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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来乐

摘 要

中文版
［简体字］

游来乐摘要是漫步秋田市的旅游指南。小小

的一本册子收录了秋田市内的各大名胜古

迹、运动·休闲场所、美术馆、工艺品以及

餐馆指南等各种信息，精简又实用。精细的

地图和实用的资讯助您全方位领略秋田的好

看之景、好玩之地、好吃之美食。

游览秋田的风向标

※本摘要所登载的内容为截止到2015年5
月1日的现时信息。部分内容也许会有所
变更，敬请谅解。

秋田市观光网页 Akitachi

秋田市的各种活动
以及旅游观光

信息请参阅这里！

http：//akitacity.info/

国际会议观光都市秋田国际会议观光都市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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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1日5航班
JAL1日4航班
165分钟

ANA 1日3航班
JAL1日3航班
85分钟

ANA
1日2航班
85分钟

ANA
1日2航班
70分钟 

KAL
周一・周四・周六
1周3航班
150分钟

交通资讯

羽田空港（東京）

仁川空港（ソウル）

新千歳空港（札幌）

90

5

中部国際空港（名古屋）

TEL0570-029-222

TEL0570-025-071

羽田空港（東京）

大阪国際空港（大阪）

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周六

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周六

周二・周三・周四
周五・周六・周日

周二・周三・周四
周五・周六・周日

机场大巴⋯开往机场方向1日16班
　　　　　开往秋田车站方向1日18班

中央

35

JR东日本咨询中心 新日本海渡轮
秋田渡轮侯船大楼

（秋田信息）

最 短 最 短 最 短
3 37

35

6 26 5 54

050-3369-6605

30 35

ANA 1日2航班
JAL1日3航班
55分钟

航 空

8 3
1 1 101

10 201512

306 6

13 12 30

小田急行巴士

东北JR巴士

【渡轮】

（可应对英语、韩语、中文）



明德馆小路

广小路

佐竹小路 佐竹史料馆

久保田城御隅橹

公园

大型
客车专用

八幡秋田神社

本丸

穴门之濠

大手门之濠

袖珍公园

钟楼

公园
事务所

带曲轮门遗迹

土门遗迹

马场遗迹

不净门遗迹

   常陆太田市
●姉妹城市
   纪念百日红
        （保存树）

后门遗迹

后门坡

AYAME园

奥庭遗迹

●
多门长屋遗迹

御白州遗迹 狩野旭峯翁颂德碑
●

长坡门遗迹
（二门遗迹）

长坡

黑门遗迹 唐金桥遗迹

大手门大街

黑门之濠●　　
安乐院 境目方役所

勘定所遗迹

●
钟楼遗迹

松下门遗迹

硬币停车场14台
（30分／100日元）

●
御出书院遗迹

大
坡

●
献桧树百本之碑

内濠

大手门遗迹

●
黑松（保存树）

中土桥门遗迹

● ● ● ● ● ● ●

Keyaki（保存树）

●
金蔵遗迹

●厩遗迹

马场之枞
（保存树）埋门遗迹
●

市立中央图书馆明德馆
石川达三纪念室

中土桥大街

秋田县民会馆

秋田县
生涯学习中心分馆

Jo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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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竹义尧公铜像

●
与次郎稻荷神社

胡月池

二丸

●若山牧水父子歌碑

●御物頭御番所

弥高神社
●

■1

■3

■4

■2

茶室宣庵

久保田城表门

秋田市の
みどころ

愉快地漫游秋田。

市区地图：B-5

交通指南

市区地图：B-5

交通指南

千秋公园是秋田藩主·佐竹氏（俸禄为20万石的领主）的居城、久保田城遗
迹。春有樱花、杜鹃花等齐齐绽放，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秋田四季飞扬的色彩。

千秋公园指南
(久保田城遗址)

          从秋田站步行约10分钟交通指南千秋公園ガイド 市区地图：A-6

S 小卖部

R 餐馆・食堂

※大型客车专用停车场使
  用联系处：秋田市公园课
　TEL018-866-2154

亭子

市区地图：B-6

佐竹曙山筆「紅蓮図」（秋田市立千秋美術館所蔵）
秋田蘭画

↓Area Nakaichi

■1 久保田城前门
久保田城表門
一扇加强久保田城本丸（城堡中心部分）严密防守的正门，亦是
木造的两层瓦屋顶式橹门（日本古代用来防御的建筑）。

■2 久保田城御隅橹
久保田城御隅櫓
古时候充当监视哨所与存放武器
的建筑。

■4 茶室宣庵
茶室宣庵
船形洗手盆长约3m。传说是加
藤清正从朝鲜带回来的。

■3 佐竹史料馆
佐竹史料館
馆内展示着继承了清和源氏血统、且作为在全国历
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名（独立领主）--佐竹氏的史料。

