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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遍路（朝聖）

序曲

●第38番朝聖處 金剛福寺前的大歧海濱●第38番朝聖處 金剛福寺前的大歧海濱●第11番朝聖處 藤井寺前的川島橋●第11番朝聖處 藤井寺前的川島橋

四國遍路（又稱御四國）指的是全球罕見的大規模寺廟朝聖，朝

聖者探訪西元800年前後弘法大師（空海）的修行地，環繞四國

各地的88站朝聖處。行程總長約1,200公里，旅途上並能接觸到

四國的自然風光、文化及友善的當地居民。結束朝聖之旅後，您

很有可能發現一個全新的自我。遍路的目的除了宗教性修行外，

還包括祈求去病消災、供奉祖先或祈求家人安全等，也有人希望

藉此放鬆、追尋自我或是觀光，作為現代人的療癒之旅，四國遍

路重新受到矚目。

不像集章兌換贈品一般以抵達終點為目的的「朝聖之旅」，當地居

民友善時而嚴謹。但不用考慮太多，不妨先踏上旅程，途中逐漸產

生信心，重新審視內心世界，說不定能發現一個全新的自我。

朝聖門戶非常寬廣，不論每個人的國籍、服裝、性別、年齡、貧富

等，誰都能寬容而富有魅力。

令人激動的充實旅程，時而艱辛的旅途，歡迎您光臨「心靈故鄉」

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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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番朝聖處 淨琉璃寺的紅葉●第46番朝聖處 淨琉璃寺的紅葉 ●第88番朝聖處 大窪寺(結願)●第88番朝聖處 大窪寺(結願)

●16世紀末朝聖

一般認為佛教起源於釋迦牟尼在印度開悟，在6世紀經由中國、朝

鮮半島傳播到日本。佛教傳入日本後持續分支，發展過程獨特，各

流派開山祖師甚至比佛陀更為信徒所崇敬，於日本確立真言密教的

弘法大師「空海」也是其中之一。

西元12世紀初的文獻中首次出現四國朝聖相關記載，一般認為目前

環繞88站的朝聖形式確立於西元16世紀末至17世紀間。其後伴隨

著汽車普及，搭車朝聖者日漸增加，朝聖形式大幅度改變，但仍有

不少人堅持進行傳統的步行朝聖。

四國朝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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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朝聖乃修行之道

●第63番朝聖處　吉祥寺

●供奉滿載心願的千紙鶴

現在巡回參拜88處寺廟然後得到朱印簽章即是朝聖之旅，但在道路

尚未鋪設完備之前，歷盡艱難徒步走過沿海巖石嶙峋的山坡和險山

叢林才可謂是修行。所以可以想象，踏出朝聖之旅是需要相當大的

決心。

在文明尚不發達的時代，修行者進行了現今難以想象的艱難之旅以

獲取超凡的能力。

以往，人們的修行大都在洞窟

中，瀑布下，山頂，海角的尖

端等危險之地。修行者和輔助

他的隨從居住在便於運送食物

和生活物資的地方，這便是如

今的朝聖地。有的朝聖地現在

還以奥之院的形式保留著當時

的修行場所。●第73番奥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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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番朝聖處　金倉寺
在與訶利帝母淵源甚深的寺廟，

有祈求安產的石榴祈愿牌。

◆朝聖處靈驗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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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為多神教
多數日本人信仰的佛教屬於多神教，認為不同空間各有職掌神佛，為

