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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根室地域特集記事 

（A:根室市） 根室市の自然豊かな湿原 

 

根室:擁有豐饒濕地和自然美景之地 
2020-12-22 

 

1.介紹 

北海道的根室地區約 70 公里長，包含由西向東延伸 30 公里至海中的同名半島。半島形狀狹長，南北

距離僅 10 公里。根室半島位於北海道東側，以地理位置位於全日本最東端的納沙布岬而聞名，夏季時眾

多遊客會前來觀賞日本的第一道曙光。北部海岸面迎根室灣，南部則直接面對太平洋。根室這個地名在原

阿伊努語中「nimuoro」的意思是「樹木繁盛的地方」。雖然北海道在人們心中的部分印象是「山」和「河

川」，但此地區並沒有高山或綿長的河川，主要地貌是森林、草原、懸崖和沙灘。 

 

此地區最大的城市是根室市，面積為 506.25 平方公里，包含了大部分半島。根據 2018 年的統計數

據，有 24% 的土地為森林、21% 為牧場、17% 是農田、12% 為曠野、2.4% 為居住地、0.6% 是湖

泊和濕地，剩下部分歸類於其他。此城市被稱為是日本主要的漁港之一，人口約 25,000。可從本州主要

城市先搭飛機再透過陸路抵達根室市。最近的機場是中標津機場，從機場至根室市約 90 分鐘車程。其他

機場還有釧路機場甚至千歲機場（札幌），但從上述機場前往根室市，無論是駕車、搭乘巴士或電車都需要

花費較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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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濕地和沼澤的背景資訊 

如前所述，此地的山地和綿長河川不多，大部分是森林、濕地和草原，而沿海地區有斷崖和沙灘等地形。包

含根室地區在內的日本是濕地的寶庫，有數百處濕地，包括 52 個拉姆薩濕地。在日本將近 500 個一公

頃以上面積的濕地中，北海道就擁有 180 個。這些濕地是重要的風景名勝和攝影地點，也是遊客、健行者

和自然愛好者的絕佳去處。 

 

北海道的濕地與日本其他地區不同之處在於周遭環境。北海道的濕地位於人煙稀少的地區，而日本其他地

區的濕地則位於人口密集的沖積平原。 

 

在北海道的 180 個濕地濕地中，有 61 個是高原濕地，意即位於海拔 400 公尺以上的地區。然而北海

道濕地最顯著的特點，是幾乎所有濕地都是泥炭地濕地。 

 

整體而言濕地是如同海綿般的地區，飽含河水和地下泉水。春夏季時大量野花盛開，整片濕地覆蓋著繽紛

的色彩。而在冬季時，由於北海道的濕地大多低溫，野花凋謝但不會腐化，覆蓋在水上而最終成為泥炭，這

是非常潮濕而軟潤的土壤覆蓋層。這種低地濕地的泥炭堆積覆蓋層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形成，超過萬年以

上。超過 80% 的濕地都被歸類為低地濕地，盛長著蘆葦、雜草和燈心草等沼澤植物，但某些內陸濕地會

出現生長著泥炭苔癬的高地濕地。 

 

3．拉姆薩爾濕地公約 

這項國際公約設立了各國合作保護及合理運用濕地的基本架構。公約名稱以伊朗的拉姆薩市命名，於 

1971 年簽署，1975 年正式生效。公約內容包含了廣義的濕地定義，包括湖泊、河川、沼澤、沼地、泥炭

地、潮埔地、紅樹林，甚至是魚塘、稻田和水庫等人造場域。 

 

日本在 1980 年加入此公約，釧路濕原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拉姆薩濕地。位於根室地區內或附近的拉姆薩

濕地包括風蓮湖和春國岱（別海町/根室市）、野付半島和野付灣（別海町/士別市）、釧路濕原（釧路市）、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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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布濕原（濱中町）以及厚岸湖和別寒邊牛濕原（厚岸町）。在選定拉姆薩濕地的候選濕地時，日本設立了以

下必要條件： 

1.符合公約中認定濕地具有國際重要性的標準； 

2.被指定為國家保護區，如國家公園和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等，確保該地的自然環境受到保護存續； 

3.獲得當地政府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同意與支持。 

 

4. 拉姆薩公約中的「合理運用」 

拉姆薩濕地公約的核心在於濕地的「合理運用」。「合理運用」指的是公約簽署國承諾在實施行動計畫、法律

和教育計畫等管理政策的基礎上合理運用其濕地及水資源。 

 

「合理運用」的定義也包括當事國維護其濕地生態特性的義務。簽署國透過實施各種保護、維護和存續濕地

生態系統的方法來實現這一目標，以裨益人民及倚賴脆弱生態系統生存的當地動植物。 

 

北海道東部的某些地區被列為拉姆薩濕地，也是「合理運用」的範例。例如在風蓮湖有一項以拉姆薩公約

「合理運用」為基礎的文化及教育計畫。每年一月舉行的根室賞鳥節（Nemuro Birdland Festival）讓大

家了解並觀賞冬季聚集到湖畔的美麗鳥類。此外，風蓮湖是在此季節時水禽類候鳥聚集的重要停泊點。 

 

另一個例子是在釧路濕地因應外在開發計畫對該地區濕地的負面衝擊而進行的保護工作。為了應對這些

負面影響，由當地 100 家企業及志願者組成的的釧路濕地自然再生委員會（Kushiro Wetland 

Restoration Committee）正透過實施環境教育計畫和保護行動努力恢復濕地的自然環境。為恢復及保

存原生環境的具體行動包括消滅非原生動植物物種、回復河流水道的自然狀態、丘陵復育造林，以及減輕

農田及牧地對土壤的侵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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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東北海道的濕地： 

(1) 東北海道濕地概覽 

 

在日本的所有濕地之中，釧路濕原是最大的，佔地面積 220 平方公里。南北長約 36 公里，東西寬約 

26 公里。而 154 公里長的釧路川穿越濕地。作為日本最大的濕地，是日本在 1980 年第一座被列入拉

姆薩公約下的濕地。這座廣闊的沼澤地包含多種動植物，在 1987 年成為國家公園，並被指定為重要的鳥

類生態區。釧路濕原擁有 170 種鳥類，是賞鳥的理想場域，其中最知名而探求拍攝機會的是丹頂鶴。此外

也有少數的稀有極北鯢在此生活。 

 

根室地區的濕地約於 12,000 年前形成，即目前的全新世早期，被認為比其他地區更為古老。年代久遠的

其中一項原因是因為根室的濕地靠近海洋。特殊的演進環境源於向北的暖流、夏季月份出現的沿海霧氣，

以及隨著起霧而來的低溫。與歐洲及北美的濕地相比，根室的濕地形成是受到該地區的某些特殊因素所驅

動，像是氣候及地質構造等等。舉例而言，日本每年的季風所帶來的雨量遠比歐洲和北美的降雨來得多。

如此豐沛的雨量結合了鈣含量較低的地下水。融雪季節和颱風季節也使得河川經常氾濫。此外由於火山噴

發，火山灰和其他物質堆積並覆蓋在地面上。而與日本許多地區一樣，根室在該時期也經歷了海嘯。結果

就是所有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根室濕地的特色和特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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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蓮湖 

 

風蓮湖延伸自風蓮川，河水在風蓮川河口注入風蓮湖。「風蓮」一名源自阿伊努語的「紅色河川」。湖泊本身

實際上與根室灣相連，面積 57.6 平方公里，周長 96 公里，是位於根室市和別海町間的半海水湖。該湖

的形成原因是根室灣沿岸流將泥沙帶到河口而形成巨大沙洲，造成河水受沙洲阻擋而形成湖泊。湖泊周圍

由廣闊的濕地、森林和沙丘所環繞。 

 

風蓮湖是賞鳥人士的天堂，在此可觀賞到在濕地棲息或遷徙至此的 300 種左右野生鳥類。在此棲息的某

些野生鳥類為瀕危物種，像是白尾海鵰、虎頭海鵰、毛腿漁鴞和丹頂鶴等等。此外也有各種候鳥會來到濕

地，像是黃嘴天鵝、豆雁和鷸類等等，牠們會在這裡短暫停留或甚至過冬。 

 

冬季時，每年都會有傳統的冰下捕魚活動。最大的賣點不是看魚被捕上來，而是看大群的鳥類前來吃因無

法販售而拋出或從網中溜出而落在冰上的魚。看著虎頭海鵰和白尾海鵰俯衝而下捕捉冰上的魚令人熱血

沸騰，這也是絕佳的攝影機會。 

 

 

(3) 春國岱 

 

春國岱是由三座從根室半島往風蓮湖延伸的沙洲所組成的區域。每座沙洲是各別在 3,000 至 1,500 

年前的不同時代分別形成的。沙洲是由洋流不斷攜來泥沙堆積而成，三座沙洲長度為 8 公里，但最寬處

只有 1.3 公里。此地區基本上未受開發，以其三座沙洲上所生長的不同植物和樹木而聞名。例如第一座沙

洲有著原始森林以及國內最大的海岸玫瑰區之一。第二座沙洲有日本赤松林，而第三座沙洲有著巨大的樹

木。沙洲上有各式各樣的植物和水文環境，有森林、草原、濕地和潮灘，以及海岸、湖泊和沼澤環境。此外已

發現有 280 種野生鳥類在此棲息。春國岱和風蓮湖及風蓮濕地在 2005 年 11 月已被指定為拉姆薩

濕地。此地區建有自然觀景木棧道供遊客欣賞沙洲景色。建議穿著防水鞋或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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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室地區的其他濕地： 

 

長節湖長節湖位於根室半島起始處南邊的溫根沼旁。湖畔有觀音像及步道。湖泊周長約 5 公里，湖泊最

深處約 7 公尺。冬季時可釣西太公魚。 

 

溫根沼溫根沼在 2001 年被列為日本 500 個重要濕地之一，是周長 15 公里的湖泊。湖水為半海水，

呈現不透明色。湖泊景色優美，周圍環繞著蝦夷松森林。遊客也可從溫根沼大橋欣賞美景，這座橋被當地

人認為是根室市的門戶。 

 

其他除了上述的地點之外，根室市及周邊還遍布著其他各個濕地，其中幾個為： 

1. Horonitai 和 Fureshima 

2. Tanne 沼 

3. 落石西濕原 

4. 落石濕原 

5. 落石岬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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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根室可看到的鳥類 

在根室已被發現超過 370 種鳥類，吸引了許多賞鳥遊客。有些是候鳥，有些不是，有些是出於某些原因

偏離飛行路徑的流浪鳥。以下是在根室地區的濕地和沿海都能看見的熱門鳥類。 

 

(1) 虎頭海鵰： 

虎頭海鵰分布在北海道最東側及東俄羅斯和朝鮮半島等大範圍地區，可在冬季時看見。這種鷹類是日本最

大的猛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之一，翅膀展開時可達 2.5 公尺長。據估計，約有 1,500 隻虎頭海鵰

會在北海道過冬。牠們已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天然記念物，但也被列為瀕危物種。 

 

(2) 丹頂鶴： 

丹頂鶴非常美麗，被認為是鳥界的時尚模特兒，身材修長、纖長的雙腿，以及黑白分明的羽毛及代表性的

「丹頂」。此外，牠們也被視為是吉祥、長壽及忠貞的象徵，都是人類努力實現的特質。目前日本是擁有最多

此種鶴類的地方，目前約有 1,650 隻，而東北海道特別有幸擁有非候鳥的丹頂鶴族群，一年四季都可看

到。賞鳥人士很樂於親眼看到牠們，但最令人激動的是能在眼前看到這些美麗的鳥兒在雪地上舞動及鳴

叫。在冬天，最完美的明信片照片就是晴朗的藍天、皚皚的雪地，以及數隻丹頂鶴跳動並撲打著翅膀，讓旁

觀者無不喜悅。這無疑是日本最讓人想拍攝的情景之一。 

 

丹頂鶴得名於頭頂上的紅色裸露皮膚，在交配季節時顏色會變得更為暗紅。丹頂鶴是世界上最大的鶴類之

一，龐大的翅膀展開時可達兩公尺。牠們生活在北海道東部的濕地及河川地區，以青蛙、蟹類、魚類、蝸牛，

甚至是小型鳥類為食。而雜食性動物的牠們也會食用稻米和水生植物。牠們的棲地在 11 月和 3 月間是

特別活躍的覓食地。 

 

成功讓這些鳥兒免於滅絕是當地人保護及保育動物的非凡故事。多虧有這些思維先進的保育人士注意到

丹頂鶴的美麗和需求，我們現在才有幸與牠們共存。然而在 20 世紀初時，丹頂鶴被認為已經絕種了。奇

蹟似地，1920 年代時發現有約 20 隻的小群體藏身在釧路的溼地。這些丹頂鶴幸運地在明治（18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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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12 年）及大正（1912 年至 1926 年）期間從獵人的槍下倖存，這些獵人的捕殺導致丹頂鶴幾近滅

絕。多年來，由於日本和當地政府及社群的保育努力，丹頂鶴從原本的 20 隻增加至現在的 1,650 隻，

期望未來數量將持續增加。遺憾的是，這些鳥兒目前仍列為瀕危物種。 

 

冬季是觀賞這些丹頂鶴最熱門的季節，在釧路市周遭有些主要的冬季覓食地點，鶴群會前來覓食。這些地

區不僅會有鶴群聚集，也會有賞鳥者和攝影者們迫不及待將這些丹頂鶴的美好畫面記在腦海和相機中。 

 

以下列出在北海道觀賞丹頂鶴的最佳地點： 

釧路濕原展望台（釧路濕原國立公園） 

阿寒國際鶴鳥中心 

伊藤鶴居 

丹頂鶴自然公園 

 

 

(3) 蒼眉蝗鶯 

這種小巧的鳥類生活在世界各地。在亞洲北部地區，其分布於東北海道、庫頁島、南千島群島、西伯利亞和

朝鮮半島。牠們棲息在沼澤和沿海地區的森林及低地灌木地區。如果賞鳥者有幸發現這種嬌小的鳥兒鳴唱

著優美的顫音會非常開心，因為這種害羞的鳥類通常隱身在濃密的灌木叢中，不喜現身。 

 

這種鳥類是體型最大的蝗鶯，身長約 18 公分。在日本，這種蝗鶯會在六七月間生下 3 到 5 顆蛋。牠們

以昆蟲和蜘蛛為食。頭頂上的羽毛是暗棕色，而下側是淺棕色，顏色較深而與史氏蝗鶯等其他鶯類不同。

另一種庫頁島蝗鶯外型上十分相似，但下側覆蓋著較大區域的深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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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眉葦鶯 

雙眉葦鶯也是沼澤居民。廣泛分布於北亞，從蒙古到俄羅斯東南方，再到中國東部和日本北海道。這種鶯

鳥會在沼澤地帶蘆葦叢間近地處覓食，主要食用富含蛋白質的昆蟲，在草叢間捕捉可食蟲類及蘆葦叢中的

小生物。體型約 13 公分長，在日本每年六月至八月間生下 4 - 5 顆蛋。 

 

 

 

(5) 花魁鳥（簇絨海鸚）： 

 

這種海鸚一般約為 35 公分長（體長及展翅長皆是），通常為黑色而面部部分為白色。其翅膀相對較短，比

起飛行更適合游泳、潛水和追除獵物。成鳥在水中捕捉秋刀魚、西太公魚、烏賊食用，甚至也會吃海草。為

了餵食幼鳥，會用嘴喙攜帶 5 到 20 條魚。牠們喜歡築巢在峭壁邊緣或山丘高處以避免被捕食。這些鳥

類廣泛分布在北美至北海道的北太平洋地區。在日本的數量正在減少，已被列為瀕危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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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角嘴海雀： 

 

這種灰色的海雀與海鸚的關係相近，以其喙部上方凸出的「犀牛角」而得名。但這個「角」僅在繁殖期的成鳥

身上出現，且每年都會脫落。目前已發現這個「角」事實上在紫外線下會發出螢光。據信這能在黑暗中提供

光亮，讓海雀在黑暗中覓食或夜間游泳時能看到彼此。除了嘴喙上不尋常的部位，這種海雀還有其他特

色。牠們的上顎後方有特殊的尖刺，可以固定住多條魚而避免在繼續覓食時掉落。這些海雀分布在北太平

洋區域，相當常見。 

 

(7) 烏海鴿： 

 

這種鳥類體重約為半公斤多，有著黑色的嘴喙、黑色的眼睛和暗黑色的羽毛，但對觀看者來說最顯著的特

徵是牠們那鮮紅的雙腳。事實上這種鳥類的日本名稱是「kemafure」，即阿伊努語中的「紅腳」。牠們分布

於西北太平洋的北海道地帶，以及鄂霍次克海和俄羅斯千島群島附近。牠們在流冰離開海岸後不久開始繁

殖，視每年情況通常在三月中下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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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紅面鸕鶿： 

 

這種鸕鶿的分布地區也相當廣泛，從北海道東端跨越太平洋到阿拉斯加半島及阿拉斯加灣之間。身體羽毛

呈現美麗的光澤深藍綠色，翅膀則是暗灰黑色。在交配季節，面部皮膚會變成明亮的暗紅色，這也是這種在

寒冷水中活動的鸕鶿名稱由來。冬季時皮膚顏色較為暗沉。牠們會築巢在懸崖邊或高於水面的陡坡上，與

其他鳥類共存在該區域。 

 

(9) 醜鴨： 

 

