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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葉 的 這 個 地 方 很「 熱 」！

33

特  

輯

海邊很「熱」！

活動很「熱」！

11

於2020年7月開放的，當日可來回的溫泉。溫泉從地下2,000公尺的深處湧出，因其保溫效果較好、熱水不

易冷卻而被稱為「熱泉」。從「觀景露天浴池」可以俯瞰到東京灣。室內溫泉中還有能夠促進血液循環的

「高濃度碳酸泉」，浴池種類非常多。

［JFA夢想基地 幕張溫泉 湯樂之鄉］
千葉市美濱區美濱26（JFA夢想基地內） 電話：043-205-4126

JFA夢想基地  幕張溫泉  湯樂之鄉 詳情請見P.36

全球最大的國際極限運動賽事「X Games」將於2022年

4月首次登陸日本！到那個時候，滑板、BMX、Moto X等領

域的頂尖運動員將齊聚一堂，展開一場為期三天的角逐！

X Games Chiba 2022 Presented by Yogibo 在日本「黃金週」期間，千葉市蘇我運動公園將舉辦一場

為期四天的戶外搖滾音樂節。Maximum the Hormone、

Sukima Switch、UVERworld等藝人齊聚一堂，陣容豪華！

JAPAN JAM

稻毛海濱公園「伸向大海的木甲板」在2022年春季完工。木甲板全長90公尺，其中有47公尺在海上。站在

海上甲板的盡頭可將公園最具特色、蔚為壯觀的夕陽盡收眼底，未來還將設立咖啡廳，並舉辦現場音樂嘉年

華會等大型活動。

［「伸向大海的木甲板」（稻毛海濱公園）］
千葉市美濱區高濱7-2-1 電話：043-279-8440

「伸向大海的木甲板」（稻毛海濱公園） 詳情請見P.33

照片提供者：X Game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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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身是千葉市經營的「千葉市乳牛養殖場」，從2021年4月起以民營旅

遊設施的身份正式開業。在遼闊的牧草地上，除了享受露營和燒烤的

樂趣以外，還可以親自體驗農業活動。每星期六還有以當地蔬菜為主

題的市集以及工作坊等活動。

［千葉牛廣場］
千葉市若葉區富田町983-1 電話：043-235-8376（星期四-星期日9:00-16:00）

千葉牛廣場 詳情請見P.21

位於稻毛海濱公園內，是一個以「自然環境與人共存、循環」為主題

的，可供您燒烤、露營的住宿型公園設施。您可以在稻毛海濱一邊欣

賞夕陽美景，一邊品嚐著使用千葉縣新鮮食材所烹製的燒烤。還可以

帶上您的愛犬，一起享受這美好時光。

［small planet CAMP & GRILL］
千葉市美濱區高濱7-2 電話：080-3541-7187

small planet CAMP & GRILL 詳情請見P.34

戶外非常「熱」！

往年8月份在茨城縣國營日立海濱公園所舉辦的戶

外音樂節，將從2022年起正式在千葉市的蘇我運動

公園舉辦。活動日程安排在8月6日、7日以及11日、

12日和13日，為期總共五天。從具有日本代表性的藝

人、到新生代年輕藝人，都將悉數登台獻唱，表演陣容

豪華無比！

日本搖滾音樂節

SUMMER SONIC是每年夏季，在千葉和大阪兩個

會場所舉辦的都市型搖滾音樂節。本次將於2022

年8月20日至21日舉 行，活 動為 期兩天。 具體 詳

情 待定，相關資訊 請至官方網站〈https://www.

summersonic.com〉確認查詢。

SUMMER SONIC

Chiba-Cit y hot news!

位於若葉區泉自然公園的「自然共生型戶外公園」。在這裡有長達

120公尺的滑索「勇者探險線路」，也有小孩（身高限制需達110公

分）、老人都能玩的「小白友好線路」。

［千葉森林探險］
千葉市若葉區野呂町108 電話：090-5535-1230

千葉森林探險 詳情請見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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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張新大谷酒店（住宿）11

酒店響應聯合國所宣導的「SDGs」，採取節水措施、減少食物浪費，努

力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而做出貢獻。此處還有會議室，可舉辦

「SDGs」的相關培訓。

詳情請見P.63

Y'S Agri11

在此您可以在最先進的溫室中，與種植草莓的農民們交談，了解有關農業

方面的「SDGs」的相關措施與生產管理（HACCP、JGAP）等，您還可以

包下一棟溫室，體驗採摘完全熟透了的草莓的樂趣。

詳情請見P.49

道之驛木更津 UMAKUTA 之鄉33

店内銷售的地方特產數量達2,000種之多，品種齊全，可以購買時令蔬菜、

水果、加工產品與伴手禮。尤其是店家原創的花生產品、用當地特產的藍

莓製作成的起司蛋糕最受到顧客歡迎。

KURKKU FIELDS生態農場22

由音樂家小林武史親手打造的、以「面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生活」為主題

的設施，可以親身體驗「農業」、「飲食」、「自然」等要素所組成的循環。午

餐可以去園區的「KURKKU FIELDS DINING」餐廳，品嚐在園區裡面新

鮮採摘的農產品所烹製而成的佳餚哦。

詳情請見P.3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千葉縣木更津市下郡1369-1  TEL.0438-53-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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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之森森林村莊11

場地內設有露營區（可租借帳篷等的）。在這裡可享用燒烤來當作您的晚

餐。這裡還賣有產自千葉縣的「山珍」，讓您可以品嚐到別有一番風味的

燒烤。

詳情請見P.29

鋸山11

乘坐鋸山纜車到山頂觀景臺大約需要4分鐘。觀景臺的南邊是日本寺，在

寺廟院內，您可以參觀「窺視地獄」、「百尺觀音」和「大佛」等景點。北邊

還有觀賞舊時採石場的登山路線。

詳情請見P.40

東京灣渡輪/金谷渡輪服務中心33

您可以在房總首屈一指、品種齊全的「金谷渡輪服務中心」中選購特產。

無論是房總的海產品和農產品，還是店家原創的「牛奶饅頭」均有販售。

海鮮沙灘燒烤店 MARUHAMA22

這是一家可以讓您自己選擇並自己烤海鮮的自助燒烤餐廳，讓您及時充裕

地補給因登山而減少的能量。

娛
樂
、「

娛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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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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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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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美
達
成
路
線

完
美
達
成
路
線

千葉縣富津市金谷2288  TEL.0439- 69-2161

千葉縣富津市金谷4303  TEL.0439- 69-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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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千葉公園11

深受千葉市民們喜愛的大型公園，可以感受到四季的自然風光，還可以乘

船觀光遊玩。初夏，在千葉市被發現的世界最古老的荷花「大賀荷花」正

值花期，最多時一天會開出700多朵，美不勝收。

詳情請見P.23

千葉市立鄉土博物館22

這裡展示了奠定千葉城鎮基礎的名

門武士團「千葉氏」等各種有關地方

歷史的資料。除此以外，還會舉辦大

量與地方有關的特別展覽。在觀景

廳還可以俯瞰千葉市全貌。

詳情請見P.16

京成米拉瑪麗酒店（住宿）33

酒店設施包含電影院、餐廳和商店等，

直接連接了京成線「千葉中央站」，距

JR「千葉站」步行約10分鐘，地理位置

優越，是最理想的千葉觀光休息之地。

詳情請見P.66

（第2天）

千葉時代11

這裡的地層在2020年被IUGS（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認定是完整保留

最後一次地磁逆轉記錄的地層。是千葉的一個新景點。還可以聆聽”千葉

時代導游 “的介紹。（需要預約）

詳情請見P.45

湖畔美術館22

美術館與高瀧湖相望，自然景觀豐富。這裡有以戰後銅版畫第一人——深

澤幸雄的作品為主的常設展覽，以及以當代藝術為主的特別展覽。您可以

在館內的「PIZZERIA BOSSO」餐廳中一邊欣賞高瀧湖的美景，一邊享用

美食。

＊
千
葉
市
經
典
線
路 

③

photo: Tadashi EndoKOSUGE1-16《Heigh-Ho》, 2013
千葉縣市原市不入75-1  TEL.0436-98-1525

7



修
學
旅
行
推
薦
路
線

修
學
旅
行
推
薦
路
線
【
適
合
兒
童
體
驗
】

加曾利貝塚博物館11

加曾利貝塚被列為國家級特別歷史

遺跡，是日本規模最大的貝塚。這裡

有志願者導遊在園區進行講解，還可

以感受繩文文化。

詳情請見P.14

small planet CAMP & GRILL（住宿）33

這裡擁有豪華的露營設施，可以讓您盡

情享受千葉所產的新鮮食材烹製出來

的燒烤。夜裡，您可以一邊望著爐中的

火焰，一邊與同伴們回顧一天的點滴，

再次增進了彼此間的親密感。

詳情請見P.34

PIER- 0122

從JR千葉港車站步行7分鐘即可抵達的海

鮮餐廳。在8.5公尺高的巨型水槽中，烏龜、

韌魚、拿破崙魚等遨遊其中，讓您可以在別樣

的環境裡享用美食。夏天還會在露台上舉辦

BBQ派對。

參觀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基地11

千葉都市單軌電車作為吊掛式單軌電車，保

持著「世界上最長行駛距離」的金氏世界紀

錄。如果租下整組列車，您還可以參觀車輛

基地。

詳情請見P.41

（第1天）  ※出發地2選1

（第2天）

母親牧場11

在這裡您可以盡情享受與動物的互動，以及被當季花草包裹的樂趣。有趣的表演和

活動豐富多彩，讓您可以玩一整天，是千葉最具代表的觀光景點。午餐推薦招牌菜

「成吉思汗烤肉」。此外，學校團體的專屬體驗活動也一應俱全哦！例如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的日間野營、定向越野、通過與牛羊互動加深對牧場工作知識的畜牧體驗等。

詳情請見P.17

千 葉 市 經 典 線 路  ⑤

以 千 葉 市 為 舞 臺 的 動 漫 聖 地 巡 禮 路 綫以 千 葉 市 為 舞 臺 的 動 漫 聖 地 巡 禮 路 綫
這是一部由輕小說改編的人氣動漫。講述的是性格有點

扭曲的主角比企谷八幡，因為某些原因加入了高中的「侍

奉部」，與侍奉部部長雪之下雪乃、同班同學由比濱結衣等

人展開的校園愛情喜劇。

●●《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簡稱：《果青》）《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簡稱：《果青》）

① JR 總武線稻毛站 ②稻毛陸橋 ③ JR 京葉線稻毛海岸站 ④中高濱公園

⑦幕張新市⑤稻毛海濱公園 ⑥美濱大橋

＊
千
葉
市
經
典
線
路 

④

被票選為我想到訪的88處日本動漫聖地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港1-20-1KS港灣1樓
TEL.043-24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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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市

