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向日神社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鳥居到正殿之間約 200m 的參道旁和神社內的紅
葉都非常美麗。
・向日市向日町北山 65　TEL.075-921-0217
◆阪急京都線「西向日」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從 JR 京都線「向日町站」搭乘計程車 6 分鐘
◆從阪急京都線「東向日站」搭乘計程車 5 分鐘

【停車場】有

2　柳谷觀音（楊谷寺）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寺內有空海的法力所庇護的獨鈷水，可治眼疾而
為人所知。

【費用】800 日圓
・長岡京市淨土谷堂之谷 2　TEL.075-956-0017
◆從阪急京都線「長岡天神」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從阪急京都線「西山天王山」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從 JR 京都線「長岡京」站搭乘計程車 13 分鐘

3　長岡天滿宮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與菅原道真公有淵源的地方。八條池周圍秋意甚
濃別具韻味。神殿上的丹紅色朱漆與紅葉相映成
趣。
・長岡京市天神 2 丁目 15-13　TEL.075-951-1025
◆阪急京都線「長岡天神」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JR 京都線「長岡京」站下車，步行 20 分鐘

4　光明寺（長岡京市）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參道旁數百棵茂密的紅葉將寺內遍染層層朱紅。

【費用】
※特別參拜期間需要支付入山費
大人　500 日圓（30 人以上的團體為 400 日圓）
　國中生以下免費
・長岡京市粟生西條之內 26-1　TEL.075-955-0002
◆從 JR 京都線「長岡京」站，或阪急京都線「長岡天神」
站搭乘阪急巴士至「旭丘養老院前」下車
※無停車場，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宇治川沿岸一帶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宇治川沿岸的山區，入秋的紅葉很美。
・宇治市　TEL.0774-23-3334（公益社團法人宇治市觀光
協會）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或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順
著宇治川沿岸向上游步行散步

2　宇治市源氏物語博物館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通往博物館的拱門和建築物周圍被紅葉點染得美
麗動人。從館內欣賞到的紅葉景致也獨具一格。

【公休日】週一（如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隔天休息）、
年底年初

【開放時間】9：00 ～ 17：00（16：30 停止入內）
【費用】
大人　500 日圓（400 日圓）
小、中學生　250 日圓（200 日圓）
※（ ）內為團體票價（適用 30 人以上）
・宇治市宇治東內 45-26　TEL.0774-39-9300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8 分鐘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收費）

3　京都府立山城綜合運動公園
　　「太陽之丘」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貫穿公園南北的幹線道路兩旁的紅葉非常漂亮。
・宇治市廣野町八軒屋谷 1 番地　TEL.0774-24-1313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或 JR 奈良線「宇治」站搭乘
京阪京都巴士（往太陽之丘方向）至「太陽之丘」下車，或
搭乘開往維中前、宇治田原工業園方向的巴士至「太陽之丘
門前」下車
◆從近鐵京都線「大久保」站搭乘京阪京都巴士（開往京阪
宇治、黃檗站方向）至「太陽之丘西門前」下車

【停車場】有（1,300 台車位　普通車位 400 日圓、大型車
位 1,500 日圓）

4　興聖寺　琴坂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從山門開始綿延不斷的琴坂是著名的賞楓景點。
緩緩的坡道兩旁是豔紅的楓葉，宛如楓葉隧道般。
・宇治市宇治山田 27-1　TEL.0774-21-2040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20 分鐘

5　三室戶寺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三室戶寺，是奈良時代開山的古寺，位於宇治川
北側群峰中的一座明星山的山腰上。寺內有江戶
時代重建的正殿，供奉著阿彌陀三尊坐像（平安
時代）的阿彌陀堂、江戶時代修建的三重塔等等，
另外供奉著據傳為平安時代所雕刻的釋迦如來像
的寶物殿會在每月的 17 日向民眾開放。
種有紅葉，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景色。

【開放時間】
4/1 ～ 10/31　8：30 ～ 16：30
11/1 ～ 3/31　8：30 ～ 16：00

（結束前 30 分鐘停止受理）
【費用】
大人　500 日圓（400 日圓）
小、中學生　　300 日圓（200 日圓）
※（ ）內為團體票價（適用 30 人以上）
寶物殿　大人　300 日圓、兒童　200 日圓
・宇治市菟道滋賀谷 21　TEL.0774-21-2067
◆京阪宇治線「三室戶」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收費）

6　平等院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從山門前廣場到院內，約 200 棵紅葉同時變紅，
更加突顯出鳳凰堂之美。簡直就是秋天的極樂淨
土景致。
紅葉期間還會舉辦夜間特別參拜（夜間點燈）。
2019 年 11 月 16 日〜17 日、11 月 22 日〜24 日、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宇治市宇治蓮華 116　TEL.0774-21-2861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停車場】無（附近有民營停車場）

7　松花堂庭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松花堂庭園是與被稱為「寬永三筆」的松花堂昭乘，
有淵源的庭園。以昭乘在晚年所修剪的草庵「松
花堂」為中心，由露地庭及枯山水等構成的 2 萬
2 千㎡的庭園內，不只紅葉季節時風光無限，一
年四季都能欣賞到日本的美麗風情。另外還兼設
有美術館、博物館商店和京都吉兆松花堂店。

【公休日】
週一（如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隔天休息）、年底年
初
※庭園導覽需要事先預約（40 分鐘～ 60 分鐘）
・八幡市八幡女郎花 43-1　TEL.075-981-0010
◆從京阪本線「八幡市」站搭乘京阪巴士至「大芝、松花堂前」
下車

8　善法律寺（紅葉寺）
11 月下旬
曾經擔任石清水八幡宮檢校職的善法寺宮清所開
創的寺院。供奉有八幡大菩薩像的本尊及寶冠阿
彌陀如來像等。同時也是足利義滿的母親良子的
菩提寺。寺內有很多良子佈施的紅葉，又被稱為「紅
葉寺」。
※寺內自由參觀。只有參觀正殿時需要預約。
・八幡市八幡馬場 88-1　TEL.075-981-0157
◆從京阪本線「八幡市」站搭乘京阪巴士至「走上」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京阪本線「八幡市」站下車，步行約 15 分鐘

9　神應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向石清水八幡宮請佛的行教所創建的寺院。從參
道到寺內都可以欣賞到豔麗的紅葉。銀杏也很美
麗。※正殿參觀需要預約。
・八幡市八幡西高坊 24　TEL.075-981-2109
◆京阪本線「八幡市」站下車、步行約 6 分鐘

10　石清水八幡宮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男山一帶的紅葉非常美
麗。站在展望台上，可以
看到對岸的天王山，眺望
桂川、宇治川、木津川這
三條河。也很適合健行。
八幡宮內還有愛迪生紀念
碑。境內自由參觀。
・八幡市八幡高坊 30　
TEL.075-981-3001
◆從京阪本線「八幡市」站搭
乘纜車至「男山山上」站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京阪本線「八幡市」站下車，
由表參道至山上步行約 30 分
鐘

11　酬恩庵一休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紅葉從入口開始迎接著旅客。青苔紅葉相輝映。
紅葉落在幾何學圖形的花崗岩石板路上，彷彿像
鋪上一層紅毯般。

【開放時間】
9：00 ～ 17：00（寶物殿 9：30 ～ 16：30）

【費用】
大人（中學生以上）500 日圓　兒童 250 日圓
團體（30 人以上）450 日圓
・京田邊市薪里內 102　TEL.0774-62-0193
◆JR 學研都市線「京田邊」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近鐵京都線「新田邊」站下車，步行 20 分鐘

【停車場】有（30 台車位，收費）

12　大御堂觀音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奈良時代因天武天皇的祈願而創建。本尊是被指
定為國寶的十一面觀音，其柔和的表情獨具特色，
向今天的人們講述著天平文化之華麗。春天，參
道旁盛開著油菜花和櫻花，到了秋天就變成賞楓
勝地。紅葉有雞爪槭及羽毛楓等 20 棵楓樹，11
月中旬是最佳觀賞期。

【開放時間】參觀時間　9：00 ～ 17：00（需要預約）
【費用】400 日圓
・京田邊市普賢寺下大門 13　TEL.0774-62-0668
◆從近鐵京都線「三山木」站、JR 學研都市線「JR 三山木」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普賢寺」下車，步行 3 分鐘

【停車場】有（30 台自用車位、免費）

13　大道神社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供奉著菅原道真。
登上九十多階的台階後，美麗的紅葉便映入眼簾。
・綴喜郡宇治田原町立川小字宮之前 39　　
TEL.0774-88-3782（猿丸神社）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JR 奈良線「宇治」站，或近鐵
京都線「新田邊」站搭乘京都京阪巴士（開往維中前、工業
園、綠苑坂方向）至「維中前」下車，步行 30 分鐘

【停車場】無

14　猿丸神社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供奉著百人一首中收錄的「紅葉深山有鹿鳴  聲來
聞者亦悲秋」的作者，傳說中的詩人猿丸大夫，
現在作為「去腫瘤之神」、「封癌之神」而廣受崇拜。
每月 13 日會舉辦每月祭，4/13 和 9/13 為主要
的祭典，6/13 和 12/13 會舉辦火焚祭神儀式。
11 月下旬神社內及周邊的紅葉會開始慢慢變紅。
・綴喜郡宇治田原町禪定寺小字粽谷 44　　
TEL.0774-88-3782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JR 奈良線「宇治」站，或近鐵
京都線「新田邊」站搭乘京都京阪巴士（開往維中前、工業
園、綠苑阪方向）至「維中前」下車，步行 50 分鐘（每月
13 日有維中前至猿丸神社的臨時巴士）
◆從京滋 bypass（從名古屋方面前來）「南鄉」交流道、或
京滋 bypass（從大阪方面前來）「笠取」交流道開往禪定
寺地區
◆從國道 307 號進入岩山 bypass 沿著府道大石東線往大津
方向前進（從宇治田原町側進入）
◆從大津、石山、南鄉沿著府道大石東線南下（從滋賀縣側
進入）