秋田市的景点
漫步秋田市时也可以使用「循环巴士」以及「Kururin周游通票」。
详细请参看背面。

红砖乡土馆
赤れんが郷土館
这幢原秋田银行本店（总店）是于明治末期
修建而成的欧式建筑（国家重要文化遗
产）。馆内设有传统工艺品和胜平得之描绘
的版画展览、人间国宝•关谷四郎的纪念室。
         从秋田站步行约12分钟
TEL018-864-6851

民俗艺能传承馆 Neburinagashi馆
民俗芸能伝承館 ねぶり流し館
介绍·推广竿灯节和土崎港曳山祭等各种
传统民俗技艺。除了竿灯体验，4～10月
的周末·法定节假日（13：30-14：10）
可以看到竿灯表演。
          从秋田站步行约12分钟
TEL018-866-7091

秋田市立千秋美术馆 （Atorion内）
秋田市立千秋美術館（アトリオン内）
国内外的优秀美术作品经常在这里展出。馆内收藏着佐
竹曙山、小田野直武等与秋田有着深厚渊源的画家们所
描绘的众多秋田兰画。同时还设有在纽约博得过高度好
评的岡田谦山先生的纪念馆。
          从秋田站步行约4分钟 TEL018-836-7860交通指南



自然体験

乘着四季的风帆与秋田的大自然来一场亲密接触

大森山动物园 Milve 大森山動物園 ミルヴェ
动物园位于能将整个秋田市街风景尽收眼底的、绿意盎然的大森山公园一角。园内设有能够与
小动物们亲密接触的「Nakayoshi Time（好朋友时间)」，有可以近距离观察动物就餐（摄
食）情景的「Mannma Time（就餐时间）「喂食体验」(收费)等活动项目，无论是小孩还是
大人都会乐在其中。开园期间　3/21～11/30、冬季 (1～2月的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  TEL018-828-5508交通指南

太平山休闲公园 太平山リゾート公園
被太平山的自然风景所环绕的休闲胜地。以温泉游泳池和滑雪场为中心的四周
分布着花卉公园、露营地以及植物园等，在这里能够尽享到秋田的四季风情。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 综合指南所 TEL018-827-2270（8：30～17：00）交通指南

太平山休闲公园
太平山滑雪场 Opas
太平山スキー場 オーパス

配置有完备的高速四座滑雪缆车以及夜间照明设
施。而滑雪教室的增设让滑雪场的实用性更为充
实，能够满足初学者以及滑雪爱好者的各种需求。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
TEL018-827-2221
交通指南

太平山休闲公园
Kur Dome The Boon
クアドーム ザ・ブーン

这是一个四季如夏的温泉，您可以在中
心游泳池或流动游泳池里游泳，也可以
在露天温泉或展望温泉里舒展身心。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
TEL018-827-2301
交通指南

一起来尽享美好的休闲时光吧！

户外体育运动设施
フィールドアスレチック

满载户外运动之魅力

秋田县立中央公园
秋田県立中央公園

在公园里能够尽享郊游、散步、
各种运动以及自行车骑行活动等
乐趣。内设多达140处户外体育
运动设施。曾是平成19年秋田
若杉国民体育大会的会场。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
钟、从和田站乘车约5分钟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a-3 ●8