時令日曆

每年的日本「黃金週」期間，會在千葉市蘇我運動公園舉辦持續數日的戶

外音樂節。演出陣容也十分豪華！

5月

JAPAN JAM

這是每年8月在幕張海灘舉行的夏季傳統活動。包括海上煙火在內約2

萬發以上的煙火，將千葉的夜空裝點得絢麗多彩。

8月

幕張海濱煙火大會（千葉市民煙火大會）

以大賀荷花為主題的節日。屆時還有演講、樂器演奏、售賣會等。夜裡還

會在「YohaS（夜荷花）」表演燈光秀和現場音樂會。

6月

大賀荷花節（千葉公園）

以大賀荷花為主題的夜間藝術活動，通過燈光秀、現場演出等，可以體驗

到不同於往常的千葉公園哦。

6月

YohaS

亞洲規模最大的音樂節。2022年將於8月20日至21日的兩天時間中在千

葉和大阪舉辦。詳情待公布。

8月

SUMMER SONIC

每年8月舉行，是遵循於北斗七星的七顆星而連續7天進行的一語祈願節，

到時候還會有「一顛一顛」的大神轎在市內巡遊。

8月

千葉神社「妙見大祭」

每年8月都會以中央公園為中心，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其中，約會

有2,000人伴隨大鼓節奏舞動的「親子三代千葉舞」，是最壯觀的活動。

8月

千葉親子三代夏日節

從2022年起在千葉市蘇我運動公園舉辦，是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戶外音

樂盛事。目前（截止至2022年1月）具體詳情未定。

8月

日本搖滾音樂節

千葉市活動一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草莓草莓
竹筍竹筍

番茄番茄

罌粟罌粟
花椰菜花椰菜

鬱金香鬱金香

款冬款冬

玫瑰玫瑰
玉蟬花玉蟬花

藍莓藍莓 地瓜地瓜
梨子梨子
葡萄葡萄

向日葵向日葵

栗子栗子
蚵仔蚵仔

紅葉紅葉
水仙水仙

每年櫻花盛開的時期都會在千葉開府的亥鼻公園舉辦櫻花節。夜晚千葉城

（市立鄉土博物館）的燈光秀和櫻花相爭竟豔，非常值得一看。

3月 4月

千葉城櫻花節

照片提供者：千葉市觀光協會

世界頂級運動員在ZOZO海洋球場齊聚一堂，展開在為期三天的滑板、

BMX等激烈的比賽角逐。

4月

X Games Chiba 2022 Presented by Yogibo

照片提供：X Game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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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千葉市引以為傲的秋季大型音樂盛事，始於1998年。活動期間，爵士樂

將響徹全城，氣氛十分熱烈哦。

10月

BAY SIDE JAZZ CHIBA

每年11月中旬至12月25日，塔身的牆面上會亮起聖誕彩燈。此外還會與

觀光船聯合舉辦活動等。

12月

千葉港塔聖誕奇幻

由千葉市的國際交流、國際合作團體聯合舉辦。可以盡情瀏覽各個團體

的活動介紹，欣賞不同國家的舞台展示等。

2月

千葉市國際交流節

3月

茶道花道、音樂、文藝、傳統表演藝術、戲劇、美術六大部門以振興和普及

藝術文化為目的進行的展覽和發布等活動。

2月

千葉市民藝術節

3月

300mm

250mm

200mm

150mm

100mm

50mm

0mm

40℃

30℃

20℃

10℃

0℃

-10℃

- 2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降
雨
量

平
均
氣
溫

年平均氣溫 16. 2℃／年降雨量 1454.7mm  （統計時間：1991-2020）

（千葉市全年氣溫）

主會場設在千葉港口公園。在這裡可以一次體驗千葉的各種風味和物產。

舞台活動同樣精彩哦。

11月

千葉湊大漁節（千葉市民產業節）

一年一度的動物文化節。屆時還會有關於動物的調查和研究發布。此外

還有以動物和動物園為題材的作品展出和售賣、美食節、幸運抽獎等活動。

11月

千葉 ZOO節

屆時會對中央公園周邊的道路實行封閉管理，將其打造成步行天堂，在此

將舉辦美食節、現場表演、舞蹈、自由市集等老少皆宜、豐富多彩的活動。

10月

榮町樂市市集& 跳蚤市場

屆時「JR海濱幕張站」站前廣場上會有美麗的彩燈裝飾哦。活動期間還

會有現場音樂表演和食品餐車攤位。

11月

幕張彩燈

12月 1月

數據來源：氣象局門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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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市動物公園
因為小熊貓「風太」，而成為熱門發燒話題的動物園。以獵豹父子和日本首屈一指的猿類為代表，這
裡擁有上百個動物品種。動物種類非常多，是一所魅力無限、百看不厭，怎麼逛都逛不膩的動物園哦。
同時還可以體驗餵食、騎馬等活動，與小動物們親密接觸。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源町280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52-1111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zoo/index.html
營業時間 9:30-16:30（16:00後停止入園）
公休日 每星期三（如遇節假日，則改為次日）、年末年初
交通資訊（巴士） 乘坐千葉內線巴士至「千葉市動物園」站下車，步行1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高中生以上7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9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團體（30人以上）入園門票可享八折優惠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已為您準備了多種語言的宣傳手冊，其中包含：英文、簡體中文、繁體中
文、韓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〇主要防疫措施
●限制開放/使用部分動物科學館●透過園區內的廣播、告示牌等來宣導防疫措施●設置防飛沫專用隔板（綜合引導等）●在入園門口放置消毒液（手部消毒）●在入園門口測量體溫●定期對哺乳
室等功能室進行消毒（請注意！為徹底消毒，哺乳室僅開放動物科學館、森林餐廳、親密接觸動物之鄉等3處）●動物展覽館的防疫措施：在扶手設置1公尺的防疫距離標示，並設置護欄以保持距離
●將園區內主要景點洗手間的水龍頭更換為感應式水龍頭（動物科學園、中央廣場、展望甲板、親密接觸動物之鄉、兒童動物園、森林餐廳）●中央廣場噴泉停止運作●暫停部分親密接觸動物之鄉
的服務。
〇關於參觀動物
●為預防稀有動物受到感染，部分動物展覽館內已裝設了防疫隔板。因此將影響部分展覽館在觀賞動物時的體驗，造成不便敬請見諒。●已在展覽館扶手設立了1公尺距離的黃色標示，以便保持
防疫社交距離。觀賞時，請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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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市美術館
該美術館的特徵就是，其內部保存了一座建於二戰前的新文藝復興樣式的銀行老建築。
除了有各種企劃展覽之外，在常設展示廳還可隨時欣賞到以浮世繪為首的「日本早期近代·近代繪畫
·版畫」、「現代美術」、「與房總地區有關的作品」等將近一萬件收藏品的精品。以及可以和藝術家一
起參與作品·空間製作的工作室，還有收集了 4,500 冊美術相關書籍的圖書室、工作室等等。是一
座受到各個年齡層喜愛的美術館。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3-10-8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1-2311
網站 https://www.ccma-net.jp
營業時間 10:00-18:00 （星期五·星期六至20:00截止）
公休日 第1個星期一、年末年初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東出口的7號巴士站台，乘坐開往「大學醫院」或「南矢作」
的巴士，在「中央3丁目」或「大和橋」站下車，步行約3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0-1,2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9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不可 ※因Covid-19而受到影響。疫情結束後可對應。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因Covid-19而受到影響。疫情結束後可對應。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因Covid-19而受到影響。疫情結束後可對應。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因Covid-19而受到影響。疫情結束後可對應。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入館時請進行手部消毒及測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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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HOKI 美術館
是日本首座，同時也是世界上罕見的寫實繪畫的專業美術館。收藏了將近500幅寫實繪畫的作品。館
內還有可以品嘗到美食與葡萄酒的意大利餐廳、咖啡廳。本館與設有露營場地的昭和森林相鄰。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綠區明日之丘東3-15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05-1500
網站 https://www.hoki-museum.jp/
營業時間 10:00-17:30
公休日 星期二

交通資訊（巴士） 在土氣 站南出口的3號巴士站台，乘 坐開往「明日之 丘Bran New 
Mall」的巴士，約5分鐘在「明日之丘東4丁目」站下車後，即可到達。

預約方式 主頁、電話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入館費用普通票為183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9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團體需要10人以上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有團體入館費優惠折扣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因有人數限制，請提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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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市立加曾利貝塚博物館
加曾利貝塚博物館不僅展示了從特別歷史遺跡「加曾利貝塚」中發現的陶器與石器等，繩文人所使用
過的工具，還可以從中了解到以加曾利貝塚為代表的，千葉市以及千葉縣的貝塚、繩文時代的相關文化。
作爲貝塚，2017年11月，加曾利貝塚首個被指定為國家「特別歷史遺跡」。加曾利貝塚繩文遺蹟公園
中，有著南貝塚、北貝塚貝層剖面等觀賞設施、豎穴居住遺跡群觀賞設施、復原住宅等。同時還能看到
很多稀有的動植物。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櫻木8丁目33番1號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31- 0129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kasori/index.html
營業時間 9:00-17:00（16:30以後停止入館）

公休日 星期一（如逢國家節假日開館，次日如非國家節假日則休館）、年末年初
（12月29日至1月3日）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東出口的9號站台，乘坐京成巴士千02開往「御成台車（經
由市營靈園）」的巴士、或tsu02開往「都賀站」的巴士，於「櫻木站」下
車後，步行約15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如有團體參觀，請提前諮詢加曾利貝塚博物館）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洗手間在博物館外面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使用酒精消毒，配戴好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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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市科學館
「令人興奮的體驗」～從日常生活中接觸科學～用日常生活的視角捕捉科學！大人小孩都能樂在其中，
重視人與人交流，並以「人」為主角的參與體驗型科學館。常設展覽中，有多達 140 個體驗展示，
也會舉辦以週末時間為主的手工製作等。從縣內最大的天象儀中投影出來的恆星數量超過 1000 萬顆。
與投影在星象儀整片上空的數字影像相互輝映的節目層出不窮，豐富多彩！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4丁目5番1號Qiball（KIBO-RU）7-10層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308- 0511（總機）
網站 https://www.kagakukanQ.com
營業時間 09:00-19:00
公休日 無固定公休日（詳情請至科學館主頁查詢）

交通資訊（巴士） <自行開車（巴士）來館時>從京成千葉中央車站，往東邊延伸而出的中
央大道直走，經過中央三丁目十字路口後，目的地就在右手邊的角落。

預約方式 團體預約方式，請參考科學館主頁「團體參觀」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團體預約方式，請參考科學館主頁「團體參觀」
行程所需時間 60分鐘-120分鐘左右 ※開館時間內無指定時間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普通團體需15人以上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30人以上的團體可享折扣優惠（不包含套餐券）
停車場 只有巴士停車場（需提前申請）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請參考科學館主頁「關於本館的 Covid-19 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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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市立鄉土博物館
建立在亥鼻城遺址上的，天守閣外型的博物館。透過以千葉為根據地並為了建立鐮倉幕府，而做出貢
獻的名門武士團「千葉氏」的資料，以及在明治・大正・昭和時代的相關文獻等，可以了解千葉市的歷史。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亥鼻1丁目6-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2-8231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kyodo/
營業時間 9:00-17:00（16:30以後停止入館）
公休日 星期一（若當天遇節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年末年初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京成千葉站，在千葉站前巴士總站7號站台，乘坐開往「千
葉大學醫院」或「南矢作」的京成巴士（千03、千03-1、千04），在「鄉
土博物館·千葉縣文化會館」站下車，步行約3分鐘

預約方式 團體預約或需使用巴士停車場時，請提前2個星期聯繫本館。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最多3台）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於玄關處使用酒精進行消毒、館內配戴好口罩等
※多功能（Ostomate）洗手間在博物館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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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母親牧場
以能夠與動物們親密接觸為主要特色，同時還具備了關東地區最大的季節性花田。不僅有現採的新鮮
水果、高空滑索等活動，還有美味的牧場美食，樂趣滿滿哦！另為，我們還爲不同團體，不同游玩目的旅
客們準備了遊玩計畫哦。
另外，可提供住宿的牧場露營設施「母親牧場露營THE FARM」，已在2021年6月正式開業。詳情請
查詢官方網站。
※請注意，「母親牧場露營THE FARM」將不提供團體折扣優惠、恕不接受旅行社預約。

