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根县 推荐旅馆和酒店
松江市（美保关地区）
锅谷别馆（Nabeya bekkan)

和室

温泉

日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美保关町福浦303
【电话】+81-852-72-3000
【网址】http://www.nabe-ya.net/ （日文）
【客房数】18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宴会厅，
会议室，大浴场，露天浴池，
烧烤厅(开放期间：7-9月)
【附近观光地】美保神社，美保关灯台，
《怪怪怪的鬼太郎》作者出身地而
有名的“水木茂路”

从房间里可以欣赏到美保湾、大山的景色，从展望露天浴场可以一览美丽
境港的夜景。眼前的境港所装卸的新鲜海味可以在一年四季里品尝到。
尤其是本馆提供新鲜、生猛的松叶螃蟹料理最为有名。

松江市（宍道湖地区）
大桥馆（Ohashikan)

日语
服务

英语
服务

大巾屋（Oohabaya INN)

【地址】松江市末次本町40
【电话】+81-852-21-5168
【网址】

【地址】松江市和多见町172
【电话】+81-852-21-2964
【网址】http://www2.plala.or.jp/oohabaya/
（日文）
【客房数】8
【旅馆附设】食堂，共用浴室，共用洗手间，
共用洗衣机（收费）
【附近观光地】
KARAKORO工房，堀川游览船

http://www.ohashikan.jp/english.html（英文）

【客房数】23
【旅馆附设】咖啡厅，小卖部，大浴场，餐厅
【附近观光地】
KARAKORO工房，堀川游览船
和室

温泉

上网

从旅店放眼望去的宍道湖、大桥川的美别具一格！松江的中心位置无论是
作为观光，还是商业，其规划布局堪称拔群。大浴场内引流了具有良好水质
的松江宍道湖温泉水，以日本海・宍道湖海鲜为主的早餐与晚餐享有高评。

日语
服务

和室

洋室

旧馆建于大正末期，距今已有80余年历史。客房内设施为完全日本风情造型。
旅馆整体面对美丽的大桥川畔，距离松江站步行15分钟，很方便的商业・
观光用下榻处。此外由于价格合适，最适合长期逗留的客人。

Tenten手球（Tenten temari)

日语
服务

英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千鸟町73
【电话】+81-852-21-2655
【网址】http://tententemari.co.jp/ （日文）
【客房数】17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小卖部，
大浴场，露天浴池，美容店
【附近观光地】お湯かけ地蔵，
KARAKORO工房，堀川游览船
和室

和洋室

野津旅馆（Notsu ryokan)

【地址】松江市伊势宫町555
【电话】+81-852-21-1525
【网址】 http://www.notsuryokan.jp
（日文）
【客房数】24
【旅馆附设】餐厅，宴会场，大浴场，
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
KARAKORO工房，堀川游览船

A

温泉

和室

面向女性的温馨可爱的温泉旅馆。提供抹茶体验、出租夏季和服与指甲油等
多个服务。因为是以日本情节为主题，故全馆内的房间均布置为榻榻米。
本旅馆还有附带露天浴室的客房，最适合纪念日与连带女性前来的客人。

一畑酒店(Hotel Ichibata)

日语
服务

英语
服务

面对流经松江中心的大桥川畔，距离JR松江站近，交通极其方便。
从4楼的露天浴场附带展望浴场，可将松江市街与大桥川尽收眼底。
准备了精心制作的四季时节的乡土料理来款待您。

松江新都市酒店别馆
（Matsue New Urban Hotel Annex)

【地址】松江市千鸟町30
【电话】+81-852-22-0188
【网址】
http://www.ichibata.co.jp/hotel/stay/english.html

和室 和洋室
洋室 温泉 上网

日语
服务

（英文）
【客房数】142
【酒店附设】餐厅，小卖部，宴会场，会议室，
婚礼设施，大浴场
【附近观光地】KARAKORO工房，
堀川游览船，月照寺

该宾馆位于山水一色,景观秀丽的宍道湖畔。
从客房内或温泉展望浴池，不仅可以望到嫁岛、大山，
还可以欣赏到以中国山脉为背景的宍道湖美丽风光。

和室

洋室

温泉

上网

日语
服务

英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西茶町40-1
【电话】+81-852-23-0003
【网址】 http://new.matsue-urban.co.jp/en/
（英文）
【客房数】24
【酒店附设】餐厅，小卖部，宴会场，
会议室，大浴场，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松江城，松江历史馆，
KARAKORO工房，堀川游览船，
月照寺

从附带展望温泉的LakeView酒店眺望宍道湖。
适宜参观松江城、松江历史馆、出云大社，最合适以此作为出发点。
酒店内设3家西餐厅以及便利店等齐全设施，可在酒店内舒适逗留。

松江市（玉造温泉地区）
出云神神缘结之宿 绀屋
（Izumokamigamienmusubinoyado konya)