朝拜上述神佛的宗教。對宗教的理解、解釋因人而異，內容可能有過

或不足。

有關神佛調和
日本寺廟中經常併設有以鳥居（牌坊）為地標的神社，不同宗教共存

一處，經常令外籍人士感到訝異。神道是佛教傳入前的日本固有宗

教，佛教則是自外國傳來的宗教，歷史發展過程中，二者配合日本風

土逐漸採共存形式，形成日本特有的神佛調和文化。

閉目能插入金剛杖，便可得償所願。

足疾

除厄消災

海運

頸部以上疾病

學業成就

安產

眼病

五穀豊登

牛馬安全的守護神

夫婦和睦

安產、育兒

祭奠祖先

長壽

求子宝

除厄消災

求子、姻緣

生意興隆



弘法大師「空海」是日本歷史上知名人

物之一，除了身為僧侶之外，空海在書

法、教育、藝術、建築等多方面影響深

遠，稱得上是日本的萬能超人。

空海並是真言宗開山祖師，據傳四國朝

聖就是探訪空海當年的修行處。

空海於日本寶龜5年（西元774年）生於

贊歧的國多度郡（目前之香川縣善通寺

市），父親為當地有力之士，佐伯。18

歲時，空海為任官而到奈良的大學進

修，途中因受佛教吸引而輟學。空海開

始在故鄉四國修行名為「虛空藏求聞持

法」的密教，24歲完成首部著作「三教

指歸」，比較儒家、道教及佛教。28歲

（一說為29歲）時，空海於奈良東大寺

正式出家，其後立即加入遣唐使，於西元804年漂流至福州，並輾轉前往首

都長安，跟隨密教第7代教祖一惠果阿闍利（西元748～805年）學習密

教。惠果十分疼愛空海，將密教思想傾囊相授（1982年於青龍寺遺跡建有

空海紀念碑，在中國當地也極受好評）。回日後，空海於弘仁4年（西元

813年）出任奈良・東大寺住持；弘仁7年（西元816年）則於和歌山縣高野

山創建金剛峰寺（已登錄為世界遺產）。其後，空海於天長7年（西元830

年）著成「秘密曼陀羅十住心

論」十卷，解說人類應有作為

及佛教立場。承和2年（西元

835年），空海於高野山入

定，延喜21年（西元921年）

獲醍醐天皇賜與「弘法大師」

稱號。此外，弘仁12年（西元

821年），空海著手進行香川

縣農業用儲水池（滿濃池）的

改建工程，推動不拘泥於宗教

的社會建設，以惠及眾人。

日本人又稱呼空海為「御大師

san」，表示親近之意。

●弘法大師「空海」

日本有名的俗話

「弘海也會寫壞字」，

意思是就算像弘海大師一樣的大書

法家也會寫壞字，再怎麼拿手的人

也會出錯。

●御藏洞（高知縣室戶市）
據傳大師自奈良的大學輟學後，在此修行。

大師在著作中曾提及19歲修行時，「空中璀燦

星辰突而飛入口中」，據傳就是在此有的奇妙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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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降雨量・日照時間（月份別）

量
雨
降

間
時
照
日

時期
考慮氣溫、天候，春季的

3‧4‧5月、秋季的10‧11月

適合進行朝聖。6‧7月為梅雨

季，陰雨綿綿，9月則可能有颱

風登陸。瀨戶內海沿岸是日本降

雨量最少的地區之一，相反地，

太平洋沿岸則是日本降雨量最多

的地區之一。瀨戶內海沿岸、太

平洋沿岸氣溫相差不多。應視季

節進行事前準備。

出發地朝聖處

奉經時間

事前計畫

●步行朝聖

●步行朝聖 ●第1番朝聖處 靈山寺(出發)●團體公車朝聖
●納経帳

朝聖方式
朝聖方式因人而異，除了下列主要方式外，也有人利用自行

車、摩托車朝聖，或搭乘電車、公車、計程車等大眾交通工

具。

※費用因人而異，為必要費用，不含土產選購費用在內.

