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

町，
川

花几小时游
逛爱
尽享欢
乐时

惊喜与感动！

邂逅无尽的

悠然 “AI-BURA”
︵畅游爱川町︶，

(^o^)
爱川町，爱之町。
您看，一年四季，花开不败。

怎么会这么大、这么可爱！？
放水的震撼感，让人超感动哦！

甜点、盖饭。
荟萃鸡蛋美食而备受大家喜爱的那家店，您去了吗？

如何在
爱川町
散步

免费

这古老宅邸之美，
正是木匠们满腔热爱的见证吧！

“４５０年前曾发生过激烈合战︵战役︶，
其合战场碑就在这里。”
原来如此～

町内区域・观光景点

爱川町・景点地图

圈央道·广域地图
相模原出口

道
央
圈

道︶
动车
络自
央联
圈中
首都
道︵
圈央

相模原市

相模原市
爱川町

相模原爱川出口

堀之内
上田名

宫濑水坝 参阅第4页
服部牧场

清川村

三增公园

服部牧场 参阅第5页
三增合战 参阅第10页

彩虹广场

厚木市

三增公园田径场

（一般财团法人）纤维产业会
县立爱川公园

番田站

信玄立旗松

日向桥
半原日向

浅利明神
浅利墓所

寿寿喜菓子铺
爱川大桥

宫濑水坝

乡土资料馆

水与能量馆

宫濑湖

松叶泽萤火虫
栖息地

大泽瀑布

石小屋水坝
（副坝）

三增

高田桥
三增

半原小学

县立爱川
友爱村

县立爱川高科技研究中心工业园

诹访神社

爱川桥

线
相模

爱川町森林合作社

工艺工房村

坝畔观光船搭乘处

高田桥

Sa
ga
mi

卵菓屋
半原
角田

半原小学入口

神奈川中央养鸡
农业合作社

Anzunoshippo
（杏子尾巴）面包店

三增合战场碑

太阳能观光广场
爱川中学

爱川园艺

高峰小学

古民居山十邸 参阅第11页

首冢

爱川高中

爱川町

马渡桥

爱川中原中学

菓匠 圡门
登山
・远
足路
线

高取山

田代小学
田代运动公园
中津川鳟鱼垂钓场

大冢石摩工业园区

中津 MEAT
直销店

箕轮

春日台入口

爱川镇办公室
关根商店

大矢孝酒造

县立爱川公园 参阅第5页

rive
r

三和织物（株）
角田大桥

中津
川

田代

爱川邮局入口

相模原 爱川 出口

春日台

平山大桥

中津二小学

平山桥

爱川太阳能园区 参阅第12页

第 1 号公园前

新昭和桥

爱川东中学
盐川瀑布

第 1 号公园体育馆

胜乐寺
平山坂下

佛果山

昭和桥

菅原小学

中津

田代

东外 3 丁目
厚相环城公路下

龙福寺
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

古民居 山十邸

箕轮耕地 参阅第13页

菖蒲之里

休憩之森
八菅神社

八菅桥

八菅山

荻
野
川

JA 县央爱川
一本松

中津小学

中津

中津帚 市民藏常右卫门

佛果山、高取山 参阅第7页

GATOUMIYA 洋菓子店
棚泽

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
参阅第12页

樱台园区入口
樱台

盐川瀑布 参阅第11页

清川村

河溪戏水 参阅第8页

厚木市
圈央道

博物馆

史迹

河流、湖泊

国道

公园

工厂

公园、森林

县道

瀑布

主要桥梁

登山、远足（参阅第7页）

主要红绿灯、交叉路口

高尔夫球场

爱川品牌（参阅第14、15页）

坂本体育馆

坂本青少年广场
才户桥

八菅山休憩之森 参阅第11页
この地図の作成に当たっては、国土地理院長の承認を得て、同院発行の2万5千分の１地形図を使用した。
（ 承認番号

平29情使、第419-40358号）

八菅神社 参阅第11页

坂本青少年广场 参阅第8页

漫步
爱川町！

宫濑水坝・县立爱川公园

同样适合举家同游!!

县立爱川公园

尽情畅玩 1日游路线

除了宏伟震撼的“宫濑水坝”、亲子同游的“县立爱川公园”，爱川町还有
许多可以轻松前往的游玩场所及观光景点！此外，亲密接触各种动物的“服
部牧场”、风光明媚的“宫濑湖”也不容错过。

“县立爱川公园”位于宫濑水坝下方，您可在此漫步林中、体验游乐设施、亲密接触大自然，
玩法多样！
春天，“花之坡”上40种约44,000株色彩缤纷的杜鹃花盛放；空气清澄的日子，站在视野开阔
的“风之丘”极目远眺，将横滨地标塔也尽收眼底，这些四季迥异的动人美景在此等候各位前
来鉴赏。

距相模原出口
10分钟车程！
县立爱川公园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5423
【入园费】免费（有时需另付停车费）
【开园时间】4月～9月﹝8：30～18：00﹞
10月～3月﹝8：30～17：00﹞
【休园日】年末年初（12/29～1/3）
【停车场指南】公园内两处
﹝南停车场﹞普通车辆451辆、﹝北停车场﹞206辆
﹝使用费﹞周六、周日、节假日及黄金周、暑假期间收费
普通车辆500日元、大中型车1,500日元、摩托车100日元
【电话】046-281-3646

