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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上面的横杠表示长音。

…はどこですか - …Wa do ko de su ka - …在哪里
ちょっと待って - Cho tto ma tte - 稍等一下

穷游er忠告

分かりません - Wa ka ri ma sen - 我不懂

★ 京都的历史类观光点众多，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可以更好地参观。如

お願いします - O ne ga i shi ma su - 拜托了

果不知道背景故事，可能会觉得寺院和神社看多了很乏味，所以建议

大丈夫 - Da i jō bu - 不要紧、没关系

提前做功课。请点击穷游网友总结的关西旅游历史线索简述。

危ない - A bu na i - 危险、当心

いくらですか - I ku ra de su ka - 多少钱？

もう一度 - Mō i chi do - 再一次
★ 寺院和神社的建筑物内部一般都禁止拍照，即使没看到禁止字样，

病気です - Byō ki de su - 我病了

どこ - Do ko - 哪里

最好也遵守一下规则。京都的寺庙与神社是神圣的场所，因此参观时

助けて！ - Ta su ke te！ - 救命！

はい - Ha i - 是、好

不要喧哗。

さようなら – Sa ō na ra – 再见

いいえ - I i e - 不是

ありがとう - A ri ga tō - 谢谢

そうです - Sō de su - 是的

★ 在传统的建筑物中，大多禁止饮食。在没有特殊必要时，请勿触摸
隔扇、拉门、格子门窗等。由于这些装置只是简单嵌在槽内，因此容
易脱落，不仅比较危险，而且可能会因此损害文物。

常见词语
激安 - 超便宜，折扣很低

★ 看到艺伎不要随便拍照，请得到允许后再拍照。

アクセス(Access) - 连接(指交通方式或链接)
ガイド(Guide) - 导游、指南、导游图

★ 京都当地有自己的方言口音，即使是学习过日语(标准音)的人，有

无料 / 有料 / 料金 - 免费 / 收费 / 费用

时也可能听不懂。

切符(きっぷ) - 车票、入场券
チケット(Ticket) - 票、券

★ 买药妆的时候尽量别在商业街买，社区里的药妆店更便宜，尤其是

放題 - 无限制、不限次数

不接受银联卡的店。有些药妆店晚上会临时发放当晚有效的打折卡，

案内 - 向导、引路、指南

通り - 大街、马路

碰到了别错过。

手紙 - 信件、信函

切手 - 邮票

トイレ - To i re - 厕所

窓口 - 窗口、问讯处

割引 - 折扣，减价

★ 去京都旅游一定要穿质量好的袜子，因为在寺院、神社的殿堂里以

駅 - 车站

両替 - 兑换

及日式旅馆等场所可能经常需要脱鞋，如果袜子破洞会很尴尬。

食べ放題 - 自助餐

ラーメン - 拉面

如何使用穷游锦囊
它不是砖头式的指南书，却是这颗星球上更新最快的旅行攻略；

我们还有

它不会面面俱到地介绍每个景点，但是住在当地、上路多年的穷
游儿们会给你最必不可少的忠告，这有时也许能救命；我们亲手
绘制的地图，包括了最重要的景点、地标和街道，让你踏上陌生
城市的街头，不至于感到迷失。你可以把它打印，放在背包中最
容易找到的位置；也可以把它放在手机、笔记本、iPad，分享给
路上的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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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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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 伏见稻荷大社 Fushimi-Inari Taisha 见地图标识

★ 清水寺 Kiyomizu-Dera 见地图标识

A

A

日本最有名的寺院之一，位于京都市内东部音羽山的山腰，历史悠
久，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清水舞台是一座大型木造建筑，未

位于京都南部的稻荷山山麓，历史悠久。这里供奉着保佑商业繁

使用一钉搭建而成，其造型仿佛从本堂向断崖突出，在这里眺望京都

荣、五谷丰收的农业之神稻荷，香客众多。狐狸被视为神明的使

风景绝佳。寺内的音羽瀑布有三道源流，分别代表长寿、学业有成和

者，因此这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狐狸石像，还有狐狸脸形状的绘马

爱情顺利，祈愿时只能择其一饮用且只喝一口，否则愿望不会实现。

(祈愿牌)。伏见稻荷大社除了主建筑物值得一看，还以其后的“千本

清水寺外围还有多处建筑，包括三重塔和随求堂。花100円的门票可

鸟居”著称。成百上千座朱红色鸟居构成一条到山顶的通道，全程

以进入随求堂地下室，体验有名的“胎内漫步”，寓意在菩萨的胎内

约4公里，步行到山顶来回大约需要2-3个小时。这段路程是京都代

祈祷。此外，清水寺每年会在特定的时间开放夜间参拜。

表性的风景之一，电影《艺伎回忆录》中，也曾出现过以千本鸟居
作为背景的场景。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清水1丁目。
门票：通常参拜成人300円、中小学生200円；夜间参拜成人400

地址：京都市伏見区深草藪之内町68番地。

円、中小学生200円。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6:00-18:00。夜间参拜时间详见官网。12月31日晚上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观光；神社参拜时间为8:30-16:30。

从22:00开始整夜开门参拜。

到达方式：稻荷站(JR奈良线)；伏见稻荷站(京阪本线)下车步行约5

到达方式：五条坂站(京都市巴士206、100路)；东山五条站(京都

分钟；稻荷大社前站(京都市巴士南5路)。

巴士18路，仅在周六和节假日运行)；清水道站(京都市巴士207

inari.jp

路)；清水道站、五条坂站(京阪巴士83、85、87、88、88路等)。
www.kiyomizudera.or.jp/lang/02.html

★ 东寺 Tō-Ji 见地图标识

A

A

东寺又名教王护国寺，是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东寺以五重

★ 知恩院 Chion-In 见地图标识

塔、金堂以及讲堂等闻名，寺内有许多佛像是国家级文物。五重塔

知恩院为日本佛教净土宗的总寺。每年除夕，这里会敲响108声钟

是日本最高的古塔，也是京都的象征之一，在京都站的新干线站台

声，代表破除整年厄运之意。知恩院的大门——三门是日本最大的

上就能眺望到。五重塔前有精巧的庭园，风景美丽。每月21日从清

寺院山门，于寺庙广场上的知恩院钟是日本最大的梵钟，寺院有全

晨开始，在东寺附近有“弘法市”，是当地有名的市集和二手市

长110多米的世界最大的念珠，在正殿内可以看到。

场，不少摊主还是专业人士，非常热闹。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林下町400。
地址：京都市南区九条町1番地

门票：成人(高中生以上)：友禅院300円，方丈庭院400円，共通票

门票：金堂、讲堂、宝物馆和观智院要付费参观，成人票根据季节不

500円。中小学生相应半价。

同在500円至800円之间，其余部分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9:00-16:30，最晚入场不得晚于16:00。

开放时间：夏季(3月20日-9月19日)5:00-17:30；冬季(9月20日-3

到达方式：知恩院前站(京都市巴士12、31、46、201、203、

月19日)5:00-16:30。参拜时间为每天8:30到关门为止。

206路)；东山站(地下铁东西线)；河原町站(阪急京都线)。

到达方式：京都站(JR、近铁、京都市营地下铁)步行约15分钟；东

www.chion-in.or.jp

寺站(近铁京都线)步行约10分钟；东寺东门前站(京都市巴士18、特
18、42、71、207路)；东寺西门前站(京都市巴士16路)；东寺南
门前站(京都市巴士19、78、208路)。

★ 平安神宫 Heian Jingu 见地图标识

www.toji.or.jp

A

平安神宫建于1895年，是为纪念日本古都平安迁都1100周年而
建，供奉着在京都在位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天皇。平安神宫神苑在

★ 三十三间堂 Sanjūsangen-Dō 见地图标识

A

正殿后面，以四个池塘为中心，将各个时代的庭园样式融于一体，
是明治时代建筑风格“池泉回游式”的代表作，是国家级名胜。京

三十三间堂又名莲华王院，位于京都东部。这里有被列为日本国宝

都三大祭祀之一的“时代祭”每年10月22日在此举行，届时，身着

级的佛像和文物，尤以1001尊千手千眼观音像和二十八部众立像等

古装的队列和车马组成的仪仗队会再现古都风貌。

闻名。供奉观音像的主殿是日本最长木造建筑之一。
地址：京都市左京区岡崎西天王町。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三十三間堂廻り町657