◆出發並回到四國，環繞全行程時

步行1,200公里（每天平均30～40公里），重視傳統、修行之方
式，實際上最耗費費用、日程、體力，應特別注意健康管理。

●團體公車朝聖

旅行社、客運公司為您設定日程、用餐、住宿處等，行程種類繁

多，只需要報名參加就可以接受「前輩」導遊的詳細解說，容易

理解，利用人數最多。嚮公共服務處洽詢時也可接受相關介紹。

●汽車朝聖

從主要車站、機場租車朝聖的兜風形式，不僅一年四季都能前

往，還能造訪離朝聖處較遠的觀光勝地、住宿處等，可自由設計

行程。必須理解四國道路系統及日本交通法規，並應注意避免發

生車禍。

步行朝聖

方    式

團體公車朝聖

汽車朝聖

45日

9～12日

10日

40

所需日數（大略） 大致費用（萬日元）

21～25
隨行程而異

14
不含租車費用

一般是從德島縣的第1番朝聖處出發，順時鐘造訪各地到香川縣的

第88番朝聖處結束（依序朝聖）。但並非一定要從第1番出發，途

中造訪寺廟順序也不妨有所出入。但因為指路板豐富，依序朝聖比

較不容易迷路；但也有人利用週末依據自己的時間表逐處朝聖（分

區朝聖）。

●自行車朝聖

●大眾交通工具朝聖
在朝聖處納經（奉經）所接受墨書、蓋朱印的受理時間是

7:00～17:00。（設定行程時請注意時間上的餘地）



宿泊 用餐

廁所

交通資訊

安全性

健康管理・事故

●第6番朝聖處 安樂寺的宿坊 ●第58番朝聖處　仙遊寺宿坊的素餐

●民宿的房間

●住宿設施型態

多由家庭經營的小型

且比較便宜的日式住

宿設施。民 宿

日式住宿設施，餐點、

服務比民宿充實。
旅 館

房間較小且比較便宜的的飯店

只限於城市內。

商務飯店

飯 店

由寺廟經營的住宿設施，主要供團體朝聖者使用，但如

果有空房也歡迎個人利用。除了可以參加名為「修行」

的誦經或聆聽法話外，並可以就近參觀佛像、裝飾品。
宿 坊

※ 在四國地區，很多民宿和旅館，以及商務飯店和普通

　 飯店的區別並不是很明顯。

●廁所並設的休息所

有的寺廟提供宿坊。在各朝聖處周邊，有很多寺廟設置了住宿設施

指南牌，但因遠離市區，大多是私營的小規模旅館，其提供飲食及

洗浴服務，所以最好事先電話預約。（旺季可能會客滿，也有可以

洗衣服的旅館。）到了住宿處，首先泡個澡可以消除疲勞，這對於

走了一天已疲累不堪的身體來說是無上幸福的時刻。

在酒店之外的住宿處，晚飯時，可以遇到同宿於此的人。朝聖的目

的和方法雖然千差萬別，但大家皆為朝聖同伴，所以可以很快地敞

開心扉，相聊甚歡甚至忘卻時間。

住宿民宿、旅館時提供早、晚餐，飯店位於市區時，周邊多有餐廳

、超市、便利商店等，但遠離市區時則數目稀少，應該事前計畫用

餐處。不過您可以不用擔心賣光，並可在沿途品嘗當地才吃得到的

山珍海味。

有關大眾交通工具，市區以外部分電車車站有公車通往偏遠朝聖處

，但班次極少。公共服務處（封面下方）提供時刻表、相關諮詢服

務、觀光資訊及緊急狀況之對應等。

除了記載有較為安全步行區域的一般步行朝聖導遊書外，也有針對

單身朝聖女性的出版品、網頁。因此，朝聖安全性較高；但仍然有

可能遇上天氣變壞、事故或捲入犯罪事件。此外，也有可能生病，

請對自己的行動負責。

旅途中可能因生病、車禍等必須就

醫，出發前建議您投保旅遊險。即

使如此，就醫費用仍有可能必須由

您先繳納，應準備日元應急。萬一

發生意外時，應立即嚮周圍求助。

此外可以免費撥打119（急救）和

110（事故報警）電話。

對徒步朝聖者而言非常重要，遠離

市區時應該利用朝聖處、鐵路車站

、便利商店、公園、休息處的廁所

儘早對應。

被褥或床・含2餐・大眾浴池

榻榻米・被褥
含2餐・大眾浴池

床・不含餐・獨立浴室

床・不含餐・獨立浴室

被褥、含2餐、大眾浴池



[International Cards]

