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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太阳最早升起的城市

清澄寺“旭森”的纬度·经度·标高的正确测量结果为纬度35度9分21秒，经度140度9分20秒，
标高333.636米。因此，依据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网站上对新年日出时间的调查结果，这里的日出
在早晨6点44分，仅次于富士山顶，是日本日出最早的城市。

据说日莲圣人诞生时，鲷浦聚集了无数鲷鱼，
令村民十分惊讶。这便是三大奇观之一，当地
人们目睹这一景象后，相信鲷鱼是圣人的使
者，对鲷鱼精心呵护。现在来鲷浦乘坐游览
船，还能看到鲷鱼成群嬉戏的景象。鲷浦是鲷
的栖息地，指定的特别天然纪念物，环游鲷浦
大约需要30分钟。

四方木地区，沿县道往右手方向行进大约1公
里，再走大约150米山路，有一处人间秘境。
映入眼帘的是高10米、宽8米的瀑布，正面右
侧称为雄瀑，左侧称为雌瀑。新绿如洗的初夏
和红叶似火的初冬时节，雨后水量十分充沛，
值得一赏。这里还是不为人知的红叶胜地，附
近有观瀑台和可以欣赏风景的步道。

为纪念日莲诞生所建的寺，是日莲宗的总寺。
传说在日莲诞生时，家中庭院中突然涌出清
泉，门前的海上莲花盛开，还中聚集了无数大
小鲷鱼，被称为圣人诞生的三大奇观。

沿清澄养老线往君津方向，山路渐渐险峻，空
气也益发凉爽。11月下旬到12月间是观赏天津
小湊奥座白岩红叶的最佳时期。此时红叶绚
烂，层林尽染。

清澄寺是有1200年悠久历史的名刹，环绕于千
年古杉间，旭森是寺内最高的地方。据说在东
关东地区，这里是最早看见日出的地方，日莲
圣人在山顶面对朝日悟出真谛，置身于此，仿
佛冥冥之中真有定数，给人奇异的感受。清澄
寺最早建造时是天台宗的寺宇，后来转为真言
宗，昭和24（1949）年归于日莲宗。

神社中供奉了天照皇大神、丰受大神、八重事代
主神、大山大神等七位神灵，也称作“ 房州伊势
宫 ”。神社内种着“ 流苏树 ”（别名萝卜丝花）
，
是县的天然纪念物。

天小弁天周边的礁石群在退潮后一直延伸到
100多米的海中，是县内屈指可数的羊栖菜和
海苔产地。礁石群的气味与诞生寺内香火的气
味入选了环境省的“气味风景100选”。

城崎海水浴场位于天津小湊地区的中央部，神
明川河口附近，银色的沙滩绵延约300米。阳
光绚烂耀眼，波浪青透起伏，号称南房总第
一，尤其深受年轻人青睐，每年开放时都会迎
来如潮的宾客。城崎海岸还是眺望夕阳的好去
处，霞光染红了银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水面，让
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

KAMOGAWA
Chiba, JAPAN

观光

長狭大山
天津小湊
鴨川市里

太海

海洋动物们的表演成为鸭川代表性旅游观光地
之一。凶猛的虎鲸、聪慧的海豚以及拥有高超
演技的海狮等。水族馆设备齐全，再现入海河
川流势，领略海洋生态体系。

安静的渔港、错落有致的民房，感受渔民巷特
有的氛围。

鸭川市最大海岸。夏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享受
海水浴。海滨散步区成为每天早晚散心的首
选，备受欢迎。

与出生于鸭川市小凑的日莲宗祖师日莲圣人颇
有渊源。高大的罗汉松尤其引人注目。寺内夏
天盛开美丽的绣球花。

鸭川市唯一的酿酒处。因酒类丰富而备受欢
迎。特设试饮专柜，喜欢日本酒的朋友务必前
来品尝。

应季农产品直销店，使用时令食材的餐厅，更
可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单车游览田园风光。

园内四季鲜花盛开，色彩缤纷，品种丰富，大
约有2000多种。全天候温室载满各种南方之
物，以及花卉钟、花圃，更能尽情享受垂钓。

日本梯田百景之一，375 块梯田勾勒出曲线优美
的阶梯型，展现日本原始风景，秋夜更有开灯活
动。

千叶县指定观光名胜，属于平野仁右卫门氏所
有。摇橹划船驶入岛内。岛上除拥有300年以
上历史的日式住房可供观赏外，亦有特色的野
生植物。

坐落高台的古刹，可将长狭平原和太平洋尽收
眼底。不动堂的2尊龙雕出自江户时代雕刻大
师伊八。由志愿者导游陪伴更能学习历史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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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堪称鸭川春天味觉代表，新年伊始即可采摘品尝。
南部故乡 （鸭川市宫山 1696 TEL 04-7099-8055）
田村农园 （鸭川市南小町 2034 TEL 04-7097-1162）