门票：神宫免费参观；神苑成人600円，儿童300円。

门票：成人600円，中学生、高中生400円，儿童300円。

开放时间：神宫12月31日至2月14日6:00-17:00，2月15日至3月

开放时间：4月-11月上旬8:00-17:00，11月中旬-3月9:00-16:00。

14日6:00-17:30，3月15日至9月30日6:00-18:00，10月1日至

到达方式：博物馆三十三间堂前站(京都市巴士100、206、208

10月31日6:00-17:30，11月1日至12月30日6:00-17:00；神苑1

路)；七条站(京阪本线)。

月1日至2月28日8:30-16:30，3月1日至3月14日8:30-17:00，3

www.sanjusangendo.jp

月15日至9月30日8:30-17:30，10月1日至10月31日
8:30-17:00，11月1日至12月31日8:30-16:30。
到达方式：京都会馆美术馆前站(京都市巴士5、100路)；东山站(地
下铁东西线)。
www.heianjingu.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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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 下鸭神社 Simogamo Jinja 见地图标识

A

下鸭神社的正式名称为贺茂御祖神社，建于公元8世纪，是京
都历史最古老的神社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神社前的“糺之
森”是原始森林，东、西本殿是“流造”建筑的代表之一。神社附
近的鸭川公园 见地图标识

日-次年1月4日以及1、7、8、12月的周二不开放(如果周二是国定
假日则改休周三)。
到达方式：二条城前站(京都市巴士9、50、101路，地下铁东西线)。
www.city.kyoto.jp/bunshi/nijojo

是赏樱的胜地。
★ 金阁寺 Kinkaku-Ji 见地图标识

地址：京都市左京区下鴨泉川町59。

A

门票：神社免费参观；大炊殿门票成人500円，儿童250円。

正式名称为鹿苑寺，由于寺内核心建筑舍利殿的外墙全部贴以金箔

开放时间：神社6:30-17:00；大炊殿10:00-16:00；参拜时间

装饰，所以昵称为“金阁寺”，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寺院始建于

9:00-16:00。

1397年，由于历史原因古建筑已被烧毁，现在的建筑为1955年依

到达方式：下贺茂神社前站(京都市巴士1、4、205)；出町柳站(京

照原样重新修建的。金阁寺原本作为足利义满将军(即动画片《聪明

阪鸭东线、叡山电铁叡山本线)。

的一休》中足利将军的原型)的别墅而建，将军死后改为禅寺。舍利

www.shimogamo-jinja.or.jp

殿是一座三层楼阁建筑，紧邻镜湖池畔，楼内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建
筑风格。寺后的庭园里有许多风格别致的日式造景，是室町时代最
具代表性的名园。

★ 晴明神社 Seimei Jinja 见地图标识

A

安倍晴明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的阴阳师，关于他有很多传说。晴明
神社建造在他的旧宅之地，这里也是他作为天文博士从事相关工作
的主要场所。神社内的“晴明井”是京都有名的古井之一，传说茶
道宗师千利休也曾用此水泡茶。晴明神社的“神纹”被称为晴明桔
梗，是他创造的独特咒符花纹，象征无灾无邪，只有在夏季桔梗开
放时才会销售桔梗御守。近年，由于以安倍晴明为题材的各种文学
和影视作品很有人气，也使得晴明神社成为热门的参观地点。

地址：京都市北区金閣寺町1。
门票：成人400円，中小学生300円。
开放时间：9:00-17:00
到达方式：金阁寺前站(京都市巴士12、59、特59路)。
www.shokoku-ji.jp/k_about.html
★ Tips：金阁寺最佳游览时间
金阁寺是京都的象征，也是绝大多数游客扎堆的地方。想要避开人满
为患的情况，建议选择在早上刚开园的时候去，或者在下午快要闭园

地址：京都市上京区堀川通一条上ル806。

的时候去。如果遇到晴好天气，早、晚也是金阁寺最美的时候。

门票：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9:00-18:00

A

到达方式：一条戾桥·晴明神社前站(京都市巴士9、12路)；堀川今

★ 平等院 Byōdō-In

出川站(京都市巴士12、59路)；今出川站(地下铁乌丸线)。

位于京都府宇治市，是日本净土庭园的代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www.seimeijinja.jp/ch/index.html

平等院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凤凰堂，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都值得
一看，里面置奉着“云中供养菩萨像”等国宝级文物。目前流通的
10円硬币和10000円纸币背后，都有凤凰堂的图案。寺院内还有博

★ 二条城 Nijō-Jō 见地图标识

A

由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所建，保存了日本桃山时代的绘

物馆——凤翔馆，展示珍藏的文物。平等院的庭园寓意当时贵族们梦
想中的极乐净土，并且借取宇治川和群山的景色，风姿优美。

画雕刻和建筑特色，是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二条城内的本丸
是重要文化遗产，二之丸御殿是国宝，二之丸庭园与清流园也是著
名的庭园。二条城内有偿提供中、英、韩、日文的讲解器，在东大
手门旁可申请。

地址：京都府宇治市宇治蓮華116。
门票：入园及参观凤翔馆成人600円，初高中生400円，小学生
300円。参观凤凰堂内部每人需支付300円。
开放时间：庭园8:30-17:30，17:15为最后入场，平等院博物馆凤

二之丸御殿以豪华的隔扇画和雕刻作装饰，是一座凝聚着当时精华
之美的建筑物。御殿外的二之丸庭园是传统的日式庭园，有池塘、
观赏石和修剪整齐的松树。二条城内还有名为“鹂鸣地板”的走
廊，人行走其上便会发出黄莺鸣叫般的响声，是统治者为防范刺客

翔馆9:00-17:00，16:45为最后入场。凤凰堂参观时间为
9:10-16:10，9:30开始入场，每20分钟入场50名参观者。
到达方式：从宇治站(JR奈良线，京阪电铁宇治线)步行约10分钟。
www.byodoin.or.jp/chinese.html

而设的报警机关。本丸平时基本不对外开放，但游客可以进入本丸
花园参观。
★ 哲学之道 Tetsugaku No Michi 见地图标识

A

二条城不仅是春季的赏樱胜地，城内还有枫树和银杏，秋色绚丽。

哲学之道京都左京区一条约2公里长的溪边小道，沿途种植樱花树，是

另外，这里也设有步行街、商店等休闲场所，可以购买一些土特产

京都的赏樱名所。这条路的名称来源于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

或者在观光时稍作休息。

以前经常在此散步冥想。哲学之道沿途经过好几座寺庙和神社，例如
银阁寺 见地图标识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二条通堀川西入二条城町541。
门票：成人600円，初高中生350円，小学生200円。

见地图标识

A 、慈照寺、法然院、永観堂禅林寺、南禅寺

A 、熊野若王子神社。

开放时间：8:45-17:00(16点停止入场)；二之丸御殿
9:00-16:00；赏樱时节(3月底-4月中)，夜晚向公众开放。12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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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到达方式：乘市巴士到银阁寺道站下车步行10分钟。

A

★ 岚山 Arashi Yama 见地图标识

实用信息

岚山位于京都市区以西，自平安时代以来就是许多贵族居住
和游赏的胜地。桂川 见地图标识

河岸两旁有大面积的樱花与枫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林，岚山的竹林之道也很受观光客欢迎。春赏樱花、秋赏红叶，或

京都综合旅游咨询中心 京都综合观光案内所

者只是在竹林中漫步，都能感受到京都的风景之美。岚山地区还有

在京都综合旅游咨询服务所“京NAVI”可以得到

很多知名的寺院和神社，这里的景物常常出现在日本的历史故事和古

全京都府范围的观光信息，这里提供旅游相关资

典文学作品中。岚山也有温泉，可以体会泡汤的乐趣。

料、地图、住宿咨询等服务，可查询近期各项活动
及“祭り”的消息，并且发售部分景点的门票。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日语

A：在岚山的中心地带，京都五

天龙寺 Tenryū-Ji 见地图标识

和英语进行交流。

大禅寺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庭园造景很有名。8:30-17:30
地址：京都市下京区乌丸通盐小路下 JR京都站大楼2层。

开放，庭园参观费500円。

开放时间：8:30-19:00
龟山公园 Kameyama Kōen

A：镌刻着《雨中岚山》的周恩来总

理纪念诗碑就坐落于公园里。

京都街内交通观光案内所
这是一处位于京都中心四条河源町的信息中心，可以在此购买各类

野宫神社 Nonomiya Jinja 见地图标识

A：曾出现在古典文学

交通券、京都特产和书籍，报名参加当地观光线路巡游，还会为游
客推荐一些本地店铺。欢迎前去咨询。

名著《源氏物语》中。黒木鸟居是其标志，神社内的苔藓庭园很
美。绘马与御守都有很浓郁的源氏物语风情，可以买回家做纪念。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河原町通蛸薬師下ル塩屋町339番地

