國寶羽黒山五重塔和表参道杉樹叢

27 全身心感知港口景觀

從古代開始作為修道靈地被傳誦的出羽三山之一的羽黑山，沿著樹齡 350〜
500 年參天古樹的參拜道路，到達東北地區最古老的國寶羽黑山五重塔，到
訪的人們從容靜謐的心得到最徹底的洗滌。
地址：鶴岡市羽黒町手向

咨詢電話：0235-62-2111

觀賞季：一年四季可以參觀，冬天需做好保暖措施

森林里遙望庄内平野和最上川、鳥海山
站在海拔高度 200〜300m 的丘陵，北眺鳥海山，南望月山，西側眼底
是天空和日本海在水平線上重合，最上川流淌穿過莊內平原的雄偉景色。
地址：酒田市土渕

咨詢電話：0234-26-5746

觀賞季：一年四季。新綠，紅葉，雪景四季變遷各種各樣的景觀，庄内平野和最上川，
插秧，水稻收割期各有風味，還能欣賞到夕陽西下的美景。

28

從港町燈檯可以看到什麽

鸟海山的巖漿流淌到日本海的安山岩上就地取材雕刻成十六罗汉巖。媲
美藍天的日本海，沉醉于夕陽美景的人們忘記了時間流逝。

飛島

30

地址：遊佐町吹浦

31

沉浸在黃昏下的鼠關海濱公園和
日本海弁天島的景色
迎著清爽的海風，面向莊嚴的日本海弁天島，夕陽里的富有歷史
韻味港口城市，美味的海產品，海鷗啼叫聲，構成了渾然天成的
療養勝地。

28
29

咨詢電話：0235-43-4617

在港町酒田日和山公園欣賞日本海

觀賞季：夏天紅色系夕陽居多，氣候平穩，墜入日本海的夕陽美景。

32

最上區域

以出口大米爾繁榮的港町，從最上川河口可以瞭望日本最古老的木造六角燈塔。日本海夕
陽美景入選日本最美夕陽美景之一。
地址：酒田市南新町

29

咨詢電話：0234-26-5746 觀賞季：一年四季。春天展望台公園內櫻花盛開。沉

落日本海的夕陽絕景。夕陽 3 月〜12 月左右，根據季節日落時間不相同。

依舊活躍的倉庫

26

庄内區域
27

茁壯的櫸樹守護著酒田山居糧倉

掃描ＱＲ碼獲知景觀介紹

港町酒田至今仍然盛產大米，有著 120 年以上歷史的山居糧倉，現在仍作為穀
物倉庫被完整的保留下來。為防止夏天高溫爾種植的櫸樹，樹齡都在 150 年以
上，季節變遷各色風情。
地址：酒田市山居町

30

咨詢電話：0234-72-5886

觀賞季：春夏秋。天氣晴朗的日子里，海風拂面時的夕陽是最美的享受。沉醉于夢幻般的夏天燈光里。

33

地址：鶴岡市鼠ヶ関

從遊佐町吹浦海岸看日本海十六羅漢巖

村山區域

咨詢電話：0234-26-5746

觀賞季：一年四季。新綠、紅葉、雪景四季更替各有獨特魅力。晚間燈光幻影里的

※P3〜P8

倉庫景觀更是讓人贊不絕口。

掃描圖片右上角的 QR 碼，景點的

唯有此處的寶島

照片，交通方式，現場活动隨時隨

31

地獲取

祈禱神靈賜予力量的圣地

置賜區域
從「日本海的不可思議的島嶼」
— —飛島眺望日本海和鳥海山

山形縣內最高的玉簾瀑布

山形縣內唯一的孤島——飛島，全島都是旅遊勝地。在鼻
戶崎展望台，左可見鳥海山，眼前的大小島嶼，風景出眾。
唯有此處可見與日本海遙遙相望的鳥海山雄偉身姿。

1200 年前，弘法大師根據神的啟示發現了後來被認命
為山形縣最高的 ( 落差 63m) 的瀑布。青苔叢生的巨
大杉樹群，垂落下的身姿，四季應時爾變風姿奪人魂魄。

地址：酒田市飛島

咨詢電話：0234-26-5746

觀賞季：一年四季。乘船出海 4 月〜6 月能偶遇海豚群，5 月〜6 月可見撲食的海貓，6
月〜7 月可遇跳躍的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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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酒田市升田

