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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领略瀛海、山峦、碧空的旖旎风光！
［futtour］

富津市
旅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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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天 宝

温暖 富津

让我们一起巡游地球吧！
房总——令人无限向往、怦然心动的
游玩胜地。
乘坐空中缆车可以抵达锯山的“地狱之窥”，在母亲牧场还可体验“惊险的蹦极”，这些无不考验着您的
胆量，您做好准备了吗？
轮渡、天然温泉和海鲜美食，为您打造身心愉悦的旅程。
无论男女老幼、单人、两人、家庭，还是团体，都能从中找到无限乐趣！
旅游项目可任意组合，按需搭配，尽享无穷妙趣。现在让我们开启“富津”之旅吧！！

海岸上盛开着鲜艳的肾叶天剑。
风情洋溢的夏日风光。

“凑川流灯”为富津的夏天增
添了一抹静穆的色彩。

这些稀奇古怪的建筑中是否隐藏着不
为人知的历史？
“富津垃圾填埋纪念馆”

可爱的动物和争妍竞秀、色彩斑斓的花卉……。
可以观赏到“母亲牧场”的自然风光。

让我们一起巡游地球。房总——令人无限向往、
怦然心动的游玩胜地！

“高宕山自然动物园”中有很多憨
态可掬的猴子！

静心眺望窈然无际的大海
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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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富津
①

锯山

在其它地方绝对看不到的数十米垂直峭
壁。非自然形成的绝壁。壁面刻有“安全第
一”的字样。这是因为锯山曾经是“房州
石”的产地。请尽情感受房州的自然景观
与当时采石工人共同创造的巧夺天工的作
品吧。

车力道曾经是从锯山向港口运输房州
石的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游览锯山。

请感受采石工人留给世人的非天然却胜似天然的鬼斧神工之作吧︒

刻有“安全第一”的采石场遗迹。目
前正在举办演唱会等野外活动。

胜景震撼，值得一看！
“高耸！” 锯山的代表景点被冠以“地狱之窥”的恐怖名称。
“摇摇欲坠！” 海拔329.5米的山顶，仿佛是大自然和人类开的一场玩笑，壁立千仞，如临深渊。
“恐怖！” 虽然有些战战兢兢，但只要舒缓气息，抬头仰望天空，碧海蓝天、翠峰秀峦就会立刻映入眼帘。
富津的“地狱”拥有世所罕见的绝景，等待着人们去游历。

地狱之窥

采石业无意间孕育的不朽杰作！无论仰观，抑或俯瞰，惟有光怪陆离的景致充盈于天地间，岿然不动。

大正7（1918）年～昭和7（1932）年期间

原味、樱花、
紫芋等3种

要不要尝试一下4分钟的空中漫步？

百尺观音

锯山遗存的最高垂直面达96米的采石场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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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的采石场山壁上凿刻的
大型观音像。顾名思义，百尺观
音的高度达到百尺（约10.3
米）。经过长达6年的凿刻，于
1966年完成。
（锯南町）
笔直如削的峭壁。

之
的“地狱
昭和初期
连接在一
是
还
，
窥”
起的。

锯山空中缆车
可360°全景观赏别具一格的四季美景，俨然一座活动的观景台。如
果天公作美，还可遥望到远处的富士山。在山顶的观景台还可拍照
留念。
电话：0439-69-2314 【营业时间】9点～17点（冬季 ～16点）
http://www.mt-nokogiri.co.jp/pc/p010000.php

小型咖啡馆
乘坐锯山空中缆车，在“锯山
山顶站”下车，就会看到有一
家小型咖啡馆。推荐的美食是
摆在铺面前用炭火烤制的烤丸
子串。
【营业时间】9点～17点（冬季 ～16点）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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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富津
②

电话：0439-37-3211【地址】田仓940-3 【交
通】从馆山自动车道“君津PA智能IC”出发， 驱车
10分钟即到/ 在JR内房线的“佐贯町站”乘坐开往
“母亲牧场”方向的巴士，到终点下车 【营业时
间】平日9点半～16点半，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
9点～17点（不同季节的营业时间略有不同）【定期
休息日】请来电咨询【停车场】有
http://www.motherfarm.co.jp

瞧，羊儿也在笑。
母亲牧场最吸引人的魅力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各种动物。
碧蓝的天空、牧场上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四季盛开的百卉千葩，和以羊驼为代表的可爱动物们，这些温暖
的画面正在向您招手。

母亲牧场

投喂饵食、轻抚头部、一同奔跑嬉戏……
不知不觉中重拾童趣、回归童心的您，定会展颜欢笑吧。
一天时间不能尽游、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这里就是母亲牧场。

欢迎

来看 我 哦 ～ ！

机，
乘上拖拉
！
！
出发

galloway
White Belted

母亲牧场漫游
乘坐拖拉机牵引车，绕行15公顷广袤牧场的巡游型旅游项目。
在导游的讲解下，还可看到许多珍奇动物，仿佛置身国外，体验短途旅行般的温馨惬意。

y”。
ite Belted gallowa
全日本只有3头“Wh
养。
饲
场
牧
亲
在母
而这3头牛都

我能做好吗～？
毛茸

亲近动物
活动
母亲牧场有丰富多彩
的活动，现对部分活动
进行介绍。

茸 且可爱 的

小动物 ～

群羊表演秀

羊群放牧活动
互动牧场

在牧羊犬的驱赶下，约150只羊
在草场上到处移动。在经历惊险
之旅后，与羊群共度愉快时光，
使疲惫的身心得到放松。
（7月、
8月休牧）

牧场从世界各地引进了19
种羊。剪毛过程演示、牧羊
犬的技能展示等，精彩看点
使人应接不暇。

与兔子、兔豚鼠、豚鼠等温顺的小
动物亲密接触的环节。可以把小家
伙抱在怀里，或者与其合影，度过
充满爱心的愉快时光。

小猪运动场
6只小猪奋力奔跑的“小猪赛跑”现场。从观众中
选出6人和小猪一起冲向终点。奔跑中的小猪体
态轻盈，动作灵活，惹人喜爱。

牧场的体验工坊
可以用羊毛制作可爱的吉祥物，或皮质
钥匙链等小物件。在工坊不仅能制作当
地的特产，还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

母亲牧场的
新鲜美食！
羔羊肉汉堡

牛奶面包干

可同时品尝手工制作的羔羊肉
汉堡和自制香肠的小资料理。

特产多 多！
酸奶饮料

牧场的夜景同样令人心旷神怡！
香草味软冰淇淋
只有在牧场才能品尝到的具有浓
郁的鲜乳风味，且入口即化的软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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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驼咖喱

夏季的烟花灿若星辰、冬季的彩灯熠熠生辉，夜晚，母亲牧场变身为浪漫之
所。连动物们也好似不忍打破这一份静谧而陶醉其中。

在母亲牧场拥有超高人气的羊驼
咖喱！
※羊驼咖喱为限量料理。

※关于焰火及彩灯的具体安排，请事先来电垂询或查看网站信息。
（照片是以前拍摄的）

加工奶酪
※照片是2014年采访时拍摄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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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PICK UP!

富津
③

乐趣多多、欢乐无限的富津市代表景点！
登上富津海岬尖端的瞭望塔，就可以望到历史悠久的海上堡垒以及巍峨的富士山等胜景。

赶海！
赶海地点可选在富津海岬的北
海岸。掘开退潮的沙滩，可以听
到蛤仔在沙沙作响！

您是否想在海滨浴场或游泳池中戏水、或进行跑步、骑自行车、打网球等运动，酣畅淋漓地尽情游玩？
如果与家人或朋友出游，则赶海是最佳选择。
如果与恋人约会，则首推夜晚。东京湾的夜景可以营造甜馨浪漫的气氛。
任何季节、任何时间都能怡怡尽乐的富津市代表休闲景点。

垂钓！

这便是富津海岬。

与家人共享这
无穷乐趣！

明治百年纪念瞭望塔
顶层的高度为21.8米，是一座模仿五叶松
形状建造的瞭望塔。它建在富津海岬的尖
端，冬季还可以看到富士山。在不同时间
段变换特有景致的东京湾，还可以眺望往
来不息的各色船只。

富津海岬有很多垂钓渔船，可
以把游客带到绝佳的垂钓点，
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能有
超出预想的收获。可以钓到望
潮鱼、黄花鱼、带鱼等各种鱼
类！

的
落日余晖下
朦 胧夜景
中之岛观景台

富津
海岬

能隔海望见富士山的海岬虽然不少，但要论最佳取景点，那就非富津海岬莫属了。耸峙
于岬角的明治百年纪念瞭望塔、矗立于海上的第一、第二海上堡垒、络绎不绝的过往
船只等，无论采用何种组合，都能构成一幅气象万千的美丽画卷！