9:00-17:00，免费参观。

到达方式：从四条河源町往北步行约2分钟，河原町大路西侧。
开放时间：10:00-18:00(每周二休息,12月29日-1月3日休息)。

常寂光寺 Jōjakkō-ji 见地图标识

A：以多宝塔和赏红叶闻名。

9:00-17:00(16:30停止入场)，门票400円。
★ 地图
宝严院 Hōgonin 见地图标识

A：观赏红叶和青苔的好去处。

在京都的各个游客中心都可以免费索取京都地图。在出租自行车的
店铺也能拿到免费的骑车线路地图。

9:00-17:00，门票500円。
★ Tips：日文版地图更好用
清凉寺 Seiryō-ji 见地图标识

A：收藏有国宝木造释迦如来立

京都发放的地图有时有英文版和中文简、繁体版。如果没有中文版，
建议使用日文版地图，因为京都绝大部分地名都是用汉字表示，可直

像。9:00-16:00，门票400円。

接与车站和路牌对照，对中国游客来说会比英文版方便很多。
西芳寺 Saihō-ji 见地图标识

A：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又

称“苔寺”(Kokedera)，以庭园闻名，一百多种仿佛绿色绒毯的青
苔是一绝。参观难度比较大，不仅门票价格高达3000円，而且必须
提前以邮寄的方式预约，收到回执后方可按时入场参观。参观时还
必须经过用毛笔抄写心经的程序才能进入庭园。

★ 电话
公用电话
京都的公用电话不是很多，但在旅馆、商场、车站等设施内一般都
可以找到。有投币式(只能使用硬币)和电话卡式，也有硬币和电话卡
都能使用的。投币式只能使用100円和10円的硬币，如果投币100
円没用完金额的话不会找零。

嵯峨鸟居本 见地图标识

A：位于嵯峨野北端，被称为“嵯峨鸟居

本町风格保存馆”，沿路保存了明治时代的传统民居，建筑和内部装

标有“International & Domestic Card/Coin Telephone”的公

饰本身都是展览品。有一些房屋也被改建成商店和餐厅。鸟居本站(京

用电话能打海外长途。电话显示屏上也会注明“国内专用”或“国

都巴士62、72路)。

际兼用”。日本各电话公司的话费不同，拨打中国电话的参考价为

地址：京都右京区嵯峨野及西京区岚山。

170円/分钟(8:00-19:00)、80円/分钟(19:00-次日8:00)。电话卡

到达方式：嵯峨岚山站(JR嵯峨野线)；岚山站(京福电铁岚山本线，

在各车站售货亭和便利店有出售，也可以在自动售卡机上购买。发

阪急岚山线)。

行电话卡的公司有NTT、KDDI、Soft Bank等。从日本打电话回中
国，一般NTT和Soft Bank的卡会比较划算。

★ Tips：岚山与嵯峨野
岚山原本专指位于桂川右岸、属于京都市西京区的一部份地区，而

手机

河对岸、属于右京区的地区则名为嵯峨野。但近年来许多观光资料

日本不使用GSM网络，而是采用CDMA2000和WCDMA的3G网络

为简便起见，以横跨桂川的渡月桥为中心，把桂川左右两岸的周边

制式，如果手机是这两种，可以开通国际漫游后带到日本使用。中国

地区都合称为岚山。

国内有提供日本手机租赁服务的公司，日本各大机场或旅行社也可以
租赁手机。不过漫游或租赁的价格都不算便宜，只是想打电话报平安
的话建议选择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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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 网络

★ 邮局 郵便局 Yū bin kyo ku

游客中心里有公用电脑可以上网，参考价格100円/15分钟。

日本的邮筒多是红色的，在道路拐角、车站、各处公共设施都能找

免费的WIFI热点不多，一些餐厅和咖啡厅会给顾客提供免费网络。京

到。邮筒一般有两个投入口，一个是普通邮寄，另一个是大型邮寄

都四条通地区有免费的公共WIFI。新京极商店街的一些商户也开通了

物、速递、国际邮寄等专用。小邮局周一-周五9:00-17:00点营业，

免费WIFI，走在街上就能连接，用户名和密码通常显示在广告牌上。

周末和法定假日不营业。大的邮局周六、周日也营业，并且周日一
直营业到19:00。

★ 货币帮助

明信片和邮票在各邮局都能买到，便利店和车站的商店也有出售。

日本的货币是日元，单位是“円(¥)”，汇率经常小幅度浮动，目前

明信片寄往日本国内每张50円，寄往海外其他国家一律每张70円。

的参考汇率是100円约等于5.97元人民币(2014年4月)。
日本“5円”的读音和“缘”是一样的，所以5円的硬币带有“缘
分”的美好含义。5円硬币通常用来去神社参拜时祈福，也被很多游

A

京都中央邮局
地址：京都市下京区东盐小路町843-12(JR京都站西侧)。

客当做纪念品带回家和送人。10円的硬币背后铸有世界文化遗产平
等院凤凰堂的建筑图案，10000円背后则是凤凰堂屋顶的凤凰雕塑
图案，参观时不妨拿出来比照一下。

★ 电压
100V，60Hz。插座是双平脚插座，和中国的两孔插座一样。

外币兑换
标有“両替商(Authorized Money Changer)”的银行或邮局都可
以兑换，交易前要确认好汇率和有无手续费。京都府各市都有使用
外币服务的邮局。不过兑换日元还是建议在国内完成，因为在日本
当地兑换通常手续费都比较高。通常银行的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9:00-15:00，邮局是周一至周五9:00-16:00(京都中央邮局营业到
18:00)，周六、日和国定假日休息。

★ 最佳时间
京都北、西、东三面环山，属于盆地地形，四季分明。随着季节变
化，在一年中京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美景。
春季(3-5月)天气渐渐转暖，降雨较少，樱花、梅花、杜鹃、紫藤等
花卉纷纷盛开，是户外踏青和赏花的最好时节。尤其在4月上旬左右
樱花盛开的时候，京都各处都会举办赏樱活动。日本国土狭长，各

ATM
京都市内各处的邮局、7-11便利店里的ATM机都可使用国外发行
的信用卡或借记卡提取现金。银行内设置的ATM则多数不能使用国
外发行的卡片。能够使用国外卡片的ATM机上通常会标
有“International ATM Service”以及相应海外银行卡组织的标
志。一些ATM机周末和夜间不营业。京都中央邮局和7-11便利店
的ATM是24小时营业，但周日和国定假日会缩短夜间营业时间。
信用卡
在京都的酒店、百货商场和市中心的一些商店可使用信用卡。购买机
票、新干线车票或支付出租车费时也可以使用。不过信用卡通常用来
购买价格比较高的物品，很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地方都不接受刷卡，
比如个人经营的商店和餐厅、超市、便利店、购买电车和巴士车票
等；有些接受信用卡的地方需要消费到一定金额才能刷卡。使用信用
卡之前先确认一下店门口是否贴有信用卡公司的标识，或者直接询问
店员。此外，目前日本已经有不少商业设施提供银联刷卡服务。在京
都，不少商场和酒店以及少数餐厅也接受银联卡，只要贴有“银
联”标志的都可以用。有部分商店可能未张贴标识，建议在付款前主
动询问一下收银员是否能使用银联卡。
★ Tips：准备足够的现金
京都地区古迹和景点众多，大部分需要买票参观，购买门票时一般
只收现金，所以到这里旅游要把门票的费用列入预算；而且很多小
店不能刷卡，所以也要大致计算一下购物和用餐的花费，准备好够
用的日元现金。