相模原出口

道
央
圈

制作黄油、挤牛奶体验

与动物们亲密接触

意式冰淇淋

服部牧场

冒险之森

﹂周边商品

Chan

风之丘、花之坡

Park Center
特产礼品﹁爱

儿童广场・软绵绵圆顶

工艺工房村↓第６页

乡土资料馆↓第６页

号﹂

Chan

县立爱川公园

公路列车﹁爱

观光船

水与能量馆

宫濑湖

宫濑水坝 坡道铁轨

宫濑水坝

&

MAP A-2等

服部牧场

距相模原爱川出口
25分钟车程！

▲运动游乐设施多彩多样的“冒险之森”
至 相模原出口
清正光入口

宫濑水坝

7点）
点-下午
（上午7
北岸林道

相模原爱川出口

南山散步道

▲各色杜鹃缤纷绽放的“花之坡”

服部牧场

至 鸟居原

北停车场
小型车206辆
大型车15辆

自然观察林

宫濑水坝
冒险广场

爱

川

宫濑湖

野
町道真名仓日 比良

冒险之森
花之森

展望塔
电梯（免费）

森林渡桥

停车场

）
费
收
（
轨
铁
道
坡
普通车辆
禁止进入

中央广场
花之坡

宫濑水坝 坡道铁轨
利用水坝建设施工时用于运送自动倾卸卡车
的部分坡道铁轨，建成连接水坝上下的缆
车！窗外风光旖旎，不容错过。
【费用】成人（初中生以上）往返300日元/单程200日元
儿童（小学生）往返150日元/单程100日元
【停运日】周一、节假日次日，但黄金周及暑假期间除外

水坝、公园
单程7分钟♪

水坝上下单程4分钟♪

※12月1日至3月第3个周五期间，仅周六、周日、节假 日运行。

公路列车“爱Chan号”

水与能量馆

公路列车产自意大利，连接了宫濑水坝正下方与县
立爱川公园ParkCenter（单程1公里，约7分钟）。您
可一边欣赏车窗外美景，一边轻松周游。

水与能量馆是寓教于乐的水知识博物馆。水坝咖喱饭
也人气爆棚！

【费用】单程/成人（初中生以上）200日元
儿童（小学生）100日元
【停运日】周一、节假日次日，但黄金周及暑假期间除外
※12月1日至3月第3个周五期间，仅周六、周日、节假日运行。

爱川大桥

Park Center
嬉水池

爱川第一发电所

交流广场

新石小屋桥

水与能量馆

洗手间
残疾人专用洗手间
饮水区
电梯

散步道
风之子桥

工艺工房村
大泽瀑布

坝址
观光船搭乘处

石小屋入口

半原日向

风之丘

宫濑水坝
栈桥

▲视野开阔的“风之丘”
南停车场
小型车451辆
入口广场
大型车9辆

停车场
食堂
咨询处

艾艾
桥
爱川町
乡土资料馆

公路列车“爱Chan号”运行轨道

中津川

儿童广场

普通车辆
禁止进入

爱川大桥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5423（县立爱川公园）
【观光放水】4月至11月的每个周三、第2个周日、第2和第4个周
五实施。放水时间为11点和14点两次（各6分钟）
【停车场指南】县立爱川公园南、北停车场（详情请参阅右侧第
5页“县立爱川公园”）
【电话】046-288-3600（公益财团法人）宫濑水坝周边振兴财团

普通车辆
禁止进入

相模川水系广域水坝
管理事务所

线

水坝开闸，
气势磅礴!

普通车辆
禁止进入

高156米！长约400米！这是首都圈最大的水坝，2001年
4月正式启用，在供水、供电、泄洪、防旱等各个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
宫濑水坝会在特定时间实施观光放水，开闸时气势磅
礴，非常震撼。而水坝顶部的眺望、湖畔优美的自然景
观、金秋时节的红叶等，也都是看点之一。

半原巴士终点站

软绵绵圆顶

爱川第二发电所
石小屋水坝

至 厚木

▲蹦跳玩耍的“软绵绵圆顶”

当地特产销售店（Park Center内）
县立爱川公园Park Center内设“当地特产销售店”，展销爱
川町森林组合的木制工艺品、纤维产业协会的除味印花大
手帕、芳雅美术工艺的爱川和纸手工艺品、碧山园的杜仲
茶、驱熊铃等爱川町地方特产品。您不妨顺道前来一逛。

服部牧场
该家庭牧场可让您在田园牧歌式风景中进
行各种牧场体验。冰淇淋工房“Casalinga
（卡萨琳伽）”的手工意式冰淇淋以及香
肠工房“Metzgerei Hattori（服部肉店）”也
十分推荐！

【营业日】4月～7月下旬 周六、周日、水坝放水日；7月下旬～8月
每天；9月～11月 每天，周一及节假日次日除外；12月～3月 周
六、周日、节假日
【营业时间】10：30～16：30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6087
【营业时间】3月～10月 10：00～17：00
11月～2月 10：00～16：00
【固定休息日】无休，但11月～2月期间周五固
定休息
【电话】046-281-0917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5157
【开馆时间】﹝4月～11月﹞9：00～17：00（进馆截止时间
16：30）、
﹝12月～3月﹞10：00～16：00（进馆截止时间15：30）
【休馆日】每周一（逢节假日则次日休馆）、年末年初
（12/29～1/3）
【电话】046-281-5171

各种牧场体验♪

宫濑湖&观光船“MIYAGASE 21”
“宫濑湖”跨爱川町、清川村、相模原市三地，绿树
成荫，碧波荡漾，您可在此远足、划艇等，一年四季
尽享乐趣。而观光船也同样值得推荐。
▲冰淇淋工房“Casalinga（卡萨琳伽）”的手工意式冰淇淋