全域地图：a-3 ●9 全域地图：a-3 ●10

全域地图：c-1 ●11

全域地图：c-3 ●12

体验自然

桂滨・下滨海水浴场
桂浜・下浜海水浴場

沿日本海的秋田大海通常风平浪静。
夕阳西下的浪漫美景让人赞不绝口。
　　　
桂   滨…从秋田站乘车约35分钟
下   滨…从秋田站乘车约40分钟

高尔夫场 ゴルフ場
从秋田市中心驱车前往用时不多，非常方便。各大高尔夫球场皆因地制宜，尽显独特的设计风格。

秋田太平山高尔夫球场
秋田太平山カントリークラブ

〈18洞•72杆〉
从秋田站乘车约20分钟
TEL018-838-3333

秋田Riverside Green
秋田リバーサイドグリーン

〈9洞•36杆〉
从秋田站乘车约20分钟
TEL018-829-0223

North Hampton高尔夫俱乐部
ノースハンプトンゴルフ倶楽部

〈18洞•72杆〉
从秋田机场乘车约20分钟
从秋田站乘车约40分钟
TEL018-882-5071

Refresh Garden
リフレッシュガーデン

〈9洞•29杆〉
从秋田站乘车约20分钟
TEL018-826-1717

秋田高尔夫俱乐部
秋田カントリー倶楽部

〈27洞•108杆〉
从秋田站乘车约20分钟
TEL018-863-6541

秋田椿台高尔夫球场
秋田椿台カントリークラブ

〈27洞•108杆〉
从秋田机场或秋田机场出口乘车约5分钟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
TEL018-886-8888

南秋田高尔夫球场
南秋田カントリークラブ

〈18洞•72杆〉
从秋田站乘车约35分钟
TEL018-873-3824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c-2 ●15

全域地图：c-4 ●17

全域地图：a-2 ●16

全域地图：c-1 ●13 ●14 

市区地图：A-2

全域地图：b-3 ●18

全域地图：c-2 ●19

全域地图：c-2 ●20



■车站大楼 Topico
■秋田ステ－ションビル トピコ

■秋田市民市场
■秋田市民市場

■秋田Marugoto市场 
■秋田まるごと市場

Kiritanpo（烤米棒）
きりたんぽ
熟的新米粗粗碾碎，然后在杉树棒上卷成串状，
再用炭火熏烤表面即做成了Kiritanpo（烤米
棒）。在炖有蔬菜、蘑菇和比内地鸡的火锅内放
入Kiritanpo（烤米棒），与众人一起分享收获的
喜悦，品尝秋之美味，不失为一件乐事。

稻庭乌冬
稲庭うどん 
稻庭乌冬是从江户时代开始在汤泽市稻川
地区盛行开来的干乌冬面。口感爽滑，虽
细却筋道十足。严格按照传统的手工拉制
以及手工搓捻等工序制作而成。

秋田的味道
品尝美味。 代代相传的手艺

秋田市の工芸品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7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D-5

秋田米

地酒

■あきた県産品プラザ

銀線細工

秋田焼
木目铜（木纹金属） 杢目銅
将不同种类的多种金属交错层叠后，经过锻打拉

伸等纹样处理制作而成的木目铜是一种由盛产

金、银、铜等矿产的秋田地区创造出来的锻造工

艺。在江户时期广泛用于打造武器以及装饰品，

而现在则更多是用来打造首饰以及花瓶。

汇聚了秋田的风味和技艺

约80家店铺

元旦、点货及设备检修时休业。

饮食店的详细信息请咨询8:00～20:00
8:00～22:00

　　　　　　1楼是产地直销市场及快餐食品店，2
楼则摆放有名牌糕点、当地特产、副食菜类。

秋田の味

Gakko（咸菜）
がっこ
所谓Gakko就是我们常说的腌咸菜。用白萝
卜熏制而成「Iburi Gakko(烟熏萝卜)」、用
刀刃粗厚的柴刀削制而成的「Nataduke(柴
刀腌渍萝卜)」、「酱菜」、「酒糟咸菜」
等带您品尝秋田本地蔬菜之美味。

肥沃的土壤、优良的水质和昼夜悬殊的温差将秋田孕育成为了大米的产地。Kiritanpo（烤
米棒）、干年糕、煎饼和用米粉做成的卷子等美食彰显了丰富多彩的大米饮食文化。

秋田既是大米的产地，亦是美酒之
乡。近40家酒厂因地制宜，利用
寒冷多雪的雪国气候，采用「寒天
下料」和「山内杜氏」等较著名的
传统酿造技法酿制美酒。

秋田蕗摺
秋田蕗摺 
所谓秋田蕗摺是一种将秋田蜂
斗叶的叶脉或细长叶柄印染到
布面或纸上的染色工艺。市面
上销售着印有蜂斗叶的隔扇和
屏风等。

生驹漆器
生駒塗 
驹漆器是一种在继承了冲绳·琉
球漆器技术精髓的基础上反复
斟酌研制而出的漆器。其中，
朱红无纹漆器被称之为北限。

银线细工是指用像丝一
样极为细长的银线制作
纤细的装饰品和美术作
品的一种传统工艺。将
扭绞在一起的银线用滚
轮碾压整形、然后再反复编织、缠绕，从而做成质
朴中透着端庄，熠熠又生辉的精美作品。目前，银
线细工已被列为秋田市指定无形文化遗产。