這種鴨子色彩鮮豔引人目光的雄鳥有著繽紛的藍色、栗棕色和黑白色的羽毛、頭部和皮膚。身體配色如同

丑角，因而得名。嘴喙是藍灰色，眼睛偏紅。但雌性成鳥就沒這麼繽紛了，身體羽毛為棕灰色。分布地區為

北方氣候帶，從北海道到俄羅斯、北美、格陵蘭和冰島。牠們會築巢在溪流附近的隱蔽處，生活在湍急的河

川和崎嶇的岩岸地帶。遺憾的是，這種精力充沛的鳥兒常被發現身在洶湧的海浪及水域中，因在劇烈的水

中翻騰而一生飽受痛苦的骨折所苦。事實上根據 X 光檢視結果，醜鴨據說比其他任何物種身上的骨折都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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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觀光景點 

(1) 根室春國岱原生野鳥公園自然中心 

在自然中心可以了解本地的動植物。如果幸運的話，可能還能在這裡看到鶴。這裡也有很多天鵝。停車場

處提供洗手間，24 小時全天候開放。從中標津機場到春國岱約 90 分鐘，從 JR 根室站出發約 15 分

鐘車程。 

開放時間：四月 ~ 九月：9AM ~ 5PM；十月 ~ 三月：9AM ~ 4:30PM 

週三及 12 月 29 日 ~ 1 月 3 日期間關閉 

 

(2) 根室天鵝 44：道路休息站 

此休息站位於 44 號國道旁，44 號國道是通往根室市的主要道路。此設施建於原始的自然環境中，面對

風蓮湖和春國岱的牆面完全由玻璃所建造，讓遊客得以不受遮蔽地欣賞以大量野鳥聞名的湖泊和濕地景

色。這裡是近距離欣賞並與鳥兒相遇的好地方，幸運的話可見到丹頂鶴和黃嘴天鵝等鳥類。 

 

餐廳菜單上充滿魚類和海鮮餐點，這裡供應稱為「escaroppu」的當地餐點，即奶油飯配竹筍，再加上炸豬

排和醬汁。此外，魚類區售有新鮮海產。此處設施包括餐廳、洗手間、紀念品店和觀景台。 

 

(3) 落石自然旅遊船： 

根據旅遊船公司所述，此旅遊船與其他家不同的地方，在於能夠非常近距離的觀賞野生鳥類在根室周遭的

天然棲地飛翔和游泳，這是一般遊客沒有機會看到的。能這麼近距離地看到這些活潑鳥兒珍貴而自然的樣

貌是非常值得的體驗。當然，遊客能看到的鳥兒數量和種類將視季節、天氣和海象狀態而定。 

 

(4) 齒舞全景旅遊船（最東端全景旅遊船） 

參觀納沙布岬並航行 3.7 公里到貝殼島燈塔。此外，北邊是鄂霍次克海，南邊是太平洋海域，可能會出現

鯨魚、海豚、海獺和海冰。 

旅遊船全程約兩小時，營運期間為 11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30 日 

價格：成人 5,000 日圓，孩童 3,000 日圓（國中以下，需有成人陪同）旅遊船集合地點為齒舞漁業協同

組合辦公室 

 

(5) 花咲岬車石（根室車石） 

此岩石是巨大的玄武岩塊，形狀像是車輪或車胎。其名稱即為「車輪石」，已被指定為國家天然紀念物。其

地點位於花咲燈塔下，距離根室市區約 6 公里。此地區是附有免費停車場和公共洗手間的公園。 

 

 

(6) 落石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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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海岬位於根室半島的起始處，半島從此地區開始向太平洋延伸。海岬的內陸地區已被指定為國家特殊天

然紀念物（更多資訊請見去年的文章） 

 

(7) 納沙布岬 

納沙布岬的燈塔是北海道最古老的燈塔，最初建造並啟用於 1872 年。這裡有一座觀景台和可觀賞野鳥

的觀鳥處。您可以從根室車站搭乘 40 分鐘的巴士到此海岬。 

 

 

 

更多關於根室和知床（羅臼）地區的文章，請點擊此處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en/area/010 

 

 

 

 

 

 

 

 

 

 

 

 

（A:知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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ユネスコ世界遺産手つかずの大自然が残る北海道-知床 

 

知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海道的原始自

然之選 
2020-10-30 

 

1. 簡介 

對於曾經造訪過知床的旅客或對於其他想去那裡的人來說，一聽到「知床」的名稱，便會立即想到原始自然

和風景美麗的土地，許多人認為在全日本都無出其右者。無疑的知床應該被列入所有人的日本造訪處所心

願清單，因為這裡真的是未經破壞又有壯麗自然美景的地區，而且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得自然世界遺產

的傑出稱號。「知床」一詞是由阿努伊語「sir-etok」演變而來的日語，意思是「陸地盡頭」。當日本人在 19 

世紀晚期的明治年代，接管該地區時，「sir-etok」被語音化成為日語的「知床」，時至今日，無疑的該半島

仍被視為「陸地盡頭」，至少在北海道是如此。與這陸地盡頭稱號一致的是，知床半島有極端崎嶇的地形，而

且基本上與文明隔絕。事實上，半島多數地方只能搭船或步行前往。此篇文章聚焦於知床的自然特色、知

床的地理及誕生、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世界遺產的背景、兩大門戶鄉鎮（羅臼和宇登呂），以及等

候著訪客的一些名勝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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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去到那裡 

在探索知床國家公園和知床半島本身之前，您先要知道它在哪裡及如何抵達那裡。首先，知床半島位於日

本四大主要島嶼中，最北方島嶼北海道的東部邊緣。該半島伸入鄂霍次克海（太平洋）達 70 公里。 

 

有各種不同路線能旅行前往知床地區。例如，最近的機場是根室中標津機場，這裡距離羅臼有 62 公里，

還有新千歲機場（札幌）和羽田機場（東京）之間有直飛航班。女満別機場有來自東京、大阪和札幌的直飛航

班。該機場距離羅臼大約 130 公里遠，開車需要兩個多小時。如果您抵達新千歲機場，要抵達女滿別有 

50 分鐘航程。如果您打算從札幌開車旅行，您會需要不間歇的開車六到七小時才能到該地區。要抵達該

半島有各種不同景觀路線可推薦，其中之一是穿越阿寒湖和摩周湖的那條，這兩座湖泊本身也是造訪北海

道必看的景點。 

 

如果您在北海道四處旅行，網走市（半島北邊）位於 40 分鐘遠處，到釧路市（半島南邊）則要開車 3 小

時。有些訪客他們會從羅臼鎮或宇登呂鎮開始造訪知床半島，這兩個鎮各自位於半島的東邊和西邊。 

 

3. 知床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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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認為知床地區在大約 8,000 年前開始有人類居住。現已發現有多處居住地，鄂霍次克人曾在此

居住，他們是生活在 5 世紀到 13 世紀的漁獵人種，從像是附近島嶼和俄羅斯等北方地區遷移而下。這

些移居者帶來他們的鄂霍次克文明。他們古代居住地的新發現仍時有所聞，像是 2016 年在 Cape 

Chashikotsu Upper Site 發現的一處。隨著鄂霍次克文明在約 13 世紀終結，開始了阿伊努文明。阿

伊努族在知床居住了好幾世紀，仍然保有他們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包括狩獵和捕魚，以及崇拜自然和

野生動物，像是毛腿魚鴞、棕熊、殺人鯨和其他動物。與阿伊努族有關的遺跡如古屋（chise）和宗教場所

（chashi）是觀光景點，直到今日仍有一些經人發現和出土。今日的訪客能參觀許多阿伊努族專屬的歷史

和文化博物館，建立在北海道各個不同地方。 

 

儘管如此，即使有一些強而有力的人在廣大未受破壞和自然荒野居住，並且博取他們的生計，知床多數地

方仍然是無人居住、原始而且孤立。結果是過去這裡不利於人類開發，如今依然，所以算我們幸運，這種嚴

苛環境正好救了知床免遭人類開發。因而被保留成為現狀，知床保持成為原始自然、珍貴荒野生物及令人

張目結舌的美麗風景寶庫，可供我們所有人欣賞。 

 

 

4. 地理 

知床的獨特環境大多是受到在知床四周形成之季節性海冰影響，這裡是北半球海冰形成的最低緯度（約為

北緯 44 度）。半島伸入位於太平洋中的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的冬季海冰供應豐富養份，讓早春的浮

游生物能生長茂盛，支撐著知床的海洋生態系統。這浮游生物從而成為海洋生物和魚類的食物來源，又再

成為鳥類和陸上動物的食物，就像棕熊，靠著捕食迴游河流產卵的鮭魚維生。（知床是日本最大棕熊群體的

家園。） 

 

本半島寬 25 公里，自半島開始延伸進入海洋處，長約 65 公里。其土地面積約為 1,000 平方公里。海

岸線非常崎嶇，遍布著高聳的岩石和懸崖。沿著半島長度伸展的背脊骨，是在半島中心形成的火山山脈，包

括活火山夷王山；以及半島最高峰羅臼岳，海拔 1,661 米。因為有無數的火山，使知床擁有許多溫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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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熊之湯温泉和羅臼的相泊溫泉，此外，還有源自神之水溫泉瀑布的宇登呂溫泉河流。 

 

5. 氣候 

溫暖的春/夏季節短暫，從 5 月初到 9 月中。一般而言，白雪從 10 月底開始下在山上，積雪持續至 6 

月；然而在最高的山峰，積雪會持續整個夏季。本地區一般被視為潮濕大陸性氣候，但是知床東側和西側的

天氣傾向有別。這是因為有 1,500 米高的山脈貫穿半島中央而且受到海洋圍繞。東部海岸有來自太平洋

的海霧和風，傾向在冬季較暖而夏季較涼，但是會有大量降雨。西部海岸較為乾燥，但在夏季較熱而冬季較

冷。 

 

寒冷的親潮沿半島東側流向西南，宗谷潮則從鄂霍次克海流向東南。在冬季，宗谷潮會帶著鄂霍次克海的

海冰南下，在知床半島海岸聚集成堆。當這海冰在晚冬早春開始融化而流散時，變成巨大的觀光客魅力點，

有許多觀光客專程前來，從遊覽船隻和岸上觀景區觀看「流冰」。 

 

6. 陸地形成 

火山遍布於半島中央，多數山岳的海拔為 1,500 米。最高的是羅臼岳，海拔 1,661 米。知床半島是由海

底火山和兩大地層板塊活動所形成。特別是半島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八百六十萬年前，當海底火山開始噴發

而其灰燼和熔岩流開始經年累積，沿著海底堆積而上。儘管半島仍然在海面下，但是在約一百萬年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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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板塊滑入北美板塊之下，結果北美板塊被迫升出海面，於是誕生了知床半島。在約五十萬年前，沿著半島

中央排列的火山持續噴發，形成一長串山脈延伸變成今日整體半島長度。這些火山及其噴發的熔岩與火山

灰，形成怪異的岩石，峭壁、柱形接合，產生知床多樣卻獨特的美景，供我們今日欣賞觀看。 

 

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選拔 

知床於 2005 年被加入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自然世界遺產名單中。1200 平方公里左右的半島，有 

711 平方公里被指定為遺產區，包括半島綿長的中央部份，一直到知床岬尖端。基本上，該地區排除了集

中於半島底部人口稀疏的居住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許多理由要把知床加入。理由之一為，知床是海洋與陸地生態系統互動，進而產生超

乎尋常之海洋地表生態系統的特殊範例。另一理由則與這獨特生態系統有關，其受到冬季在半島周遭形成

之季節性海冰的影響。此外，這裡也是無數海中、空中和陸地動物的主要棲息地，其中有些動物是瀕臨危

險的，像是毛腿海鴞和北海獅。 

 

知床因為其獨特的環境，於 1964 年元月 1 日，由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公園。該國家公園架構確保知床

成為國家公園，結果使其原始自然受到保護。知床開始走上成為自然世界遺產候選名單的途徑。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只用了兩年，便賦予知床世界遺產稱號，從日本在 2003 年提名該地做為候選者，直到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於 2005 年決定將知床列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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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羅臼鎮 

羅臼是知床半島的南方門戶，而且位於北海道的根室地區。從羅臼到位於知床半島西側的宇登呂有 30 

公里，經由在晚春到初冬時間開放的知床橫斷道路跨越。羅臼的面積幾乎有 400 平方公里，人口約為 

5,400 人。在阿努伊語中的「raushi」被改成「羅臼」，意思是「低地」。羅臼鎮中心位於羅臼港，羅臼河在那

裡入海。羅臼的經濟由三種產業支撐：漁業、一般零售業和觀光業（知床國家公園）。海帶是熱門的海產食

品，從羅臼近海收穫的海帶很有名，受到全國各地美食餐廳高度歡迎。 

 

為羅臼服務的是根室中標津機場。從機場到羅臼的車程約 1 小時。國道 334 號線有一部份包括從北到

南切穿半島的知床橫斷道路。然而由於道路處於偏遠北方地區、海拔 738 米高的極端位置，這條道路依

每年情況而定，會從 11 月中到通常大約 4 月底到 5 月初封閉交通。因此，在冬季月份，只能從南方北

上的國道 335 號線抵達羅臼，這條道路連接著本鎮到根室及釧路。 

 

羅臼多數的住宿設施很基本，像是民宿（和式風格，家庭經營的客房）和西式風格的客房，但是也有幾家中

型和大型旅館。膳食由當地用餐或住宿設施提供，大多偏重於無比新鮮的魚類和當地捕獲的海產。 

 

9. 宇登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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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登呂是約有 1,000 人的小鎮，這裡是進出知床半島的西邊門戶，位於半島臂的西（北）側，基本上位於

國家公園入口。就其相對於其他附近鄉鎮的位置而言，離斜里有 40 公里及離羅臼有 30 公里，能藉行

經跨過穿越半島的知床橫斷道路抵達。 

 

關於宇登呂鎮內的住宿處，有「民宿」（家庭經營的 B&B）和大型旅館風格的日式酒店（有些設有戶外露天

風呂浴池），大多在宇登呂溫泉區附近。宇登呂溫泉（也稱為知床溫泉）開鑿於 1971 年，如今因為被訪客

選為過夜住處，成為宇登呂鎮最大魅力力之一。溫泉水含有鈉和鐵，所以水色為棕色。20 多家溫泉中有一

家是「夕陽之湯」，這裡因為浴客們能欣賞到鄂霍次克海落日景觀而受歡迎。 

 

在鎮內沿著港口岸邊有許多大型岩石，包括被稱為「哥吉拉岩」的和另一被稱為「三宅岩」的。然而最大的岩

石是約有 60 米高的鄂羅克岩。岩石名稱衍生自該地區的原始住民，即鄂羅克人。您能爬上 170 級的階

梯，在岩石頂端行走，還能站在平台觀景區上，在那裡觀賞小鎮、知床山脈和海岸線的全景。日落時的景觀

特別動人。在岩石處設有免費停車和洗手間。 

 

10. 知床的觀光景點和活動 

(1) 羅臼 

 

A. 羅臼遊客中心 

羅臼遊客中心能為不熟悉該地區的健行客、操舟客和其他尋求戶外活動者，提供資訊和關於他們人在知床

時，所需遵守之規定、限制和行為舉止的講座。此外，該場所還展示海洋與陸地生態系統兩者的展覽，也會

說明這些系統如何連接和彼此互動。 

 

B. 羅臼野外館 (Rusa Field House) 

如果您打算戶外健行到知床岬地區，羅臼野外館是您該去的頭一站。這裡提供您計畫安全旅程所需的最新

通盤資訊。對於普通觀光客而言，這裡有展示知床地區的海洋和動物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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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羅臼町鄉土資料館 

本館有涵蓋知床地區歷史、文化和自然的展覽。這些包括來自知床的文物，像是陶器和工具及罕見當地動

物的填充動物標本。這裡也有由當地人提供給資料館的展覽，描述人們的生計，像是捕魚。 

 

D. 瀨石瀑布 

瀨石瀑布位於羅臼北邊的國道 87 號線上，是日本最東邊的瀑布。春季雪融時，是每年瀑布最壯觀時刻，

從 30 米高處傾瀉而下。事實上有些年度的融雪量大到使雪水溢流到國道 87 號線上。在瀑布向下煩流

而進入海洋處附近的崖頂，生長著與美麗造型盆栽神似的雲杉和松樹。 

 

E. 乘船遊覽 

乘船遊覽是觀賞知床野生動物的絕佳方式。在春季到夏季（4 月底到 10 月中），會有乘船遊覽，能有機會

看到鯨魚、海豚、殺人鯨和各種鳥類。在冬季則會舉行流冰和鳥類遊覽。 

 

還有用較小船隻舉行的遊覽，能帶您前往知床岬。在春夏之間，沿著海岸線可以看見棕熊，在水中可以看到

海洋動物、鳥類和流冰。 

 

F. 羅臼國後觀景塔觀景塔 

雖然距離鎮中心不遠，但是位於陡坡頂端，所以高度建議搭乘汽車或巴士沿著漫長蜿蜒的道路上山而不要

走路。您也能看見羅臼岳和正值季節期間的流冰。您還能在塔內看到關於北方領土的展覽和電影。 

 

G. 知床/羅臼國道休息站（道之驛） 

這個國道休息站位於沿國道 335 號線進入羅臼鎮的路線上，而且剛好位於鎮中心之南。休息站建物前方

面對著根室水道、北方領土和國後島。您能從建物後方看見知床半島最高峰，海拔 1,661 米高的羅臼岳。

這個休息站有餐點、飲料、洗手間、紀念品和關於健行步道、附近名勝、住宿、用餐及乘船和巴士觀光遊覽

的觀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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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宇登呂 

 

A. 知床自然中心 

知床自然中心位於知床國家公園入口處，離宇登呂有十分鐘車程。訪客能在這裡獲得的資訊，不僅與公園

本身有關，還有例如看熊的資訊。此外，中心設有大螢幕影片顯示器和手工製作展示板。這裡除了紀念品

店還有餐廳。 

 