▲可看到自由自在成长的牛、羊甚至马、兔。
并可体验挤牛奶等！

漫步
爱川町！

漫步
爱川町！

宫濑水坝・县立爱川公园

爱川公园还有许多玩法

尽情畅玩 1日游路线

在学习爱川町捻线文化的同时，体验织布、蓝染等。此外，抄纸、织绳、陶艺、木竹工也很受欢迎♪

工艺工房村〔县立爱川公园内〕
该设施可体验爱川町传统工艺之织布、蓝染、抄纸、陶艺、木竹工以
及各种活动等。除了体验工房，还设有简餐区。
【开馆时间】4月～9月 9：00～17：00、10月～3月 9：00～16：30
【受理时间】9：00～15：00
【休馆日】周一（逢节假日则次日休馆）、年末年初（12/29～1/3）
【电话】046-281-2438

佛果山・高取山

轻松惬意登山
&远足

从佛果山欣赏的宫濑湖

百花盛开的春天，满目红叶的秋天，非常适合登山和远足。
这里距离东京市中心仅50公里，方便快捷，独具魅力！
快来全身心感受大自然四季幻变的风情吧。
日向桥

织布体验（左图）

巴士站“半原” ■厚 01-02 系统等

服部牧场

开动织布机，制作只属于自己的轻巧杯垫、时尚餐垫等♪
【作业时间】30分钟以上
【费用】500日元起
【体验时间】开馆日上午

登山道入口告示牌

从新石小屋桥
可欣赏“大泽瀑布”

县立爱川公园
南停车场

宫濑湖

蓝染体验
这里准备了杯垫、手绢、印花大手帕、T恤等多种
布制品。您可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尽情体验染
色乐趣！通过一次性筷子、橡皮筋等工具的阻
隔，可以染出各种花纹。

宫泽桥

爱川大桥

巴士站“捻线合作社前” ■厚 02、59 系统等

水与能量馆
两向桥
爱川桥

石小屋水坝
大泽瀑布

交通路线

【作业时间】30分钟以上 【费用】350日元起
【体验时间】开馆日下午

【巴士】 小田急线本厚木站有神奈川
中央交通的巴士发车。请从本厚木站东
口一侧的厚木巴士中心搭乘厚01、02、
59系统等。搭乘巴士到最近的巴士站
“半原”、“撚丝组合前”约需50分
钟。

抄纸体验

木竹工体验

海底（Ozoko）地区位于流经爱川町的中津川沿
岸，从江户时代后期开始，便制作以楮为主材料
的隔扇纸及拉门纸等。您可尝试用传统抄纸法制
作明信片、名片、彩纸♪

感受着木材、竹子的自然温和，开心制作
竹蜻蜓、鸣叫青蛙、实用纸巾盒、竹制杯
垫等！
【作业时间】30分钟以上 【费用】300日元起
【体验日】开馆日

宫泽大桥

龙胆花◆10月-11月

【作业时间】30分钟以上 【费用】400日元起
【体验日】周三、周六、周日、节假日等

爱川町 乡土资料馆〔县立爱川公园内〕
这里展出各种乡土资料，包括300万年前栖息
在爱川町的“远古象”化石标本（复制品）
等。※免费入馆
【开馆时间】9:00～17:00
【休馆日】周一（逢节假日则次日休馆）、年末年初
（12/29～1/3）
【电话】046-280-1050

～纺线之城 半原的历史～

天泽桥

钝叶杜鹃◆3月-6月

缓坡山脊

陶艺体验

可眺望优美景观的
长椅

【停车场指南】 若驱车前来，可将汽
车停放于县立爱川公园南停车场内，十
分便利。（详情请参阅第5页“县立爱
川公园”）

这里有各种陶艺体验：孩子也能尝试的手捏杯碗、
使用真正电动陶轮挑战制作的大型器皿。并可体验
在粗陶器皿上绘画。
【作业时间】30分钟以上
【费用】500日元起
【包装费用】100日元
【体验日】周三、周六、周日、节假日等

陡坡山路

佛果山
海拔747.1m

高取山
海拔705.7m

【宫濑水坝远足通票】
通票非常实
惠，含小田急线本厚木站的往返乘车
券，并可自由乘搭途径宫濑水坝远足路
线的神奈川中央交通巴士。详情请咨询
小田急客服中心。
【电话】03-3481-0066

注
Mnais pruinosa 蜻蜓◆4月-6月

宫濑越

意

山中天气可能骤变。请做好登
山准备再前往。

爱川町的植物与昆虫

团体设施也很完善！
县立爱川友爱村

提及爱川町的历史，不可不说以爱川町西侧半原
地区为中心的捻线业（将几根线拧在一起，做成
结实的线）。捻线行业需要适宜的湿度，而半原
四面环山，中央有河流淌过，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
19世纪初（江户时代后期），半原引入捻线设备
“八丁式捻线机”，过去的人力机械被利用河流
的水车动力取代，绢缝线产量甚至一度占日本全
国总量的80%，半原纤维产业飞速发展，为现在
的爱川町奠定了基础。

※图片由佐藤隆则先生等人提供。

这里设有露营地及集训寄宿设施，野
外活动丰富充实。同样推荐学校及团
体组织前来。

▲水车风景（日向桥附近，1924年）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3390
【电话】046-281-1611

彩虹广场 爱川纤维会馆
在纺线之城“半原”，您可进行蓝染、草木染、织布、抄
纸等各种体验学习（需预约）。不管一个人还是一百人团
队都能安排体验，学校远足、社团活动、全家旅行都能在
此留下美好回忆！
▲纺织工厂情景（1926年）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4410
【电话】046-281-0356