地址 千葉縣富津市田倉940-3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9-37-3211
網站 http://www.motherfarm.co.jp/

營業時間 2-11月工作日：9:30-16:30/週末及節假日：9:00-17:00 
12-1月工作日：10:00-16:00/週末及節假日：9:30-16:00

公休日 無（12月及1月中旬有幾個工作日會休息）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君津站乘坐直達巴士約35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團體預約需通過電話受理）
開放時間 僅限營業日

預估費用 大 人（國中生 及 以 上 ）1,500日元、兒 童（4歲-國 小生 ）800日元
※20人以上的團體可享折扣優惠

行程所需時間 18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有團體優惠價等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有英文及其他語言版本的指引地圖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有其他語言版本的指引地圖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適當消毒・空氣流通、工作人員做好自身健康管理、配戴口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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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縣立美術館
千葉縣立美術館，本館系統性地收集並保管了與千葉縣有關的美術資料，旨在將其傳承給後世，同時透過「觀賞、講
述、創造」的活動，孕育出新的見解，向世人傳遞美術資訊。收藏展「名品」中，除了展示與我縣有相當淵源的近代西
洋畫先驅者淺井忠的西洋畫以外，還有關於柯洛、米勒等巴比松學校派的外國作品。並從本館收藏的作品中，嚴格挑
選出鑑賞呼聲較高的日本畫、工藝、雕刻、版畫、書籍等進行介紹。此外，還將舉辦特展和企劃展等，以提供給各種不
同年齡層的觀眾欣賞。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港1-10-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2-8311
網站 http://www2.chiba-muse.or.jp/ART/
營業時間 09:00-16:30
公休日 星期一（如節假日或公休時，則改為當日開館、次日休館）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千葉港站步行約10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到主頁確認
預估費用 一般為3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約9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請使用附近的停車場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呼籲遊客配戴好口罩（包含主頁宣傳、張貼海報等）
●呼籲遊客避開密度、密集、密切接觸的場合（包含主頁宣傳、張貼海報等）、身體不舒服及密切接觸者等避免入場（包含主頁宣傳、張貼海報等）
●提倡遵守咳嗽禮節（包含主頁宣傳、張貼海報等）
●入場時，進行手部消毒·入場時測量體溫、工作人員配戴好口罩、設置透明隔板及塑膠窗簾、限制入場與觀賞人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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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第二海堡登陸之旅
漂浮在東京灣富津海域的人工島。從明治時代到大正時代，為了保衛首都，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
建造而成的，日本第一個海上土木工程。平常是無法進入的，從2019年開始，隨著新型旅游項目—參
觀國家基礎建設的興起，鐘才開放了第二海堡登陸之旅。

地址 千葉縣富津市富津字洲端 2433 號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70-4399-1397（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10:00-16:00）東京
灣海堡旅遊觀光機構

網站 https://daini-kaiho.jp/
營業時間 無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木更津港富津地區　自舘山高速木更津南 IC 向富津岬方向約 15 分鐘
預約方式 請直接諮詢東京灣海堡旅遊觀光機構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10,000 日元 / 人
行程所需時間 180 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人數限制最多為 70 人（郵輪）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有導遊
停車場 有 ※ 請提前聯繫富津市工商觀光科（0439-80-1291）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請諮詢東京灣海堡旅行觀光機構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請諮詢東京灣海堡旅行觀光機構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減少人數、一般預防感染措施

提供：国土交通省 関東地方整備局 東京湾口航路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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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吉本幕張永旺夢樂城劇場
不但能滿足喜劇迷的需求，我們還舉辦能和家人、朋友輕鬆愉快觀看的公演。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豐砂1-1永旺夢樂城幕張新都心grand mall3樓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301-5910
網站 http://www.yoshimoto.co.jp/makuhari/
營業時間 10:30起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海濱幕張出發-經由grand mall北到達永旺夢樂城巴士總站
預約方式 網路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1,50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60分鐘起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正在實施中。https://ameblo.jp/yoshimoto-makuhari/entry-12682140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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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設施 千葉牛廣場
位於千葉市若葉區，有牛群棲息的露營場。在廣闊的天空下，除了可以在牧草地區野營與露天燒烤以
外，還可以參加手工製作，有些季節還可以體驗農業活動等。每個星期六還會舉行以「售賣當地蔬菜」
為主題的市集。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富田町983-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35-8376
網站 https://ushinohiroba.com/
營業時間 9:00-16:00（休場時間為17:00）

公休日 工作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如遇節假日，則星期四休場）、
2月份停業

交通資訊（巴士）

電車+巴士：從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千城台站」乘坐「Omago巴士」，在
「乳牛培育牧場」站下車後
自行開車：從東京方向過來的旅客，自千葉東金道路高田IC約10分鐘

（約6km）/從成田方向過來的旅客，自東關東機動車道佐倉IC約20分
鐘（約14km）

預約方式 至我司網站進行預約
開放時間 3月-1月
預估費用 入場費55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1天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需商量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部分員工會說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入場時，將使用非接觸式溫度計測量遊客的體溫，並用酒精對手部進行消毒  ●工作人員配戴口罩，上班前測量體溫，並定期洗手消毒  
●在中心屋接待處裝設防飛沫傳染的透明隔板  ●在中心屋、洗手間、大屋頂花園YAHHO等地區設置酒精消毒液  ●定期在衛生區域使用酒精消毒  
●工作人員和遊客請保持適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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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公園 富田里庭耕園（富田都市農業交流中心）
可以在自然中進行城鄉交流・研討和文化活動等的交流中心。擁有12萬株芝櫻花田、林間散步道、草
坪廣場等，是一個可以親近自然的好去處。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富田町711-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6- 0022
網站 http://tomita-kan.jp/
營業時間 09:00-17:00
公休日 星期一（如遇節假日，則順延至次日）
交通資訊（巴士） 可在單軌電車千城台站乘坐社區巴士。自行開車更方便。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散步約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配戴口罩、洗手消毒、在測量溫度的窗口及門等開放地區設置透明隔板，張貼千葉市 Covid-19 的病毒週報

22



2 自然、公園 千葉公園
被譽為「市中心綠洲」的千葉公園，占地面積約16公頃。是一座被綠色包圍的綜合公園，春天有櫻
花，夏天有大賀荷花，秋天有紅葉，四季景色宜人，還能享受遊船及各種運動。同時也具備體育館等
運動設施。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弁天3-1-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79-8440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toshi/koenryokuchi/kanri/
chuo-mihama/chibakouen.html

營業時間 長年開放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千葉公園站步行1分鐘，JR千葉站千葉公園口或北出
口步行10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有（已設置消毒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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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公園 千葉市花之美術館
整個美術館栽培了大約1600種，統計共有48000株的植物。溫室中培養著以榕樹爲首的熱帶、副熱
帶植物，室內花壇不受天氣影響，展示區則有各種以花為主題的活動，休息區內也有餐廳，可供民眾們
一邊欣賞花草、一邊享用美食。2022年4月1日起，因大規模整修施工，部分場館將暫停1年半左右。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高濱7-2- 4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77-8776
網站 http://sanyo-museum.doorblog.jp/
營業時間 09:30-17:00
公休日 每個星期一（如遇節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總武線稻毛站乘坐巴士，JR京葉線稻毛海岸站乘坐巴士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高中生（及以上）300日元，國中及國小學生15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有團體折扣優惠（30人以上享8折優惠）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測量體溫、配戴口罩、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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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公園 縣立幕張海濱公園
位於幕張新都心的中心，以擁有全關東最大的「花時鐘」大草坪廣場為傲，另外還設立了各種遊樂設施，
包含遊樂廣場、燒烤區、日本庭園「見濱園」等，是一個綠意盎然的大型公園。是一個富含各種娛樂與
休息功能的場所，不論大人小孩，都能快樂一整天！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日比野2丁目116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96- 0126
網站 https://www.seibu-la.co.jp/makuhari/
營業時間 全天開放（不包含見濱園）
公休日 長年開放（不包含見濱園）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海濱幕張」站的南出口步行約5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不包含見濱園）
行程所需時間 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工作人員配戴好口罩、設置消毒液、空氣流通、人工測量體溫、防止飛沫傳染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場僅限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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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公園 日本庭園（見濱園）
可以充分享受四季自然美景的日本庭園。以「表現和接觸日本傳統文化」為目的建造而成的日本庭園，
是一個充分體現了「山、河、海、林」等要素構成的池泉回游式日本庭園。可以充分享受四季變換的
自然美景。園內有著數寄屋造的茶室「松籟亭」，可以品嚐到抹茶以及時令點心（600 日元 / 服）。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日比野2丁目116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96- 0126
網站 https://www.seibu-la.co.jp/makuhari/
營業時間 8:00-17:00（16:30以後停止入園）

公休日 年末12/29-31、其他、除了旺季（4、5、10、11月）以外，
均有固定的公休日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海濱幕張」站的南出口步行約10分鐘
預約方式 需諮詢
開放時間 固定公休日以外的營業日
預估費用 100-7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3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需諮詢）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提前諮詢後，可安排庭園導遊進行講解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抹茶和日式點心9:00-16:30，售票截止時間為16:00）
可用語言 英語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英文宣傳手冊、介紹喝茶方法的英文資料、中英文指引標記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工作人員配戴好口罩、設置消毒液、空氣流通、人工測量體溫、防止飛沫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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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景區 千葉港塔
作為國際貿易港·千葉港的象徵，並為了紀念千葉縣居民突破 500 萬人，於是在 1986 年 6 月 15
日千葉縣居民之日開放此展望設施。如果天氣晴朗的話，就可以越過東京灣看到富士山，日落後還可
以看到被認定為日本夜景遺產的「閃爍著琥珀色的工廠」的夜景。3 樓有著能夠眺望千葉市繁華街道
的展望餐廳「SEAGULL KITCHEN」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港1丁目千葉港公園內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1- 0125
網站 https://chiba-porttower.com/

營業時間
10月-5月9:00-19:00（週末及節假日-20:00）
6月-9月9:00-21:00  
※休館前30分鐘停止入場

公休日 年末年初 其他
交通資訊（巴士） JR京葉線·千葉單軌電車「千葉港站」步行約12分鐘
預約方式 團體參訪請提前電話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大人420日元、國中/國小學生200日元、幼兒（學齡前）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20分鐘左右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30人以上即可享受團體優惠價，180日元/人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宣傳手冊）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費用等基本資訊皆已標記，並且已準備英文版本的宣傳手冊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對展望廳和電梯進行人數管控限制。館內的空氣適當進行流通換氣，手可接觸到的地方均已使用酒精消毒。入場時請配合測量體溫、消毒並配戴好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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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千葉港公園
從千葉市市外過來也很方便，是可以眺望到東京灣的，一所充滿自然氣息的公園。在廣闊的園區內有
著可以舉辦音樂會的草坪廣場、網球場、水上廣場等，並種植著多種樹木，四季景色迷人。春天櫻花盛
開，賞花遊客眾多，非常熱鬧。

地址 千葉縣中央區中央港1丁目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7-6049
網站 http://chiba-portpark.com/
營業時間 無　※管理處9:00-17:00
公休日 無　※管理處年末年初休息（12月28日-1月4日）
交通資訊（巴士） 無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管理處的洗手間都有肥皂及消毒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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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昭和之森森林村莊（露營）
距離東京都心只有一個小時的路程，是一處可以體驗到安心舒適的都市型露營地區。村莊被大自然包圍著，難以想像它就在市區附近而已，在這裡還可以享受到自助露營，以及能夠當天來回的
BBQ。同時還擁有宿舍，可為一般民衆的露營、企業的研修加露營提供房間住宿。這裡不僅可以租借物品，還可以買到一些商品，另外廚房也有熱水、廁所也有免治馬桶，設施一應俱全，非常舒適
哦。受到初次出游者與家庭客的歡迎。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綠區小食土町955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https://www.nap-camp.com/chiba/13586/topics_dtl/?camp-
site_topics_id=2594