吧！
屈一指的休闲
景点尽情游玩
在富津首

富津公园是位于富津海岬的千叶县立城市公园
占地面积达100公顷，配备了各种设施。

还有游泳池！

这里是露营区！

富津公园大型游泳池
海风习习，丽日当空，除了3种滑滑
梯游泳池，还有人工造浪池、漂流
泳池等各类游泳池可供游客选择，
是富津公园的夏季热门景点。

富津公园露营地

还可以泡海水浴！

周围被近海松树林所环抱，清风不时拂面而过，可容纳约1,000人
的露营地。也可以用作烧烤设施。

可以打网球！
富津海滨浴场
拥有富津市内最大海滩的海滨浴场。附近除
了游泳池、拾潮区、露营地等休闲设施外，
还有可以品尝新鲜海产品的饮食店。

富津公园网球场
一年中的任何时间都能畅玩的全天候网球场。有人
造草坪（5面）和硬质涂层（3面）2种可供选择。

露天剧场正在举行各种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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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津 来富津旅游绝对不可错过的美味！ 来寻访“富津美食”吧！
PICK UP!
④

“unmee
”是表示“
好吃、
味美”等意
的房州方
言。

可以 感 受 到 海滨 风 味 的自
制海苔面
饭野拉面
本店的主打料理为，以富津产海苔为
辅料的绿色秘制面条。此外，加入梅
干的上总拉面、使用秘制味噌的拉
面、以及咸味炒面也颇受欢迎。

海苔拉面

康吉鳗节

海堡盖浇饭节

Hakarime是指康吉鳗。由于康吉鳗的体形
和侧线与市场或鱼市中使用的“杆秤”类
似，因此而得名。

烹调康吉鳗时使用特制的竹篮，而且用
开业后持续添煮40年之久的秘制老汤，
烹制出柔和适口的上等佳肴。康吉鳗盖
浇饭可以享受3个阶段不同的美味。

海堡是明治到大正年间，配合首都防卫部署，而在富津海岬附近的海
面上建造的人工岛，如今已成为理想的渔场。海堡盖浇饭中使用了周
边海域捕获的新鲜海产品。
电话：0439-65-3535【地址】岩濑
993-4 【交通】从JR内房线的“大贯
站”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
11点～20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一（节
假日，仅上午营业）【停车场】有（30个
停车位）
http://www.isone.jp/

“unmee”称号的来由。

只要是有关鱼的料理，则可以任点！同
样的康吉鳗可以用不同的烹调方法做出
迥然不同的味道。切莫错过鱼缸中养的
康吉鳗，可以当场品尝康吉鳗的生鱼片
料理。

特制的竹篮

利用秘制高汤烹饪的
康吉鳗2色盖浇饭

生海苔鸡蛋卷

电话：0439-87-2021【地址】富津2027【交
通】在JR内房线的“青堀站”乘坐日东交通巴士
“富津公园”方向的巴士，在“浜町”下车即可
【营业时间】11点～20点（19点半最后下单）
【定期休息日】星期一【停车场】有（30个停车
位）
http://www.daisada.net

日式料理 宫岛

电话：0439-67-2233【地址】凑 832
【交通】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出
发，步行3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
22点（午餐：～15点）【定期休息日】
星期二【停车场】有（5个停车位）
http://satomisusi.web.fc2.com

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美味
鱼品、尤其受女性顾客欢
迎的料理店！

味感七珍

在本店能以实惠的价格品尝到用当地新
鲜食材烹制的料理。向顾客重点推荐以
康吉鳗为主料的柳川料理。能品尝到康吉
鳗别样风味的一道菜肴。

以康吉鳗为主料的柳川料理

电话：0439-67-1178【地址】海良 115-2
【交通】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出发，步行
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14点半、16点
半～21点半【定期休息日】无定期休息日【停车
场】有（30个停车位）
http://www.chibamiyajima.com

博寿司
使用本地采购的新鲜时令鱼烹制料
理是本店的特色。推荐的是，以当
日购进的鲜鱼为原料，同时配以鸡
蛋羹的寿司。

电话：0439-65-1417【地址】千种新田
1164 【交通】从JR内房线的“大贯站”
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
～15点、16点半～21点半【定期休息日】
星期二【停车场】有（30个停车位）

美味、分量十足的康吉鳗大碗天妇罗盖浇饭

令人怀念的鲜美味道，让人
忍不住再次光临的饮食店

里见寿司
在附近渔港购入的新鲜本地鱼，开朗笃厚的店主
人……本地人也时常光顾的料理店。醋拌凉菜和
鸡蛋卷也别有一番风味！

除了康吉鳗料理之外，寿司和
鳗鱼也是不错的选择

新鲜的生海苔是这样采收的

康吉鳗生鱼片

如要品尝康吉鳗手握寿司，可以光顾本地的寿司店。
鸡蛋卷的味道也是一绝！

使用当地的新鲜海产品烹制的美味
料理，价格公道。尤其是康吉鳗料
理大受欢迎，无论味道还是分量都
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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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处 大定

寿司·活鱼料理 矶根

海堡盖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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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津本地
美食

提供给顾客的都是当日煮制的
康吉鳗！

康吉鳗

在东京湾捕捞的康吉鳗，由于未经历过外海的考验，
因此身体柔软，且该海域食物充足，具有味道鲜美的
特点。与普通鳗鱼相比，具有低热量、高蛋白、胶原
蛋白丰富的特征。海堡盖浇饭中加入了刚捕获的本地
鱼，满满的一碗富津海鲜，真可谓珍馐交错、美味杂
陈。富含维生素和铁元素的生海苔，在东京湾被填埋
的今天，更是无比珍贵的食材。在产地只有冬天才能
品尝到的风味独特的佳品。

烧烤配天妇罗、生鱼片配炸鸡。
您要品尝哪种康吉鳗料理？

生海苔展销会

康吉鳗 × 海堡盖浇饭 × 生海苔

电话：0439-87-1535【地址】下饭野
330-3 【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
站”出发，驱车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
11点～20点半【定期休息日】星期四
【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使用8种食材制作的海堡盖浇饭

电话：0439-88-2281【地址】新井
78-1 【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站”
出发，驱车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
～14点半、17点～21点【定期休息日】
星期四【停车场】有（40个停车位）
http://www.hirozushi.jp

康吉鳗曲奇？！

蛋糕工坊 Custard
康吉鳗竟然能做成曲奇！当地居民
也喜爱的甜点，最适合当作礼物！
电话：0439-65-4407【地址】千种新田 61-3 【交通】
从JR内房线的“大贯站”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营业时
间】9点～19点半【定期休息日】星期一【停车场】有（3
个停车位）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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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富津
⑤

在东京湾轮渡上观看的锯山

郁郁葱葱的椰子树、用房州石砌成的石墙。金谷的景色有种不可名状而神秘瑰丽的异国情调

沿着石路，在金谷城内信步而行

包罗所有金谷特色的餐厅和交易市场。
“The Fish”是金谷的代表性餐厅和交易市场。除了可以在窗
边观看海景的餐厅外，还有年轮蛋糕屋、房总品类最齐全的土
特产市场等，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依山傍海的金谷的所有魅力。
此外，还能看到人气爆棚的招情猫“kananyan”。

The Fish
石头是金谷的路标

穿越时空、回望历史，这座城市始终
与石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详情见 p. 20

石之刻道

金谷曾经因为从锯山开采的房州石而闻名遐
迩。目前，金谷已探索出“石头与艺术之城”的
城市定位，在锯山顶峰设置了石制邮筒，并命名
为“沙龙邮筒”，另外还在路边点缀以石头工艺
品，供游客漫步时观赏，这些工艺品称之为
“石之刻道”。凡此种种，为了将金谷建设成有
着历史人文底蕴的新型城市，整个地区都在齐
心协力，加速共建。

社”
神社 an神
恋之anany
“k

东京湾轮渡与锯山空中缆车
之间的路段上放置有23座
石雕工艺品。这些工艺品所
使用的石头均为房州石。

招情猫 “kananyan”

鱿
盛有足量虾、 的
材
鱼、扇贝等食 ”
面
“大渔意大利

“世
年荣 获
连 续2
鉴大
品质评
品
食
界
品年
极
的
”
会金奖
糕
蛋
轮

详情见 p. 17

Pizza Gonzo

地图上标有●的地方分
别代表各个石雕作品。
让我们发动好奇心，一
同寻找吧

The Fish内的海景餐厅。天气晴朗时，还能透过窗户看到
伊豆大岛和富士山

这就是大受欢迎的
招牌甜点！

用房州石搭建的石窑，烘焙出爱情满满
的美味披萨。请在Pizza Gonzo享用美
食。

详情见 p. 27

年轮蛋糕工坊“见波亭”

Café & Gallery Edmonds

锯山空中缆车

锯山之巅的
石制邮筒“沙
龙邮筒”

从飞騨高山移建至此的人字形木屋顶建筑为其
显著标志的咖啡屋。在这座娉婷绰约的建筑
中，房州石砌成的石墙无疑是画龙点睛之笔。

KANAYA
BASE

锯山年轮蛋糕

详情见 p. 23

金谷神社

“石头与艺术之城——金谷”的景点
设施适合于大多数游客！

电话：0120-21-6107【地址】金谷 2288 【交通】从JR内房线
的“浜金谷站”出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17点半
（餐厅）、9点～18点（年轮蛋糕工坊“见波亭”）【定期休息日】
无休【停车场】有（200个停车位）
http://www.thefish.co.jp

恋爱圣地
加治屋旅馆

P.25

2010年，被认定为千叶县的首个“恋爱圣地”。位于夕
阳最美的地方，恋人携手漫步于迷蒙的暮霭中，彼此互
话鹣鲽之情，立下海誓山盟，想必鸾凤和鸣的幸福生活
终将实现。