至经岳

佛果山（半原富士）
佛果山、高取山的山顶分别设有观景台（高
13m），由于全无遮挡，观景台可眺望东丹泽
群山、宫濑湖、新宿新都心大厦群、以及东京
晴空塔等。尤其天气晴朗的日子，甚至可越过
关东平原，远眺筑波山、日光男体山。山顶风
光，敬请欣赏！

大紫蛱蝶◆7月～8月
主要可见于高取山、佛果
山、经丘的山麓，但数量并
不多。常聚集在麻栎、枹
栎、五角枫等树木的树液之
处。翅膀张开有75～100mm
左右。

鹿葱◆8月～9月
盛夏，多生长于公园、小
径、树林附近等通风阴凉
处。花瓣纤细，但不像彼岸
花那样反卷，营造出质朴清
新之感。

毛茛◆4月～5月
别名金凤花，其具有光泽的
黄色花瓣犹如金色凤凰，由
此得名。喜簇生于日照良好
的草丛等地，天气晴好时，
许多食蚜蝇飞舞其间，十分
热闹。

※植物的说明以及图片由文化财产保护委员 山口勇一先生提供。

漫步
爱川町！

秋天

町之岁时记

尽享爱川四季
春天

秋天，红枫、银杏等树木尽皆染上美丽
色彩，这是一个同样适合登山、远足、
运动、散步的季节。一起来活动身体，
尽情放松吧！

春天，百花齐放。町内有“町花”杜鹃
花、“神奈川赏花名胜100选”染井吉
野樱等花卉的众多观赏景点！

县立爱川公园的杜鹃花（4月～5月）
运动设施

春天，约44,000株娇艳的杜鹃花盛放，您可在4至5月的较长时间
内观赏。每年4月29日会举行“爱川公园杜鹃花节”，人们纷纷前
来，热闹非常。

爱川町提倡“町内全民运动宣言”，拥有完善的田径场、棒球场、网球场等运动
设施。

※有关开园时间及停车场指南等详细内容，请参阅第5页上段“县立爱川公园”。

【爱川町主要运动设施】
●三增公园、三增田径场（田径运动场、网球场）【电话】046-281-6777
●田代运动公园（棒球场、垒球场、网球场、门球场）【电话】046-281-0427
●中津工业园第1号公园（棒球场、网球场）【电话】046-285-1818
●第1号公园体育馆（体育室、乒乓球场、剑道场、柔道场、会议室）【电话】046-285-1818

县立爱川友爱村（左图）以及宫濑水坝、
佛果山、高取山、内陆工业园银杏林荫道
等各处，均可欣赏红叶。

坂本青少年广场的樱花（染井吉野樱，3月下旬～4月）
这里已入选“神奈川赏花名胜100选”。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当地热心人士便
开始在河川区域的町属土地上栽种樱花，1985年左右建成公园，改造了散步道
等。中津川沿岸约200米道路旁，约200株染井吉野樱竞相绽放。

※详情请参阅第4页上段“宫濑水坝”、第6页下
段“县立爱川友爱村”、第7页“佛果山・高取
山”、第12页中段“银杏林荫道”。

【所在地】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5340前
【交通路线】〔巴士〕在小田急线本厚木站东口一侧的厚木巴士中心搭乘经由三田前往爱川巴士
中心的巴士，25分钟后，“下川入”站下车步行5分钟

夏天

“中津川”流经町中心，其沿岸地区因
能够戏水而颇具人气。同时，菖蒲之里
（6月上旬）和松叶泽萤火虫栖息地（6
月下旬，MAP B-3）也值得一探!

冬天

冬天的雪景等，让大自然和街道又别有一番魅力。2月
中旬开始，祈愿女孩健康成长而华丽装点在古民居山
十邸的“人偶吊饰”也不可错过！

中津川鳟鱼垂钓场（下图）
该自然溪流垂钓场也适合家庭或初学者放心游玩。这里是渔业协会直营，鱼类数
量多，能够轻松钓到鱼。新鲜的鱼还可当场烧烤享用！（图片为每年11月3日举行
的钓鳟鱼大赛情景）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田代2411-1
【营业时间】6：00～17：00（夏天会延长） 【固定休息日】无休
【电话】046-281-3292

菖蒲之里
入选“神奈川最美街道100选”的
中津下谷地区，拥有菖蒲花开在
水渠上的“菖蒲之里”。每年6月
上旬开得最美。
【交通路线】在一本松十字路口往八菅
山方向走，八菅桥前方右侧即到

古民居 山十邸
每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女
儿节时期，古民居山十邸将
展示女儿节古装人偶和女儿
节吊饰（右图）。
※详情请参阅第11页中段“古民居
山十邸”。

漫步
爱川町！

三增合战・八菅山山岳信仰

八菅神社与山岳信仰

感触古老文化，漫步历史

八菅山一带自古便是神佛混合信仰的圣地，是
修验道基地之一。据说日本武尊、修验道鼻祖
役小角、高僧行基等都曾游历此山，还说源赖
朝、足利尊氏及足利持氏曾在此兴建、整修神
社建筑。
每年3月28日举行的八菅神社例行祭典上，火
渡是祈求一年祛病消灾的传统仪式。身着山间
修行者装束的人们在灼灼火光中行走，将过往
苦修情景流传至今。例行祭典中，普通民众也
可参加火渡。

爱川町有发生在战国武将武田信玄与北条氏康之间的著名山间战役“三增合战”、以及
自古被奉为修行圣地的“八菅山”等，历史遗迹及灵场众多。一起轻松巡访一番吧！
北条氏康
武田信玄