日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玉湯町玉造1246
【电话】+81-852-62-0311
【网址】 http://www.yutei-konya.jp/（日文）
【客房数】70
【旅馆附设】餐厅，酒吧，宴会场，
卡拉OK厅（收费），小卖部，大浴场，
露天浴池，包租浴池，包租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玉作汤神社
【接送服务】有（要预定）
和室

温泉

白石家(Shiraishiya)

日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玉湯町玉造44-2
【电话】+81-852-62-0521
【网址】 http://www.siraisiya.com/（日文）
【客房数】73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酒吧，
宴会场，卡拉OK厅（收费），
小卖部，会议场，大浴场，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玉作汤神社
和室 洋室
和洋室 温泉

有趣味相异的四个日本庭园，在大厅可看到庭园的地方提供抹茶。除此之外
从休息室或房间亦可眺望庭园。进入到使用有“美人之汤”之称的玉造温泉
的露天浴场、大浴场、包租浴场，治愈旅行带来的疲惫吧。

以赏花为主题，馆内摆设季节性花朵使得宾客心情宽松，释放旅途疲惫的
旅店。每天晚上，大厅会上演白石家的安来节民谣秀。※7月16日至8月末，

玉造国际酒店

保性馆(Hoseikan)

（International Hotel Tamatsukuri)

日语
服务

温泉街全体会举办“夏日祭”，此期间在温泉街的临时舞台上可以欣赏到各类表演。

和室

温泉

在玉造温泉是唯一在湖畔边的旅馆。
2010年3月在距离湖很近的地方新建立了浴场。
在浴场里的同时，眺望宍道湖的景色实在是最高的享受。

英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玉湯町玉造1191-1
【电话】+81-852-62-0011
【网址】http://www.hoseikan.jp/（日文）
【客房数】57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小卖部，
宴会场，会议场，卡拉OK点心房，
大浴场，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玉作汤神社

【地址】松江市玉湯町湯町148-2
【电话】+81-852-62-0531
【网址】http://www.tamatsukurikokusai.com/
（日文）
【客房数】50
【酒店附设】餐厅，饮茶专台，小卖部，
宴会场（收费），卡拉OK厅（收费），
乒乓球（收费），大浴场
【附近观光地】玉作汤神社

A

日语
服务

和室

温泉

创业300余年历史，拥有传统的老字号旅馆。
四个馆内的“幽泉阁”、“红梅阁”曾经住过昭和天皇。
另外，2010年2月装修一新的西餐厅，可以享用到新鲜的山珍海味。

日语
服务

松乃汤(Matsunoyu)

和室
和洋室

佳翠苑 皆美(Kasuien Minami)

【地址】松江市玉湯町玉造1215
【电话】+81-852-62-0611
【网址】http://www.matsunoyu.jp/（日文）
【客房数】74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酒吧，
宴会场，小卖部，电子游戏机，大浴场，
露天浴池，包租露天浴池，按摩店，
服装店
【附近观光地】玉作汤神社

洋室

和室
和洋室
温泉

温泉

日语
服务

【地址】松江市玉湯町玉造1218-8
【电话】+81-852-62-0331
【网址】http://www.kasuien-minami.jp/
（日文）
【客房数】115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酒吧，
宴会场，会议场，小卖部，服装店，
卡拉OK厅（收费），按摩店，大浴场，
露天浴池，足浴池
【附近观光地】玉作汤神社

身处日本民族特色的房间，远眺青山绿水。请品味日本庭园的静中之美与
季节性的乡土料理。直通屋顶的广阔温泉大浴场“月照之汤”，4种类的包
租露天浴场大受好评。以“汤・游・悠之款待”之心静候您的到来。

以120余年的传统，精心培训而成的细致入微的待客风格欢迎您前来。
最高层9楼内设有展望浴池，能感受到玉造的群山叠嶂之自然四季。逗留中，
在馆内不仅提供了可尽兴的温泉，还准备了芳香全体美容疗法等完善设施。

安来市地区

出云市地区
安来市地区

鹭鸶之汤庄（Saginoyusou)

日语
服务

平田Maple酒店

(Hirata Maple Hotel)

【地址】安来市古川町478-1
【电话】+81-854-28-6211
【网址】http://www.saginoyusou.com/
（日文）
【客房数】20
【旅馆附设】宴会场，小卖部，大浴场，
露天浴池，包租浴池，包租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
足立美术馆，安来节演艺馆
和室

和洋室

温泉

此处的温泉据说鹭用来治愈自己伤口，不但水量丰富而且还附有美丽庭园，
距离世界有名的日本庭院的足立美术馆步行仅30秒！具有历史感的白鹭疗伤
足量温泉作为大浴场或包租，其热水不间断流出，可享受一晚的温泉之夜。

日语
服务

英语
服务

【地址】出云市平田町2451
【电话】+81-853-62-0770
【网址】http://www.hirata-maple.co.jp/
（日文）
【客房数】80
【酒店附设】餐厅，商务中心
【附近观光地】出云大社

洋室

上网

位于被历史与美丽自然所环绕的水都“平田”的平田Maple酒店，前往松江
市内或出云大社，驾车仅需30分。提供宽敞舒适、安稳舒畅之感的静谧。
无论是商用还是观光本酒店用途广泛。

