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12. 

■開園／開館時間

休園日／ 12 月第一個週三及其隔日

期　間  Period

一般時期
Normal

10月～2月
Oct.－Feb.

海洋博公園 Ocean Expo Park

沖繩鄉土村
Native Okinawa Village

沖繩鄉土村
Native Okinawa Village

海洋博公園 Ocean Expo Park夏　季
Summer

3月～9月
Mar.－Sep.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及其週邊設施營業時間，將因＂淡季＂與＂旺季＂

（春假，黃金週，暑假，寒假）之分而有所變動。

8:00 8:30 17:30 18:00 18:30 19:30 20:00 20:3019:00

905-0206 沖繩縣國頭郡本部町字石川 424 號

諮 詢 窗 口諮 詢 窗 口

海洋博公園管理中心
Ocean Expo Park Management Center

TEL：0980-48-2741　FAX：0980-48-3339　
繁體中文HP：http://oki-park.jp/kaiyohaku/tc/

沖繩鄉土村沖繩鄉土村
思絡植物園思絡植物園

沖繩鄉土村重現了琉球

王國時代的村落樣貌。

園區內有成為古人心靈寄

託的御嶽和祭神亭等參拜

地點，古民宅，祝女（女

祭司）宅邸以及地主代官

宅邸，糧倉，製糖坊等建

築，可以想像當時人們所過的生活。

以植栽展示創作於12世紀到17世紀初期的沖繩最古老歌謠集

「思草紙」中提到的22種植物。

「思草紙」的"思"，讀音【o-mo-ro】，琉球語讀音【u-mu-ri】，
一般日語發音則為"思（o-mo-i）"。比起內在思考的"思"，更偏
向祈求村落整體和平與繁榮，並將這種想法和"情思"上告神

明，也有人說是一種類似咒語的文字。

請從各種植物當中，感受遠古"思之時代"的人們與自然之間的

緊密連結。

思絡植物園 沖繩鄉土村

沖繩最古老歌謠集
「思草紙」中提到

的各種植物

園內的『神木』 「思草紙」中提及的沖繩原生種植物（共22種）

全22種植物的

詳細資訊請見

植物園探險地圖▶

https://oki-park.jp/sp/kaiyohaku/tc/inst/72欖仁樹
(Terminalia catappa; Combretaceae)

山櫻花
(Prunus campanulata; Rosaceae)

琉球矢竹
(Pleioblastus linearis; Poaceae)

苧麻
(Boehmeria nivea: Urticaceae)

琉球松
(Pinus luchuensis; Pinaceae)

水稻
(Oryza sativa; Poaceae)

臺灣香檬
(Citrus depressa; Rutaceae)

和名：Momotamana (Kobateishi)
科名：使君子科

方言名稱／Kufadiisaa，
　　　　　Kubadeisa，Nmaagii

和名：Hikanzakura
科名：薔薇科

方言名稱／Sakura

和名：Ryuukyuuchiku
科名：禾本科

方言名／Yanbarudaki，Yamadaki

和名：Mao
科名：蕁麻科

方言名／Maau，Bu

和名：Ryukyumatsu
科名：松科

方言名／Maachi，Machi

和名：Ine
科名：禾本科

方言名／Soni

和名：Hiramiremon
科名：芸香科

方言名／Kuganii，Shiikuaasaa

蒲葵
(Livistona chinensis; Arecaceae)
和名：Birou　科名：棕櫚科　
方言名／Kuba

桑樹被視為神木，據說能驅

除惡神，因此在"Shinugu（祈
求豐收的年度活動之一）"期

間進行"Ufuyumi"時，會使用
桑樹枝條製成的弓。

另外，桑樹與太陽神也有

關係，因此遇到雷雨時，沖

繩人會說"Kuaaginu(shicha) 
debiiru（意為"我在桑樹下"
，有祈求雷電不要落下的意

思。）"

小桑樹
(Morus australis; Moraceae)
和名：Shimaguwa　科名：桑科
方言名稱／Kuaagi，Kuaa，Kongi，Nandashii

"更進一步"體驗沖繩鄉土村的樂趣吧!

