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大洗酒店！
大洗酒店是座落在太平洋沿岸的度假酒店。
您可以在房间享受辽阔大海和日出的美景，
也可以走到沙滩戏水吹海风。
在此为您介绍附近观光景点和美食讯息。

①
②

カキ小屋
9:30～18:00

お魚天国

③
④

大洗海鮮市場

⑥
⑦

D

10:00～15:30

かあちゃん是母亲的昵称。起源于渔夫的爱人们为了让客人们享用到温
暖的家庭口味而运营的小店。由于食材新鲜，现在成为了大洗的名店。
每逢星期假日，客人们为了品尝这里的名菜，大排长龙。星期一休息
在这里可以吃到现烤的海鲜。春夏秋冬都可以享用到时令美食。无休

7:30～19:00
这家的特产是海鲜盖饭。日语是「海鮮丼」、非常受客人们的喜爱。
喜欢吃生鱼片的客人，可以尝尝看。
星期六、日 11:00～21:00 营业时间 [平日] 11:00～15:00、 17:00～21:00 星期三定休
是一家非常受当地居民喜爱的名店。不论海鲜、烧烤、火锅都非常好
土びん
吃。 尤其是冬季美食鮟鱇鱼火锅值得推荐。
17:00～22:00 目前 只营业星期四、五、六 （2017年10月现在）

悠久

おおつか
12：00～18：00

在这里可以享用到当地食材的新鲜美食。 星期三定休

明太子广场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在这里不但可以参观制造工厂，还可
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明太子商品！
营业时间 9:00～18:00
无休
门票 免费

大
洗
渡
轮
码
头

A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是历史悠久的人气神社。
走在参拜道上可以感受到神社
牛久大仏
的灵气，升华您的心灵。
建在太平洋上的鸟居，是看日
出的绝顶景点。

每年11月至3月期间、
每天下午5点半开始，
在酒店大厅都有举办
罕见的鮟鱇鱼吊割秀。

①牡蛎海鲜烧烤店

24小时便利店

这里的明太子饭团和
明太子冰淇淋是别的
地方吃不到的。
别错过哦！

24小时便利店

大洗矶前神社

⑥土びん饮食店

⑤悠久饮食店

②海鲜食堂

④大洗海鲜市场

是酒店附近唯一的烤肉店！
店外店内装饰着日本动漫
少女与战车的宣传品。
营业时间10:00～14:00、
16:00～22:30 星期二定休

幕末与明治博物馆

⑦おおつか饮食店

从酒店乘坐出租车大
约10分钟。聚集了鱼
市场、旋转寿司店和
海鲜店等。营业时间
10:30～20:30
无休

大洗 yellowport

烤肉店冲苑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在此可以学习到从幕府
末期到明治时代的历史。
展示着志士们的书画遗
墨等作品。
开馆时间 9:00～17:00
休息日 每星期三
门票 成人700日元

在这里可以享用到鱼市场直销的海鲜。 无休

11:00～20:00

かあちゃんの店

⑤

B

是一家海鲜烧烤店，您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食材自己烧烤。
除了牡蛎之外您还可以吃到各种海鲜。也有套餐供您享用。 无休

往
大
洗
站

③大洗名店

【注意】记载的内容是2017年11月３0日当时的情报。

大洗酒店

C

大洗美术馆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这里最有名的是风景窗画。
建在太平洋上的鸟居就像一
幅美丽的风景画一般。
营业时间 10:00～16:00
定休日 / 每星期三、星期四
门票 成人500日元

大洗酒店
电车
巴士
徒歩

大洗酒店

徒歩
约6分

(约8分)

那珂湊站

那珂湊「鱼市场」

大洗
磯前神社

徒歩
约6分

约(12分)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是历史悠久的人气神社。
走在参拜道上可以感受到神社
的灵气，升华您的心灵。
建在太平洋上的鸟居，是看日
出的绝顶景点。

那珂湊站

海洋世界大洗水族馆
(约12分)

