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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狭大山

太海

鴨川市裡

天津小湊

觀光 KAMOGAWA
Chiba, JAPAN

鴨川市自然資源豐富，區域景觀各具特色，來鴨川定會有超值享受。 

鴨川市裡 
海洋動物們的表演成為鴨川代表性旅遊觀光地之一。 
兇猛的虎鯨、聰慧的海豚以及擁有高超演技的海獅等。 
水族館設備齊全，再現入海河川流勢，領略海洋生態體系。 

鴨川海洋世界 

長狹大山 
前原橫渚海岸 
（入選日本海濱百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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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田釀酒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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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川市最大海岸。夏季吸引大批遊客前來享受海水浴。 
海濱散步區成為每天早晚散心的首選，備受歡迎。 

與出生於鴨川市小湊的日蓮宗祖師日蓮聖人頗有淵源。 
高大的羅漢松尤其引人注目。寺內夏天盛開美麗的繡球花。 

園內四季鮮花盛開，色彩繽紛，品種豐富， 
大約有 2000 多種。全天候溫室載滿各種南方之物， 

以及花卉鐘、花圃，更能盡情享受垂釣。 

千葉縣指定觀光名勝，屬於平野仁右衛門氏所有。 
搖櫓划船駛入島內。島上除擁有 300 年以上歷史的 

日式住房可供觀賞外，亦有特色的野生植物。 

安靜的漁港、錯落有致的民房， 
感受漁民巷特有的氛圍。 

鴨川市唯一的釀酒處。因酒類豐富而備受歡迎。 
特設試飲專櫃，喜歡日本酒的朋友務必前來品嚐。 

應季農產品直銷店，使用時令食材的餐廳， 

更可提供自行車租賃服務，單車遊覽田園風光。 

日本梯田百景之一，375 塊梯田勾勒出曲線優美的 
階梯型，展現日本原始風景，秋夜更有開燈活動。 

坐落高台的古剎，可將長狹平原和太平洋盡收眼底。 

不動堂的 2 尊龍雕出自江戶時代雕刻大師伊八。 

由志願者導遊陪伴更能學習歷史知識。 



長狭大山

太海

鴨川市裡

天津小湊

四季觀光 KAMOGAWA
Chiba, JAPAN

鴨川市自然資源豐富，區域景觀各具特色，來鴨川定會有超值享受。 

草莓堪稱鴨川春天味覺代表，新年伊始即可採摘品嚐。 
南部故鄉(鴨川市宮山 1696 TEL04-7099-8055) 
田村農園(鴨川市南小町 2034 TEL04-7097-1162) 

春花爛漫的花園，芬芳的花叢中拍照留念感覺如何。採摘的鮮花可以送給親朋好友 
〇車站鴨川海洋公園 （鴨川市江見太夫崎 22 TEL04-7096-1911） 
〇Farmer's shop 鴨川花站 （鴨川市西江見 832 TEL04-7096-0417） 

日本春天的風景詩、市裡有兩處染井吉野（櫻花）賞花名勝。柔美的櫻花盛開使賞花

之人心情愉悅。 
〇一戰場公園(鴨川市貝渚 3277 TEL04-7093-1678) 
〇內浦山縣民森林(鴨川市內浦 3228 TEL04-7095-2821) 

賞 

〇前原海水浴・・・離 JR 安房鴨川車站徒步行走 5 分鐘，是市內最大的海水浴場。 

遼闊的海濱沙灘和散步場地宛如夏威夷。 

〇太海海水浴場・・・離 JR 太海車站徒步行走 5 分鐘，海岸邊的岩石錯落有致，盡情享受海水浴。 

〇江見海水浴場・・・離 JR 江見車站徒步行走 10 分鐘， 

海濱沙灘略顯精緻。避開擁擠的人群，享受寧靜。 

〇城崎海水浴場・・・離 JR 安房天津站徒步行走 15 分鐘， 

擁有南方総首屈一指的水質，引以自豪的白沙的美麗海水浴場。 

〇內浦海水浴場・・・離 JR 安房小湊站徒步行走 5 分鐘。風平浪靜的內浦灣，最適合帶家人遊玩。 

◆紅葉（１１月下旬～１２月上旬） 
 

離天津驅車約20分鐘，位於與君津市交界處的祕境、四方木。晚秋的紅葉堪稱絕境。
特別是，尤其是峭立的白岩的映射之下。滿山遍野美麗的紅葉更值得一看。 



住宿 KAMOGAWA
Chib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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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南國風光的鴨川溫泉水和絕景露天浴池的小湊溫泉大約同時開設，以絕景露
天溫泉為首，風景各具特色，客人可盡情享受。 

天津小湊地區的飯店•旅館 

 

①旅館新黑潮―― 在鴨川市小湊 196 (TEL 04－7095－3455：全 8 房間：30 人容納：價格¥10，000～¥20，000) 