【停車場】有

15　天神社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據傳於延歷 14 年（795 年），經傳教大師請佛，
由奧山田之莊的開山鼻祖藤原兼秀所修建而成。
延長年間（923 ～ 931）有菅原道真陪祀，自古
以來就是山田村落的守護神而被供奉著。現在的
正殿為一間社流造結構，屬於京都府登錄文化遺
產。
位於可以俯瞰奧山田村落的絕佳位置，秋天的紅
葉絕景可盡收眼底。
・綴喜郡宇治田原町奧山田小字宮垣內　
TEL.0774-88-2963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JR 奈良線「宇治」站，或近鐵
京都線「新田邊」站搭乘京都京阪巴士（往維中前、工業園、
綠苑阪方向）至「維中前」下車，再換乘社區巴士至「奧山
田」下車，步行 2 分鐘
◆由國道 307 號進入信樂方向 在奧山田大杉隧道前 100m 
的宮垣內十字路口左轉即至

1　北野天滿宮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北野天滿宮境內西側的史跡
御土居，10 月下旬～ 12 月
上旬的紅葉季節時對外開放。
御土居，是豐臣秀吉於天正
19 年（1591 年）在京都周圍修建的野戰工程。一旁緩緩流動的
紙屋川水面上倒映著鮮明的紅葉，營造出恬靜優雅的空間。

【費用】
門票（含茶點）
　大人　1,000 日圓
　兒童　500 日圓
・京都市上京區馬喰町　TEL.075-461-0005
◆市巴士「北野天滿宮前」下車

2　清水寺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從著名的清水舞台向下眺望，
一片嬌豔如海般的紅葉盡入眼
簾。
※目前正在重鋪正殿的柏木皮
屋頂，但可入內參拜。
・京都市東山區清水 1 丁目 294　TEL.075-551-1234
◆市巴士「五條坂」下車，步行 15 分鐘
◆市巴士「清水道」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無（附近有京都市清水坂觀光停車場（收費））

3　高台寺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高台寺是豐臣秀吉的正室北
政所為了祈禱丈夫的冥福而
興建。秋天的晚間參拜也別
具景致值得一看。
・京都市東山區高台寺下河原町 526　TEL.075-561-9966
◆市巴士「東山安井」下車，步行 7 分鐘

【停車場】有（參拜旅客可免費停車 1 小時）

4　地主神社
11 月下旬
清水一帶的絕美紅葉，可祈
求戀愛圓滿。
・京都市東山區清水 1 丁目 317
TEL.075-541-2097
◆市巴士「五條坂」、或市巴士「清
水道」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無（附近有市營、民營的收費停車場）

5　城南宮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神苑內除了可以欣賞到秋天
七草以及秋日的原野風情外，
境內還有栽種楓樹，紅葉也
很美麗迷人。

【費用】神苑門票　600 日圓
・京都市伏見區中島鳥羽離宮町 7
　TEL.075-623-0846
◆地鐵烏丸線、近鐵京都線「竹田」站下車◆市巴士「城南宮東口」下車
◆從京都站八條口搭乘京都 RAKUNAN EXPRESS（R'EX 巴士），平日在「油
小路城南宮」下車，週六、週日和國定假日在「城南宮前」下車

【停車場】有（平時：普通車位 200 台、巴士車位 10 台／旺季：普通車位 240 台、
巴士車位 3 台）

6　京都府立植物園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紅色的雞爪槭、黃色的銀杏、橘色的黃連
木等等，即使身處都市之中也能欣賞到為
期 1 個多月的各種紅葉景致。園內中木
池附近的楓樹及繡球花園的紅葉景色更是
不能錯過。

【開放時間】
9：00 ～ 17：00 (16：00 停止入園 )
溫室參觀　10：00 ～ 16:00 (15：30 停止入內 )

【費用】
門票（溫室門票需另付，與門票同價）
　普通　200 日圓
　高中生　150 日圓
　國中以下免費
※持身心障礙手冊者免費
※持有府立陶板名畫之庭的聯票
※70 歲以上的長者請出示相關證明即可免費
・京都市左京區下鴨半木町　TEL.075-701-0141
◆地鐵烏丸線「北山」站下車，3 號出口出站即至
◆地鐵烏丸線「北大路」站下車，3 號出口出站向東步行約 10 分鐘
◆市巴士「植物園前」下車，步行 5 分鐘

【停車場】有（150 台車位、自用車 1 小時 300 日圓，一日最高 1200 日圓）

公益社團法人 京都府觀光聯盟
發行：2019.06

16　山城町森林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到富饒大自然的森林公園，隨
處可見的紅葉特別美麗。從公園內三上山的展望
台可以眺望整個相樂地區。
・木津川市山城町神童子三上山 1 番地　
TEL.0774-86-4507
◆JR 奈良線「棚倉」站下車，步行 80 分鐘
◆從 JR 奈良線「棚倉」站開車 10 分鐘
◆從 R24 開橋十字路口向東行駛 5km

【停車場】有（費用 /500 日圓）

17　神童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正殿旁的銀杏巨樹附近，落葉鋪成的金黃色絨毯，
彷如隔世般的美麗。
・木津川市山城町神童子不晴谷　TEL.0774-86-2161
◆從 JR 奈良線「棚倉」站開車 10 分鐘（步行約 40 分鐘）
◆從近鐵京都線「新祝園」站開車 20 分鐘

【停車場】有

18　淨琉璃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為示現極樂淨土的庭園內，紅葉將水池及三重塔

（國寶）都染成紅色世界。
・木津川市加茂町西小札場　TEL.0774-76-2390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木津川市社區巴士至「淨
瑠璃寺前」下車
◆從 JR 大和路線「奈良」站，或近鐵奈良線「近鐵奈良」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淨瑠璃寺」下車

【停車場】有（民間停車場 50 台車位、收費）

19　岩船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因繡球花數量繁多而聞名，但滿滿幽谷盡是漫天
的紅葉又豈能錯過。登上三重塔後山的散步道，
可以眺望山上的紅葉。
・木津川市加茂町岩船上之門 43　TEL.0774-76-3390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木津川市社區巴士至「岩
船寺」下車
◆從 JR 大和路線「奈良」站，或近鐵奈良線「近鐵奈良」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淨瑠璃寺」下車，或轉乘木津川市
社區巴士（當尾線）至「岩船寺」下車

【停車場】有（民間停車場 50 台車位、收費）

20　海住山寺
11 月下旬
位於海拔 200 公尺，可以欣賞紅葉，俯瞰恭仁宮
和遠眺平城宮。
以五重塔（國寶）為背景的楓紅我見流連十分迷人，
正殿背後的銀杏巨樹與紅葉也很動人。
・木津川市加茂町例幣海住山 20　TEL.0774-76-2256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木津川市社區巴士至「海
住山寺口」下車，步行 25 分鐘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岡崎」下車，
步行 40 分鐘

【停車場】有（30 台車位、免費）

21　笠置山一帶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位於木津川南岸的國家史蹟名勝笠置山。
可以欣賞紅葉美景的健行路線。
・相樂郡笠置町　TEL.0743-95-2301（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JR 關西本線「笠置」站下車，至山頂步行 45 分鐘

22　布目川自然公園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可以欣賞到布目川的整塊岩石經過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而形成的「壺穴」群。
・相樂郡笠置町　TEL.0743-95-2301（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JR 關西本線「笠置」站下車，步行 1 小時

23　笠置山紅葉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位於府立笠置山自然公園內笠置寺，寺內的紅葉
公園被紅葉染的紅通通。
・相樂郡笠置町　TEL.0743-95-2301（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JR 關西本線「笠置」站下車，步行 45 分鐘

24　正法寺（和束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據說是行基為了祭奠安葬在當地的聖武天皇皇子
安積親王的菩提而修建。
寺內整條參道旁都種有銀杏及紅葉樹，秋天的紅
葉給平時寧靜的古寺妝點熱鬧的顏色。
・相樂郡和束町南　TEL.0774-78-0300（和束町觀光諮詢
處）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往和束小
杉方向）至「和束山之家」下車，步行 5 分鐘

25　京阪奈紀念公園
　　　「水景園」
11 月
以日本庭園為主的紅葉樹，紅的精緻、紅的美麗（雞
爪槭、大紅葉等）。

【公休日】無
【開放時間】9：00 ～ 17：00（16：30 停止入園）
【費用】
大人　200 日圓　小、中學生　100 日圓
60 歲以上長者出示證明可免費參觀
・相樂郡精華町精華台 6 丁目 1 番地　TEL.0774-93-1200
◆從近鐵京都線「新祝園」站，或 JR 學研都市線「祝園」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36、37、56 系統）9 分鐘
◆從近鐵京阪奈線「學研奈良登美之丘」站搭乘奈良交通巴
士（56 路）14 分鐘
※前往水景園的遊客請在「公園東通」下車，前往草坪廣場
的遊客請在「京阪奈紀念公園」下車
◆從京都走 R24 ～京奈和自動車道「精華學研」交流道 ～
精華大通約 5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普通車位 400 日圓、大型車位 1,500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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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京都位於京都府的南部，現今此處依然埋藏著諸

多國寶、高雅的茶文化以及茶園的絢爛景色，是擁有

800 年悠久歷史的宇治——日本茶的故鄉。

竹之里、乙訓位於京都府的西南部，在歷史與

浪漫的寂靜氣氛中洗滌出塵的心靈，如隱世般

沉浸在美麗竹林和紅葉之中。



1　金剛院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賞楓勝地，屬第 3 號靈場的關西花之寺（紅葉）
當之無愧。三重塔和紅葉相映成輝美不勝收。
金剛院一帶被指定為京都府歷史環境保護區。
・舞鶴市鹿原 595　TEL.0773-62-1180
◆從 JR 舞鶴線「東舞鶴」站搭乘京都交通巴士（往高濱方向）
至「鹿原」下車、步行 10 分鐘
◆從舞鶴若狹自動車道「舞鶴東」交流道開車 9 分鐘

2　舞鶴自然文化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楓葉、紅葉、銀杏以及沿線道路旁的水杉等譜出
色彩繽紛的協奏曲。
・舞鶴市多禰寺 24-12
TEL.0773-68-1187（公益財團法人舞鶴市花與綠公社）　
　◆從 JR 舞鶴線「東舞鶴」站搭乘京都交通巴士至「舞鶴
自然文化園」下車
◆從舞鶴若狹自動車道「舞鶴東」交流道開車 30 分鐘

3　世屋高原家族旅行村
　　丹後縱貫林道一帶
10 月中旬～ 11 月中旬
位於海拔 500m 的丹後半島、世屋高原的世屋之
里。可以一覽被紅葉暈染的群山景色，以及眼前
一望無際的若狹灣。
・宮津市字松尾 96
TEL.0772-27-0795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天橋立」站搭乘丹海巴士至「日置」
下車，再轉乘至「世屋高原」下車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宮津與謝道路「與謝天橋立」交流道
開車 30 分鐘