咨詢電話：0234-26-5746 觀賞季：一年四季。新綠，紅葉，雪景一年內

登陸ＷＥB

山形景觀官方ＷＥB
http://yamagata-keikanmonogatari.com

やまがた景観物語

各種各樣的景觀。從 1 月中旬開始 2 月上旬，偶爾可見結冰的瀑布瞬間崩落池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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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川遠眺

這裡值得推介！

最上川，日本三大急流之一，從縣內的西吾妻山源頭流出，流經狹窄部注入盆地，連綿 229km 流域，全面貫
穿山形縣境的一級河川。昭和 57 年 3 月 31 日編訂的「山形縣民歌」的歌詞 “ 寬廣的最上川匯入大海 ”，昭和
天皇于大正 14 年親臨山形縣最上川，翌年（15 年）著作了謳歌最上川的和歌（天皇所作的詩歌）
。

根據主題分成不同類型
33 個「山形景觀」是由 137 處選出，除了被選出的地方外，還有很多無論如何
也得去看看的景觀，在此誠邀到此一遊。

360°無死角廣場・公園

掃描 QR 讀取現場地圖

山形特有的景观公园和廣場。若造訪這些景點，一定會感動于本次體驗。

天童市天童字城山

村山市楯岡

中山町ＩＺＵＭＩ

朝日町大谷

新庄市本合海

JR 左沢線鉄道橋、最上川月山

最上川散步道和舊明鏡橋

本合海八向楯和最上川

山形縣的母親河「最上川」，出羽三山之一的「月山」，仍活
躍的國內最古老鐵路橋「JR 左澤線最上川橋」。藍天銀裝下
的月山，飛馳而過 JR 左澤線的藍色車輛都吸引人的眼球。

最上川上架起一座美麗的鋼筋混凝土拱橋，仰拱形欄杆，腹
部呈拱廊形，設計出色，和最上川相得益彰構成美麗畫面。

八向楯的初夏新綠。秋天的紅葉，享受季節不同的風景。在
黃昏時分絢爛的夕陽倒映在最上川水面，是市內屈指可數的
美景。

東根市東根

天童公園（舞鶴山）

東澤玫瑰公園

大森山公園

舞鹤山又被称为城山，全縣境內最大规模的中世纪山城。
从展望台一望無際，天童市街和月山，朝日联邦等的群
山和最上川，天气晴朗的日子可以遙望远方鸟海山。

四月约 1000 株观音莲同時盛開，约 300 株樱花夜景，幻
境似的燈光照明。成為戀人們的圣地，悠揚響起的「幸福
的玫瑰铃」見證著戀人們堅貞的愛情。

從大森山公園可以看到東根市街及月山，林立的街道，
果樹園，田園風景。

大蔵村清水

戸沢村古口

長井市河井

清水臺、最上川和月山

從古口沿最上川順流而下

最上川和百川匯流點

扶輪社做成的休息場所。在高地能遙望最上川和赤松村落的
四季應時風景。毗鄰大藏村的舟形町也是一處難得的景點。

沿梯而下細細體會最上川沿河美景，近距離享受順流而下的
最上川景色。

奔涌流動的最上川和白川合流的地點，于 1998 年被山形縣
選定為「最上川絕景」之第 1 號景點。隨著時日的不同，合
流時的顏色也會發生變化。

體驗日本海・水系景觀
寒河江市長岡

寒河江市慈恩寺

河北町谷地戊

山王台公園（慈恩寺）

寒河江公園（長岡山）

紅花資料館 ( 八景園 )

在慈恩寺地区的山王台公園能看到寒河江市全景。既能
觀賞到自然丰富的清流寒河江川和长冈山等，又能體會
只有寒河江才有的景色，高地特有的清爽的风吹來慢慢
消磨著舒適的時光。

位於寒河江市中心部位的长冈山一带的寒河江公园。
視線開闊，能看到山形盆地和月山，藏王，朝日峰峦的
群山。从 5 月中旬开始以东北最大级而自豪的杜鹃花盛
开，鮮艷的杜鹃和清冽的街道更具魅力。