加治屋旅馆的温泉池也用到了房州
石。

用，带吊
可自由使 甲板
质
木
的
床

返游
还提供打折往
览船票

给海
鸥喂
食～

127

东京湾
轮渡

金谷美术馆
在金谷美术馆的外墙体上也能寻觅
到房州石的影子。

The Fish

内

供游客进行创作等活动
时使用的自由空间

房

恋爱圣地

渚
线

KANAYA
BASE

P.28

海滨酒店万年屋

聚集了艺术家或创作者，可供
普通游客参观的共享型工作室
和共同工作空间。每个月举办1
～2次的研讨会或其他活动，以
增强金谷的学术氛围。

加治屋旅馆

P.20

金谷海滨公园

小野鱼糕店
P.16

futtour

波留菜亭

金泉馆
Café & Gallery
edmonds
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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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鲜回转寿司船主

诹访神社

Pizza Gonzo
电话：0439-29-6173【地址】金谷 2178 【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站”出
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7点【定期休息日】无定期休息日【停车场】
有（10个停车位）
http://kanayabase.com

东京湾轮渡

佐介食堂

澄芳食堂

浜金谷站

澄芳食堂

矶拉面矶家
127

金谷美术馆

悠然自得

观光地图
金谷步行

只有欢乐，没有拥堵的海路。
从船上看到的夕阳是那么绮丽壮观！
在金谷到久里浜的航程中，游客感受着徐徐的海风，不
知不觉就度过了40分钟的愉快旅程。时而给船舷边盘旋
飞翔的海鸥喂食，时而观看东京湾上穿梭如织的大型船
舶，抑或沉浸在“夕阳无限好”的感慨之中……船上有很
多新奇事物等待游客去探索其中的妙趣。还会不定期举
办婚庆等活动。
电话：0439-69-2111（金谷港）【航运时间】6点20分～19点
半（约1小时一班）【停车场】有（60个停车位/收费）
http://www.tokyowanferry.com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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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
Sightseeing

依山傍海的城市——富津。
尽情享受秀峰和碧海带给您的视觉盛宴。

观音堂的参天大银杏树（枫叶道）

枫叶道
志驹川流经富津市的南部。沿河而建的182号县道上有一
条“枫叶道”，蜿蜒曲折绵延10公里。枫叶季节到来时，
约有1，000株枫树将展现层林尽染、枫叶婆娑的佳景，是
县内首屈一指的旅游景点。可以从车窗里观赏，也可以漫
步林间，边走边赏。

推荐的旅游景点

气候宜人、温暖如春、山海共依的富津市。美丽的风景、快乐的体验、可口的海鲜，一年四季都能找寻到
层出不穷的乐趣！随着对富津了解的加深，将发现更多的魅力，使您百游不厌。

J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出发，驱车8分钟即到

看着可爱的猴子，您的
松？
身心是否得到了放

地蔵堂瀑布（白丝瀑布）

大贯中央海滨浴场

新舞子海滨浴场

把瀑布的轰鸣
当作背景音
乐，欣赏红彤
彤的枫叶。

高宕山自然动物园

枫叶将志驹川溪谷妆点得分外妖娆

东京湾观音像

市民联谊广场

为了祈愿和平、吊祭战争死难者，在大坪山建起的高
度达56米的巨型救世观音像。在碧空如洗的日子，沿
着雕像内部的324阶盘梯拾级而上，就能欣赏到东京
湾和富士山的美景。

1956年，被指定为日本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高宕山猿猴栖息
地”，这里生活着大约由130只猴子组成的猴群。游客可在
问讯处购买饵食，隔着铁丝网投喂给猴子。

电话：0439-65-1222 小久保1588
从JR内房线的“佐贯町站”出发，驱车约5分钟即到

电话：0439-68-0923 丰冈 1779
从馆山自动车道“富津中央IC”出发，驾车行驶25分钟左右即到

上总凑海滨浴场

在海岸上盛
开的
肾叶天剑。

futtour

户面原水库

市民之森

浴场
有多个海滨
可供选择

13

津浜海滨浴场

在50公顷的广阔地面上，春季广场上有盛开的樱
花，夏季则变身为家人野营的露营地，而秋季则可
以观赏环抱户面原水库的枫叶。此外还有徒步旅
行路线、全景广场、野鸟森林等各式各样的自然景
观和人性化的旅游设施。
电话：0439-67-0729（市民之森露营地） 丰冈2785-1
从馆山自动车道“富津中央IC”出发，驱车约25分钟即到

从东京湾观音像顶点眺望的景色

高度居然达到56
米！
从近处观赏，精
妙之
处一览无遗！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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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特产

风土孕育的独创性，那就是富津的“精品特产”。
严格遵守基本流程，不惜工夫人力的千叶地
方酒，轻呷小酌，口齿生香

Specialty

和蔵酒造
创立于1874年，有着140年历史的
老字号酒厂。为了保持传统口味，
关键环节还是采用纯手工操作。

圣泉酒（大吟酿
酒厂的拳头产品
数较高的竹冈
度
精
酒
和
l）
720m
0ml）
72
酒
米
纯
制
酒（特
电话：0439-67-0027【地址】竹冈1【交通】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
站”出发，步行2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7点【定期休息日】星
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停车场】有（5个停车位）
http://www.chokusou1ban.com/syusaikan/

平时，可以试饮约20种酒。
欢迎顾客品尝后选购！
Sommelier House酒匠馆（小泉酒造）
创建于1793年，距今已有200年以上的历史。身为酿酒
师的社长亲自酿造的日本酒，在全日本新酒品鉴会等评
比活动中获得多个奖项。
果子酒也
颇受欢迎

2012酿酒年度
，获得全日
本新酒品鉴会
金奖
吟酿 东魁盛” 的“大
（左720ml、
右1800ml）
平时，可以试饮约20种酒
电话：0439-68-0100【地址】上后423-1【交通】从JR内房线的
“上总凑站”出发，驱车8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7点【定期休
息日】全年无休【停车场】有（20个停车位）
http://www.sommelier.co.jp

被列入日本国家物质文化遗产的宫酱油店铺

为经过漫长岁月积累而酿造出的每一滴酱油而感动！
有限公司 宫酱油店
1834年开业的老字号店铺。建筑中的大部分
已被列入日本国家物质文化遗产。以采用老式
传统木桶，用天然酿造方法酿造的“上总酱
油”为代表，本店的所有酱油，都有独特的味
道、酱香、稠度，与普通酱油不同。

料酿造
用南房总的橙为原
从电视节
的橙醋。据说是
造的。
目上获得灵感而创

不仅限于此！

“精品特产”
富津的

推荐的酱油是限量供应
的“上总
酱油”（360ml）。使用
大量酱油
腌制的“原浆（未过滤
的酱油）泡
菜”作为特产也受到了
广大游客
的欢迎。

小野鱼糕店

真心一级屋

招牌菜是，
“直接食用味道
最佳”的炸鱼糕。它持续专
注于味道和品质，是金谷
的经典特产。

出售很多调味汁、果酱等含
有海苔的复合食品。在不断
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始终把
味道和品质放在首位，不添
加任何合成防腐剂、着色剂
是本店特色。

炸鱼糕
电话：0439-69-2003【地址】金谷3882【交通】从JR内
房线的“浜金谷站”出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
18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二【停车场】无

电话：0120-383-861【地址】佐贯247【交通】
从JR内房线的“佐贯町站”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
【营业时间】8点～18点【定期休息日】无休（仅元
旦休息）【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http://www.miyashoyu.co.jp

maruyo海苔加工厂
松本屋

矶之香

岬之华

人气美食是，将生海苔用独特方法烤制的“矶之香”。
只需往味噌汤、清汤、拉面等中加入一小撮“矶之
香”， 口感和风味会大为改善。用水泡开（大约5分钟）
后，还可以做成醋拌凉菜。此外，还向您推荐烤海苔
“岬之华”。
电话：0439-87-3808【地址】富津1909-1【交通】从馆山自
动车道的“木更津南IC”出发，驱车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
点～19点【定期休息日】星期日【停车场】有（5个停车位）
http://www.matumotoya.j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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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苔调味汁

电话：0439-87-5198【地址】川名1481-2【交通】从馆山自
动车道的“木更津南IC”出发，驱车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8
点半～17点半【定期休息日】星期日、节假日、1～3月的星期
六、星期日【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绫部商店

以本地采收的海苔和花
蛤为原料、自行加工并直
销的咸烹海味，既保留
了食材固有的鲜味，还
有余味绵长、多食不腻
的特点。

经过晒干程序（这是
激发美味的秘诀），再
用本地产橡木木炭烤
制后，可以品尝到米的
原汁原味。
咸烹海味

电话：0439-87-5866【地址】大堀4-11-1【交通】从馆山自动车
道的“木更津南IC”出发，驱车8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8点
【定期休息日】星期六、星期日【停车场】有（5个停车位）

鹿野山炭火手焙薄脆煎饼

电话：0439-80-6333【地址】佐贯80-1【交通】从JR内房
线的“佐贯町站”出发，步行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
18点半【定期休息日】星期二【停车场】有（6个停车位）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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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