1　出雲大神宮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御神體山的紅葉堪稱為絕佳景色。這裡也是觀賞
銀杏的名勝。
・龜岡市千歲町千歲出雲無番地　TEL.0771-24-7799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龜岡市鄉土巴士，在「出
雲神社前」下車，約 15 分鐘◆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千代川」
交流道約 15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80 台）

2　神藏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是龜岡市內最早轉紅的紅葉名勝。延曆元年（782）傳
教大師最澄到此拜訪，並開始創建道場。鎮守在神藏寺
的雞爪槭，彷彿要將境內完全覆蓋隱藏一般，據傳其樹
齡已有 400 餘年。當樹葉撒落時猶如鋪上絨毛地毯般
的夢幻情景，十分推薦大家前往欣賞。

【費用】需要門票
・龜岡市薭田野町佐伯岩谷之內院之芝 60　
TEL.0771-23-5537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至「運
動公園總站」下車，或轉乘龜岡市鄉土巴士至「綠色高地口」
下車，步行約 20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免費）

3　鍬山神社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京都府登錄文化遺產的鍬山神社，一到秋天就被
紅葉妝點色彩，彌漫著一股濃濃的莊嚴氣氛。

【費用】11 月為 300 日圓　小學生以下免費
・龜岡市上矢田町上垣內 22-2　TEL.0771-22-1023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龜岡市社區巴士（東線）至「鍬
山神社前」下車即至◆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京阪
京都交通巴士至「矢田口」下車，步行約 20 分鐘◆從京都
縱貫自動車道「篠」交流道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30 台車位）

4　法常寺
11 月中旬
鮮豔的紅葉為市內之首。
※參觀需要預約
・龜岡市畑野町千畑藤垣內 1 　TEL.0771-28-2243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至「運
動公園站」下車，轉乘龜岡市鄉土巴士至「千畑」下車，步
行約 5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約 30 分鐘車程

4　成相寺
10 月中旬～ 11 月下旬
位於山腰處的「成相寺」是西國第 28 號靈場，還
能俯瞰日本三景的「天橋立」，因此參拜者絡繹不
絕。到了秋天，五重塔周圍絢麗耀眼的紅葉，宛
如一副壯麗奔放的風景畫。

【費用】門票 500 日圓
・宮津市成相寺 339　TEL.0772-27-0018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天橋立」站搭乘汽船至「一之宮」
下船步行 5 分鐘，也可轉乘纜車或纜椅至「傘松公園」下車，
或者轉乘登山巴士至「成相寺」站下車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宮津與謝道路「與謝天橋立」交流道
開車 20 分鐘

【停車場】有（普通車位約 30 台、大型車位 4 台　免費）

5　雙峰公園一帶和大江山群峰
10 月下旬～ 11 月上旬
加悅雙峰公園。赤石岳的闊葉樹林的紅葉特別美
麗。闊葉樹與針葉樹相互輝映也別有一番韻味。
・與謝郡與謝野町與謝　TEL.0772-43-1581（加悅雙峰公
園）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與謝野」站搭乘計程車約 25 分
鐘

6　大內峠一字觀公園
10 月下旬～ 11 月下旬
與雪舟觀、飛龍觀、昇龍觀並稱四大觀的大內峠
一字觀公園。
・與謝郡與謝野町弓木 3211
TEL.0772-46-0052（大內峠一字觀公園管理事務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天橋立」站搭乘計程車 15 分鐘

【停車場】有

7　慈德院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山間的豔麗紅葉與充滿萬種風情的庭園可以慰藉
無限的心靈。
・與謝郡與謝野町明石　TEL.0772-42-2585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與謝野」站搭乘計程車 12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宮津與謝道路「與謝天橋立」交流道 
12 分鐘車程

8　雲岩公園
11 月中旬
走在雲岩公園的步道上，可以欣賞到轉變成鮮紅
色的美麗紅葉。

【費用】入園免費
・與謝郡與謝野町岩屋　TEL.0772-43-0155（與謝野町觀
光協會）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與謝野」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9　金刀比羅神社
11 月中旬
金刀比羅神社境內可以欣賞到紅葉。
・京丹後市峰山町泉　TEL.0772-62-0225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峰山」站搭乘丹海巴士至「金刀
比羅神社前」下車

10　乙女神社周邊
11 月下旬
乙女神社周邊有栽種 35 棵紅葉樹，天女之里的紅
葉樹林裡有栽種 100 多棵紅葉樹。
・京丹後市峰山町鱒留　TEL.0772-62-7720（天女之里）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峰山」站搭乘計程車 20 分鐘

5　桑田神社
11 月中旬
位於保津川溪谷入口旁的山麓，可以眺望整個龜
岡盆地，神社內的紅葉紅得鮮豔動人。
・龜岡市篠町山本北條 50、51　TEL.0771-25-3881
◆JR 嵯峨野線「馬堀」站下車，步行約 15 分鐘◆嵯峨野觀
光鐵道「小火車龜岡」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從京都縱
貫自動車道「篠」交流道 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3 台車位左右）

6　龍潭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寺內有一座京都府指定文化遺產的美麗庭園。
・龜岡市薭田野町太田東谷 40　TEL.0771-24-0360
◆從 JR 嵯峨野線「並河」站搭乘龜岡市鄉土巴士至「青葉
學園前」下車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 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

7　大本本部（丹波龜山城遺址）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宗教法人大本的龜岡本部種植著經過精心修剪的
楓葉和銀杏，是鮮為人知的隱藏版賞楓名勝。由
明智光秀所修建的丹波龜山城因廢城令而被拆除，
但大本將部分石牆進行修復，因此仍可追憶往昔
景象。

【費用】免費（參觀時需提出申請）
・龜岡市荒塚町內丸 1　TEL.0771-22-5561（大本本部）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60 台車位）

8　保津峽
11 月中旬～ 12 月中旬
乘船順著保津川而下或乘坐嵯峨野小火車，途中
可以欣賞到豔麗的紅葉和美麗繽紛的景色。
・龜岡市保津町
TEL.0771-22-0691（JR 龜岡站觀光諮詢處）
◆JR 嵯峨野線「保津峽」站下車
◆嵯峨野觀光鐵道「小火車保津峽」站下車

9　唐戶溪谷
10 月中旬～ 11 月上旬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奇岩、飛濺於巨石上的清流、
在春天杜鵑花、石楠花盛開，在秋天則是紅葉連天，
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到雄偉的大自然景色。是被列
為北桑十景之一的風景名勝。
・南丹市美山町田歌
TEL.0771-75-1906（（一般社團法人）南丹市美山觀光城
鎮發展協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JR 山陰線「日吉」站搭乘市
營巴士至「出合」下車（中途在「知見口」轉乘）
※市營巴士的停靠站會因星期和時段而有所不同。
※巴士班數有限

【停車場】有

10　大野水壩周圍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利用大野水壩公園的河川地修建而成的這座公園，
栽種有 1,000 棵櫻花樹和紅葉樹，觀光客絡繹不
絕，熱鬧非凡。
・南丹市美山町樫原
TEL.0771-75-1906（（一般社團法人）南丹市美山觀光城
鎮發展協會）
◆從 JR 山陰本線「和知」站搭乘市營巴士（往大野水壩方向）
至「大野水壩」下車

【停車場】水壩公園、大野　普通車 200 台車位、巴士 10 
台車位（紅葉祭期間需支付環境協助金 500 日圓 ）

11　多治神社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神社內附近被色澤豔麗的銀杏和紅葉所簇擁，而
漂浮在清流上的淒美的落葉更顯得詩情畫意秋意
翩翩。
・南丹市日吉町田原　TEL.0771-72-0196（日吉町觀光協
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或 JR 山陰線「日吉」站搭乘市
營巴士至「田原」下車，步行 5 分鐘

12　茅草屋之里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茅草屋之里的村落有 7 成以上都是茅草屋頂，入
選為重要傳統建築物保存地區。北側臨山，到了
秋天，山頂被紅葉慢慢染紅，可以在舒適的田園
風光裡悠閒漫步。
・南丹市美山町北
TEL.0771-75-1906（（一般社團法人）南丹市美山觀光城
鎮發展協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或 JR 山陰線「日吉」站搭乘
市營巴士至「北」下車　※市營巴士的停靠站會因星期和時
段而有所不同。

【停車場】有（100 台車位、免費）

13　Ruri溪谷一帶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在入選為日本音風景 100 選的 Ruri 溪一帶可以欣
賞到很多紅葉。
・南丹市園部町大河內
TEL.0771-65-0209（Ruri 溪觀光協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至「八田」
下車，再轉乘環狀線巴士從「南八田」坐到「Ruri 溪」下
車

14　龍穩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以寺內及參道兩旁為主，寺廟一帶共有 20 多棵紅
葉樹。
・南丹市園部町仁江　TEL.0771-68-0050（南丹市觀光交
流室）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園篠線）
至「仁江」下車，步行 5 分鐘

【停車場】有

15　西光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大堰川清澈的溪流前，春天有爛漫的櫻花，夏天
遍野的綠意和陣陣的蟬聲，秋天有七色絢爛的寺
內楓葉，冬天則是白雪壓青松，一年四季各有不
同的風情。
・南丹市八木町美里　TEL.0771-42-3417
◆JR 嵯峨野線「吉富」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

16　琴瀧、玉雲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琴瀧、玉雲寺內一帶可以欣賞到紅葉。

【費用】免費
・船井郡京丹波町　TEL.0771-89-1717（京丹波町觀光協
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 JR 巴士至「琴瀧道」下車，
步行 30 分鐘
※大型巴士禁止通行

17　京都府立丹波自然運動公園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可以在散步道、紅葉道上欣賞紅葉景色。

【開放時間】9：00 ～ 17：00
【費用】免費
・船井郡京丹波町曽根崩下代　TEL.0771-82-0300（公園
中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 JR 巴士至「自然運動公園
前」下車

18　Green Land Mizuho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船井郡京丹波町大朴　TEL.0771-86-1512（Green Land 
Mizuho）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 JR 巴士至「檜山」下車，
步行 30 分鐘