VISA, VISA ELECTRON, PLUS, Master Card, Maestro,

Cirrus, AERICAN EXPRESS, Diners Club, JCB,

China UnionPay, DISCOVER 

Japan Post: International ATM Service

Seven Eleven Store: Seven Bank ATM

http://www.sevenbank.co.jp/intlcard/service5.html

日文

通信手段

朝聖道路指南

●各種類型的路標
志願者、行政機構等設有各種類型
的路標。

資金計畫

●因特網連接
四國地區配備公共無線網絡的設施正急速增加。住宿設施、咖啡館、公

共設施、便利店等地方大多可以免費連接無線網，在市區內不會感到不

便。

公共無線種類多樣，有可以自動登錄的，有需要註冊會員登錄的，也有

限制時間的等。

●國際電話
公共電話除了可以使用標有灰色字體“International & Domestic”的

投幣式電話外，也可以在便利店等地購買國際電話預付卡，幾乎所有電

話都可以使用此卡。

●ATM
徒步走完朝聖全程至少需要一個多月。在便利店和大部分飯店可以使用

信用卡支付，但小規模住宿設施和商店不提供此項服務，因此需要攜帶

日元現金。但為了防止途中隨身攜帶的現金被盜或丟失，應將現金數額

控制在最小範圍內。

在郵局和7-11便利店的ATM機上可以用日本國外金融機構發行的信用

卡或是銀行卡提款，按照觸屏式自動提款機的指示操作即可。

發卡公司需收取手續費，詳情請諮詢發卡金融機關。

●旅行支票
除主要機場外，市內能將旅行支票兌換成日元的地方並不多見。

位於四國都市圈裏的15家郵局可以將美國運通公司發行的旅行支票

（支票包括美元、加元、英鎊、澳元、歐元、日元）兌換成日元現金。

●國際郵件
可以從散布在沿途的郵局郵寄國際郵件或包裹，郵局除郵票外還銷售收

納箱。

四國一般當地居民只會說日文，但當他們發現您是朝聖者時，會儘

可能回答您的問題。其他外籍朝聖者的經驗談也指出，語言並不是

障礙。

在朝聖道路沿線，設有

多種石標、招牌、貼牌

等路標。按照登載在導

遊手冊裏典型的朝聖道

行走的話，迷路的風險

較低。導遊手冊幾乎都

是用日語來標記的，指

引方嚮的標識較多，看

慣了則可安心行進。

郵局ATM的標誌

觸屏上標識 英語和日語

四國在數量

信用卡类型

主服務時間

有1150左右

四國在門店數量 有250左右

星期一∼星期五 9:00∼17：30
星期六 9:00∼12:30
星期日,假日 9:00∼17:00
(隨於ATM而異)

觸屏上標識

繁體字

http://www.jnto.go.jp/info/support/documents/jnto_indication.pdf

◆以下網站提供外國觀光者專用單詞集。
　(英語・中文簡體字・韓語)

可切換為中文

服務時間 全年365天24小時無休

(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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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之道的路標

●在2015年
　迎來了開創1200年的
　高野山

四國朝聖和高野山四國朝聖和高野山
朝聖者們大都會為了結願報告，而去參拜弘法大師入定的高野山

（世界文化遺產）“奧之院” 朝聖處。在奧之院，他們能夠在四

國八十八站朝聖處的納經簿上蓋上朱印。這裏也有朝聖前，前來問

候大師的朝聖者。

四國之道是圍繞四國一周的步行路

線，共二條； 1)以歷史和文化為

重點的國土交通省推薦路線，2) 