战国时代的激战 三增合战
1569年（永禄12年）10月，甲斐武田信玄与小田原北条氏康之间发生
著名的山间战役“三增合战（三增山脊之战）”。史书《甲阳军鉴》
有载，死亡人数北条军3,269人，武田军900人。
战斗一开始，北条纲成指挥的火枪队击中武田军左翼侍大将浅利信
种，局势对北条军有利。然而武田军山县昌景率领五千精兵从高处突
袭，使战况瞬间扭转，加之北条军后援接应不及，最终武田军胜。
仿佛要述说这场激烈战役，此地出土了许多刀、枪、火枪子弹等。
此外还留有“武田信玄立旗松”、“浅利墓所与浅利明神”、“首
冢”等历史遗迹。据传现已改建为爱川中学的“田代城”，当时也卷
入战争并被攻陷。
每年秋天，战场遗址都会举行祭奠两军死者的慰灵祭、以及将战国
画卷重现当今的“三增合战祭”。

【八菅神社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八菅山139
【交通路线】从厚木方向出发，在县道63、65号一本松十字路口左转，过八菅桥后直行
【县指定天然纪念物】八菅神社丛林。常绿阔叶林（平地木-日本栲群落）是关东
地区平原的典型自然植被之一，这里完好保存了其良好状态。

八菅山·山顶&展望台

【交通路线】〔巴士〕在小田急线本厚木车站东口一侧的厚木巴士总站搭乘前往三
增或爱川巴士总站的巴士，“一本松”站下车步行25分钟，从八菅神社出发则步行
15分钟

田代城遗址与八幡社

武田军与北条军曾在“三增合战
场” 激战。该碑则是400年后的
1969年（昭和44年）树立。您可
站在战场遗址上，畅想一番战国
时代。

【交通路线】从三增合战场碑往半原方向驱车约5分钟，爱川中学后面

首冢
首冢位于志田道与町道的岔路口山丘上，也称不动堂。建于1706年
（宝永3年）的石碑上镌刻碑文记载道，当时此处有战死者幽灵出没，
特念佛供养之。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三增
1182-3
【交通路线】从圈央道相模原出口往
县道65号，驱车约15分钟

【交通路线】从三增合战场碑往半原方向步行7分钟，上志田巴士站旁

浅利墓所与浅利明神

武田信玄立旗松
据说三增合战之际，信玄在这棵立旗松上立起大将旗。因惋惜这棵老松枯
萎，1928年（昭和3年）特立石碑。战国时代信玄扎营布阵的松树附近，眺
望景观也极佳！

“浅利信种”是武田二十四将之一，他在激战中被北条军的子弹射中
胸部而死。在供奉这位信种大将的“浅利明神”，流传至今的习俗是
人们愿望达成之际要奉纳一把木刀。

【交通路线】从东名厚木乡村俱乐部停车场步行15分钟

【交通路线】东名厚木乡村俱乐部旁，标志为“浅利明神墓所入口”标杆

附近美食&活动
卵菓屋

三增狮子舞（诹访神社）

“卵菓屋”是新鲜鸡蛋直销店。除了使用
县产“神奈川鸡”制作的爱川亲子盖饭，
瑞士卷、卵菓屋布丁等甜品也很受欢迎♪

三头狮子组队，一边击打太鼓一边舞蹈，
这种历史悠久的狮子舞是驱除干旱和疫病
的仪式，于每年7月举行。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三增1000
【营业时间】8：00～18：00
【固定休息日】1/1～1/3（详情请参阅第15页）

【诹访神社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三增587
【交通路线】沿县道65号，三增交叉路口旁

【所在地】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八菅山地内
【停车场使用时间】9：00～17：00（青空博物馆停车
场12/29～1/3期间关闭）

清水绿树青空博物馆

龙福寺·山门

首冢

菖蒲之里

八菅桥

一本松

中津小学

市民藏常右卫门

周边地图

古民居 山十邸

“市民藏常右卫门”

山门建于1778年（安永7
年）。这座让人联想起
龙宫城的楼门总高9米，
开间5.5米，纵深3.7米。
整体用榉木制成，屋顶
为铜板瓦棒葺的歇山
顶，正面唐破风造型，
脚部白壁，在县内属稀
有样式。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408

卵菓屋
三增合战场碑

八菅神社

中津帚

【所在地】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948前

三增

古民居 山十邸

附近景点&历史体验

诹访神社

浅利墓所
浅利明神

八菅山展望台广场
八菅山休憩之森

盐川瀑布宽4米，落差约30米。传说724年
至729年的神龟年间，奈良东大寺的别当
（指管辖寺院的职务）良辩僧正（指僧官
的官职名称）曾在此地祭祀清流神灵。
瀑布潭附近，即使夏天也凉气逼人。这
里既是名胜景点，也作为灵验的祈雨瀑布
而十分有名，此外还是八菅修行的第五号
场地。

信玄立旗松

龙福寺

这里设有28处利用山坡建成的野外运动设施。
此外，清水绿树之中的青空博物馆将按照不同
季节，分类展出町内野鸟、昆虫、植物等动植
物的图片。

中津帚是明治时期开始
在中津制作的扫帚。
“市民藏常右卫门”展
出了中津帚的历史及世
界各地的扫帚，并出售
中津帚。

山十邸是建于1883年
（明治16年）的富农宅
院，将明治初期的建筑
风貌流传至今。主屋及
大门已被列入日本国家
有形文化遗产。从龙福
寺步行5分钟左右即到。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3687-1
【开馆日】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节假日
【开馆时间】10：00～17：00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485-1
【开园时间】9：00～17：00 ※免费参观
【休园日】每周二、节假日次日（周六、周日除
外）、年末年初（12/29～1/3）