來到知床自然中心的訪客能沿著從自然中心開始的 2 公里步道，在 20 分鐘內走到乙女之淚瀑布。這條

步道穿過森林和草地，最終抵達懸崖頂端的觀景台，訪客能從那裡俯瞰觀賞 100 米高的瀑布。水源來自

融雪和知床山脈的降雨。在步道上行走時，您可能會發現野生動物，像是鹿、鳥和狐狸。對於那些不是很想

冒險走到瀑布的人，這裡有從宇登呂出發的觀景船遊覽，能走水路前往瀑布。 

 

B. 知床世界遺產中心 

位於宇登呂/知床國道休息區附近的這個中心，展示著以知床為牠們家園的無數棕熊、鹿和其他動物照片。

此外，中心會說明如何管理該世界遺產。對訪客同樣重要的是，在造訪知床時，他們需要遵守的相關規定和

行為舉止的非常重要資訊。高度建議在造訪該地區前先在這中心停留一下，因為這裡能為知床半島提供優

良介紹，包括有絕佳景觀美景的 15 分鐘影片。 

 

C. 神之水溫泉瀑布 

這些溫泉（大多為半熱）瀑布最先始於從知床硫磺山側噴出的滾燙熱水。靠近源頭的水溫較熱，然後隨熱水

沿山側流下並與河水混合，溫度逐漸開始變涼。這自然現象產生出不太尋常的戶外泡澡體驗。然而時至今

日，水溫較高的上方地區已經因為落石危險而被封閉，只留下 140 米的河流可供泡澡。 

 

這瀑布的位置離宇登呂有 24 公里。您該知道前往瀑布的最後 11 公里需要行經碎石路，是一段崎嶇顛

簸的路程。那裡也有從斜里巴士站、宇登呂溫泉巴士站、知床自然中心和知床五湖開往瀑布的巴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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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因為該瀑布在仲夏期間如此受歡迎，在 8 月旅遊季顛峰期，只允許巴士/接駁巴士行駛在前去通

往瀑布健行步道的道路上。對於訪客季節的其他月份，通常是從 5 月底或 6 月初直到 10 月底，您可以

自己開車去通往瀑布的健行步道啟點。 

 

在您抵達停車區後，那裡要爬一段很陡的坡，才能到達沿著河流的泡澡區。步行上坡要花大約 10 分鐘。

在您衣服下穿泳裝是個好主意。由於這裡屬於充滿野生動物，包括有熊的地區，請小心行事並聽取當地管

理員的忠告。附帶一提的是，根據某些訪客說法，在這條路上發現野生動物，像是鹿、狐狸和甚至是熊，比

泡在河中更刺激。封閉：因為下雪，會從 11 月初封閉到 5 月底或 6 月初。 

 

D. 知床五湖： 

知床五湖是因為很久以前硫磺山噴發的結果而產生，並且被地下泉水填滿。這些熱門湖泊是極受歡迎的名

勝，對於任何造訪知床的人而言，絕對是一大亮點，能提供所有年齡訪客接觸知床原始自然的良機。 

 

有兩種方法能遊覽觀賞這些湖泊。一種是走以停車場為啟點高架木板道。這要花大約 40 分鐘走完 1.6 

公里的來回路程。木板道的高度在 2 到 5 米之間，配備有 7,000 伏特電流的通電圍籬，以便趕走任何

可能也想走在木板道上的棕熊。使木板道上的健行客能受到保護免於和不樂見的動物，特別是棕熊遭遇。

沿著木板道設有兩座觀景平台，您能在那裡觀賞下一座湖泊、其他湖泊、鄂霍次克海和知床山脈的美妙景

色。走在木板道上不需收費，坐輪椅也能使用，而且在公園開張的整個季節都開放，通常是從 4 月底到 

11 月底。 

 

觀賞湖泊的另一種方式是走自然步道，步道有兩條。一條長 1.6 公里並通往第一座湖泊。步行來回約需要 

40 分鐘。另一條步道有三公里長，而且穿越所有五湖並需要約 90 分鐘才能走完。若是發現有熊，這些

步道總是會被封閉。走在步道上的情況依季節而不同，亦即有熊季節和無熊季節。例如從公園開放的那一

天，直到 5 月 9 日，以及從 8 月 1 日直到公園該年開放的最後一天。訪客能自行走在步道上而不需有

導遊，因為比較少會看到熊。然而在開始走上步道前，訪客必須聽取簡短講座及每人付出 250 日圓的入

場費。 

 

從 5 月 10 日到 7 月結尾，當熊比較活躍而經常出現時，訪客必須參加由領有自然導覽執照導遊所率

領的遊覽。（請注意不論是否有熊季節，資訊豐富的導遊遊覽會在整個遊客季節運作。）遊覽約需三小時，

每十分鐘出發一次及每人收費 5,300 日圓。每次遊覽只允許 10 人參加，儘管提前預約並非必要，但是

仍建議預約，而且能用公園的英語網站來提前預約。 

 

開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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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知床五湖的道路，在冬天從 11 月底到 4 月底封閉。從宇登呂走主要道路進入國家公園約五公里，

直到您抵達知床自然中心。在中心左轉然後行車約十公里，直到您抵達鋪設道路末端的知床五湖遊客中心

停車場。（停車費為 500 日圓） 

 

知床五湖導遊遊覽 

季節：5 月 1 日 – 10 月 31 日 

費用：大人（12 歲及以上）5,300 日圓/兒童（4 歲到 11 歲）3,200 日圓/嬰兒（0 歲到 3 歲）1750 

日圓 

 

知床五湖的冬季旅遊 

苦寒冬季的知床是另一種世界的體驗，您有機會能親眼見到，能在冰冷氣溫和雪中生存的野生動物。這些

日子以來，為了添加知床體驗，現在也開始在冬季舉行經過安排的遊覽，讓訪客能走在冰凍湖面上及觀賞

鄂霍次克海中的流冰。需要預先訂位。 

 

費用，每人 6,000 日圓 

從元月 23 日開放到 3 月 22 日 

持續時間：4-5 小時 

（上午：8:00 時～12:30 時） 

(下午：12:30 時～17:00 時) 

最高人數：9 包含靴子、帽子和手套。雪橇可以免費租用。 

注意：體重超過 100 公斤的人不能參加冬季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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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遊覽知床時的規定、行為舉止和常識 

知床是很特別的地方，就某方面而言，不同於任何其他地方。這是因為直至今日它大多仍保持成未經人手

接觸的原始地區。多數訪客已經知道並遵守下列「絕對不做」所列出的行為。此外，雖然愛好自然者知道在

他們造訪前查看天氣預報的重要性。然而做為提醒，請閱讀所有這些基本規則並牢記這些，以確保您能擁

有值得回憶和沒有困擾的知床造訪。這些規則為何是明顯常識，有其明顯理由而不需多做解釋。在知床要

遵守這些規定的需要，在生態旅遊精神之下特別重要。我們在所有時刻，都會感激您的合作和諒解，好讓您

能保持自身安全，同時保護這原始自然和自在遊蕩其中的野生動物。 

 

絕對不要走近野生動物。 

儘管多數訪客期待看到野生動物，但過於接近野生動物可能會很危險。當然不用說，熊可能會極端危險，但

即使是鹿和其他動物，也可能會對訪客很好鬥，像是帶著剛出生後代的母獸和在交配季節期的雄性動物。 

 

絕對不要餵食野生動物。 

這包括絕對不要直接餵食動物和絕對不要拋擲食物或留下食物給動物和鳥類。 

 

絕對不要在您駕車時超速或開太快。 

動物，特別是大型動物，會沒來由的跨越道路並跑到您車子前方，傷害到牠們自己和損壞您的汽車。 

 

絕對不要離開您的汽車去車外觀看道路上或道路附近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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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從汽車看到動物，要留在您的車內。此外，也務必要對車窗投注最高謹慎，特別是在車窗開啟時。 

 

絕對不要觸摸、切割和折斷草叢、樹木和花卉等。 

所有植物生命都需保持原始和自然，並且維持在您造訪前的相同情況。 

 

絕對不要亂丟垃圾，只能丟在垃圾桶。 

 

絕對不要在戶外食用或烹煮任何食品。 

這包括所有種類的食品項目，像是點心、糖果、甜點、口香糖等。您只該在能安全吃東西的時間和地點，才

可以這樣做。 

 

絕對不要吸香菸、電子菸及其他這類產品。 

 

絕對不要搽香水。 

 

絕對不要走在指定路徑之外。 

除了您會遇上好鬥或強壯動物的風險外，您還可能損及植物生命，也可能因為摔落而受傷。 

 

絕對不要在平坦土地、濕地和其他這類地區的草地上行走或休息。 

如上所述，您會損壞到植物生命。 

 

絕對不要攜帶任何會傷害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的物品 

 

絕對不要帶您的寵物去自然健行步道、草地區、濕地等地方。 

有些訪客會帶他們的寵物旅行，大多是狗。當狗看見其他動物時，可能會變成很好鬥和吠叫，變成難以控制

而且狂野亂跳。 

反過來說，野生動物也會對展現這種行為的狗變成好鬥，所以寵物在知床野生區域不屬於戶外。 

 

天氣提醒事項： 

在您前往知床之前查看天氣預報，好讓您知道在您停留期間的可能氣溫和天氣情況。 

 

人在知床時，查看每日天氣預報並依此規劃您這一天該怎麼穿著和攜帶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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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您能查看天氣預報並依此而規劃，仍然需要記住在世上北方地帶的天氣和氣溫，在一天內經常會有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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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標津町） 

趣のある小さな町に大都市の快適さ-中標津町 

 

中標津:有大城特色的小城氛圍 
2021-01-14 

 

1. 導論 

1-1. 背景資訊中標津是北海道東邊的市町，有大約 23,000 人口，而且實際上跟位在羅盤上四個方向的

某些北海道「必看」景點，均約為 100 公里等距。例如在北面的知床半島，是面積有 475 平方公里的原

始大自然，被指定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在南面的釧路市，是前往受到拉姆薩公約保護下，也是

丹頂鶴家園之日本最大濕地的門戶城市。在東面的是野付半島，是伸入根室海峽的沙洲，有獨特的植物、

野鳥和海洋生物生態系統。還有西面的摩周湖，是有世界最清澈湖泊之譽的火山口湖。 

 

抵達本町之後，儘管有快點出發前往市町外景點的誘惑，但來到中標津的訪客都會看出，本町值得花些時

間探索。本町雖小卻充滿藝術家和匠人以及前衛創作者，在美食、烘焙、木工、作畫和其他領域中展示他們

的才華。此外，中標津這個市町住滿了年輕人，在北海道 179 個城市與町村中擁有第三年輕的人均人口

*。中標津的居民以他們的市町為榮。他們善用眾多時尚咖啡館、餐廳和商店的優勢，這些均不遜於在大都

市中所見到的。中標津是能提供遊客，由其居民保有之獨特北海道氛圍的市町，同時仍然由其年輕居民加

以開發，創造出他們自己的中標津風格「酷炫文化」氛圍。 

 

*本市町有北海道第三年輕的人均人口（截至 2020 年元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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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歲市：總人口 96,751/65 歲以上者 22,315/23.1% 

  第二：猿払村：總人口 2,610/65 歲以上者 645/24.7% 

  第三：中標津町：總人口 23,283/65 歲以上者 6,046/26.0% 

 

（資料來源：北海道政府網站） 

 

 

1-2. 產業 

(1)主要產業：乳品養殖業 

中標津區聲稱擁有北海道第二高量的牛乳生產。儘管牛乳產量龐大，但多數被製成乳類食品像是冰淇淋和

乳酪，而不是以鮮奶出售，當地產製的高達乳酪是最引人注目的。多數乳品養殖業屬於大規模而且機械

化。中標津地區是母牛數（截至 2020 年 9 月為 43,151 頭，資料來源：家畜改良中心）超過人口數

（23,000）的地區之一。這種母牛數集中度是日本第五大。在 2014 年 4 月，當地政府核可立法要進一

步提升牛乳生產，展開像是送出小瓶鮮奶做為「迎賓牛奶」，送給抵達中標津機場乘客的促銷活動。此外，中

標津有一家乳農，是日本首先推出名為 NA2 MILK 之優質牛乳產品線者，產品具有能使不耐乳糖者更

容易消化的遺傳特性。（日本有許多不耐乳糖者）日本最大的乳類產品製造商雪印麥格牛奶在中標津設有

工廠，只用來自中標津的牛奶製造高達乳酪。 

 

(2)次要產業：蔬果種植業 

中標津地區也專精於種植日本人餐桌上常見的園藝蔬菜品項。所種植的熱門蔬菜包括大根白蘿葡和馬鈴

薯。中標津也種植了大量的甜菜，提供商業甜味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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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往該處 

中標津以本身擁有機場而自豪，這是日本最東邊的機場。開車、搭計程車或巴士進入町內只需短短 10 分

鐘，使其成為日本境內最方便的機場。從札幌飛來的距離是 280 公里，而從札幌搭火車和巴士的旅行距

離則為大約 380 公里。 

 

・飛到中標津機場的飛行時間： 

    千歲機場（札幌）：50 分鐘。 

    羽田機場（東京）：1 小時 40 分鐘。 

・搭火車/巴士時間： 

    札幌：大約 7 小時 

・開車時間： 

    札幌：4 小時 40 分鐘 

    中標津機場到中標津町：開車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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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土地的格局 

中標津町位於北海道根釧台地的東南部，距離太平洋有 20 公里。 

 

中標津町的面積超過 680 平方公里，多數部份為海拔 50 公尺高，從東向西延伸 42 公里，從北到南

為 27 公里。距離位於太平洋岸的標津町有 20 公里。「標津」之名一般認為是衍生自阿伊努語的「si-

pet」一詞，意思是大河，意指流經中標津的標津川。中標津町的中心地區，沿著由標津川形成的平坦河岸

興建。 

 

市町的北面是知床半島及從太平洋沿著半島脊梁延伸遠至中標津地區的知床連山。標津山（或標津岳）高

度略微超過 1,000 米，是由火山形成的知床連山其中之一，而且從距離市町 15 分鐘車程，高 270 公

尺山上的開陽台觀景台觀賞時，是一幅美麗景像。 

 

4．氣候 

本地區為內陸氣候，有北海道最低的平均降雪量。 

・2 月（最冷月份）的平均溫度為攝氏零下 6.9 度 

  （有記錄的最低溫度是攝氏零下 26.0 度） 

・8 月（最熱月份）的平均溫度為攝氏 17.7 度 

  （有記錄的最高溫度是攝氏 36.5 度）・最高降雪量（深度）：6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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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町的魅力與迎賓精神爆錶 

儘管北海道許多其他城市有較大的人口數，但中標津町是該地區的商業中心，有足夠的零售商店、飲食

店、醫院，甚至有自己的機場，使其成為絕佳造訪之處，如果您尋求比較緩慢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考慮定

居。中標津是在促進設計來歡迎都市住民前來中標津居住，並且享受鄉村生活的倡議上，非常積極主動的

市町。市方甚至有計畫，可以出租土地給想嘗試自行種植農產品的人們。町內人民希望有更多人前來，過

著中標津所提供的緩慢卻滿足而且優質的生活方式。下面有些使中標津成為定居及造訪絕佳處所的特色。 

 

(1) 中標津町擔任北海道東部的空中交通樞紐，位置距離中標津機場只要 10 分鐘車程，有從千歲機場

（札幌）和羽田機場（東京）起飛的班機抵達，距離分別為 50 和 100 分鐘遠。 

 

(2) 儘管市町沒有火車服務，但是有中標津町交通中心（巴士站），由阿寒巴士公司和根室交通公司提供服

務。此外，還有由市方營運的當地市內公車。 

 

(3) 中標津是在根室地區內充滿活力的商業中心，吸引來自北海道和日本的人們。 

・這裡的所有四個方向均有無數旅遊景點圍繞。 

・這裡有充沛的商業和醫療設施來照顧現有需求。 

・這裡被開發成為根室地區的核心城市。 

・當地醫院有能力治療 14 種醫學領域中的病患，此外還能提供醫療後送直升機。 

・對於有 23,000 人口的市町而言，這裡有五家超市（包括全國品牌），還有 18 家便利商店。 

・有六處溫泉的位置近到足以從市町做輕鬆一日遊。 

 

擁有約 180 家各種類型的飲食店，本市町提供大量飲食方面的選擇。在這些地方中，有九家名列北海道

米奇林指南中。村上烏龍麵（麵店）位於中標津町的市中心，距離中標津機場有 10 分鐘車程。身為店主的

主廚村上悠也，在 2015 年開設這家店，懷抱著進一步推廣烏龍麵文化，以及使烏龍麵成為中標津居民生

活一部分的抱負。這個地方很熱門也很美味，供應傳統烏龍麵和一些具有非傳統口味的，像是培根雞蛋。

該店的明亮室內裝潢屬於現代和式。以白色做為底色，該店納入天然木材要素做為裝潢重點。客人感覺隨

時受到歡迎，不管他們是獨自還是帶著朋友和家人前來。菜單當然主要由烏龍麵菜餚構成，像是素烏龍

麵、牛肉烏龍麵、咖哩烏龍麵、油炸豆腐烏龍麵、蔬菜烏龍麵及天婦羅蓋烏龍麵。比較有趣的天婦羅種類是

竹下牧場莫札瑞拉乳酪天婦羅。所提供之最有創意的烏龍麵，也成為該店招牌菜餚的是「培根雞蛋烏龍

麵」，上面蓋著在中標津製作的刨絲高達乳酪。當雞蛋培根端上您的餐桌時，店內員工會不停刨著高達乳酪

絲，直到你說「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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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出了中標津市的餐廳。從左上方：第一，村上烏冬面, Osteria Felice，知床神宮館 SORA 

