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兩邊夾著的這種窄窄的路很日本的。
這前面還有人家嗎？ 你好。有人嗎？

（朱莉亞，28 歲。俄羅斯人。
是一位活躍在日本的模特。
最愛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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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太漂亮了。
感覺京都之旅會變得快樂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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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C H I Y A

（豪華而又具有典型的日本風情的這個房間，是京町家 kyoto machiya 其中之一的美濃屋町。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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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當地生活般的旅行京都

擁有 1200 年歷史的城市──京都，在悠久時光中孕育出的傳統

與文化，不但極富魅力，更是深奧無比。想要接觸京都的”心”，

最好的方式就是長住在那兒。悠閒地住在過去京都庶民們所居

住的「町家」，細細品味京都尚不為人知的魅力，一段全新的旅

程正等你來發掘。

攝影／内藤 SATORU  採訪撰文／ JQR 編輯部

M A C H I Y A

JQR SPECIAL

in Kyoto

遊「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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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R SPECIAL in Kyoto

帶你深入了解「京町家」的
四個問與答
京都在「蛤御門之變」（1864 年）

時，有許多房屋被燒毀 ；而在那

之後所建造的「職住一體型」住

宅，便是今日所謂的「町家」。

這些紀錄了人們生活點滴的木造

房屋，隨處可見先人的智慧與巧

思，並具有濃濃的歷史感。為了

更了解町家的魅力，我們請到長

期致力於町家研究與再造的宗田

好史老師，替我們解答四個問題。

A
正如同歐洲、亞洲的各個古老城市，在以商

業為中心的城市裡，面對大馬路的部份，通

常都是由各個店家平分的，因此房屋的形狀

自然就成為一個長方形。這種類型的房屋通常稱為

「schiera」、「linear house」或「shop house」；在京都，

人們則稱之為「鰻魚的床」，這正是此地商業繁榮的

證據。民間有一說是「因為徵稅的金額是依據店門的

大小而定」，但這項規定其實是在京町家建造完成之

後才出現的 ；現在京仍有些地方，就是依照店門大小

來決定社區管理費的。這種長方形建築的狹長內部，

除了可以當作加工場或倉庫之外，還可以設置許多庭

院，打造出一座綠意盎然的宅邸。

Q 為什麼町家的門口很小，
内部狹長呢？

A
日本全國都有町家，而每個地區的町家都有

著不同的特徵。京町家的特徵，是多使用較

奢華的建材，並以輕柔的方式建成。將柱子

聳立在基石上，是在神社、寺廟也很常見的古老建築

法 ；雖然不受現代的建築基準法所認可，但最近已有

實驗證明，這樣的建造方式其實具有優異的耐震效果

──當柱子脫離基石時，就會吸收地震的力量。此外，

京町家通常以表屋、主屋、倉庫、別館等眾多建築物

構成。土倉庫具有優異的防火效果，古代經常用來收

藏重要服飾。

Q 町家建築有什麼
特徵呢？

A
現在大部分的町家住宅，雖然都有系統廚具

等現代化的設備，但木造房屋的古老氣息、

坪庭、前院隨著季節而千變萬化的香味與光

線，都是唯有在町家才能感受到的特色。直到現在，

還有許多町家會在夏、冬兩季更換門窗。每個月的傳

統活動，再加上祇園祭等祭典的準備工作，雖然辛苦

而費事，但卻能體驗迎接賓客的樂趣。京都人對和服

與工具的珍視，也是因為他們過著遵守傳統的生活。

Q 町家的生活有什麼
特色呢？

A
對於出生於二次大戰前的人們來說，繼續住

在原本住的町家，可謂理所當然 ；但是，在

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人們，則大多住在郊外的

宅邸或大廈，遠離了町家。住在町家的雙親過世後，

他們雖然會繼承，但也有愈來愈許多人因為不知該如

何處置而感到困擾。他們不想出售這塊土地，但管理

日益朽化的空屋，確實也相當辛苦。京都市政府雖然

鼓勵居民保存町家，然而因為上述理由而被出售的町

家，一年約達數百間。當然，收購空屋並加以活用的

市民或店家，也慢慢地增加了。

Q 據說町家正在逐漸消失，
這是真的嗎？

融入當地生活般的旅行京都

宗田好史老師告訴我們的

一般町家平面圖 

商用空間客廳

廚房
中庭

庭院倉庫

　　現在，大部分的京都民眾，都能理

解京町家的魅力了。不過，與其說是為

了守護歷史文化與傳統，倒不如說他們

是厭倦了方便但單調而枯燥無味的都市

生活。二次大戰距今已將近 70 年，但

很遺憾，現代建築中並沒有在景觀美感

與魅力等方面能夠勝過町家及其街景的

住宅。曾經住過巴黎或佛羅倫斯等美麗

歷史都市的人們，都擁有理解京町家那

毫不遜色的魅力，以及使人生更為豐富

的智慧。最早發現並遷居至此的是藝術

家們，現在更有許多追求品位的年輕人

們在這裡住下。而從以前就住在町家的

居民們，也重新認識了京町家那不著重

於外在的簡樸魅力。

宗田好史先生
1956 年生。法政大學工學院
建築系、所畢業後，赴義大利
比薩大學、羅馬大學，研究都
市．地區計畫學。1993 年起
於京都府立大學人類環境學系
擔任副教授，2012 年升任教
授。長年致力於都市再造計畫，
著有『町家再造理論』（學藝
出版社）等多部著作。

京町家的魅力重新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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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町家
雖然有時町家會被人揶揄為「又陰暗、又寒冷、又寂寥」，但對京都人來說，
那卻是歷代祖先為了住得更舒適，而絞盡腦汁、費盡心力所建造出的房子，
任何事物都無法取代。請聽聽住在町家的兩位怎麼說。
攝影／内藤 SATORU　撰文／ JQR 編輯部