平山桥

盐川瀑布、平山桥、胜乐寺

周边地图

中津

八菅山休憩之森

三增合战祭

据说北条一方的田代城在三增合战时被攻陷。其守护神八幡社位于爱
川中学后山的红楠树荫下。

中津川

从海拔225米山顶附近展望台上，可将优美风光尽收眼底。天气好时，
还可远眺横滨地标塔和东京晴空塔。这里也非常适合远足！

【三增合战祭】祭典将举办各种活动：甲胄骑兵队游行、火枪队演舞、木曾马术表
演等重现战国画卷的节目，以及日本太鼓演奏等，游客们纷纷前来参观，热闹非
凡。（每年9月至10月左右，于三增合战场碑前举行）

三增合战场碑

八菅神社、春季例行祭典、火渡

中津川
鳟鱼垂钓场

1913年（大正2年）建
成，1926年（大正15年）
改建为现有模样。桥长
112.71米，宽4.5米，是一
座曲弦桁架结构钢桥。
【交通路线】田代运动公园
旁，县道54号沿线

胜乐寺·山门
山门 于1851年（嘉永4年）建成，
非常雄伟。总高16米，阶下开间9
米，纵深5.6米、阶下开间8.4米、
纵深5米。整体使用榉木制成，采
用歇山顶样式，立柱隔为三间，正
面为采用唐破风的双重门（多层
门）设计。

周边地图
田代
平山大桥

南泽
平山桥

田代城址、八幡社 (爱川中学)

田代运动公园
盐川瀑布

胜乐寺

盐川瀑布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田代2061

漫步
爱川町！

城镇建设充满活力
神奈川中央养鸡农业合作社
爱川太阳能园区

爱川町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产业，拥有“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县央爱川高
科技研究所园区”、“大冢下工业园”等工业；神奈川县具代表性的“神奈川
中央养鸡农业合作社”等畜牧业；以及有效利用清溪中津川等自然资源生产农
作物的农业等。2014年圈央道（首都圈中央联络自动车道）开通后，在流通渠
道飞跃发展等因素之下，爱川町进一步持续发展。

县央爱川高科技研究所园

日之出出口

大冢下工业园

AKIRU野出口

中央自动车道
八王子西出口

八王子JCT

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

东京都

相模湖
东出口 高尾山出口

相模原出口

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

招揽企业等

道

央

神奈川县

爱川町

以谋求产业振兴和扩大就业机会为目的，针对建于爱川町内指定区域的
企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将减轻其固定资产税，并实施环保型
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设置、为企业雇用新员工颁发奖金等政策。
常
磐
道

相模原爱川出口
圈

道

央

圈央

道

道
东北

海老名出口

海老名JCT

【银杏林荫道（下图）】纵横交错于内陆工业园内的“银
杏林荫道”，已成为工业园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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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圈央厚木出口

圈央道

【所在地】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厚木市上依知
【总面积】234万7,119平方米

劳动节露天嘉年华

自开通首都圈中央联络自动车道（圈央道）的相模原爱川出口和相模原
出口后，与东名高速公路、中央自动车道、关越自动车道、东北自动车
道、常磐自动车道直接相连，进一步改善了从以东京都和埼玉县为首的
关东甲信越地方、东北地方前往爱川町的交通。
随着这一开通，“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的地理位置优越性进一步提
高，园区内相继建成配送业的城市间物流网点、出租型的大型物流设
施，新的企业不断进驻。

圈

爱川町拥有县内规模屈指可数的“神奈川县内陆
工业园”。工业园内有100多家汽车零件、机械金
属制品等企业在生产运营，这里作为无污染工业
园而大获好评。
该地区原为中津台地的成片桑田，在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夕的1940年（昭和15年）左右，开发成为
旧日本军的相模陆军机场（中津机场）。战后，
这里被分割为开垦农地，实施土地改良事业后，
1961年（昭和36年）开始建成工业园，迎来众多
企业进驻。

图片提供单位：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合作社

图片提供单位：NEXCO中日本

国立府中出口

馆山
道

县央爱川农业合作社

八王子出口

第
三
京
滨

爱川町丰富多彩的产业

圈央道的开通，
带来流通网的迅猛发展

整体图

爱川町的农业、农产品

为共同庆祝工作的喜悦，每年8月下旬，内陆工业园内部分道路成为步行
街，举行“劳动节露天嘉年华”活动。嘉年华吸引爱川町内外的众多游客
前来，大家欣赏日本太鼓演奏和舞蹈表演，感受桑巴狂欢节。

爱川町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发展着以水稻和露天蔬菜、观赏型树木、畜牧业
为主的农产业。
利用地处大城市近郊的优势，为实现具有特色的区域农业，正通过“人与农地
计划”培养农业经营主体，并携手县央爱川农业合作社，积极接纳新务农者。
此外，为提高农业生产率，以改善农道等基础设施为主，并努力提高务农作业
效率、消除土地闲置、采取防止有害鸟兽的措施等，致力推进加强农业经营的
基础。

蓝莓园采摘体验

新务农
内陆工业园的银杏林荫道

多元文化的城镇

县央爱川高科技研究所园区

爱川太阳能园区

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内有许多外国籍人士在此工
作，爱川町也居住着各种国籍的居民。关于外国
居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町级（城镇）地区当
中，爱川町位居日本全国第5位。
在以巴西、秘鲁为首，包括菲律宾、越南、泰
国、中国等在内的各国人士共同生活的爱川町
内，开展着多元文化交流，例如劳动节露天嘉年
华中设有国际交流屋台村、日本志愿者开设了日
语教室等。
此外，还制作了多国语言的垃圾分类指南和避
难所标识，并在镇公所内为母语大部分是西班牙
语和葡萄牙语的外国居民设有提供口译支持的咨
询窗口等，推进城镇建设，营造外国籍人士也宜
居的家园。

