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屋旅館

12

スーパーホテル安城駅前

Super Hotel 宾馆安城站前

〒 ���-���� 明治本町�-�
东海道本线安城站北口步行 � 分钟
����-��-����
Ｐ ��个
（先到先得·不能预约）
房间数 ���间（���人）
附有天然温泉“安祥之汤”

安城站周边
JR

〒 ���-���� 美園町�-��-�
东海道本线东刈谷站北口步行 � 分钟
����-��-����
Ｐ �个
房间数 �间（�～�人）
厕所、洗手台、浴室为共用。

名

JR 东海道本线

KEYPORT

刈谷

20 13 1

� 丈山苑

2

Jozan-en

anforet

碧信 河广场
（文化中心）

１ 12

１
碧南方向

１

11

参观工厂

１ 公园·公共设施

KEYPORT 位于 JR 安城站 �F，是一处结合安
城市观光问讯处和共用工作空间※的全新设
施。
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旅游景点的介绍，也可以
使用自由空间，阅览、归还、预约图书馆的图
书，使用免费 Wi-Fi 等，还可以利用这里舒适
的空间与他人愉悦交流。

１ 名胜古迹

21

榫

媩

璦

MAP

地址 和泉町上之切��

参观需要预约
MAP
观光协会 ����-��-����
休 星期一
（若遇节日则开放）
交通 年末年初
ANKURU 巴士南部线 “和泉丈山苑”站下车
向西步行 � 分钟

� 安祥城遗址（大乘寺）

安城市历史博物馆
市民回廊、安城市埋藏文化遗产中心
Ansho Bunka no Sato

The Site of Ansho Castle

无花果

1

1

安祥文化のさと

战国时代德川氏的先祖松平氏在安祥城居住。
现在，内城中还留存大乘寺，外城中仍留存八
幡社，周边还有水沟、城墙等遗迹。

地址 安城町城堀��

����-��-����
开 �：��～��：��
（入馆截止时间为 ��：��）
休 星期一
（若遇节日则开馆）
MAP
年末年初
交通 ANKURU 巴士安祥线“历史博物馆”站下车

2

� 永安寺的云龙之松
Unryu

� 本证寺

Pine of “Unryu” in Eian-ji Temple 永安寺の雲竜の松

梨

１

黄瓜

云龙之松是位于浜屋町永安寺内的一
颗黑松。据说其树龄已有 ��� 年之
久。因其树干在 �.�m 高处分为三岔，
神似腾云之龙，因此得名“云龙之松”。
地址 浜屋町北屋敷��
交通 ANKURU 巴士东部线“浜屋”站下车

MAP

本证寺于镰仓时代修建，在战国时
代成为三河一向一揆的据点。
保留日本全国鲜有的历史遗迹，正
殿为县级文化遗产，寺院之内被列
为国家级历史遗产。

Joutouen

Futago

� 城藤园的紫藤

12

Wisteria trellis

大米

10

城藤園の藤

城藤园的紫藤位于城入子安观音庙的参道，
长约 ���m 的参道上设有藤蔓架。每当花开
时节（� 月下旬～� 月上旬）藤蔓架上紫藤花
密布，到傍晚还可欣赏灯光下的紫藤廊。