19　安國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寺內約有 100 棵的美麗紅葉可供觀賞。
・綾部市安國寺町寺之段　TEL.0773-44-1565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綾巴士（黑谷線）至「安
國寺前」下車，步行 2 分鐘
◆從 JR 舞鶴線「梅迫」站步行 15 分鐘

11　高山一帶
10 月下旬～ 11 月下旬
位於丹後半島的高地，以保護自然環境優為優先，
因此將自然道路完全保留，在落葉樹林中可以欣
賞到楓樹的紅與山毛櫸等的黃，交相輝映的唯美
景色。
・京丹後市大宮町
TEL.0772-69-0712（京丹後市大宮市民局）
◆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京丹後大宮」站下車，步行 5 分鐘，
從丹海巴士「大宮廳舍前」搭乘同公司巴士至「小町公園」
下車步行 60 分鐘
※從小町公園開始禁止汽車通行。小町公園有停車場。

12　野間地域一帶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彌榮町野中的大宮神社到瑞士村的府道 57 號線
的沿線上有很多闊葉樹林，栗子樹、楢樹、野漆樹、
紅葉樹等將群山染紅的景色非常美麗。
・京丹後市彌榮町　TEL.0772-66-0036（瑞士村森林公園
管理事務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峰山」站搭乘丹海巴士（往間人
方向）至「溝谷」下車，搭乘計程車 30 分鐘
※溝谷至野中有市營巴士運營，每天 4 班（只限平日）
※從野中至瑞士村開車 15 分鐘

13　宗雲寺
11 月中旬
在被指定為京都府名勝庭園的庭園中可以欣賞到
美麗的紅葉景色。
・京丹後市久美濱町 1268　TEL.0772-82-0274
◆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久美濱」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20　大本本部（綾部、梅松苑）
11 月中旬
在宗教法人大本的神苑有國家登錄有形文化遺產
的「彌勒殿」及被稱為 20 世紀最大的木造建築「長
生殿」等威嚴聳立的神殿，神苑內可欣賞到美麗
的紅葉。

【公休日】無休
【開放時間】神苑內可自由參觀
洽詢
綾部楓葉祭執行委員會（綾部商工會議所內）
TEL.0773-42-0701
・綾部市本宮町　TEL.0773-42-0187（綾部大本本部）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綾巴士（志賀南北線）至「大
本神苑前」下車
※綾巴士相關洽詢請致電綾部市公所市民協動課

（0773-42-4248）

21　紫水丘公園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位於市內東側的高地，可以眺望流經市內由良川
的紫水丘公園，是著名的賞櫻和杜鵑花的名勝，
整片斜坡上蓋滿紅澄澄的紅葉季節也非常豔麗迷
人。
・綾部市味方町　TEL.0773-42-9550（綾部觀光諮詢處）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綾巴士 ( 紫水丘公園線 ) 至

「紫水丘公園前」下車即至

22　長安寺（紅葉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寺內的四季美景不斷，是著名的「丹波紅葉寺」。
藥師堂內的龍紋天花板雕刻是出自於江戶時代時，
主要活躍於近畿地區的雕刻家中井權次流派第 4
代正忠之手，非常值得一看。

【費用】
門票　大人（高中生以上）　300 日圓
　　　小學、中學生　100 日圓
・福知山市奧野部 577　TEL.0773-22-8768
◆從 JR 山陰本線「福知山」站或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福
知山」站開車 15 分鐘

【停車場】有（免費）

23　天寧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天寧寺是臨濟宗妙心寺派的禪宗寺院。寺內保存
著禪宗佛殿傳統的藥師堂，以及被指定為國家重
要文化遺產的繪畫工藝品等，可說是文化遺產的
寶庫。
・福知山市字大呂 1474　TEL.0773-33-3448
◆從 JR 山陰本線「福知山」站或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福
知山」站開車 20 分鐘
◆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下天津」站下車，步行 40 分鐘

【停車場】有（免費）

24　三段池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這座綜合公園地處雄偉大自然與松林的懷抱中，
春天可賞櫻花、杜鵑花，秋天則是著名的紅葉景點。
公園內有動物園、都市綠化植物園、兒童科學館、
大草坪等，非常適合家庭及團體遊客前來休閒放
鬆。
・福知山市猪崎 377-1　TEL.0773-23-6324
◆從 JR 山陰本線「福知山」站或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福
知山」站開車 10 分鐘

【停車場】有（免費）

25　大原神社
11 月中旬
京都府指定文化遺產，自古即是保佑安產及五穀
豐登的神明，最近也作為交通安全的神明而眾所
皆知，因此信徒眾多。附近有被指定為京都府有
形民俗文化遺產的產房。
紅葉時期，神社內處處一抹秋意紅。
・福知山市三和町大原 191-1　TEL.0773-58-4324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市營巴士（川合大原線）
15 分鐘至「大原」下車，步行 3 分鐘　※市巴士在週日和
國定假日停止行駛

26　大歲神社
11 月中旬
※京都的自然 200 選
秋天（11 月中旬左右），大銀杏樹會轉變成漂亮
的金黃色。
這棵大銀杏樹有數百年的樹齡，樹枝上有著銀杏
樹特有的「樹乳」，或者被稱為「氣根 *」的乳房
狀下垂物。另外分散在地下的樹根露出地面，會
形成瘤狀。
* 氣根——在空中伸展的根
・福知山市夜久野町千原　TEL.0773-37-1103（福知山觀
光協會夜久野分部）
◆JR 山陰本線「下夜久野」站下車、步行 30 分鐘
◆從舞鶴若狹自動車道「福知山」交流道轉 R9 號約 50 分鐘

27　寶山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夜久野高原八十八處的石佛，以寶山為中心散佈
在各處，最適合邊健行邊欣賞的滿山的紅葉。
・福知山市夜久野町平野　TEL.0773-37-1103（福知山觀
光協會夜久野分部）
◆JR 山陰本線「上夜久野」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

28　二瀨川溪流一帶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從新童子橋（吊橋）上眺望出去的景色壯麗迷人。
※京都的自然 200 選

【開放時間】自由參觀
・福知山市大江町佛性寺
TEL.0773-56-1102（福知山市公所大江支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大江」站搭乘市巴士（大江山之
家線）至「鬼茶屋」或者「二瀨川」下車，步行 5 分鐘

【停車場】有（附近有停車場）

29　大江山
10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全長 7 公里的大江山連峰，傳說因打退鬼怪而聞
名全國。可以在欣賞新綠及紅葉的同時享受健行
及森林浴之樂。

【費用】免費
・福知山市大江町佛性寺
TEL.0773-56-1102（福知山市役所大江支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大江」站搭乘市巴士（大江山之
家線）約 20 分鐘至「大江山之家」下車（步行到山頂約需
2 小時）

【停車場】有（免費）

觀 光 相 關 洽 詢

請在出發前洽詢紅葉景點及大眾運輸工具的資訊。

TEL : 0772-22-8030

TEL : 0772-25-1382
TEL : 0772-27-0031
TEL : 0772-62-6300
TEL : 0772-82-1781
TEL : 0772-62-8560
TEL : 0772-32-0277
TEL : 0772-43-0155
TEL : 0773-75-8600
TEL : 0773-65-2100
TEL : 0773-66-1096

TEL : 0773-22-2228
TEL : 0773-42-9550

TEL : 0771-89-1717
TEL : 0771-68-0050
TEL : 0771-42-5850
TEL : 0771-72-0196
TEL : 0771-75-1906
TEL : 0771-22-0691
TEL : 0771-24-6148

TEL : 075-963-6504
TEL : 075-951-4500
TEL : 075-958-4222
TEL : 075-963-5511
TEL : 075-956-2101（代）

TEL : 0774-23-3334
TEL : 0774-22-8783
TEL : 0774-66-7001
TEL : 0774-46-2171
TEL : 0774-56-4029
TEL : 075-631-9964
TEL : 075-981-1141
TEL : 0774-68-2810
TEL : 0774-82-6168
TEL : 0774-88-6638
TEL : 0774-73-8191
TEL : 0743-95-2011
TEL : 0743-95-2301（代）
TEL : 0774-78-0300
TEL : 0774-95-1903
TEL : 0743-93-0105

南 部 地 區
向日市觀光協會

長岡京市觀光諮詢處

長岡京市觀光資訊中心

長岡京 @ Navi

大山崎町政策總務課

宇治市觀光中心

JR 宇治站前觀光諮詢處

京阪宇治站前觀光諮詢處

近鐵大久保站觀光諮詢處

城陽市綜合觀光諮詢處

久御山町產業課

八幡市站前觀光諮詢處

京田邊市站內諮詢處

井手町產業環境課

宇治田原町產業觀光課

（一社）木津川市觀光協會

（一社）觀光笠置

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和束町觀光諮詢處

精華町產業振興課

南山城村產業觀光課

中 部 地 區
福知山觀光諮詢處

綾部觀光諮詢處

京丹波町觀光協會

南丹市觀光交流室

八木町觀光協會

日吉町觀光協會

（一社）南丹市美山觀光城鎮發展協會

JR 龜岡站觀光諮詢處

小火車龜岡站觀光諮詢處

北 部 地 區
天橋立站觀光諮詢處
　丹後觀光資訊中心

宮津市觀光交流中心

天橋立觀光資訊站 

京丹後市觀光資訊中心

久美濱町觀光綜合諮詢處

羽衣站

伊根町觀光協會

與謝野町觀光協會

舞鶴觀光站 

東舞鶴站觀光諮詢處

紅磚公園

京都綜合觀光諮詢處（京 NAVI）
TEL : 075-343-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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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京都位於京都府的北部，從正對著日本

海的丹後半島到日本三景、天橋立、復古迷

人的舞鶴、韻味十足的伊根舟屋之里等等，

擁有著豐富多彩的面貌。

森之京都位於京都府的中部，保留著日本原生風貌

的美山茅草屋之里、香魚、丹波栗、北山杉等，得

天獨厚的森林資源。



1　金剛院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賞楓勝地，屬第 3 號靈場的關西花之寺（紅葉）
當之無愧。三重塔和紅葉相映成輝美不勝收。
金剛院一帶被指定為京都府歷史環境保護區。
・舞鶴市鹿原 595　TEL.0773-62-1180
◆從 JR 舞鶴線「東舞鶴」站搭乘京都交通巴士（往高濱方向）
至「鹿原」下車、步行 10 分鐘
◆從舞鶴若狹自動車道「舞鶴東」交流道開車 9 分鐘