位于爱川町北部的“县央爱川高科技研
究所园区”，是以尖端技术、高科技等
研究相关企业为主。

从展望广场上可以将约8,000块太阳能电池
板尽收眼底。欣赏山景的同时，还能学习
到太阳能发电的原理。

【所在地】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三增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2891-1

作为对新务农者的支援对策，投入“农业新一代人才投资资金”，颁发“新务
农者奖金”，提供“新务农者支援房屋津贴”等。
发挥爱川町自然环境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农户避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转而
使用有机肥料等，发挥农作物和泥土自身的力量，致力于有机种植。不施肥
料，不去除杂草，不驱虫，在农场里采用天然种植蔬菜的自然耕作方法，以生
产安全放心好味道的农产品为目标的新务农者也逐渐增多。

日照充足的山峰上的原台地

小学生的农耕体验及市民农场
此外还推进促使饮食与农业、消费者
与生产者紧密联系的措施，例如在小
学开展农耕体验学习、设立市民农场
为居民提供接触农业的机会等。

大冢下工业园
在相模川沿岸建成的“大冢下工业园”
内，汇聚了机械、金属、化学等行业。
【所在地】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

在箕轮耕地种植糯米
爱川太阳能园区
采用自然耕作方法的“tamuson自然农场”

爱川自然薯

半原的领带（RaVine）

爱川自然薯同好会

爱川品牌介绍！
爱川品牌认证产品是指，使用由爱川町丰富的自然和文化等孕育而来的原材料、并运用精湛
技术和技法生产出众多当地产品，在此当中精选尤为出色者授予爱川町认证的产品。产品阵
容多达28款，涵盖农产品、加工品、工艺品等广泛领域，也非常推荐用作特产或礼物！

【电话】090-8811-5907
（代表人：和田）

含除臭线的印花大手帕、绣花手帕、绣花围毯

泽西奶油泡芙、奶油瑞士卷、干花花瓣曲奇、杜鹃花油酥饼

熊铃铛

一般财团法人 纤维产业会

（有）gatoumiya洋菓子店

须户秀男

从江户时代开始，本地的捻线
业和纺织业就蓬勃发展。这里
经营的纤维制品，充满了拥有
200年悠久历史的纺线之城“爱
川町半原”的传统气息。荣获
神奈川商工会节最优秀奖的
“绣花手帕”、使用了Milaine
除臭线的“含除臭线的印花大
手帕”等大受欢迎。

三和织物（株）
“爱川自然薯”（野山药）是
在爱川町温暖的气候下，利用
优质的水和土壤，不依靠农药
和化肥而精心培育出来的野山
药。其粘度、风味、口感都十
分出众。作为一款可见到生产
者真容的特色商品，该产品主
要以面对面销售的形式供应。
前往购买前请先致电咨询。

使用爱川町内生产的牛奶制作
的“泽西奶油泡芙”、使用日
本国产面粉做成的“奶油瑞士
卷”、外观十分漂亮的“干花
花瓣曲奇”、仿照爱川町花
“杜鹃花”形状做成的“杜鹃
花油酥饼”等，用爱川町的食
材、特色原材料炮制而成的点
心大受欢迎。

入选神奈川名产100选的“半
原的领带（RaVine）”，由爱
川町内拥有将近80年历史的三
和织物倾力打造，运用全球仅
有屈指可数的公司有能力生产
的“Fresco（纱罗）编织法”
这种高超技术，实现了兼具清
爽手感和通透外观带来的清凉
感，是一款即具稀少价值的纺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田代101 织品。
【电话】046-281-0513

爱川Unmai面包

Anzunoshippo（杏子尾巴）面包店
“熊铃”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防
熊方法，据说携带在身上对防
熊十分有效。而“熊铃铛”就
是将其加工成牛颈铃形状的商
品。特点是比一般的熊铃要
大，音色好，声音大。推荐在
前往佛果山和高取山等爱川町
内的山中登山或远足时使用。

“爱川Unmai面包”使用了爱川
清流米“爱Chan（绢光米）”
来自制酵母，将煮熟的米揉进
面团中，带出柔软口感和大米
风味。此外，店家坚持使用日
本国产小麦和本地的安全食
材，使用丹泽水系的水和自然
原材料制成的天然酵母，烘焙
出来的面包大受欢迎。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4410 【电话】046-281-3435
※在县立爱川公园Park Center内的“当地特产销售店”（详情请参阅第5页下
段）等处也有售。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中津7488-1
【电话】046-285-1502

【电话】046-281-3322（须户）
※在县立爱川公园Park Center内的“当地特产销售店”有售。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2640-13
【电话】046-206-8839

丹泽火腿工房的维也纳猪肉香肠、猪肩背脊肉腌肉（味噌腌制）

杜仲茶“碧山（HEKIZAN）”、“瑞茶（MIZUSA）”

卵果屋布丁、kuretama、米蛋

木精（kodama）香菇

（有）中津MEAT

（有）碧山园

卵菓屋（神奈川中央养鸡农业合作社）
给鸡饮用爱川町的水并用大米
（占饲料的20%）精心喂养，
生产出“米蛋”；还有富含维
生素E和虾青素的“kuretama”
等。除了销售这些鸡蛋外，使
用大量新鲜鸡蛋奢侈炮制的
“卵菓屋布丁”等甜点也大受
欢迎！