以自然為重點的環境省推薦路線。

雖然都不是朝聖道，但大部分路線

重復。

◆四國之道路線

環境省推薦路線

國土交通省推薦路線

共同推薦路線



1

2

3

4
5

6

7

抵達當地後的準備

對訪客而言，是在異地朝聖，應該充分作好準備。

斗笠 (sugegasa)1

可用來遮陽擋雨，參拜、進入寺中或

在僧侶前都不用拿下，正面寫有代表

「弘法大師」的梵文。

白衣•白服飾 (hakui)2

代表無垢的姿態，據傳古代並代表有隨時

赴死的決心，女性穿著並有保安作用。

輪架裟 (wagesa)6

掛在脖子上的簡略架裟，代表皈

依佛門，是朝聖者的正式服飾。

但用餐或如廁時必須拿下。

金剛杖 (kongōzue)7

據傳是「弘法大師」的化身，引

導朝聖者。以往並曾作為途中不

幸過世的朝聖者墓碑使用。

念珠 (juzu)3

持鈴 (jirei)4

頭陀袋 (zudabukuro)5

●步行朝聖

除了自上述用品中選擇自己需

要使用者外，準備一般旅行用

具即可。但朝聖處可能離停車

場很遠，因此應選擇容易步行

的鞋子。

步行朝聖時應該儘可能減輕行

李，以長時間步行長距離。男

性、女性各以4～5公斤、3～4
公斤為理想，選擇背包、鞋子

時應精挑細選。

最重要的用具，應謹慎選擇適合自己的休旅鞋。下雨時也能輕鬆步行

的鞋子。（建議您前往專業店舖接受適合建議。）

選擇吸汗、快乾的優質服裝，以儘可能減少換穿次數，並將行李減至

最底限。為保護腳部並防蟲，不論任何季節都應該穿著長褲，視季節

選擇不同質料。

穿著朝聖者服飾，一眼就能認出是朝聖者，會有親切人士指路或跟

您打招呼。除了可以在第1番朝聖處靈山寺買齊外，也有其他不少

寺廟有售，可以視自己的需要選購。

經本 (kyōhon)

日本人最常接觸的佛具，據傳只要手

持念珠嚮神佛祈求，就能消除煩惱、

成就功德。

正式誦經時搖鈴，據傳鈴聲可以去除

煩惱，使朝聖者心無雜念。

裝有經本、納經帳及其他朝聖必須

用品。又稱Sanya袋，有具防水功能

者。

記載有般若心經、真言等，即使已背

下經文，誦經時也應該參閱經本。

於納經所接受墨書、蓋朱印，作為造

訪朝聖處的證明。

納經帳 (nōkyōchō)

填寫好地址‧姓名和許願，奉

納於本堂和大師堂。也可在感

謝「接待」時作為名片一樣使

用。

納經牌 (osame-fuda)

●朝聖次數
白：1-4次

綠：5-7次

赤：8-24次

銀：25-49次

金：50-99次

錦：100次以上

●步行朝聖以外情形

● 鞋子
● 襪子
● 背包
● 腰包
● 帽子
● 服裝
● 雨衣
● 指南針
● 医療衛生用品
● 常備藥
● 行動電話・智能手機
● 充電器

● 手電筒
● 水筒
● 筆記用具
● 瑞士軍用刀
● 照相機
● 中日/日中字典
● 洗臉用具
● 護照

並非必須的傳統朝聖服飾，最低限度的用具為金剛杖

和納經帳。

朝聖者服裝



從宗教上的觀點來說，需要遵守各種各樣的清規戒律，朝聖的目的因

人而異，不過保持常識和感恩之心來待人接物是很重要的。

作為基本禮儀註意如下；

1 山　門

2
水　屋
（洗手處）

本　堂
（正 殿）

3 鐘　樓

將納札、抄寫經文放入納札箱中，點蠟燭、

線香參拜。供奉香油錢後合掌誦經。
4

和正殿一樣參拜、誦經。5 大師堂

於納經帳上接受蓋朱印。（收費）  6 納經所 

出山門前回身一拜。7 山　門

在正殿一般先誦唱般若心經，然後才誦唱本尊真

言、寶號等。一開始還不熟悉時，只要誠心合掌

即可，慢慢熟悉後就可以跟著一起誦唱。

日本的般若心經是將西元5世紀（佛教尚未傳入日本）三藏

大師從天竺帶回的經文直接加以誦唱，並未翻譯成日文。因

此在日本不問流派都加以誦唱，可說是萬能經文。

寺廟參拜法

朝聖的禮儀
有過朝聖經歷的多數人都會有「直接接觸四國當地民眾的友善款

待，就像經受了心靈的洗刷」、「在現代社會仍保持著這樣良好的

風俗習慣而感到驚訝」等感想。

另外，經歷一次的朝聖者，總想再次去朝聖。（這個稱為四國病）

朝聖探訪弘法大師修行處，屬於修行之一。接受沿途民眾對您的布

施（御接待），同時也是修行（感謝民眾對您的布施，民眾則感謝

您給予他們布施的機會，雙方都充滿感謝之心）。當然，請注意不

要污染了美麗的四國，休息所和廁所等朝聖者相關設施多是由民眾

善意提供，應該予以珍惜。

首先在山門前朝正殿一拜。

漱口洗手以淨身，

並掛上袈裟準備念珠。

撞鐘，參拜完後撞鐘稱為

「回頭鐘」，相傳不吉利。

 ・ 不要給他人添麻煩（留意是否給後來的朝聖者添麻煩）。
 ・ 不要抱有「被接待是當然」等想法，要始終保持謙虛的心情。
 ・ 愉快地接受「接待」，並贈送納經牌。
 ・ 對途中遇到的朝聖者和當地民眾要精神飽滿地致以問候。