 

6. 由當地中標津文化啟發的新創意與創新 

中標津的自由氛圍已經推進了不同產業間的協作。下面是可供造訪的一些有趣地方。 

 

(1) 佐伯農場：有餐廳和美術館的乳品農場 

農場主人先是在農場上開設餐廳，在餐廳內展示筒倉的木版畫。他決定要讓更多人欣賞版畫，便把一座

閒置筒倉改成美術館，命名為荒村版畫美術館，因為他一開始所展示的，是專門製作母牛木版畫的知名

畫家作品。結果美術館因為該畫家有名氣而變成熱門，從而佐伯農場也因為美術館和餐廳而成名。那裡

有個麵包攤從上午 8 時開張，服務那些想在農場小徑散步的早起人們。每個麵包品項是 200 日圓，

因為麵包攤沒人照管，所以人們要依榮譽制付錢。 

 

(2) 心花查理和 UB 咖啡 (Heart Flower Charl!e/ UB Coffee)：欣賞花卉、戶外商品和咖啡 

這家店是花卉、戶外商品和咖啡店的組合。歡迎顧客在空閒時間瀏覽店內商品和飲用現泡咖啡。來到本

地區的訪客能享受坐在環繞中央火爐的碩大、圓形木製餐桌旁邊，享用他們的咖啡；與家人、朋友和當

地居民聊天；了解這個地區；分享故事；以及結交新朋友。 

 

(3) 富岡洗衣店：由中標津保護自然精神啟發之對生態友善的洗衣清潔劑 

富岡洗衣店已開業超過 65 年，開發出成為全日本聞名的洗衣清潔劑。聲譽如此之好，使其能在主要網

路購物網站發賣，也成為部落客的主題。這個在中標津開發的本土生產清潔劑，不會在像棉布的天然纖

維上，殘留任何額外或不需要成分，從而能防止損害纖維並保存其特色外觀和感受。此外，由於使用最

少的香精和漂白劑，也把對纖維的損害減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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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段：La Laterie ＼下半段：富岡洗衣店 

 

7. 該看和該做和該吃的事物 

(1) 道立夢之森公園（夢幻森林公園） 

道立夢之森公園是中標津的公立公園，位於中標津機場旁邊的美麗自然環境中。由於平均溫度在攝氏 7

度，這地區有全北海道最冷的平均溫度。本公園被劃分成三個「區」：中心區、輕度運動區（高爾夫球和足球

比賽的草地區等）以及連接到中標津機場而且位於前者機場跑道上的「翼區」。 

 

本公園在 5 月到 11 月，從上午 6 時開放至下午 7 時，在 12 月到 4 月，從上午 8 時開放至下午 

6 時。全季節的訪客中心從上午 9 時開放至下午 5 時，類似一枚巨型銀蛋或是飛船。在夏季期間的活動

區，會舉行露天音樂會而且訪客能打籃球。在冬季訪客能乘雪橇。視季節而定，訪客能租用像是球類（足

球、躲避球、籃球和排球）物品、烤肉設備、越野滑雪裝備、雪橇、高爾夫球桿和自行車。 

 

(2) 家具之北辰：創新傢俱、室內裝潢及其他 

北辰被稱為「傢俱店」，但是它還提供傢俱之外的許多其他商品。這裡是居家用品的寶庫，全部都緊湊地排

列在地板上和懸掛在牆壁上。這裡是很棒的消磨時間場所，甚至能為您家中添購一些新物品。某些特賣商

品的範例包括時尚的木製品和藝術品，以及燈具、室內照明、帷幕、地毯和辦公室設備。有些商品是古董，

另外有些是從亞洲進口的，還有些有趣的廚房用品。此外，還經常會有龐大系列的居家植物和園藝商品提

供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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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標津町鄉土館（本館） 

開幕於 1971 年 7 月的這座博物館展出當地歷史、產業和自然科學的展覽。這座博物館擁有大約 

1,500 件展品，像是史前文物、來自中標津初期階段開發的材料，以及顯示早期生活方式和產業的材料。 

 

(4) 中標津鄉土館（綠丘分館） 

這座建築物於 1928 年原本被興建成為北海道農事試驗場場根室支場。當支場關閉時，其於 1983 年被

修復建設成為中標津鄉土館（綠丘分館）。在 2009 年，本建築物被登錄為國家有形文化財。在這裡展示

的參考材料與文物大多與農業有關。 

 

(5) 松牧場：在北海道廣大的戶外體驗騎馬 

松牧場於 1971 年在中標津建立。這裡被大片森林和綿延牧場土地環繞，牧場的馬匹能自在倘徉於這天

然環境中。這種養馬之道乃是「松牧場之道」，依照牧場主人的說法，這是唯一的養馬之道。所有可供騎乘

的馬匹，都是在松牧場出生和長大的。這些馬匹既馴服又溫順。牠們變成信任人類而且習慣於有人類作

伴。因為對養育如此溫順馬匹給予的照料，任何想騎馬的人都能這樣做而不會感到畏懼。騎馬者可以是想

騎馬之任何年齡的任何人，包括兒童和老人。農場為各種騎馬經驗層級的人提供騎馬課程，從絕對的初學

者到有經驗的馬術家。在任何人開始騎馬之前，松牧場的員工會以介紹做為開始，以便讓騎士和馬匹兩者

熟悉彼此。在初學者對於在農場地界內騎馬感覺自在後，他們隨後能前往附近的田野和林區。訪客應該注

意實際的騎乘時間，會比各種課程所述的時間要短許多。這是為了保有足夠時間來為馬匹上鞍，與馬匹發

展融洽關係，然後在騎乘之後，還要收拾裝備和清理。那裡全年均有提供給所有騎術層級的各種課程，讓訪

客能享受春季和夏季的花卉和綠野，秋季的落葉和冬季白雪覆蓋的田野。 

 

所有的騎士都要獨力自行操控他們自己的馬匹。員工不會用手牽住馬匹，而且在任何課程中，均不提供「牽

引式騎馬」的選項。 

 

(6) La Laterie：使用中標津當地鮮奶製作自製產品 

自從 1992 年開業，La Laterie 一直使用中標津自身當地生產的鮮奶，自製乳類產品和甜食。他們最早

產製全天然優酪乳飲品和冰淇淋，不使用添加劑，這些很快不僅在中標津成為暢銷產品，在別處也一樣。它

的義式風格冰淇淋變成極為熱門。 

 

(7) Porte de Bonheur：夢想著蛋糕 

這家精緻的麵包店製作龐大多種的全自製糕點、奶油泡芙、果餡塔、個別蛋糕、裝飾蛋糕、蛋糕捲、餅乾、布

丁和使用當季水果的蛋糕。。展示櫥窗、貨架、桌面和攤子上擺滿所有種類的好料。受到這麼多外觀可口而

誘人的甜點圍繞時，要挑選您喜歡的品項很困難。令這家店的蛋糕和一切凸出的，當然是只能在中標津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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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特別訂購奶油。許多烘焙商品是以預先裝盒的方式呈現，能當成絕佳禮物。 

 

(8) 村上烏龍麵：提供烏 

龍麵的西式變化村上烏龍麵（麵店）位於中標津町的市中心，距離中標津機場有 10 分鐘車程。身為店主

的主廚村上悠也，在 2015 年開設這家店，懷抱著進一步推廣烏龍麵文化，以及使烏龍麵成為中標津居民

生活一部分的抱負。這個地方很熱門也很美味，供應傳統烏龍麵和一些具有非傳統口味的，像是培根雞

蛋。該店的明亮室內裝潢屬於現代和式。以白色做為底色，該店納入天然木材要素做為裝潢重點。客人感

覺隨時受到歡迎，不管他們是獨自還是帶著朋友和家人前來。菜單當然主要由烏龍麵菜餚構成，像是素烏

龍麵、牛肉烏龍麵、咖哩烏龍麵、油炸豆腐烏龍麵、蔬菜烏龍麵及天婦羅蓋烏龍麵。比較有趣的天婦羅種類

是竹下牧場莫札瑞拉乳酪天婦羅。所提供之最有創意的烏龍麵，也成為該店招牌菜餚的是「培根雞蛋烏龍

麵」，上面蓋著在中標津製作的刨絲高達乳酪。當雞蛋培根端上您的餐桌時，店內員工會不停刨著高達乳酪

絲，直到你說「停」為止。 

 

(9) 兩種當地「乳香」中標津特產 

・中標津乳香咖哩： 

每一份個別上桌的咖哩內含 100 毫升的當地中標津鮮奶。由於有高度鮮奶內涵，咖哩基本上是「白咖

哩」，看起來比較像鮮奶油燉。市町內的店家遵循由中標津餐廳聯盟於 2009 年設立之同一「乳香咖哩」

標準，以便確保不管是在哪裡供餐，中標津乳香咖哩的口味均能保持一致。 

 

・中標津乳香拉麵： 

這種每份內含 100 毫升鮮奶的拉麵被正式命名為「中標津乳香拉麵」。當然只使用在中標津生產的鮮奶。

與對中標津乳香咖哩的規定不同，供應乳香拉麵的店主能自由創造他們自己的獨特口味，只要他們在每份

拉麵中加入 100 毫升鮮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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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更多有關根室和知床（羅臼）地區的文章，請點擊這裡：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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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標津町）サケとの共生の歴史-標津町 

 

標津鎮:與鮭魚的漫長緊密連結 
2021-01-14 

 

1. 標津鎮概況 

(1) 序言： 

標津鎮（日語為標津町）的人口有 5,140 人。就其位置而言，在北海道地圖上查看時，約在北海道最北和

最南端點間的中途。標津的東北方是山脈，伸入鄂霍次克海形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知床半島。

從標津沿著東岸向北旅行，您會抵達羅臼鎮。該鎮位於半島底部東側，也是前住半島的兩大門戶之一。前

往半島的另一門戶是斜里鎮。該鎮位在標津西北方，處於知床半島西側。 

 

據說「標津」的名稱來自阿努伊語的「si-pet」，意思是「大河」，也有另一種理論說這名稱來自「sipe-ot」

（眾多鮭魚）。在 1800 年代中期，選中這兩個漢字（標津）用以將名稱寫成日文。 

 

標津的天氣在多山地區與平坦海邊土地各不相同。平坦地區有涼夏和冷冬（不會太冷）。從春到夏有許多起

霧的日子，這時候的溫度傾向涼而且濕，特別是在沿海平原處。平均年度氣溫是涼爽的攝氏 6 度，從 5 

月到 9 月的五個月平均氣溫是攝氏 15 度。從 12 月開始下雪，冬季最後一場降雪通常在 4 月初到

來。山區雖然會下大雪，但平地卻能免除這種負擔而享有更多愉悅日子。標津一如北海道其他地區，通常

不像日本其他島嶼那樣，會有從初夏開始並連續達三或四週的多雨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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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海基產業：標津除了陸基產業外，還有蓬勃的海基產業，特別是鮭魚捕撈，自從一萬年多前的遠

古，便已在這個地區從事捕魚。標津誇稱擁有日本最大的秋鮭漁獲。秋鮭漁獲約為 4,114 噸，或一百三十

萬尾。鮭魚如此富足而且已經成為鎮民重要的食物來源，故標津漁業協同組合會每年提供一條免費鮭魚給

標津的居民。扇貝緊追在鮭魚之後，是漁獲第二大的海產。 

 

 

 

陸基產業 

儘管標津的產業以農業為本，然而多數是乳品和畜牧養殖，類似於鄰近城鎮的中標津和別海。這些城鎮集

體構成龐大的乳品養殖地區。儘管如此，雖然乳品和畜牧養殖占標津農業產業的大宗，但是也有從事某種

程度的作物種植，以蘿蔔為主要作物。此外，林業是另一產業區塊，利用著涵蓋本鎮大致 630 平方公里

面積七成左右的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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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人都能享用北海道的鮭魚、海產和其他獎賞： 

・標津漁業協同組合在 9 月會提供一整條鮭魚給所有居民。 

・在 8 月和 12 月各有一次，標津漁業協同組合會提供所有居民兩公斤扇貝（約為 12-14 枚扇貝） 

・在 12 月，標津町農業協同組合（JA 標津）會提供所有居民兩紙箱奶油。 

・漁業協同組合會在秋季提供「鮭魚子丼（鮭魚子飯）」給所有學生做為學校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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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往該處 

標津沒有鐵路路線服務，所以旅行出入該鎮的交通模式只有飛機和汽車（巴士和計程車）。前去該鎮最近的

機場是根室中標津機場，位於西/西南方 20 公里遠處。從那裡開車、搭巴士或計程車需要 20 分鐘才能

抵達標津。下列顯示往返標津鎮的約略旅行時間。 

 

搭乘飛機： 

東京（那田機場）到根室中標津機場：100 分鐘 

札幌（新千歲機場）到根室中標津機場：50 分鐘 

 

搭乘地面交通： 

中標津 – 標津：20 分鐘 

釧路 – 標津：120 分鐘 

根室 – 標津：95 分鐘 

網走 – 標津：1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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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土地的格局 

本鎮的面積為 624.68 平方公里，這大致等於東京都區部的大小。本鎮約有 430 平方公里，或近七成

被森林覆蓋。當納入野外地區時，百分比會增加為 74.3%。農地占 19.5% 的土地面積，牧場占 5.0%。

只有 0.6% 的士地是居住區，另外還有 0.6% 的混合用地。 

 

標津鎮位於根室振興局的中間，往北與羅臼鎮隔著植別川，與斜里鎮則隔著知床連山。與本鎮接壤的是西

南方 20 公里處的中標津鎮，以及比較直接朝向南方約 40 公里遠的別海鎮。標津鎮的西半部位於根釧

台地上，是始於知床連山的丘陵台地，延伸穿越本鎮。東部海岸地區是平坦土地，有中小型的河川像標津川

和忠類川流經。東部以根室海峽為界，您在那裡能看見千島群島最南方的國後島，跨越海峽僅 24 公里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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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鮭魚和標津人的歷史 

標津町是位於知床半島底部的城鎮。拜主要漁撈產業之賜而繁榮，甚至被暱稱為「鮭魚鎮」，因為漁船經常

滿載日本最大的秋鮭魚獲進港。 

 

在古代，標津町是許多人來捕鮭魚的地方。在標津町已發現大約 4,400 處豎穴住居，主要是從約一萬年

前的繩紋時代開始，直到擦文時代（7 至 12 世紀），沿著河床而興建的。這些被集體稱作標津町豎穴住

居，這類豎穴住居也是日本境內單一地方中數量最大的。尤其不尋常的是在那裡發現大量鮭魚骨頭，這是

在日本其他地方發現的豎穴住居所無法相比的。這些豎穴住居是人們從大約一萬年前開始，便與標津的鮭

魚一起生活的證據。 

 

5. 鮭魚 

(1) 標津鎮的太平洋鮭魚 

有六個品種的鮭魚生活在太平洋中。這些鮭魚被歸類在名為「太平洋鮭魚」的群組下。即使有六種，但還是

有比魚種更多的名稱。結果使人難以曲分彼此，進而容易形成混淆，分不清楚哪個是哪個。儘管六個品種

都生活在日本附近，三種最常被發現巡游於日本水域的是鉤吻鮭（chum salmon，也被稱做不同名稱如

鮭、秋鮭或秋季鮭魚、白鮭、syake 等）；粉紅鮭（pink salmon，也被稱駝背鮭等）；和櫻鮭（cherry 

salmon，也被稱為馬蘇鮭、櫻混血鮭等）。因為最常在標津附近捕獲這三種鮭魚，故在本文下方加以說明。 

 

1. 鉤吻鮭魚（「鮭，」Oncorhynchus keta）是廣被用於這一品種的名稱，當然人們對於「白鮭」也不陌生。

「chum」的名稱來自欽諾克語「tzum」，意思是「有斑點」或「有記號」。由於這些鮭魚是秋季在標津捕獲，它

們不僅被標津居民，也被北海道一般居民稱為「秋鮭」。這些鮭魚大小範圍從 60 公分到 75 公分。鉤吻

鮭的體形，就長度、高度及寬度而言，相較於其他品種有更顯眼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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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粉紅鮭魚（「karafutomasu,」Oncorhynchus gorbuscha）是另一鮭魚品種。粉紅鮭魚平均有 2.2 

公斤重和 50 – 60 公分長。這是最富足的太平洋鮭魚。在鮭魚的產卵時期，雄性在背上發育出很引人注

意的駝峰，所以它們也被稱為「駝背鮭魚」。 

 

3. 櫻鮭（「櫻馬蘇，」Oncorhynchus masou）是在太平洋堪察加、千島群島、庫頁島周遭和南至韓國與

日本發現的鮭魚品種。成年櫻鮭重 2.0 到 2.5 公斤，量起來約有 50 公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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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鮭魚是哪種魚類？ 

鉤吻鮭魚是溯河而上的魚類。這表示鮭魚是在淡水中孵化，然後過了幾個月到幾年（視品種而定）後，會遷

徙至海洋（鹹水）。根據民間傳表示，鮭魚為了產卵，會回到它們孵化的同一地點。其實研究已顯示這說法

大部分為真。然而有些回歸的鮭魚會迷路，然後游到不是它們孵化位置的淡水河流中產卵。研究發現有些

品種的鮭魚相較於其他品種，有更高的迷路傾向。有人認為鮭魚的歸鄉行為，是依賴魚的嗅覺記憶。 

 