素烧的质朴感和滑稽的立体雕
刻造型是秋田陶瓷特有的风
格。长期使用后，其表面会显
现出黑色的光泽。

时令蔬菜。

鱼贝类、野菜、盖浇饭、Kiritanpo（烤米棒）
让秋田引以为傲的传统技艺和美味给您留下一份美好的旅行回忆。

汇集了Kiritanpo（烤米棒）、稻庭乌冬、传统工艺品、秋田
地方酒以及各种新兴研制的产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其他 有临时歇业・临时营业等情况



白神山地世界遗产中心藤里馆
白神山地
エリア

男鹿半島
エリア

角館・田沢湖
エリア

         去男鹿水族館GAO／從秋田站坐JR男鹿線在羽立站下車、乘公車約60分鐘。

從秋田站乘車約75分鐘。

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横手市观光协会
TEL0182-33-7111
汤泽市观光协会
TEL0183-73-0415

男鹿水族館GAO Namahage館

岳岱自然觀察教育林 世界自然遺產中心 藤裡館

角館武家宅邸大街 田澤湖·辰子像

横手・湯沢
エリア

横手·汤泽
地区

交通指南

        去雪洞节会场／从JR奥羽本线·横手车站步行约10分钟。 从秋田车站
乘汽车约60分钟。 从秋田车站西口10号公交站台乘坐横手线急行巴士至JR横
手车站约90分钟。　 去雪狗节会场／JR奥羽本线·汤泽车站下车即到。从秋
田车站乘汽车约90分钟。 

交通指南

雪洞节
雪狗节

北上南下

置身于世界自然遗产之中感受原始自然的美妙

流传于满布着悬崖峭壁的海岸线上的Namahage（鬼面人）传说

引人入胜的小京都风情与湖泊传说

藤里町公所

公共汽车 30
120

田泽湖线

公共汽车
20 60

12 90

巡游充满梦幻气息的冬日祭

观光指南 観光案内

■初乘车费（1.5km以内）

●小型车…………………710日元
●中型车…………………730日元
●特定大型车……………950日元

※深夜清晨（22点～次日5点）车费增加20% 。
※出租车在市内各地待机。打电话叫车免收车

费外的其他费用。
※即使不备有福祉车辆・轮椅等专用车辆，只要

告知身体不便， 所有出租车公司都能对应。

出租车 タクシー

自行车出租 レンタサイクル

秋田市观光指南所 秋田市観光案内所
■时间／
4月～10月　9:00～19:00
11月～3月　9:00～18:00
■定休日／12月31日～1月2日
秋田市中通七丁目1-2
秋田站内（秋田新干线 检票口对面）
TEL018-832-7941　可应对英语问答

秋田市观光物产课 秋田市観光物産課
■时间／8:30～17:15
■定休日／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12月29日～1月3日
秋田市山王一丁目1-1  TEL 018-866-2112

旅游的相关事宜请随时来访咨询探讨。

信息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咨询 秋田县出租汽车协会秋田支部  TEL018-864-3631

秋田市观光指南所 秋田市観光案内所
秋田市中通7-1-2(秋田站内) TEL 018-832-7941
4～11月免费※根据天气变化有所变更

市区地图：B-7

秋田体育站 スポーツステーションあきた
秋田市中通1-4-3(@4-3 1F)  TEL 018-874-9591　定休日／周一・周日・法定节假日等
4月～10月　9:00～18:00(最迟需在18:30之前将钥匙返还) 
　　  11月　9:00～17:00(最迟需在17:30之前将钥匙返还)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7

秋田丰田租车 秋田站前店 トヨタレンタリース秋田 秋田駅前店
秋田市中通4-6-5 TEL 018-833-0100  免费电话0120-41-0065

日产租车 秋田车站东口店 日産レンタカー 秋田駅東口店
秋田市东通仲町4-1 ALVE 2F TEL 018-835-1623  免费电话0120-33-4123

