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港口的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

村营运船的运行机制

村营运船船票 （单程，小学生以下半票）

三岛村村村营船时间表

塞纳斯飞机的运行（新日本航空）需要预约 .
鹿儿岛机场到硫磺岛有特别的包机航班 .

咨询处

村营运船一周运行四次往返（船修理期除外）
以鹿儿岛港为起点有去和回来的航次，基本上是两天一晚为一次往返
出入港的时间表请对照（三岛航路出入港预定表）
因恶劣的天气原因也可能出现当天往返的运营航次（请在鹿儿岛港口出入港的时确认时间）
咨询电话：099-222-3141
详情请咨询（三岛村侯船厅 099-813-7751）平日上班时间（8:30-17:15）

巴士大约 50 分钟

鹿儿岛机场 鹿儿岛
金生町巴士站

鹿儿岛本港

徒步大约 15 分钟

* 票价是平成 28 年 3 月到现在

* 船票在三岛村等候厅贩卖

* 大型货物及自驾车需要提前预约（099-222-3142）

鹿儿岛各岛屿之
间乘船

鹿儿岛各岛屿
之间乘船

鹿儿岛港

定期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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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往返船票

* 时刻表是从平成 28 年 3 月到现在

竹岛港

硫磺岛港 

黑岛大里港

黑岛片泊港

一等座 二等座

7330 日圆 3660 日圆
货物

自动车运费

19500 日圆

23460 日圆

轻自动车（4m 以下）

小轿车（5m 以下）

148 日圆

每 0.025 m3

2300 日圆 1150 日圆岛内间的乘船

三岛航路时间表有放在在三岛
村公所及三岛等候厅 . 另外在
三岛村的网页上

（http://mishimamura.com)
也有公布

详情请咨询新日本航空（电话 0995-58-2211） * 大型货物及自驾车需要提前预约
三岛村等候厅电话 099-222-3142

黑岛橘子
在黑岛的自生橘子在成熟之前
有很强的香味，成熟后为酸甜
口味。在大里加工中心用黑岛
橘子做的威风蛋糕收到岛内外
的一致好评

特攻平和祈念祭
不定时降落在黑岛的特别攻击
队员和其相关者共同在曾经飞
行路线上的黑岛上祈祷世界和
平，并慰问亡灵。

八朔舞，盂兰盆节舞
在三岛村各地区举行的的八朔舞
及盂兰盆节舞是三岛村的传统活
动。不同地区舞蹈会有所不同，
氛围也不一样。

帆船竞赛
三岛村最大规模的活动。从枕
崎出发一路以三岛村为目标。
竞赛完后会在硫磺村开一个盛
大的欢迎会。三岛村是日本最小的地质公园

三岛村•鬼界破火山口地质公园

ジオ＝大地 パーク = 公园
也被译为大地的公园
“他的土地的地壳运动、火山喷发、河川流动的变迁，大地本
身的作用和适应其生长环境所生长的动植物及依靠这些形成
的生活及文化是我们的人类历史。”
是能学习到这些知识和体验一部分地区的地质公园
日本有 44 个地质公园（平成 30 年 9 月到现在）。三岛村是
在平成 27 年 9 月 4 日被认定为地质公园，从此成为地质公
园网的一员。在人口不足 400 人的三岛村鬼界破火山口地质
公园是日本最小乃至全世界最小的地质公园

7300 年前火山大喷发的爪痕
「鬼界破火山口」这是因为绳文时代（7300 年前）发生巨大

喷发导致山体凹陷而形成的巨大火山口
右边的照片是硫磺岛部落旁边的绝壁
这个绝壁成为了大穴的边框
“虽然在日本由于巨大喷发而形成直径 10km 以上的大穴有
好几处，但是其中这个「鬼界破火山口」是最新形成的。
正因为很新，所以很清晰的保留着它的痕迹。”
巡游三岛村可以可以看到多处 7300 年前巨大喷发留下的痕
迹，真是不得不赞叹与学习地球的壮观。

身体能感受到的「活学」体验
有很多研究者来到三岛村访问研究。村民在支持研究者研
究的同时也能学习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了让学生学习最
新研究成果而设立了学生实习。指导者就是专业研究者。

与火山一起游玩吧
三岛村硫磺岛的硫磺岳是坐活火山。火山虽然很恐怖，但
是也能得到只有火山才能给予的恩惠那就是硫磺。硫磺岛
的硫磺作为火药的原材料在一千年左右以前开始挖掘，并
出口到中国。从那以来直到昭和 39 年硫磺矿山闭山为止，
硫磺岛作为硫磺产地很有名。现在的三岛村因为这个硫磺
的历史再次受到关注。现在可以使用硫磺岛的硫磺来制作
烟花。学习火山的构造及与火山共同生存的人类历史并加
以运用后来玩耍吧。请一定要来体验只有在三岛村鬼界破
火山口地质公园才能体验到的项目。