寺廟鳥瞰圖（例）

供奉弘法大師

大師堂

參拜之禮

鐘樓

辟邪

山門

盖朱印

納經所

淨身

水屋

供奉本尊

正殿



安置於正殿的本尊為寺廟的核心佛像，佛教既為多神教，又

和日本固有的神道形成神佛融和文化，為了對應人們的無限

欲望，各類形象、保佑內容不同的神佛應運而生。以下為您

介紹四國88站朝聖處主要的本尊，理解本尊的存在意義及

保佑內容，可以使您的朝聖更有意義。

【佛像小字典】【佛像小字典】

◆ 朝圣地正殿◆ 朝圣地正殿

悟道者，又稱佛陀，是地位最高的朝圣地

佛像。原則上不手持任何物品，也沒有裝

飾品。

釋迦如來・阿彌陀如来・藥師如來・大日如来

朝聖者慣用語
● 別格靈場 (Bekkaku-reijō) 

除了88站朝聖處外，歷史上包含在朝聖行程內的其他四國相關寺廟。

● 同行二人 (Dōgyō-ninin)

朝聖之旅途中，有弘法大師隨身護佑，因此指的是與「大師二人同

行」。

● 御詠歌 (Goeika)

修行時最後誦唱的和歌，據傳與經文有同樣效果。

● 般若心經 (Han-nya-shingyō)

將龐大般若經內容簡化而成的佛典。

● 真言 (Shingon)

將龐大般若經內容簡化而成的佛典。

● 朝聖滾 (Henro-korogashi)

險峻山路等朝聖途中艱難之處。

● 結願 (Kechigan) 

朝拜完88站所有朝聖處。

● 御接待 (Osettai)

當地居民免費提供食物。不僅是對朝聖者的支援，同時也是對神佛的布

施，因此不能拒收。您一定會為四國居民的友善感到驚訝。

● 先達 (Sendatsu)

為初次朝聖者帶路的朝聖前輩。

● 托鉢 (Takuhatsu)

為修行而在人家前誦經祈求家人平安後，接受該人家布施食物、金錢。

● 通打 (Tōshiuchi)

1次繞完所有88站朝聖處。

● 分區打 (Kugiriuchi)

不一次繞完，而是分次探訪朝聖處。

● 一國參拜 (Ikkoku-mairi)

將四國4個縣按縣分4次參拜。

● 逆打 (Gyaku-uchi/Saka-uchi)

將編號反過來參拜，由於指路板是按照正常參拜順序設置，據稱比正常

參拜難3倍。

● 回禮參拜 (Orei-mairi) 

結願後回到最初出發的朝聖處。

或是前往大師入定的高野山報吿結願事宜。

據傳菩薩跟隨佛陀修行，並致力於解救眾

生。穿戴有寶冠、項鍊、耳環等，手持物

品則用於實現民眾願望。

十一面觀音菩薩・千手觀音菩薩・地藏菩薩
聖觀音菩薩・虚空藏菩薩・馬頭觀音菩薩

文殊菩薩・弥勒菩薩

密教特有神佛，是大日如來的使者。右手

拿寶刀、左手持劍等手持武器，瞪著眼睛

怒目相嚮，以威喝罰惡。

不動明王

守護如來、菩薩、明王不為佛敵所侵的守

護神，多起源於婆羅門教。

四天王・金剛力士

大日如来

十一面觀音菩薩

不動明王

毘沙門天

如来 (Nyorai)

菩薩 (Bosatsu)

明王 (Myōō)

天部 (Tembu)