车站租车 秋田营业所 駅レンタカー 秋田営業所
秋田市中通7-1-1 TEL 018-833-9308

汽车租赁 レンタカー

公益财团法人秋田观光会议协会　TEL.018-824-8686

※参考下面

在参加此活动的饮食店消费每3,000
日元可以得到300日元的出租车劵。

秋田县出租车协会秋田支部
TEL.018-864-3631 
秋田市饮食店组合环同联合会
TEL.018-834-1809 畅饮、畅食、享特惠!

http://www.acvb.or.jp/手机
网站 Email:acvb@acvb.or.jp

（公财）秋田观光会议协会 
（公財）秋田観光コンベンション協会

■时间／9:00～18:00
■定休日／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12月29日～1月3日
秋田市大町二丁目2-12  E-酒店秋田1F　
TEL 018-824-8686
FAX 018-824-0400

周六・周日
也可应对

咨
询
处

欢迎光临秋田



全域地图：a-1 ●3
小泉泻公园･水心苑 小泉潟公園･水心苑

环绕着男泻和女泻两块湿地植物群落的
户外景点。内设有传统的日式庭园。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从追分
站步行约20分钟 TEL018-873-5272

秋田市Port Tower Selion
秋田市ポートタワー セリオン

是高度为143m的灯塔。从100m的高
度可以360度全景眺望日本海、男鹿半
岛、鸟海山。展望时间(9:00～21:00) 
        从秋田站乘车约20分钟、从土崎
站步行约25分钟TEL018-857-3381

秋田县立博物馆
秋田県立博物館
秋田的综合博物馆。绞撷染法教室
及体验室等很受欢迎。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从追分
站步行约20分钟 TEL018-873-4121

全域地图：c-2 ●4

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b-1 ●2

全域地图：a-1 ●1

华之里 華の里
以观光交流馆Villa Flora为中心的四周分布着
集齐了全世界14个国家的约700多个品种的
国际大丽花园，花香四溢；还有远迁而来的
餐馆里之家、奶酪馆以及光悦洞美术馆等。 
         从秋田站乘车约40分钟
Villa flora TEL018-881-3011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c-2 ●6 国际教养大学 国際教養大学

全英语式教学环境和小班化英语强化
教学等独特的教学模式备受瞩目。
         从秋田站乘车约30分钟、从和
田站乘车约5分钟
TEL018-886-5900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c-3 ●7

市区地图：B-5

藤田嗣治的大型壁画「秋田的行事（民俗节庆活动）」
藤田嗣治•被称之为｢Léonard Foujita｣･曾活跃于巴黎一带。在新建的秋田县
立美术馆内，您可以观赏到藤田嗣治绘制的、展现秋田节庆活动以及生活实况
的大型壁画——｢秋田的行事（民俗活动庆典）｣（高3.65m、宽20.50m）。

千秋公园对面的四个设施(秋田市Nigiwai交流
馆、秋田县立美术馆、商业·餐馆楼、住宅
楼)和广场在散发着浓郁的繁华气息的同时，
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从秋田站步行约10分钟
秋田Machidukuri（株）
TEL018-874-7500

秋田县立美术馆
这栋根据安藤忠雄氏的设计而建成的美术

馆自开放以来就掀开了它文化使命的新篇

章。馆内展示着藤田嗣治绘制的以「秋田

的行事（民俗节庆活动）」为代表主题的

各种作品，它既是艺术文化活动的交流场

所，也是新型街道文化的象征。 
　　　从秋田站步行约10分钟
秋田县立美术馆

藤田嗣治「秋田的仪式」1937年（公益财团法人平野政吉美术财团所藏）   ADAGP,Paris & SPDA,Tokyo,2015    C

 X0037

城市中的新景点
「Area Nakaichi」

Area Nakaichi 
吉祥物

与次郎

30分钟之内免费 每1小时100日元 Nakaichi停车场　P

秋田蕗 秋田蕗
民谣｢秋田音头｣里歌颂着的秋田蕗(蜂斗叶)是以叶大茎长而闻名的秋田县特产。每年的6月中
旬，在仁井田地区举办的割蕗（蜂斗叶）摄影大会上，都能看到打扮成｢秋田Obako（少女）｣
穿着传统服饰的秋田美女们风情万种地采割蜂斗叶的场景。　　　从秋田站乘车约25分钟