11

10

� 二子古坟

地址 城入町稻叶 ��-�

Futago Tumulus

MAP

城入町内会 ����-��-����

交通 ANKURU 巴士南部线“城入”站下车

Himeogawa Tumulus

姫小川古墳

Norazunomori

不乗森神社

Meiji Irrigation Learning Center for Water Environment
明治用水 水のかんきょう学習館

12 都筑弥厚茶室

11 明治川神社
Meijigawa Shrine

Tsuzuki Yako

明治川神社

MAP

国家级历史遗产

二子古墳

二子古坟是位于樱井町二子的前
方后方坟，属于国家级历史遗产。
全长约 ��m，是西三河地区第二
大古坟。

地址 樱井町印内二子 �-��
交通 ANKURU 巴士樱井线“堀内公园”站下车

MAP

向东步行 �� 分钟

向西步行 � 分钟

明治用水
10 水环境学习馆

� 不乘森神社
Norazunomori Shrine

本證寺

地址 野寺町野寺��
交通 ANKURU 巴士樱井线“野寺本证寺前”站下车

向东步行 � 分钟

� 姫小川古坟 国家级历史遗产

国家级历史遗产

Honsho-ji Temple

1

23

１

小麦

安祥城址（大乗寺）

1
安城

小白菜

丈山文庫

江户时代的文人石川丈山精通中国古诗、隶书，也
深谙修筑庭园和煎茶之道。他曾用的书房学甫堂，
如今已移建到和泉町。在这里可以看
到很多与丈山渊源深厚的物品。

� 安祥文化之乡

13

22

◒

╈

Jozan-Bunko

����-��-����
休 星期一
（若遇节日则开放）
年末年初
交通 ANKURU 巴士南部线“和泉丈山苑”下车，
向南步行 � 分钟

10

10

特产
伺

地址 和泉町中本郷���-�

13

自行车租借站

姡

� 丈山文库

▼苑内也可以品尝抹茶。

石川丈山在京都一乘寺建造了诗仙堂，
丈山苑是石川丈山的出生地整修而成，
是一处会令人联想到诗仙堂的书斋与
正宗日式庭院相得益彰的放松佳地。

１ 宾馆

※可以共享一个空间，
进行工作、
学习、
交流的场所。

〒 ���-���� 御幸本町�-�
东海道本线安城站南口步行 � 分钟
����-��-����
Ｐ �个
房间数 �间(��人)
附有温泉包厢

11

西尾方向

１ 认证特产店铺

安城市观光问讯处 &
共用工作空间设施 KEYPORT

丈山苑

ふじや旅館

１

1

市政府

这里不仅有产地直销的蔬菜和手工艺品，还能买到安城
七夕祭官方吉祥物“kiibou”等商品。
（活动时间）�～� 月、�～�� 月的第 � 个星期六、��：��
～��：��
（位置）JR 安城站南侧周边

12

安城站

Fujiya 旅馆

名胜古迹

田方向

N

13

〒 ���-���� 三河安城南町１-��-��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南口前
����-��-����
Ｐ ��个
（� 晚 ��� 日元）
房间数 ���间（���人）

附有天然温泉“三州之汤” 也可泡温泉不住宿
宠物禁入 另有合作停车场 ��� 日元/晚、个

清水屋旅馆

东横 INN 三河安城站新干线南口 �

安城站周边
JR

11

Dormy Inn EXPRESS三河安城

〒 ���-���� 三河安城本町�-�-�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南口步行 � 分钟
����-��-����
Ｐ 合作停车场
（� 晚 ��� 日元）
房间数 ���间（���人）

東横INN三河安城駅新幹線南口１

�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ホテルリブマックス三河安城駅前

10 Hotel Livemax 三河安城站前
〒 ���-���� 三河安城南町�-�-��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南口步行约 � 分钟
����-��-����
Ｐ 无
房间数 ��间（��人）

〒 ���-���� 三河安城町�-�-�
JR 三河安城站步行 � 分钟
����-��-����
Ｐ 提前预约制 � 个
房间数 ��间(���人）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ホテルトレンド三河安城

Hotel Trend 三河安城

天然温泉三州の湯ドーミーインEXPRESS三河安城

� 天然温泉三州之汤

〒 ���-���� 三河安城南町１-１-５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南口前
����-��-����
Ｐ ���个
房间数 ���间（���人）
免费大浴场

东刈谷站
JR

〒 ���-���� 三河安城南町１-８-��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南口前
����-��-����
Ｐ 地面 �� 个、
地下 ��� 个
房间数 ��间（���人）

安城市区
步行街 “希望” 市场

先来这
里吧！

�

ABホテル三河安城南館

AB 宾馆三河安城南馆

�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Hotel Grand Tiara 安城

ABホテル三河安城新館

AB 宾馆三河安城新馆

〒 ���-���� 三河安城町�-�-��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北口前
����-��-����
Ｐ ��个
房间数 ��� 间（��� 人）
免费大浴场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 ���-���� 三河安城南町�-��-�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南口步行约 � 分钟
����-��-����
Ｐ �� 个
（� 晚 ��� 日元）
房间数 ���间（���人）

�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ホテルグランドティアラ安城

�

ABホテル三河安城本館

AB 宾馆三河安城本馆

〒 ���-���� 三河安城町 �-��-��
新干线三河安城站北口前
����-��-����
Ｐ �� 个
房间数 ��� 间（��� 人）
免费大浴场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東横INN三河安城駅新幹線南口�

东横 INN 三河安城站新干线南口 �

�

〒 ���-���� 东荣町�-�-�
名铁新安城站北口前
����-��-����
Ｐ 先到先得 �� 个
房间数 �� 间（�� 人）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

Hotel Abest 新安城站前

三河安城站周边
JR

名铁新安城站周边

安城市内
宾馆、住宿设施

ホテルアベスト新安城駅前

�

Japanese tea ceremony room of Tsuzuki Yako 都築弥厚茶室

13 南吉故居

Nankichi's Boarding House

南吉の下宿先

大豆

安城市的基本信息
人口

面积
海拔

���,���人

姫小川古坟是国家级历史遗产。它是古坟
时代前期的前方后圆坟，后圆部又高又大
为其主要特征此古坟全长约 ��m，是位
于樱井古坟群中最南面的大型古坟。

（截至 ���� 年 �� 月 � 日）
��.��k㎡

（东西 ��.�㎞ 南北 ��.�㎞）
最高 ��.�m 最低 �.�m

公园 · 公共设施
安城产业文化公园

� DENPARK

DENPARK 安城産業文化公園 デンパーク

一所庭园设计彰显四季特
色，鲜花与绿地充满自然
之美的公园。
园中还有可品尝香肠与当 MAP
地啤酒的美食店以及体验设施等。
地址 赤松町梶１
休 星期二
（若恰逢节日则顺延至第二天）

年末年初 � 月下旬～� 月上旬
����-��-����
交通 ANKURU 巴士南部线、
樱井西线“DENPARK”站下车

地址 姫小川町姫��
交通 ANKURU 巴士樱井线“樱井站东”站下车

� 安城公园
Anjo Park 安城公園

毗邻市政府，是市内观赏
樱花的绝佳地点。
园 内 有大 约 �� � 棵 樱 花
树，赏花游 客 络绎不 绝， MAP
此外还有小动物园和观鸟屋。
地址 樱町���-�
交通 从 JR 东海道本线“安城站”步行约 ��

分钟，搭乘 ANKURU 巴士循环线右环线
在“安城公园”站下车

MAP

向东步行 �� 分钟

� 堀内公园

Horiuchi Park 堀内公園

堀内公园以“鲜 花、绿 草
与童话” 为主题。
不仅有大型摩天轮、充气
山丘、童话号（电动火车） MAP
等游乐设施，还有绿草广场和观鸟
屋等，是一处市民休闲佳地。
地址 堀内町安下�-�
休 星期二 年末年初

����-��-����
交通 名铁西尾线“堀内公园”站下车，
或者 ANKURU 巴士樱井线“堀内公园”站下车

不乘森神社将“猴子”作为神明供奉，
在日本全国都很罕见。
据说是将“借助神威斩妖除魔”“退散
妖魔”等名为“腾”的最美神猴奉为
“正义的象征”。
地址 里町森��

MAP

����-��-����
交通 ANKURU 巴士北部线“不乘森神社西”站下车
向东步行 � 分钟

柿田公园

� 柿田公园管理办公室 Ecokichi
Kakita Park 柿田公園

一座具有运动场和复合游乐
设施的公园。
可在园内管 理 办公室
“Ecokichi” 愉快地体验关 MAP
于环境的学习讲座、生态食品及展览。
地址 里町�丁目��-�
开 �：��～��：��
休 星期一
（节日除外）

年末年初
����-��-����
交通 名铁新安城站步行 �� 分钟
ANKURU 巴士北部线“北部公民馆”站下车

通 过 明 治 用 水 ，提 供 快 乐 地 学 习
“水利”“农业”“食品”“环境”的机
会。
地址 大東町��-��

MAP

����-��-����
休 星期一
（若遇节日则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
交通 JR 东海道本线“安城站”站下车 步行 �� 分钟，
或者 ANKURU 巴士西部线、
作野线“中部小学校”站下车
向北步行 � 分钟，大池公园内

