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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這趟仙台・松島之旅正逢櫻花盛開季節！很可惜的是今年櫻花開得比較

晚，才綻放了五分而已。不過第一天在仙台市內遊覽史跡及享受浸泡溫泉樂

趣，第二天則是去到了松島吃我最喜歡的牡蠣。去洗溫泉時，還穿了日本的

浴衣呢♪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此趟貪心的仙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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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W hat’s 仙 台

宮城縣仙台市位於日本的北部，擁有百萬人口，為東北地方數一數二的大都市。早

約400年前由戰國武將-伊達政宗所開拓而出的歷史至今仍氣息猶存，又被稱為“杜

之都”。這裡是個能在豐富的大自然之中享受史跡巡禮，又能在OUTLET購物中心

盡情逛街購物魅力十足的地區。而且還能品嚐好吃的美食及泡溫泉等，盡情享受各

式各樣的樂趣！在每年的8月6～8日所舉行的「仙台七夕節」中，滿街都掛滿了豪

華的七夕竹飾，為城市平添了許多繽紛色彩，也令人感到十足的魄力！

写真提供：宮城県観光課

從台灣可直飛位於日本東北地方的最大都市-仙台。由人氣藝人安娜李小姐為

大家介紹以史跡和美食為首，還有溫泉、美景等等的仙台魅力。體驗只有日

本才能感受到的無微不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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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直航班機前往!仙台特集

安娜李

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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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annalee.fans?ref=ts&fref=ts


仙台站→＜JR仙台線＞→松島海岸站（快速25分、普通35分、單程大人400圓日幣）

以巴士和電車當交通工具，下午遊覽松島

風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品嚐一下我

最喜歡的牡蠣！看到這麼大的牡蠣有沒有

嚇一跳啊?!

走過了紅色的橋……，就能將日本三景之

一的松島絕景一覽無遺。眺望著大大小小

的島嶼，風光明媚令人嘆為觀止。

從陸地上欣賞過了松島的風景後，就要搭

遊覽船出航，從海上觀賞風景！天氣晴朗

，走出甲板，迎面吹拂而來的海風，感覺

好舒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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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就開始嘗試著手繪仙台的工藝品-日

本人偶。請看看！這就是我的傑作。安娜為

模特兒所畫出的泳衣裝扮的日本人偶。

江戶陀螺店的老闆特別讓我進去工作室參觀。還送我剛剛完成的小

陀螺當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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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秋保溫泉的旅館後，因為浴

衣需付費所以趕緊選了一套春意

盎然的櫻花花樣浴衣。怎樣?穿起

來好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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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非常豐盛，從生魚片、小火鍋、烏龍麵等料理到甜點

等各式各樣的料裡。安娜最推薦的是豆乳鍋。仙台當地特

釀的「當地特釀的地酒」也很不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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聳立於仙台城跡的戰國武將-伊達政宗的

銅像。安娜也擺出英勇姿勢，體驗一下武

士氣氛♪ 從這裡眺望而出的仙台市區景

觀也很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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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搭上了前往仙台城跡的「Loople仙台」，

充滿了復古氣息，氣氛絕佳!車廂中明亮

又乾淨，巴士站牌也很可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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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搭乘巴士及電車的「仙台周遊券」

♪ 在仙台機場站可以買得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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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旅遊玄關口的仙台機場的官方網站，也有豐富的仙台觀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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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城縣仙台市太白區秋保町

