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光臨大洗酒店！
大洗酒店是座落在太平洋沿岸的度假酒店。
您可以在房間享受遼闊大海和日出的美景，
也可以走到沙灘戲水吹海風。
在此為您介紹附近觀光景點和美食訊息。

カキ小屋

①

9:30～18:00

お魚天国

②
③
④

大洗海鮮市場

10:00～15:30

かあちゃん是母親的暱稱。起源於漁夫的太太們為了讓客人們享用到溫
暖的家庭口味而運營的小店。由於食材新鮮，現在成為了大洗的名店。
每逢星期假日，客人們為了品嚐這裡的名菜，大排長龍。星期一定休
在這裡可以吃到現烤的海鮮。春夏秋冬都可以享用到時令美食。無休

7:30～19:00
這家的特產是海鮮蓋飯。日語是「海鮮丼」、非常受客人們的喜愛。
喜歡吃生魚片的客人，可以嚐嚐看哦。
星期六、日 11:00～21:00 営業時間 [平日] 11:00～15:00、 17:00～21:00 星期三定休
是一家非常受當地居民喜愛的名店。不論海鮮、燒烤、火鍋都非常好
土びん
吃。尤其是冬季美食鮟鱇魚火鍋值得推薦。
17:00～22:00 目前 只營業星期四、五、六 （2017年10月現在）

悠久

⑥

おおつか

⑦

12：00～18：00

D

在這裡可以享用到當地食材的新鮮美食。星期三定休

烤肉店冲苑

是酒店付近唯一的烤肉
店！ 店外店內裝飾著日
本動漫少女與戰車的宣傳
品。
營業時間10:00～
14:00、16:00～22:30 星

幕末與明治博物館

A

需要時間 ６０分鐘
在此可以學習到從幕府
末期到明治時代的歷史。
展示著志士們的書畫遺
墨等作品。
開館時間 9:00～17:00
休息日 每星期三
門票 成人700日元

在這裡可以享用到魚市場直銷的海鮮。無休

11:00～20:00

かあちゃんの店

⑤

大洗磯前神社

需要時間 ６０分鐘
是歷史悠久的人氣神社。
走在參拜道上可以感受到神社
牛久大仏
的靈氣，昇華您的心靈。建在
太平洋上的鳥居，是看日出的
絕頂景點。

⑥土びん飲食店

⑦おおつか飲食店

明太子廣場

需要時間 ６０分鐘
在這裡不但可以參觀製造工廠，還可
以買到各種各樣的明太子商品！
營業時間 9:00～18:00 無休
門票 免費

⑤悠久飲食店

從酒店乘坐計程車大
約10分鐘。聚集了魚
市場、旋轉壽司店和
海鮮店等。營業時間
10:30～20:30 無休

大洗 yellowport

④大洗海鮮市場

大
洗
渡
輪
碼
頭

B

是一家海鮮燒烤店，您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食材自己燒烤。
除了牡蠣之外您還可以吃到各種海鮮。也有套餐供您享用。無休

往
大
洗
站

②海鮮食堂

每年11月至3月期間、
每天下午5點半開始，
在酒店大廳都有舉辦
罕見的鮟鱇魚吊割秀。

24小時便利店

C

大洗美術館

需要時間６０分鐘
這裡最有名的是風景窗畫。
建在太平洋上的鳥居就像一
幅美麗的風景畫一般。
營業時間 10:00～16:00
定休日 / 每星期三、星期四
門票 成人500日元

①牡蠣海鮮燒烤店

24小時便利店

這裡的明太子飯糰
和明太子冰淇淋是
別的地方吃不到的。
別錯過哦！

大洗酒店

③大洗名店

【注意】記載的內容是2017年11月３0日當時的情報。

大洗酒店
電車
巴士
徒歩

大洗酒店

徒歩
約6分

(約8分)

那珂湊站

那珂湊「魚市場」

大洗
磯前神社

徒歩
約6分

(約12分)