歷史悠久的住宅之美

　　「町家不錯嘛——我買下的原因只是這

樣，其實我一點也不瞭解町家。」小野晴久

先生說。因此他在請教了資深木工與大學教

授，學習關於町家的知識後，才開始得以與

房子「對話」，於是變得愈來愈喜愛它。「不過，

這根本就是個花錢的無底洞嘛。」他笑道。

收購了這間空著 2 年左右的町家後，光是

重新打穩客廳的地基，就花了 500 萬日圓。

他表示，町家的魅力，是一種抽象的東西。

「這裡能讓人完全放鬆。坐下來時，天花板

　　「這是我外曾祖父在昭和 4 年（1929）

時建造的町家。」我們一邊聽著古川小姐的

說明，同時在她的引領之下，走進了客廳。

客廳面對庭院，採光非常棒。由於大量使用了

從昭和時期開始普及的玻璃，因此這間房子

明亮的室內，以町家來說堪稱難得。2 樓的

天花板隔板使用屋久杉製成，充滿奢華氣息。

　　「我的外曾祖父是個編織工匠，並不是

特別富裕。不過，根據他女兒，也就是我的

祖母所說，他是個“一板一眼”的人，完全沒

的高度剛剛好，而且非常安靜。在夏天，從

庭院吹來的風，能讓屋裡的溫度比外面低 5

度。」不過，冬天卻是酷寒難耐，他住在這

裡的第一年，腳就得了凍瘡。「其實只要改

變想法——在家裡也穿多一點就好了。從第

2 年開始，我只用煤油暖爐就可以熬過冬天

了。」

　　「我能夠感受四季，配合季節的變換，

以最自然的方式生活。」小野先生說。對他

來說，這是一間值得住一輩子的房子。

有娛樂，因此把錢全部投注在房子上。」家人

們都很瞭解曾祖父的心情，因此一直保留這

間房子的原貌至今，幾乎沒有做任何改變。

古川小姐住在這間町家 5 年了。一搬進來，

她就立刻感受到建造這間町家的人們，真的

有思考“該怎樣讓人住得更舒服”。「感覺上，

一個人對生活的態度，會透過房子呈現出

來。這真的很棒。」她表示。或許唯有置身

於這個空間中，才能發現先人所留下的這份

無聲的訊息吧。

町家就像個敗家女，但卻惹人疼愛。 從房子可以看出人對生活的態度。

明治 36 年建造的倉庫和主屋，是融入了「數
寄屋」風格的「表家」式建築，堪稱最具代表
性的京町家。從天花板收納抽屜的線條等處，
皆可看見木工的巧思與玩心。2012 年 1 月，
小野宅邸被京都市政府選為“為京都增添色彩
的建築物及庭園”。

「要不要來我家住一晚呢？」小野宅邸提供每日僅限 1 組的民宿服務。詳情請電洽：
TEL.075-531-2601

今原町家（古川宅邸）提供能將庭院收入眼底的內廳，讓賓客進行火鍋宴會。此外，每週五也有供應限量午餐。詳情請電洽：
TEL.075-203-5169

這是町家建築型態中較新的昭和初期「上棟」。
與明治時代的町家相比，天花板較高，還有西
式的房間，是一間「職」與「住」合為一體的典
型「表家」。「我本來以為會有點不方便，但搬
進來之後，才發現怎麼這麼舒適啊！」古川小
姐說。

小野晴久先生 古川理惠子小姐

町家再造工程所必備的是木工師
傅的知識以及人際關係
富家裕久先生，专职从事町家的重建。

他告诉我们町家是一种便于工作的、

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建筑物。如果有损坏的地方，

换一个就行。但这离不开木工的智慧。

屋直通道路，在地藏法會時，方便孩子

們自由出入。然而這種文化一旦消失，

格門便不再被拆下，町家也沒有必要呈

現這樣的型態了。“既然如此，就把它

打掉，改建成車庫吧”——居民便這麼

想。但現在，每年我都會處理約 2 件

要求將京町家恢復成傳統型態的案子。

　　將傾斜的骨架打直、修補土牆，更

換受損的樑，增加強度。盡量把隔間恢

　　富家裕久先生是一位致力於町家再

造的建築師。他說 ：町家是一種易於移

動且柔軟的建築物，若有受損，只要替

換受損部份即可，而這項工程，必須仰

賴木工師傅們的智慧。

　　「正因為有“生活”，才會有名為“町

家”的容器。如果人們不再生活於此，

那麼住在町家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了。

例如，町家的窗外格門可以拆下，使主

復為原本的設計。在屋內土地上鋪設水

泥，放入系統廚具。若室內太暗，則在

爐灶上方的空間設置天窗，增加採光 ；

將鋁窗框還原為縱向的木格窗。遇到因

為貼了隔板而使得土牆損毀的部份，則

將損毀處剝除，使其通風，讓土“重生”。

至於建材，則在市面上購買其他町家被

拆除時所留下的舊建材，清洗後再使

用。畢竟現在已經找不到用“吹”的方

式製作出的玻璃片了。町家的再造工程，

需要的是一種綜合性的能力，並不是只

有單純的“施工”而已。我們從木工師

傅身上學到的東西，還真是不少呢。除

了傳統施工方法之外，從“你有在哪裡

看過這個嗎？”、“是在倉庫裡嗎？”這

樣的對話看來，可見人際關係也是不可

或缺的。」

富家裕久先生

富家建築設計事務所代
表、一級建築士

onotei

東山區大和大路松原下１丁目
藥師町 235

小野宅邸
furukawa

上京區葭屋町通上長者町下
菊屋町 516

古川宅邸

融入當地生活般的旅行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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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家STAY”——庵公司的夢想
重新活化原本成了空屋的町家，創造出迥異於飯店與旅館，另一種全然不同的

優質住宿風格，這便是“株式會社庵”的梶浦秀樹社長所做的事。

且來看看他從構思到實現的這一路歷程。
攝影／內藤 SATORU　撰文／ JQR 編輯部

旅行的真滋味，在融入地方的那份快樂。

M A C H I Y A S T A Y

梶浦秀樹先生

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1980 年就職於日本國有鐵
道公司，1987 年離職後，曾擔任數家企業的董事與
顧問，2003 年創立了株式會社庵，擔任代表董事及
社長，同時兼任經濟產業省及文化廳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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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大學畢業後便進入日本國有