使人不禁绽放笑容的考究的咖啡店和甜点屋。
无论咖啡还是杯子都采用了最高级的产品。还可以欣赏店内的装饰！

Café & Sweets

Trevi
本店是千叶县唯一一家经营萩原咖啡
（株）的咖啡豆的咖啡店，如果您痴迷于
这种咖啡的味道，就请前来品尝吧。推荐
用滴水式咖啡壶冲泡的极品混合咖啡。
可以根据需要，
选用韦奇伍德或迈森瓷杯。

电话：0439-65-0343【地址】千种新田1102-4【交通】从JR内房线的
“大贯站”出发，步行7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21点【定期休息日】星
期一【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在富津发现的上
好甜点屋

仿佛童话里出现的糖果之家，被鲜花和
绿树环绕的糕点店。
请品尝限季节供应的招牌蛋糕

在露营地旁开设的旧民居咖啡店。在古朴天然的环境中，人们可
以心无旁骛，怡情悦性。
石炉小店 咖啡店 & Gallery dam
Aoitori（青鸟）

位于“群芳村 汽车露营地”内的旧民居咖啡店。不仅有受
欢迎的披萨和意大利面，还有戚风蛋糕和煲仔饭（需要预
约），这些美食都是用自建石炉烹制的。
电话：0439-65-5126【地址】上648【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的
“君津IC”出发，驱车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17点【定期休
息日】星期二、星期三【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http://hanahananosato.com/dam/

石炉烘焙的芝士蛋糕和咖啡的绝妙组合
据店主介绍，手工搭建
的石炉是
“群芳村”的核心部分。

在可爱而精致的空间里，度过悠游适意的美
好时光。

品尝极品蓝山咖啡的同时，还能舒缓精神，感受
休闲时光

Cafe LATTE

Café Gallery edomonds

店主亲手布置的摆件饰物随处可见，给人以
温馨雅致之感。午间套餐每周一换，可以品
尝到各色美味。

在人字形木屋顶的旧民居里，品尝自家烘焙，且
用法式滤压壶过滤的蓝山咖啡，而这些蓝山咖
啡豆是从产地用木桶小心翼翼运来的。

电话：0439-65-1311【地址】岩濑1147-56
【交通】从JR内房线的“大贯站”出发，步行5分
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17点【定期休息日】星
期日、节假日【停车场】有（6个停车位）
http://ameblo.jp/cafe-latte2010/

人气甜点——戚风蛋糕和作为店名的拿铁
咖啡组成套餐

该招牌也是店
主的杰作

电话：070-6478-7778【地址】金谷2185-2合掌
馆内【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站”出发，步行3
分钟即到【营业时间】中午～傍晚时分【定期休息日】
无定期休息日【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http://www.edomo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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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窗内琳琅满目，各色糕点有种让人挑花眼的感
觉。除了使用严格挑选的原料制作的主打糕点
外，限季节供应的糕点也很受欢迎。

为了使食客们的脸上浮现笑颜。
制作有益身心的糕点和面包的点心铺。

电话：0439-27-0098【地址】大堀2-6-4-D 【交
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站”出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
业时间】12点半～18点半【店面销售日】星期三～星期
六【停车场】有（2个停车位）

100％由蓝山咖啡豆冲泡的咖啡。推荐与
烤蛋糕卷搭配食用

卡布奇诺咖啡机也已沿用多年

futtour

康洛尼
精选日本产小麦粉和甜菜糖等，放心安全的无添
加剂原料制作而成的康洛尼甜点。糕点除了店面
销售以外，在附近的“grand fosse”餐厅中也可
以品尝到。

年轻面点师制作的精美而考究的日式
及西洋甜品
手工点心作坊 野口制果（制果：
“制作糕点”
之意，下同）
除了售卖应季点心之外，还在2013年推出了“富津
蛋糕卷！”。是由演唱过同名歌曲的音乐家和日式点
心师共同打造的，如摇滚般奔放脱略的精品糕点！
电话：0439-88-0881【地址】富津1487-2【交通】从JR内
房线的“青堀站”乘坐开往“富津公园”方向的巴士，在“富津
银行前”下车，步行3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8点【定期
休息日】无定期休息日【停车场】有（2个停车位）
http://futtunoguti.wix.com/wagasikoubou-shop

绝对不容错过的富津极品日式甜点！
如果电话预订，可以很快收到新鲜出
炉热乎乎的馒头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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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39-87-0712【地址】大
堀2101【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
堀站”出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业
时间】9点～20点【定期休息日】星
期二【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小店格外重视食材的品质和口味。更
让人欣喜的是合理的价格！

各类日式点心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
接。

松月堂制果

日式点心 村田屋

日式点心坊 冈埜

“天羽之乡”（铜锣烧）
和“鹿野之山峦”（烤蛋
糕）的特点是甜度适中、
甘而不腻，因此很受顾客
欢迎。复古风的包装更增
添了一丝温馨。

1907年开始营业的老字
号店铺。以所在城市富津
命名的豆馅糯米饼“富津
蛤蜊”
（豆沙馅）和“鲍
鱼”
（香橙馅）作为土特
产，非常畅销。

位于富津市政府附近的，
古色古香的人气日式点心
店。代表甜品“虾豆馅糯
米饼”和“梅大福”作为
本地特产，也是广受青睐
的精品。

电话：0439-67-1957【地址】凑216-2【交
通】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出发，步行15分钟
即到【营业时间】8点～19点【定期休息日】无定期
休息日【停车场】有（3个停车位）

电话：0439-87-0107【地址】大堀1557【交通】从JR内
房线的“青堀站”出发，步行13分钟即到【营业时间】8点～
19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三【停车场】无

电话：0439-65-0160【地址】千种新田11-13【交通】从JR内
房线的“大贯站”出发，步行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7点～18点
【定期休息日】星期一【停车场】有（6个停车位）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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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美食
Gourmet

品种丰富、色彩斑斓的
富津美食

在富津才能品尝到的
富津的金竹荚鱼介 绍？

极品海鲜料理、本地美食

说到富津美食，首先想到的就是新鲜的海产品。如果还嫌不过瘾，
就向您介绍一些经营本地拉面、披萨、意大利面的珍品名店。

虽然历经20多年，但依然维持原价的蛤蜊饭

竹冈式拉面

特别受到拉面控的欢迎
！
竹冈地区

垂钓者们非常喜爱的口味。
以内房本地美食著称的竹冈式拉面。本店特色是
在熬煮过叉烧肉的酱油调味汁中加入热水后配制
而成的面汤。浓郁的味道和几乎要夺碗而出的面
汤，为劳作而归的渔夫带去感官的快意，换来不
舍的留恋。

一直保留着创店之初的味道，未曾改变

富津的金竹荚鱼介绍

只有在富津才能品尝到的传统竹冈式拉面！

生面

电话：0439-67-8207【地
址】竹冈92【交通】从JR内房
线的“上总凑站”出发，步行
2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0
点半～15点（售完即止）【定
期休息日】星期四、星期五
【停车场】有（25个停车位）

为了配合汤汁的味道，特别采用了生面，而作料则使用大葱

叉烧面中加入了8片叉烧肉

梅乃家

的面汤。
配上快要溢出
厚切的叉烧肉
面”
拉
式
冈
竹
“
中的
这就是传说

使竹冈式拉面声名鹊起的人气拉面店。面条用的是干面。大块厚片的
叉烧肉，足以填饱肚子。
电话：0439-67-0920【地址】竹冈401【交通】从JR内房线的“竹冈站”
出发，步行2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0点～19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二、每
月有一天不定期休息日【停车场】有（15个停车位）

restaurant
推荐餐厅

人气菜单是中午的黛米多利亚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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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水产批发商的直营店，
因此新鲜度是无庸质疑的。

海鲜料理 高桥

饭店 鱼忠

顾客能以超值价品尝到美味料理。原
料使用的是在本地渔港捕捞的东京
湾新鲜海鲜。最受欢迎的是蛤蜊饭。

本店特色是，使用应季的新鲜海鲜制
作的料理。其中尤其擅长制作蛤蜊肉
或花蛤等贝类料理，菜品讲究，因此，
假日会有很多顾客慕名而来。

电话：0439-87-2934【地址】富津
2290【交通】在JR内房线的“青堀站”
乘坐日东交通巴士开往“富津公园”方向
的车，在“富津公园”下车，步行1分钟
即到【营业时间】11点～18点（星期
六、星期日、节假日为10点～20点）
【定期休息日】星期二、每月第2、第4个
星期一【停车场】有（富津公园停车场）

电话：0439-80-4649【地址】新富
94-9【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的“木更
津南IC”出发，驱车10分钟即到【营业时
间】11点～19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一
（节假日除外）【停车场】有（15个停车
位）
http://futtsu-uochu.com

人气料理是富津鱼贝盖浇饭套餐

推荐那些想要一次吃饱蛤
蜊肉料理的顾客食用！

可以品尝到从凑川上游的
山中获取的山珍野味

渔夫料理 志野崎

日式餐厅 石山

可以品尝到烤鱼饼、鱼肉糜、拉面
等各种含有蛤蜊肉的料理，这些都
是对蛤蜊肉的美味了如指掌的店
主所烹制的。

本店可以品尝到山野菜、香鱼、以
及絨螯蟹等山珍野味。推荐菜单
是，夏季也有很多人点的野猪锅和
蟹黄汁。

电话：0439-87-2084【地址】富津
2280【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站”
乘坐开往“富津公园”方向的巴士，在
“富津公园”下车【营业时间】10点～
15点、16点～18点【定期休息日】星期
四、每月一次的星期三【停车场】有（富
津公园停车场）