2　舞鶴自然文化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楓葉、紅葉、銀杏以及沿線道路旁的水杉等譜出
色彩繽紛的協奏曲。
・舞鶴市多禰寺 24-12
TEL.0773-68-1187（公益財團法人舞鶴市花與綠公社）　
　◆從 JR 舞鶴線「東舞鶴」站搭乘京都交通巴士至「舞鶴
自然文化園」下車
◆從舞鶴若狹自動車道「舞鶴東」交流道開車 30 分鐘

3　世屋高原家族旅行村
　　丹後縱貫林道一帶
10 月中旬～ 11 月中旬
位於海拔 500m 的丹後半島、世屋高原的世屋之
里。可以一覽被紅葉暈染的群山景色，以及眼前
一望無際的若狹灣。
・宮津市字松尾 96
TEL.0772-27-0795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天橋立」站搭乘丹海巴士至「日置」
下車，再轉乘至「世屋高原」下車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宮津與謝道路「與謝天橋立」交流道
開車 30 分鐘

1　出雲大神宮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御神體山的紅葉堪稱為絕佳景色。這裡也是觀賞
銀杏的名勝。
・龜岡市千歲町千歲出雲無番地　TEL.0771-24-7799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龜岡市鄉土巴士，在「出
雲神社前」下車，約 15 分鐘◆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千代川」
交流道約 15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80 台）

2　神藏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是龜岡市內最早轉紅的紅葉名勝。延曆元年（782）傳
教大師最澄到此拜訪，並開始創建道場。鎮守在神藏寺
的雞爪槭，彷彿要將境內完全覆蓋隱藏一般，據傳其樹
齡已有 400 餘年。當樹葉撒落時猶如鋪上絨毛地毯般
的夢幻情景，十分推薦大家前往欣賞。

【費用】需要門票
・龜岡市薭田野町佐伯岩谷之內院之芝 60　
TEL.0771-23-5537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至「運
動公園總站」下車，或轉乘龜岡市鄉土巴士至「綠色高地口」
下車，步行約 20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免費）

3　鍬山神社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京都府登錄文化遺產的鍬山神社，一到秋天就被
紅葉妝點色彩，彌漫著一股濃濃的莊嚴氣氛。

【費用】11 月為 300 日圓　小學生以下免費
・龜岡市上矢田町上垣內 22-2　TEL.0771-22-1023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龜岡市社區巴士（東線）至「鍬
山神社前」下車即至◆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京阪
京都交通巴士至「矢田口」下車，步行約 20 分鐘◆從京都
縱貫自動車道「篠」交流道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30 台車位）

4　法常寺
11 月中旬
鮮豔的紅葉為市內之首。
※參觀需要預約
・龜岡市畑野町千畑藤垣內 1 　TEL.0771-28-2243
◆從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至「運
動公園站」下車，轉乘龜岡市鄉土巴士至「千畑」下車，步
行約 5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約 30 分鐘車程

4　成相寺
10 月中旬～ 11 月下旬
位於山腰處的「成相寺」是西國第 28 號靈場，還
能俯瞰日本三景的「天橋立」，因此參拜者絡繹不
絕。到了秋天，五重塔周圍絢麗耀眼的紅葉，宛
如一副壯麗奔放的風景畫。

【費用】門票 500 日圓
・宮津市成相寺 339　TEL.0772-27-0018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天橋立」站搭乘汽船至「一之宮」
下船步行 5 分鐘，也可轉乘纜車或纜椅至「傘松公園」下車，
或者轉乘登山巴士至「成相寺」站下車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宮津與謝道路「與謝天橋立」交流道
開車 20 分鐘

【停車場】有（普通車位約 30 台、大型車位 4 台　免費）

5　雙峰公園一帶和大江山群峰
10 月下旬～ 11 月上旬
加悅雙峰公園。赤石岳的闊葉樹林的紅葉特別美
麗。闊葉樹與針葉樹相互輝映也別有一番韻味。
・與謝郡與謝野町與謝　TEL.0772-43-1581（加悅雙峰公
園）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與謝野」站搭乘計程車約 25 分
鐘

6　大內峠一字觀公園
10 月下旬～ 11 月下旬
與雪舟觀、飛龍觀、昇龍觀並稱四大觀的大內峠
一字觀公園。
・與謝郡與謝野町弓木 3211
TEL.0772-46-0052（大內峠一字觀公園管理事務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天橋立」站搭乘計程車 15 分鐘

【停車場】有

7　慈德院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山間的豔麗紅葉與充滿萬種風情的庭園可以慰藉
無限的心靈。
・與謝郡與謝野町明石　TEL.0772-42-2585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與謝野」站搭乘計程車 12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宮津與謝道路「與謝天橋立」交流道 
12 分鐘車程

8　雲岩公園
11 月中旬
走在雲岩公園的步道上，可以欣賞到轉變成鮮紅
色的美麗紅葉。

【費用】入園免費
・與謝郡與謝野町岩屋　TEL.0772-43-0155（與謝野町觀
光協會）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與謝野」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9　金刀比羅神社
11 月中旬
金刀比羅神社境內可以欣賞到紅葉。
・京丹後市峰山町泉　TEL.0772-62-0225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峰山」站搭乘丹海巴士至「金刀
比羅神社前」下車

10　乙女神社周邊
11 月下旬
乙女神社周邊有栽種 35 棵紅葉樹，天女之里的紅
葉樹林裡有栽種 100 多棵紅葉樹。
・京丹後市峰山町鱒留　TEL.0772-62-7720（天女之里）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峰山」站搭乘計程車 20 分鐘

5　桑田神社
11 月中旬
位於保津川溪谷入口旁的山麓，可以眺望整個龜
岡盆地，神社內的紅葉紅得鮮豔動人。
・龜岡市篠町山本北條 50、51　TEL.0771-25-3881
◆JR 嵯峨野線「馬堀」站下車，步行約 15 分鐘◆嵯峨野觀
光鐵道「小火車龜岡」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從京都縱
貫自動車道「篠」交流道 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3 台車位左右）

6　龍潭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寺內有一座京都府指定文化遺產的美麗庭園。
・龜岡市薭田野町太田東谷 40　TEL.0771-24-0360
◆從 JR 嵯峨野線「並河」站搭乘龜岡市鄉土巴士至「青葉
學園前」下車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 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

7　大本本部（丹波龜山城遺址）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宗教法人大本的龜岡本部種植著經過精心修剪的
楓葉和銀杏，是鮮為人知的隱藏版賞楓名勝。由
明智光秀所修建的丹波龜山城因廢城令而被拆除，
但大本將部分石牆進行修復，因此仍可追憶往昔
景象。

【費用】免費（參觀時需提出申請）
・龜岡市荒塚町內丸 1　TEL.0771-22-5561（大本本部）
◆JR 嵯峨野線「龜岡」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從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龜岡」交流道約 1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60 台車位）

8　保津峽
11 月中旬～ 12 月中旬
乘船順著保津川而下或乘坐嵯峨野小火車，途中
可以欣賞到豔麗的紅葉和美麗繽紛的景色。
・龜岡市保津町
TEL.0771-22-0691（JR 龜岡站觀光諮詢處）
◆JR 嵯峨野線「保津峽」站下車
◆嵯峨野觀光鐵道「小火車保津峽」站下車

9　唐戶溪谷
10 月中旬～ 11 月上旬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奇岩、飛濺於巨石上的清流、
在春天杜鵑花、石楠花盛開，在秋天則是紅葉連天，
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到雄偉的大自然景色。是被列
為北桑十景之一的風景名勝。
・南丹市美山町田歌
TEL.0771-75-1906（（一般社團法人）南丹市美山觀光城
鎮發展協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JR 山陰線「日吉」站搭乘市
營巴士至「出合」下車（中途在「知見口」轉乘）
※市營巴士的停靠站會因星期和時段而有所不同。
※巴士班數有限

【停車場】有

10　大野水壩周圍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利用大野水壩公園的河川地修建而成的這座公園，
栽種有 1,000 棵櫻花樹和紅葉樹，觀光客絡繹不
絕，熱鬧非凡。
・南丹市美山町樫原
TEL.0771-75-1906（（一般社團法人）南丹市美山觀光城
鎮發展協會）
◆從 JR 山陰本線「和知」站搭乘市營巴士（往大野水壩方向）
至「大野水壩」下車

【停車場】水壩公園、大野　普通車 200 台車位、巴士 10 
台車位（紅葉祭期間需支付環境協助金 500 日圓 ）

11　多治神社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神社內附近被色澤豔麗的銀杏和紅葉所簇擁，而
漂浮在清流上的淒美的落葉更顯得詩情畫意秋意
翩翩。
・南丹市日吉町田原　TEL.0771-72-0196（日吉町觀光協
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或 JR 山陰線「日吉」站搭乘市
營巴士至「田原」下車，步行 5 分鐘

12　茅草屋之里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茅草屋之里的村落有 7 成以上都是茅草屋頂，入
選為重要傳統建築物保存地區。北側臨山，到了
秋天，山頂被紅葉慢慢染紅，可以在舒適的田園
風光裡悠閒漫步。
・南丹市美山町北
TEL.0771-75-1906（（一般社團法人）南丹市美山觀光城
鎮發展協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或 JR 山陰線「日吉」站搭乘
市營巴士至「北」下車　※市營巴士的停靠站會因星期和時
段而有所不同。

【停車場】有（100 台車位、免費）

13　Ruri溪谷一帶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在入選為日本音風景 100 選的 Ruri 溪一帶可以欣
賞到很多紅葉。
・南丹市園部町大河內
TEL.0771-65-0209（Ruri 溪觀光協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至「八田」
下車，再轉乘環狀線巴士從「南八田」坐到「Ruri 溪」下
車

14　龍穩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以寺內及參道兩旁為主，寺廟一帶共有 20 多棵紅
葉樹。
・南丹市園部町仁江　TEL.0771-68-0050（南丹市觀光交
流室）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京阪京都交通巴士（園篠線）
至「仁江」下車，步行 5 分鐘

【停車場】有

15　西光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大堰川清澈的溪流前，春天有爛漫的櫻花，夏天
遍野的綠意和陣陣的蟬聲，秋天有七色絢爛的寺
內楓葉，冬天則是白雪壓青松，一年四季各有不
同的風情。
・南丹市八木町美里　TEL.0771-42-3417
◆JR 嵯峨野線「吉富」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