鐵道公司服務。進了公司後沒多久就

被派到了金澤，那是我頭一次在金澤

生活，當然免不了要四處東逛西逛。

跟著職場上的友人們到處去玩，就在

那裡我認識到了地方上休閒活動的多

樣性。

　　春天我們會上山採筍子和山菜，

採完後直接到友人府上叨擾，伯母就

會將那些筍子山菜作成料理，排滿了

一整桌。我們就配著這些下酒菜來喝

酒，十分的開心暢懷。夏天我們會到

家裡在能登開民宿的朋友家，一早就

搭乘漁船出遊。捕了魚回來後，當天

早飯就會是用那些魚現做的生魚片和

熱騰騰的白飯。

　　金澤還有溫泉，無論是碰到賞花

還是餞別會，動不動就會上溫泉去。

溫泉在生活中的位置，居然就在日常

的延長線上，這點著實令我吃驚不

小。公司前輩還帶我去了東山的花街，

擊著太鼓和藝妓們玩鬧，年輕時的那

些體驗，讓我瞭解到日本各地有一些

旅遊的樂趣，單靠一般旅遊，是難以

體會的。有些旅遊方式，靠旅遊書是

沒辦法做到的。

　　回到東京後就沒辦法再做這樣的

旅遊了，我在國鐵民營化時選擇了退

職。之後，在坐四望五時，創立了我

自己喜歡的事業，也就是觀光事業。

我在金澤的兩年經驗裏，可說是在生

活中實踐了旅遊。根據這一點，我開

始思考旅遊或許不是非得住在飯店或

傳統旅館裏，或許可以將民宅變成住

宿設施。就在那時我來到了京都，並

且認識了京都町家。

在創造新的觀光概念這層意義上，京

都可說是最好的舞台。畢竟它是日本

最大的觀光據點。每年有 5000 萬人

造訪，2000 萬人住宿此地。所以只

要改變京都，就有可能改變日本。

目前政府所選定的「重要傳統建造群

保存地區」，全日本約有 100 處，包

括那些擁有美麗街景的城下町和門前

町、商業都市、港町、以及農村山村

和漁村。但無論當中哪個地方，都面

臨了人口稀少高齡化的問題，無法阻

止年輕世代的外流。經過調查，我們

發現甚至有些可列為文化保護級的美

麗屋宅，現在都成了沒人住的空屋。

我在想只要能善加利用這些老舊的町

家和老民宅，不但地方上可恢復生氣，

也能吸引海外遊客前來，於是決定先

從利用京都町家，將它變得可供住宿

開始做起。

一旦下定了決心，便在 2003 年 12

月創立了公司。從那一年的夏天開始，

不斷和人說明“ 像過日常生活一樣的

住宿在町家”，也就是「町家 STAY」

構想，也開始到處找適合的房子，但

反應並不是很好。無論怎麼說明『我

們要利用舊的町家來做這樣的事情』，

房地產商都是回說『那些髒髒舊舊的

老房子，就算弄到了也不會有客人要

來住啦。』，不然就是『又冷又暗又寒

酸，所以說町家才會漸漸沒落。』之

類的，根本不理會我。再加上我又是

個東京人，尤其得不到他們的信任。

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毫無進展，只能悶

悶度日。然後有一天，我終於遇見了

一間有心好好保存京町家的房地產

商。當確定能得到一間堪用的町家時，

我真是開心極了！但是光靠一間房

舍，事業是無法推動的。一直到好不

容易確保了 3 間，才開始進行改裝

修繕。當然，首先要從修復因放置不

管而破落的房子開始做起。

我心裡的藍圖是“住起來很舒服的

家”、“裝潢陳設要精緻”，但我的想

法卻沒能傳達給木工們明白，在溝通

上發生了障礙。後來是在實際完工的

町家裡住過，做了各種嘗試後，才發

現有些地方需要重作，有些地方的動

線必須再花點心思。但修改是要花不

少錢的。這裡要改，那裡也要改，不

知不覺裡，費用便暴增到了一個驚人

的程度。

　　由於這是觀光業，自然希望入手

的是交通便利處的町家，但是京都市

區的地價高昂，我們實在買不起，因

此所有的町家都是用租的。銀行是不

會借錢給人投資在別人家的屋子的，

就算跟銀行說明將來會是怎樣一個經

營模式，可能是怎樣的收支狀況，還

是很難，十分苦於得不到投資資金。

就在這時候，有人介紹給我們京都市

政府「京都新創事業審議委員會」。

當時的主任委員是堀場製作所堀場雅

夫先生，副主任委員則是京瓷公司的

在美麗的町家建築中
享受悠閒時光

職場友人們教會我的
旅遊樂趣與深度

經過一番苦戰後入手的
殘破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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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森和夫先生、以及村田製作所

的村田泰隆先生，在委員名單上的都

是一連串響鐺鐺的知名人士。我們的

簡報通過了評審，得以透過融資制度

借貸到錢，我們將那筆錢用做改裝修

繕資金，才總算可以起步了。

　　當修繕完成後，媒體有報導，有

看過報導的人開始來洽詢，有人來問

說他們家擁有町家，但

現在住在大廈，町家都

空著沒在用，不知道我

們願不願意租來使用。

但因為我們自己能經營

的區域是有限定的，除

此 之 外 的 都 只 能 婉 拒

了。不過也以此為契機，

從此有了由屋主來出改

裝修繕費用的模式。

　　由於是屋主自有的

土地建物，以改裝修繕

自宅的名目，向銀行申

請貸款便容易了。用這

個當資金進行改裝修繕，再由屋主和

我們彼此協議定下房屋的租金。對屋

主而言，雖說賺不到什麼錢，但這是

因為有志留下町家建築才能成立的合

作模式。屋主們都會考慮到我們的事

業，而和我們一起協議適當的租金。

倘若是想用不動產投資來賺一筆的屋

主，恐怕都會選擇拆了老屋改建為充分

利用容積率的建物，來當作投資物件

吧。所以這是要很有心留下町家建築

才能做到的事，我們一直都心懷感激。

　　我們希望能幫助住客體會到京都

的魅力，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度與質

感。希望客人不要只是因為價錢便宜，

或者單純因為住京都町家好像很好玩

這樣的理由才來住宿，我們歡迎對品

味有堅持的，外籍人士的話則是對日

本文化抱持尊重的，懂得優質的生活

的人來住宿。

　　在京都，能樂、狂言、茶道、花

道、書法、以及日本舞蹈這些東西就

近在身旁。我們有幸透過京都朋友，

介紹了各領域的老師們跟我們認識，

也很高興老師們願意和我們一起開

設，能讓人親身體驗日本文化的藝術

課程。京都來玩的旅客們不妨體驗看

看，特別是來自海外的客人，希望能

透過這工作坊讓他們更加的愛上日

本。不同於過去的觀光方式，我們提

出了新的旅遊風格，但願大家能喜歡。

　　今後我們打算繼續打造洋溢著古

老美好京都魅力的町家。不是依照建

築設計師的理想，而是以住在那裡的

人的角度，來追求舒適的住宿品質。

我們公司的建築師在實際設計的同

時，也在現場和木工水泥匠們，一起

花腦筋動手，這是這份工作的有趣之

處，也是真滋味的所在。

　　所以說，每當我們聽到客人說他

們原本是來參觀神社寺廟的，結果卻

一整天都待在屋子裡無所事事，或者

根本就是因為想要無所事事所以才會

來住這裡，我們都會很

開心。也有客人說是想

來品嚐京都美味的食

物，剩下時間就在這裡

悠閒度過，讓我感覺到，

原來我們有這樣的風評

也是不錯的。

有好幾組客人，已經住

遍了我們每一棟町家。

在住過好幾次之後，有

人會選定一間喜歡的町

家，之後都會住在那裡，

有人會分夏天秋天，選

擇不一樣的町家來住。

　　3.11 大地震之後，由於想讓日

本人更瞭解町家，因此我們還增加了

給附近和市內居民參觀的機會。每個

月都會舉辦幾堂藝術課程，還有舉辦

以附近居民為對象的町家之旅。經過

這些活動，我們陸續聽到有人反應說：

「早知道會變成這樣，就不要拆了町

家，繼續住在那裡就好了。」而且看

到原本就住在町家的居民，開始有了

不拆並且維護老屋，願意繼續住下去

的動機，實在叫人欣喜。

住在日本傳統
住屋的魅力

體驗日本文化的同時，
品味“生活”的樂趣

打造「町家 STAY」事業的梶浦社長，同時致力於老街再造工作。

融入當地生活般的旅行京都



與能劇同一時期誕生的喜
劇。首先，大藏流狂言師．
茂山良暢老師將指導我們如
何“笑”。大大地張開嘴，
從腹部發出又高又長的一聲

「哈～」，接著在最高的地方，
「哈、哈、哈」地慢慢降低

音調。在老師幽默的指導下，
全場笑聲不絕於耳。

融入當地生活般的旅行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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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進一步地接近京都的魅力
當然，也要依照本人的意願就是了……。

若能自由使用投宿的町家，那麼旅程的創造性便可一口氣提升許多。
只要住在包棟的町家，就能毫無拘束地在客廳進行「茶屋遊戲」，
或是學習傳統工藝，甚至還能請藝術家來舉辦小型活動呢。請店家外送餐點，
在房子裡一邊放鬆一邊享用美食，一段能符合期待的旅程即將實現。