� 油渊水边公园
Aburagafuchi

Aburagafuchi Waterside Park
油ヶ淵水辺公園

是一座跨安城市与碧南市的县营
城市公园，覆盖爱知县内唯一的
天然湖沼“油渊” 及其周边区域。
���� 年 � 月水生花园（碧南市 MAP
侧）及亲近自然生态园（安城市侧）的部分区
域开放。计划未来逐步完善。
地址 （亲近自然生态园）

安城市东端町丸之内
（水生公园及油渊水边公园管理办公室）
碧南市油渕町�丁目��
����-��-����
交通 （亲近自然生态园）
ANKURU 巴士南部线“油渊水边公园前”站下车
（水生花园）
“油渊水边公园前”站搭乘循环巴士约 �� 分钟，在“油渕町”站下车

在开凿明治用水工程时，为了祈求
用水平安，在明治川神社供奉了和
水密切相关的三位神，另外还供奉
有 � 名开凿功勋者。

MAP

地址 東栄町６丁目��-�
交通 ANKURU 巴士东部线“明治川神社”站下车

Anjo Sports Park 安城市総合運動公園

地址 新田町新定山��-１
休 星期一
（节日除外） 年末年初

地址 东端町寺下 �

MAP

需预约
西連寺 ����-��-����
交通 ANKURU 巴士南部线“东端保育园”站下车
向西步行 � 分钟

南吉故居是新美南吉居住在安城
时真实寄宿过的房屋（门长屋），如
今同样的位置仍保留着当时的面
貌。
地址 新田町出乡 ��
交通 从 ANKURU 巴士东部线“新田

可参观时间 � 月～�� 月※需预约

� 安城市综合运动公园

除了体 育 馆、垒 球 场、多
功能 运动场之外，还有广
场和蒸汽火车，无论儿童
还是大人都可沉浸其中。

都筑弥厚茶室位于安城市东端町
的西莲寺(Sairenji)。据说是由江户
时代的宗徧流茶人不藏庵龙溪
(Huzouanryukei)所建立。

MAP

东祥竞技场安城（安城市体育馆）
����-��-����
交通 名铁巴士“综合运动公园”站下车，
或者 ANKURU 巴士东部线
“中部福祉中心”站下车，
向北西方向步行 � 分钟

� 美人鱼宫水上乐园
Mermaid Palace マーメイドパレス

是一座利用垃圾焚烧设备
余热的娱乐型温水游泳
池。
还设有配 备了多种 健 身 设
施的训练室，敬请使用。

地址 和泉町大下��-�
休 星期一
（节日除外） 年末年初

MAP

检修日
����-��-����
交通 ANKURU 巴士南部线
“明祥广场·美人鱼宫水上乐园”站下车

安城市中心市区基础设施

� anforet

anforet 安城市中心市街地拠点施設 アンフォーレ

”巴士站或者“东新町”巴士站步行 � 分钟
※部分手机有时会发生无法识别二维码的情况。

碧信银河广场

� （安城市文化中心）

Hekishin Galaxy Plaza(Culture Center)
へきしんギャラクシープラザ （安城市文化センター）

是一处 囊括图书信息馆、
大 厅、广场、公园等公共
设 施 以 及民营商业设 施的
MAP
复合型设施。
在广场及大厅内会举办多种多样的活
动

配 备有大 厅、天 文 馆、会
议 室 等，同 时 设有终 身 学
习志 愿中 心、男孩 和 女 孩
发明俱乐部。

����-��-����
交通 （anforet 综合导览）
JR 东海道本线“安城站”步行 � 分钟
名铁巴士“anforet”站下车
ANKURU 巴士循环线（右环线、左环线）
西部线、作野线“anforet”站下车

交通 ANKURU 巴士循环线

地址 御幸本町���-�
休 星期二及第四个星期五
（节日除外）等

MAP

MAP

地址 桜町��-��
休 星期一
（节日除外） 年末年初

����-��-����

右环线“市政府·文化中心”站下车
ANKURU 巴士循环线
左环线“市政府·文化中心”站下车
JR 东海道本线“安城站”下车
步行 ��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