被譽為「紅花發源地」的河北町，紅花資料館里的八景
園里漫步在紅花盛開的花叢。

新庄市十日町

白鷹町菖蒲

山形縣自然魅力不是只有山，縣內的海、河、
池等各具魅力，形成了奪人魂魄的水邊景觀。

最上川散步道黒滝開削遺跡

山辺町大蕨

玉蟲沼湖畔

熟知岩盤水深淺的近江商人西村久左衛門開鑿了昌盛的船
運時代。現在修整為最上川人行散步道路，微風徐徐吹來
體驗步行之樂。

選定為日本貯水池 100 處之一。中地區旅遊協會熱烈推介，
爲了保持美麗景觀，開展了沼週邊的垃圾清掃和帶走垃圾等
活動。此處是垂釣絕佳地點。

真室川町木ノ下

鮭川村中渡

蠶之鄉

与蔵峠

梅公園

在此能欣賞到新綠、紅葉和雪景四季變換的景觀。設施
內產地直銷的「茧鄉」店內能看到美景，還能購買到地
域特色的應時農產品和加工品。

与蔵峠能一眼望到鲑川村全景。從山巔能看到奥羽山脈
的日出時刻，特別推介觀賞日出。

每年 4 月下旬，園內約 400 株梅花和約 100 株櫻花盛開，
鼻聞馥郁梅香，眼看梅櫻形成鲜明的色彩對比。沿著公
園小徑走來，流淌的真室川、城中心和遠方的神室山脈
頂的殘雪盡收眼底。

西川町月山沢

鶴岡市湯野浜

月山湖大噴泉

湯野浜温泉（長岩広場）

可以從正前方看到月山湖大噴泉。噴泉
每間隔 1 小時噴發，時間約 15 分。月
山湖噴泉是日本第一的高度噴泉。

湯野濱溫泉鄉海岸線是縣內最大規模的海濱浴場。湯野濱海
岸夕陽被選為「日本的最美夕陽一百處」之一。

三崎公園

遊佐町吹浦

鳥海山火山活動和日本海怒濤侵蝕爾形成的懸崖峭壁。是看飛
島最接近的地點。即使在偏僻的羊腸小道也有有名的歷史遺跡。

山形景觀條例
「眺望景観資産」
米沢市李山

高畠町安久津

高畠休息區

外观气氛正如角色，根据季节与周边景观一起改变豐姿。現
在，對於市民來說，是接待遠方來客的場所之一。

四季變遷「三重塔」。历史公园和居民區渾然一體，漫步在
三重塔，元旦新年后首次参拜热闹非凡。

庄内町狩川笠山

庄内町狩川

風力發力立川

風車市場

风力发电整备的风车村中心展望台，能俯视东南月山，
北瞰鸟海山，庄内平原盡收眼底。

位列榜首的清川風力發電「被认为是日本三大惡風之一
」，田園里矗立著 8 座富有地域特色的風車。四季應時
而變的田園風光，與永不停歇的風車結合成一幅美麗畫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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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岡市羽黒町

【第 1 号】在創造森林看庄内平野

李山龙猫森林

鶴岡市創造森林交流館的涼臺，可以看到縣代表山——鳥
海山，流淌在莊內平原的日本海盡收眼底。是親身感受四
季變換的絕景之地。（2010 年 3 月 10 日指定）

川西町下小松

展望臺上遠眺群山包圍著的山形市區

下小松古墳群，是從 4 世紀到 6 世紀形成的屈指可數的大
古墳群。從修整過的散步道展望臺（T41 號古墳），可見米
澤盆地的裡山，民居散佈的稻田，奧羽山脈的階層地貌。
（2011 年 3 月 17 日指定）

山形市區由西自縣道 17 號線出發後能看到本地居民修整過
的展望臺。眼下伸展的市區和群山景色，是療養身心的絕佳
景點。（2012 年 3 月 16 日指定）

「眺望景觀資產」，是為了能夠更好地
承繼發揚地域特色，根據山形縣景觀
條例第 26 條，徵求景觀審議會的意
見選定出的景觀。專致於發展本地團
體和市鎮村景致，與助於地區發展 ·
舟形町長沢
上山市葉山
城市建設。為了增加到訪量，在當地， 【第 4 号】舟形若 AYU 溫泉的山河景色
【第 5 号】在花開山展望臺 , 可見被群山包
從舟形町的溫泉涼臺，可見融匯了山河 ( 小國川 ) 和群山的
圍的上山市區景色
得到指定標識會刊登出來。
山村風景（2013 年 3 月 19 日指定）