地樱花盛开的时间不同，形成一条从南到北推进的"樱前线"(预测各
地樱花开花日期的地图线)，届时日本气象厅会定期播放开花时间预
测，并将信息放在网站上以供查询：tenki.jp/sakura/expectation
夏季(6-8月)比较闷热，有时会出现雷阵雨。6-7月是阴雨连绵的梅
雨期，湿度较高。夏季时的岚山是不错的避暑游览胜地。虽然夏天
多穿短衣，但室内空调温度开得比较低，注意不要受凉。
秋季(9-11月)多晴朗天气，降雨少，也是最适合旅游的季节。此时
的京都层林尽染，在许多地方都能观赏红叶。
冬季(12月-次年2月)比较寒冷，有时会下雪。如果碰到积雪的情景
则很难得，可以拍到古建筑雪景的别致照片。冬天在室内都有供
暖，外出时则要穿上厚实的外套，骑自行车时最好戴上手套。
★ Tips：空调
京都的一些町屋(家庭旅馆)大多不设空调，因为房屋的封闭性较低，
所以会导致空调效果不佳。如果在夏天或者冬天来京都旅游，住町
屋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
春季赏樱及秋季赏枫的部分推荐地点：
赏樱：岚山、哲学之道、鸭川公园、河岸公园、二条城、平安神宫、
天龙寺、平等院(赏紫藤)、岚电(京福电铁岚山本线)的樱花隧道、北野
天满宫(赏梅) 见地图标识
社 见地图标识

A 、 圆山公园 见地图标识

、八坂神

A 、平野神社、龙安寺、南禅寺、蹴上倾斜铁道。

赏枫：岚山、天龙寺、平等院、河岸公园、常寂光寺、二条城(红叶
及银杏)、宝严院、北野天满宫、东本愿寺(银杏)、南禅寺、东福寺

A 、今熊野观音寺、高台寺 A 、永观堂 A 、大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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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旅游日历

及北山松、京铭竹、漆器等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露天座灯，其间还展
示着各流派花道的插花作品，被妆点成充满浪漫神秘的艺术世界。届

★ 远射节 每年1月15日前后的周日

时还有京都学生们的街头表演。亮灯时间为18:00-21:30，活动持续

三十三间堂每年会举办新年初次开弓的远射节，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弓

10天左右。

道爱好者汇聚于此，挑战射靶直径1米、射距60米的远射。参加者多
为刚刚结束日本成人节仪式的年轻人，因此许多人会穿着和服来参加
活动。当天还举行“柳枝蘸水祈福”的仪式。远射节当天门票免费。

★ 葵祭 5月15日
葵祭的正式名称为贺茂祭，是上贺茂神社 见地图标识

★ 传统舞蹈公演
京都五条传统花街的艺伎和舞伎们每年都会有各自固定的舞蹈公演。
北野舞(北野をどり) 3月25日-4月7日
上七轩的艺伎和舞伎的舞蹈公演，是京都五条花街中历史最为悠久

A 和下鸭神

社定期举行的祭礼，与祇园祭、时代祭并称为京都三大祭。在日本神话
中，为感谢日神的恩惠，人们把向日葵系在牛车上到神殿去参拜，葵祭
由此得名。每年葵祭时，人们身着平安时期风格的古装巡游，全长700
米的队列上午10:30分从京都御所出发，途经下鸭神社，最后到达上贺
茂神社。

的。拥有台词的舞蹈剧很特色，压轴的“上七轩夜曲”由穿黑色和服
的艺伎与穿彩色和服的舞伎全员上阵表演。

★ 京都五花街联合传统文艺特别公演 每年6月最后的一个周六周日

参考价格：演出门票4000日元，茶席券500日元。

这项公演是为纪念京都建都1200年，于1994年开始的。届时京都

地址：京都市上京区今出川七本松西入真盛町742(京都市巴士50、

最有历史的五条花街(祇园甲部、先斗町、宫川町、祇园东、上七轩)

55、101、203路北野天满宫前站或上七轩站)

的艺伎和舞伎汇聚一堂，展示京舞等传统表演。

www.maiko3.com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四条大橋東詰(京阪本线祇园四条站)。
都舞(都をどり) 4月1日-30日

参考价格：特別席15000円，1等席10000円，2等席6000円。

由约20名祇园甲部的艺伎和舞伎参加的表演，演出内容根据每一年

www.ookinizaidan.com/event

的生肖以及四季不同的风情创作编排。
参考价格：2000-4500円。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祇園町南側570-2(京阪本线祇园四条站)

★ 祇园祭 7月1日-7月31日

www.miyako-odori.jp/miyako

祇园祭同东京的神田祭、大阪的天神祭并列为日本三大祭。其起源于
平安时代(约1100年前)，当时的人们为了除去世间流行的疫病，制

京舞(京おどり) 4月第1个周六-第3个周日

造神轿并巡行，形成了祇园祭。祭礼从准备到结束历时一个月时间，

由大约80名宫川町歌舞会的艺伎和舞伎参加的舞蹈公演，以京都的

7月13-16日，京都市各处街头都会响起传统打击乐。17日的神轿巡

著名胜景及特产为主题编排舞蹈。

行尤为华丽热闹，上午9点从四条乌丸出发，沿四条通-河原町通-御

参考价格：2000-4500円。

池通-新町通的路线游行，是整个祇园祭的最高潮。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宮川筋四丁目306(京阪本线祇园四条站)。
www.miyagawacho.jp/kyoodori
★ 大文字五山送火 8月16日20:00
鸭川舞(鴨川をどり) 5月1日-24日

大文字五山送火是在环绕京都盆地群山的半山腰上，用篝火描绘出巨

由先斗町的艺伎和舞伎上演充满创意的舞蹈剧，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

大文字的活动，是京都夏天最为壮观的仪式，也宣告了夏天的結束。

历史。

当天夜晚8点会在五座山上同时点燃篝火，分别是东山如意岳的“大

参考价格：2000-4500円。

文字”、松崎西山与东山的“妙、法”、 西加茂船形山的“船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区先斗町通三条下る橋下町130(京阪本线

形”、金阁寺附近大北山的“左大文字”以及嵯峨曼陀罗山的“鸟居

三条站)。

形”，点火时间约30分钟。

www1.odn.ne.jp/~adw58490/168odori2.html
最佳观赏地点：“大文字”贺茂川(鸭川)河堤，“妙”北山通(ノート
祇园舞(祇園をどり) 11月1日-10日

ルダム女学院附近)，“法”高野川河堤(高野桥北)，“船形”北山通

由祇园东歌舞会的舞伎和艺伎进行的舞蹈公演，完全继承传统剧本的

(从北山大桥往西北)，“左大文字”西大路通(西院至金阁寺)，“鸟居

表演和舞台构造是其特点。

形”松尾桥和广泽之池。从从船冈山公园的山顶上可以看到除“鸟居

参考价格：3500-4000円。

形”以外所有的篝火文字，免费。京都市内各酒店的屋顶也是观看的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祇園町北側祇园会馆(京都市巴士31、46、

好地方，但是要收费。

201、203、207路祇园站)。
www.gionhigashi.com/gion.html
★ 时代祭 10月22日
时代祭是平安神宫定期举行的祭礼活动，起源于1895年10月22日
★ 东山花灯路 3月中旬-下旬

迁都平安京1100年的纪念仪式，之后每年都举行此活动。当天早上

在京都东山地区有一条长约5公里的石板散步小路，北起青莲院、途

约有2000人穿着从平安到明治各个时代的民俗服装，列队从平安神

径圆山公园和八坂神社、高台寺等地，向南蜿蜒延伸至清水寺一带。

宫出发，抵达京都御所 见地图标识

春天到来时，这条路上将布置约2500盏用京烧、清水烧等陶瓷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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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发，绕市中心后抵达平安神宫。