电话：0439-68-0322【地址】关691
【交通】在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乘坐
开往“户面原水库”方向的巴士，在“石
山”站下车【营业时间】11点半～14点
（晚上只接受预订）【定期休息日】星期
一、星期二【停车场】有（20个停车位）
http://ishiyama.moo.jp/

以研碎过滤的絨螯蟹为配料的蟹黄汁

在金谷海域捕捞的竹荚鱼属于礁栖鱼，因此脂肪含量较高，由于其身体发出黄灿灿的光泽，故而被称为“金竹荚鱼”。因其数量稀少，
甚至被称为“梦幻之鱼”。为了一睹传说中的竹荚鱼，很多人特地造访富津准备一饱口福，往来游客络绎不绝。

干面

竹冈式拉面的人气餐厅。
“要掌握好拉面的味道，最
关键的是食材调和、火候
精当”店主如是说。饱含了
厨师的心血与匠心的大碗
汤面不可不尝！

游客自不必说，连本地人也
经常光顾的餐厅

本店可以品尝到在富津本地捕获的金竹荚鱼

在热锅中精心熬煮的叉
烧肉

铃屋

盛有满满一碗鲜贝的鲜贝盖浇饭，使人不禁在心
中发出“这得有多少粒蛤蜊肉啊！”的感叹。

来到富津品尝一下新鲜海鲜，才算不枉此行。在拥有各种海鲜料理的富
津，一定能和令人垂涎欲滴的精品美食不期而遇。同样的一种食材，由
于每家餐厅的做法不一，就会生出千变万化的味道。

可以同时品尝油炸金竹荚鱼和鱼肉末的黄金
套餐

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
餐厅会在接受预订后再行烹制。

即使排队也要品尝！
肉厚的金竹荚鱼

海滨料理 MARUGO

佐介食堂

店主亲自从附近的渔港直接购进新
鲜的海鲜，因而顾客可以品尝到最
新鲜的味道。推荐料理是，因黄金
井户而得名的黄金套餐。

由于金竹荚鱼没有洄游特性，而在
同一地点繁衍生息，因此体内脂肪
含量较多，滋味鲜美。节假日顾客盈
门，座位紧张，因此推荐平日光顾。

电话：0439-69-8139【地址】萩生
1170【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的“竹冈
IC”出发，驱车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
11点～18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二【停
车场】有（30个停车位）

电话：0439-69-2123【地址】金谷
2193-5【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
站”出发，步行3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
点～竹荚鱼售完为止【定期休息日】星期二、
临时停业日【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外皮酥脆、内里绵软的油炸竹荚鱼套餐

分量十足、香味四溢！严格遴选的富津名店！

店铺外观和内部装饰都是法国
南部风格

是否有意像巴黎女郎
那样品尝下午茶？

在露台上边用餐边欣赏
美景

使用时令食材，品种每月一
换的披萨也很受欢迎！

Grand Fosse

意大利餐厅 玛吉

Pizza Gonzo

透着店主品味的景致房间布置和使
人心绪宁静的店内氛围，顾客可以
看着仿古器具，度过一个惬意闲适
的下午茶时间。

推荐品尝加入了奶酪和全蛋、以及
腌渍后熏制的秘制培根的奶油腊肉
意大利面。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还能
坐在露台席中眺望远处浩淼的海平
面。

利用以耐热性和绝热性都上佳的锯
山房州石为材料，用手工搭建的石
炉，和在南房总的山上砍伐的木材
烤制的手工披萨很受顾客青睐。

电话：0439-87-3553【地址】大堀
1-13-10【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
站”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
11点～21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三·每月
第2个星期二【停车场】有（11个停车位）
http://r.goope.jp/grand-fosse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优美的风景
鲜而不腻的奶油腊肉意大利面

电话：0439-67-2551【地址】竹冈175-107【交通】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出发，驱车
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午餐：11点半～14点、晚餐：仅接受预订【定期休息日】星期二【停车
场】有（3个停车位）

根据客户意见开发的罗马纳
电话：090-1439-5030【地址】金谷3869-2【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站”出发，步行3分钟即
到【营业时间】11点～17点半（星期二14点闭店）【定期休息日】星期三【停车场】有（8个停车位）
http://pizzagonzo.jugem.jp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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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动的身姿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微笑、祈祷。富津的节日、富津的心意。

05

节庆·活动

节日里可以感受到每个富津市民的真情实意。
发自肺腑的快乐洋溢在每位市民的脸上。

Festival

置身于大自然中
……还有其它体验活动。

市民之森庆典

5月5日 举行

每年的儿童节会举行市民之森庆典活动。碧蓝
的天空中游弋着五颜六色的鲤鱼旗，广场上则
会举行躲避球或鲤鱼旗竞潜赛等活动。

日本三大跳蜘蛛大战

5月4日 举行

跳蜘蛛是一种被称为Funchi的蜘蛛，该活动是
让雄性跳蜘蛛互斗的一种游戏。据说江户时代
发祥于富津地带，每年的5月份，都会在富津八
坂神社举行斗蜘蛛大赛。

凑川流灯

千叶县民马拉松

8月14日 举行

为了传承地方传统，而于1986年恢复的活动，之后每年都举行凑川
流灯。进行献灯仪式后，会燃放500支左右的烟花，水面上、夜空中
光影交错、蔚为大观。

吾妻神社 遛马节
9月17日 举行

浅间神社 羯鼓舞
7月的第1个星期日 举行

富津焰火晚会

futtour

“千叶县民马拉松”活动已经举办了30多届。一
边感受着徐徐海风，一边跑步绕行富津海岬一
圈！活动期间还提供富津特产——海苔味噌汁。

男青年抓住马缰绳在沙滩上奔跑的场面雄壮的祭神活动。将神灵
请至马上进行神舆启行活动，是装饰神舆诞生前的传统而珍贵的
祭神仪式。

从明治时期以前，羯鼓舞就得到了传承，古时是为了祈雨，而如
今演化成了神社祭祀活动。扮成“狮子”、
“籈（一种乐器）”等
的舞蹈表演者，在大约2小时的时间里，表演11种舞蹈。

7月第4个星期六 举行

把富津的夜空装扮得五彩缤纷的夏季大型活动。在看台附近燃放的绚
丽多彩的烟花和别具意匠的“创意烟花”把盛夏的星空点缀得分外华
丽冶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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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 举行

祭船神活动

1月2日 举行

为了向船神祈愿一年的海上安全和渔业丰收，于
每年1月2日举行祭祀活动。渔民在船上把红包
或点心等投入海中，在寒风瑟瑟的隆冬季节，只
有在海滨城市，才能看到这别样的热闹景象。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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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Art & Culture

好奇心能得到满足的激动人心的
感性之旅。

futtour

用自己的双手筑起回
忆之巢

07

体验

富津的艺术与文化景点是非常值得一游的好去处。
探寻符合自身品位且富有魅力的作品，踏上感性之旅。

从体验大自然、遍尝美味，到寻访符合自身趣向的文化作
品，可以从全方位感受富津的魅力！

Activity

面朝东京湾的富津，有很多经
营钓鱼船的船家，他们会带您
去绝佳的海区。那里有鲈鱼、
带鱼、褐菖鲉等丰富的渔业资
源。近年来，也受到了儿童和
女性游客的欢迎。

赶海

大拉网

在被称为渔业宝库的富津海
域，体验快乐和美味！

垂钓

贴海苔

方
制作海苔的
由我来教你
亲手制作
下
一
验
体
法，快来
吧～
海苔的乐趣

松本屋

被列入日本国家
物质文化遗产的
石蔵分馆

可以在富津海岬感受赶海的乐趣。每年有大量游客
蜂拥而来，海滩上热闹非凡。
展示厅内配有椅子，可以悠闲地欣赏美术作品。

与本地人共同建设的“石头与艺术之城金谷”的象征
金谷美术馆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本地人的努力外，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帮
助，于2010年开馆。虽然收藏了大量作品，但并不常设展览，而是每年
举行4～5次的企划展。因此，每次参观，都会收获新的感动。

电话：0439-69-8111【地址】金谷2146-1【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
站”出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0点～17点（入馆时间截至16点半）
【定期休息日】星期三（遇到节日则顺延至次日）、更换展品期间、岁末年初
【门票】根据展示会而不同【停车场】有（20个停车位）
http://kanayaart.com

因填海造地工程，此处的地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以前的渔猎情况。

这里的艺术作品全部是由店主夫妇亲手
制作的

富津填海纪念馆

Gallery & Cafe SIGEL

为纪念富津海域填海工程而建造的设施。馆内展示了过去捕鱼所使用的船
只、工具、潜水捕鱼的立体模型等物品。而且，还能观看介绍海苔养殖的视
频，通过这些可以详细了解填海前的富津海况、以及当时生活在附近的居
民的日常情况。