(3) 鮭魚生命週期和習性 

一旦鉤吻鮭出生並向外遷徒至海洋，鮭魚會花三到五年旅行很長的距離。鮭魚的產卵期依品種而不同。有

些鮭魚產卵較晚，從 11 月到元月，而其他的鮭魚，特別是阿拉斯日本產卵較早，在 9 月和 12 月之間。

鮭魚在回到淡水並產卵後，通常只能再活兩週。在產卵時，鮭魚傾向於利用淺河與支流並在河底築「巢」。

這些巢其實只是鮭魚在碎石中形成的輕微凹陷。雌魚會產下多達 3,000 顆卵，雄魚在卵上授精。在這之

後，雌魚用碎石蓋住魚卵，然後產卵行為結束，靜待受精卵自行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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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日本和北海道的鮭魚食品文化飯壽司飯壽司是在北海道和日本北部東北地區會吃的發酵壽司。 

飯壽司的魚肉可以用生鮭魚、鯡魚、秋刀魚等。魚肉配上混合了酵母的米飯。然後在魚肉/米飯壽司灑上清

酒前，蓋上像是包心菜、胡蘿蔔、薑、小黃瓜等的蔬菜。壽司成品最終以竹葉包裹，用重石壓住任其發酵。當

米飯融解，使發酵魚肉帶有醃菜味道時，飯壽司便準備好了。 

 

鏘鏘燒 

這是北海道最受喜愛，有許多人享用的本地菜餚，特別是那些住在像是標津這種漁業城鎮的人。這道菜用

鍋煎現捕鮭魚排，配上蔬菜並用味噌、糖和鹽調味（可視口味加薑及/或蒜）。可以隨心所欲加入胡蘿蔔、甜

椒、包心菜、馬鈴薯、玉米、各種洋菇、蔥等蔬菜。鏘鏘燒配上米飯便是完整的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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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鮭魚的方法 

鮭鳥羽（鮭魚乾）： 

名為鮭鳥羽的一種鮭魚肉乾，是在日本製作。基本上您只需要切成細條的鮭魚排和鹽。您可以把細條魚肉

風乾，等魚肉經過幾天時間完全乾透硬化時再吃，或是您可以把魚肉風乾，然後在食用前放在烤箱爐架上

烘烤。兩種作法都能讓您做出健康點心，尤其是與日式清酒和啤酒搭配良好。 

 

鹽鮭魚鹽鮭魚的製作方法非常簡單，將鹽均勻地撒在分開的鮭魚上並擦拭。只需調整鹽並將鮭魚片浸泡到

自己喜歡的程度即可。對於甜食，請使用魚片重量的 3％，對於中辣的食物，使用 5％，對於乾燥的食物，

使用 10％。可以和米飯一起食用甜和中辣的鹹鮭魚，而乾飯也非常適合作為湯圓的原料。 

 

鮭魚「山漬」 

製作鮭魚山漬（字面意思是堆積醃漬）的傳統方法，是把鮭魚和鹽堆積成很多層，把魚和鹽堆積在彼此之

上，然後施以重壓來除去多餘水分並讓其適當熟成。在過程期間要重新擺放鮭魚。藉由這樣做，鮭魚的風

味會比讓鮭魚自行熟成，或用鹽鹵醃製更為強烈。然後把魚肉放入水中去鹽，在寒冷冬季中風乾數日。鮭

魚山漬是很久以前，當冰箱尚未發明時，被開發出來當做保存魚肉之道。這種歷經時間考驗的老式作法，不

僅能保存魚肉也能在烹煮時，產生更有風味的鮭魚。經過商業化包裝的盒鮭魚山漬，是很受歡迎的北海道

紀念品，能當成禮物送給親戚和朋友。 

 

  



参考資料 

 

306 
 

6. 日本遺產 

(1) 標津地區的當地故事「鮭魚的遺產」被指定為日本遺產 

生活在根室轄區下的四個城鎮，也就是根室本身還有標津、別海和羅臼的人們，享有關於鮭魚的共同遺產，

世代以來成為他們生活和生計的支柱。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他們關於鮭魚遺產的故事，被日本遺

產評審委員會接納可供指定為日本遺產。他們的命名被歸類成「集體遺產」，因為鮭魚的遺產是這四個城鎮

共有的，不僅是單一城鎮的。 

 

(2) 關於日本遺產： 

文化廳對各種被視為有足夠價值可供稱作「日本遺產」的各種故事給予認可。文化廳促進這些當地故事，以

便能夠保存、維持他們的文化傳承和歷史重要性，而且最終傳給未來世代。 

 

被接納成為日本遺產命名的故事，必須滿足下列由文化廳建立的三個標準 

1. 已經流傳好幾世代的歷史上獨特傳統或習俗。 

2. 有清晰主題支持該地區的訴求，並且表現於敘述的核心中。這可以包括文化財，像是建築架構、考古遺

址、觀光景點和當地節日。 

3. 納入敘述而不只是地區歷史的摘要和對當地文化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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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看和該做的事物 

標津鮭魚科學館：即使名稱是「科學館」，這座遊客設施其實是特別針對鮭魚科學和展覽的專屬水族館。在

館內展出在世界各地發現的超過 30 種鮭魚。是日本國內這類科學館/水族館中最大的一座。在秋季，來

到本館的訪客能看見鮭魚使用在魚箱中建造的魚梯溯溪上游。 

 

做為水族館，鮭魚科學館不僅展出鮭魚，還有其他各種魚類，像是鱘魚，這種魚特別受到訪客歡迎。這是因

為訪客不僅能觸摸鱘魚，甚至還能讓鱘魚吸吮他們的手指。 

http://s-salmon.com/ 

 

Pogawa 史跡自然公園：這個公園以其可以回溯至一萬年前的古代史跡自豪，也是人類從遠古時期便已

在此持續生活的明證。此外，自然環境仍為本地區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得以保存，能讓訪客對北海道遠在

被開發前的樣貌有所感受和了解。在本公園內能造訪兩個被指定為國家資產之處。一處是 

Ichanikarikariusu 遺跡，是來自 7 到 12 世紀擦文文化時代的豎穴住居。另一處是標津濕原。除了造

訪這兩處地方，訪客也能前往遊客中心，了解關於標津的自然、歷史和文化。同樣值得造訪的是開拓之村，

訪客能在那裡看見被復建的古老建築，以及過去在北海道，這個地區最初開始開發時的日子。流經公園的

是 Pogawa（波川），這裡也被指定為國家自然遺產。為了保留河水的原始狀態，嚴格禁止訪客涉入河中。

然而訪客能搭乘小舟行駛於河上，這活動高度值得推薦。 

 

小舟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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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時間：1.5 到 2 小時 

・季節：通常為 6 月到 10 月（由於營運日期逐年不同，請預先撥打下方電話號碼聯絡。） 

・費用：4,800 日圓，包括導遊、保險及公園入場費（可在行船結束時不需任何額外付費來造訪公園。） 

・預約：不晚於兩天前 

・預約電話：0153-82-2131 

 標津生態旅遊協會（只在上班日） 

・集合點：Pogawa 遺跡公園遊客中心 

 

 

 

想看更多有關根室和知床（羅臼）地區的文章，請點擊這裡：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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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別海町） 

豊富な自然に恵まれた牧歌的な町-別海町・野付半島

 

別海町和野付半島:享受自然大賞的牧場鄉鎮 
2021-01-14 

 

1. 別海鎮概況 

別海鎮（日語為別海町）位於北海道東部根室地區中心。本鎮東面與鄂霍次克海交界。本鎮從東到西為 61 

公里，從北到南為 44 公里。土地面積有 1,320 平方公里，別海鎮就面積而言是北海道第三大鎮，緊追

在位於十勝地區的最大鎮安代町（1,408 平方公里）和位於北海道鄂霍次克綜合振興局的第二大鎮遠輕

町（1,332 平方公里）之後。 

 

本鎮最近一次人口估計，是截至 2020 年的 14,821 人。人口於 1960 年達到 21,878 人的顛峰，從

那時起便持續逐步減少至目前人數。值得一提的是，在本鎮地區內的母牛數比居民數要高出七倍。 

 

據說「別海」的名稱衍生自阿努伊語「pet-kai-e」意思是「河川轉彎處」，河川是指流經該鎮的西別川，轉彎

是指靠近河口處的許多河彎。此外，當阿努伊語的「'pet-kai-e」被轉變成日語時，使該鎮後來出現兩個名

稱，即「別海」和「北海」，寫法和發音均不相同。這自然會造成混淆，特別是對訪客而言。當別海村於 1971 

年升格成為別海鎮時，市方採用「別海」做為正式寫法，所以在今日，這是應該在文書、印刷品、道路標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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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使用的唯一名稱。儘管如此，即使經過 50 年後，在某些地方仍可見到「北海」的名稱。

 

２．產業 

別海町主要依靠農業和漁業而蓬勃發展，特別是依靠在日本所有鄉鎮中，產量最大的無數家乳品養殖牧

場。此外，由於東部邊界面向鄂霍次克海（根室灣），捕魚也是沿岸鎮民的主要產業。 

 

乳品養殖：誇稱擁有日本最大鮮奶產量的別海町乳品牧場，全都是大規模、高效率、機械化、商業化經營，

而且本身便是有趣、資訊豐富和迷人的遊客目的地，變成對訪客的「真正北海道」體驗之一。 

 

海上捕魚：別海町的漁業不光是仰賴大批的秋季鮭魚，還有海膽和北海蝦，這些蝦被暱稱為「海中紅寶石」，

因為在烹煮之後會變成鮮紅色。此外，扇貝也構成漁業的重要部分。當地的一項特產，是在該地區內許多

飲食場所內供應的「扇貝漢堡」。 

 

魚類與海產養殖：在別海鎮從事捕魚的人們，多年前便開始養殖鮭魚和扇貝。這使他們基於從「捕撈漁業」

轉移成「養殖漁業」的概念，能夠確保擁有數量一致而且永續的魚類與海產。扇貝與鮭魚占海產養殖總收獲

超過 80%，於 1996 年開幕的海膽育種中心負責養殖海膽；同時鯡魚育種生產中心也從 2000 年起便

一直在運作，努力邁向維持以及增長海產資源。 

 



参考資料 

 

311 
 

3. 前往該處 

別海町的位置距離北海道最大都市札幌有 390 公里。與本鎮最近的兩個城市是根室（往東 74 公里）和

釧路（往南 115 公里），這兩個地方也值得造訪。本地區最熱門的旅遊目的地，是野付半島，半島從別海鎮

的東岸直接突出伸入鄂霍次克海。 

 

搭飛機旅行時間 

羽田機場（東京） 

大約 1 小時 45 分鐘可到女滿別機場 

大約 1 小時 35 分鐘可到釧路機場 

大約 1 小時 40 分鐘可到中標津機場 

大約 1 小時 35 分鐘可從羽田機場飛到新千歲機場（札幌） 

 

關西機場（大阪） 

大約 2 小時 10 分鐘可從關西機場飛到新千歲機場（札幌） 

大約 2 小時可從關西機場飛到釧路 

 

新千歲機場（札幌） 

大約 50 分鐘可到中標津機場 

 

陸地交通 

從中標津機場：離本鎮最近的機場，搭車需要稍微超過 30 分鐘。 

從女滿別機場：搭車需 1.5 小時到略超過 2 小時 

從釧路（115 公里）：搭車需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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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歷史 

與北海道其他的鄉鎮類似，別海鎮是因為國家政府於 1869 年建立了開拓使而成長，開拓使促進從日本

其他地區移民到北海道。這是中央政府訂定政策，開放北海道供移民的時期，目的在於開發農業地區及使

北海道的鄉村地區轉型。雖然開拓使完成了它的角色，並且在 1882 年被廢除，但來自日本前往位於北海

道南部地方的最大移民流入，大多發生於 1890 年代到 1920 年代。 

 

在特別提及別海町的歷史時，本鎮是在北海道開放移民的早期階段開發的。本鎮最初主要沿著東岸成長，

因為捕魚是該鎮之原本而且重要的產業。從 1900 年代起，當農業放牧開始成為核心產業時，本鎮的成長

便從海岸地區轉移至內陸地區。然後自 1933 年以來，乳品養殖成為在本地區開發的下一個主要產業，這

也是別海在今日最為人熟知的產業。 

 

雖然在北海道的「開發時期」期間，鐵路對別海鎮的成長做出可觀貢獻，然而鐵路服務很早便於 1989 年

結束了在本鎮的服務，由於乘客人數越來越少，使衰退的生意成果更加惡化。在別海鎮的火車服務，最終由

兩家本地公司，即阿寒巴士和根室交通公司所提供之更有效率而且節約成本的巴士服務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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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理/土地的格局 

廣大鎮區多數是由和緩起伏的山地組成，涵蓋著形成別海鎮 1,300 平方公里面積的大部分土地。這些田

園丘陵最終成為肥沃的牧場，對於乳品養殖非常理想適合。結果是難怪乳品養殖業已經成為別海町的主要

產業，能自豪地爭取到日本國內最大鮮奶生鮮鄉鎮的頭銜。 

 

6．氣候 

由於別海町的地理位置，其內陸地區有典型的大陸氣候，而海岸地區則有典型的海洋氣候。年平均溫度是

涼爽的攝氏 6.57 度。年平均降雨量為 1,000 毫米。令人驚奇的是，考慮到人們對於北海道冬季抱持的

印象，有記錄的最高降雪量僅有 1 公尺深。最冷的兩個月份是元月和 2 月，平均溫度分別為攝氏零下 

6.4 度和零下 5.6 度。有記錄的 2 月最冷溫度為攝氏零下 21.4 度，而有記錄的元月最冷溫度為攝氏

零下 20.4 度。一年間最熱的兩個月份是 7 月和 8 月，僅略高於攝氏 2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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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野付半島概況 

野付半島位於別海鎮東岸，有 26 公里長的海岸線，半島向外伸展進入國後島和根室海峽（野付半島有一

段延伸至標津町內）之間的海洋中。本半島是在大約 3,000 年前，由南向海流帶來的沙礫堆積形成，創造

出沙洲和狹灣。野付半島和野付灣一起被登錄為拉姆薩場址。半島展現出像是森林，海灘、濕地和草沼的

多樣化自然環境。有些地區是集體為人所知，像是 Todowara 和 Narawara。野付灣約有 4 公尺深，

有茂盛生長的鰻草（amamo），吸引著像是北海蝦的水族生物，以及鳥類。 

 

在野付半島周遭觀光有兩種方式：從陸上和搭船巡弋。您可以一路開車到野付半島自然中心，能在那裡停

車並觀賞沿途植被。您也能搭乘從尾岱沼港出航的野付船巡弋，能帶您前往 Todowara 浮船碼頭。然而

要注意的是巡弋只在溫暖季節營業。 

 

Todowara 

Todowara 地區在過去滿覆著庫頁冷杉、卵果魚鱗雲杉、榿木屬和橡樹的原始森林。然而土地開始收縮，

因此附近的海水逐漸開始侵入森林。多年之後，所有的樹木開始腐爛和分解，現在留下來的是一片長有腐

爛樹林的荒涼、貧瘠土地。這些景象悲哀地提醒我們，曾經在此茂榮過的美麗自我。不幸的是海水持續不

斷入侵，土地經常受到侵蝕和樹林的衰敗持續至現在。有人預測即使是我們今天明顯可見的衰敗可悲狀

態，可能仍無法承受海水的入侵，我們今日所見的景象，可能會沉入海面下而從消失不見。 

 

Narawara 

Narawara 基本上與 Todowara 類似，是一片樹林遭到海水侵入的平地。然而不允許在這個地區漫

遊。但是訪客能在沿路的幾個區段暫停，欣賞 Narawara 平地的美好景觀。那裡的植物生態包括蒙古

櫟、竹樺、山梣和元寶楓。 

 

 

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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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月期間，大量的野花像是玫瑰、黑百合和玉蟬花會在龍神崎地區盛開，主要是在野付崎燈塔地區周

遭。由於這野花地區內的草沼有日本丹頂鶴的築巢場，您在秋天丹頂鶴忙於築巢時，也許能看見一些鶴。 

 

野鳥 

這地區無疑是賞鳥者的天堂。根據統計數字，能夠在此地看到 260 種鳥類，或是日本所有已知現存野鳥

中的大約 40%。在遷徙季的最高點，約有六萬隻鳥齊聚在這地區。使這地區如此特別的一個重點是，能在

這裡發現許多被指定為珍貴自然資產的鳥類。在這裡能見到的一些鳥類包括白尾海鵰、日本丹頂鶴和虎頭

海鵰。而且這地區還提供賞鳥者另一優勢，就是儘管冬季酷寒，這地區仍然全年開放可供賞鳥。 

 

天鵝被指定為本鎮的鎮鳥。夏季月份待在西伯利亞東部的天鵝，牠們從 10 月一開始，便向南飛到別海來

過冬。然而在 12 月底，當本地的湖泊全部冰凍時，天鵝會遷移到野付灣，尋找從元月初到 3 月中可棲息

的安全地方。陸地動物 

 

蝦夷赤狐: 

蝦夷赤狐的棲息地限於北海道、庫頁島、千島群島及日本其他一些周圍島嶼。能在北海道的沼澤和高海拔

地區中以及野付半島周遭發現牠們。蝦夷赤狐的身體量起來長度約有 100 公分，比起住在日本北海道以

南地區，像是本州、四國和九州的一般「赤狐」，體形稍大一些。這些蝦夷赤狐有紅棕色皮毛，牠們的耳朵和

爪子有部分是黑色。牠們的食物包含嚙齒類、兔子和昆蟲，以及在秋季期間的水果與堅果。這些狐狸據說

染有寄生蟲，像是某種帶蟲，據悉會傳染給人類。所以為了這個以及其他的理由，訪客絕對不可試圖去接觸

或甚至接近這些野生且危險的動物。此外，這些日子以來拿食物餵養狐狸也變成主要問題，因為這會鼓勵

狐狸變成膽大到敢跑進鎮中尋找食物。所以嚴格禁止直接手拿食物或拋擲食物或留下食物來餵養這些狐

狸。 

 