A 。正午再从京都御苑出

★ 岚山花灯路 12月中旬

东京-京都

与东山花灯路类似，是在岚山地区举办的晚间点灯赏景的艺术活

东京到京都的高速公路巴士车程一般为7-8小时，有日间和夜间的班

动。在长约5.2公里的散步道两旁展示座灯与插花，渡月桥、竹林等

次可供选择。巴士票价通常比电车便宜，而且由于不同的巴士公司

景观被映照得灯火通明，让晚间的景色更梦幻美丽。

之间竞争激烈，所以经常有折扣票。最便宜的单程票价约为5000円
左右，但不太舒适。好一些的班次票价约为8000円左右。

城际交通
京都市没有机场，游客通常从大阪或东京等地入境，然后通过铁

★ TAXI

路、公路等陆路交通方式前往京都，车次很多，非常方便。此外，

乘坐出租车从大阪前往京都车程约2-3小时，费用高昂，一般在

京都与神户、名古屋、奈良等周边城市也有铁路、巴士等多种交通

30000円以上。不过有些出租车公司提供从关西国际机场到京都市

方式相连接。

区的拼车服务，可以让几位游客共同搭乘一辆小型巴士，好处是可
以直接到达京都市内的大多数目的地，不过需要提前预约用车。拼

★ 铁路

车参考价格为每人3500円，可以免费托运一个大旅行箱。也可以包

连接京都与其他城市交通的铁路线路有JR和私铁。JR是日本的铁路

租机场班车，参考价25000円，每车最多坐9人。

公司集团，其前身为日本国有铁路，线路遍布全国，客运服务包括
城市间的干线交通、市内交通和大量的小城市间线路。著名的“新
干线”也由JR经营。私铁是私人经营的铁道公司，以短距离路线为
主，主要穿梭于大城市之间。
大阪-京都
JR：从关西国际机场到京都有JR直达列车关空特
急“HARUKA”号(関空特急はるか，Kansai Airport Express
Haruka)。每30分钟发一班车，全程约为75分钟，到达站为京都市
的京都站。非预订座位的自由席票价2850円，预订座位的指定席
3570円。从机场到达大楼的D或E出口出来，走过通道桥就是JR的
关西机场站，在这里乘坐即可。从大阪市的新大阪站可以乘坐JR东
海道新干线希望号(のぞみ，NOZOMI)前往京都站，车程14分钟，
票价1420円。从大阪站可以乘坐JR京都线(又名“东海道本线”)前
往京都站，列车分为新快速、快速、普通三种，单程票价560円，
新快速列车车程只需约30分钟，快速列车约45分钟，普通列车约1
小时。
私铁：从关西国际机场到京都没有直达的私铁列车，但可以先乘坐
JR关空快速或私铁南海电铁到达大阪市内，再从大阪转车前往京
都。从大阪梅田站可以乘坐阪急京都线的特急列车前往京都市中心
的乌丸站和河原町站，车程约40分钟，票价约400円。从大阪淀屋
桥站乘坐京阪本线的特急列车可以到达京都市的三条站、祇园四条
站等地，车程约50分钟，票价约400円。
东京-京都
新干线：东京和京都由JR东海道新干线相互连接。乘坐希望号(の
ぞみ，NOZOMI)列车车程约2小时20分钟，单程票价13080円。
乘坐光速号(ひかり，HIKARI)列车约2小时45分钟，单程票价
13080円。乘回声号(こだま，KODAMA)列车则需要大约4小
时，单程票价13080円。有时购买新干线的往返票会比分别购买单
程的价格便宜。新干线乘车站口位于京都站的八条口和中央口。

★ 车票
关西一卡通 KANSAI THRU PASS
KANSAI THRU PASS是针对国外游客的乘车卡，需凭护照购买。
持卡在一定期间内，可自由乘坐京都、大阪、神户、比叡山、姬路、
和歌山、奈良、高野山的电车和巴士(JR及部分线路除外，请在地图
上确认可以乘坐的线路)。好处是乘坐电车和巴士时不用查看复杂的
票价表，省下买票时间，也无须每次换乘都重新买票。出示该卡还可
在沿线许多观光设施获得优惠折扣。持卡可以从关西国际机场乘坐始
发的南海电车，但特快Rapi:t电车(特急ラピート)要另加车费。
乘车卡分为2日用和3日用两种，可以根据具体行程选择购买。需要
注意，乘车卡在有效期内可以不连续两天都使用。例如，3日卡可以
在周一、三、五，三天分别使用。另外，1日的计算方式并非是24
小时，而是乘坐当天从首班车至末班车为止。
乘车卡在大阪各游客中心、关西国际机场1楼的KAA旅行服务台、大
阪机场综合问询处、京都站前巴士综合问询处(京都站乌丸口)等地都
有出售。香港及台湾的旅行者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旅行社购买。随乘
车卡赠送英语、汉语、韩语其中任一语言的导游指南。
2日卡：成人4000円，儿童2000円。
3日卡：成人5200円，儿童2600円。
www.surutto.com/tickets/kansai_thru_kyotai.html
★ Tips：日本乘车注意事项
在日本的乘电车和巴士上最好不要打电话，手机设为静音。如果必
须接电话则要压低声音、尽快结束通话。车上会有优先席，即专给
老幼病残及孕妇使用的座位，其他乘客最好不要坐。而且这些优先
席通常也是为使用心脏起搏器的乘客设置的专座，所以附近禁止使
用手机。有些电车在上下班高峰期或晚上23:00之后会安排女性专用
车厢，男士们要看好标识以免上错车。另外，乘车时不要大声喧
哗，也不能在车内饮食。

★ 长途汽车
大阪-京都
乘坐机场巴士可从关西国际机场直达京都，所需时间约90分钟，单
程票价2550円；往返票价4180円，自乘车日起14日内有效。终点
站有京都站、四条大宫站、二条站、三条站、出町柳站等地。乘车
地点在机场到达大楼1层D出口的8号乘车点。
www.kate.co.jp/pc/c_time_table/c_kyoto.html

P8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市内交通

动检票机，插进车票即可进入车站内，然后取回验过的车票；出站
的时候，把车票插进自动检票机里即可出站，单程车票会被回收，

京都交通的中心在JR京都站，JR线路、近铁铁路和市营地下铁乌丸

乘车卡或多日票则要记得取回。如果实际乘坐的距离超过票价购买

线都通过这里，车站外是市巴士总站和长途及通宵巴士的站点，站

的金额，出站前需要用检票口附近的精算机投币补票，然后把新出

内设有地下铁和巴士综合咨询处，还有出租车乘车点、运行线路

的车票投入检票机方可出站。

图、乘车须知以及其它设施。京都的电车交通很方便，市内主要的
电车线路有JR、地铁以及一些私铁线路。以市巴士为主的公交路线
网络非常密集，对游客来说可能会有些复杂，但京都不少观光名胜
只设有公交车站点，所以尽量把电车和公交线路结合起来利用，会
使游程更加方便。

京都站 Kyōto-Eki 见地图标识

A

京都站不仅是京都市的交通枢纽，建筑本身也非常有可看性。车站
的设计理念是通过现代美感传达古都的历史，具有未来感的外观与
京都的古意形成巨大反差。车站内部采用矩阵式的钢横梁顶，高45
米的空中通道连接车站东西楼，还有171阶的巨大楼梯等标志，令
人印象深刻。
车站大楼内有百货公司、酒店、餐厅、影院、游戏中心、政府办公
场所、天台花园等设施。地下部分则销售各种京都土特产和工艺
品，还有行李寄存处和邮政柜台，投币式储物柜分散在各处。京都
站北口站前还有大型地下商业街。位于西侧十楼的“拉面小路”很
有名，可品尝到日本不同地区的多种拉面。站内还有手冢治虫世界
展览馆，有兴趣可以顺便参观。
★ 铁路
JR
京都市内主要的运行路线有JR京都线、JR嵯峨野线、JR奈良线，各
线换乘站台位于京都站的中心区域。JR京都线开往大阪方向，JR嵯
峨野线开往二条城、岚山、嵯峨野方向，JR奈良线开往伏见、宇

★ 公交

治、奈良方向。列车根据行车方向设有普通、指定座席、快速、急

京都站前是市内最大的公交枢纽站，有多条线路的公交车在这里停

行、特急等车次，中途停车也各有不同。车票价格与各大城市基本

靠，站台按照线路划分，很有秩序。公共汽车能覆盖到大多数景

一致，在市区范围内，基础单程票价为120-400円。购票可在自动

点，路线相对复杂，但是有不少直达巴士从京都站和四条附近的市

售票机和JR绿色窗口，购票方法和日本全国各地相同。

中心以及河原町出发，到达各个主要景点。

私铁

京都有许多家巴士公司，例如京都市巴士、京都巴士、京阪巴士、

包括叡山电铁、京阪电车、阪急电车、京福电铁、近铁电车等线
路，站点覆盖了不少观光景点。票价150円起，具体价格按距离远
近而不同。

阪急巴士等，分别运营不同的线路。在市内的均一票价区域，公交
车的票价皆为230円。在均价区域外，费用根据距离上涨。大部分
巴士在乘车时是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下车缴纳车费。快到下
车站时要提前按铃，然后等车停后下车。