■影像節目「生命之結」
在休息處與人文框會播放

動畫影片，可欣賞到沖繩

自古以來的風俗習慣。

■舞台演出
"休息處"隔壁的舞台會上演當地傳統藝術節目

（照片為本部町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財"松竹梅鶴龜"）

■沖繩鄉土村探險小測驗
來使用手邊的智慧型手機，在沖

繩鄉土村內探險並挑戰知識問答

比賽吧。

■人文框　VR
在思絡植物園隔壁的"人文框"，

以智慧型手機等裝置掃描，即

可透過虛擬現實(VR)，觀賞沖
繩最古老歌謠集「思草紙」當

中歌詠的情景。

生長於沖繩當地御嶽等聖域的神

木，又稱"Kuba的御嶽"，"Kubonu御
嶽"。

其葉子從以前就被用來製作生活用

品，例如打水用的吊桶，團扇及漁夫

戴的"斗笠"。

Kuba（蒲葵）在古事紀裡稱為"阿知
末佐之木"，自古以來受到大和朝廷

重視，據說阿波國和淡路島上的阿知

末佐之木還曾經成為貢品。

▲小測驗問題請見此



海人之路（水之階梯）
擺放琉球石灰岩和蘇鐵，以枯
山水為靈感來源的庭園。
可以遠眺東海的新拍照景點。

族長宅邸
族長宅邸是村落的本家祖宅，
也是根 人( N i i c h u) 與 根 神
(Nigami)等主持村落家族團體
祭祀之人的住處及祭祀會場。

地主代官宅邸
地主代官是1611～1897年各間切
（等同於現代的市鎮鄉）的地主
（領主）官員，也是負責管理地
方行政的人（等於現在的市，村，
里長），由當地較有權勢的百姓
擔任。地主代官的職責是分配耕
地（土地劃分等），保護林野，徵
收並上繳各項稅務等行政管理
工作。

騎馬場（操場）
50公尺加長版大型戶外遊具登場。
快來挑戰抱石，吊橋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吧!

近年的民居
沖繩在1889年（明
治22年）廢除住宅
建造限制，之後各
地民宅也陸續開始
採用赤瓦屋頂。採
主屋與廚房結合成
為獨棟形式，並設
有屋簷以抵擋強烈
的日照和雨水。

沖繩糧倉
地板架高以保證通風，在防潮方面下了諸多工夫的
穀物儲藏庫。以大宜味村喜如嘉和名護市字我部祖
河等兩地現存的糧倉為原型。

遠古時光悄悄復甦。遠古時光悄悄復甦。
　您將穿越時空，來到琉球王國時代的沖繩。　您將穿越時空，來到琉球王國時代的沖繩。

祝女（女祭司）宅邸
"祝女"是掌管村落神事祭祀的神女。
其職責是為村民祈禱健康與豐收，並主持感謝
豐收的祭典。

"人文框"（寓教於樂的休憩場所）　
在這裡可以一邊遊玩，一邊透過沖繩人民與植
物間的關聯，學習「思草紙」中歌詠的時代世
界觀。

本部町民居
本建築以公園附近現存的昭和初期農舍為原
型，呈現出年代最古老的穴屋型民宅。
建築由主屋和廚房(Tungwa)等兩個結構組成，
屋頂是以細圓木為骨架的茅草屋頂。

拜井泉
祖先代代傳承的井泉或池塘
等水源地稱為"拜井泉"，人
們會在這裡祭祀水神。這裡
是人民的信仰中心，也是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休憩場所。

正面入口前
沖繩鄉土村的入口處設有以
旗竿為靈感來源，高達8公尺
的門柱。以琉球歌謠「鳳仙
花」歌詞中提到的鳳仙花和
北極星為主題。

休息處與舞台
走進琉球王國時代的訪客們第一個來到的空間。
這裡兼具休息室，沖繩鄉土村服務中心以及演出後台的功能。

奄美民居
奄美民居一般以主屋和廚房(Togura)分離的兩棟
式建築為特徵。主屋格局以前後兩室並列為基本，
分別稱為前室"(Omote)"，後室"(Uchi(Ura))"。以鹿
兒島縣大島郡大和村名音的民居為原型。

其他房屋及設施詳情請見
◀鄉土村探險地圖。

電動遊覽車遊覽景點諮詢處

咖啡廳

商店

電扶梯

投幣式寄物櫃人工肛門者專用洗手間

瞭望台嬰幼兒室

休息室醫護所

出借中心（輪椅及嬰兒車）

洗手間（身障人士專用洗手）

自動販賣機

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

舞台舞台拜井泉拜井泉

御嶽御嶽

祭神亭祭神亭

沖繩糧倉沖繩糧倉

與那國民居與那國民居

奄美糧倉奄美糧倉

思絡植物園思絡植物園芋頭池塘芋頭池塘

人文框人文框

近年的民居近年的民居

王國時代的民居王國時代的民居

奄美民居奄美民居

本部町民居本部町民居

"理想鄉"祭拜所"理想鄉"祭拜所

祝女（女祭司）宅邸祝女（女祭司）宅邸

地主代官宅邸地主代官宅邸

海人之路（水之階梯）海人之路（水之階梯）

⬆⬆

海豚劇場海豚劇場

熱帶夢幻中心熱帶夢幻中心

➡➡

製糖坊製糖坊

騎馬場（操場）騎馬場（操場）

黑潮樓梯黑潮樓梯

族長宅邸族長宅邸

噴泉廣場噴泉廣場

綜合問詢處綜合問詢處

海洋文化館海洋文化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