山茶油
硫磺岛有广阔的山茶树林，从
山茶果里可以榨山茶油。山茶
油不仅从以前开始作为食用油
使用，还常用于头发和皮肤的
保湿。

大名笋
由于十分稀有和价高，
在以前只有地主才能吃
到。碱水少所以也可以
作为刺身来食用。当然
用来煮或者裹着黄油炸
也是绝品。

竹岛办事处 硫磺岛办事处

片泊办事处大里办事处 

三岛村观光咨询处

咨询处

活动

土特产

鹿儿岛县三岛

鹿儿岛县

三岛村
鹿儿岛市名山街 12-18

TEL.099-222-3141 FAX.099-223-1832
URL http://mishimamura.com

〒890-0903
鹿儿岛郡三岛村竹岛 7 号
TEL/FAX.09913-2-2225

〒890-0902
鹿儿岛郡三岛村大里 15-2
TEL/FAX.09913-3-2241

〒890-0902
鹿儿岛郡三岛村黑岛 31
TEL/FAX.09913-3-2242

〒890-0901   鹿儿岛郡三岛村硫磺岳 11

TEL/FAX. 09913-3-2370

〒890-0901
鹿儿岛郡三岛村硫磺岛 85
TEL/FAX.09913-2-2225

〒892-0821

黑岛
硫磺岛

竹岛

屋久岛
种子岛

佐多岬  

鹿儿岛机场

 鹿儿岛市 

萨摩硫磺岛机场

Mishima Villege
Office Kinseichō

bus stop

Mishima Ferry 
Terminal

巡游三岛村



N

W

S

E

面咚
在旧历八月一日与二日举行的
八朔太古舞里登场。手上拿的
木枝能扫除厄运 .

硫磺岛
硫磺岛位于三座岛的中心，周长
为 19.1km，面积是 11.7km²，
可以在岛上欣赏到山茶树，杜鹃
花、厚叶石斑木林及在街道里闲
庭阔步的野生孔雀等风景。

东温泉

三岛村非洲鼓学校

背靠硫磺岳，在波浪拍打
的岩石里涌出的温泉是这
个岛特有的充满野趣的露
天温泉。也进入全国密汤
粉的人气排行榜。这里的
泉质是硫磺明矾，距离港
口徒步 40 分钟到一个小
时的距离。可以免费使用 .

俊宽像
据说 1777 年俊宽企图在京都鹿之谷庄
打败平家，暴露后被流放到硫磺岛。
同样被流放到硫磺岛的平判官康赖，
丹波少将成经得到了原谅，唯独俊宽
被留在了硫磺岛，度过了失意的 37 年。
硫磺岛的俊宽像是当时追远去的赦免
船的姿势。

安德天皇陵墓
有在壇之浦跳水自杀的安德天皇实
际上是渡到硫磺岛度过余生的传说。
在岛上度过余生的安德天皇的墓地
在硫磺岛上。

熊野神社

硫磺岛港等候室

生产合作 : 渕上印刷（株）

传说是与俊宽一起被发放的评判
官康赖与丹波少将成经为了在硫
磺岛也能举行熊野诣而建造的。

平家城遗迹
传说是在壇之浦战败后的平
家为了监视追杀者而建立的
城址遗迹。天气好的时候可
以眺望开闻岳。

幸福之钟希望之钟
晴天的时候可以从在岛西南部的永良部崎（恋人岬）
处可以远眺屋久岛、口永良部岛、种子岛 .
连接永良部崎（恋人岬）的岬桥前面是希望之钟，桥
的另外一面恋人岬公园里面的是幸福之钟 .

硫磺的三岛村非洲鼓学校是亚洲内唯
一一所正式的非洲鼓学校 .
来自村内外的学生聚集与此，在自然
风景中练习 .

非洲鼓
非洲鼓是起始于几内亚共和
国，西非洲的传统乐器 .
三岛村从平成 6 年接触非洲
鼓后就以此为连接世界桥梁，
开始致力于非洲鼓的普及及
培养演奏者

平家城遗迹

硫磺岛冒险地

大浦港

鹿儿岛机场

萨摩硫磺岛机场

硫磺岳

东温泉

希望之钟

幸福之钟

硫磺岛
港

硫磺岛民宿

A

B

C

D

E

民宿本田

海屋孔雀之乡

美沙庄

民宿硫磺岛

民宿 gazimaru

09913-2-2102

09913-2-2028

09913-2-2116

09913-2-2155

09913-2-2105

map 设施名 咨询处

俊宽堂

俊宽像

安德天皇陵墓

Iwojima Ferry Terminal

三岛村非洲鼓学校

熊野神社

薩南諸島勉強会 This broucher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color set “Kagomma no Iro” (Colors of Kagoshima).

硫磺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