川反（かわばた）
这是一条从古时候就开始流传着川反千家之说、位于旭川沿岸的繁华街。城市规划
时，在武士阶层的人看来，它位于河流的另一侧，于是便有了「川反」这一地名。
　　　 从秋田站乘车约12分钟

是在东北地区屈指
可数的具有浓厚的风土人情的繁华街

秋田市Nigiwai交流馆

秋田县立美术馆

Nigiwai广场

广小路广小路

←千秋公园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6

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Selion夜景

交通指南

岩见川上游延绵300米长的巨岩绝壁是欣赏
春之新绿和秋之红叶的绝佳之地。大又川河
小又川的沿线溪流美景则是惹得自然爱好者
流连忘返，是不可多得的观赏胜地。 
         从秋田站乘车约40分钟
Villa flora TEL018-881-3011

全域地图：b-4 ●5
岨谷峡（岩見峡）



河边地区的红叶
河辺地区の紅葉

10月下旬是赏红叶的最佳时期（河边地区）

大正寺Okesa 祭
大正寺おけさまつり

8月的第3个周日〈雄和〉

土崎港曳山祭 
［土崎神明社例行大祭］
土崎港曳山まつり［土崎神明社例大祭］

7月20･21日 〈土崎港・本町大街〉

秋田市夏日祭

雄物川烟火大会
秋田市夏まつり 雄物川花火大会

8月10日 〈雄物川河川敷（新屋）〉

秋田县健康增进交流中心 Yufore
秋田県健康増進交流センター ユフォーレ

引取三内峡温泉修建而成的温泉设施。
■￥ 600日元（同时使用游泳池时合计1000日元）
●10:00～21:00（游泳池的使用时间截止于18：30）
河辺三内丸舞1-1 TEL018-884-2111
         从秋田站乘坐｢太平线｣公共汽车在岩见三内
站换乘，乘车共计64分钟后在｢Yufore｣站下车。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b-4 ●21

Kur Dome The Boon クアドーム ザ･ブーン

在四季如夏的温泉游泳池内享受休闲之惬意。
■￥ <入馆费>  大人510日元 ※有团体优惠
●10:00～20:00（有休馆日※要咨询）
仁別字Mantarame213 TEL018-827-2301
         从秋田站乘坐「仁别休闲公园线」公
共汽车35分钟，在「Kur Dome The Boon
前」站下车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a-3 ●9

雄和故乡温泉Yuashisu
雄和ふるさと温泉 ユアシス

对寒症及神经痛有效。另设有休闲山庄。
■￥大人360日元 ●清早6:00～8:00、9:00～21:00
雄和神之村字舟卸145-2
TEL018-887-2575
         从秋田站乘车50分钟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d-3 ●22

超级健康乐园「华之汤」
スーパー健康ランド｢華のゆ｣

可享受各种各样的浴槽和热炕。
■￥ <入馆费>大人/周一～周五780日元、周六・
周日・法定节假日880日元 (20:00以后630
日元)●10:00～24:00 中通5-2-1 Route 
Inn Grantia 秋田　TEL018-825-5411
         从秋田站步行15分钟交通指南

市区地图：B-5

天然温泉 宾馆Komachi
天然温泉 ホテルこまち

露天大温泉让人赞不绝口。大众演剧（以一般小市民为
主体观众的日本现代戏剧）的公演月演出也设在此地。
■￥ 大人 3小时650日元、5小时800日元、自由时间（10:00～24：00）980
日元（包括馆内穿用衣服或毛巾套件）、深夜３小时（23:00～次日2:00）950
日元●10:00～次日2:00、5:00～8:00  卸町1-2-3 TEL018-865-0001
　　　 从秋田站乘公共汽车「御野场团地线（经由
柳原）」10分钟「批发中心入口」下车4分钟
交通指南

市区地图：D-5

弱碱性仁别温泉。
■ ￥入浴费详情请咨询 ●10:00～21:00（周
一从12:00开馆）
仁別Mantarame210 TEL018-827-2111
          从秋田车站乘坐「仁别休闲公园线」公
共汽车39分钟，在「森林学习馆前」站下车
交通指南