從JR仙台站搭前往秋保溫泉的宮城交通巴士約55分，在秋

保湯元下車。

地址：

交通：

成為旅遊玄關口的仙台機場的官方網站，也有豐富的仙台觀光資訊。 

仙台機場仙台機場

搭上剛開通的「超級小町」列車！

2013年3月16日剛出爐的「超級小町」列車。以1小時30分連結

東京－仙台之間，為夢想中的超特急列車！所有座位都附有枕

頭，坐起來非常舒適！在車裡享受仙台車站中最受歡迎的火車便

當-牛舌便當。

追加資訊！

草莓甜點牛舌

說到仙台的名產，那絕對不能不提肉質鮮

厚又多汁的牛舌了。老店「旨味 太助」直

到現在仍堅守傳統的製法和味道，是排隊

美食的名店。

松島海岸站前的咖啡店「ILE CAFE」使用

當季的水果製作甜點，在春天可以品嚐到

仙台產草莓所製作成的甜點喔。

在仙台站內寬廣的土產賣場裡，找到了現

在在台灣也很流行的「nameko香菇」吊飾！

伊達政宗跟毛豆泥造型的nameko香菇超可

愛呢！

推薦仙台美食＆土產 資訊

「nameko香菇」鑰 匙圈

松島的觀光景點之一「圓通院」非常寧靜，

是個令人心平氣和的好地方。庭園及茅草

屋頂的建築物等，能欣賞得到充滿日本味

的風景哦。

其實在遊覽船上還可以「餵食海鷗」呢。

安娜也趕緊挑戰一下。海鷗看到了手上的

餌就馬上圍了過來哦!超好玩的！

在茅草屋頂的餐廳小歇一下。毛豆磨成泥

所做成的著名甜點-毛豆麻糬的餡彷彿能品

嚐到豆子本身的甜味。這樣的美味，身心

都被治癒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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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dj-airport.com/o_chinese/index.html網站：