山形市村木沢

【第 2 号】從下小松古墳群望向米沢盆地

上山市葉山溫泉街的後面，在花開山山腰有一處本地居
民整備的眺望臺，在此可見代表著山形縣絕景的田園和
上山市街景。（2014 年 3 月 7 日指定）

鶴岡市大山

【第 6 号】從大山公園〜尾浦八景〜可見莊
內平原自然和街景
鶴岡市大山地區的大山公園，被稱為「尾浦八景」。經
改善，被列為拉姆薩爾公約指定的濕地帶。在此 , 莊內
平原的田園風景和月山、鳥海山等群山盡收眼底。
（2015 年 3 月 17 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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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看看吧！

每個季節來到山形，都有適合一起遊覽的景點
※號碼是景點代號

3

上山城祭【村山地區・上山市】

５

６３４松交流會【村山地區・上山市】

22

上山城前面特別設置的舞臺，各種鄉土風味才藝大匯演

小玉川熊祭【置賜地區・小国町】

【狩獵熊的現場模擬表演】【驅趕鳥兽】比賽聲音大小等表演

５

天童高原祭【村山地區・天童市】

５

蕎麥花祭【村山地區・天童市】

６

ゆめタネ＠さがえ【村山地區・寒河江市】

７

姬百合大會【村山地區・朝日町】

８

水鄉大江夏季祭祀河燈焰火大會【村山地區・大江町】

10
11
11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各種遊戲和飲食，且提供休息空間，當日召開各種各樣活動。

24

在朝日 · 飯豐山系以外難得一見的珍貴姬百合盛開，一本松公園的停車場，
舉辦本地特色的「梯田媽媽會」銷售土特產。

26

夏

西瓜大會【村山地區・尾花沢市】

大石田最上川花火大會【村山地區・大石田町】

祭祀期間，千石船和六角燈塔等被照明，園內燈籠點亮，擺出露天
攤位，熱鬧異常。

燈光照耀下的玉簾瀑布【庄内地區・酒田市】

山形縣唯一的高 63m，寬 5m 的直流瀑布在燈光的照耀下，如入
人間仙境。

最上川音樂煙花大會【最上地區・戸沢村】

音樂和焰火完美融合！最上川的河岸，最新電腦系統控制的音樂焰火，完美定時發射 "
音樂焰火 "