森林学习馆学習館 木    之宿
森林学習館 木こりの宿
全域地图：a-3 ●23

     使用天然源泉的设施。
※■￥ 是温泉表示温泉入浴费
　　（包含消费税）。
※不包含住宿费用。
※●表示开放时间

秋田温泉Plaza

秋田市の湯
秋田的温泉
从美人汤到奇迹温泉

SPA＆健康乐园 汤乐园
スパ＆健康ランド ゆ～らんど

能起到温泉疗养效果的人工温泉。碳酸泉·绿矾泉以及岩盘
浴。馆内均使用对身体有益的含FFC（亚铁氯化铁）水。
■￥ ３小时650日元<不含税价格602日元>。住宿2300日
元<不含税价格2130日元>（包含毛巾、馆内服）  ●24
小时营业　八桥Isano2-16-29 TEL018-863-7811
        从秋田站乘公共汽车「经由新国道的土崎
线」12分钟在「运输支局入口」下车步行5分钟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b-1 ●25

秋田温泉 秋田温泉
国内屈指可数的稀有盐氯化物温泉，让皮肤光滑润泽。
       从秋田站乘公共汽车「秋田温泉线」16
分钟「温泉入口」站下车1分钟
秋田温泉Satomi  秋田温泉さとみ
■￥1,000日元(带擦脸毛巾)●不定期11:00～18:00（受理到17:00）
添川字境内川原142-1 TEL018-833-7171
温泉中心Relax  温泉センターりらっくす
■￥540日元　●周日・法定节假日8:30～22:00、周一～周
五・周六8:30～10:15、12:00～22:00（受理到21:00）
添川字境内川原142-1 TEL018-837-4126
秋田温泉Plaza  秋田温泉プラザ
■￥540日元　●10:00～22:00(第２・4个周一从12：
00开始) ※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9:00开始（受理到
21:30）添川字境内川原142-3 TEL018-833-1919

交通指南

全域地图：b-2 ●24

【晚上・正式表演】竿灯大街
下午6点15分 交通管制

　   6点45分 竿灯入场（预定）
　　7点20分 竿灯表演
  　  8点25分 交流时间（拍照・竿灯体验）

　　8点50分 竿灯退场
　　9点30分 解除交通管制

【白天竿灯（妙技会）】
Area Nakaichi Nigiwai广场
4日～6日/上午9点20分～下午3点20分（预定）

【屋台村（小吃街）】
市役所会场
2日～6日／下午3点～下午10点30分

中央广场
3日～6日／下午3点～下午9点30分

【本地美食节】E－酒店秋田对面

3日~6日／下午3点～下午9点30分

［咨询］秋田市竿灯节 实行委员会 TEL018-866-2112 (秋田市商业观光课)
 网页 http://www.kantou.gr.jp/

［竿灯观览席预约中心］ TEL018-866-9977

秋田的节庆活动秋田的节庆活动EVENT
GUIDE
EVENT
GUIDE

※活动和会场时有变更

(秋田中央道路站东口下午6点)

竿灯节  竿燈まつり  8月3日～6日
※活动期间实施交通管制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4

市区地图：B-6

市区地图：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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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观光农园花木观光农园

新波神社

新浪温泉

北野田公园
网球场
北野田公园
网球场

河边市民服务中心

North Asia大学

雄和市民服务中心

●13

●14

滨田森林综合公园（梅林园）滨田森林综合公园（梅林园）

秋田县立中央公园运动场秋田县立中央公园运动场

贝之泽温泉

秋田土崎Route Inn酒店

驾驶执照中心

土崎南小学校土崎南小学校

菅江真澄之墓菅江真澄之墓

秋田蕗收割会场秋田蕗收割会场

Youland 宾馆八桥
(SPA＆健康乐园 汤乐园)
Youland 宾馆八桥

藤倉水源地

秋田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秋田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秋田厚生医疗中心秋田厚生医疗中心

日本红十字秋田短期大学

Plaza Crypton

下滨海水浴场

桂滨海水浴场

大森山动物园Milve

0 2 4km

81

82

(SPA＆健康乐园 汤乐园)

日本红十字秋田看护大学日本红十字秋田看护大学

道路之站
「秋田港」

圣灵女子短期大学圣灵女子短期大学

27（ 　）

秋田大学医学部

秋田御所野宾馆

秋田县中央地区
老人福祉総合区

Refresh Garden

秋田公立美术大学
旧国立农业仓库

太平山休闲公园太平山休闲公园

秋田县农业试验场秋田县农业试验场

秋田机场 I.C

秋田机场秋田机场

中心（Heso）公园

a

1 2 3 4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