春花烂漫的花园，芬芳的花丛中拍照留念感觉如何。采摘的鲜花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车站鸭川海洋公园 （鸭川市江见太夫崎 22 TEL04-7096-1911）
○Farmer's shop 鸭川花站 （鸭川市西江见 832 TEL04-7096-0417）

日本春天的风景诗、市里有两处染井吉野（樱花）赏花名胜。柔美的樱花盛开使赏花之人心情
愉悦。
○一战场公园 （鸭川市贝渚 3277 TEL04-7093-1678）
○内浦山县民森林 （鸭川市内浦 3228 TEL04-7095-2821）

鸭川市开设5处海水浴场，各具特色，尽情享受。
〇前原海水浴 ………… 离JR安房鸭川车站徒步行走5分钟，是市内最大的海水浴场。辽阔的海
滨沙滩和散步场地宛如夏威夷。
〇太海海水浴场 ……… 离JR太海车站徒步行走5分钟，海岸边的岩石错落有致，尽情享受海水浴。
〇江见海水浴场 ……… 离JR江见车站徒步行走10分钟，海滨沙滩略显精致。避开拥挤的人群，享受宁静。
〇城崎海水浴场 ……… 离JR安房天津站徒步行走15分钟，拥有南方総首屈一指的水质，
引以自豪的白沙的美丽海水浴场。
〇内浦海水浴场 ……… 离JR安房小凑站徒步行走5分钟。风平浪静的内浦湾，最适合带家人游玩。
离天津驱车约20分钟，位于与君津市交界处的秘境、四方木。晚秋的红叶堪称绝境。特别是，
尤其是峭立的白岩的映射之下。满山遍野美丽的红叶更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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⓬
⓭

⓮

⓫

❻

❺

❽
❿❾

❹
❸
❷
❶

天津小湊

鴨川市里
❶

旅馆

新黑潮

❷

三水饭店

在鴨川市小湊 182-2 ……… TEL 04-7095-3333 ……… 全 32 房间、
130 人容纳 ……价格 \13,000 ～ \25,000

❸

新小湊饭店 吉梦

在鴨川市小湊 182-2 ……… TEL 04-7095-2111 ……… 全 100 房间、550 人容纳 ……价格 \15,000 ～ \30,000

❹

小湊渔师料理·海之庭

在鴨川市小湊 169 ………… TEL 04-7095-2611 ……… 全 8 房间、
40 人容纳 ………价格 \15,000 ～\23,000

❺

旅館安房家

在鴨川市内浦 2779 ……… TEL 04-7095-2606 ……… 全 10 房间、
50 人容纳 ……价格 \10,000 ～ \20,000

❻

鴨川饭店三日月

在鴨川市内浦 2781 ……… TEL 04-7092-2121 ……… 全 171 房间、
1,000 人容纳…价格 \13,000 ～ \35,000

❼

旬彩之宿 绿水亭

在鴨川市内浦 1385 ……… TEL 04-7095-3030 ……… 全 15 房间、
60 人容纳 ……价格 \24,000 ～ \46,000

❽

丰明殿饭店

在鴨川市内浦 14 ………… TEL 04-7095-2334 ……… 全 16 房间、
76 人容纳 ……价格 \10,000 ～ \27,000

❾

绿色广场饭店鴨川

在鴨川市天津 3289-2……… TEL 04-7094-2525 ……… 全 62 房间、
264 人容纳 ……价格 \10,000 ～ \21,000

❿

宿 中屋

在鴨川市天津 3287 ……… TEL 04-7094-1111 ……… 全 44 房间、
220 人容纳 ……价格 \13,000 ～ \30,000

⓫

鴨川山冈饭店

在鴨川市天津 3164-7……… TEL 04-7094-2535 ……… 全 70 房间、
330 人容纳 ……价格 \15,000 ～ \30,000

⓬

蓬莱屋旅馆

在鴨川市天津 1376 ……… TEL 04-7094-0029 ……… 全 17 房间、
50 人容纳 ……价格 \16,000 ～ \36,000

⓭

旅馆富岡

在鴨川市天津 1072 ……… TEL 04-7094-0315 ……… 全 8 房间、
32 人容纳 ………价格 \8,000 ～ \12,000

⓮

白鹭庄园

在鴨川市天津 1847-4……… TEL 04-7094-2431 ……… 全 27 房间、
105 人容纳 ……价格 \6,820 ～

在鴨川市小湊 196 ………… TEL 04-7095-3455 ……… 全 8 房间、
30 人容纳 ……… 价格 \10,000 ～\20,000

太海

除旅馆、宾馆外还有大量家庭旅店、简易旅馆等住宿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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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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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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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❼