★ 地铁
京都市营地下铁由南北向的乌丸线和东西向的东西线组
成，两条线路的换乘站为乌丸御池站。两条线路拥有各
自的线路颜色。乌丸线为绿色，用K表示，东西线为红
色，用T表示。此外，每个地铁站都有数字编号，地铁
站使用这个编号和线路字母来表示站名。各地铁站周围
都有公交车站，地铁换乘公交十分方便快捷。
地铁车票的种类很多，分普通券、特定打折券、回数券、市巴士和地
铁通用券以及各线连乘通用券等等。地铁基本票价：成人210-350
円，儿童110-180円。地铁票在车站的自动售票机购买，车站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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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各大公交车站：北大路、出町柳、二条城、三条京阪、山科、四
条河原町、四条乌丸、四条大宫、京都站乌丸口、京都站八条口。
★ Tips：如何在京都玩转公车
京都市内的公交车非常方便，市内绝大部分景点都可以坐公车轻松到
达。京都市中心仿古长安洛阳而建，街道呈棋盘格状分布，主要的大
路有：东西向的东大路通、川端通京阪线、河原町通、乌丸通、堀川
通、西大路通；南北向的北大路通、今出川通、丸太町通、四条通、
五条通、七条通。市区内多数公车站都设在这些大路的交叉口，比如
河原四条、乌丸四条等。只要记住这些大路，然后在地图上找到要去
的地点，看看离哪个路口最近，就可以自由地乘坐公车到这些路口再
前往目的地。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京都市巴士(市バス)与洛巴士(洛バス)

售，也可在部分公交车上直接向司机购买。购卡会送地图，建议选日文

市巴士基本都是绿色。如果在京都中心观光，乘坐

版地图，比英文版清楚好用。

市巴士比较方便。常见的市巴士线路还有旅游巴
士“洛巴士”，有100、101、102路3条线，每条线

京都观光一日(二日)乘车券

路车身颜色不同，上面有“洛”的字样。洛巴士线路的

在地铁和公交车上都

站点包括了世界文化遗产在内的不少寺院、神社等景点，

可以不限次使用的乘

报站时会使用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停靠站比普通巴士少。

车券，京都市内的大
部分景点都可到达，

100路(红色)：京都站前始发，途径三十三间堂、清

非常方便。一日券成

水寺、八坂神社、平安神宫，开往永观堂、南禅寺所

人1200円，儿童600円。二日券成人2000円，儿童1000円。2日券

在的冈崎、银阁寺方向。

必须在连续的两天内使用。可乘坐的线路有：京都市巴士全线(定期观

101路(绿色)：京都站前始发，开往前往二条城、北

光线路除外)，京都市营地下铁全线，以及京都巴士的部分线路。在地

野天满宫、金阁寺、大德寺等。

下铁和公交车问讯处、公交营业厅、地铁售票处等地有售。

102路(黄色)：从银阁寺始发，前往京都御所、下鸭神社、西阵织会
馆、北野天满宫、金阁寺、大德寺方向。

京都地下铁一日乘车券(市営地下鉄1dayフリーチケット)
可在一天内不限次乘坐京都市营地下铁的全部线路。成人600円，
儿童300円。在使用该乘车券的当天，地下铁沿线的部分观光设施

★ TAXI

都有一定的优惠，例如二条城、京都市动物园、京都市美术馆等。

京都的出租车大部分可坐4人，也有的车型可容纳5人。根据车型大
小和公司不同，费用也不同。起步价约为580-650円/2公里，之后

★ Tips：是否需要买Pass

每370-430米/80円。车费超过5000円优惠3%，23:00-次日5:00

关西地区的各种Pass和优惠乘车券有很多种类，不同城市地区也有

加收20%费用。京都的出租车还可以按游客的使用时间、游览景点

不同的Pass，有时会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建议先计划好自己想去的

提供包车服务，价格另议。如果几人一起出行，乘坐出租车有时比

地方，然后再按行程选择尽量便宜且直达的交通方式。有时非要使

巴士更舒适合算。

用某一种Pass可能反而会造成绕路而浪费游览时间，或者放弃自己
第一选择的景点而去参观Pass提供优惠的地方。

京都站的乌丸口是出租车集中的候车点。出租车顶上有表示公司名
称的标志灯。车费显示在计价器上，乘车前先确认车内是否有计价
器。另外，日本出租车的车门都是自动开关，不需要自己动手。

活动
★ 参拜神社

★ 自行车

在京都观光，参拜神社大概是所有游客必不可少的体验之一。参拜

京都的旅游景点分布于东西约10公里之内，道路两旁的街景历史气

时需要注意两点：入乡随俗用正确的方法参拜，以及搞清楚所参拜

息浓厚，骑车游览可以更好地感受古都氛围。京都市区内规划有自

的神社主要供奉哪个神灵。

行车专用道，自行车也可以使用人行道(除步行者专用的道路以外)。
而且市区内地势基本都很平坦，非常适合骑车。注意：与中国相

参拜神社的方法

反，日本骑车靠左行驶。清水寺及岚山附近上下坡比较多，骑车要

举止庄重，在神社入口的手水舍用准备好的小水瓢取一些泉水，冲

量力而行。

洗双手。然后用手捧些水，漱口，将漱口水吐到泉池外。注意，不
要直接用小水瓢向口中送水。在神前的香钱匣里投入一枚硬币(一般

在京都有许多出租自行车的店铺，通常租金是普通车1000円/天，

使用5円硬币)，有铃的话摇一下铃。接下来鞠躬两次，拍两次手，

山地车1300-1500円/天。租车时店家通常都会给一份骑车地图，

然后合掌礼拜，最后放下双手再一次鞠躬。注意，虽然神社一般不

上面会列出各处名胜及骑行线路，非常有用。停放自行车时最好停

禁止拍照，但也要注意一下周围的标语提示。

在固定的停车点(有些停车场收费)，而且一定要记得上锁。有“驻轮
禁止”标志的地方不能停自行车。

京都部分神社祈愿类型
地主神社：位于清水寺正殿北侧，有名的恋爱神社，是京都著名的
求良缘的地方。

★ 部分常用乘车券

美御前社：位于八坂神社的正殿东边，是祈求美丽的神社，常有艺

市巴士一日乘车卡(市バス専用一日乗車券カード)

伎和舞伎前来参拜。

成人500円，儿童250円，当

锦天满宫：祭祀日本的学问之神，祈求学业顺利。

日有效。在市内的均一票价

野宫神社：由于与《源氏物语》有关，许多情侣都来此祈求良缘。

(220円)区域内，凭这张卡可

市比卖神社：这是一间专门为女性服务的神社，据说为女人除去厄

不限次乘坐市巴士。如果当天

运的神明很灵验。

打算乘3次以上公交车时，持

白峰神宫：专门供奉足球的神社，参拜可以祈求运动专长。

卡比买车票便宜，还避免了准

安井金比罗宫：祈求去除恶缘、缔结良缘的神社。

备零钱的麻烦。在规定区间外

北野天满宫：供奉日本的学问之神，祈求学业进步。

上下车时，需支付区间外票价的

泉涌寺：供奉杨贵妃观音坐像，女性祈求良缘、安产、美貌很灵验。

差额。在地下铁和公交车问讯处、公交营业厅、地铁售票处等地都有出

御香宫神社：供奉保佑平安分娩的神灵，祈求顺产、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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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 和服体验

开放时间：每晚18::00、19:00各一场。7月16日、8月16日、12

又称为“和服变身”，是指穿着租借的和服在京都观光体验的游

月29日-次年1月3日停演。12月-次年2月只在周五、周六、周日和

览项目。京都市内有很多家和服租赁商店。除了穿着传统和服的项目以

节假日公演。

外，有些店还提供“舞伎变身”的项目，即把游客打扮成京都舞伎的样

到达方式：河原町站(阪急京都线)；祇园四条站(京阪本线)；祇园站

子观光留念。身穿和服在充满历史感的街巷里漫步，是体验京都文化最

(市巴士100、206路)。

好的方式之一。进行和服体验比较有名的店有西阵织和服会馆、冈本
(レンタル着物 岡本)、染匠(染匠きたむら)等等。
★ 嵯峨野观光小火车 嵯峨野トロッコ列車
和服变身的价位大致在3000-6000円不等。一般说来，价格越贵的

嵯峨野观光小火车是沿保津峡运行的旅游观光专用列车，起点为嵯峨

项目可供挑选的服饰花色越多。价格便宜的通常可供挑选的衣服很

站，终点站为龟冈站，路程7.3公里，往返需要1小时左右，列车每

少。除了衣服之外，腰带、手袋、发饰等小物也都在挑选之列，选

天往返8次。小火车沿保津川行驶，两岸青山峡谷，游客可透过车窗

好后有店员帮忙穿着。发型也可以让店家帮忙造型。

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在景色优美的地方和重要景点列车会减速行
驶，以便乘客观赏风景和拍照。