網站 https://www.nap-camp.com/chiba/13586
營業時間 前台服務時間9:00-20:00
公休日 星期三、星期四（不包含日本的「黃金週」、暑假、年末年初等長期假期）

交通資訊（巴士）
JR外房線土氣站下車，在南出口巴士車站乘坐「經由明日大道前往大椎
町南」的巴士，約5分鐘後在巴士站「明日大道中央」站下車，步行約10
分鐘

預約方式 人數超過20人的團體。
請提前諮詢20人以下，請通過網路在線預約（請提前使用網路進行付款）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視出行計畫而定（當天來回：500日元/人～、住宿：3500日元/營位～）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最少出團人數 ：1人起/人數限制：2人起（視出行計畫而定）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有租借折扣優惠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僅日語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出發前，請務必確認身體健康狀況。（測量體溫等）●食材請盡量在出發地購買。●請以家庭為單位（同居人）做使用。請避免以小組（非同居人）為單位，共
用一個帳篷、防護用具等。●貫徹實施場內的防疫措施 ○管理大樓與廁所等等，並全程配戴好口罩 ○廚房、洗手間請使用肥皂洗手消毒 ○接待時，保持防疫社交
距離 ※ 考慮到社會形勢等感染狀況，以及各自治團體的要求，有可能會出現縮短營業時間、停業等情況。敬請見諒。※ 如有變動，我們將通過官方網站及預約網
站等，公布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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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昭和之森森林村莊（住宿）
近市區且自然環境豐富的住宿設施。最多可以容納76人（50人起即可包場！）。可以一邊聆聽著昆
蟲與動物的鳴叫聲，一邊進行不同於往常的住宿學習體驗。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綠區小食土町955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6-5801
網站 http://forestvillage.jp/
營業時間 09:00-17:30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自行開車：自千葉東金收費公路「土氣中野IC」約15分鐘，自千葉外房
收費公路「板倉IC」約5分鐘，自圈央道「公司茂原北IC」約6分鐘，自
大網街道「土氣市民中心前」紅綠燈往茂原方向約2公里（自「土氣高中
入口」紅綠燈同方向約600公尺）左轉※如需導航，請輸入「千葉市青年
招待所」。電車：從JR外房線土氣站步行30分鐘 電車+巴士：JR外
房線土氣站下車，在南出口巴士站台乘坐「經由明日大道前往大椎町南」
的巴士約5分鐘，於巴士站「明日大道中央」站下車，步行約10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網路、各種預約網站（樂天、Jalan等）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4,00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人數限制最多為76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可享受僅合宿才有的露營、營火等活動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餐廳內提供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日常清潔、通風、消毒。餐廳設有隔板。設有手部消毒酒精。所有房間都裝設了酒精噴霧。佩戴好口罩 ※ 入館時必須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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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千葉市泉自然公園 -BBQ& 日間野營廣場
我們為了那些想一整天悠閒地在千葉市泉自然公園渡過的遊客們，準備了「1日露營計畫-5小時」的方案，另外還為了想空手在外面享受午餐的遊客，準備了「燒烤計畫-2小時」的方案哦。
讓大人小孩都超級興奮的體育遊樂設施「森林探險」，也終於開放了呢。如果您想花一整天來享受自然與遊樂設施，那麼我們真心向您推薦我們的「1日露營計畫」・如果您想在參觀公園時，
吃一下午餐，您可以選擇CP值較高的燒烤計畫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野呂町108號地BBQ廣場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3-6659-5070（10:00-17:00，星期二除外）
網站 https://izumi-park-bbq.com/

營業時間
＜BBQ計畫＞第1場10:30-12:30（2個小時） 
　　　　　　  第2場12:45-14:45（2個小時） 
 ＜1日露營＞11:00-16:00（最多5個小時）

公休日 工作日以及12月上旬-3月上旬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東出口的巴士總站10號，乘坐開往「成東站」或「中野操車場」
的巴士，在「泉公園入口」站下車（約45分鐘）後，從巴士站步行10分鐘

預約方式 網路預約
開放時間 3月下旬-11月下旬
預估費用 2,20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2個小時起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3月中旬- 4月上旬櫻花節期間，以及11月上旬-12月上旬紅葉節期
間，在上述期間中，大型巴士禁止駛入。
　※大型巴士需提前預約。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可為20人以上的團體提供單獨服務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餐飲設施只有千葉市泉自然公園-BBQ&日間野營廣場。
　　 無其他餐廳等飲食設施。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預防感染等重點措施實施期間，「禁止販售及攜帶酒類」。
●以下預防感染相關措施也在實施中。

【配戴好口罩】在公共區域與通道等非露營區域，除了吃飯期間，請全程配戴好口罩。為了在實施防疫措施時，給所有遊客創造一個可以安心享受的空間，請務必配合以下事項。【禁止大聲喧嘩】
為了不影響其他人，請勿大聲喧嘩或合唱。【禁止隨地吐痰】在區域內、外吐痰（或吐口水）的行為會讓其他遊客感到不舒服，且對防疫有害，請不要做出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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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千葉森林探險
探險路線的超人氣活動「拉鍊滑索」刺激度滿分！長度最長可達到120公尺哦！ Canopi路線遊玩計
畫長達80分鐘，從身高110公分以上的小孩到爺爺奶奶，都可以一起盡情遊玩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野呂町108號地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90-5535-1230
網站 https://fa-chiba.foret-aventure.jp/
營業時間 9:00-15:00（因季節而異）
公休日 無固定公休日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東出口巴士總站的10號站台，乘坐開往「成東站」或「中野
調度場」的巴士，在「泉公園入口」下車（約45分鐘）。從巴士站步行20
分鐘

預約方式 透過https://fa-chiba.foret-aventure.jp/網站進行預約或電話預
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2,800-3,8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90分鐘左右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因時期不同而異，可能無法停入）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僅日語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英文版本安全講座影片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必須配戴好口罩和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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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稻毛海濱公園
稻毛海濱公園位於東京灣沿岸，土地廣闊，長約3km，面積大小約83公頃，是一所聚集了各種設施的綜
合公園。園內設有以海水浴場、游泳池、遊艇碼頭、運動設施、燒烤區、植物園等為主的各種設施。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高濱7丁目2番1號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79-8440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toshi/koenryokuchi/kanri/
chuo-mihama/inagekaihinkoen.html

營業時間 長年開放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稻毛海岸」站，乘坐開往「海濱公園游泳池」的海濱交通巴
士，終點站下車後即可到達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需商量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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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small planet CAMP&GRILL
通過對公園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進行分區規劃，並配合富有現代感的植物裝飾，創造出一個可以讓您渡過舒適時光的空間。可以一邊感受陽光和微風，一邊在白色沙灘上體驗瑜珈和正念減
壓療法，還有像使用公園裡的植物製作香草壺、製作原創器皿等各種戶外活動，各式各樣的活動應有盡有！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高濱7丁目2番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80-3541-7187
網站 https://sunsetbeachpark.jp/smallplanet/
營業時間 Café 11:00-16:00　Glamping 入住 15:00 / 退房 10:00
公休日 無固定公休日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總武線稻毛站出發時：在稻毛站西出口的2號巴士站，乘坐開往「海
濱公園游泳池」或「高濱車庫方向」的千葉海濱交通巴士，並在「花之美
術館」站下車。

預約方式 https://book.sunsetbeachpark.jp/plans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17,600日元（1人）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2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需提前溝通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要求所有遊客來訪時，使用酒精進行手部消毒、勤洗手。
·要求來訪的遊客配戴好口罩。
·出現發燒及咳嗽等相關呼吸道症狀的遊客，謝絕逗留。
·租借品、相關用品請消毒後再提供給遊客使用。
·對手能接觸到的任何地方進行徹底清潔，如洗手間的門把手、洗手台等地方。
·徹底實施員工的健康管理，身體有不舒服的狀況，皆不允許出勤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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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溜冰場 千葉
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一整年都可以玩的溜冰場。因為不會受到天氣的影響，常被許多學校當成校外
的練習場使用，在冰上滑行的獨特刺激感，受到學生們的喜愛。同時還設有輕食餐廳。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新港224-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04-7283
網站 http://aquarink-chiba.jp/
營業時間 溜冰：全天9:00-18:00
公休日 溜冰：無休（因大型比賽等，將出現臨時休館、變更營業時間的情況）

交通資訊（巴士）
在JR總武線稻毛站西出口的1號或5號巴士站，乘坐開往「千葉溜冰場」
的巴士到終點站後下車，或在JR京葉線稻毛海岸站南出口的2號巴士
站，乘坐開往「千葉溜冰場」的巴士到終點站下車

預約方式 正常情況下（9:00-18:00）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存在因大型比賽等，無法使用的情況。來場前，請提前以電話進行確認。

預估費用 1,001-3,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1,000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溜冰人數達20人以上團體、校外教學，享有折扣優惠價（需提前預約）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實施中・測量體溫・配戴口罩・使用酒精消毒    ・提供「個人・團體使用確認表」（請提前填寫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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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JFA 夢想基地幕張溫泉 湯樂之鄉
位在讓日本足球變強的「JFA夢想基地」用地內，以體育休閒為初衷的、可當日來回的溫泉設施。可讓
您一邊眺望著大海，一邊享受著露天溫泉和岩盤浴的「奈米噴霧迷幻夢」，讓您享受到最佳的視野、體
驗極致的放鬆！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美濱26（JFA夢想基地內）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05- 4126
網站 https://www.yurakirari.com/makuhari/
營業時間 9:00-24:00（23:00之後停止入場）
公休日 一年有幾次因維修而休館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海濱幕張站步行約20分鐘 ※有免費的接駁巴士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工作日1,050日元起　節假日1,30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左右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日期和人數需與商家進行溝通。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接待處設置了塑膠隔簾·館內設置了手部消毒劑·員工必須隨時配戴好口罩、上班時，如體溫超過37.5度則禁止上班
·對顧客會接觸到的任何地方進行定期消毒
【致顧客】
·禁止在浴室、更衣室聊天（交談）。建議「無聲」泡澡·配戴好口罩（不管是否接種了疫苗）·使用時，請與人保持適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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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KURKKU FIELDS
「KURKKU FIELDS」以「農業」、「飲食」、「藝術」三個要素為主題，為您提供美食和舒適的，並以可持
續發展農業為理念的農場與公園。在30公頃的廣闊土地上，舉辦農場特有的體驗項目和活動。每個季
節都為您準備了使用農場現摘的有機蔬果、牛奶、雞蛋搭配而成的菜單，歡迎您來品嚐！還有藝術鑑賞、
兒童自由玩樂的遊樂設施和廣場，無論是情侶還是家庭，都可以在這裡渡過悠閒的歡樂時光。

地址 千葉縣木更津市矢那2503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8-53-8776
網站 https://kurkkufields.jp/
營業時間 10:00-17:00（餐廳營業時間11:00-16:00 L.O.）
公休日 節假日以外的星期二、星期三

交通資訊（巴士）

自行開車：自舘山道木更津北IC或君津IC約15分鐘。
JR東 京 站·巴 士（:acsi號·鴨 川 方 向:約70分 鐘 ）→ 從「Kazusa 
ark」巴士站步行30分鐘，或從「KURKKU FIELDS入口」巴士站步行
10分鐘