⓫

太海

❿

❶

矶波

鴨川市里

❶

旅馆

❷

宿驿鸭川

在鴨川市横渚 789-4 ……… TEL 04-7099-0750 ……… 全 17 房间、
45 人容纳 ……价格 \5,000 ～ \8,000

❸

鴨川馆

在鴨川市西町 1179 ……… TEL 04-7093-4111 ……… 全 65 房间、
400 人容纳 ……价格 \24,000 ～ \36,000

❹

鴨川大饭店

在鴨川市広場 820 ………… TEL 04-7092-2111 ……… 全 120 房间、645 人容纳 ……价格 \15,000 ～ \35,000

❺

简易保险的饭店 鴨川

在鴨川市西町 1137 ……… TEL 04-7092-1231 ……… 全 53 房间、
200 人容纳 ……价格 \8,500 ～ \16,000

❻

鴨川海洋世界饭店

在鴨川市東町 1464-18 …… TEL 04-7092-2121 ……… 全 74 房间、
371 人容纳 ……价格 \13,000 ～ \22,000

❼

鴨川宇宙饭店

在鴨川市前原 69 ………… TEL 04-7092-1361 ……… 全 50 房间、
216 人容纳 ……价格 \14,000 ～ \17,000

❽

魚眠庵MARUKI本馆

在鴨川市横渚 543 ………… TEL 04-7093-2181 ……… 全 6 房间、
33 人容纳 ………价格 \16,000 ～\26,000

❾

中村饭店

在鴨川市横渚 843 ………… TEL 04-7092-2258 ……… 全 14 房间、
40 人容纳 ……价格 \13,000 ～ \18,000

❿

旅馆

在鴨川市貝渚 2278 ……… TEL 04-7092-0364 ……… 全 7 房间、
25 人容纳 ………价格 \7,000 ～

⓫

洋式旅馆

在鴨川市貝渚 2611-1……… TEL 04-7092-0369 ……… 全 7 房间、
30 人容纳 ……… 价格 \11,000 ～ \16,000

松岛
中东艺术

在鴨川市太海西乙 3-332-7… TEL 04-7098-2100 ……… 全 10 房间、
22 人容纳 ……价格 \12,000 ～ \13,000
除旅馆、宾馆外还有大量家庭旅店、简易旅馆等住宿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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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❺

太海

❶

新井旅馆

❷

海边之旅馆

❸

旅馆

❹

海光苑饭店

在鴨川市太海 110 ………… TEL 04-7092-2131 ……… 全 39 房间、
200 人容纳 ……价格 \11,000 ～ \14,000

❺

矶之旅馆

在鴨川市太海浜 24-1 …… TEL 04-7092-1143 ……… 全 14 房间、
50 人 …………价格 \13,000 ～ \18,000

❻

Chisan Resort 鴨川

在鴨川市太海浜 73-1 …… TEL 04-7092-1341 ……… 全 31 房间、
104 人容纳 ……价格 \10,000 ～ \13,000

❼

吉岡旅馆

在鴨川市太海 2356 ……… TEL 04-7092-0656 ……… 全 10 房间、
35 人容纳 ……价格 \10,000 ～ \13,000

❽

善野屋旅馆

在鴨川市太海浜 193 ……… TEL 04-7092-1167 ……… 全 11 房间、
50 人容纳 ……价格 \10,000 ～

❾

船付旅馆

在鴨川市江見青木 65 …… TEL 04-7096-1200 ……… 全 12 房间、
46 人容纳 ……价格 \11,000 ～ \19,000

在鴨川市太海 1861 ……… TEL 04-7092-0818 ……… 全 10 房间、
40 人容纳 …… 价格 \11,000 ～ \12,000

财神爷

江泽馆

外房

在鴨川市太海 2345 ……… TEL 04-7092-2226 ……… 全 20 房间、
70 人容纳 ……价格 \11,000 ～ \18,000
在鴨川市太海浜 153 ……… TEL 04-7092-2270 ……… 全 10 房间、
50 人容纳 ……价格 \11,000 ～ \12,000

除旅馆、宾馆外还有大量家庭旅店、简易旅馆等住宿设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