需要時間 ６０分鐘
是歷史悠久的人氣神社。 走
在參拜道上可以感受到神社的
靈氣，昇華您的心靈。 建在
太平洋上的鳥居，是看日出的
絕頂景點。

那珂湊站

海洋世界大洗水族館
(約12分)

需要時間 ３小時
飼養的鯊魚數量以日本第一為豪，是能夠觀賞得到翻車
魚和海獺等約580種68,000只世界海洋生物的水族館。在
館內分別設有9個區域，表現了大洗和世界海洋的各種展
示水槽，非常動人。這裡也有日本最大的翻車魚專用水
槽。海洋世界大洗水族館還舉辦各種各樣內容豐富的娛
樂活動，特別受歡迎的是1天4場的海豚海獅表演秀，在
以大洗海岸為背景的大廳裡，可看到滑稽可愛的海獅和
生氣勃勃的海豚表演。最近海豚和海獅的共同演技，被
認為是世界首次的，成為了一個熱點話題。
［門票］ 成人1850日元（團體1440日元）
中小學生930日元（團隊720日元）
［營業時間］ 無休 9：00～17：00 最後入館16：00

需要時間 ６０分鐘
縣內最大漁港內的那珂湊魚市場裡有許
多鮮魚店以及水產品加工店，吸引著眾
多的客人，使整個市場熱鬧非凡。為了
能買到便宜的海鮮，常常出現人們大排
長龍的景象。市場內還有許多壽司店及
餐廳，能完全滿足客人品嚐海鮮的慾望。
另外，在冬天還能品嚐到茨城縣有名的
美食“鮟鱇魚火鍋”。鮟鱇魚是含有高
蛋白低脂肪的高級魚，特別是魚肝味道
鮮美、入口即化，被稱之為“海中鵝
肝”。在日本還有“東有鮟鱇，西有河
豚”之說，可謂是評價極高的高級食品。
營業時間 大清早～（因店而異）

徒歩
約5分

歡迎光臨大洗酒店！
大洗酒店是座落在太平
洋畔的度假酒店。您可
以在房間享受遼闊大海
和日出的美景，也可以
走到沙灘戲水吹海風。
從酒店可以索取附近散
步地圖和美食訊息。

（約30分）

水户站
JR常磐線
牛久大仏 （坐一站）

（約30分）

勝田站

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茨城縣有190公里的海
岸線，對喜歡吃海鮮
的遊客是一大魅力。
魚市場裡有又大又新
鮮的迴轉壽司店，是
難得吃得到的哦！

海豚表演絕對
不可錯過哦!!
10:00 12:00
14:00 16:00

諮詢處
・海洋世界大洗水族館
住址：〒311-1301 茨城縣東茨城郡大洗町磯浜町 8252-3 ＴＥＬ：029-267-5151
・大洗磯前神社
住址：茨城縣東茨城郡大洗町磯浜町 6890 ＴＥＬ:029-267-2637
・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住址：〒312-0012 茨城縣常陸那珂市馬渡字大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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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洗磯前神社

如果您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體驗乘坐日本的巴
士和電車，到國營常陸
海濱公園遊玩一天！

【注意】記載的內容是2017年10月31日當時的情報。

需要時間 3 小時
公園面積約190公頃,園內有無數的大花圃,一年四季都有美麗的花朵盛開,讓來訪的遊
客大飽眼福。另外,還有25種以上的遊樂設施“歡樂花園”遊樂場以及自行車遊覽路
線和燒烤廣場,可供遊客享受到無窮的樂趣。
門票 成人（15歲以上） 410日元
兒童（中小學生） 80日元

夏（７月中旬～８月下旬）
・愉快的夏季活動!!
・既可以散步在百日草及向日葵的花圃中，還可以在此戲水玩樂。
另外,掃帚草的夜間燈光照射,猶如夢幻般的世界。
秋（９月下旬～１０月中旬）
・來看來摸掃帚草嘉年華會?觀景山崗上的鮮紅掃帚草和山丘下隨風飄蕩的秋櫻美不勝收。
每年都會舉辦各種活動。
冬（１２月下旬～１月中旬）
・溫暖的冬季活動!!
鬱金香齊相盛開,鮮豔動人。音樂會和自行車遊覽等活動,都可讓遊客暖和身心。
春（３月下旬～５月下旬）
・flowering
水仙、鬱金香、粉蝶花將開始春季接力賽。特別是粉蝶花的藍和天空、大海融成一體,
編織出一幅壯觀動人的絕美景色。
交通指南
從水戶站乘坐常磐線到勝田站，換乘巴士就可以直達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附近還有購物商城
Fashion Cruise Newport 茨城，可讓您流連忘返。