http://www.kotsu.city.sendai.jp/english/bus/loople/index.html網站：

（繁體中文）

（英文）



由伊達政宗所築城的仙台城的遺跡。由穿著盔甲，雄姿威武的「伊

達武將隊」迎接遊客的到來!還有資料館及餐館等。

仙台城跡

由伊達政宗所築城的仙台城的遺跡。由穿著盔甲，雄姿威武的「伊

達武將隊」迎接遊客的到來!還有資料館及餐館等。

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川內1

免費

從JR仙台站搭巴士「Loople 仙台」約30分，在臨時巴士站-

仙台城跡下車，走路3分就到

（日文）

（日文）

（日文・英文）
http://www.sendaijyo.com/ 

地址：

費用：

交通：

網站：

http://www.city.sendai.jp/keizai/kankou/kougeinosato/index.html

http://www.entuuin.or.jp/ 網站：

網站：

http://akiuonsenkumiai.com/ 

（日文）

（日文）

http://www.nanbuya.co.jp/ 網站： （日文）

http://www.s-pal.jp/sendai/index.html 網站： （日文）

http://www.matsushima.or.jp/

網站：

※這次造訪的是「奥州秋保温泉 蘭亭」。請上上述網站確認。

※這次造訪的是「傳統木偶　玩愚奄木偶屋」。請上上述網
站確認。

據說是座開湯已有1500年，擁有長久歷史的溫泉。在附近能享受

體驗傳統工藝及大自然漫步等樂趣。

秋保溫泉

據說是座開湯已有1500年，擁有長久歷史的溫泉。在附近能享受

體驗傳統工藝及大自然漫步等樂趣。

秋保溫泉秋保溫泉

宮城縣仙台市太白區秋保町

從JR仙台站搭前往秋保溫泉的宮城交通巴士約55分，在秋

保湯元下車。

地址：

交通：

該地區匯集了9家承繼傳統工藝的工作坊。除了能嘗試描繪日本

木偶之外，還可體驗藍染布、上漆等樂趣。

秋保工藝之里

該地區匯集了9家承繼傳統工藝的工作坊。除了能嘗試描繪日本

木偶之外，還可體驗藍染布、上漆等樂趣。

秋保工藝之里

該地區匯集了9家承繼傳統工藝的工作坊。除了能嘗試描繪日本

木偶之外，還可體驗藍染布、上漆等樂趣。

秋保工藝之里

宮城縣仙台市太白區秋保町湯元上原54

從JR仙台站搭乘前往秋保溫泉的宮城交通巴士約50分，在

秋保文化中心下車後走路15分

地址：

交通：

在院中有座締結良緣的觀音像，在「結緣日本人偶」上寫下心願

後，就能奉納於此。還能在茅草屋頂的建築物中體驗製作佛珠。

圓通院

在院中有座締結良緣的觀音像，在「結緣日本人偶」上寫下心願

後，就能奉納於此。還能在茅草屋頂的建築物中體驗製作佛珠。

圓通院

在院中有座締結良緣的觀音像，在「結緣日本人偶」上寫下心願

後，就能奉納於此。還能在茅草屋頂的建築物中體驗製作佛珠。

※這次造訪的是「傳統木偶　玩愚奄木偶屋」。請上上述網
站確認。

圓通院

宮城縣宮城郡松島町松島町內67

8：30～16：00（12～3月則9：00～16：00）

300圓日幣

從JR松島海岸站走路5分

地址：

營業：
時間

費用：

交通：

約50分鐘的船旅，遊覽松島的海灣內風光。盡情欣賞從陸地上所

無法體會的美麗風光。還能體驗餵食海鷗的樂趣

松島環島觀光船／仁王丸路線

約50分鐘的船旅，遊覽松島的海灣內風光。盡情欣賞從陸地上所

無法體會的美麗風光。還能體驗餵食海鷗的樂趣

松島環島觀光船／仁王丸路線松島環島觀光船／仁王丸路線

宮城縣宮城郡松島町松島町內85

9：00～16：00
（11～3月則～15：00、暑假・黃金周假期間則～16：30）
1400日幣（海鷗的餌食100日幣）

從JR松島海岸站走路7分

地址：

營業：
時間

費用：

交通：

網站：

以松島產的牡蠣為主，全年都能品嚐得到美味的牡蠣料理的老字號餐廳。搭

配上炸牡蠣、燒烤帶殼牡蠣等的著名牡蠣蓋飯組合，是人氣十足的餐點。

南部屋

以松島產的牡蠣為主，全年都能品嚐得到美味的牡蠣料理的老字號餐廳。搭

配上炸牡蠣、燒烤帶殼牡蠣等的著名牡蠣蓋飯組合，是人氣十足的餐點。

南部屋

以松島產的牡蠣為主，全年都能品嚐得到美味的牡蠣料理的老字號餐廳。搭

配上炸牡蠣、燒烤帶殼牡蠣等的著名牡蠣蓋飯組合，是人氣十足的餐點。

南部屋

宮城縣宮城郡松島町內103

10：00～16：00、不定休

從JR松島海岸站走路10分

在古色古香的日式民宅中，可享用蕎麥麵及烏龍麵等餐點及著名

的毛豆泥麻糬等美食料理。也是觀光途中的最佳休息地點。

DONJIKI茶屋

在古色古香的日式民宅中，可享用蕎麥麵及烏龍麵等餐點及著名

的毛豆泥麻糬等美食料理。也是觀光途中的最佳休息地點。

DONJIKI茶屋DONJIKI茶屋

宮城縣宮城郡松島町松島字町內89

9:00～17:00
 (淡季中只有週六・日及例假日營業，其他則無休)
從JR松島海岸站走路5分

地址：

營業：
時間

交通：

由伊達政宗所築城的仙台城的遺跡。由穿著盔甲，雄姿威武的「伊

達武將隊」迎接遊客的到來!還有資料館及餐館等。

仙台城跡仙台城跡

地址：

營業：
時間

交通：

松島海岸站前的咖啡店「ILE CAFE」使用當季的水果製作甜點，在

春天可以品嚐到仙台產草莓所製作成的甜點喔。 

草莓甜點/ILE CAFE

松島海岸站前的咖啡店「ILE CAFE」使用當季的水果製作甜點，在

春天可以品嚐到仙台產草莓所製作成的甜點喔。 

草莓甜點/ILE CAFE草莓甜點/ILE CAFE