斑海豹: 

斑海豹是「真海豹」或「無耳海豹」，意思是牠沒有突出的耳廓。牠因為全身的銀色或灰色皮毛上，長滿了黑

色斑點而被稱為斑海豹。，從 3 月底一直到 5 月，在鄂霍次克海中誕生的海豹寶寶，或稱為「幼獸」是純

白色的。牠們在蛻毛之後最終會發育出與牠們名稱相符的斑點，對於在日本的斑海豹而言，是在出生後僅 

2-3 週。斑海豹生活在北太平洋的浮冰上和海水之中，包括在日本的鄂霍次克海。大約有 100,000 頭

斑海豹的龐大群體，生活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之間。當您搭船巡弋時，能看見牠們躺在野付灣的周遭淺

水中。 

 

成熟的斑海豹能活到高達 35 歲，一般重量為從 80 到 110 公斤，而且長度為 1.5 到 2.0 公尺。斑

海豹憑著牠們從海中捕獲的獵物維生，像是狹鱈、鯡魚和鱈魚等魚類。此外，年輕的斑海豹也吃軟體動物

和甲殼類，但是隨著牠們成熟變成較老的海豹後，主要只吃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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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拉薩姆公約明智使用 

從捕漁帆船（日語中的「打瀨舟」）舷側捕捉北海蝦是明智使用的範例。船隻能航行在野付灣的淺水中而不

致於損傷鰻草生長，也不會嚇走蝦子。為了保育，只允許在春季和秋季捕魚 

 

右上至左下：Todowara，narawara，日本鳶尾，天鵝，蝦夷紅狐狸，斑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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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該看和該做的事物 

野付海灣巡弋 

在野付海灣上搭乘觀光船並且一覽野付半島的風景，是在該地區旅遊的一種享受方式。訪客能從三種巡弋

路線中選擇： Todowara、Arahamawando 和海上路線。船隻從 5 月航行到 10 月底。最熱門的路線

是前往 Todowara 的一條，成為在該地區內觀光的主要遊客目的地。Todowara 是個荒涼地區，如今

被死去的森林覆蓋著，這是因為海水侵入陸地而使一度美麗的林立樹木死亡和腐爛。另一熱門路線是前往 

Arahamawando 的一條，這裡以捕蛤季期間的捕蛤聞名。經由預約，可以從事海上巡弋，讓您能從根室

海峽觀賞野付半島和國後島。此外，訪客能在海灣中搭乘平底木船航行。在夏季時，阿寒巴士公司從 7 月

中到 8 月中，提供前往 Todowara 的巴士旅遊。另外，也有觀賞海豹的旅遊。 

 

冰平面行走 

這個地區讓您有機會體驗大自然非比尋常的異象，名為「冰平面」。換言之，不是尋常由流動海水形成的海

平面，這平面是由堅實凍結海水形成，在您眼前從一端延伸至另一端。在這冰凍世界中行走，是冬季訪客極

為熱門的活動。 

 

扇貝（帆立）漢堡 

別海鎮也以他們的扇貝（帆立）聞名，本地餐廳聯合起來，根據下列規則而創造出名為「帆立漢堡」的菜餚：

把像春捲般油炸過的扇貝，放在用北海道生長小麥磨粉製成的方形餐包上。菜餚上桌時附上三種醬汁，連

同倒入 500 毫升啤酒杯的本地鮮奶當做副餐。 

 

野付半島自然中心 

這座設施位於半島上，提供有關野付半島之自然和歷史資訊。其中有間禮品店，您也能享用一些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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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至左下：野付海灣巡弋, 冰平面行走, 扇貝（帆立）漢堡, 野付半島自然中心 

 

想看更多有關根室和知床（羅臼）地區的文章，請點擊這裡：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en/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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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ドライブルート （女満別空港ルート） 

 

根室兜風路線:女滿別機場路線 
2020-12-22 

 

湖泊！火山！溫泉！高山！平原！大海！野生動物！感受地球與歷史的狂野路線！ 

 

此路線以女滿別機場為起點，首先前往日本最大的火口湖「屈斜路湖」，以及可以俯瞰火口湖絕景的美幌

峠，屬於活火山的硫磺山等處，讓您能夠親身感受到地球的脈動。之後再從該處驅車向東前往中標津的開

陽台，360 度的全景就在眼前開展，可以讓您實際體會到北海道的廣闊以及地球的弧度。此外，這也是個

讓您能近距離欣賞酪農業這個北海道重要產業的景色，享用這個產業帶給人們的恩惠，與動物們接觸，並

加深您對這些事物的理解的機會。在知床半島的羅臼町，斜里町，則可感受到和豐饒的大海的生命力共生

的人們，以及野生動物們的氣息。在網走的網走市立鄉土博物館則可欣賞貴重的展示品，同時體會這個鄂

霍次克地區孕育出了怎樣的文化。 

要不要挑戰看看這條充滿自然，文化，飲食，歷史的豐富看點的路線呢？ 

 

Start/Goal 女滿別機場, 1 「道之驛」全景美幌峠・屈斜路湖, 2 屈斜路湖的砂湯, 3 硫黃山, 4 神之子

池, 5 開陽台展望館, 6 養老牛温泉, 7 羅臼旅客中心, 8 知床世界遺產 Rusa Field House, 9 知床

岬棕熊觀光船（゙知床 Urasu Lincle）, 10 賞鯨丘公園, 11 毛腿魚鴞觀察站（民宿鷲之宿）, 12 「道之驛」

知床・Urasu, 13 知床峠, 14 知床五湖, 15 通往天際的道路, 16 以久科原生花園, 17 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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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屈斜路湖區域 

自女滿別機場開車約 30 分鐘，即可抵達可以俯瞰屈斜路湖絕景的道之驛「暢遊全景美幌峠」。屈斜路湖

是日本最大的火口湖（且為世界第 2 大火口湖），它的巨大，以及它的美麗身姿相當地震撼人心。如果天

候條件良好的話，說不定能夠看見雲海喔！ 

從美幌峠經屈斜路摩周湖畔線約 50 分鐘即可抵達硫磺山。我們也很推薦在途中順路前往古丹溫泉和砂

湯等位於屈斜路湖湖畔的溫泉。古丹溫泉是可以浸泡在與湖泊水面同高的露天浴池的溫泉，砂湯則是挖掘

湖畔的沙地後湧出的溫泉。 

Atusanupuri （硫磺山）在愛努語中是「裸山」的意思，亦即活火山。它噴出水蒸氣的樣貌，就有如地球正

在脈動著一般呢！在商店處可以買到使用噴發的水蒸氣煮出的溫泉蛋。 

自硫磺山驅車往東北方行進，在美麗的日本落葉松林內奔馳，即可抵達叫做神之子池的神祕湧泉。據傳

這座閃耀著鈷藍色光芒的湧泉是因摩周湖（ Kamuyto ＝神之湖）流出的伏流水而誕生的，因此它才被稱

為「神之子」。此處亦可看到叫做「花羔紅點鮭」的美麗魚種；這種魚只棲息於北海道，且在日本被指定為瀕

危物種。 

 

左上至右下: 屈斜路湖、美幌峠（道路、景色）、屈斜路湖的砂湯、硫磺山、神之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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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陽台區域 

自神之子池再往東方前進，就可到達中標津町的開陽台展望館這個景色絕美的景點。從該處看出去的大型

全景正有如綠色的地毯一般呢！美麗的牧草地區及毫無遮蔽的地平線應能讓人感受到「地球的弧度」。 

 在這附近我們推薦的溫泉旅館為「第一湯宿」。置身於森林與河川的環抱之中，您可一邊聆聽鳥兒的鳴叫

聲及溪水的潺潺流聲，一邊在溫泉裡放鬆，療癒身心的疲憊。晚餐則可享用大量使用當地食材，並徹底發揮

出素材風味的繽紛多彩的日本料理。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羅臼町的途中，有條叫做音樂道路的獨特道路。柏油路面上挖有溝槽，因此車輛行經

時會發出特定音高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樂曲一樣。經過時請一定要注意聽聽看喔♪ 

 

左上至右下: 開陽台（空照、眺望）、第一湯宿（外觀、內部裝潢、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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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羅臼訪客中心區域 

抵達羅臼町後，請一定要先去拜訪羅臼訪客中心。在該處您將能得知世界遺產知床究竟是多麼獨特且貴重

的地點，而又該怎麼做才能 120% 享受到知床的樂趣等資訊。訪客中心附近亦有也是北海道指定天然紀

念物的間歇泉，讓您可以立即親身感受到知床的大自然的威力！ 

在賞鯨之丘公園可以將羅臼的市區與國後島的景色盡收眼底。如果運氣好的話，說不定還能看見正在海中

悠游的鯨魚或海豚唷。 

在道之驛「知床・羅臼」可以取得羅臼的觀光資訊及天氣預報等對旅行來說相當重要的資訊。此外，在位於 

2 樓的知床食堂可以品嘗到羅臼的海中美味。只有在這裡才吃得到的「羅臼昆布羅～麵」也是絕品唷！想

要大快朵頤新鮮的魚貝類料理者，我們也很推薦「羅臼丸魚濱田商店」。在這家店可以吃到在羅臼捕撈上岸

的當季食材喔！（有英文菜單）此外，商店區也能買到羅臼的海產品，非常適合做為旅行伴手禮。 

 

左上至右下: 知床峠、國後展望塔、從羅臼沖眺望知床半島、羅臼丸魚濱田商店（外觀、店內）、知床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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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床的野生動物 

要談論知床的魅力的話，那就不能不提野生動物了。在知床世界遺產 Rusa Field House ，可以認識能

在羅臼看到的海洋動物，以及牠們和陸地上的動物有怎麼樣的關係。 

從 Rusa Field House 往知床岬方向行駛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相泊漁港。搭乘自該處出航的知床岬

棕熊遊覽船，說不定就能從海面上看到棕熊和蝦夷鹿等大型野生動物喔。此外，除了野生動物外，由火山活

動與流冰長年來雕琢而成的斷崖絕壁的景觀也相當地壯觀。 

 Fish-Owl Observatory （民宿鷲之宿）是有高機率能夠觀察到瀕危物種「毛腿魚鴞」的地點，並因此而

知名。毛腿魚鴞是世界上體型最大的貓頭鷹之一，據說全北海道僅有約 150 隻棲息，要觀察到野生的毛

腿魚鴞狀況相當困難，但在此處可透過多有考量，不會對野生毛腿魚鴞的生態系造成影響的設備來安全地

觀察這種貓頭鷹。 

 

左上至右下: 知床世界遺產 Rusa Field House 、棕熊、羅臼岳、毛腿魚鴞觀測站（觀察地點、觀察房、

毛腿魚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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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床五湖區域 

要從知床半島東側的羅臼前往西側的宇登呂，必須通過海拔 738m 的知床峠。到 7 月上旬為止可以看

到有著雪白殘雪的美麗知床岳， 9 月下旬起則可欣賞美麗的楓紅，天氣好的日子更可從知床峠看到國後

島等的絕美景色。 

 知床半島的宇登呂側有個叫做知床五湖的觀光景點。在有著美麗新綠的 7 月前後可以欣賞到水芭蕉聚

生的美景，沒什麼風的日子更可看見映照在湖面上的知床半島的倒影。此處為棕熊出沒率較高的地區，因

此參訪此處的方法會因時期而有所不同，如在棕熊活動期間內需參加附有嚮導的行程等。 

 登上宇登呂港附近高 60m 的巨岩「歐龍寇岩」，就能盡覽湛藍澄澈的鄂霍次克海及知床連山等的廣闊

絕景。※知床峠冬季禁止通行。詳細資訊請參閱自治體之道路資訊。 

左上至右下: 國後展望塔、知床峠、從海上眺望知床半島、知床五湖、知床五湖得木棧道、歐龍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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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鄂霍次克海兜風 

自知床前往網走市的途中有條叫做「通往天空的道路」的道路。這條延伸至地平線盡頭的道路，看起來就像

是通往天空似地。在天氣好的日子請一定要順路去看看唷。 

以久科原生花園位於距離斜里市區約 4km 之處。此處保留了未經人工雕琢的自然，自 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會開滿叫做毛百合的橘色美麗花朵。此外，若走到海岸線處，就能抵達可盡覽鄂霍次克海及知床連

山的觀景地點。博物館網走監獄是網走最吸引遊客的觀光景點，也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您可透過網走刑

務所的歷史，感受北海道開拓及日本的歷史。 

網走市立鄉土博物館是北海道最為古老的博物館之一，其美麗的建築也被指定為有形文化財。在 1 樓能

以極高品質的標本的形式觀賞可在鄂霍次克地區看到的動物，在 2 樓則可欣賞實際的展品，同時認識鄂

霍次克地區的歷史。 

 

左上至右下: 風景、通往天空的道路、以久科原生花園、博物館網走監獄（空照、正面）、網走市立鄉土博物

館 

1.以享受安全兜風樂趣為宗旨的資訊請見此處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howto  

2.根室地區的文章請見此處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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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ドライブルート （たんちょう釧路空港ルート） 

 

根室兜風路線:丹頂鶴釧路機場路線 
2020-12-22 

 

感受壯麗的海岸線、遼闊的沼澤與酪農景觀！遊覽日本的盡頭 

 

讓我們從釧路市出發，一邊欣賞毫無人工刻鑿的自然風景、享用美食，一邊前往日本本土最東端的根室市

納沙布海岬吧！ 

首先，我們會看到《拉姆薩國際重要濕地保護公約》中指定的三個濕地和湖沼。釧路濕原壯闊的全景、丹頂

鶴和稀有動植物生動的姿態，一定會讓您留下深刻的印象。繼續往東前進，我們會經過根釧台地的大酪農

地帶。在這裡，可以去農場體驗擠牛奶等活動，深入了解酪農家的生活以及食物送到我們餐桌上的過程。

繼續開車往根室半島前進，便會看到壯麗的海岸線等候著遊客到來。您也不妨透過自然觀光船或散步來欣

賞這片絕景。到達本土最東端的納沙布海岬後，便是孤立於海峽之上的齒舞群島。這個地區水產業和酪農

業發達，因此可以品嚐新鮮的海產和奶製品，盡情吸收大地的能量並轉換為旅行的動力！往日本的盡頭去

吧！出發！ 

 

Start/Goal 丹頂鶴釧路機場, 1 釧路市丹頂鶴自然公園, 2 釧路濕原展望台, 細岡展望台, 3 道路休息

站「厚岸美食公園」・厚岸味覺 Terminal Conchiglie, 4 霧多布岬（湯沸岬燈塔）, 5 根室海峽遊船之

旅, 6 落石自然巡遊船, 7 「道之驛」 根室天鵝 44, 8 春國岱原生野鳥公園自然中心, 9 根室市, 10 納

沙布岬, 11 明鄉 伊藤☆牧場, 12 釧路漁人碼頭 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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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釧路濕原、霧多布濕原地區 

抵達丹頂釧路機場後，先去釧路市丹頂鶴自然公園看看吧。丹頂鶴在愛努語中被稱為

「SARORUNKAMUI（濕原之神）」，是愛努人眼中的聖鳥，現為日本的國家特別天然紀念物，也是北海道

的道鳥，可說是北海道的象徵。園內遍佈濕原自然形成的沼地，您可以在其中近距離看到生活在大自然中

的美麗丹頂鶴。到了春天，可能會有幼鳥誕生，到秋天為止都能經常看到牠們在親鳥身邊跟前跟後，模樣可

愛極了！ 

 

接著開車約 40 分鐘，就會抵達「細岡展望台」，在那裡可以一覽優美的景色，包括日本最大的濕原、棲息

著許多珍貴動植物的釧路濕原。延伸至地平線的蒼翠大地、蜿蜒曲折的釧路川、阿寒山脈的全景一覽無

遺！ 

 

如果肚子餓了，就去品嚐一下北海的美食吧。從釧路濕原行車約 1 小時 10 分鐘左右，就會抵達北海道

極受歡迎的公路休息站「厚岸美食樂園」。厚岸灣全年四季都能採收牡蠣，不只新鮮的生牡蠣，還可以作為

爐端燒、西式料理等滿足您的味蕾。 

 

飽餐一頓後，您可以沿著海岸線悠閒地兜風，欣賞綿延不絕的美麗景色。大約一個小時後，就會抵達愛情電

影的外景地「霧多布海岬」。在高約 50 公尺的斷崖絕壁上，每逢初夏就會綻放花朵，如此旖旎的風光，身

在其中總會忘了時光的流逝。 

 

「霧多布濕原」一帶從春季到秋季約有 300 種花卉競妍，因此又有花之濕原的別名。如果想知道這些可愛

的花朵叫什麼名字，就到距離海岬約 15 分鐘車程的「霧多布濕原中心」去看看吧。中心附設有咖啡廳，可

以一邊享用美味的蛋糕，一邊認識棲息在濕原上的動植物。 

 

從霧多布濕原中心驅車約 1 小時 15 分鐘，就會抵達根室市。這時距離晚餐還有一些時間，那麼就到「明

治公園」去散散步吧！明治公園的大穀倉是日本的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是絕佳的拍照景點。當然，晚餐一

定得去「迴轉壽司 根室花丸」品嚐新鮮的當地海鮮！在擠滿了當地人和遊客的餐廳裡，輸送帶上擺滿了各

種各樣的壽司，如果不知道該吃什麼的話，別擔心，這裡也有外語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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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至右下: 釧路市丹頂鶴自然公園、釧路濕原（細岡展望台）、霧多布岬、霧多布濕原、明治公園、回轉壽