【注意】記載的內容是2017年9月３0日當時的情報。
常陸那珂海濱鐵道
常陸那珂海濱線是一個充滿鄉土味的鐵道，沿路可以欣賞到美麗的田園風景，值得一提的是每個站牌
的漢字都經過精心設計，表現出當地的特色。
從起站的勝田站到終點站阿字浦站，距離是14.3公里，總共只有10站，從頭坐到尾大約需26分鐘。

電車
巴士
徒歩

大洗酒店

大洗站
(約5分)

持有勝田-金上的車
票，傳說可以提高財
運！在勝田站和那珂
湊站有販賣哦！

茨城縣地瓜干生產量佔全
國第一。車站周邊都是甘
藷產地。每到冬天，可以
看到曬地瓜的風景，別有
一番情趣。

附近有全國罕見的海邊游
泳池「姥懐海水游泳池」。
它是利用海水的漲潮退潮
而形成的。您可以體驗到
和小魚一起游泳的樂趣。

水户站

從水戶站可以乘
坐電車至大洗站
也可以乘坐巴士
牛久大仏
直接回酒店哦！

約15分

水户站
JR常磐線
（坐一站）
勝田站

勝田市是因日立製作所而發展出的
工業都市。每年1月都有舉辦將近2
萬以上的人參加的勝田馬拉松全國
大賽，已有65年歴史，也是全國聞
名的。

約6分
虎塚古墳

約30分

約8分
那珂魚市場

平磯海水浴場

國營常陸海濱公園

十五郎穴古墳

以前被稱為幽靈站！？
此站原本是日立工機公司員工的專用
站。只停早晚兩次，所以時刻表等都
沒有標示出，因此被稱為幽靈站。
現在由於都市開發，已成為一般的站，
被大眾使用。

需要時間1.5小時
周圍有許多貝塚、古墳。其中的虎塚
古墳，從中根站徒步約25分，是國家
指定史蹟。全長56.5米、高5.5米，石
室內畫有各式圖樣的壁畫。為了保護
史蹟，只在春季和冬季各開放10天供
遊客觀賞。其他，附近還有十五郎穴
古墳也值得推薦。

需要時間 ６０分鐘
縣內最大漁港內的那珂湊魚市場裡
有許多鮮魚店以及水產品加工店，
吸引著眾多的客人，使整個市場熱
鬧非凡。為了能買到便宜的海鮮，
常常出現人們大排長龍的景象。市
場內還有許多壽司店及餐廳，能完
全滿足客人品嚐海鮮的慾望。另外，
在冬天還能品嚐到茨城縣有名的美
食“鮟鱇魚火鍋”。鮟鱇魚是含有
高蛋白低脂肪的高級魚，特別是魚
肝味道鮮美、入口即化，被稱之為
“海中鵝肝”。在日本還有“東有
鮟鱇，西有河豚”之說，可謂是評
價極高的高級食品。營業時間 大清
早～（因店而異）

平磯海水浴場是由防波
堤所圍繞著的海水浴場。
中間設有鯨魚的遊樂器
材，風平浪靜，非常受
兒童們的喜愛。

需要時間 3小時
公園面積約190公頃,園內有無數的大花圃,一
年四季都有美麗的花朵盛開,讓來訪的遊客大
飽眼福。另外,還有25種以上的遊樂設施“歡
樂花園”遊樂場以及自行車遊覽路線和燒烤廣
場,可供遊客享受到無窮的樂趣。
門票
成人（15歲以上） 410日元
兒童 （中小學生） 80日元
※從阿字浦有巴士至海濱公園，時刻表請洽詢
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