宮城縣宮城郡松島町松島浪打濱10-4

11：00～17：30、週三・四沒有固定休息時間

緊鄰JR松島海岸站

地址：

營業：
時間

交通：

在仙台站內寬廣的土產賣場裡，找到了現在在台灣也很流行的

「nameko香菇」吊飾！　伊達政宗跟毛豆泥造型的nameko香菇超可愛呢！ 

「nameko香菇」鑰匙圈/仙台物產館

在仙台站內寬廣的土產賣場裡，找到了現在在台灣也很流行的

「nameko香菇」吊飾！　伊達政宗跟毛豆泥造型的nameko香菇超可愛呢！ 

「nameko香菇」鑰匙圈/仙台物產館「nameko香菇」鑰匙圈/仙台物產館

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中央1-1-1 S-PAL B1F

10：00～20：30、無固定公休日

連結JR仙台站

地址：

營業：
時間

交通：

說到仙台的名產，那絕對不能不提肉質鮮厚又多汁的牛舌了。老店「旨味 

太助」直到現在仍堅守傳統的製法和味道，是排隊美食的名店。 

牛舌/旨味 太助

說到仙台的名產，那絕對不能不提肉質鮮厚又多汁的牛舌了。老店「旨味 

太助」直到現在仍堅守傳統的製法和味道，是排隊美食的名店。 

牛舌/旨味 太助

說到仙台的名產，那絕對不能不提肉質鮮厚又多汁的牛舌了。老店「旨味 

太助」直到現在仍堅守傳統的製法和味道，是排隊美食的名店。 

牛舌/旨味 太助

仙台市青葉區國分町2-11-11

11:30～22:00（L.O.21:30）、禮拜一公休

仙台市營地下鐵勾當台公園站 步行4分

地址：

營業：
時間

交通：



開湯1900年以上，擁有悠久歷史的溫

泉勝地。春天可賞花及植物，夏天則

登山健行，秋天欣賞紅葉之美，冬天則

滑雪，一年四季可享許多不同樂趣。

2011年榮登世界遺產之列的平泉。在

以金色堂而廣為人知的中尊寺及毛越

寺等，能體驗接觸日本歷史的樂趣。

匯集了120家以上的店舖，號稱東北規

模最大的暢貨園區。除了多采多姿的

流行服飾商品之外，還有東北各地美

食及特產紀念品等種類豐富，應有盡

有。

隨著初夏的來臨，櫻桃開始長出了可

愛的紅寶石色澤的果實。在名產地的

山形各地，都可體驗現採櫻桃，品嚐剛

摘下來的新鮮櫻桃的甜美滋味。

藏王溫泉 世界遺產・平泉

三井暢貨園區・仙台港 山形・現採櫻桃

藏王溫泉藏王溫泉

山形縣山形市藏王溫泉

從仙台站搭JR仙山線約60分，前往山形站。然後改搭路線巴

士約40分，在藏王溫泉(巴士總站)下車。

地址：

交通：

宮城縣仙台市宮城野區中野出花123

10：00～20：00（依季節不同而異）、不定休

從仙台站搭JR仙石線約20分，在中野榮站下車後，走路8分。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岩手縣西磐郡平泉町

從仙台站搭東北新幹線約30分，前往一之關站。然後改搭JR

東北本線約10分，在平泉站下車

地址：

交通：

多加一天的時間，推薦一遊的景點。MORE!

仙 台 旅 遊 的 便 利 手 冊

仙台機場

成為旅遊玄關口的仙台機場的官方網站，也有豐富的仙台

觀光資訊。

宮城景點巡遊巴士

連結從仙台站到日本三大景之一的松島及世界遺產的平

泉等地，很方便的巴士。1天行駛1班次。

交通

http://yamagatakanko.com/ 網站： （可使用繁體中文翻譯功能）

http://www.31op.com/sendai/foreign/index_tw.html網站：
（繁體中文）

http://www.evaair.com/（繁體中文）

http://www.jreast.co.jp/tc/sendai/index.html （繁體中文）

http://www.miyakou.co.jp/bus/sightseeing/（日文） http://www.sentabi.jp/marugoto/（日文）

http://www.kotsu.city.sendai.jp/english/bus/loople/index.html

（英文）

http://www.sdj-airport.com/o_chinese/index.html（繁體中文） 

http://hiraizumi.or.jp/ch/index.html網站： （繁體中文）

http://yamagatakanko.com/網站： （可使用繁體中文翻譯功能）



仙台旅日和

內容豐富生動，有依季節介紹仙台市內景點等，網羅了

詳細的仙台觀光資訊。

宮城觀光NAVi！

介紹以仙台為首的宮城縣觀光景點及各種美食、季節性活動

等的網站。

http://japan-articles.japanican.com/tc/articles/201007sendai_hotels.html

（繁體中文）

JAPANiCAN.com

東北地區的旅遊據點非它莫屬！仙台城的魅力＆倍受關

注的飯店。

日本國際觀光旅館聯盟 [東北]

介紹東北地方的旅館、飯店等。此外還有能直接上

網預約的旅館資訊。
住 宿

觀光資訊

http://www.ryokan.or.jp/tw/02/（繁體中文）

http://www.sentabi.jp/tw/（繁體中文）

http://tw.tohokukanko.jp/（繁體中文）

http://www.pref.miyagi.jp/kankou/zh_tw/index.htm（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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