石见地区
荒矶温泉荒矶馆

日语
服务

(Araisoonsen Araisokan)

竹和茶香之宿 旅馆 樋口
(Ryokan Higuchi)

英语
服务

http://www.arifuku.com/english/day/welcome.html
（英文）

和室 温泉 上网

和洋室

矗立在日本海岸边的荒矶馆，是能让五感享受到大自然的旅馆。享受日本海的
美丽景观与温泉、新鲜的鱼贝类料理。沉浸在波浪拍打海岸声音里的露天浴场
眺望夕阳，治愈疲惫身心吧。食材都为纯天然，使用当日捕获的新鲜鱼贝类。

中文
服务

【地址】江津市有福温泉町695
【电话】+81-855-56-2111
【网址】

【地址】益田市西平原町1019-1
【电话】+81-856-27-0811
【网址】http://www2.crosstalk.or.jp/araiso/
（日文）
【客房数】20
【旅馆附设】餐厅，咖啡厅，宴会场，
会议场，小卖部，大浴场，露天浴池，
包租露天浴池
【附近观光地】高尔夫场，海水游泳场
和室

日语
服务

【客房数】19 ※部分客房不能入住为初中学生以下的客人
【旅馆附设】咖啡休息室，大浴场，
露天浴池，包足浴池，美容整体
【附近观光地】石见银山，石见海浜公园，
岛根海洋馆 阿库阿斯

以亮丽2人旅为主题，面向2人旅行精心准备的隐舍。日式空间里茶香四溢，自
然平缓心情。房间内用餐、客房露天浴池、天然素材搭建的客房等传统型日本
旅馆风格，浴后身着日本浴衣轻松地品尝美食等，切身感受独特的日本文化！

【日本浴池】
日本人有将浴池里的水浸泡全身的文化，所以浴池种类繁多。特别是酒店或旅馆的浴池更是有很多种类，对此不习惯的话可能很难理解。
以下为大家就酒店和旅馆里常见的浴池种类做简单的介绍。

汤
大浴场

汤，在日本原意是指高温度的水。因为温泉水温也是热的，所以汤也有温热泉水的意思。
一般多在浴池处可看到“汤”。意指有热泉水。
属于室内浴场之一，此浴场特指那种可同时容纳很多人的大型浴室。
因与常见浴场的区别不甚明确，所以多由浴场提供方说明。

露天浴池

室外或室内所设置的一种浴场。可同时容纳很多人入浴。大多数没有清洁身体的设备，只以浸泡身体为目的。

共用浴室

常见于民宿内所设的浴场。最多只能容纳几人入浴，很像一般日本家用浴室大小。

包租浴池

通过预约，在所限时间内提供给特定的团体。
在某些酒店旅馆，有可能需要提前预约或另外收费。

包租露天浴池

足浴池

通过预约，在所限时间内提供给特定的团体、浴场设置在郊外或者室外。
在某些酒店旅馆，有可能需要提前预约或另外收费。

只用来泡脚的浴槽。由于只需要脱掉鞋子就可以，所以男女一起使用。在温泉街上多处有设置。

在日本浴室内的规范＆浴室内简单问询指南
注意一些小细节，让自己和大家一起快乐享受温泉带来的乐趣。

※谢绝纹身者入内

1．从更衣处到浴室，带上小毛巾吧。
2．进入浴池前，先简单清洗一下身体吧
因为是大家一起使用的温泉，所以为了让温泉保持干净，在进入浴池前清洗身体，之后快乐的享受温泉吧。
3．不要将毛巾放入浴池
在浴池内使用毛巾容易弄脏池内的温泉水。旅游节目里出现浴池内使用毛巾，那是因为制作节目。而且也是经过温泉浴池提供方的许可。
4．不要跳入浴池内，不要在浴池内游泳
跳入浴池水会大量飞溅起来，对周围的人会造成困扰。而且跳入可能会有碰撞危险的隐患。
5．入浴结束后回到更衣处前，用毛巾擦拭干净身上的水
为了不让大家共同使用的更衣处地板湿漉漉，进入更衣处前用小毛巾轻轻擦干身上的水。
以上5点为基本中的基本。还有“不要在浴池内饮酒、饮酒后不要入浴”，“清洗结束后，请关闭淋浴设备”，“使用后的洗浴用具请放回
原处”，“不要大声喧哗”，“请将长发束起”等其他规范。

＊这里介绍了一些在入浴时可能会用到的日语。在左侧选择希望表达的意思，之后将右侧对应的日文指给服务人员。

中文

日文

请告诉我温泉洗浴的营业时间。

温泉の利用可能時間は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

请问提供洗发液、护发素、香皂吗？

中にシャンプー、リンス、石鹸はありますか？

有露天浴池吗？

露天風呂はありますか？

这个浴池可以包租吗？

貸切にできますか？

有点恶心的感觉，可以给我杯水吗？

気分が悪くなったのでお水をください。

咨询电邮地址 china@kanko-pro.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