本咖啡店设有靛蓝染色作坊体验教室、黑白胶卷摄影工作室、以
及举办图片或绘画等各类企划展的画廊，并且在料理中使用有机
种植的食材。如果您既追求心灵的惬意、又注重味蕾的满足，就请
到Gallery & Café来，这里有赏心悦目的海景作伴。

甘甜而珍贵的富津味道
亲手收货，尽情品尝！
有限会社 白久农园

草莓采摘

大拉网作业体验时间 4月～11月

电话：0439-87-3808
http://www.matumotoya.jp
店铺信息请参看第16页

南畑草莓园

呼吸高宕山山麓的清新空气，品尝红颊草莓、章
姬草莓等香甜而美味的草莓。

电话：0439-65-0608【地址】西大和田978
【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富津中央IC”出发，驱
车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7点（根据不同
时期有所变化）【定期休息日】无定期休息日【停
车场】有（18个停车位）
http://nttbj.itp.ne.jp/0439650608/index.html

电话：0439-68-1760【地址】高沟263-1【交
通】从馆山自动车道“富津中央IC”出发，驱车10分
钟即到【营业时间】10点～16点【定期休息日】无
定期休息日（视草莓情况而定）【停车场】有（10个
停车位）
http://www8.plala.or.jp/minamiba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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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39-87-9740【地址】新井932-3【交通】在JR内房线的“青堀站”乘坐开往富津公园方向的巴士，在新井站下
车，步行1分钟即到【营业时间】9点～17点【定期休息日】星期一、节日【停车场】有（10个停车位）
http://www.city.futtsu.lg.jp/0000000915.html

电话：0439-67-3917【地址】竹冈175-230【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富
津中央IC”出发，驱车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半～17点【定期休息
日】根据展示内容而不同【门票】无【停车场】有（6个停车位）
http://www.sigel-amaha.info

futtour

草莓采
摘

蓝莓采摘

大森玫瑰园艺

草莓采摘

富津水产养殖场

草莓采摘

使用有机肥、控制农药使用的土壤栽培草
莓。味道甜美可口，大受游客欢迎！

占地面积达1,800坪（约5940平米）的大型
观光农园。8月份可采摘蓝莓。

电话：090-6048-4366、080-4000-9083
【地址】上590【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的“君津
IC”、或者“富津中央IC”出发，驱车10分钟即到
【营业时间】9点～16点【定期休息日】无定期休
息日【停车场】有（20个停车位）

电话：0439-66-1540【地址】鹤冈449【交
通】从馆山自动车道“富津中央IC”出发，驱车1
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0点～16点（草莓采摘完
即止）【定期休息日】无定期休息日【停车场】有
（30个停车位）
http://park19.wakwak.com/~aquafarm

购买

还是观 赏

让 人心 动的富津 艺术体 验！

陶瓷艺术

可以眺望茫茫大海的露台席

草莓采摘

不设定时间限制，可放手采摘草莓，感受其
中乐趣。园内还有可爱的兔子。

创作

形似炮台的外观也颇具特色

与曾经是渔夫，而现在从事海
苔加工及销售的店主一起，体
验以传统方法手工制作海苔的
过程，比如贴海苔、大拉网等。
用围网捕捞的鱼，还能制作烧
烤料理。剩下的鱼可以作为特
产留作纪念或赠送亲朋好友。

折纸

Enfab陶艺研究
室

硬纸板咖啡馆
（Atelier cafe）寿屋

一对陶瓷艺术家夫妇经
营的陶艺教室。还有陈
列两人作品的陶艺展览
室。

曾经做过10年折纸讲师的
店主所经营的纸工艺品专
卖店。店内有很多使用纸
张制作的手工艺品，还开设
了各种教室。

电话：0439-87-6336【地址】二间塚1779【交通】从JR内房线
的“青堀站”出发，步行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陶艺教室（需要
预约）／星期五10点～12点半、星期六10点～16点、展览室／仅
星期六11点～16点半【定期休息日】无定期休息日【停车场】有
（10个停车位）
http://enfab.jimdo.com

电话：080-5386-8887【地址】大堀2-9-21【交通】从JR内房
线的“青堀站”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11点～18点
【定期休息日】星期四·第2个星期六【停车场】有（6个停车位）

玻璃球
琉璃时间
除了制作、销售蓝色玻
璃球以及玻璃饰品之
外，还可以在体验工坊
为游客制作原创作品。

电话：0439-72-5656【地址】大堀2213-1【交通】在JR内房线
的“青堀站”下车即到【营业时间】10点～14点半、18点～19点
半【定期休息日】星期三·星期六【停车场】有（9个停车位）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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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遗产
History

是否要踏上探索富津历史的旅程？

青堀站

富津市历史地图

内里塚古坟群
饭野阵屋遗址

富津的古坟之旅

截至目前已证实有48座古坟的富津市内里塚古坟群。该区域在学术上是一笔珍贵的
财富。在小丝川下游地区发现了横跨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多个古村落遗迹。因此，
未来发现新古坟的可能性较高。

富津海堡的历史
青堀站

永旺购物中心

在富津海岬的岬角可以看到两座小岛屿，分别是第一海上堡垒和第二
海上堡垒。这两座岛是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期间，为了保卫首都而建造
的人工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作为军事设施使用。
面积约为23,000m²的第一海上堡垒于1890年开工，耗费9年时间才最终
建成。
第二海上堡垒面积约为41,000m²，是第
一海上堡垒的近2倍，从1914年开始修
建，经历了25年的漫长岁月后得以完工。
目前，两处都禁止游客入内。

小学

16

157
中学

大贯站
弁天山古坟

君津PA

真福寺

白山的大杉树

佐贯町站

158

…古坟

小学

大小48座古坟零星分布在方圆2公里的区域内

内里塚古坟
大约修建于5世纪中叶、全长达144米的前方后圆古坟，是千叶县规模最大的古坟。1906年发
掘时，出土了人骨及铜镜、刀剑类等器物。
（2002年·日本国家历史遗迹）

上野塚古坟
据说青堀站前的古坟是5世纪末统治这片区域的豪族之墓。

坟丘全长为87.5米的前方后圆古坟。1927年，石室暴露于外，经调查发现，石室的顶石用到了日
本罕见的挂绳部突起结构。随葬品有铁制盔甲及刀剑的碎片等。1975～1979年期间进行了修复
保养工作。
（1929年·日本国家历史遗迹）

松翁院（十夜寺）的释迦
涅槃图

第一海上堡垒

在幕府末期的动荡年代，为了守卫江户幕府，会津藩在三浦半岛和房总
半岛总共驻留了17年时间，承担了江户湾的防备任务。从1847年的7年时
间里，在富津市和竹冈地区两处任职，期间有80多人死亡，其中的一部
分葬于本市的寺庙内。在本市的下饭野拥有“阵屋”（地方官的宅邸）的
饭野藩保科家与会津藩的松平家之间的渊源始于江户时代初期，而在
经历了戊辰战争的悲戚往事后，两个家族的联系更是密不可分。
1868年1月，以鸟羽、伏见之战为导火索，打响了戊辰战争的第一枪。当
时朝廷给会津藩打上了“国之逆贼”的烙印，并发动了会津征伐，而会津
藩则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同年8月，新政府军逼近会津城下，会津藩
被迫出城迎击，而在白虎队集体自刃的悲剧下，最后退至鹤之城坚守不
出。在苦苦鏖战、独立难支的局面下，富津的照姬和森要蔵为会津照亮
了曙光。

供游客参观的弁天
山古坟的石室

见性寺的梵钟

富津中央IC

弟橘媛领布漂着碑
弟橘媛为了平息狂风暴雨雨而投
海。传说其时，弟橘媛浮布于海
面，而后纵身跃至布上，因此称
此地为“布流津”，经过演变后，
最终成为现在的“富津”。

上总凑站
环之大楠

松翁院（十夜寺）

竹冈的ohatsuki银杏树

竹冈的光藻
（黄金井）

照姬
上总饭野藩第 9 代藩主保科正丕（Hoshina Masamoto）的女儿，
1842 年，
被陆奥国会津藩第 8 代藩主松平容敬（Matsudaira Katataka）收作
养女而留在会津。而且，她也是第 9 代藩主松平容保（Matsudaira
Katamori）的义姊。在会津守卫战中，负责指挥城内的 600 多名妇孺，
救治不断从火线运来的伤兵，调配食物、以及防止弹药引起的火灾等
一系列工作，自始至终发扬义无反顾、临危不惧的精神。
森要蔵
以饭野藩的剑术教头而闻名。
年轻时在江户师从北辰一刀流门派的千叶周作（Chiba Shusaku），被称
为“玄武馆”道场的四天王之一。1840年，被饭野藩第9代藩主保科正丕
所雇佣，担任剑术教头一职。
在江户麻布永坂开设道场，当时盛行“保科至宝有一双，外宫门有森要
蔵”的说法，可见他是江户地区有名的剑客。在1868年的戊辰战争中，森
要蔵带领28名门徒赶往会津，在同年7月1
日的白河口雷神山战役中，与土佐兵展开
激战，在冲入敌军阵地后，因寡不敌众而
战死。森要蔵之墓在本市寺庙和福岛县西
乡村的寺庙中。