預約方式 餐廳不接受預約，住宿預約請透過主頁辦理。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50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60-18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需提前聯繫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需溝通&預約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需提前聯繫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入場時請進行手部消毒、測量體溫、設置有酒精、進店限制、裝設隔板、員工配戴好口罩、上班時測量體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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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Sport & Do Resort Resol 之森
在面積達100萬坪的廣闊土地上，可以透過豪華露營和天然溫泉，感受自然森林本身的魅力，同時，我
們還準備了以「Grandvaux Spa Village」為首的森林冒險活動「TARZANIA」、其他運動設施、診所、
餐廳、酒店等，可以滿足各個年齡層及客群所有需求的設施和活動。在這裡您可以悠閒地與大自然進
行接觸，盡情玩樂運動，自由自在的度假。

地址 千葉縣長生郡長柄町上野521- 4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75-35-3333
網站 https://www.resol-no-mori.com/
營業時間 9:00-17:00（電話受理時間）
公休日 因設施而異
交通資訊（巴士） 有免費的從JR譽田站乘坐區間巴士20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官方網站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費用因設施不同而有所差異，詳情請參閱主頁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不同設施的出團人數不同，詳情請參閱主頁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https://www.resol-no-mori.com/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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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千葉港環遊觀光船
寓教於樂的觀光船之旅。在此次遊覽船之旅，您可以從海上近距離參觀到貨物吞吐量穩居全國第二的
國際貿易港口「千葉港」、在其之間來回穿梭的大型油輪，還有以JFE東日本製鐵所為主的京葉工業地
區。請盡情一邊感受著海風，一邊享受著在海上散步的樂趣吧！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港1丁目20-1  KS港灣1樓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05- 4333
網站 http://www.chiba-port.com/
營業時間 9:00-18:00
公休日 年末年初
交通資訊（巴士） JR京葉線·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千葉港」站下車，步行6分鐘
預約方式 僅接受15人以上的團體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1,200日元起
行程所需時間 40分鐘起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僅限上下車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有 ※團體九折優惠
停車場 有（投幣式停車場）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僅提供翻譯機）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接待及乘船時 使用酒精消毒、設置體溫測量站、配戴好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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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戶外、運動 鋸山索道股份有限公司
鋸山的海拔有329公尺，被指定為南房總國家公園。纜車連接了鋸山山麓站和鋸山山頂站，全長共680公尺，乘車時間約4分鐘。從鋸山山頂展望台，您可以遠眺富士山、天城山、伊豆大島，近觀三浦半島、
東京灣等。從山頂站走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日本寺西口管理處。在此支付參觀費用後，即可進入寺廟內參觀「窺視地獄」、「百尺觀音」、「藥師瑠璃光如來」。（約90分鐘）

地址 千葉縣富津市金谷4052-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9-69-2314
網站 http://www.mt-nokogiri.co.jp/

營業時間 9:00-17:00（2月16日-11月15日） 
9:00-16:00（11月16日-2月15日）

公休日 因年檢，固於1月中旬前後停止營業。停止營業時間會根據施工內容而
出現變化。詳情請參閱主頁。遇到暴風雨時，可能會停止運行。

交通資訊（巴士） 從館山機動車道 富津金谷IC前往國道127號線往館山方向約5分鐘

預約方式

貴司如有相關格式或範本，請使用貴司的格式或範本。如無，請在我司
的官方網站中填寫申請表，並提前通過傳真，聯繫我司。如無預約，較忙
碌時有可能不接受巴士載人入場。有關纜車的乘坐規則，與個人遊客相
同，先到先乘坐。無優先入場。敬請見諒。

開放時間 同固定公休日

預估費用 來回：大人950日元、兒童450日元 單程：大人500日元、兒童250
日元（參觀日本寺內時，需額外支付參觀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分鐘（參觀日本寺時，因路線不同，所需的時間也會不同）
最低出團/參團人數 1人起/30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 25人以上享九折優惠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液　・開窗通風　・增加限制的人數，避免過度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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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工具
（交通） 千葉都市單軌電車株式會社（整租列車 · 參觀車輛基地）

作為全世界最長吊掛式單軌電車的「千葉都市單軌列車」，在2001年被記入金氏世界紀錄，可用於整
租旅行等。此外，我們還為您準備了「參觀車輛基地」的行程供您選擇，由員工專門為您詳細解說單軌
電車的構造，以及那些平時無法輕易看到的線路內部結構等！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稻毛區荻台町199-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87-8215　MAIL:gyoumu_1@chiba-monorail.co.jp
網站 https://chiba-monorail.co.jp/index.php/ryoukin/kashikiri/
營業時間 整租列車運行時間：需提前溝通 車輛基地參觀時間：9:00-17:00
公休日 年末年初以及停運施工日
交通資訊（巴士） 穴川IC約5分鐘（總公司）總公司用地內可停車
預約方式 透過主頁申請表格、電話、郵件受理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30,000-200,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120分鐘起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0- 40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實施消毒、配戴好口罩·列車通風·測量體溫等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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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遺產 妙見本宮 千葉神社
這裏是供奉掌管人的命運的北極星之神北辰妙見尊星王神社之縂本宮。「妙見尊星王」是幫助源賴朝並
為了鐮倉幕府的建立而做出巨大貢獻的，千葉氏的守護神。為了求得除惡星導善星除厄運交好運，以
及避開八方災難這兩種力量，很多民眾前來參拜。這裡有著日本唯一的多層神殿。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院內1-16-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4-2211（9:00-17:00）
網站 https://www.chibajinja.com

營業時間
6:00開門-18:00關門 
護身符等授予窗口8:45-17:00 
祈禱受理9:00-15:45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東出口，乘坐開往「千葉站北口」、「西千葉站」的列車到「院
內町」巴士站，步行3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分鐘左右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僅可在除了國道126號線以外的附近道路上下車。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無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進入建築物內的遊客必須配戴好口罩。限制進入祈禱升殿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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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遺產 千葉市緣分之家・稻毛
這是一座將作為「療養之地」的稻毛的歷史流傳至今的、珍貴的和風別墅建築。末代皇帝愛新覺羅·
溥儀的親弟弟溥傑，與他的妻子·浩，新婚之後在此居住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其建築、歷史價值都獲得
了高度的評價，被指定為千葉市的地域文化財產。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稻毛區稻毛1-16-12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4-5370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kyoiku/shogaigakushu/bunka-
zai/chiikibunkazai-yukari.html

營業時間 9:00-16:30

公休日 星期一、節假日（如遇節假日，則次日週二也休館）。
不包含5月3日-5日）・年末年初

交通資訊（巴士） 從京成稻毛站步行7分鐘，從JR稻毛站步行14分鐘
預約方式 僅團體參觀時，請提前聯繫。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英文、中文（僅配置放有宣傳手冊的宣傳架）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手部消毒、測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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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遺產 舊神谷傳兵衛稻毛別墅（千葉市民畫廊 · 稻毛）
是由淺草神谷酒吧和茨城牛久酒莊的創立者、被稱為日本「葡萄酒之王」的神谷傳兵衛，在大正7年所建
造的別墅洋房。模仿葡萄的天花板裝飾與欄杆等，具有神谷氏風格的室內設計，也是它的特點之一。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稻毛區稻毛1-8-35千葉市民畫廊·稻毛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8-8723
網站 https://galleryinage.wordpress.com/
營業時間 9:00-17:15（17:00起停止入場）
公休日 星期一（如遇節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年末年初

交通資訊（巴士）

電車：從京成稻毛站步行7分鐘，從JR稻毛站步行17分鐘，自行開車：距離
國道14號下行車道沿線淺間神社前十字路口300公尺（停車場可停9輛車）
巴士：從JR總武線「稻毛站」西出口①②③号站台乘坐1站，並在「京成稻毛
站入口」下車，步行5分鐘

預約方式 團體進行參觀時，請聯繫千葉市民畫廊·稻毛。※為防堵Covid-19病毒，
入場人數限制在10人以內。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30分鐘左右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為防堵Covid-19病毒的傳播，暫停現場工作人員的解說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舊神谷傳兵衛稻毛別墅宣傳手冊中印有二維碼，掃描二維碼即可瀏覽英
文、中文、韓文主頁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①「發燒超過37.5℃」、「有咳嗽、喉嚨痛等感冒症狀」、「過去2個星期以內曾到訪過中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如符合上述任何一個條件的遊客，請勿來訪。②室內狹
窄，為避免人員過度密集，我們設定了入館限制人數（最多10人）。因此，有可能會出現需要請您在館外等候的情況，造成不便敬請見諒。③來館時請遵守咳嗽禮節、
配戴好口罩、洗手・手部消毒。④為了避免與館內人員進行接觸，請至少與人保持1-2公尺的距離。⑤畫廊大樓（展覽室、製作室）的入場人數限制為30人。⑥為了
避免近距離說話，工作人員暫停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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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遺產 千葉時代（千葉時代遊客中心）
是 日 本 唯 一 的， 也 是 世 界 上 只 有 77 處 的 GSSP（Global Standard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認定地。

地址 千葉縣市原市田淵1157（千葉時代遊客中心）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6-96-2755（遊客中心） 080-7025- 0316（手機）
網站 https://www.tabuchi-chibanians.com
營業時間 9:00-17:00（4月-9月）　9:00-16:00（10月-3月）可自由參觀地層
公休日 每星期四、年末年初（12月29日-1月3日）可自由參觀地層
交通資訊（巴士） 最近的車站為小湊鐵道月崎站（步行25分鐘）※無巴士

預約方式

如需預約千葉時代導遊，請提前10天透過傳真或郵件等方式進行申請。
超過10天請提前來電諮詢。申請表格可在市原市、市原市觀光協會、
NPO法人田淵千葉時代主頁中進行下載。申請受理郵箱地址已刊登在
NPO法人主頁。參觀遊客中心、地層等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年初年末以外

預估費用 15人以內1,500日元 30人以外3,000日元 超過30人需另行協商 
※僅限需安排千葉時代導遊時。地層、遊客中心等免費進行參觀、停車。

行程所需時間 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超過50人時，參觀引導的方式將有所變動，時間需要一個半小時左
右。請提前諮詢。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大型巴士無法駛入停車場。請提前諮詢千葉時代遊客中心。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申請自費導遊的所有遊客，將獲贈千葉時代胸章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設有酒精消毒、測量體溫裝置、空氣清淨機，並核查遊客中心入場人員的姓名與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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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摘水果 龍之農場
從成田開車只需要40分鐘，從東京都內出發也只需要50分鐘的黃金地段！是可以吃到17種草莓，且
無障礙設施十分齊全的農場。使用的是高架床栽培技術，不管您是推著嬰兒手推車，還是坐著輪椅，都
能輕鬆採摘哦。採完草莓，我們還為您準備了新鮮沖泡的咖啡。使用園內新鮮採摘的草莓和藍莓所製
作而成的果醬、烘焙點心等土產也備受好評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小倉町1354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35-3788
網站 http://dragonfarm.site/
營業時間 11:00・14:00（2班制）
公休日 無固定公休日
交通資訊（巴士） 電車 單軌千城台北站下車，步行30分鐘 走京葉道路貝塚IC 10分鐘
預約方式 網路預約（Jalan）、電話預約
開放時間 1月-5月中旬
預估費用 3,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3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100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英文（僅有會說英文的工作人員在場時）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員工的健康管理、顧客配戴好口罩、各個場所放置消毒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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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摘水果 GAIYA 農場（橫田農場）
草莓品種非常多。使用高架床栽培技術，讓孩子與老人都可以輕鬆採到。具備無障礙的洗手間。此外，
根據不同的季節，還可以挖到地瓜等時令蔬菜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綠區平山町 1048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80-3096-3944
網站 https://child-niwa.jimdofree.com/
營業時間 10:00-
公休日 星期二、星期五
交通資訊（巴士） 從 JR 外房線「鐮取站」乘坐計程車
預約方式 Jalan 網路預約
開放時間 1-5 月
預估費用 2,500-1,500 日元（大人）
行程所需時間 40 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4 人起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 時間需提前諮詢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有翻譯機 POCKETALK）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根據縣內政策方針  配戴好口罩、勤洗手、手部消毒、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至少1公尺）、入園時測量體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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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摘水果 水果樂園土氣觀光草莓園 EIATO・BEIRE
擁有引以為傲的1500坪超大面積，是千葉縣最大的採草莓專用溫室。草莓的種類有7種。因為是高架
床栽培技術，所以不管是小孩，還是坐輪椅前來遊玩的朋友，都可以輕鬆採到。超大溫室，不容易密切
接觸到彼此。設有休息區和販賣部。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綠區大高町26-34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94- 0757
網站 無
營業時間 9:00- ※當天的草莓採完為止
公休日 無固定公休 ※視草莓的成熟情況而定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土氣站乘坐巴士10分鐘 ※此路程的巴士班次較少，建議乘坐計程
車。  自行開車：自千葉外房收費道路「譽田出入口」約7-8分鐘