攝影／内藤 SATORU　撰文／ JQR 編輯部

JQR 推薦「町家 STAY」的理由就是
就是貨真價實的“老鄰居”；家裡的生活

用品也一應俱全，有些町家還可以自由

調整隔間，例如將拉門拆下，就能把相

鄰的和室當作客廳的延伸。整棟出租的

町家並沒有附贈餐點，因此旅客可以享

受物色餐廳的樂趣，嫌麻煩時更可以買

瓶美酒帶回町家，再請餐廳外送餐點。

　　「町家 STAY」能讓旅客體驗些什麼

呢？經營「株式會社庵」的本江先生表示，

　　在京都這個古老的城市，至今仍可

窺見承襲了傳統風俗習慣的生活。再加

上神社、佛寺等名勝古蹟的巡禮行程，

總之，若能接觸這些文化，想必您的京

都之旅就會更充實，並在您的心中刻下

獨一無二的記憶。

　　能夠實現這種深度之旅的方式，就

是「町家 STAY」——租下一整棟町家，

在旅行期間，町家就是你家。住在隔壁的，

只要是日本的傳統技藝，諸如茶道、花道、

能劇、狂言、古武道等，基本上都能體驗。

活躍於一線的講師們會來到町家，親自

替旅客授課。據說若想學習古武道等必

須活動身體的技藝，或是旅客人數太多

時，就會使用到位在筋屋町町家後方的

能舞台。

　　此外，初次造訪的旅客，還可請旅

館安排「茶屋遊戲」——除了欣賞梳著

島田髻、把臉塗白、再畫上大紅色腮紅

的美麗舞妓、藝妓表演祇園小曲等舞蹈，

還可以體驗有趣的「金比羅船船」及「TORA 

TORA」（譯註 ：日本傳統的猜拳遊戲）。

旅客們可以一邊看著藝妓們優雅的舉手

投足，一邊聽著充滿古典味的京都用語，

度過一段如夢似幻的美好時光。

擁有 600 年的傳統，故事
主角幾乎都是幽魂的獨特戲
劇。指導老師是金剛流的仕
手方（譯註 ：飾演主角者）
宇高龍成老師。老師將指導
旅客基礎動作，並示範演
技。此外，旅客也能親眼見
到在舞台上表演用的豪華能
劇服飾、扇子、能面等道具。

nou
能劇

ocyaasobi

茶屋遊戲

kyougen
狂言

原本昏暗的室內，在福紘
小姐與福苗小姐抵達的同
時，便突然燈火通明。她
們兩人在金色屏風前呈現
的曼妙舞姿，令人目不轉
睛。據說她們表演的曲目
共有 40 首左右。在這如
夢般的 2 小時 30 分鐘內，
旅客可以盡情體驗愉快的
茶屋遊戲。



從 7-8 件和服與腰帶中，挑選出喜歡的款式，由
專門人員幫旅客穿上。直接穿著出去用餐也
OK ！

以當季鮮花為素材，指導旅客如何插一盆美麗的
花。用自己插的花作為帶住町家的裝飾，也別有
一番樂趣。

cyabana
插花

26 2012 Aug&Sep

kitsuke
穿和服

咖啡套餐 ：5,000 日圓
三明治 5 人份、咖啡（熱、冰）
5 杯，也可搭配果汁組合。
TEL.075-525-0823

懷石料理「芳庵」：
9240 日圓
簡單帶出素材原味，讓人
感受當季風味的京都料
理。包括開胃菜、季節壽
司與小菜、湯品、燉煮料
理、烤魚、中皿小菜、醋
漬小菜、白飯、醬菜、水
果。菜單會以毛筆書寫在
日本紙上，一併送來。
TEL.075-211-5551

外送到町家的豪華大餐

中谷咖啡廳
外送早餐

「瓢樹」外送餐點

「町家 STAY」並沒有附贈餐點。當旅客想要在

房裡一邊放鬆，一邊享受美食時，只須請餐廳

外送餐點即可。京都的傳統料亭或餐廳的外送

餐點都很豪華，餐點內容也很豐富。

早餐

晚餐午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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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悠久歷史的「町家 STAY」，每一間都是獨一無二的。透過在保有傳統的前提下進行的改
裝與充滿格調的家具與家飾，一間能讓人放鬆居住的高雅町家就此誕生。
攝影／内藤 SATORU　撰文／ JQR 編輯部

這間由有 130 年歷史的町家改造的旅館，過去曾是豆類
批發商。內有以黑色油漆塗裝的地板、可從內玄關穿過客
廳看見的庭院、挑高設計、梁柱旁的閣樓、神台等。旅客
可在這間結實厚重的木造房屋裡，體驗町家的風雅之趣。

Sujiya-cho Townhouse

●限住 2-10 人／ 279 ㎡

筋屋町

這是一間「數寄屋」風格的町家，茶道老師的巧思，直
到今日仍可體會。壁龕裝飾著掛軸，地板上放置著插花。
從茶室可穿過房間，看見庭院。最適合想要悠閒渡假的
旅客。

Ebisuya-cho Townhouse

●限住 2-6 人／ 118 ㎡

此外，位於玉屋町 的兩棟町家將於 10 月 26 日開幕。

惠美須屋町

巨大的屏風加上簡樸的壁龕和矮茶几。在和室外的露天
陽台，可接受從鴨川吹拂來而的徐風洗禮，更能遠眺東
山。簡約而細長的隔間設計，在生活上非常方便。

Izumiya-cho Townhouse

●限住 2-6 人／ 109 ㎡

和泉屋町

進入巷子後，便能抵達的兩間相連長屋之一。雖然格局
較小，但可從設有檜木浴缸的浴室眺望庭院，而挑高的
廚房空間也保留著枯涸的水井。是一間適合兩人恬靜渡
假的町家。

Ishifudono-cho Townhouse

●限住 2 人／ 64 ㎡

石不動之町

將西陣的手織工作室與住宅結為一體的獨特町家。1 樓
有裝飾著縱向格窗的和室與槙木浴缸 ；2 樓的木地板房
間可俯瞰工作室全景。織布機的聲音取代鬧鐘，喚醒美
好的一天。也可參觀工作室。

Nishijinisa-cho Townhouse

●限住 2-5 人／ 134 ㎡

西陣伊佐町

「京町家 STAY」是一種新型態的旅遊方式，也就是提供經過改裝，但仍保留著傳統氛圍的町家，以整棟出租的方式，提

供旅客住宿。透過這種方式，便可在旅程中享受有如居住在京都一般的感覺。讓旅客體驗能樂、狂言、茶道、書道、古武

道等日本傳統文化的「ORIGIN ART PROGRAM」也相當充實而豐富。

洽詢專線 ：「株式會社庵」 TEL.075-352-0211

何謂「京町家 STAY」？

打開格子拉門，便可看見燈火照亮的隔門以及滿
溢四季風情的插花。挑高的木地板房間、可飽覽
庭院景觀的和室、能舒服泡澡的高野槙木浴缸。
上 2 樓時，請使用充滿懷舊氣息的櫥櫃階梯。

・和室 3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廁所 3 間、浴室 1 間

・和室 3 間、木地板房間 5 間、閣樓 1 間、廁所 2 間、浴室 1 間、淋浴間 1 間

・和室 2 間、和室（客廳）1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閣樓 1 間、廁所 2 間、浴室 1 間、淋浴間 1 間