和服变身的时间有半天或一天，通常空手前往就能在店家的打理下
做好全身的装扮。有些店需要提前预订，当天最好也早点去，因为

单程车票成人600円，儿童300円。每年3月1日-12月29日运行，

去晚了很可能好看的衣服就会被别人先挑走。进行体验之前最好和

每周三停运(春假、暑假、黄金周、红叶季节以及国定假日的周三则

店家确认一下时间以及包含的各种项目。另外，夏季时，和服租赁

照常营运)。

店也会出租浴衣(夏季所穿的较薄的和服)。

www.sagano-kanko.co.jp

西阵织和服会馆 见地图标识

A

西阵织是产自京都西阵地区的和服专用织绵面料，西阵织和服会馆
展示其相关历史与和服实物。这里每天有6-7场和服表演，值得一
看。也有许多旅游纪念品出售，并且提供和服试装，游客可以挑选
自己喜欢的和服穿着并拍照留念。不过这里一般会有很多旅行团，
人满为患。

在京都，历史与现代的交汇也反映在各种各样的美食上。古都特有的传
统日式料理到西洋美食，不同风格和口感的食物会带来不同的享受。
精致讲究的怀石料理发源于京都，是日本料理的代表之作。除了追
求食物的鲜度，还追求由食器、刀工、庭园等所塑造的空间美。只

地址：京都市上京区堀川通今出川南入
开放时间：9:00-17:00。8月13日-8月15日、12月29日-次年1月
3日休馆。
票价：入馆免费，和服展示表演600円；和服试装3000-8000円。
到达方式：堀川今出川站(市巴士)；今出川站(地下铁乌丸线)。

冈本 清水坂店

餐饮

有在京都的传统老店里，一边观赏美丽的庭园，一边享用怀石料
理，才称得上地道。不过怀石料理通常价格都很高。除了怀石料
理，其他日式料理在京都也随处可见，寿司、生鱼片、亲子盖饭、
天妇罗、豆腐料理等食品种类众多，丰俭由人。另外，京都也有许
多经营西式菜肴的餐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风味都能找到。

A

除了餐厅，居酒屋也不容错过，这里的日本特色更加浓厚，不仅有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清水2丁目237-1-1

质量不错的饭菜和小食提供，还有多种酒类。无论一人还是多人用

开放时间：9:00-20:00

餐都可以轻松享受美食和小酌的乐趣。居酒屋通常是日本公司职员

到达方式：五条坂站(市巴士100、206、207路)。

下班后聚会的地方，所以比起餐厅会有些吵闹。
京都还有很多咖啡厅，有的开设在历史建筑里，也有的是由传统民

★ 传统艺能

居町屋改建而成。游览累了的时候在咖啡厅休息一下，喝杯咖啡或

在京都，可以欣赏到许多传统的古典艺术。对于游客来说，由于语

者品尝日式抹茶，都是不错的体验。

言和文化的差异，欣赏一场正式的传统艺术演出可能会比较难懂。
好在京都有面向游客的剧场，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松体验到日本传统

★ Tips：美食可以很便宜

艺能表演的风情。

在京都，有时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吃到当地的美食。诀窍就是利用
百货公司楼下的食品超市和晚上的特价时段。例如京都站的伊势

祇园角 Gion Corner 见地图标识

A

丹、乌丸七条的Yodabashi、四条乌丸的大丸等，楼下食品超市出

祇园角是表演京都传统艺能的剧场，每场演出一小时左右，内容有

售的新鲜寿司、海鲜饭、扎乌等美食通常在晚上7点左右开始降价，

京舞、花道、茶道、琴、雅乐、狂言、文乐等，让游客可以在一场

大概在7点半时可能会有半价，非常划算。另外，许多餐厅都有午市

演出内感受到京都的文化。此外，还有舞伎长廊，展示影像资料以

优惠，比晚上去吃要便宜很多。

及舞伎的花簪等物品。
地址：京都市东山区祇园町南侧570-2弥荣会馆内

★ 当地特色

门票：3150円

拉面小路

A

京都车站内的拉面小路以町屋为原型设计，充满京都传统风情。汇
集了东京、大阪、札幌、京都、博多等7个地方的著名拉面店，让游
客一下车就能品尝到各式拉面。
地址：京都站车站大楼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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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かに道楽 京都本店

A

有名的蟹料理连锁店，有烤制、刺身、炸煮、寿司等多种吃法，

★ 世界特色
セクションドール Section D'or

A

刺身的甜香很令人回味。如果要省钱可以考虑赶中午去吃，在下午四

西式料理。

点之前都有午市套餐，价格比较优惠，最便宜的套餐约2400円。

地址：京都市左京区岡崎西天王町84-1 M&M's APARTMENT 1F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三条通寺町西入天性寺前町525，距离京都市
役所前站292米。

エンボカ 京都 enboca

营业时间：11:30-22:00

総本家 にしんそば 松葉

A

以经营披萨为主。

A

松葉是经营荞麦面有名的店铺，在吃饭时间可能要排很长的队。店
内的鲭鱼面是京都名物。如果饭后仍不满足，还有真空包装的鱼可
以买回去吃。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川端町192 南座西隣，距离祇园四条站34米。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西洞院六角下ル池須町406。

京都京野菜フレンチ祇園 Abbesses

A

法式餐厅。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祇園町南側570-232。

营业时间：10:30-21:30
★ 中餐
若狭家 三条店

A

若狭家是经营海鲜饭的平价连锁店铺，菜单上可选的海鲜饭种类非
常多，还可以自由搭配食材或者加料。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三条通寺町入ル石橋町14-12，距离京都市役
所前站253米。

美齢
以广东菜、四川菜为主。
地址：京都市上京区黒門通元誓願寺上ル寺今町511。

マダム紅蘭

营业时间：11:00-23:00

A

A

以川菜、担担面为主。

A

英多朗

主营乌冬面，非常受欢迎的人气店铺，店主还上过美食节目。推荐
招牌乌冬面和柚子拉面。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錦烏丸東入ル元法然寺町683 烏丸錦ビル1F，
距离乌丸站155米。
营业时间：11:00-15:30、17:00-22:30(周六21:30结束营业)，周
日歇业。

住宿
京都的住宿设施齐全，游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和价位的住宿地
点。除了酒店，日式旅馆和民宿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出行方
便，可以住在京都车站周边。如果希望安静或者更好体验日式风
情，不妨尝试住在京都的中部或北部，距离很多景点也比较近。

www.kyoto-eitaro.com

祇園千なり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寺町丸太町東入ル北側。

A

在旅游旺季，尤其是樱花季(3月中-5月)及红叶季(10月-11月)期
间，京都的房间会很紧张，价格也非常贵，有些热门酒店甚至两三

主营近江牛烤肉，味道不错，两人约300元人民币可吃饱。只经营

个月前就满房了，所以一定要提早预订。如果此时实在订不到京都

晚餐，下午5点开始营业。有英文菜单，推荐short rib 和rib

的房间，可以考虑住在京都周边的其他地区，例如大阪、奈良、大

finger。餐厅距离花见小路和白川南通的交叉口很近，吃完饭正好

原、宇治等地，通过电车往返京都游览。

逛白川南通。
大阪：从梅田站和JR大阪站乘坐JR或京阪、阪急等私铁可以很快到

地址：京都市東山区新橋通大和大路東入2-橋本町398。

达京都市内，根据选择列车不同，车程一般为27-50分钟，票价在
551蓬莱 JR京都駅店

A

是京都站卖大包的店铺，如果来不及吃饭，很适合赶路的时候带上
两个垫垫饥。

选择住在大阪的JR或私铁沿线是既合算又方便的。
大原：大原位于京都东北郊、比叡山西麓，景色优美，远离城市，

地址：京都市下京区東塩小路町901 京都駅ビル内。

游客较少。如果想体验日式乡间的气氛，住在大原是不错的选择。

营业时间：9:30-21:00(周六及周日9:00开始营业)。

嵐山よしむら

390-540円(详见“城际交通”)。所以比起京都高昂的酒店价格，

这里有三千院等观光景点，还有一些不错的温泉旅馆和民宿。视旅

A

馆档次不同，住宿费人均8000-20000円不等。前往大原可乘坐巴
士，从JR京都站出发约55分钟可到，从地下铁国际会馆站出发约20

以经营荞麦面为主。

分钟，从京阪电车出町柳站出发约30分钟，比较方便。“芹生”是

地址：京都市右京区嵯峨天龍寺芒ノ馬場町3。

大原地区很有特色的温泉料理旅馆；“大原の里”是一家不错的温
泉民宿，而且提供美味的自制味噌火锅料理。

すき家 烏丸五条店

A

牛肉饭连锁店，比较物美价廉。
地址：京都市下京区上平野町448 ワオキューブビル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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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购物