16　琴瀧、玉雲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琴瀧、玉雲寺內一帶可以欣賞到紅葉。

【費用】免費
・船井郡京丹波町　TEL.0771-89-1717（京丹波町觀光協
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 JR 巴士至「琴瀧道」下車，
步行 30 分鐘
※大型巴士禁止通行

17　京都府立丹波自然運動公園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可以在散步道、紅葉道上欣賞紅葉景色。

【開放時間】9：00 ～ 17：00
【費用】免費
・船井郡京丹波町曽根崩下代　TEL.0771-82-0300（公園
中心）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 JR 巴士至「自然運動公園
前」下車

18　Green Land Mizuho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船井郡京丹波町大朴　TEL.0771-86-1512（Green Land 
Mizuho）
◆從 JR 嵯峨野線「園部」站搭乘 JR 巴士至「檜山」下車，
步行 30 分鐘

19　安國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寺內約有 100 棵的美麗紅葉可供觀賞。
・綾部市安國寺町寺之段　TEL.0773-44-1565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綾巴士（黑谷線）至「安
國寺前」下車，步行 2 分鐘
◆從 JR 舞鶴線「梅迫」站步行 15 分鐘

11　高山一帶
10 月下旬～ 11 月下旬
位於丹後半島的高地，以保護自然環境優為優先，
因此將自然道路完全保留，在落葉樹林中可以欣
賞到楓樹的紅與山毛櫸等的黃，交相輝映的唯美
景色。
・京丹後市大宮町
TEL.0772-69-0712（京丹後市大宮市民局）
◆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京丹後大宮」站下車，步行 5 分鐘，
從丹海巴士「大宮廳舍前」搭乘同公司巴士至「小町公園」
下車步行 60 分鐘
※從小町公園開始禁止汽車通行。小町公園有停車場。

12　野間地域一帶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彌榮町野中的大宮神社到瑞士村的府道 57 號線
的沿線上有很多闊葉樹林，栗子樹、楢樹、野漆樹、
紅葉樹等將群山染紅的景色非常美麗。
・京丹後市彌榮町　TEL.0772-66-0036（瑞士村森林公園
管理事務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峰山」站搭乘丹海巴士（往間人
方向）至「溝谷」下車，搭乘計程車 30 分鐘
※溝谷至野中有市營巴士運營，每天 4 班（只限平日）
※從野中至瑞士村開車 15 分鐘

13　宗雲寺
11 月中旬
在被指定為京都府名勝庭園的庭園中可以欣賞到
美麗的紅葉景色。
・京丹後市久美濱町 1268　TEL.0772-82-0274
◆京都丹後鐵道宮豐線「久美濱」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20　大本本部（綾部、梅松苑）
11 月中旬
在宗教法人大本的神苑有國家登錄有形文化遺產
的「彌勒殿」及被稱為 20 世紀最大的木造建築「長
生殿」等威嚴聳立的神殿，神苑內可欣賞到美麗
的紅葉。

【公休日】無休
【開放時間】神苑內可自由參觀
洽詢
綾部楓葉祭執行委員會（綾部商工會議所內）
TEL.0773-42-0701
・綾部市本宮町　TEL.0773-42-0187（綾部大本本部）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綾巴士（志賀南北線）至「大
本神苑前」下車
※綾巴士相關洽詢請致電綾部市公所市民協動課

（0773-42-4248）

21　紫水丘公園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位於市內東側的高地，可以眺望流經市內由良川
的紫水丘公園，是著名的賞櫻和杜鵑花的名勝，
整片斜坡上蓋滿紅澄澄的紅葉季節也非常豔麗迷
人。
・綾部市味方町　TEL.0773-42-9550（綾部觀光諮詢處）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綾巴士 ( 紫水丘公園線 ) 至

「紫水丘公園前」下車即至

22　長安寺（紅葉寺）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寺內的四季美景不斷，是著名的「丹波紅葉寺」。
藥師堂內的龍紋天花板雕刻是出自於江戶時代時，
主要活躍於近畿地區的雕刻家中井權次流派第 4
代正忠之手，非常值得一看。

【費用】
門票　大人（高中生以上）　300 日圓
　　　小學、中學生　100 日圓
・福知山市奧野部 577　TEL.0773-22-8768
◆從 JR 山陰本線「福知山」站或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福
知山」站開車 15 分鐘

【停車場】有（免費）

23　天寧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天寧寺是臨濟宗妙心寺派的禪宗寺院。寺內保存
著禪宗佛殿傳統的藥師堂，以及被指定為國家重
要文化遺產的繪畫工藝品等，可說是文化遺產的
寶庫。
・福知山市字大呂 1474　TEL.0773-33-3448
◆從 JR 山陰本線「福知山」站或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福
知山」站開車 20 分鐘
◆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下天津」站下車，步行 40 分鐘

【停車場】有（免費）

24　三段池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這座綜合公園地處雄偉大自然與松林的懷抱中，
春天可賞櫻花、杜鵑花，秋天則是著名的紅葉景點。
公園內有動物園、都市綠化植物園、兒童科學館、
大草坪等，非常適合家庭及團體遊客前來休閒放
鬆。
・福知山市猪崎 377-1　TEL.0773-23-6324
◆從 JR 山陰本線「福知山」站或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福
知山」站開車 10 分鐘

【停車場】有（免費）

25　大原神社
11 月中旬
京都府指定文化遺產，自古即是保佑安產及五穀
豐登的神明，最近也作為交通安全的神明而眾所
皆知，因此信徒眾多。附近有被指定為京都府有
形民俗文化遺產的產房。
紅葉時期，神社內處處一抹秋意紅。
・福知山市三和町大原 191-1　TEL.0773-58-4324
◆從 JR 山陰本線「綾部」站搭乘市營巴士（川合大原線）
15 分鐘至「大原」下車，步行 3 分鐘　※市巴士在週日和
國定假日停止行駛

26　大歲神社
11 月中旬
※京都的自然 200 選
秋天（11 月中旬左右），大銀杏樹會轉變成漂亮
的金黃色。
這棵大銀杏樹有數百年的樹齡，樹枝上有著銀杏
樹特有的「樹乳」，或者被稱為「氣根 *」的乳房
狀下垂物。另外分散在地下的樹根露出地面，會
形成瘤狀。
* 氣根——在空中伸展的根
・福知山市夜久野町千原　TEL.0773-37-1103（福知山觀
光協會夜久野分部）
◆JR 山陰本線「下夜久野」站下車、步行 30 分鐘
◆從舞鶴若狹自動車道「福知山」交流道轉 R9 號約 50 分鐘

27　寶山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夜久野高原八十八處的石佛，以寶山為中心散佈
在各處，最適合邊健行邊欣賞的滿山的紅葉。
・福知山市夜久野町平野　TEL.0773-37-1103（福知山觀
光協會夜久野分部）
◆JR 山陰本線「上夜久野」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

28　二瀨川溪流一帶
11 月上旬～ 11 月下旬
從新童子橋（吊橋）上眺望出去的景色壯麗迷人。
※京都的自然 200 選

【開放時間】自由參觀
・福知山市大江町佛性寺
TEL.0773-56-1102（福知山市公所大江支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大江」站搭乘市巴士（大江山之
家線）至「鬼茶屋」或者「二瀨川」下車，步行 5 分鐘

【停車場】有（附近有停車場）

29　大江山
10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全長 7 公里的大江山連峰，傳說因打退鬼怪而聞
名全國。可以在欣賞新綠及紅葉的同時享受健行
及森林浴之樂。

【費用】免費
・福知山市大江町佛性寺
TEL.0773-56-1102（福知山市役所大江支所）
◆從京都丹後鐵道宮福線「大江」站搭乘市巴士（大江山之
家線）約 20 分鐘至「大江山之家」下車（步行到山頂約需
2 小時）

【停車場】有（免費）

觀 光 相 關 洽 詢

請在出發前洽詢紅葉景點及大眾運輸工具的資訊。

TEL : 0772-22-8030

TEL : 0772-25-1382
TEL : 0772-27-0031
TEL : 0772-62-6300
TEL : 0772-82-1781
TEL : 0772-62-8560
TEL : 0772-32-0277
TEL : 0772-43-0155
TEL : 0773-75-8600
TEL : 0773-65-2100
TEL : 0773-66-1096

TEL : 0773-22-2228
TEL : 0773-42-9550

TEL : 0771-89-1717
TEL : 0771-68-0050
TEL : 0771-42-5850
TEL : 0771-72-0196
TEL : 0771-75-1906
TEL : 0771-22-0691
TEL : 0771-24-6148

TEL : 075-963-6504
TEL : 075-951-4500
TEL : 075-958-4222
TEL : 075-963-5511
TEL : 075-956-2101（代）

TEL : 0774-23-3334
TEL : 0774-22-8783
TEL : 0774-66-7001
TEL : 0774-46-2171
TEL : 0774-56-4029
TEL : 075-631-9964
TEL : 075-981-1141
TEL : 0774-68-2810
TEL : 0774-82-6168
TEL : 0774-88-6638
TEL : 0774-73-8191
TEL : 0743-95-2011
TEL : 0743-95-2301（代）
TEL : 0774-78-0300
TEL : 0774-95-1903
TEL : 0743-93-0105

南 部 地 區
向日市觀光協會

長岡京市觀光諮詢處

長岡京市觀光資訊中心

長岡京 @ Navi

大山崎町政策總務課

宇治市觀光中心

JR 宇治站前觀光諮詢處

京阪宇治站前觀光諮詢處

近鐵大久保站觀光諮詢處

城陽市綜合觀光諮詢處

久御山町產業課

八幡市站前觀光諮詢處

京田邊市站內諮詢處

井手町產業環境課

宇治田原町產業觀光課

（一社）木津川市觀光協會

（一社）觀光笠置

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和束町觀光諮詢處

精華町產業振興課

南山城村產業觀光課

中 部 地 區
福知山觀光諮詢處

綾部觀光諮詢處

京丹波町觀光協會

南丹市觀光交流室

八木町觀光協會

日吉町觀光協會

（一社）南丹市美山觀光城鎮發展協會

JR 龜岡站觀光諮詢處

小火車龜岡站觀光諮詢處

北 部 地 區
天橋立站觀光諮詢處
　丹後觀光資訊中心

宮津市觀光交流中心

天橋立觀光資訊站 

京丹後市觀光資訊中心

久美濱町觀光綜合諮詢處

羽衣站

伊根町觀光協會

與謝野町觀光協會

舞鶴觀光站 

東舞鶴站觀光諮詢處

紅磚公園

京都綜合觀光諮詢處（京 NAVI）
TEL : 075-343-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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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京都位於京都府的北部，從正對著日本