弁天山古坟

真福寺的绢本著色清凉殿
八宗论图

与会津藩有因缘的地方

铭水 瀑布的不动尊
关之犬岩

见性寺

竹冈站
富津竹冈IC

志驹不动尊的灵水

枫叶道
富津金谷IC
浜金谷站

地蔵堂瀑布

金谷神社

快来游览富津令人心动的景点吧。

除此之外，富津市内还有几处与会津有关的
景点。

金谷神社的大镜铁

白山的大杉树

竹冈的ohatsuki银杏树

地蔵堂瀑布（白丝瀑布）

据传树龄已达千年的巨树。目前
作为白山神社的神树，受到重点
保护。

在叶片前端结果、名为
“ohatsuki”的珍贵银杏树。

位于横跨志驹川的东乡桥下，落
差达7米的瀑布。是枫叶道的热
门景点。

关之犬岩
在凑川上游的澄澈的溪流中，立
有一块被称为“犬岩”的奇石。

铭水 瀑布的不动尊
至今为止，即使在干旱季节也未
曾干涸的涌泉。水源在水室山。

志驹不动尊的灵水
本蓄水池从大约1公里外的稻子泽不动
泉中引水。因为水质优良，所以本地居
民也经常到此取水。

文化遗产
在当地被尊称为“鉄尊様（铁尊神）”
平安时代初期的空海大师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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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稿据说是菱川师宣的墨迹

铸造时间为正德5年（1715年）

竹冈的光藻

环之大楠

在日本最先发现“光藻”的地方，光藻散发
金黄色的光泽。春天来临后，会漂浮在水面
上，发出金色光辉。光藻是日本的国家指定
天然纪念物。

兴源寺中的樟树。树高约为23
米，树根周围长约20.7米，是县
内最大的樟树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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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在舒适的旅馆度过愉快的假日

Relaxation

店里的海鲜料理味道好、量也足，推荐
喜欢吃鱼的顾客！

喜欢恬适自在的顾客不妨光临本店，可以感
受到海的气息

菊华旅馆

海滨酒店 万年屋

推荐有大号船形装盘生鱼片的套餐。
即使一次吃不完也没关系，餐厅提供
次日续吃服务。

本酒店的任何房间都能看到内房
大海。采用的食材以金谷的竹荚
鱼、虾、高脚蟹等本地捕捞的新鲜
海鲜为主。

电话：0439-67-8530【地址】竹冈
550-1【交通】从JR内房线的“竹冈站”
出发，步行2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http://www.kikkaryokan.com

电话：0439-69-2611【地址】金谷3877
【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站”出发，
步行3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
OUT 10点
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可以观赏富士山的
http://www5.ocn.ne.jp/~mannenya/

店主说，
“第一次见到的人都很吃惊”

美景

生鱼片、烤、煮、炸，各色鱼类菜肴应有
尽有！

我们的经营理念是，
“时令美食，常换
常新”！

伊东屋旅馆

日式旅馆（供应饭菜） 市川

旅馆的特色是紧邻大贯中央海滨
浴场，菜品全部使用本地产的新鲜
鱼类。还兼营寿司餐厅。

与其说是旅馆，毋宁说是可供住宿
的日式料理店更为贴切。本店的美
食特别讲究。

电话：0439-65-1041【地址】岩濑
871【交通】从JR内房线的“大贯站”
出发，步行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10点

电话：0439-65-0177【地址】岩濑
841-3【交通】从JR内房线的“大贯站”
出发，步行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
点／OUT 10点

此外，还可预订生鱼片拼盘等其它菜品

菜单每天一换，花样不断翻新，顾客不
会觉得腻

与海滨浴场或富津观光景点最搭配的温泉旅馆
小波馆
昭和时代复古气息浓厚的旅馆。黑
色温泉对腰痛、关节痛等有一定疗
效，还能暖身驱寒，很受顾客欢迎。

把自己想象成电视剧中的主人公！
在旅馆的大露台上可以一览碧波万顷的大海
家庭旅馆 锦海亭

本店的命名者是日本童话之父——岩谷小
波。店内还收藏了相关的物品

选哪个好呢？

建在新舞子海岸，紧邻大海的旅馆。在店主用木排和竹子等
材料搭建的大露台上，可以欣赏到优美的海景。

电话：0439-65-3373【地
址】小久保2868【交通】从
JR内房线的“大贯站”出发，
步行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
IN 15点／OUT 10点

以泥地和柴炉为特色的“古式民居小屋”

电话：0439-66-0445【地址】八幡158【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富津
中央IC”出发，驱车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4点／OUT 10点

由于此处风光秀丽，因而时常作为电视或杂志卷首图片的拍摄素材

浴室的墙壁使用了当地的房州石。
料理味美、温泉舒适的老字号旅馆！

本酒店的属地内有一处自然喷出的温
泉，名曰“琥珀温泉”
据说，很多住店旅客
就
是冲着高脚蟹而来

温泉

在热 烘 烘 的 温
泉中度
过放松享受的
时光

美国风格的“弗拉明
戈小屋”

一新
史的老宅翻修
将有120年历
小屋”
的“古式民居

忘记日常琐事，自在享受欢乐……这就是
这里的生活哲学
小别墅 弗拉明戈
这里为出租别墅，特别适合与家人或好友围坐在一起，叙叙温情、聊聊家常。2
栋房子让人不禁忆起旧日的美好时光，您喜欢哪一栋呢
电话：090-5815-8151【地址】岩本89【交通】从JR内房线的“上总凑站”出
发，驱车8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4点半／OUT 11点
http://cottage-chiba.jp

加治屋旅馆

酒店静养园

1854年开业的老字号旅馆。每年10月到次年3月的冬季，在千叶县
能品尝到高脚蟹或赤座虾等稀有品种。

“琥珀温泉”因对神经痛、风湿病、胃肠道疾病等具有一定疗效，
而受到好评。在店里还可品尝到新鲜食材烹制的料理。

电话：0439-69-2411【地址】金谷3887【交通】从JR内房线的“浜金谷
站”出发，步行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http://www.kajiyaryokan.com

电话：0439-87-1221【地址】大堀1528【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
站”出发，步行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http://www.hotel-seiyouen.com

现代风格的“弗拉明戈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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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津还有专门为运动员准备的旅馆。

PICK UP!

富津

未来的奖牌得主汇聚富津？

在这里可以找到最适合体育集训的旅馆！

⑥

运动健将们信赖的体育集训旅馆

鲜为人知？富津的另一个特色，那就是运动。
富津市有很多体育团体，例如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田径实业团体等，在集训期间，他们都会到访这里。
究其原因，这里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平地和丘陵犬牙相接，地势富于变化，自然环境适合训练，加之，
富津公园等地点配备了与各种竞技项目配套的体育设施。另外，市内有很多适合集训的旅店，会按照比
赛或训练内容、运动员的状态等，合理搭配饮食，是体育集训团体的不二之选。因为取得了不俗的成效
和大家的信任，所以目前已成为日本顶级运动员的集训圣地，同时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

味觉旅馆 志井
根据训练内容，提供营养均衡、搭配合理的餐食。整洁卫生、
舒适温馨的房间。24小时供应热水，为一线运动员提供面面
俱到、体贴备至的服务。本店同时接待普通旅客，每天的晚餐
提供以新鲜应季鱼类为主的菜式，每日一换，全年不重样。
店内还有女子马拉松健将设计的西式房间
电话：0120-87-2914【地址】富津26-1【交通】在JR内房线的“青堀站”乘坐日东交通巴士的开往“富津公园”方向的车，在“大乘寺前”下车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http://www.yado-shirai.com

富津拥有齐全的体育设施，为田径、网球、棒球、足球等运动提供了有
力的设施保障。

富津市的运动设施

热烈欢迎体育集训团入住！提供到比赛
场所的专车接送服务

※示例

酒店 喜乐馆

网球

本店可接待60名以上的大型体育集训团，也接待人数较少的
集训团。还提供到田径赛场、富津海岬、富津海岸、棒球场、
足球场等地的接送服务。为了缓解训练引起的身体疲劳，特别
准备了天然温泉和丰盛的饭菜。在这里，运动员的身心都将得
到最大程度的放松。

田径

在宽敞的房间和暖暖的温泉里，训练的疲惫将一扫而空
电话：0439-87-4126【地址】大堀1571【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站”出发，步行13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本旅馆可为田径赛集训团提供周到
的服务！

浅间山运动公园

横田屋旅馆

邻近富津中央IC的球类比赛场地。拥有标准的棒球场和夜间比赛
设备俱全的网球场，有3个人造草坪球场和1个硬质涂层球场，硬
地球场还可以进行五人制足球。

棒球

马拉松

这是一家适合体育集训团的旅馆，可为运动员提供周全的服
务。根据当天训练内容配置伙食，还可提供一日三餐，通过这
些细致入微的做法，使运动员能够称心满意。此外，在早间训
练后，从6：30开始开放洗澡间和洗衣间，集训所需的设备一
应俱全。
面向普通顾客，也提供精致考究的饮食
电话：0439-87-2511【地址】富津2025【交通】从JR内房线的“青堀站”出发，驱车10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4点／OUT 10点