需要时间 3小时
饲养的鲨鱼数量以日本第一为豪，是能够观赏得到翻车
鱼和海獭等约580种68,000只世界海洋生物的水族馆。 在
馆内分别设有9个区域，表现了大洗和世界海洋的各种展
示水槽，非常动人。这里也有日本最大的翻车鱼专用水
槽。 海洋世界大洗水族馆还举办各种各样内容丰富的娱
乐活动，特别受欢迎的是1天4场的海豚海狮表演秀，在
以大洗海岸为背景的大厅里，可看到滑稽可爱的海狮和
生气勃勃的海豚表演。最近海豚和海狮的共同演技，被
认为是世界首次的，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
［门票］ 成人1850日元（团体1440日元）
中小学生930日元（团队720日元）
［营业时间］ 无休 9：00～17：00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县内最大渔港内的那珂凑鱼市场里有许
多鲜鱼店以及水产品加工店，吸引着众
多的客人，使整个市场热闹非凡。 为了
能买到便宜的海鲜，常常出现人们大排
长龙的景象。市场内还有许多寿司店及
餐厅，能完全满足客人品尝海鲜的欲望。
另外，在冬天还能品尝到茨城县有名的
美食“鮟鱇鱼火锅”。鮟鱇鱼是含有高
蛋白低脂肪的高级鱼，特别是鱼肝味道
鲜美、入口即化，被称之为“海中鹅
肝”。 在日本还有“东有鮟鱇，西有河
豚”之说，可谓是评价极高的高级食品。
营业时间 大清早～（因店而异）

徒歩

欢迎光临大洗酒店！
大洗酒店是座落在太平
洋畔的度假酒店。您可
以在房间享受辽阔大海
和日出的美景，也可以
走到沙滩戏水吹海风。
从酒店可以索取附近散
步地图和美食讯息。

（约30分）

水户站
JR常磐線
牛久大仏 （坐一站）

（约30分）

勝田站

国营常陆海滨公园

茨城县有190公里的海
岸线，对喜欢吃海鲜
的游客是一大魅力。
鱼市场里有又大又新
鲜的回转寿司店，是
难得吃得到的哦！

海豚表演绝对
不可错过哦!!
10:00 12:00
14:00 16:00

咨询处
・海洋世界大洗水族馆
住址：〒311-1301 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町矶浜町8252-3 ＴＥＬ：029-267-5151
・ 大洗矶前神社
住址：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町矶浜町6890 ＴＥＬ:029-267-2637
・ 国营常陆海滨公园
住址：〒312-0012 茨城县常陆那珂市马渡字大沼605-4 ＴＥＬ：029-265-9001
ＨＰ：http://hitachikaihin.go.jp/
・ Fashion Cruise Newport 茨城
住址：〒312-0005茨城縣常陸那珂市新光町35 ＴＥＬ：029-264-2430

大洗矶前神社

如果您还有时间的话，
可以体验乘坐日本的巴
士和电车，到国营常陆
海滨公园游玩一天！

【注意】记载的内容是2017年10月３1日当时的情

需要时间 3 小时
公园面积约190公顷,园内有无数的大花圃,一年四季都有美丽的花朵盛开,让来访的游
客大饱眼福。另外,还有25种以上的游乐设施“欢乐花园”游乐场以及自行车游览路
线和烧烤广场,可供游客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门票
成人（15岁以上） 410日元
儿童（中小学生） 80日元

夏（７月中旬～８月下旬）
・愉快的夏季活动!!
既可以散步在百日草及向日葵的花圃中，还可以在此戏水玩乐。
另外,扫帚草的夜间灯光照射,犹如梦幻般的世界。
秋（９月下旬～１０月中旬）
・来看来摸扫帚草嘉年华会
观景山岗上的鲜红扫帚草和山丘下随风飘荡的秋樱美不胜收。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活动。
冬（１２月下旬～１月中旬）
・温暖的冬季活动!!
郁金香齐相盛开,鲜艳动人。音乐会和自行车游览等活动,都可让游客暖和身心。
春（３月下旬～５月下旬）
・flowering
水仙、郁金香、粉蝶花将开始春季接力赛。特别是粉蝶花的蓝和天空、大海融成一体,
编织出一幅壮观动人的绝美景色。
交通指南
从水户站乘坐常磐线到胜田站，换乘巴士就可以直达国营常陆海滨公园。
附近还有购物商城Fashion Cruise Newport 茨城，可让您流连忘返。