②三水飯店―― 在鴨川市小湊 182-2 （TEL 04-7095-3333：全 32 房間、130 人容納：價格¥13,000～¥25,000） 

③新小湊飯店吉夢――  在鴨川市小湊 182-2 （TEL 04-7095-2111：全 100 房間、550 人容納：價格¥15,000～¥30,000） 

④小湊漁師料理•海之庭―― 在鴨川市小湊 169 （TEL 04-7095-2611：全 8 房間、40 人容納：價格¥15,000～¥23,000） 

⑤旅館安房家――  在鴨川市內浦 2779 （TEL 04-7095-2606：全 10 房間、50 人容納：價格¥10,000～¥20,000） 

⑥鴨川飯店三日月―― 在鴨川市內浦 2781 （TEL 04-7095-3111：全 171 房間、1､000 人容納：價格¥13,000～¥35,000） 

⑦旬彩之宿綠水亭―― 在鴨川市內浦 1385 （TEL 04-7095-3030：全 15 房間、60 人容納：價格¥24,000～¥46,000） 

⑧豐明殿飯店―― 在鴨川市內浦 14 （TEL 04-7095-2334：全 16 房間、76 人容納：價格¥10,000～¥27,000） 

⑨綠色廣場飯店鴨川――在鴨川市天津 3289-2 （TEL 04-7094-2525：全 62 房間、264 人容納：價格¥10,000～¥21,000） 

⑩宿 中屋 ―― 在鴨川市天津 3287 （TEL 04-7094-1111：全 44 房間、220 人容納：價格¥13,000～¥30,000） 

⑪鴨川山岡飯店―― 在鴨川市天津 3164-7 （TEL 04-7094-2535：全 70 房間、330 人容納：價格¥15,000～¥30,000） 

⑫蓬萊屋旅館―― 在鴨川市天津 1376 （TEL 04-7094-0029：全 17 房間、50 人容納：價格¥16,000～¥36,000） 

⑬旅館富岡 ―― 在鴨川市天津 1072 （TEL 04-7094-0315：全 8 房間、32 人容納：價格¥8,000～¥12,000） 

⑭白鷺莊園 ―― 在鴨川市天津 1847-4 （TEL 04-7094-2431：全 27 房間、105 人容納：價格¥6,820～） 

除旅館、賓館外還有大量家庭旅店、簡易旅館等住宿設施等。 



長狭大山

太海

鴨川市裡

天津小湊

鴨川市裡

住宿 KAMOGAWA
Chiba, JAPAN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❽

❾

❿

11

 
具有南國風光的鴨川溫泉水和絕景露天浴池的小湊溫泉大約同時開設，以絕景露天溫泉為

首，風景各具特色，客人可盡情享受。 

 

鴨川市裡的飯店•旅館 
 ①旅館磯波―― 在鴨川市貝渚 2611-1 （TEL 04-7092-0369： 全 7 房間、30 人容納：價格¥11,000～¥16,000） 

②宿驛鴨川―― 在鴨川市橫渚 789-4 （TEL 04-7099-0750： 全 17 房間、45 人容納：價格¥5,000～¥8,000） 

③鴨川館 ―― 在鴨川市西町 1179 （TEL 04-7093-4111： 全 65 房間、400 人容納：價格¥24,000～¥36,000） 

④鴨川大飯店―― 在鴨川市広場 820 （TEL 04-7092-2111： 全 120 房間、645 人容納：價格¥15,000～¥35,000） 

⑤簡易保險的飯店鴨川―― 在鴨川市西町 1137 （TEL 04-7092-1231： 全 53 房間、200 人容納：價格¥8,500～¥16,000） 

⑥鴨川海洋世界飯店―― 在鴨川市東町 1464-18 （TEL 04-7092-2121： 全 74 房間、371 人容納：價格¥13,000～¥22,000） 

⑦鴨川宇宙飯店―― 在鴨川市前原 69 （TEL 04-7092-1361： 全 50 房間、216 人容納：價格¥14,000～¥17,000） 

⑧魚眠庵 MARUKI 本館―― 在鴨川市橫渚 543 （TEL 04-7093-2181： 全 6 房間、33 人容納：價格¥16,000～¥26,000） 

⑨中村飯店 ―― 在鴨川市橫渚 843 （TEL 04-7092-2258： 全 14 房間、40 人容納：價格¥13,000～¥18,000） 

⑩旅館松島―― 在鴨川市貝渚 2278 （TEL 04-7092-0364： 全 7 房間、25 人容納：價格¥7,000～） 

⑪洋式旅館中東藝術―― 在鴨川市太海西乙 3-332-7 （TEL 04-7098-2100： 全 10 房間、22 人容納：價格¥12,000～¥13,000） 

除旅館、賓館外還有大量家庭旅店、簡易旅館等住宿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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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KAMOGAWA
Chiba, JAPAN

飯店•旅館 

具有南國風光的鴨川溫泉水和絕景露天浴池的小湊溫泉大約同時開設，以絕景露天溫泉為

首，風景各具特色，客人可盡情享受。 

①新井旅館 ―― 在鴨川市太海 1861 （TEL 04-7092-0818： 全 10 房間、40 人容納：價格¥11,000～¥12,000） 

②海邊之旅館財神爺―― 在鴨川市太海 2345 （TEL 04-7092-2226： 全 20 房間、70 人容納：價格¥11,000～¥18,000） 

③旅館江澤館―― 在鴨川市太海浜 153 （TEL 04-7092-2270： 全 10 房間、50 人容納：價格¥11,000～） 

④海光苑飯店―― 在鴨川市太海 110 （TEL 04-7092-2131： 全 39 房間、200 人容納：價格¥11,000～¥14,000） 

⑤磯之旅館外房―― 在鴨川市太海浜 24-1 （TEL 04-7092-1143： 全 14 房間、50 人容納：價格¥13,000～¥18,000） 

⑥Chisan Resort 鴨川―― 在鴨川市太海浜 73-1 （TEL 04-7092-1341： 全 31 房間、104 人容納：價格¥10,000～¥13,000） 

⑦吉岡旅館 ―― 在鴨川市太海 2356 （TEL 04-7092-0656： 全 10 房間、35 人容納：價格¥10,000～¥13,000） 

⑧善野屋旅館―― 在鴨川市太海浜 193 （TEL 04-7092-1167： 全 11 房間、50 人容納：價格¥10,000～） 

⑨船付旅館―― 在鴨川市江見青木 65 （TEL 04-7096-1200： 全 12 房間、46 人容納：價格¥11,000～¥19,000） 

除旅館、賓館外還有大量家庭旅店、簡易旅館等住宿設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