市民健身公园

全长4公里、面积约为53公顷的大型公园，适合开展
棒球、足球、网球等运动，还配备了田径比赛正规训
练用设施。

http://www7b.biglobe.ne.jp/~kirakukan

http://www.homepage2.nifty.com/yokotaya/

既能品尝新鲜的应季鱼餐，又可体验学
习和体育集训的旅馆
旅馆 若武

富津公园环形跑道

这是一家以料理见长的旅店，店主从事鲜鱼烹饪、餐食外卖达
半世纪之久。主要接待棒球集训队，每年都接待50个以上的
团，对象从少年棒球队到社会团体，不一而足。渔民火锅、鱼干
制作等体验学习活动也颇受欢迎。还可帮助联系训练场地、并
提供专车接送等服务。

园内有地面平坦的5.6公里环园跑道，以及1公里的越野赛道。跑
步过程中，不时有徐徐海风吹过，身心愉悦之感倍增。

游泳

对于普通旅客，提供用多种时令海鲜烹制的料理
电话：0439-87-3330【地址】筱部2134【交通】从馆山自动车道的“木更津南IC”出发，驱车15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http://www.wakatakeryokan.jp

本店特色是浴室和料理，而自制的万花
筒，还可以抚慰疲惫的心灵
Parkside Inn中村

富津市综合社会体育馆
建在填海地上的综合体育馆。除了用于各项赛事的主场馆、分场馆之外，还有训
练房和跑道。而且，在新富运动广场还能开展足球运动。

这是一家有着家庭气氛的旅店，特色是船形的浴缸和采用本
地新鲜海鲜的料理。大家公认的美味料理都是“在家庭料理
的基础上添加了味道柔和的调味品之后做成的”。 如果体育
集训队入住，还可提供相关服务。

室内恒温游泳池（富津公园）
富津公园内还有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的室内恒温游泳池。25米游
泳池采用了可移动式地板，水深可在0.8米～3.0米范围内自由调
节，还可以进行花样游泳运动。

浴缸的设计模仿了船的形状。入口处还有自制的万花筒
电话：0439-87-2312【地址】富津2232【交通】在JR内房线的“青堀站”乘坐开往富津公园方向的巴士，在富津公园入口下车，步行2分钟即到【营业时间】IN 15点／OUT 10点 http://www5a.biglobe.ne.jp/~futtsu/

29

futtour

futtour

30

木更津南JCT
16

木更津南IC

90

富津市旅游
地图

P.29

市民健身公园

P.16

maruyo海苔加工厂

P.24

硬纸板咖啡馆 寿屋

日式点心 村田屋

P.30
P.29
P.07

Parkside Inn中村

P.30

富津公园室内恒温游泳池

P.18

饭店 鱼忠

P.10

博寿司

P.07

P.08
P.20

海鲜料理 高桥

※ 富津市内有JR青堀站、大贯站、佐贯町站、上总凑站、竹
冈站、浜金谷站等6个车站。

P.10

饭野拉面

159

木更津JCT

木更津南IC

P.18

松本屋

P.16、24

渔夫料理 志野崎
弟橘媛领布漂着碑

465

P.10

P.08

P.09

富津海滨浴场

P.30

旅馆 若武
Trevi

有限公司 白久农园

大贯站

P.09

Cafe LATTE

P.28

伊东屋旅馆

P.28
P.13

P.17

P.24

298

P.28

日式旅馆 市川

小波馆

P.25

弁天山古坟

P.17

石炉小店 咖啡店 & Gallery dam

君津PA

大贯中央海滨浴场

P.25

真福寺

465

P.15

163

127

有限公司 宫酱油店

P.14 东京湾观音像

绫部商店

佐贯町站

P.16

从东京站（八重洲口）出发，乘坐青堀站方向的大巴，需要
约80分钟

出租车指南

大森玫瑰园艺

馆山
自
动
车
道

东京湾
Aqua Line

［京成巴士］

P.24

159

寿司·活鱼料理 矶根

汽车

P.10

蛋糕工坊 Custard

P.18

富津竹冈IC

富津金谷IC

日式点心坊 冈埜 P.18

味感七珍

青堀站

0439-87-8070
富津公园出租车
日之丸Marine出租车 0439-87-0004

大贯站

岩濑出租车

0439-65-1345

佐贯町站

天羽联营出租车

0439-66-0131

上总凑站

上总交通（株）

0438-36-2211

浜金谷站

馆山中央交通

0470-55-2251

P.27 家庭旅馆 锦海亭

从东京站（八重洲南口）乘车，到上总凑站前下车，需要
约70分钟

［东京湾轮渡］
从久里浜港到金谷港需要约40分钟
轮渡

93

P.24

母亲牧场

富津水产养殖场

东京湾轮渡

［日东交通］（房总油菜花号）

阅览futtour后，如有任何感想、意见或要求，请将信件邮
寄至富津市商工观光课。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参考。

富津中央IC

256

新舞子海滨浴场

高速大巴

163
白山的大杉树

P.26

P.13

经过京叶道路、东关东自动车道或东京湾Aqua Line，
从馆山自动车道的“木更津南IC”出发，沿着16号国道
行驶即到。从“富津中央IC”出发，请走127号国道。

富津中央IC

富津市政府

P.16

真心一级屋

餐厅 大定

在千叶站乘坐内房线的“馆山”或“安房鸭川”方向的
普通列车，需要60～90分钟

海上萤火虫PA

P.30

味觉旅馆 志井

电车

川崎
（浮岛JCT）

158

手工日式点心作坊 野口制果

P.20
P.26

255

富津公园

明治百年纪念瞭望塔

东京湾
Aqua Line

158

P.25

［从千叶出发］
宫野木JCT

enfab陶艺研究室 P.24
内里塚古坟

［从东京出发］

市川

湾岸市川

157

P.23

富津填海纪念馆

赶海场

京叶道路

从东京站乘坐特快列车需要70～100分钟

P.24

青堀站

16

富津市综合社会体育馆

P.08

东关东自动车道

P.18

P.19

琉璃时间

P.18 Aoitori

P.29

横田屋旅馆

富津公园大型游泳池

Grand Fosse

康洛

P.20

P.30

酒店 喜乐馆

P.27
酒店静养园

交通指南

〒293-8506

P.05

千叶县富津市下饭野2443
富津市政府商工观光课

P.29
浅间山运动公园

127

465

0439-80-1291

93

P.13

上总凑海滨浴场

上总凑站
P.16
P.26
P.20

P.28
P.13
P.20

如果搭乘往返三浦半岛和房总半岛的“东京湾轮渡”，可以体验到
刺激的航海旅程。在船上看到的富津，不同于岸上所见，又多了一层
别样风韵。从久里浜到金谷大约40分钟航程，欢迎乘坐

P.26

127

465

铃屋

P.26
P.10

富津市观光协会的官方网站

P.25
见性寺

关之犬岩

182

P.28

富津竹冈IC

竹冈的光藻

P.24

富津市观光协会

铭水 瀑布的不动尊

P.23
91

南畑草莓园

88

P.26

Gallery & Cafe SIGEL

松翁院

本手册仅介绍了富津市的部分情况。如果想感受更多精彩，
欢迎来富津旅游！

环之大樟

松月堂制果

P.19

日式料理 宫岛

P.25

海滨料理 MARUGO

Sommelier House酒匠馆 P.16

465

P.18

梅乃家

菊华旅馆

津浜海滨浴场

P.10

里见寿司

93

竹冈的ohatsuki银杏树

意大利餐厅 玛吉

P.19

和蔵酒造

P.26
P.20

日式餐厅 石山

小别墅 弗拉明戈

竹冈站

futtour
富津市旅游指南

志驹不动尊的灵水

富津馆山道

P.26
高宕山自然动物园

P.13

P.14

2014年3月发行

枫叶道

<凡例>
自动车道
国道
当地主要道路
一般县道
JR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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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餐厅
酒店
娱乐·体验场所

P.23

P.12

金谷美术馆

东京湾轮渡·恋爱圣地

P.12

The Fish

P.11

KANAYA BASE

P.28

海滨酒店 万年屋

P.16

小野鱼糕店

Café & Gallery edomonds

158

佐介食堂

● 发行 千叶县富津市

P.17

市民之森 露营地

P.20

户面原水库
地蔵堂瀑布（白丝瀑布）

富津金谷IC

P.26

浜金谷站

P.13

P.14

● 企划 富津市经济环境部商工观光课
TEL : 0439-80-1291

● 编辑·制作 株式会社 萌翔社
P.27

加治屋旅馆

P.25

Pizza Gonzo

金谷神社

88

P.20

锯山

锯山空中缆车

P.03

● 本手册中的数据是2014年3月的数据。
● 所提供的电话号码是各个设施的问询电话，有可能与当地号码不符。使用汽车
导航系统等搜索目的地时，敬请留意。

182

P.04

● 关于停业日，仅提供了定期休息日信息。对于临时停业、盂兰盆节、新年假期等
未予记载。

购物场所
锯南保田IC

fut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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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日游还是住宿，都将是一次愉快的旅程！
漫步富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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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游
富津

让我们一起巡游地球吧！
房总——令人无限向往、怦然心动的
游玩胜地。

富津市
旅游指南

Nature

Souvenir

Sunset

Café

Sea

Art

Activity

History

Relaxation

温暖 富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