海的丹後半島到日本三景、天橋立、復古迷

人的舞鶴、韻味十足的伊根舟屋之里等等，

擁有著豐富多彩的面貌。

森之京都位於京都府的中部，保留著日本原生風貌

的美山茅草屋之里、香魚、丹波栗、北山杉等，得

天獨厚的森林資源。



1　向日神社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鳥居到正殿之間約 200m 的參道旁和神社內的紅
葉都非常美麗。
・向日市向日町北山 65　TEL.075-921-0217
◆阪急京都線「西向日」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從 JR 京都線「向日町站」搭乘計程車 6 分鐘
◆從阪急京都線「東向日站」搭乘計程車 5 分鐘

【停車場】有

2　柳谷觀音（楊谷寺）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寺內有空海的法力所庇護的獨鈷水，可治眼疾而
為人所知。

【費用】800 日圓
・長岡京市淨土谷堂之谷 2　TEL.075-956-0017
◆從阪急京都線「長岡天神」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從阪急京都線「西山天王山」站搭乘計程車 10 分鐘
◆從 JR 京都線「長岡京」站搭乘計程車 13 分鐘

3　長岡天滿宮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與菅原道真公有淵源的地方。八條池周圍秋意甚
濃別具韻味。神殿上的丹紅色朱漆與紅葉相映成
趣。
・長岡京市天神 2 丁目 15-13　TEL.075-951-1025
◆阪急京都線「長岡天神」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JR 京都線「長岡京」站下車，步行 20 分鐘

4　光明寺（長岡京市）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參道旁數百棵茂密的紅葉將寺內遍染層層朱紅。

【費用】
※特別參拜期間需要支付入山費
大人　500 日圓（30 人以上的團體為 400 日圓）
　國中生以下免費
・長岡京市粟生西條之內 26-1　TEL.075-955-0002
◆從 JR 京都線「長岡京」站，或阪急京都線「長岡天神」
站搭乘阪急巴士至「旭丘養老院前」下車
※無停車場，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宇治川沿岸一帶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宇治川沿岸的山區，入秋的紅葉很美。
・宇治市　TEL.0774-23-3334（公益社團法人宇治市觀光
協會）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或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順
著宇治川沿岸向上游步行散步

2　宇治市源氏物語博物館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通往博物館的拱門和建築物周圍被紅葉點染得美
麗動人。從館內欣賞到的紅葉景致也獨具一格。

【公休日】週一（如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隔天休息）、
年底年初

【開放時間】9：00 ～ 17：00（16：30 停止入內）
【費用】
大人　500 日圓（400 日圓）
小、中學生　250 日圓（200 日圓）
※（ ）內為團體票價（適用 30 人以上）
・宇治市宇治東內 45-26　TEL.0774-39-9300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8 分鐘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收費）

3　京都府立山城綜合運動公園
　　「太陽之丘」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貫穿公園南北的幹線道路兩旁的紅葉非常漂亮。
・宇治市廣野町八軒屋谷 1 番地　TEL.0774-24-1313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或 JR 奈良線「宇治」站搭乘
京阪京都巴士（往太陽之丘方向）至「太陽之丘」下車，或
搭乘開往維中前、宇治田原工業園方向的巴士至「太陽之丘
門前」下車
◆從近鐵京都線「大久保」站搭乘京阪京都巴士（開往京阪
宇治、黃檗站方向）至「太陽之丘西門前」下車

【停車場】有（1,300 台車位　普通車位 400 日圓、大型車
位 1,500 日圓）

4　興聖寺　琴坂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從山門開始綿延不斷的琴坂是著名的賞楓景點。
緩緩的坡道兩旁是豔紅的楓葉，宛如楓葉隧道般。
・宇治市宇治山田 27-1　TEL.0774-21-2040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20 分鐘

5　三室戶寺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三室戶寺，是奈良時代開山的古寺，位於宇治川
北側群峰中的一座明星山的山腰上。寺內有江戶
時代重建的正殿，供奉著阿彌陀三尊坐像（平安
時代）的阿彌陀堂、江戶時代修建的三重塔等等，
另外供奉著據傳為平安時代所雕刻的釋迦如來像
的寶物殿會在每月的 17 日向民眾開放。
種有紅葉，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景色。

【開放時間】
4/1 ～ 10/31　8：30 ～ 16：30
11/1 ～ 3/31　8：30 ～ 16：00

（結束前 30 分鐘停止受理）
【費用】
大人　500 日圓（400 日圓）
小、中學生　　300 日圓（200 日圓）
※（ ）內為團體票價（適用 30 人以上）
寶物殿　大人　300 日圓、兒童　200 日圓
・宇治市菟道滋賀谷 21　TEL.0774-21-2067
◆京阪宇治線「三室戶」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有（收費）

6　平等院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從山門前廣場到院內，約 200 棵紅葉同時變紅，
更加突顯出鳳凰堂之美。簡直就是秋天的極樂淨
土景致。
紅葉期間還會舉辦夜間特別參拜（夜間點燈）。
2019 年 11 月 16 日〜17 日、11 月 22 日〜24 日、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宇治市宇治蓮華 116　TEL.0774-21-2861
◆京阪宇治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JR 奈良線「宇治」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停車場】無（附近有民營停車場）

7　松花堂庭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松花堂庭園是與被稱為「寬永三筆」的松花堂昭乘，
有淵源的庭園。以昭乘在晚年所修剪的草庵「松
花堂」為中心，由露地庭及枯山水等構成的 2 萬
2 千㎡的庭園內，不只紅葉季節時風光無限，一
年四季都能欣賞到日本的美麗風情。另外還兼設
有美術館、博物館商店和京都吉兆松花堂店。

【公休日】
週一（如逢國定假日則順延至隔天休息）、年底年
初
※庭園導覽需要事先預約（40 分鐘～ 60 分鐘）
・八幡市八幡女郎花 43-1　TEL.075-981-0010
◆從京阪本線「八幡市」站搭乘京阪巴士至「大芝、松花堂前」
下車

8　善法律寺（紅葉寺）
11 月下旬
曾經擔任石清水八幡宮檢校職的善法寺宮清所開
創的寺院。供奉有八幡大菩薩像的本尊及寶冠阿
彌陀如來像等。同時也是足利義滿的母親良子的
菩提寺。寺內有很多良子佈施的紅葉，又被稱為「紅
葉寺」。
※寺內自由參觀。只有參觀正殿時需要預約。
・八幡市八幡馬場 88-1　TEL.075-981-0157
◆從京阪本線「八幡市」站搭乘京阪巴士至「走上」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京阪本線「八幡市」站下車，步行約 15 分鐘

9　神應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向石清水八幡宮請佛的行教所創建的寺院。從參
道到寺內都可以欣賞到豔麗的紅葉。銀杏也很美
麗。※正殿參觀需要預約。
・八幡市八幡西高坊 24　TEL.075-981-2109
◆京阪本線「八幡市」站下車、步行約 6 分鐘

10　石清水八幡宮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男山一帶的紅葉非常美
麗。站在展望台上，可以
看到對岸的天王山，眺望
桂川、宇治川、木津川這
三條河。也很適合健行。
八幡宮內還有愛迪生紀念
碑。境內自由參觀。
・八幡市八幡高坊 30　
TEL.075-981-3001
◆從京阪本線「八幡市」站搭
乘纜車至「男山山上」站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京阪本線「八幡市」站下車，
由表參道至山上步行約 30 分
鐘

11　酬恩庵一休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紅葉從入口開始迎接著旅客。青苔紅葉相輝映。
紅葉落在幾何學圖形的花崗岩石板路上，彷彿像
鋪上一層紅毯般。

【開放時間】
9：00 ～ 17：00（寶物殿 9：30 ～ 16：30）

【費用】
大人（中學生以上）500 日圓　兒童 250 日圓
團體（30 人以上）450 日圓
・京田邊市薪里內 102　TEL.0774-62-0193
◆JR 學研都市線「京田邊」站下車，步行 15 分鐘
◆近鐵京都線「新田邊」站下車，步行 20 分鐘

【停車場】有（30 台車位，收費）

12　大御堂觀音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奈良時代因天武天皇的祈願而創建。本尊是被指
定為國寶的十一面觀音，其柔和的表情獨具特色，
向今天的人們講述著天平文化之華麗。春天，參
道旁盛開著油菜花和櫻花，到了秋天就變成賞楓
勝地。紅葉有雞爪槭及羽毛楓等 20 棵楓樹，11
月中旬是最佳觀賞期。

【開放時間】參觀時間　9：00 ～ 17：00（需要預約）
【費用】400 日圓
・京田邊市普賢寺下大門 13　TEL.0774-62-0668
◆從近鐵京都線「三山木」站、JR 學研都市線「JR 三山木」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普賢寺」下車，步行 3 分鐘

【停車場】有（30 台自用車位、免費）

13　大道神社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供奉著菅原道真。
登上九十多階的台階後，美麗的紅葉便映入眼簾。
・綴喜郡宇治田原町立川小字宮之前 39　　
TEL.0774-88-3782（猿丸神社）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JR 奈良線「宇治」站，或近鐵
京都線「新田邊」站搭乘京都京阪巴士（開往維中前、工業
園、綠苑坂方向）至「維中前」下車，步行 30 分鐘

【停車場】無

14　猿丸神社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供奉著百人一首中收錄的「紅葉深山有鹿鳴  聲來
聞者亦悲秋」的作者，傳說中的詩人猿丸大夫，
現在作為「去腫瘤之神」、「封癌之神」而廣受崇拜。
每月 13 日會舉辦每月祭，4/13 和 9/13 為主要
的祭典，6/13 和 12/13 會舉辦火焚祭神儀式。
11 月下旬神社內及周邊的紅葉會開始慢慢變紅。
・綴喜郡宇治田原町禪定寺小字粽谷 44　　
TEL.0774-88-3782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JR 奈良線「宇治」站，或近鐵
京都線「新田邊」站搭乘京都京阪巴士（開往維中前、工業
園、綠苑阪方向）至「維中前」下車，步行 50 分鐘（每月
13 日有維中前至猿丸神社的臨時巴士）
◆從京滋 bypass（從名古屋方面前來）「南鄉」交流道、或
京滋 bypass（從大阪方面前來）「笠取」交流道開往禪定
寺地區
◆從國道 307 號進入岩山 bypass 沿著府道大石東線往大津
方向前進（從宇治田原町側進入）
◆從大津、石山、南鄉沿著府道大石東線南下（從滋賀縣側
進入）