・和室 4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廁所 1 間、浴室 1 間

・和室 2 間、和室（客廳）1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廁所 2 間、浴室 1 間

・和室 2 間、木地板房間 2 間、廁所 2 間、浴室 1 間、淋浴間 1 間

・和室 9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廁所 3 間、浴室 2 間

・和室 1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廁所 1 間、浴室 1 間

・和室 3 間、木地板房間 1 間、廁所 1 間、浴室 1 間

・和室 2 間、木地板房間 2 間、廁所 2 間、浴室 1 間、淋浴間 1 間

Gion Shinmonzen Townhouse

●限住 2-6 人／ 137 ㎡

祇園新門前

從狹窄的巷子，經過左手邊的中庭，進入古色古
香的玄關。1 樓的木地板房間連接著露天陽台，
可眺望鴨川另一頭的東山。除了外廊和茶室，2
樓還有大客廳，是一間奢華寬敞的町家。

Minoya-cho Townhouse

●限住 2-6 人／ 186 ㎡

美濃屋町

1 樓除設有茶室，更有莊嚴的和室以及能眺望
庭院的浴室。以前被用來當作工作室的 2 樓，
是一間木地板房間，有著大窗戶並設有沙發，
帶給旅客截然不同的趣味。

Sanbo-Nishinotoin Townhouse

三坊西洞院町

屋內有著散發光澤的大黑柱與橫跨天花板的粗
樑。從茶室到廚房的井、庭院的燈與石製洗手
台，都充滿了濃濃的京町家色彩。房間數量多，
適合多人團體住宿。

Nishioshikoji-cho Townhouse

西押小路町

1 樓有面對庭院的茶室、沈靜的和室以及檜木
浴缸。2 樓有寬敞的木地板房間，並設有沙發。
從縱向木格窗、拉門與格子拉門透進來的光線，
讓旅客體驗百年建築的溫暖町家。

Nishirokkaku-cho Townhouse

●限住 2-4 人／ 93 ㎡

西六角町

  好想長住一次看看的
「町家 STAY」列表

●限住 2-6 人／ 136 ㎡

融入當地生活般的旅行京都

●限住 2-14 人／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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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餐廳、酒吧、咖啡廳
介紹的

京都是一個美食之都。從傳統的懷石料理到法國餐廳、義大利餐廳，許多店家都擁有
高度的評價 ；不過也正因如此，有時反而會令人迷惘。在此我們為各位介紹一些能放
鬆心情、氣氛佳，料理也美味的餐廳。如果停留在京都的時間不多，請記得事先預約喔！
攝影／内藤 SATORU　撰文／ JQR 編輯部

蒸松茸日本牛（左）、燉石狗公與秋
季蔬菜（上）。

店主小峯充靖先生。擁有旅館吧檯
調酒師經歷的他，對酒有著獨到的
眼光。據說珍藏著不少罕見的純麥
威士忌和白蘭地。

「我想打造一間
讓客人輕鬆享受
美食的店。」店
主 兼 主 廚 ——
田 村 彰 吾 先 生
說。店內也使用
許多出自名家之
手的日式餐具。

「一直以來我都是用
『 加 法 』來 做 料 理，

現在開始我要挑戰
『減法』的料理。」店

主兼主廚奥村直樹先
生說。

包含季節壽司與小菜的前菜。淋上馬德拉
醬的烤法國產鵪鶉、烤鵝肝與牛蒡片，搭
配上芋頭、牛蒡、白蘿蔔以及用波特酒熬
煮的乾梅。

祇園奧村

鱸魚佐紅酒醬汁。

華麗的前菜洋溢著當季氣息。

匠 奥村

NIJYO TSUBAKI

傳統日本料理

二条椿
「二条椿」是一間由二条通巷內的町家改裝而成的餐
廳。使用榻榻米打造的獨特吧檯前，放著一尊古董溫
酒器，以及放在木桶中冰鎮的葡萄酒。燈光替店內空
間營造出層次感。坐在吧檯，就宛如置身於小劇場裡
一般。餐點主要以懷石料理的順序出餐，最後再呈上
5-7 種炸天婦羅。選擇套餐或單點皆可。營業時間從
12:00 到 24:00，中間不休息；若在一天之前事先預約，
還可以享用早餐，對旅客來說非常方便。除了細心料
理的當季魚類及蔬菜外，還提供各種美酒。若來到京
都旅遊，千萬不可錯過這間餐廳。

TAMURA

TAKUMI OKUMURA/GION OKUMURA

法式懷石料理

法式懷石料理

田村

匠 奥村／祇園奥村

田村先生的老家，是一間歷史悠久的京都料理
餐廳。他從小就接觸料理，在木屋町的法國餐
廳累積了經驗後，便獨立開業並擔任主廚。5
年前開了這間以“用筷子吃的法國料理”為概
念的「田村」餐廳。雖為法國料理，但卻用高
湯蒸煮蔬菜，在醬汁中加入醬油。日本料理的
技巧，替法國料理增添了豐富的層次感。開店
的前兩年雖然經營得很辛苦，但漸漸做出口碑，
現在已然成為大受女性與年長客人歡迎，連訂
位都訂不到的超人氣餐廳了。

裝潢高雅的店內，明亮而簡約的吧檯內，廚師
們正充滿精神地忙進忙出。基本上是法國料理，
但「祇園奧村」的店主兼主廚——奧村先生，
卻會仔細衡量食材的狀態和季節感，再決定要
使用法式或日式料理法。另一方面，「匠 奧村」
則是一間從簡樸的店門口，看不出有著豪華內
裝與舒適座位的餐廳。四季不同的季節感和祭
典等傳統氛圍，皆呈現在每道料理中。餐點嚐
起來的美味自然不在話下，而看起來的樣子更
是鮮艷而美麗。適合在特別的日子裡前來享用。

祇園 奧村
午（4 種套餐）：5,250 日圓、7,875 日圓、
9,975 日圓、12,600 日圓
晚（4 種套餐）：10,500 日圓、13,650 日圓、
15,750 日圓、21,000 日圓
須訂位　TEL.075-533-2205
公休日　星期二
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北側 255

二条椿
早 福鼓 ：3,670 日圓   ※ 須訂位
午（2 種套餐）：3,150 日圓、5,250 日圓
晚（3 種套餐）：7,350 日圓、10,500 日圓、
12,600 日圓
其他  單點天婦羅及配菜
須訂位　TEL.075-256-2882
公休日　不定期
京都市中京區二条通寺町東入榎木町 92-12

田村
午（3 種套餐）：2,900 日圓、3,800 日圓、
5,500 日圓
晚（4 種套餐）：6,000 日圓、7,500 日圓、
10,500 日圓、13,000 日圓
須訂位　TEL.075-525-7023
公休日　星期日、每月第 2 個星期一
京都市東山區古門前切通下二軒目

2012秋季

匠 奥村
午（4 種套餐）：6,825 日圓、9,975 日圓、
13,650 日圓、15,750 日圓
晚（4 種套餐）：15,750 日圓、21,000 日圓、
26,250 日圓、31,500 日圓
須訂位　TEL.075-541-2205
公休日　無休
京都市東山區祇園町南側 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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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在吧檯裡忙進忙出的栗
田彰浩先生。從採買到處理
食材，都由他一手包辦。