四國地區觀光官方網站
網羅四國觀光資訊的多國語系對應網站

※本刊記載的資訊截止到2015年3月

四國觀光推進機構
760-0019 香川縣 高松市Sunport 2-1 

◆嚮外國旅客提供觀光導遊服務

◆提供免費外語版觀光導遊手冊及地圖

◆提供通過電話和書面諮詢的觀光資訊服務

JNTO認定外國人觀光資訊處

（財）德島縣國際交流協會（「TOPIA」資訊處）
〒770-0831　德島市寺島本町西1-61 　Clement  Plaza  6F
電話：088-656-3303
E-mail　topia@topia.ne.jp 　URL　http://www.topia.ne.jp 

三好市觀光資訊處
〒778-0003　德島縣三好市池田SARADA 1810-18
電話：0883-76-0877

高松市資訊廣場
〒760-0011　香川縣高松市濱之町1-16 
電話：087-851-2009

香川觀光資訊處 (K-Tic)
〒760-0051　香川縣高松市南新町8-45
電話：087-813-1094

高松機場綜合資訊處
〒761-1401　香川縣高松市香南町岡1312-7
電話：087-835-8110

道後資訊處
〒790-8570　愛媛県松山市道後湯之町6-8
電話：089-943-8342

愛媛縣國際交流中心 (EPIC) 
〒791-8057　愛媛縣松山市道後一萬1-1
電話：089-917-5678

E-mail　k-tic@live.jp

E-mail　info@epic.or.jp
URL　http://www.epic.or.jp/

今治地方觀光資訊中心
〒794-0028　愛媛縣今治市北寶來町1-729-8
電話：0898-36-1118

高知縣 i 資訊中心
〒780-0056　高知縣高知市北本町2-10-17
電話：088-826-3337

四万十市觀光資訊處
〒787-0015　高知縣四萬十市右山383-15
電話：0880-35-4171

http://www.tourismshikoku.tw/



因為一部NHK日劇《迷路的

大人們》讓我認識遍路，後來甚

至迷上了遍路，想要親自去走走

看。2009年，我和我的朋友M一

起完成了一趟步行通打遍路。旅

行結束後，我在部落格分享遍路

遊記，在臉書上開設「四國遍路

同好會」，並出版《遍路：1200

公里四國徒步記》，讓中文世界

的朋友們可以更方便地認識這條

包含宗教、歷史、文化意涵兼具

的心靈之路，更有了一個可以互

相交流討論、分享訊息的平台。

遍路旅行和一般的背包旅行不太一樣，遍路道有被安排好的

路線，只要事前準備妥當，按著地圖和指標走，其實不用太擔心

吃住的問題；路標指示多為漢字，對中文使用者來說也無障礙；

四國當地雖然英文不通行，但當地人的熱情與對遍路者的認同及

接待，也化解了語言的隔閡；以一座一座寺作為區段，遍路者有

明確的進度可以依循；而就我個人來說，雖然不是真言宗的信

徒，但是當步行到每一座寺，和寺內的本尊神佛及空海大師行禮

時，還是會感受到深刻正面的肯定力量。

空海大師的故事就像是四國四縣在遍路道上各具有的意義：

發心、修行、菩提、涅槃。由他開出了輪廓，然後經由一代又一

代的人，受其精神感召，堅定守護那條環狀道，使之延續到現

代。

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能夠依著一條路與大師的人生和其

開創的歷史串聯，何其有幸。因為這條路所代表的是一股如你我

的人類曾經創造出的力量，既堅強而溫暖，人該擁有的行動力、

耐力、與友善的同悲同喜，這條路都能給予。

回想著這趟旅行，儘管是走完多年後的今天，心裡仍是喜

悅。這一路上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四國人的親切友善，讓人

難忘，也讓我把四國當作我的第二故鄉──那是我曾靠自己的力

量踏遍的土地。

這是一條很棒的路，從視覺上會得到很多的美景滋潤，也會吃

到很多從山水土地裡蘊育出的美味，得到很多善意的支持，也能和

自己更貼近。相信我，這條路上有的，比我能說出的更豐富。

推薦者  小歐
●「四國遍路同好會」發起人／《遍路：1200 公里四國徒步記》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