司根室花丸 

2. 根室半島地區 

為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所環繞的根室半島可謂大自然的寶庫！如果想盡覽這裡的自然風光，最好的選擇

就是從半島南端的落石地區出發的「落石自然觀光船」。您可以搭乘由現役漁夫駕駛的漁船，參觀無人島和

漁業的工作現場。如果夠幸運，甚至還可以見到有著美麗紅色鳥喙的花魁鳥！在日本可是只有這裡看得到

呢。 

 

接下來終於要來到這個地區的亮點！從落石地區行車約 50 分鐘來到日本本土最東端的「納沙布海岬」，

就會看到純白色的納沙布海岬燈塔。這座燈塔是北海道最古老的一座，150 年來一直為這片多霧之海的

居民指引著方向。面向海峽，彼端是日本的北方領土齒舞群島，讓人實際感受到「這裡便是日本的盡頭」。

根室市北方領土資料館就在海岬前方，請務必來這裡領一張「四極踏破證明書」當作旅程的紀念品，證明自

己來過日本本土的最東端。此外，這裡也設有本土最東端的便利商店和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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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有連綿不絕的美麗海岸線。難得來這一趟，不妨到「根室步道」走走，細細品味這份美景。根室步

道是專為步行者賞景而設，共有三條步道（路線），那就先到「別當賀步道」去散步吧。從別當賀車站出發，穿

越林地，行至牧草地的盡頭，就會看到濕原和大海在眼前展開，蒼翠草原和蔚藍大海的對比讓人震動不已。

遇見可愛的高山植物、佇立在海岸邊的馬兒，一定會讓您樂在其中！ 

 

左上至右下: 落石自然巡航、花魁鳥、巡航營運工作人員、納沙布海岬燈塔、四極踏破証明書、別當賀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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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春國岱、風蓮湖地區 

根室市的自然風光不僅止於海景！在根室半島東南端的春國岱、風蓮湖由於可以觀察到日本半數以上的

野生鳥類，因此有「野鳥聖域」之稱。春國岱是一片長 8 公里、最寬 1.3 公里的狹長沙洲，在這片自然生

態系中棲息著稀有的野生動植物，2005 年與相鄰的風蓮湖一同被指定為《拉姆薩國際重要濕地保護公

約》的保護區。沿著漫長的木道行走，兩旁的景觀由沙灘逐漸變成灘塗、濕原、草原、森林，而在這夢幻般的

風景中，有丹頂鶴、虎頭海鵰等鳥類迎接著遊客的到來。 

 

為了深入探索有這麼多精彩風景的春國岱，我們先去「根室市春國岱原生野鳥公園自然中心」看看吧。您可

以在這裡租用雙筒望遠鏡，並向自然專家請教野鳥觀察的要點和推薦的路線。 

 

散步回來以後，不妨順道去風蓮湖南邊的「天鵝 44 根室休息站」瞧瞧。這裡有餐廳、購物區，還有專為外

國人提供各語言資訊的服務櫃台，是一邊休息一邊規劃行程的最佳選擇。請務必到餐廳去，一邊眺望根室

十景之一的風蓮湖，一邊享用根室的鄉土料理「艾斯卡羅普」。 

 

左上至右下: 春國岱、風蓮湖、春國岱的木棧道（ 2 張）、春國岱自然中心（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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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酪農體驗地區 

行經橫跨根室市和釧路市的根釧台地，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牛馬成群。其實此地區寒冷多霧，不適合農耕，直

到大約 70 年前還是不毛之地，直到 1950 年代引進新型酪農業，才開始大規模以機械開墾，現在已經

成為日本代表性的大型酪農業地區。這片壯闊的酪農風景背後盡是無名開拓者的汗水與眼淚。 

 

「明鄉 伊藤☆牧場」便是從當時傳承至今。牧場主抱持著「希望大家知道生物如何變成食物」的心願，設立

了「ATTOKO 家畜動物園」並提供各式各樣的酪農體驗活動讓遊客和山羊和兔子等牲畜互動。請務必親

自進入牛舍，參加擠奶、餵飼料、製作奶油等體驗課程，用自己的雙手感受生命的溫度。 

 

參加完體驗活動後，您可以到牧場內的「ATTOKO 餐廳」用餐；這家餐廳是由舊牛舍改建而成，供應以牧

場養殖的根室短角日本牛肉所製作的燉牛肉和漢堡。日本人在用餐前會說「我要開動了」來表達對食材的

生命以及烹調者的感謝。您也要先大聲說「我要開動了」再開始用餐哦。 

 

左上至右下: 明鄉 伊藤☆牧場, ATTOKO 餐廳 

5. 釧路地區 

釧路港是日本的重要漁港。為了享用新鮮的海產，我們到釧路車站前的釧路和商市場來碗「勝手丼」吧！勝

手丼的點餐方式非常特別，您可以到市場內各家魚店選擇自己喜愛的新鮮食材，製作獨一無二的海鮮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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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喝足以後，可以到釧路川畔的「釧路漁人碼頭 MOO」商場購物。場內有一個植物園供遊客休憩，在此

度過悠閒的時光。日落時分，您可以從 MOO 前往步程 1 分鐘的幣舞橋，在這個秘藏景點欣賞美麗無

比、有世界三大夕陽之稱的釧路夕陽，一邊在美麗的夕陽下回想美好的旅遊時光。 

 

左上至右下: 和商市場、勝手丼, 釧路漁人碼頭 MOO 、釧路市的夕陽 

 

1.安全駕駛資訊請參見這裡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en/howto 

2.根室地區的文章請參見這裡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en/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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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ドライブルート （たんちょう釧路空港から根室中標津空港ルート） 

 

根室兜風路線:丹頂鶴釧路機場至中標津機場路線 

2020-12-22 

 

充滿絕美景點！飽享北海道的大自然、文化與美食，從釧路到中標津巡遊之旅 

 

如果來到北海道，您有什麼想遇見、想看或想吃的東西嗎？ 

加入這趟行程，首先會遇見特別天然紀念物丹頂鶴與阿寒湖毬藻！在阿寒湖可以認識北海道原住民族阿

伊努的文化。開車向東，下個目的地是野付半島。這裡是野鳥的天堂，已經確認有觀察到日本 40％的野

鳥！ 

來到日本數一數二的鮭魚產地標津町，學習鮭魚以及其他民俗文化吧。在中標津町，則能享用豐盛美食，體

驗與「牛」親近交流，這些牛可說是北海道的註冊商標。還有絕美的景點開陽台，可看到一大片全景景色，令

人確實感受到地球是圓的，再加上綿延不絕的筆直大道牛奶之路，絕對能讓您感受到北海道的遼闊！ 

可體驗獨特的動植物、大自然、文化和美食……試著挑戰內行人才知道的北海道路線吧。 

 

Start 丹頂鶴釧路機場, 1 阿寒國際鶴中心 GRUS, 2 阿寒湖溫泉, 3 根室海峽遊船之旅, 4 尾岱沼, 5 

野付半島自然中心, 6 標津町, 7 標津鮭魚科學館, 8 標津町 波河史跡自然公園, 9 標津温泉, 10 開陽

台展望館, 11 中標津牛奶之路, 12 La Laiterie Nakashibetsu, Goal 中標津機場 

 

 

1. 阿寒湖地區 

在阿寒國際鶴中心【GRUS】能了解丹頂鶴的生態，一般所講的「鶴」即是這種鶴。這裡全年都能觀察丹頂

鶴，由於也是牠們的過冬地，冬季時會有超過 300 隻的野生丹頂鶴前來餵食場。舊的千圓鈔上曾畫著丹頂

鶴的圖樣，可知牠們足以象徵日本。這裡是能夠就近觀察丹頂鶴的珍貴地點！親近丹頂鶴之後就開車 40

分鐘左右，前往阿寒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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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寒湖遊覽船上，欣賞活火山雄阿寒岳 (OAKANDAKE) 與至今仍在冒煙的雌阿寒岳 

(MEAKANDAKE) 的生動景色，同時前往毬藻展覽觀察中心吧！在這裡認識毬藻的生態系。毬藻是圓

圓可愛的植物，由於阿寒湖的特殊條件，藻類會集合成球狀，全世界只有阿寒湖的藻會長成這麼大、這麼美

麗的圓球形。在船出發的起點和終點可以租借電動輔助自行車，讓您輕輕鬆鬆登上坡道！推薦在有地面起

伏的阿寒湖溫泉街往來時多加運用。 

 

接下來就到阿寒湖環保博物館中心。這裡有展出毬藻和原產地在阿寒湖的姬鱒。從中心沿步道走約 10 分

鐘可到達泥火山，這裡有一種稱為「Bokke」的地質現象。Bokke 步道一直連通到遊覽船乘船處，是能親

身感受阿寒湖大自然的放鬆景點，春夏秋冬各自展現不同姿態。歡迎您來這裡散散步！ 

 

從中心走 15 分鐘、騎自行車約 5 分鐘可到達的地方有一座 KOTAN。KOTAN 是指北海道原住民族阿

伊努族生活的村落，這裡除了有民間藝術品特產店、阿伊努料理餐廳之外，還有阿寒湖阿伊努劇場

IKOR，延續著阿伊努的文化。阿伊努古式舞蹈已獲指定為國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無形文化遺產，全年都可在阿寒湖阿伊努劇場 IKOR 觀賞到他們的表演唷。 

 

左上至右下: 阿寒湖的毬藻、阿寒國際鶴中心【 GRUS 】、阿寒湖、愛努 Kotan （ 2 張）、阿寒湖畔生態

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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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野付半島地區 

駕車向東前往野付半島吧。野付半島地處於知床半島與根室半島之間，全長約 26 公里，是日本最大的砂

質半島「沙嘴 (SASHI)」地形。野付半島、野付灣是登記於拉姆薩公約的溼地，約有 260 種野鳥群，百花

盛開，是一片資源富饒的土地。另一方面，經海水侵蝕的枯樹林（TODOWARA、NARAWARA）呈現出

夢幻的景色，令人聯想到世界的盡頭。 

 

如果要去野付半島，推薦搭乘從尾岱沼 (ODAITO) 漁港出航的遊輪！參加別海町觀光船的

TODOWARA 行程，有時候可以近距離觀察到珍貴的野生動物們，包含跑來野付灣玩的可愛海豹，以及

瀕危物種候鳥──黑雁等等。到達 TODOWARA 浮動碼頭後就走上步道或搭曳引機巴士前往野付半島

自然中心吧。這座自然中心除了展示野付半島獨特的動植物和歷史並販售特產品之外，還會配合季節舉辦

自然旅程。近幾年熱門的是「冰平線 (HYOHEISEN) 漫步旅程」。野付灣美麗的水平線一到冬天就會因

海面結冰而變成冰平線，參加這套旅程就能穿雪鞋在冰上行走。請盡情欣賞這幅只會在冬天出現的特殊景

色！ 

 

左上至右下: 野付半島、楢原、野付灣的海豹、別海町觀光船、野付半島自然中心、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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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 川周邊地區 

標津町是日本數一數二的鮭魚產地。 

位於標津町的標津鮭魚科學館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鮭魚」的水族館。館裡展出 30 種以上魚類，共 18 種鮭

魚棲息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展出的鮭科魚類種類數量全日本最多！還有能與標津川相通的魚道水槽，秋天

時能臨近觀看鮭魚逆流而上和產卵。鱘魚的「咬手指」區是一項受歡迎的獨特體驗。沒有牙齒的魚咬人不會

痛，但是非常刺激！ 

 

再來前往離科學館約 5 分鐘路程的 PO 川史跡自然公園吧。建議先到遊客中心裡附設的標津町歷史民俗

資料館了解一下標津町的自然、歷史與文化，會使園內散步變得更好玩唷。進入散步路線後會看到還原出

開墾時代建築物的開墾之村，再走下去眼前就會出現天然紀念物標津溼原的壯闊景色。公園名稱由來是

PO 川這條優美的河川，其源頭是天然湧泉。在河川周圍有一處大窪坑，是從繩文時代一直保留到現在的

豎穴住居遺跡，被稱為伊茶仁 (ICHANI) KARIKARIUSU 遺跡。回想遠古人們生活的情景，同時享受

約 1 個半小時的散步吧。 

 

標津町有家值得推薦的餐廳名叫「鄉土料理武田」。可以享用份量十足又好吃的標津町名產，例如鮭魚、鮭

魚卵、鮭魚乾片等等！一天旅程的結尾就要泡個溫泉，標津溫泉被譽為美肌之湯，歡迎您前來泡泡源泉掛

流式的溫泉來舒緩身心。 

 

左上至右下: 標津鮭魚科學館、 Po 川史跡自然公園（竪穴式住居遺跡、木棧道、設施內部、展示品）、鄉土

料理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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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牛奶之路周邊區域 

北海道中標津町被譽為酪農王國。這個城鎮中央有間以牛為主題的民宿「USHIYADO」。是將整個城鎮比

喻成旅館的「城鎮旅館」，十分重視與城鎮裡的餐廳和溫泉設施之間的整體感。這裡有擺放一幅地圖，用手

寫方式記錄下周邊設施的基本資訊和特色，能感覺出他們對城鎮的熱愛。 

在 5 月到 11 月中會從早上 6:30 開始舉辦「酪農家的日常。早晨牧場散步！」體驗。可在 USHIYADO 主

人的牧場參觀牛舍和擠牛奶。「奶油製作體驗＆悠閒早餐」體驗會讓顧客使用中標津限定製造的珍貴中標

津鮮奶油來製作奶油，還能品嘗使用這種奶油製作的早餐。 

 

飯後介紹您去中標津的美麗景點──開陽台展望館。從該處眺望的廣大全景就像一塊綠色的地毯！看到

優美的牧草地帶與毫無遮蔽的地平線，想必能切身感受到「地球是圓的」吧。夜晚可觀測星空，早上有日出，

24 小時都能欣賞美景。離開開陽台展望館後向東走，接著行駛在綿延不絕的筆直道路「牛奶之路」。這條

路因為是「運送牛奶的運輸車所走的直線道路」而得名，雖然地圖上是完全筆直的直線道路，但實際上具有

縱向起伏，這種起伏能讓騎士和駕駛感受到一般直線道路所沒有的吸引力。如果一邊欣賞這幅彷彿牧歌裡

的風景一邊開車或騎摩托車，相信就能親身感受到北海道的壯闊。 

 

不只欣賞風景，也記得要享用中標津町的美食！推薦您菜色豐富的「知床成吉思汗羊肉空-SORA-」，這家

店選用當地材料來製作料理；另有「la laiterie 中標津」，能品嘗到以獨特製法把中標津町新鮮鮮乳製成

的義式冰淇淋等乳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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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至右下: ushiyado （外觀、內部裝潢）、開陽台、通往天空的道路、 La Laiterie 中標津（店內照片 

2 張） 

 

1.連結到提醒駕駛注意事項的文章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ja/howto 

2.連結到根室地區 TOP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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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ドライブルート （新千歳空港ルート） 

 

根室兜風路線:新千歲機場路線 

2020-12-22 

 

盡情享受北海道大自然、歷史、文化、美食的大滿足路線！ 

 

北海道最棒的地方是什麼呢？雄壯的大自然與在其中頑強生存的野生動物，什麼都好吃的北海道美食，阿

伊努族文化與波瀾壯闊的開拓歷史等……要一一列舉的話那可真說不完，這就是這麼一條能讓人充分感

受北海道魅力的路線！ 

讓我們從札幌～旭川的主要觀光景點開始，到美幌～弟子屈接觸深度自然與阿伊努族文化，再到有「大地

的盡頭」之稱的知床半島～根室半島上親自感受野生動物和鮭魚充滿活力的生態系吧。 

體驗過一次這條路線就算玩夠北海道了嗎？錯了，這只是條絕對會讓你想更加了解北海道的北海道入門

路線！ 

 

Start/Goal 新千歲機場, 1 在札幌市, 2 旭山動物園, 3 大雪山層雲峽・黑岳空中纜車, 4 「道之驛」全

景美幌峠・屈斜路湖・硫磺山, 屈斜路湖砂湯, 5 摩周湖第三展望台, 川湯溫泉, 6 知床五湖, 7 羅臼旅客

中心, 8 標津鮭魚科學館, 9 野付半島自然中心, 10 春國岱原生野鳥公園自然中心, 風蓮湖, 「道之驛」 

根室天鵝 44, 11 落石自然巡遊船, 12 釧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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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千歲機場～道東 

在札幌市區，你可以享用到以湯咖哩和成吉思汗羊肉為首的北海道人氣美食。在札幌，人們在飯後或酒後

一定會來杯「結尾聖代」，享用香甜的聖代來做結尾。有許多時尚的咖啡廳都營業到深夜，請一定要好好嚐

嚐這結尾聖代，為這條漫長的路線起個好頭吧！在一天的尾聲，讓我們到藻岩山欣賞日本三大夜景之一的

札幌夜景，一起沉浸在浪漫氛圍中吧。 

逛完札幌以後，推薦你到旭川市的旭山動物園！旭山動物園透過行動展示的形式來展示動物。透過這種方

式可以觀察到朝氣蓬勃的動物原本的運動能力，以及牠們充滿活力的日常模樣唷。 

從旭川再往北走，搭乘日本最大的國立公園──大雪山國立公園的黑岳纜車，就能從空中俯瞰壯麗的景

色，你會感覺自己變成了一隻鳥。入夜後，讓我們在大自然中的層雲峽溫泉的露天浴池裡，一邊欣賞壯麗的

景色一邊悠哉地泡溫泉，在綠意環繞下洗去身心的疲憊吧。 

 

左上至右下: 藻岩山、旭山動物園（北極熊、老虎）、大雪山國立公園、黑岳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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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光山色，一連串的上鏡美景 