掌管這間充滿活力的餐廳的主
廚——海老名健二先生，曾
任職於許多中華料理餐廳，更
曾擔任飯店主廚。

淋上柚子味噌的蕪菁（右）以及生魚片（左）。

洋溢著季節感的前菜。

照片中由遠至近 ：「火焰麻婆豆腐」、「北京烤鴨」、
「酥炸魚佐香味醬」。

KURITA

DAIDENGEKKEN

京都傳統料理

中華料理

栗田

大傳月軒

栗田先生自小在自家三代相傳的日本料理餐廳
累積了一身好手藝。其獨立創設的「栗田」，
是在 1995 年開幕的。小巧的店內雖然只有吧
檯的 8 個座位和 1 張桌子的座位，但對於認
為「如果餐點完成後的溫度和身體的溫度不合，
就無法感受到餐點的美味」的栗田先生來說，
這樣的大小恰到好處。他對每個小細節都很堅
持，每一盤料理都能看出廚師的用心與專業。
店內餐點皆為套餐。主廚將四季的變化完整地
裝進盤中，若想收集完整的美味，建議各位每
個月都來一次吧。

用手工將鴨毛除淨，放入以中藥材及調味料為
基底的特製醬汁中醃漬一整天，再用專門的爐
子加以烘烤——「大傳月軒」的「北京烤鴨」，
是每天必須製作約 30 隻的招牌餐點。又香又
酥脆的皮，加上入味的鴨肉，實在令人無法抗
拒。其他如「魚翅」、「北京辣大蝦」、「火焰麻
婆豆腐」等，也都是值得品嚐的菜餚。由明治
時代建造的西式建築改裝而成的店面，充滿了
懷舊感，令人彷彿置身於電影場景中。

「時間愈早愈安靜，因此建議各
位前來用餐，順便品酒。」主廚
侍酒師岡田知先生說。建議點
21 點 前 才 有 的「 特 別 套 餐 ／
3,200 日圓」（含料理 2 道與杯
裝葡萄酒 1 杯）最划算。

酒吧的漢堡肉排。

WINEGROCERY

酒吧 

WINEGROCERY
位在六角通上某條小路盡頭的房子，原為活躍
於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畫家——今尾景年的
家 中 倉 庫， 而 如 今 則 改 裝 為「 酒 吧 
WINEGROCERY」。這間隱藏於巷內的酒吧，
非常有味道，是一個很適合品酒的空間。店內
備有 2 種香檳、3 種白酒、6 種紅酒以及 1 種
甜酒，且每週都會更換不同的「店長推薦葡萄
酒」 。想要品嚐多種口味時，還可以點 60ml
的「tasting size」。另備有田螺、生火腿、起司、
義大利麵等適合搭配美酒的餐點。

「無論是塔或
鹹派，都是我
們 自 己 製 作
的，非常可口
唷！」店長松
浦真智子小姐
說。

奇異果塔與咖啡套餐 ：
800 日圓

CAFE MARBLE

咖啡廳

由町家改裝的這間咖
啡廳，是許多情侶約
會、朋友聚會的首選
之 地， 總 是 熱 鬧 非
凡。店內帶給人一種
溫暖的感受，就像來
到朋友家一樣，令人
流連忘返。提供加了
兩種起司和滿滿的當
季蔬菜的法式鹹派、
司康、扁豆咖哩、手
工塔等等多樣美食。

cafe marble
TEL.075-634-6033
公休日　星期三
京都市下京區佛光寺
高倉東入西前町 378

「不用太多華
麗的裝飾，以
簡單的方式呈
現出素材的原
味。」MICHIE
小姐說。

「百香果奶油塔」與「紅桃草莓塔」：
各 450 日圓

PETIT JAPONAIS

咖啡廳

店 長 MICHIE 小 姐，
是一位從上班族轉換
跑道的甜點師傅。對
於 蛋 糕 抱 有 熱 情 的
她，平時還會舉辦小
班制的蛋糕烹飪班。
咖啡廳裡除了供應當
季蛋糕，更有鹹派、
法式火腿起司三明治
等餐點。當然也可以
外帶，還提供慶祝蛋
糕訂製服務。

PETIT JAPONAIS
TEL.075-352-5326
公休日　每個月第 1、3 個
星期三、每星期四
京都市下京區東洞院佛光寺東入

B a r & C a f e

栗田
午（3 種套餐）：2,800 日圓、4,000 日圓、
5,250 日圓
晚（4 種套餐）：5,250 日圓、7,350 日圓、
9,450 日圓、12,600 日圓
須訂位  TEL.075-344-0456
公休日  星期三
京都市下京區西木屋町通四条下

大傳月軒
定食 ：945-2,100 日圓
中式便當 ：1,890 日圓、2,625 日圓、3,990 日圓
北京家常菜套餐 ：5,040 日圓
北京烤鴨套餐 ：6,825 日圓
魚翅套餐 ：10,500 日圓
其他  單點
須訂位  TEL.075-353-9021
公休日  不定
京都市下京區木屋町通松原上美濃屋町 173

酒吧　WINEGROCERY
杯裝葡萄酒（1 杯）：900-2,500 日圓
杯裝香檳（1 杯）：1,800 日圓
TEL.075-255-0117
公休日  星期日、國定假日
京都市中京區六角通新町西入

CAFE MARBLE PETIT JAPONAIS



喬・斯圖爾特

畫家、版畫家，裝置藝術家。出身美國華盛頓州，26
年前來到日本。感覺京都是適合創作活動的理想地方。

奧索比・錫高

出身馬利。在中國學了 6 年建築後來到日本，原本計
畫在京都完成研究，再做 1、2 年的實習後便返國，結
果一待就待了 21 年。

羅伯特・耶林

陶磁器美術研究者，出身美國紐澤西州，1984 年來到
日本。寫過數本有關陶磁器的著作，建了關於日本陶磁
器的世界最大英文資料庫。長年生活在靜岡，15 個月
前搬到了京都。

我們靜靜坐在法然院的外側長廊，眺望著洋溢跨越時空魅力的中庭，亮晃晃的秋天陽光與和煦
的微風，這裡很有京都風情，除了我們至少長相根本不像日本人的“外國人”……。雖說住在
日本的泰半外國人，都認為東京才是自己的活動據點，但覺得全世界沒有像京都這麼棒的地方
的外國人，也不在少數。JQR 為了探究其原因，於是去問了住在京都的三位外籍人士。

JQR ：絕大多數外國人都會選擇東京作為居住
地，為何各位卻選擇了京都？

：我之所以決定搬到京都，是出自於文
化上以及工作上的理由。就像棒球卡收藏家對
所有棒球選手之如數家珍，我對陶磁器的涉獵
也是包羅萬象。陶磁器原本都是自九州至名古
屋的日本西部在從事生產，被稱作日本六古窯
的陶磁產地便在日本西部。從京都搭列車只需
一個小時，就可以去到信樂、丹波、越前、備
前的窯口。能夠更接近我所深愛的藝術，光是
這點就讓住在京都有了意義。