預約方式 僅團體需電話預約
開放時間 1月3日-5月下旬

預估費用

30分鐘無限量供應
1/3- 4/3：大人（國小生及以上）2,000日元、兒童（4-6歲 幼兒、學
齡前）1,800日元、幼童（2-3歲）700日元  
4/4-5/8：大人1,600日元、兒童1,400日元、幼童700日元  
5/9-5月下旬：大人1,000日元、兒童800日元、幼童400日元 2歲以
下免費

行程所需時間 60分鐘、30分鐘無限量供應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視草莓成熟的情況而定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需預約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需預約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需預約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超過20人（相同費用）優惠100日元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遊客之間請勿聚集，採摘之前請務必做好消毒。採摘及吃草莓時，請盡量不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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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摘水果 草莓農場 YS-AGRI
2021年開園的新農場。使用最新的技術與設備，讓您可以吃到超級多的香甜草莓！
1組分配了1排草莓架的豪華風格，防疫措施也做的相當完善！可以一次品嚐到5個品種的草莓。可
以品嚐到每個季節草莓的不同味道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御殿町699-12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70-8431-7983
網站 https://ys-agri.jp/
營業時間 09:00-16:00
公休日 星期一

交通資訊（巴士） 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千城台站約3km（計程車10分鐘：約2,000日元/
巴士約7分鐘：御殿三岔路300日元）

預約方式

1.透過Jalan進行網路預約：https://www.jalan.net/kankou/
spt_guide000000211993/  

2.電話：070-8431-7983（請告知①姓名、②預約日期、③人數、④聯
繫方式）

3.LINE：https://line.me/R/ti/p/%40821zwgat
開放時間 1月4日-5月30日
預估費用 大人2,5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採草莓45分鐘+解說時間15分鐘=約6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最少2人/人數限制 1組最多8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不可 ※受到Covid-19的影響。疫情結束後可對應。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配戴好口罩，1 組分配了 1 排草莓架，手部進行消毒，採草莓時請使用手套和剪刀，以維護採摘場所及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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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體驗 我的鄉村 谷當工坊
安全且無食品添加劑的製作體驗、露營地區、稻田等各種自然體驗，正在進行中。春天挖竹筍，夏天吃
流水涼麵，秋天露營，冬天舉辦味噌教室等，配合四季的變換，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的體驗計畫。在自
然豐富的空間之中，輕鬆體驗一下「鄉村遊戲」吧？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谷當町70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TEL/FAX 043-239- 0645
網站 http://satoyamaasobi.com/
營業時間 9:00-20:00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從單軌電車千城台站乘坐巴士（開往農政中心路線A）谷當2號下車1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郵件、傳真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2,550-3,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120-18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25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千葉縣基本防疫措施查核店。設置透明隔板（或確保座位之間的距離）、手部消毒、除了吃飯以外建議隨時配戴好口罩、空氣流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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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體驗 千葉故鄉農場
作為可以加深對農業的認識的一個場所，這裡除了設有農業體驗、烹飪等各式各樣的教室以外，還有
現場指導栽培的市民農場、燒烤區等，可以當作休息區使用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花見川區三角町656-3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57-9981
網站 http://www.chiba-furusatonouen.jp/
營業時間 9:00-21:00 ※田園區域到17:00為止
公休日 星期一

交通資訊（巴士）

單軌電車・從體育中心車站，乘坐開往「勝田台站」，或穿過16號站台乘
坐「犢橋小區」的電車，在犢橋高中入口下車，步行10分鐘
從JR稻毛站乘坐開往「犢橋小區」的巴士，犢橋高中入口，步行10分鐘  
從JR新檢見川站乘坐開往「草野車庫」、「生動廣場」的巴士，經由鋼鐵
小區在犢橋國中下車，步行3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需商量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配戴好口罩、勤洗手、手部徹底進行消毒，發燒或身體不舒服時，禁止使用相關設施。防疫措施正在實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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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鄉土料理 千葉鄉土料理 千壽惠
一家以「千葉產、千葉用」為初衷，並經營了40多年的傳統鄉土料理專賣店。大量使用當季的食材，
老闆娘用最傳統的烹飪方式，製作出各種特色料理，讓您感受到日本的四季。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榮町16-2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5-6688
網站 https://www.chizue.com/
營業時間 17:00-23:00
公休日 僅星期日、節日需要預約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千葉站步行6分鐘，從千葉都市單軌電車榮町站步行2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預約、美食網站・導航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5,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起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無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千葉縣餐飲防疫措施認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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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地人氣料理 不迴轉的迴轉壽司 ICHIZYU
可應對清真需求的不迴轉的迴轉壽司 有套餐和無限量供應（需確認）。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花見川區幕張本鄉6-27-13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305-5867
網站 https://sushi-ichizyu.com/
營業時間 11:00-22:00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幕張本鄉站北出口步行2分鐘、開車：自京葉道路幕張出入口10分鐘、  
自東關東機動車道習志野出入口13分鐘
從京葉線海濱幕張站，開往幕張本鄉站的列車15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或網路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旺季不可）
預估費用 3,000-5,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9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6人-50人（20人以上僅限固定菜品或套餐）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只可以在附近的道路上下車 ※可停中型巴士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有部分的英文菜單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清真教（清真認證店）、素食主義者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餐桌中間設置隔板、測量體溫、設置消毒酒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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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地人氣料理 SAKAE 壽司
於昭和51年3月開業，是一家可以用合理的價格，享受到種類豐富的壽司與日本料理的壽司店。採用
了房總本地魚食材的蓋飯，讓您的視覺、味蕾及肚子都能得到滿足的人氣商店。店主身為「普及日本
料理的親善大使」，在世界各國傳播壽司的技術、知識與文化。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高洲1-16-25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6-8126
網站 http://sakaezushi01.com
營業時間 11:00-15:00、16:00-22:00
公休日 每個星期三、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二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稻毛站乘坐開往「稻毛海岸站」方向的巴士，在第2個巴士站下車
步行5分鐘，從總武線稻毛海岸站步行8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白天1,000-2,000日元　晚上3,000- 4,000日元
行程所需時間 60-90分鐘左右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名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可透過智慧型手機用外語進行交流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有Wi-Fi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店內：定期通風。與鄰桌保持適當距離，或設置隔板。為了避免過度聚集，吧檯及其他座位區均設有隔板。
・工作人員：上班前測量體溫。全程配戴好口罩。常洗手、漱口
・顧客：已準備好手部消毒液。進入店內時測量體溫
・其他：工作人員已全員接種過Covid-19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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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地人氣料理 THE・SURF 海洋露台
位於稻毛海濱公園內，是一所具備餐廳大樓、宴會大樓、會客廳大樓的綜合設施。從室內可以看到廣闊
的大海與天空。餐廳以海鮮料理為主，提供使用法國料理技術為基礎的原創菜單。宴會大樓的用途很
廣，可用於研討會、各種派對、活動、婚禮等。（套餐、自助餐等，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相關的服務）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磯邊2-8-3稻毛海濱公園內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餐廳 043-279- 4155　宴會 043-279- 4122
網站 http://www.the-surf.jp/

營業時間

餐廳大樓 餐廳 工作日：午餐11:00-15:00（L.O. 14:30）、晚餐17:00-21:00（L.O. 
20:30）
週末及節假日：11:00- 21:00（L.O. 20: 30）
餐廳大樓 輕食設施（麵包店）11:00-18:00　
宴會大樓・會客廳大樓 工作日12:00-18:00　週末及節假日 9:00-20:00

公休日 餐廳大樓：星期二（不包含節假日）  
宴會大樓・會客廳大樓：星期二、星期三（不包含節假日）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檢見川濱站北出口，乘坐千葉海濱交通巴士11分鐘，在「遊艇港」終點站
下車從JR總武線新檢見川站南出口，乘坐千葉海濱交通巴士18分鐘，在「遊艇港」終
點站下車在國道14號、357號淺間神社十字路口向海邊轉彎，直走約2km，在海濱大
道右轉約1km。（設有停車場）

預約方式 透過電話、官網進行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因使用目的、內容而不相同。
行程所需時間 視出行計畫而定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宴會大樓可接待超過100人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餐費可享九折優惠（含稅） ※僅限宴會大樓使用 ※不含酒水
停車場 有 ※僅限有消費的顧客使用
洗手間 有 ※僅限有消費的顧客使用
休息區 無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如有過敏或其他事項請提前溝通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根據政府·自治團體的要求、相關業界準則等，各項防疫措施正在實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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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食品（市場） 千葉市地方批發市場
是一家市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鮮食品批發市場。可以購買到新鮮的食品，品嚐到市場特有的
美食。每個月的第2、第4個星期六舉辦市民感謝日！可以在平常不對外開放的水產樓中購物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高濱2-2-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8-3200

網站 https://www.city.chiba.jp/keizainosei/keizai/ichiba/kan-
sya-day.html

營業時間 市民感謝日（暫停中）每個月的第2、第4個星期六的8:00-12:00左右
※市民感謝日暫停中，但相關大樓於市場營業日10:00後即可進入

公休日
請見市場日曆
https://www.city.chiba.jp/keizainosei/keizai/ichiba/docu-
ments/r4ichibacalendar.pdf