新京极(Shinkyōgoku)商店街 见地图标识

京都除了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大型的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店，也有种类
繁多的传统特产和保持着日本传统的老铺子。京都市内有四条主要
街道，分别是北大路、东大路、九条大道和西大路，这几条街圈出
了京都的中心区——洛中，也是京都最繁华的街区。四条河原町是
繁华街区的中心，京都市内的主要购物区集中在四条大街附近。JR

A

新京极商店街位于京都市中心，是日本第二古老的商店街，仅次于
东京浅草仲见世商店街。长约500米的街上，除了经营京都特产的
商店之外，还有餐厅、服饰店等，大部分商店的营业时间是
11:00-21:00。商店街上还有7间寺庙和1个神社，充满历史气息。
地址：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区新京極四条上る中之町542。

京都站是另一个购物场所集中的区域。此外，清水寺一带也是一个
极具特色的旅游购物区，清水阪及其附近的三年阪和二年阪有许多
个性店铺，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土特产的商店也不少。

★ 超市、大卖场
较大型的超市一般都位于郊区，在市中心比较少见。京都的超市有マツ
モト、マツヤスーパー、ジャパン等等。市内有较小型的连锁超市，如

★ 京都特色商品
西阵织是高级丝织品，从传统的和服到现代的领带和围巾应有尽

イズミヤ、Fresco等。这里24小时便利店和自动贩卖机也很普遍。

有。京都的扇子种类丰富、图案美丽，既有折叠扇，也有古典的团
扇。装饰有日本特色花纹的小物件和日用品非常受欢迎，比如零钱
包、手袋、文具袋、化妆包、名片夹等，以及绘有和风图案的T恤、
帽子、饰品。此外，每逢樱花季就会推出各式各样以樱花为主题的
商品，从樱花杯、樱花手表到樱花香水、樱花唇膏等等。京都还有
一些的传统化妆品很受女孩子们欢迎，例如口红和吸油面纸，送人
自用都不错。京都的日式点心原料讲究，根据季节和主题制作，不
仅看起来可爱，味道也很好吃，还有一些品种是京都限定，在其他

★ 纪念品、小店
一澤信三郎帆布 见地图标识

A

经营做工细致帆布包，是京都有名的店铺。价格较贵，一般在
4000-20000円左右。
地址：京都市东山区东大路通古门前北
营业时间：9:00-18:00。周日不营业。
到达方式：东山站(地下铁东西线)；知恩院前站(市巴士206路)。

地方买不到。最后，别忘了有名的宇治抹茶。

www.ichizawashinzaburohanpu.co.jp
★ Tips：购物无需讲价

A

在京都购物时基本不需要讲价，所有商品都是明码实价，质量基本

よーじや Yojiya

上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可以放心购买。自动售货机也很

京都知名的化妆品杂货店，据说过去是专供艺伎购买化妆品的店铺。

方便。即使在旅游景区购物也不用担心被宰，同样的东西每家店价

以美人头图案为Logo，吸油面纸很出名。市内有多家分店。

格都差不多，而商品都很精致，还会巧妙地体现出景点标志。店家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新京極花遊小路

也没有和顾客讨价还价的习惯，如果顾客坚持砍价，会被认为没有

营业时间：11:00-19:00

礼貌或者受到冷遇。

www.yojiya.co.jp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A

京都站

恵文社一乗寺店 见地图标识

A

京都一家不错的的独立书店，除了出售按主题挑选出的特色书籍，还

The CUBE是京都站大厦地下1-2层的专卖店街，销售京都土特产、

经营明信片、CD、DVD、生活杂货、纪念品等商品。也经常有插画或

京都名点和时装、工艺品的店铺区。京都名点专柜有各式各样有代

是杂货类的展览。

表性的特产，如特色酱菜、“生八桥”、宇治茶和抹茶等均可买

地址：京都市左京区一乗寺払殿町10，在叡山电铁一乘寺站附近。

到。Porta是位于京都站北口的大型地下商业街，街内集中了各种店

营业时间：10:00-22:00

铺，首饰店、时装店、工艺品店、礼品店和各种餐饮店应有尽有，

www.keibunsha-books.com

也出售众多的京都特产和纪念品。
地址：京都市下京区乌丸通盐小路下 京都站大厦内。
★ 退税销售

营业时间：10:00-20:00

在一些商场购物达到一定金额可以凭护照直接免掉5%的消费税，机
四条河原町 Shijō Kawaramachi

A

京都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西日本地区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位于
四条通与河原町通交叉的地方。这里有阪急百货、京都マルイ、高
岛屋、藤井大丸百货、河原町OPA等大型百货商店，此外有众多的
服装店、奢侈品专卖店、书店、饮食店等。

锦市场(Nishiki Ichiba)商店街 见地图标识

A

号称“京都的厨房”，长约400米的商店街售卖各式日常用品、鱼
和蔬菜等新鲜食材，以及干货、腌菜等加工食品，充满了京都市民
的生活氛围。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锦小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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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办理退税。免税品通常不包括食品、化妆品、药品。免税金额
为满10501円(有些商场为10001円)。一般百货公司、大型电器商
场等购物场所都可以免税，如果不确定请向收银员咨询，不会说可
以直接在纸上写“免税”的字样来问，一般都能理解。

★ 地震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出行前最好了解一些地震应对常识和逃生知

日本警察局紧急电话：110

识，这些内容网上都能找到。

火警、救护车：119
救助热线：0120-461-997(全日本范围，使用英语)

在日本经常会发生级数较低的地震，作为游客如果有震感，首先不
要慌乱，注意一下周围日本人的反应并照做，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轻

★ Tips：免费紧急电话

微的地震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在酒店、商场或其他公共场所，请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用投币直接使用公用电话：拿起听筒后按下

注意公共信息并听从工作人员指引。

电话上的红色按钮，再拨打110或119，通话免费。如果是数字公

京都设有很多避难场所，街头有相应的指示牌和地图，一般都标注

用电话，拿起话筒后直接拨打110或119。

有中英日韩四国文字。日本的酒店都有逃生线路图和紧急出口，请
留意这些信息。

★ 中国使领馆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A

地址：大阪市西区靭本町3-9-2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总机及咨询电话：06-6445-9481、06-6445-9482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中央线或千日前线至阿波座站下车，9号出口右
后100米。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osaka.china-consulate.org/chn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 医疗应急
日本的医疗水平很高，医院设施具有国际水准。京都有能够使用英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文的医院和医生，也有可以使用中文的医院。但是日本医疗费用很
高，最好提前购买保险并按自己的身体状况携带常用药。

京都市立医院

A

派驻有医疗翻译，可使用中、英、韩语，从挂号、就诊、划价到取
药都可翻译。每周二、周三、周五的8:30-11:30翻译会来医院，不
过要事先预约。
地址：京都市中京区壬生东高田町1-2。
电话：075-311-5311
营业时间：24小时有急诊。
到达方式：岚山本线的西院站或阪急京都线的西院站, 出站向南步行
约15分钟；或乘坐山阴本线到达丹波站，出站后向西步行约10分
钟。

★ 治安
京都的治安非常好，极少出现针对游客的盗窃、抢劫、诈骗等事
件。如果有物品落在餐厅、车站等场所，找回来的几率比较高。当
地很多人的背包甚至都是无拉链敞口式的。不过作为游客，随时随
地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仍然是基本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游客最好不要晚上在外流连到很晚，夜晚不要一个
人在僻静的小巷行走，尤其是女性。另外，除了防范小偷，也要警

★ 特别感谢

惕偶有发生的抢包等犯罪行为。

特别感谢以下网友的贡献：mycinderella
yvonne5191

★ 禁烟
京都市内所有室外公共场所禁烟，也不能边走路边吸烟，只能在放
置有烟灰缸的指定场所吸烟。尤其京都市中心地区是严格的“步行
吸烟禁止区域”。京都站周边及清水寺周边也禁烟，有管理员在区
域内巡逻，包括海外游客在内的违规者将被罚款100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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