：我這人喜歡大都市，也喜歡到東京和大阪
去走走。但京都卻留存有一種田園鄉間的風情，
它的四週有群山圍繞，市區正中央還有河川穿
過。我也喜歡大自然，而京都這地方對慢跑和
觀察野鳥而言，是再適合不過了。當我還在 10
歲左右時，經常一個人去釣虹鱒，而現在每當
像這樣坐在京都的傳統庭園，便可以找回當時
的那種感覺。

：我之所以喜歡京都，是因為這個城市的
大小剛剛好適合人居。在東京，不是距離太遠，
就是人太多寸步難行，經常沒辦法照著自己的
意思來行動。但在京都，就和東京不一樣了，
很簡單就能決定是要騎腳踏車，還是要搭公車。
京都的整個街道佈局很好懂，可以完全照自己
的想法去行動。倘若想參觀歷史名勝古蹟也很
近，如果想去現代化的場所，則隨處都有流行
雅緻的咖啡座可去，行動上很方便。

：就如同佛羅倫斯之類的歷史城市，京都也
是座活生生的美術館。而且就像今早我到這裡
來的時候，騎腳踏車從城市的一頭到另一頭，
花不到 20 分鐘。這裡有百貨公司也有網際網路，
對跨國的生活來說，也不會有任何不便，我們
外國人在這裡絕不會過得很孤立。

：常聽到日本人說京都有很多規矩，京都
人不容易親近，但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對外國
人來說，反而是有一定的規矩，生活起來才方
便。京都人總是會主動告訴外國人，各種的傳
統規矩以及日本文化。但是來自其他地區的日
本人，多半都不敢主動發問，這有點像是自己
給自己築起了藩籬。況且京都人在面對外國人
的時候，也是具有不能夠拘泥於傳統規矩的通
融性的！

：不過，那個「距離」對我來說反而是有幫助
的。究竟要不要保持距離，可以視當時的感覺
來決定。我大概是在京都住得太久了，偶爾回
到美國，碰到每個人都喜歡對大事小事發表自
己的意見，讓我忍不住想對他們說，「為什麼我
一定得聽你的想法？」

：大笑！
：我有個朋友住在滋賀縣的鄉下，他也是一

位藝術家，但是在那個地方，一天當中大概有
五次，附近的居民會過來坐在長椅上，和他聊
他的畫。我朋友本身是很喜歡來自周遭的這種
關心，但換作是我，如果像那樣動不動就有人
來拜訪，恐怕根本沒有辦法工作。在京都，我
工作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人來打擾，可是只要
我想和誰碰面，人馬上就可以過來。對我而言，
這種不會太黏也不會太冷淡的關係，可說是恰
恰好的。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曾遭受轟
炸的緣故，京都擁有一種在其他都市中找不到
的魅力。

JQR ：是什麼樣的魅力呢？

喬・斯圖爾特
奧索比・錫高
羅伯特・耶林

住在京都
歷史、靜謐
以及便利性

Meet our three 

interviewees!!!

在日外國人座談會 

日本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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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在彎彎曲曲的小巷裡迷了路，總
是會有些新的發現。會遇見一些從古早以前就
一直存在於那裡的事物。當京都人談到「戰爭」，
他們說的是 1400 年代的應仁之亂。在這同時
京都也是個十分現代化的都市。譬如要找一個
最新型的機器，雖然不像在秋葉原一樣，通通
都集中在一個區域，但只要用心去找，一定還
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

JQR ：京都的確是一座深具魅力與歷史的城市。
但就算如此，也可以趁放假日時來尋幽探勝啊。
每天都生活在京都，會帶來什麼不同的影響嗎？

：何不就當作是一輩子都是放假日呢？
：大笑！

：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感覺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自己的工作之間沒有衝突，是件很不錯
的事。生活在美麗的環境中，早上起來時不要
看時鐘，可以在夢裡醒來，你不覺得是一件很
棒的事嗎？在京都逛一逛，會發現無數饒富趣
味的文化。和東京不一樣，在這裡沒辦法將所
有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團的演唱會一網打盡，但
是這裡有許多的傳統與文化，那是永恆的。想
也知道，女神卡卡再過個 10 年恐怕就會被世
人給遺忘了，但是迷人的音樂「雅樂」，在今後
的 1000 年裡，還是會一直在神社中被演奏的。

：大笑！
：譬如像松江那樣美麗迷人的城市，在

日本全國所在多有。但是京都卻像是一個將所
有這些城市集合起來的地方。而且要去哪裡都
很方便，像我現在根本連車都沒在開了。

：京都是一座結合了古代與現代建築的都
市，當中有不計其數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京都
是一個永遠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的地方。 像我在
教的兩堂建築課，有一堂就是京都建築，雖然
我不知道這個為什麼是由我在教…

：大笑！
：在夏季課程中，北自北海道南至沖繩，

全國都有學生來聽。要連絡到負責課程的老師
很容易，他們也隨時願意為學生勻出時間來。
不像東京人都很忙，要在短時間中取得連絡並

安排見面，就不是那麼
簡單的事了。在京都的
話，通常都可能勻出一
點時間來的，即使只是
短短 1、2 個小時。

：在 京 都， 大 家 一 直
都過得很從容自在呢。

：一 點 也 沒 錯。
自曼哈頓來訪的友人說，

「我絕對沒辦法住在京都，這是一個到了晚上就
靜悄悄了無人跡的小城！」他說的的確一點也
沒錯啊！

：它雖然是座大都市，卻同時擁有寧靜，這
樣均衡的環境對創作活動來說是最好不過了。

：比起東京來，京都的確是讓每個人的
創造性更得到了發揮。

JQR ：三位從事的都是與創作領域相關的工作，
這會不會就是各位如此適應京都生活的原因
呢？還是說，就算是技術人員或從事金融工作
的人，也可以在京都生活得很愜意？

：這麼說來，我過去研究的是營建工程，
所以我認為，自己的專業是什麼，倒不是那麼
重要的問題。因為即使人在京都，也是隨時可
以和東京取得聯繫的。

：我想技術人員應該不會選擇京都作為首要
據點吧。倘若是對日本哪些特殊的東西抱有興
趣，或在這裡有指導的機會，那是另當別論。
對我們藝術家或是建築師而言，事實上一開始
就是從亞洲獲得了靈感，那也成為了我們在京
都安頓下來的原因。住在京都對我們來說，我
覺得是最自然不過的選擇。

：就跟他所說的一樣，在京處處都有與
自然的交會，那是創造力的根源，它刺激了我
們的靈感。

：即使只是不經意的觀看，也必然會發現來
自大自然觸發的樣貌！從屋簷，從步道，有時
甚至是從飄落的銀杏葉中，看到超現代的圖案。
大自然隨時就在身邊，以各種方式被詮釋被擷
取。

JQR ：那為什麼不選擇住在鄉下呢？

：你說得是沒錯，但如果住在鄉下，就
不會有機會接觸到來到這城市的各種人了。 每
年從日本國內外，都有 4 千萬名以上的觀光客
造訪京都。所以說，在京都，你可以同時找到
來自自然與人兩方面的刺激。