交通資訊（巴士） 乘坐千葉海濱交通巴士，於「高濱車庫」下車步行5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如為團體，請提前諮詢。為維持市場正常運營，將存在部分謝絕入
場的情況。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要相談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設置有消毒用的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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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產品商品 加曾利 房之車站
注重提供千葉本地的美食。商品種類齊全，總計共有 2000 多種以上的新鮮蔬菜·水果，都是由當地
的農民直接送貨上門的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若葉區加曾利町 312-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32-3700
網站 https://fusanoeki.fusa.co.jp/kasori/
營業時間 8:30-20:00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東金線「加曾利巴士站」下車，步行 2 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30-60 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 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工作人員上班前測量體溫，接待顧客及工作中配戴好口罩，收銀台前設置防飛沫傳染隔板，準備顧客用消毒酒精，員工休息室定期通風換氣。顧客配戴好口罩。
店內收銀台呼籲顧客按照地上的距離貼紙排隊，以確保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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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產品商品 橫戶 房之車站
注重提供千葉本地的美食。商品種類齊全，總計共有 2000 多種以上的新鮮蔬菜·水果，都是由當地
的農民直接送貨上門的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花見川區橫戶町 1131-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7-480-2350
網站 https://fusanoeki.fusa.co.jp/yokodo/
營業時間 8:30-20:00
公休日 全年無休
交通資訊（巴士） 勝 01「弁天入口巴士站」下車，步行 1 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30-60 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 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 團體等請直接諮詢。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無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工作人員上班前測量體溫，接待顧客及工作中配戴好口罩，收銀台前設置防飛沫傳染隔板，準備顧客用消毒酒精，員工休息室定期通風換氣。顧客配戴好口罩。
店內收銀台呼籲顧客按照地上的距離貼紙排隊，以確保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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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產品商品 Perie 市場 千葉
鄰近車站，是很多乘客上下班、上下課、購物、旅行等的必經之路，我們充分利用了這一個地理優勢，向
人們展示了千葉飲食的魅力。這裡不僅僅有千葉縣各種美食，還設有農產品櫃台，千葉縣當地農產品
和日本各地的美味蔬果種類一應俱全哦！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新千葉1-1-1 perie千葉3樓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76-22-1204
網站 https://www.perie.co.jp/chiba/
營業時間 10:00-21:00
公休日 根據該市場的固定公休日

交通資訊（巴士）
JR千葉站直達
京成千葉站步行1分鐘
單軌電車千葉站步行1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不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不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有 ※主頁指引提供了多種語言（英文、中文、韓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1) 接待客人時的禁止事項：禁止大聲招攬顧客、提供試吃、試喝
(2) 準備防疫用品：營業人員需全員配戴口罩、收銀台附近需設置防飛沫隔板、設置酒精消毒、收銀台人員需戴手套
(3) 保持社交距離：收銀台前排隊時保持距離、適當變更賣場的布局，以防止人員過度密集
(4) 身體狀況管理：測量體溫等，確認工 作人員的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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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用品、家電、
服裝 SOGO 千葉店・JUNNU

由正館與副館所構成的大型商業設施。正館是一所提供時裝、化妝品、室內裝飾日用品及地下美食街、
餐廳、服務設施的百貨，副館則聚集了各種時裝、美容用品等的專賣店。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新町 1000 番地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5-2111（主機）
網站 https://www.sogo-seibu.jp/chiba/
營業時間 10:00-20:00（全館）11:00-22:00（10 樓餐廳街餐飲公園）
公休日 無固定公休日

交通資訊（巴士） JR 千葉站中央剪票口南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京成千葉站西出口剪票口步行約 1 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 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 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需商量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需商量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配有翻譯機（PocketTalk）1 樓、4 樓諮詢台、1 樓化妝品櫃台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https://www.sogo-seibu.jp/special-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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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用品、家電、
服裝 永旺夢樂城幕張新都心

由 4 個購物中心所組成。是一所花費一天的時間就能盡情享受購物、美食、遊樂場、娛樂的購物中心！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豐砂1-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351-7500
網站 https://makuharishintoshin-aeonmall.com/
營業時間 10:00-21:00（因設施而異）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從海濱幕張站乘坐開往永旺購物中心幕張新都心的京成巴士約10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不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需提前諮詢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設有祈禱室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美食街已設置隔板，各個專賣店收銀台都設置了透明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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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用品、家電、
服裝 三井 Outlet 公園幕張

位於 JR 海濱幕張站前的 Outlet 購物中心。從市中心過來非常方便，下班回家時，也可以順路輕鬆
地逛逛。除了餐廳、咖啡店、日用品店以外，還有很多高級的精品專賣店，是一個可以讓廣大顧客盡
情享受的空間。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日比野2-6-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12-8200
網站 https://mitsui-shopping-park.com/mop/makuhari/

營業時間
商店：10:00-20:00  
咖啡店：因店鋪而異  
餐廳：11:00-21:30　※星期五、星期六、節假日前一天22:00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從海濱幕張站步行1分鐘
預約方式 無需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免費入場
行程所需時間 60-120分鐘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預約就有優惠券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無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入口消毒、設施24小時通風換氣、清潔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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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住宿設施 幕張新大谷飯店
優質舒適的城市度假酒店。與幕張會展中心相連，有往返於東京迪士尼度假區與酒店之間的免費班車。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日比野2-120-3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97-7777（代表）
網站 https://www.newotani.co.jp/makuhari/
營業時間 24小時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海濱幕張站步行5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請提前諮詢
行程所需時間 請提前諮詢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間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請提前諮詢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有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中文、韓文、法文、越南語、泰語（截止至2022年2月前）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致顧客】
・請配戴好口罩。・進入店內及宴會廳內時，請配合使用酒精進行消毒。・請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防疫距離）。・發燒或身體不舒服的客人，請避免來店。
・進入店內期間，如果感覺身體不舒服，請向附近的工作人員尋求幫助。
【工作人員的防疫措施】
・勤洗手、漱口、注意咳嗽禮節 ・上下班進行手部消毒、測量體溫等健康狀態的監控。 ・有發燒、咳嗽等身體不舒服的人員，禁止上班，並前往醫療機構就診 
・工作人員配戴好口罩
・酒店客房、其他公共場所、廁所等使用消毒劑進行消毒 ・避免非緊急且不必要的長途出差、海外旅遊 ・提高免疫力（請從平時就開始培養免疫力）
・注意「飲食均衡」、「保持良好睡眠」、「適度運動」、「定期紓壓」、「調整腸道內的環境」等
其他（請避免下列行為）
・前往新聞已報導過出現集體感染的健身房、KTV、Live HOUSE，或參加大型活動和派對、其他被認為高風險感染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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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住宿設施 Hotel Springs 幕張
設有大型停車場！常常被旅游巴士當作午餐的停留點。在「Carmel」餐廳中，不管是午餐還是晚餐，
都可以享受到均一價的自助餐。日本料理店「玄海」更設有大型宴會的會場。可以放鬆地享受美食。
隨時歡迎聖地巡禮、館內外景拍攝地參觀團的諮詢（Hotel Springs幕張在2021年度已接待約50次
外景拍攝）。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日比野 1-1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96-3111
網站 https://springs.co.jp/
營業時間 24 小時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JR 京葉線海濱幕張站下車步行約 3 分鐘，JR 總武本線幕張本鄉站乘
坐開往「幕張會展中心」的列車於「海濱幕張站」下車

預約方式 電話、傳真、郵件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需商量
行程所需時間 需商量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 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穆民請另外溝通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https://springs.co.jp/news/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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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住宿設施 The Qube Hotel 千葉
擁有270間客房的大型酒店。具有4種風格不同的露天溫泉，男性有乾蒸式桑拿，女性有霧式桑拿。設
有可提供給1100輛車停靠的停車場・大型巴士車位共有3個。3-5樓是宴會廳，非常適合用來舉辦企
業研討會、研修會場。可滿足商戶、休閒、團體客的各種需求。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問屋町1- 45千葉港廣場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46-1888
網站 https://www.thequbehotelchiba.com/
營業時間 24小時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步行15分鐘，乘坐巴士5分鐘
從千葉都市單軌電車「市政府前」站步行7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網站、旅行社各大窗口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因住宿計畫而異
行程所需時間 因住宿計畫而異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有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中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測量體溫、消毒、設置透明隔板、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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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住宿設施 京成米拉瑪麗酒店
京成線千葉中央站可直達，是一所交通便利的城市酒店。館內有3家直營餐廳，還有具備電影院功能的
多功能設施。是東京迪士尼度假區R正式認定的“ 好鄰居酒店”，有專門的巴士可以接送游客到樂園。
京成Hotel Miramare已於2021年10月29日在京成千葉中央大樓的7、8樓盛大開業。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本千葉町15-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2-2111（代表）
網站 https://www.miramare.co.jp/

營業時間 酒店入住13:00、退房時間11:00  
※各餐廳的服務時間將根據其營業時間而有所不同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京成線千葉中央站直通/JR千葉站步行約8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或主頁進行預約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因住宿計畫而異
行程所需時間 因住宿計畫而異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需提前諮詢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需提前諮詢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需提前諮詢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收費停車場）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因宗教信仰對飲食有特殊要求的，請提前溝通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https://www.miramare.co.jp/emergency/6611/
※對食物過敏或需提供易咀嚼食品，請提前溝通。※輪椅的租借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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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住宿設施 三井花園飯店千葉
位於千葉市中心，想前往千葉市美術館、千葉神社、千葉市鄉土博物館（千葉城）等周邊觀光，都非常方
便哦。從客房內遠眺出去，千葉市內景色盡收眼底。以「千葉產、千葉用」的初衷，精心為您準備了使
用千葉縣當地食材所製作而成的「令人期待的早餐」。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中央區中央1-11-1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24-1131
網站 https://www.gardenhotels.co.jp/chiba/
營業時間 24小時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JR千葉站東出口步行7分鐘、京成千葉線千葉中央車站步行7分鐘、千葉城
市單軌電車1號線葭川公園站步行2分鐘JR千葉站東出口汽車站8、9號站
台乘坐「千01」、「千02」、「千05」、「千06」、「千07」、「TSU02」的線路，在

「千葉銀行中央分行」站下車，步行1分鐘
預約方式 透過官方網站或電話進行預約即可享優惠價。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因住宿計畫而異
行程所需時間 因住宿計畫而異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有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需提前諮詢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需提前諮詢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可 ※酒店範圍內有1個大型巴士停車位，1晚5,500日元（含稅）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不可預約1晚1,500日元（含稅）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https://corp.gardenhotels.co.jp/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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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住宿設施 法蘭克斯飯店
「Life with Joy」是一家舒適、充滿樂趣的設計酒店。

地址 千葉縣千葉市美濱區日比野2-10-2
電話號碼（諮詢熱線） 043-296-2111
網站 http://www.francs.co.jp
營業時間 24小時
公休日 無
交通資訊（巴士） 從JR京葉線海濱幕張站步行約3分鐘
預約方式 電話或主頁等
開放時間 全年
預估費用 因住宿計畫而異
行程所需時間 因住宿計畫而異
最低出團 /參團人數 1人
是否可接待團體 可
是否可接待 100人以上團體 可
是否可停靠大型巴士 僅限遊客可上下車
團體優惠、特別優待（體驗、服務）無
停車場 有
洗手間 有
休息區 無
商店 無
餐飲設施 有
可用語言 英文
是否有外國人特殊待遇 無

無障礙設施資訊 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場 多功能洗手間

Ostomate
（人工膀胱、人工肛門專用）

洗手間
防過敏措施 提供易咀嚼食品 餐廳內提供

餐具租借 輪椅租借 無障礙交流
（寫字） 輔助犬可入園

Covid-19防疫措施 重點實施「避免密集、密閉、密切接觸」和「衛生管理」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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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市食品品牌「千」
該品牌立足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放眼未來並追求千年之久
的可持續發展。

十分講究栽培方法與收穫時間的長短，只為了種植出
成熟時間最好的小番茄，讓您能夠在小番茄最美味的
狀態下，盡情享用它的滋味。這種完熟小番茄因新鮮度
與口感一流，深受民眾（尤其是當地民眾）喜愛！

認證No.0001
小哲的完熟小番茄
（日日農莊）

平均糖度為10度（根據季
節不同，有時候甚至可以
到達11度），是等級最高
的小番茄。口感上，沁甜
與酸爽兩者完美融合！透
過選果機一粒一粒精準的
測量、挑選，品質有保障！