天空節【置賜地區・南陽市】

在湛藍天空翱翔而過的滑翔傘，是全日本級的滑翔傘盛會。聚會延
續到夜晚。

葉山神社例大祭【置賜地區・長井市】

從古至今山岳信仰的山神祭祀，例大祭，矫健迅猛的獅子舞本區來
回避邪免灾。

百合祭【置賜地區・飯豊町】

東日本最大級觀光百合園

爽的盛會。

乘上箱舟采摘蒓菜體驗

銀山溫泉街花笠宣佈領唱，可以品嘗到當地特色的野菜湯和
美酒。

日和山櫻祭【庄内地區・酒田市】

打雪仗大會【置賜地區・飯豊町】

箱舟大賽【村山地區・村山市】
野菜大會【村山地區・尾花沢市】

以漁業為主的「鼠關」，本地漁師舉行的卸貨后直接銷售，價格格
外便宜！本活動一整天熱鬧非凡。

25 「盛夏打雪仗」盛夏的扔雪球，雪中尋寶，敲西瓜，炎熱的夏季，涼

值得自豪的山形縣最悠久歷史的焰火大會。從三處發射的焰火無比震撼力！
在河面上點起約 2,000 燈籠 , 身心愉悅。

- Summer -

26
27
30

在焰火照耀下的雄壯的神輿競賽表演開始，燈籠放流讓焰火大會氛圍更加熱烈，
20 號焰火 10 連發無比震撼。

金山祭【最上地區・金山町】

30

每年 8 月 14 日〜8 月 16 日召開的夏祭，絢爛豪華的神輿點亮街道。最後一天
焰火納涼大會在河畔舉行，夜晚到很晚都熱鬧非凡，人們久久不愿離開。

前森高原薩默節【最上地區・最上町】

31

大高原的夏天活動。紅點鮭捕撈大會和趣味遊戲很多。

猿羽根山奉納相撲大会【最上地區・舟形町】

32

在猴子羽根山地藏尊供獻處舉行結婚 · 祈禱孩子健康成長等重要傳統儀式。期
間還有大約 250 年前就開始的男人炫耀自己力量的相撲表演。

真室川大會【最上地區・真室川町】

33

16 日在驛前舉行盂蘭盆大會。17 日真正室川領唱的歌舞樂器現場演奏，真正
室川盛裝在城市遊行領唱！

花祭【庄内地區・鶴岡市】

三山神輿在御手洗池 ( 鏡池 ) 的周圍遊行，加入神輿隊列的稻花造
型佛法守護神惹人注目。

八朔祭【庄内地區・鶴岡市】

出羽三山神社是修驗道場之一。在羽黑山頂的蜂子神社前庭大柴燈
護摩燃起，祈禱豐收和闔家平安。

墨魚大會【庄内地區・鶴岡市】

拋墨魚嘴世界大會，魷魚乒乓球世界大賽，墨魚汁書法等，有效使
用墨魚。

酒田港觀光船【庄内エリア・酒田市】

７、８月的周六傍晚在觀光船遊弋在酒田港

飛島漁民體驗【庄内地區・酒田市】

體驗漁民生活的 1 宿 2 日的旅行。捕到的魚成為參加者禮品。

燈光玉簾瀑布【庄内地區・酒田市】

山形縣唯一的高 63m，寬 5m 的直流瀑布在燈光的照耀下，如入
人間仙境。

遠眺日本海的森林音樂會【庄内地區・酒田市】
每年慣例舉行森林音樂會

十六羅漢點燈大會【庄内地區・遊佐町】

寬海法師在十六羅漢岩石前舉行海上安全祈禱儀式，點亮的燈光烘托出幻想般的景觀感
受。

四村梯田螢火蟲音樂晚會【最上地區・大蔵村】

評選為日本百處梯田的「四村梯田」，約 1,200 個螢火蟲燈籠點亮寬闊的梯田，
鋼琴和角笛清冽樂聲迴蕩在夜空。

自行車大會【村山地區・上山市】

5

新蕎麥大會【村山地區・天童市】

10

18

漫步蕎麥花叢，體驗蕎麥製作

在銀山溫泉街免費品嘗日本第一的西瓜和當地美酒

28

- Spring - 31

天童牛肉 BBQ 大會

4

9

春

孩子們體驗自然主題 ( 登山及紙飛機等比賽 )

27

鼠關漁業豐收旗節日【庄内地區・鶴岡市】

騎著自行車漫遊在下宿内

秋

生機蓬勃的大自然中，細細品嚐新喬麥面。

大淀山芋大會【村山地區・村山市】

一邊享受真下慶治紀念美術館 ( 最上川美術館 ) 的雄偉景色
一邊品嘗山芋。

11
13

- Autumn - 22

蘑菇大會【村山地區・尾花沢市】

銀山温泉中心街披露花笠音頭，品嘗蘑菇鮮湯及當地美酒。

產業大會【最上地區・金山町】

金山町秋天的大型聚會，本地值得驕傲地方風味，傳統的才藝表
演濟濟一堂。

飯豊諸峰櫸樹紅葉【置賜地區・小国町】

沿著樽口峠的櫸樹林裡的彎彎曲曲小道徒步而來，聽著本地流傳的
獵熊話題，慢慢浸入溫泉，身心都得到放鬆

蕎麥花祭【村山地區・村山市】

吃著蕎麥面觀賞最上川附近蕎麥花田。

1

菊道，茶會【村山地區・山形市】

2

蔵王冰樹祭【村山地區・山形市】

2

冰樹燈光【村山地區・山形市】

3

蠟燭點亮上山城夜空【村山地區・上山市】

冬

開辦茶道會

舉辦各種蔵王温泉・滑雪場活動。

- Winter -

白天和夜晚冰樹景觀完全變換。漆黑夜晚用不同顏色照明冰樹…墜入幻
想境界。

5
8
19

猶如幻境的活動

咨詢擔當：山形県 県土整備部 県土利用政策課 景観・地域推廣擔當

3

地址：〒990-8570

上山城元旦登城【村山地區・上山市】

從景觀正面的三吉山登上，迎接大年初一的朝陽。

滑雪季【村山地區・天童市】

向孩子們開放的自然體驗活動，管狀滑梯等，滑雪在 12 月中旬至
3月

大江雛節【村山地區・大江町】

作為重要文化要素的貴重建築物，可見被世家世世代代傳承的古裝
玩偶。

上杉雪灯篭大會【置賜地區・米沢市】

象徵雪國的米澤冬天祭祀。會場由 300 座雪燈籠和 3,000 只雪紙
罩蠟燈點亮。

山形市松波二丁目 8 番 1 號

TEL：023-630-2581

FAX：023-630-2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