【停車場】有

15　天神社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據傳於延歷 14 年（795 年），經傳教大師請佛，
由奧山田之莊的開山鼻祖藤原兼秀所修建而成。
延長年間（923 ～ 931）有菅原道真陪祀，自古
以來就是山田村落的守護神而被供奉著。現在的
正殿為一間社流造結構，屬於京都府登錄文化遺
產。
位於可以俯瞰奧山田村落的絕佳位置，秋天的紅
葉絕景可盡收眼底。
・綴喜郡宇治田原町奧山田小字宮垣內　
TEL.0774-88-2963
◆從京阪宇治線「宇治」站、JR 奈良線「宇治」站，或近鐵
京都線「新田邊」站搭乘京都京阪巴士（往維中前、工業園、
綠苑阪方向）至「維中前」下車，再換乘社區巴士至「奧山
田」下車，步行 2 分鐘
◆由國道 307 號進入信樂方向 在奧山田大杉隧道前 100m 
的宮垣內十字路口左轉即至

1　北野天滿宮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北野天滿宮境內西側的史跡
御土居，10 月下旬～ 12 月
上旬的紅葉季節時對外開放。
御土居，是豐臣秀吉於天正
19 年（1591 年）在京都周圍修建的野戰工程。一旁緩緩流動的
紙屋川水面上倒映著鮮明的紅葉，營造出恬靜優雅的空間。

【費用】
門票（含茶點）
　大人　1,000 日圓
　兒童　500 日圓
・京都市上京區馬喰町　TEL.075-461-0005
◆市巴士「北野天滿宮前」下車

2　清水寺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從著名的清水舞台向下眺望，
一片嬌豔如海般的紅葉盡入眼
簾。
※目前正在重鋪正殿的柏木皮
屋頂，但可入內參拜。
・京都市東山區清水 1 丁目 294　TEL.075-551-1234
◆市巴士「五條坂」下車，步行 15 分鐘
◆市巴士「清水道」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無（附近有京都市清水坂觀光停車場（收費））

3　高台寺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高台寺是豐臣秀吉的正室北
政所為了祈禱丈夫的冥福而
興建。秋天的晚間參拜也別
具景致值得一看。
・京都市東山區高台寺下河原町 526　TEL.075-561-9966
◆市巴士「東山安井」下車，步行 7 分鐘

【停車場】有（參拜旅客可免費停車 1 小時）

4　地主神社
11 月下旬
清水一帶的絕美紅葉，可祈
求戀愛圓滿。
・京都市東山區清水 1 丁目 317
TEL.075-541-2097
◆市巴士「五條坂」、或市巴士「清
水道」下車，步行 15 分鐘

【停車場】無（附近有市營、民營的收費停車場）

5　城南宮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
神苑內除了可以欣賞到秋天
七草以及秋日的原野風情外，
境內還有栽種楓樹，紅葉也
很美麗迷人。

【費用】神苑門票　600 日圓
・京都市伏見區中島鳥羽離宮町 7
　TEL.075-623-0846
◆地鐵烏丸線、近鐵京都線「竹田」站下車◆市巴士「城南宮東口」下車
◆從京都站八條口搭乘京都 RAKUNAN EXPRESS（R'EX 巴士），平日在「油
小路城南宮」下車，週六、週日和國定假日在「城南宮前」下車

【停車場】有（平時：普通車位 200 台、巴士車位 10 台／旺季：普通車位 240 台、
巴士車位 3 台）

6　京都府立植物園
11 月中旬～ 12 月上旬
紅色的雞爪槭、黃色的銀杏、橘色的黃連
木等等，即使身處都市之中也能欣賞到為
期 1 個多月的各種紅葉景致。園內中木
池附近的楓樹及繡球花園的紅葉景色更是
不能錯過。

【開放時間】
9：00 ～ 17：00 (16：00 停止入園 )
溫室參觀　10：00 ～ 16:00 (15：30 停止入內 )

【費用】
門票（溫室門票需另付，與門票同價）
　普通　200 日圓
　高中生　150 日圓
　國中以下免費
※持身心障礙手冊者免費
※持有府立陶板名畫之庭的聯票
※70 歲以上的長者請出示相關證明即可免費
・京都市左京區下鴨半木町　TEL.075-701-0141
◆地鐵烏丸線「北山」站下車，3 號出口出站即至
◆地鐵烏丸線「北大路」站下車，3 號出口出站向東步行約 10 分鐘
◆市巴士「植物園前」下車，步行 5 分鐘

【停車場】有（150 台車位、自用車 1 小時 300 日圓，一日最高 1200 日圓）

公益社團法人 京都府觀光聯盟
發行：2019.06

16　山城町森林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一年四季都能欣賞到富饒大自然的森林公園，隨
處可見的紅葉特別美麗。從公園內三上山的展望
台可以眺望整個相樂地區。
・木津川市山城町神童子三上山 1 番地　
TEL.0774-86-4507
◆JR 奈良線「棚倉」站下車，步行 80 分鐘
◆從 JR 奈良線「棚倉」站開車 10 分鐘
◆從 R24 開橋十字路口向東行駛 5km

【停車場】有（費用 /500 日圓）

17　神童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正殿旁的銀杏巨樹附近，落葉鋪成的金黃色絨毯，
彷如隔世般的美麗。
・木津川市山城町神童子不晴谷　TEL.0774-86-2161
◆從 JR 奈良線「棚倉」站開車 10 分鐘（步行約 40 分鐘）
◆從近鐵京都線「新祝園」站開車 20 分鐘

【停車場】有

18　淨琉璃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為示現極樂淨土的庭園內，紅葉將水池及三重塔

（國寶）都染成紅色世界。
・木津川市加茂町西小札場　TEL.0774-76-2390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木津川市社區巴士至「淨
瑠璃寺前」下車
◆從 JR 大和路線「奈良」站，或近鐵奈良線「近鐵奈良」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淨瑠璃寺」下車

【停車場】有（民間停車場 50 台車位、收費）

19　岩船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因繡球花數量繁多而聞名，但滿滿幽谷盡是漫天
的紅葉又豈能錯過。登上三重塔後山的散步道，
可以眺望山上的紅葉。
・木津川市加茂町岩船上之門 43　TEL.0774-76-3390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木津川市社區巴士至「岩
船寺」下車
◆從 JR 大和路線「奈良」站，或近鐵奈良線「近鐵奈良」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淨瑠璃寺」下車，或轉乘木津川市
社區巴士（當尾線）至「岩船寺」下車

【停車場】有（民間停車場 50 台車位、收費）

20　海住山寺
11 月下旬
位於海拔 200 公尺，可以欣賞紅葉，俯瞰恭仁宮
和遠眺平城宮。
以五重塔（國寶）為背景的楓紅我見流連十分迷人，
正殿背後的銀杏巨樹與紅葉也很動人。
・木津川市加茂町例幣海住山 20　TEL.0774-76-2256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木津川市社區巴士至「海
住山寺口」下車，步行 25 分鐘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至「岡崎」下車，
步行 40 分鐘

【停車場】有（30 台車位、免費）

21　笠置山一帶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位於木津川南岸的國家史蹟名勝笠置山。
可以欣賞紅葉美景的健行路線。
・相樂郡笠置町　TEL.0743-95-2301（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JR 關西本線「笠置」站下車，至山頂步行 45 分鐘

22　布目川自然公園
11 月上旬～ 11 月中旬
可以欣賞到布目川的整塊岩石經過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而形成的「壺穴」群。
・相樂郡笠置町　TEL.0743-95-2301（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JR 關西本線「笠置」站下車，步行 1 小時

23　笠置山紅葉公園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位於府立笠置山自然公園內笠置寺，寺內的紅葉
公園被紅葉染的紅通通。
・相樂郡笠置町　TEL.0743-95-2301（笠置町商工觀光課）
◆JR 關西本線「笠置」站下車，步行 45 分鐘

24　正法寺（和束町）
11 月中旬～ 11 月下旬
據說是行基為了祭奠安葬在當地的聖武天皇皇子
安積親王的菩提而修建。
寺內整條參道旁都種有銀杏及紅葉樹，秋天的紅
葉給平時寧靜的古寺妝點熱鬧的顏色。
・相樂郡和束町南　TEL.0774-78-0300（和束町觀光諮詢
處）
◆從 JR 大和路線「加茂」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往和束小
杉方向）至「和束山之家」下車，步行 5 分鐘

25　京阪奈紀念公園
　　　「水景園」
11 月
以日本庭園為主的紅葉樹，紅的精緻、紅的美麗（雞
爪槭、大紅葉等）。

【公休日】無
【開放時間】9：00 ～ 17：00（16：30 停止入園）
【費用】
大人　200 日圓　小、中學生　100 日圓
60 歲以上長者出示證明可免費參觀
・相樂郡精華町精華台 6 丁目 1 番地　TEL.0774-93-1200
◆從近鐵京都線「新祝園」站，或 JR 學研都市線「祝園」
站搭乘奈良交通巴士（36、37、56 系統）9 分鐘
◆從近鐵京阪奈線「學研奈良登美之丘」站搭乘奈良交通巴
士（56 路）14 分鐘
※前往水景園的遊客請在「公園東通」下車，前往草坪廣場
的遊客請在「京阪奈紀念公園」下車
◆從京都走 R24 ～京奈和自動車道「精華學研」交流道 ～
精華大通約 50 分鐘車程

【停車場】有（普通車位 400 日圓、大型車位 1,500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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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京都位於京都府的南部，現今此處依然埋藏著諸

多國寶、高雅的茶文化以及茶園的絢爛景色，是擁有

800 年悠久歷史的宇治——日本茶的故鄉。

竹之里、乙訓位於京都府的西南部，在歷史與

浪漫的寂靜氣氛中洗滌出塵的心靈，如隱世般

沉浸在美麗竹林和紅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