認證No.0002
OSMIC小番茄
「優品」
（OSMIC株式會社）

「聽重金屬音樂長大的小松菜，鐵含量會增加嗎？」這個靈
感促使了該產品的誕生。雖然聽重金屬音樂並不會影響種
植作物鐵含量的多寡，但這種小松菜從一開始種植就十分
嚴格講究，收成後因吃起來較沒有苦澀味，所以很受人們
的歡迎，無論是做成沙拉還是直接生吃，都十分美味。

認證No.0005
金屬小松菜
（蔬果農場株式會社）

充分利用草莓的「高架床栽培技術」，讓每1株瓜苗上只
保留1個哈密瓜，所有的養分都能供應給這個哈密瓜，
使種植出來的綠色果肉的哈密瓜清爽可口！這個利用
了夏季充足的陽光所培育而成的夢幻水果，只在每年8
月中旬左右收成，非常適合用來贈送給親朋好友哦！

認證No.0004
千葉爽歪歪哈密瓜
（千晴農莊）

透過摘除瘦小的果實與花朵，從而將營養集中供應給
飽滿的果實，費心栽培只為了向您獻上碩大又美味的
草莓，供您享受！精心選用有機肥料種植，讓每一顆草
莓色、香、味與形狀皆完美俱全！

認證No.0003
聖誕老人農場的匠心草莓
（聖誕老人農場株式會社）

長年深受千葉市若葉區的人們喜愛的義大利餐廳——
「La Pesa Moderna」的味道，讓您在家中也能品嚐到
哦！為了充分保留食材天然的美味，簡化了番茄醬的
製作工藝，且不使用任何添加劑，只為了讓不同年齡層
的人們都能放心享用，這也是主廚對客人的一片心意。

認證No.0006
La Pesa 
Moderna
番茄醬
（小山有限公司）

秉持著「用草莓為人們帶來歡笑」的這一個想法，市內
的草莓觀光農莊們合作成立了快樂草莓園，除了互相
交流栽培技術、向客人提供優質服務以外，農莊還聯合
在車站舉辦了售賣會等活動。

認證No.0009
千葉市草莓觀光農莊採草莓
（千葉市觀光草莓園̶̶快樂草莓園）

日本國產的芥末籽醬，選用千葉市土氣地區有著300
多年栽培歷史的傳統蔬菜「土氣芥菜」的種子製作而成
的，所用的蜂蜜也是產自於千葉市，小小一瓶芥末粒裝
載著千葉市的滿滿誠意哦！

認證No.0008
土氣芥菜籽的芥末籽醬
（支農千葉聯合公司）

透過將完熟草莓的美味原封不動地鎖進真空包裝中，
經過快速冷凍，達到風味不易消散、可長期保存的效
果，讓您可以品嚐到和新鮮草莓不一樣的爽脆口感
哦！此外本產品也很適合用來做成草莓挫冰，或者是
用來做紅酒加冰，也是十分不錯的選擇哦！

認證No.0007
聖誕老人農場的
匠心冷凍草莓
（聖誕老人農場株式會社）

「今日和」作為一家義大利餐廳，以「使用千葉市新鮮食
材製作佳餚」為驕傲，同時還致力於以飲食服務社會，
例如：進行「蔬菜救援」，把廢棄的蔬菜有效回收利用，
展現出本地餐廳特有的風貌。

認證No.0010
今日和餐廳̶̶
為促進地區和飲食的
發展而努力不懈
（REPCO株式會社）

千葉市有各式各樣、豐富的農產品與商品，這些都是由許多在

地人辛苦培育出來的。食品品牌「千」是一個延續美味與堅持，

並將滿懷著社會公益的商品服務自信地提供給社會大眾的品

牌。這些是我們希望為未來保留的東西。現在，我們將為您介

紹從市內農產品、加工產品、服務項目中，由

我們精心挑選出來具有「當地特選、自行研發

創造、可持續性」等特色，被認為是「千」的獨

家商品與服務項目。

千葉市食品品牌「千」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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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市食品品牌「千」
該品牌立足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放眼未來並追求千年之久
的可持續發展。

十分講究栽培方法與收穫時間的長短，只為了種植出
成熟時間最好的小番茄，讓您能夠在小番茄最美味的
狀態下，盡情享用它的滋味。這種完熟小番茄因新鮮度
與口感一流，深受民眾（尤其是當地民眾）喜愛！

認證No.0001
小哲的完熟小番茄
（日日農莊）

平均糖度為10度（根據季
節不同，有時候甚至可以
到達11度），是等級最高
的小番茄。口感上，沁甜
與酸爽兩者完美融合！透
過選果機一粒一粒精準的
測量、挑選，品質有保障！

認證No.0002
OSMIC小番茄
「優品」
（OSMIC株式會社）

「聽重金屬音樂長大的小松菜，鐵含量會增加嗎？」這個靈
感促使了該產品的誕生。雖然聽重金屬音樂並不會影響種
植作物鐵含量的多寡，但這種小松菜從一開始種植就十分
嚴格講究，收成後因吃起來較沒有苦澀味，所以很受人們
的歡迎，無論是做成沙拉還是直接生吃，都十分美味。

認證No.0005
金屬小松菜
（蔬果農場株式會社）

充分利用草莓的「高架床栽培技術」，讓每1株瓜苗上只
保留1個哈密瓜，所有的養分都能供應給這個哈密瓜，
使種植出來的綠色果肉的哈密瓜清爽可口！這個利用
了夏季充足的陽光所培育而成的夢幻水果，只在每年8
月中旬左右收成，非常適合用來贈送給親朋好友哦！

認證No.0004
千葉爽歪歪哈密瓜
（千晴農莊）

透過摘除瘦小的果實與花朵，從而將營養集中供應給
飽滿的果實，費心栽培只為了向您獻上碩大又美味的
草莓，供您享受！精心選用有機肥料種植，讓每一顆草
莓色、香、味與形狀皆完美俱全！

認證No.0003
聖誕老人農場的匠心草莓
（聖誕老人農場株式會社）

長年深受千葉市若葉區的人們喜愛的義大利餐廳——
「La Pesa Moderna」的味道，讓您在家中也能品嚐到
哦！為了充分保留食材天然的美味，簡化了番茄醬的
製作工藝，且不使用任何添加劑，只為了讓不同年齡層
的人們都能放心享用，這也是主廚對客人的一片心意。

認證No.0006
La Pesa 
Moderna
番茄醬
（小山有限公司）

秉持著「用草莓為人們帶來歡笑」的這一個想法，市內
的草莓觀光農莊們合作成立了快樂草莓園，除了互相
交流栽培技術、向客人提供優質服務以外，農莊還聯合
在車站舉辦了售賣會等活動。

認證No.0009
千葉市草莓觀光農莊採草莓
（千葉市觀光草莓園̶̶快樂草莓園）

日本國產的芥末籽醬，選用千葉市土氣地區有著300
多年栽培歷史的傳統蔬菜「土氣芥菜」的種子製作而成
的，所用的蜂蜜也是產自於千葉市，小小一瓶芥末粒裝
載著千葉市的滿滿誠意哦！

認證No.0008
土氣芥菜籽的芥末籽醬
（支農千葉聯合公司）

透過將完熟草莓的美味原封不動地鎖進真空包裝中，
經過快速冷凍，達到風味不易消散、可長期保存的效
果，讓您可以品嚐到和新鮮草莓不一樣的爽脆口感
哦！此外本產品也很適合用來做成草莓挫冰，或者是
用來做紅酒加冰，也是十分不錯的選擇哦！

認證No.0007
聖誕老人農場的
匠心冷凍草莓
（聖誕老人農場株式會社）

「今日和」作為一家義大利餐廳，以「使用千葉市新鮮食
材製作佳餚」為驕傲，同時還致力於以飲食服務社會，
例如：進行「蔬菜救援」，把廢棄的蔬菜有效回收利用，
展現出本地餐廳特有的風貌。

認證No.0010
今日和餐廳̶̶
為促進地區和飲食的
發展而努力不懈
（REPCO株式會社）

千葉市有各式各樣、豐富的農產品與商品，這些都是由許多在

地人辛苦培育出來的。食品品牌「千」是一個延續美味與堅持，

並將滿懷著社會公益的商品服務自信地提供給社會大眾的品

牌。這些是我們希望為未來保留的東西。現在，我們將為您介

紹從市內農產品、加工產品、服務項目中，由

我們精心挑選出來具有「當地特選、自行研發

創造、可持續性」等特色，被認為是「千」的獨

家商品與服務項目。

千葉市食品品牌「千」HP

千 葉 市 特 產
享譽世界
「MICE」都市——千葉！

成功舉辦過眾多國際性會議、活動與展覽會！

千葉市與縣政府、千葉國際會展中心（公益財團法人）合作，致力於刺激地區的經濟發展，並充分
利用市內各種設施及旅遊資源，進行MICE招商活動，在活動舉辦期間提供支援等服務。
MICE是取自Meeting（企業等舉辦的會議）、Incentive Travel（企業獎勵、修學旅行）、
Convention（國際團體、學會、協會等主辦的國際會議）與Event/Exhibition（活動、展示會、
商展）等上述四個要素的第一個英文字母所組合而成的名詞，也是相關類型商業活動的總稱。
至今為止，千葉市已成功舉辦過多場MICE，受到國內外民眾一致好評，2015年6月還被評選
為「日本國際性MICE強化都市」。

大力支持企業推廣獎勵性培訓旅遊（即為獎勵旅遊）

千葉國際會展中心（公益財團法人）為了企業的員工獎勵與獎勵旅行等準備了「MICE支援計畫」，
提供各項支援服務，可為住宿在千葉縣的企業員工免費提供紀念品、千葉傳統表演等活動。支援
計畫詳細內容與適用範圍如下。

擁有眾多有利於MICE招商的「特別會場」

「特別會場」：利用擁有濃濃歷史底蘊的傳統建築或含有藝術、文化融合的設施等，為會議和活動營
造出一種獨特氣氛的會場。目前縣內共有24個特別會場，包含「千葉縣立房總之村」、「航空科學
博物館」、「保時捷體驗中心」等。在千葉市最具代表的特別會場分別是位於千葉市立美術館的「鞘
堂大廳」、位於縣立幕張海濱公園的日本式庭園「見濱園」、和茶室「松籟亭」、ZOZO海洋球場的宴
會廳「野外露台套間」以及「千葉JPF穹頂」等。

ランク 1住宿總人數達
60人以上等 級 1

小禮品
（印有團體名稱、企業名稱的圓珠
筆等）

住宿總人數達
160人以上等 級 2

小禮品（與等級1相同）、娛樂表
演、補貼大眾運輸（公車）費用、
投放成田機場數字標牌、迎接到
訪人員等

住宿總人數達
1,000人以上等 級 3

小禮品（與等級1相同）、娛樂
表演、日本文化體驗營、紀
念品、投放成田機場數字標
牌、迎接到訪人員、贈送花
束等

1. 計畫於千葉縣內住宿，且境外參加人員滿60人
2. 活動形式為會議、頒獎典禮或招待會等
3. 並非以政治或宗教活動為主要目的
4. 應該在（公益財團）千葉國際交流中心規定日
 　期之前進行實施。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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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具有「千葉特色」的城
市致力於打造一個能讓當地居民

「喜愛、引以為傲」、「想長期居住」,讓外地居

民「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想在此扎根」,

讓企業自動「選擇」的城市。創造屬於「千葉

市特有的風情」。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花。
以現代的方式 , 呈現出古代的浪漫。

大賀荷花

是日本規模最大的貝塚 ,
也是古代繩文人生活的證據。

加曾利貝塚

是千葉市特有的繁華地帶,
也是從古至今的休閒勝地。

海邊

為千葉市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的家族。

千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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