【注意】记载的内容是2017年10月３1日当时的情报。
常陆那珂海滨铁道
常陆那珂海滨线是一个充满乡土味的铁道，沿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田园风景，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站牌
的汉字都经过精心设计，表现出当地的特色。
从起站的胜田站到终点站阿字浦站，距离是14.3公里，总共只有10站，从头坐到尾大约需26分钟。

电车
巴士
徒歩

时刻表、票价

http://www.hitachinaka-rail.co.jp/timetable/

大洗酒店

大洗站
(约5分)

持有胜田-金上的车
票，传说可以提高财
运！在胜田站和那珂
湊站有贩卖哦！

茨城县甘薯干生产量占全
国第一。车站周边都是甘
薯产地。每到冬天，可以
看到晒甘薯的风景，别有
一番情趣。

附近有全国罕见的海边游
泳池「姥懐海水游泳池」。
它是利用海水的涨潮退潮
而形成的。您可以体验到
和小鱼一起游泳的乐趣。

水户站

从水户站可以乘
坐电车至大洗站
也可以乘坐巴士
牛久大仏
直接回酒店哦！

约15分

水户站
JR常磐線
（坐一站）
勝田站

胜田市是因日立制作所而发展出的
工业都市。每年1月都有举办将近2
万以上的人参加的胜田马拉松全国
大赛，已有65年历史，也是全国闻
名的。

以前被称为幽灵站！？
此站原本是日立工机公司员工的专用
站。只停早晚两次，所以时刻表等都
没有标示出，因此被称为幽灵站。
现在由于都市开发，已成为一般的站，
被大众使用。

约6分
虎塚古坟

需要时间1.5小时
周围有许多贝塚、古坟。其中的虎塚
古坟，从中根站徒步约25分，是国家
指定史迹。全长56.5米、高5.5米，石
室内画有各式图样的壁画。为了保护
史迹，只在春季和冬季各开放10天供
游客观赏。其他，附近还有十五郎穴
古坟也值得推荐。

约30分

约8分
那珂鱼市场

需要时间 ６０分钟
县内最大渔港内的那珂凑鱼市场里
有许多鲜鱼店以及水产品加工店，
吸引着众多的客人，使整个市场热
闹非凡。 为了能买到便宜的海鲜，
常常出现人们大排长龙的景象。市
场内还有许多寿司店及餐厅，能完
全满足客人品尝海鲜的欲望。 另外，
在冬天还能品尝到茨城县有名的美
食“鮟鱇鱼火锅”。鮟鱇鱼是含有
高蛋白低脂肪的高级鱼，特别是鱼
肝味道鲜美、入口即化，被称之为
“海中鹅肝”。 在日本还有“东有
鮟鱇，西有河豚”之说，可谓是评
价极高的高级食品。 营业时间 大清
早～（因店而异）

平矶海水浴场

平矶海水浴场是由防波
堤所围绕着的海水浴场。
中间设有鲸鱼的游乐器
材，风平浪静，非常受
儿童们的喜爱。

国营常陆海滨公园
需要时间 3 小时
公园面积约190公顷,园内有无数的大花圃,一年
四季都有美丽的花朵盛开,让来访的游客大饱眼
福。另外,还有25种以上的游乐设施“欢乐花
园”游乐场以及自行车游览路线和烧烤广场,可
供游客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门票
成人（15岁以上） 410日元
儿童（中小学生） 80日元
※从阿字浦有巴士至海滨公园，时刻表请洽询
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