：我剛才也說過了，我那位住在遠離都市塵囂，
選擇了和鄰居坐在長椅上聊天的生活的友人，
他十分滿意那樣的生活形態。像你這樣來自東
京的客人，恐怕會感覺京都幾乎就像地方性的
鄉下小城吧。簡單說，我就是覺得京都是兩者
間最佳的組合方式！住在京都就好比開車一樣，
想要提高車速就不妨踩下油門，若想要悠閒過
生活，就可以踩下煞車。

：一點都沒錯！！

JQR ：與 20 年前相比，京都有改變嗎？

：京都是一座十分有機性的都市，永遠不
斷的從內部產生變化，而不單純只是從外部擷
取了什麼東西進來，人們直接接觸著「活的歷
史」。相信你也聽過，京都人會說「我們家在這
一百年裡，一直都是和同一家小店買豆腐」，或
者是「我們家好幾代都是這家店的常客」，這對
京都人來說是很一般的。

：有許多商店都改裝成咖啡座和精品店了，
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不過，京都以咖啡座為中心的文化可是
有非常古老的傳統的唷。這裡有很多的學校和

大學，許多思想家都曾住在京都。
：而且京都過去一直都很前衛，許多文

化因子都是誕生自此地，達到了革新性的發展。 
京都一方面非常具有傳統，同時又非常的前衛，
許多先進企業都是從京都誕生的！

：譬如京瓷、任天堂…
：傳統雖然是個好東西，但停滯下來就

不好了。沒有人想要一個像化石一樣的城市，
要永遠維持創造力是很重要的。

JQR ：我懂了，因為各位的說明，我同意住在
京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過應該也會有什麼
比較負面，比較陰暗的一面吧？

：大笑！
：的確，觀光季巔峰時的人潮真是夠人

受的了！有一天晚上，趁著散步想說走到某間
寺廟去賞個紅葉，結果寺院裡開來巴士，被一
大群觀光客擠得水泄不通，簡直就像身在新宿
車站裡啊！

：大笑！！
：京都人的忍耐力都很高，雖說那應該算

一項美德，但常常讓我不曉得該怎麼回應才好。
舉例來說，年輕的時候我經常在家裡辦派對，
到了第二天早上，鄰居總會笑咪咪的跟我說，「昨
晚玩得很開心吧」，於是我下一次開派對時就邀
請了他。但事後有人跟我解釋說，那位鄰居是
在跟我抱怨！

：你知道「KY」這個詞嗎？
：　不曉得，什麼意思啊？

： 就 是「 不 懂 得 讀 空 氣（Kuuki ga 
Yomenai）」，也就是不會察言觀色的意思，專

指那種對周遭的反
應很遲鈍的人。「讀
空氣」是日語中一般
的 表 現 方 式， 但 在
京 都， 我 覺 得 要 掌
握它真正的意思更
是特別的難！

：一 點 也 沒
錯！

：另 外 一 個 明
顯傾向就是，不知是否為了維持高級形象，我
覺得京都無論什麼東西都比別的地方貴一點。
那種隨便哪裡都有賣的東西，只要打上「京都製」
或是「京都風」，價錢就會賣得比較高！

：就是這樣！
：雖然剛剛也說過了，但其實我們大家都

曾助長這樣的傾向。有一家餐廳在菜單上寫著
「百年間使用同一家店的豆腐」，並以此為賣點。

就算那個豆腐賣得比其他任何豆腐都貴！
：比方說「麩嘉」嗎？

：沒錯！我認識店家的人，但時時還是會
很驚訝為什麼光是賣個麩就可以變成有錢人。

：因為那不是普通的麩，可是麩嘉的麩
啊！
全員 ：大笑！

：有時會很想吃只有在母國才吃得到的食物，
想吃得不得了。譬如說天然酵母麵包或是某些
特別的乳酪。不過老實說，我還滿慶幸京都沒
在賣的，因為我現在都肥成這樣了。

：大笑！
：不過我很喜歡吃日本的食品和料理，所以

住在京都真的是很幸福。
：對我來說京都最大的缺點，就是吃不

到好吃的壽司！
：醋漬秋刀魚壽司很贊啊！

JQR ：我這下明白京都是個多麼美好的地方了，
那麼對各位來說，有沒有什麼旅遊指南沒有介
紹過的很棒的景點，或是雜誌沒有介紹過的秘
密景點呢？

：我家最棒啦！
：大笑！

：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我家是一棟
古老的民宅，有著美麗的庭院，還有不計其數
的傑出藝術品裝飾在其中，所以我都很少出門
的！不過我也很喜歡那種小型美術館，譬如說
北村或是野村美術館，小小一間，展示物多半
都以茶道具為主。要談日本文化，不談茶道簡
直不知該從何談起。像是醬油壺和筷架，這些
都是從茶道衍生出來的。

：京都四面環山，當中有許多不知名的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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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經常都會有座小小的祠堂。當我想為精神
充電的時候，就會去散步順便登山，常可以發
現很美，饒富趣味的靜謐場所。

：想看看傳統的京都時，我都會去那種小畫
廊或是安靜的庭園、寺廟。15 年前的一次經歷，
讓我改變了觀看這些名勝古蹟的方式。當時有
個朋友要搬去北海道，他說他想再看一次那些
著名的景點，於是我們就選擇早一點，一般觀
光客們還沒到的時間去了龍安寺，我們各自在
外側長廊坐下，拍了照片。不久載著觀光客的
巴士到了，我心想，不能再寧靜的參觀了。但
是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石庭時，我發現自己居
然完全忘了周遭的嘈雜與人群。所以我還是會
去那些著名的寺院，只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想要
觀看的東西，想要好好品味的東西上，哪怕待
在那兒幾個小時都不會無聊，這真的是很日本
式的經驗呢。

：我還喜歡泡在咖啡座裡。就算在「町屋」
旁邊古色古香的角落，還是可以找到咖啡座。
京都的咖啡座總是那麼的靜謐祥和，和吵雜的
巴黎咖啡座很不一樣。

：我啊，我想和朋友聚聚時，都會到鬧區的
時尚酒吧，喝喝當地自釀的啤酒談談天。 主要
是在酒吧，認識的人越來越多。

JQR ：各位有考慮要回故鄉嗎？

：所謂的故鄉，就是自己安居的地方，
所以說現在京都就是我的故鄉。我沒有想過要

「回到」哪裡去，因為我永遠是在向前走。
：的確，「故鄉」這個字很難定義。你出生

的地方可以叫做故鄉，度過人生大半時光的地
方也可以叫做故鄉。至於我，我的家在京都，
這裡有我的家人和工作。我現在做著我喜歡的

工作，過著十分愜意的生活。這樣說來，京都
應該可以算是我的故鄉吧？或者說是第二故
鄉？

：我最近為了演講而去了聖地牙哥，但
那裡已經不再是我所認識的 70 年代的聖地牙
哥了！

：我懂！母國的東西，例如人與人之間的
親密，常常會讓我覺得悲哀。但只要回馬利一
個禮拜，就讓我感覺受夠了！

：大笑！
：沒錯，所謂的故鄉終究只是相對的。我太

太就說她想去某個別的國家住上 2、3 年，但
我想到時受到文化震撼，想要回京都的多半會
是我！在京都待了 26 年，這裡幾乎已成了我
的故鄉了！

處處都
有自然

京都的大
小最適合人居

在京都的
生活就像一場

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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