接著讓我們往東開吧。在可以俯瞰屈斜路湖美景的道之驛「轉圈全景美幌峠」休息的話，就會被日本最大的

破火山口湖（世界第二大）屈斜路湖的壯觀與美所折服吧。天氣條件好的話或許還能看到雲海也說不定。在

這裡還可以品嘗到使用鄂霍次克地區的特產製作的餐點。 

 

從美幌峠開 40 分鐘左右的車便能抵達硫磺山（Atusa-Nupuri）。Atusa-Nupuri 在阿伊努語中的意思

是「裸露的山」，它是一座活火山，現在也還在活動中。水蒸氣噴出的景象就像地球在跳動一樣！在商店還

可以買到用水蒸氣製作的溫泉蛋。 

 

摩周湖位於距離硫磺山 15 公里左右的地方。摩周湖的湖水又被稱為「摩周藍」，該湖水之所以如此美麗的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任何河川流入或流出。其豐沛的水量全部來自經土壤等物質過濾後流入的泉水，因此湖

水不會混濁，以日本最透明的湖而廣為人知。 

 

川湯溫泉的特徵是每個溫泉設施都擁有不同的源泉，在每個溫泉設施都能體會到不同的功效。另外，溫泉

街上有各式各樣的餐飲店，不妨考慮考慮在溫泉設施外用餐的旅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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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至右下: 美幌峠、「道之驛」暢遊全景美幌峠、屈斜路湖、硫磺山、摩周湖、川湯溫泉 

3. 知床半島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在阿伊努語中意為「大地的盡頭」的知床半島。 

知床五湖除了有各式各樣的溼地植物外，在綠意盎然的七月時還能見到水芭蕉群落。在風和日麗的日子

裡，映照在湖面上的鏡像知床連山，模樣令人歎為觀止！由於參加方式會因時期而異，好比說在棕熊活動

期時必須參加有導覽員的行程等等，所以要注意唷。 

在欣賞完知床五湖的美景後，讓我們穿過知床峠往羅臼的方向前進吧。從知床橫斷道路（知床峠）望出去，

能看到直到七月上旬都映著白色殘雪的美麗知床岳，從九月下旬開始則可看到迷人楓紅，天氣好時還能欣

賞到國後島四季分明的絕美景致。 

如果你把車停在知床峠，試著挑戰長約五個鐘頭的健行路線的話，就能看到知床半島最大的湖──羅臼

湖、壯麗的知床連山景觀以及罕見的高山植物唷！ 

到了羅臼小鎮後，請一定要搭搭看遊覽船。參加知床自然巡航的行程，就能在不同的季節觀察到不同的珍

貴野生動物，像是棲息於羅臼海域，體長超過 15 公尺的抹香鯨，以及虎鯨、虎頭海鵰等等。 

在國後展望塔可以近距離觀賞國後島的雄偉面貌。此外，這裡能將羅臼市區景色盡收眼底，也是個非常受

歡迎的拍攝景點。 

 

左上至右下: 知床五湖、從羅臼沖眺望知床半島、知床自然巡航、國後展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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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鮭魚 

日本屈指可數的鮭魚產地標津町。 

位於標津町的標津鮭魚科學館是一間「鮭魚」水族館。展示了超過 30 種以上棲息於這個世界的 18 種鮭

科魚類，所展示的鮭科魚類種類數是日本第一。在和標津川相連的魚道水槽，秋天時可以就近觀察到鮭魚

的逆水洄游與產卵行為。這裡除了有跟魚兒互動的體驗區（像是讓沒有牙齒的鯊魚──鱘魚「咬手指」的體

驗等）以外，還有幼魚區以及平常很少有機會去了解的鮭科魚類生態系的相關展示，另外還有放眼望去能

看到國後島跟知床連山的觀景台，是個老少咸宜的觀光景點。 

 

照片：標津町鮭魚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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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濕原、海 

野付半島位於知床半島與根室半島之間，全長約 26 公里，是日本最大的砂質半島「沙嘴」。野付半島、野

付灣是《拉姆薩公約》的登錄濕地，同時也被登錄為原生花園。是一片有約 260 種野鳥與繁花盛開的豐饒

土地。另一方面，受海水侵蝕的枯木林（庫頁冷杉原、水楢原）形成一整片奇妙的景觀，讓人聯想到世界的

盡頭。 

野付半島自然中心不僅展示了在野付半島上發現的獨特動植物的資料，還提供了季節性的大自然導覽行

程。讓我們把身體交給知床的大自然，用全身來感受、享受它的宏偉規模吧。 

道之驛「天鵝４４根室」是日本最東邊的道之驛。設施後方有著根室十景之一的「風蓮湖」，隨著造訪季節不

同，能看到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觀與野生生物。在附設餐廳可以一邊用餐或休息，一邊欣賞風蓮湖的景色。

因為有提供多種語言的周邊資訊和野鳥資訊，所以不妨在休息時順便規劃一下旅遊計畫。 

讓我們從根室市南方的落石地區出發，搭乘由現役漁夫駕駛的漁船，參加落石自然巡航吧！可以遇見其他

地區難以見到的野生生物，像是稀有海鳥，以及海獺、港海豹等海洋哺乳動物。 

 

左上至右下: 「道之驛」根室天鵝 44 、春國岱自然中心（外觀、内部）、風蓮湖、落石自然巡航（船隻、野生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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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釧路 

如果你來到釧路，那麼你絕對不能錯過「世界三大最美夕陽」之一的幣舞橋夕陽。釧路的夕陽是在 1965 

年被認定為世界三大夕陽。據說港都釧路因世界各地的水手們造訪，因此它的美變得遠近馳名。在三月和

九月這兩個最佳旅遊季節造訪的話，就能看到夕陽沉入釧路川正中央的景象。 

來到釧路你一定要吃吃看爐端燒！爐端燒指的是在火爐邊，也就是在方形敞口式火爐（圍爐裏）的邊緣，用

炭火烤海鮮、肉類、蔬菜來吃的烹調方式。有一說認為爐端燒源自釧路。饕客可以直接品嘗食材的美味，或

許正因為在釧路取得新鮮海鮮很容易，所以才有這種享用食材的吃法吧。 

 

左至右: 幣舞橋、爐端燒 

 

1.點此閱讀如何享受安全兜風的資訊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howto 

2.點此閱讀根室地區的介紹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area/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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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ロナ対策 

 

〜2021 年新冠病毒安全資訊〜 
2020-10-30 

 

以預防新冠病毒感染為考量來挑選旅遊去處時，避開 3 密（密閉、密集、密切接觸）便成為享受安全旅行的

重要因素。 

根室地區擁有豐富的大自然，能享受鮮少與人密切接觸的自駕觀光旅遊。 

 

本文將為各位說明根室地區的新冠病毒感染現況、北海道當局提倡的預防感染對策，還有機場、航空公

司、租車業採取的對策，並介紹根室地區觀光設施實施預防感染對策的實際案例。 

 

１．新冠病毒感染（COVID-19）人數 

相較於日本其他地區，北海道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較為和緩，直至 2021 年 1 月 6 日當下共累計感染

252,343 人。其中根室地區僅累計至 4 人，可說是北海道內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地區。 

（2021 年 1 月 6 日當下） 

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日本） 

全國 ：257,457 

東京 66,343 

大阪 32,078 

沖繩 5,617 

北海道 13,972 

內、根室振興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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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最新更新，請訪問網站: https://www.hiecc.or.jp/soudan/emg/index.html?lang=en 

 

２．日本、北海道預防感染擴大對策 

作為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擴大之對策，日本政府及地方政府等機關均推展啓蒙活動，亦將相關對策融入人們

的生活。也請各位旅人能留意這些對策，好好享受旅行。 

 

【日本政府「新生活模式」】 

日本政府正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加入「新生活模式」，以作為預防新冠病毒感染之對策。許多國家也都在實施

這些基本對策來預防感染擴大。 

 

日常生活中採取的新生活模式 

 

[Source] https://www.covid19-info.jp/ 

 

【北海道廳「新北海道風格」】 

因應日本政府的「新生活模式」，北海道向居民及事業主提倡「新北海道風格」。 新北海道風格是北海道獨

自推行的政策，為在新冠病毒長期化的現況下，呼籲大眾採取新的生活方式，並鼓勵事業主進行改革創新，

孕育出全新的商業模式。 其中的「新北海道風格」安心宣言，便是建議各事業主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擴大而

進行的措施。 

 

「新北海道風格」安心宣言 7 大重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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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配戴口罩、徹底洗手。 

◆貫徹工作人員之健康管理。 

◆勤加通風換氣。 

◆定期消毒、洗淨設備、器具。 

◆減少人與人之接觸（距離、間隔、人數限制等）。 

◆呼籲客人注意咳嗽禮節、勤加洗手。 

◆讓顧客了解這些措施。 

◆使用北海道新冠病毒通知系統、出示 QR CODE 等。 

 

推行新北海道風格的店家等場所，將會放上 LOGO 標識。 

 

３．機場、航空公司實施預防感染對策之實例 

釧路機場、根室中標津機場、全日本空運株式會社，以及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均依循國土交通省、定期機場

協會所訂之「航空領域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擴大方針」中所示準則，實施預防旅客及從業人員感染之對策。以

下將介紹各公司所採取之措施。 

釧路機場、根室中標津機場 

【針對從業人員】 

①徹底做到洗手、漱口、手部消毒、配戴口罩、咳嗽禮節。 

②檢查身體狀況（發燒時、狀況不佳時、同住家人身體狀況不好時暫停上班）。 

③避開 3 密（避免不特定多人聚餐、非緊急必要不離開北海道等）。 

④徹底管理身體狀況。 

⑤接客單位採取預防感染對策（使用塑膠隔簾防止飛沫、配戴面罩等）。 

⑥訂定確保消毒劑、口罩之庫存標準並定期購買。 

 

【針對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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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業界團體方針採取措施。 

・透過公告標示、館內廣播等方式將「新北海道風格」告知大眾。 

・在網站上介紹相關措施。 

 

【針對租戶】 

・確保社交距離（擴大座椅間距、隔板、在行李領取及安檢處加上實施社交距離的標示等）。 

・增加公共空間消毒擦拭次數。 

・停用廁所乾手機、設置消毒劑。 

・分發作業分針。 

 

全日本空運株式會社 

【採取措施】 

ANA Care promise 

為讓顧客能安心、舒適搭乘飛機，在所有時刻均採取相關措施，以提供乾淨、衛生的環境。 

 

【網址】 

日文：https://www.ana.co.jp/ja/jp/topics/coronavirus-travel-information/initiative/ 

英文：https://www.ana.co.jp/en/jp/topics/coronavirus-travel-information/ 

 

【ANA Care promise 分區對策】 

（１）事前、櫃台：塑膠隔簾、勤加消毒。 

（２）安檢處：社交距離。 

（３）休息室：勤加打掃、食品分開包裝等。 

（４）登機口：社交距離。 

（５）機內：打掃、消毒、分發酒精消毒巾、在餐飲提供方面下功夫、空服員配戴口罩及手套等。 

 

【徹底執行機內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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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ANA 集團旗下行駛的飛機，均會進行通風換氣以保持空氣清新。出處：關於機內空氣循環：

https://www.ana.co.jp/group/about-us/air-circulation.html 

 

【圖片說明】 

●客艙內空氣會經常保持流動並進行換氣。 

●機內所有的空氣約每 3 分鐘便會全面更換。 

●空氣不會於客艙內停滯，會經常由天花板向地板下流通。空氣會經常自天花板進到客艙，再從左右牆

壁下方流動至地板下，不會停滯於客艙內特定地點。 

 

[Source] https://www.ana.co.jp/group/about-us/air-circulation.html 

 

【來自全日本空運株式會社西北海道分店的話】 

ANA 將貫徹 ANA Care promise，打造新的天空日常生活。 

不論何時我們都會努力執行對策，讓您能享受安心、安全的空中旅行。 

請務必乘著 ANA 的羽翼，前來根室地區所在的道東地區， 

全體同仁由衷靜候您的光臨。 



参考資料 

 

351 
 

 

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採取措施】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採取的措施 

依循國際民航組織 (ICAO) 方針來實施預防對策。 

為降低搭機顧客及業務從業人員雙方的感染風險，制定出「機場」、「飛機」、「空服員」、「貨物」4 個領域的建

議事項，為求讓各航空業人員均能依循一貫且統一的標準來預防感染。 

 

【網址】 

日文：https://www.jal.co.jp/jp/ja/info/2020/other/flysafe/protection-

measures/index.html 

英文：https://www.jal.co.jp/jp/en/info/2020/other/flysafe/protection-

measures/index.html 

 

【養成 7 個習慣】 

為防止新冠病毒感染擴大，以安心宣言的方式，推動「養成 7 個習慣」。 

① 工作人員配戴口罩並勤加洗手。 

② 貫徹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③ 設備內定期進行通風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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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定期消毒、洗淨設備、器具等。 

⑤ 減少人與人接觸的機會。 

⑥ 呼籲客人留意咳嗽禮節及洗手。 

⑦ 積極於公告及網頁告知各項措施。 

 

【其他措施】 

・從業人員配戴口罩、面罩等。 

・在櫃台設置隔板。 

・隨處設置消毒液。 

・到處擦拭打掃、消毒，如桌椅、自動報到機等。 

・在安檢處設置熱感應攝影機（體溫高的人需量體溫）。 

・分發除菌濕紙巾給顧客。 

・機內空服員需配戴口罩及手套，化妝室設置消毒噴霧。 

・夜間機內進行全面消毒。 

 

【關於機內空氣循環】 

飛行中，機艙內的空氣約 2～3 分鐘便會更換，以保持乾淨的空氣。 

 

1.利用引擎將機外空氣壓縮送進機艙內（使用波音 787 號客機的專用壓縮裝置）。 

2.利用空調裝置調整溫度，將空氣由天花板送至客艙。 

3.客艙內的空氣會因機內外的壓力差而流動至地板下，並透過機身下方的開關閘口排出機外。 

4.部分流動至地板下的空氣會以 HEPA 濾網濾清，以增加送風量。 

（北海道空中系統、日本空中通勤所使用的 ATR 型客機大約 4～6 分鐘就會全面更換客艙內的空氣。北

海道空中系統使用的 SAAB340B 型客機約 4～5 分鐘就會換氣。此類機型不使用 HEPA 濾網，而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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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式來維持乾淨的空氣。） 

 

【來自日本航空株式會社釧路分店的話】 

JAL 為使各位乘客都能有安全、安心的空中旅行，將持續進行各項新冠病毒感染預防對策。 

只要從釧路機場、女滿別機場利用租車前往根室地區，便能享受東北海道雄偉的大自然。 

衷心期盼能與各位於機上、機場相會。 

 

４．租車自駕 

釧根地區租車協會由釧路、根室地區從事汽車租賃業之企業主加盟組成，以下將為各位介紹該協會預防傳

染病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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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層組織一般社團法人全國租車協會製訂「汽車租賃業新冠病毒感染預防對策方針」，並加以執行。 

 

【針對從業人員採取的措施】 

①貫徹勤加洗手（上工時、休息後、外出作業後等）。 

②配戴口罩、面罩。 

③為常接觸的地方殺菌。 

④店內勤加通風換氣（1 小時約 2 次）。 

⑤接駁巴士：車內通風換氣（空調引入外部空氣、開窗）、以隔板區隔駕駛座。 

⑥活用托盤服務客人（交付現金、駕照等）。 

⑦避免飛沫對策（在各店櫃台、釧路機場櫃檯設置塑膠、壓克力板等）。 

 

【針對租車使用者採取的措施】 

①設置酒精消毒液（入口、店內）。 

②接駁巴士通風換氣（同上）。 

③活用托盤（同上）。 

④避免飛沫對策（同上）。 

 

【打掃車輛】 

除了平時的打掃工作外，在乘客常碰觸的地方加強殺菌（酒精、次氯酸水等） 

門把、座椅、安全帶、方向盤、導航系統、打檔桿等。 

 

【來自釧根地區租車協會的話】 

  為了顧客能安全、放心、舒適地使用租車服務，我們比平常更為殷勤，在每次租車均進行車輛檢查，並打

掃車子內外。店內為維護顧客及工作人員的健康及安全，將配戴口罩，並且為了避開 3 密（密閉、密集、密

切接觸），僅限駕駛人入店且部分分店將會測量體溫，敬請您協助配合。 

此外，懇請身體微恙，以及有發燒、強烈疲憊（倦怠感）、喘不過氣（呼吸困難）等症狀的顧客不要使用租車

服務，還望您諒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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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根室地區觀光設施預防傳染病擴大對策實施事例 

根室地區的觀光相關設施為守護到訪者及工作人員的安全，實施了預防新冠病毒感染之對策，以下為各位

介紹實際案例 

。敬請您協助遵守設施方針。 

 

【根室市觀光設施等單位實施預防傳染病擴大對策之實例】 

以下觀光設施均執行預防傳染對策，要求配戴口罩，並設置酒精消毒液、設置隔板、避開 3 密（密閉、密集、

密切接觸）、測量體溫、管理到訪者名冊等。 

 

場所：根室市觀光協會遊客中心、春國岱自然中心、根室市北方領土資料館、北方館、根室市歷史與自然資

料館、「根室天鵝 44」休息站、北方四島交流中心「Nihoro」 

 

以下場所將測量體溫，若發燒超過 37.5℃（99.5°F），便不得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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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根室市歷史及自然資料館、北海道立北方四島交流中心（Nihoro） 

 

 

想看更多有關根室和知床（羅臼）地區的文章，請點擊這裡： 

https://hokkaido.japandrive.com/zh-tw/area/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