爱川蘑菇园

不使用任何食品添加剂和化学
调味料，精心灌注制作的“丹
泽火腿工房的维也纳猪肉香
肠”；“猪肩背脊肉腌肉（味
噌腌制）”使用“丹泽高原
猪”，这种猪是在爱川町内的
海老名畜产或合约农场中饲
养，喂养非转基因饲料，肉质
优良且美味。

使用了生长在爱川町肥沃大地
上的杜仲叶制作而成的杜仲茶
“碧山”和“瑞茶”，是一种
带有微微甘甜的绿色粉末茶。
富含多酚等健康成分。
※在县立爱川公园Park Center内的
“当地特产销售店”等处有售。

【电话】046-281-2593

【电话】046-210-0031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三增1000
【电话】046-281-6475

御炭山（osumiyama）最中（豆馅糯米饼）、三增狮子舞、爱川名点铜锣烧

爱川产木材

爱农的安心安全农产品

tamuson自然农场蔬菜

菓匠 土门

爱川町森林合作社

爱川自然及有机农户之会（A (i) NOU）
爱川町内的新务农者和年轻农
户坚持用心种植，不使用农药
和化肥，充分发挥农作物和土
壤的力量，凭借蔬菜原有的生
命力和大自然的力量，运用有
机种植法生产出安全美味的果
蔬。

tamuson自然农场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角田230-1
【电话】046-285-3187

加入了栗子碎粒的“御炭山最
中”、使用了爱川町产鸡蛋制
成黄金馅的“三增狮子舞”、
在2008年姬路全国点心博览会
中荣获农林水产大臣奖的“爱
川名点铜锣烧”等对原材料和
季节感都十分讲究的手工日式
点心，备受欢迎。

在获得“神奈川县产木材产地
认证”的制材工厂内，对以从
爱川町的森林里搬运出来的杉
木、扁柏的间伐材为代表的县
内木材进行加工，主要销售给
建筑公司等企业。

种植大棚所在的志田山山麓，
昼夜温差大，从志田泽吹来潮
湿的寒冷空气，在这样的环境
下，使用发源于志田山的伏流
水种植出大个头的肉厚香菇。
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药
剂，并细心注意产品的安全
性，例如会对所收获的香菇进
行放射性检测等。
※卵菓屋（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
三增1000）有售。

有效利用中津川干净丰富的水
资源和排水良好的肥沃土壤等
环境资源，在爱川町内约1万平
方米的田地里，不使用任何农
药和肥料，采用自然耕作方法
精心培育而成的蔬菜。我们还
提供数量限定的送货上门服
务。请通过电话、农场官网联
系我们。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角田261-3
【电话】046-285-1790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1953
【电话】046-281-0282

【电话】046-285-0383
富士葡萄园（诹访部）

【电话】090-8643-4367（田村）
（HP）http://tamuson.com/

yamakko山诗舞（sansimai）

线最中（豆馅糯米饼）

残草蓬莱（zarusohourai）纯米大吟酿

备受喜爱的爱川园艺可爱香草苗

爱川山菜园

（有）寿寿喜菓子铺

大矢孝酒造（株）

爱川园艺

将在爱川町内种植了20年以上
的香菇和手工自制蒟蒻等煮得
香甜可口后炮制成的“yamakko山诗舞”，其名字的灵感来
源于县指定无形民俗文化遗产
“三增狮子舞”，并蕴含着爱
川町深受山水林木等大自然恩
惠的寓意。
※在县立爱川公园Park Center内的“当地特产销售店”等处有售。
【电话】090-3286-1715

大矢孝酒造创业于1830年（文
政13年）。使用丹泽水系的伏
流水作为酿酒用水的日本酒
“残草蓬莱 纯米大吟酿”，特
点是不突出香味，注重清丽口
感，余味干净利落。此外，在
第93届南部杜氏自酿清酒鉴评
会上，该酒还荣获首位桂冠。

爱川町半原地区以捻线业为中
心、因生产纱线而繁荣起来，
“线最中”的制作灵感正是来
源自于此，是一款能让人感受
到历史韵味的豆馅糯米饼。它
除了是神奈川县指定名点外，
还是进贡给明治天皇的名点，
曾荣获第19届全国点心大博览
会名誉金奖等多项辉煌荣誉。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4217
【电话】046-281-0245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田代521
【电话】046-281-0028

※卵菓屋（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
三增1000）有售。

爱川园艺除了种植毛茛和石蒜
等外，一年还生产50种以上的
香草苗，涵盖了用于烹饪、草
本茶、工艺品、园艺的香草
等。致力减少农药并使用有机
肥料，从种子或母株状态开始
培育香草。此外，也生产自己
采种的香草。
【地址】神奈川县爱甲郡爱川町半原3076-2
【电话】046-281-2907

关于爱川品牌认证产品的详细信息，
请 浏 览 F a c e b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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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爱川町！

东北道

请轻松前来爱川町
走走看看！

常磐道

关越道
埼玉

距离东京都心
50公里范围内
中央道

成田机场
东关道

东京

圈央道

千叶

羽田机场
爱川
东名高速

横滨

东京湾跨海公路及其联络线
馆山道

距离横滨
30公里范围内

随着圈央道开通，交通更加便利！
在距离东京都心50公里的范围内，不妨来一场即日来回的小旅游♪
坐落于神奈川县中央北部，距离东京都心50公里以内，距离
横滨30公里以内。爱川町的西部，以位于丹泽山块东端的佛
果山作为最高峰，群山连绵不绝；东南部的相模川与中津川
之间则夹着海拔100米左右的广阔台地，形成了中间部位狭
窄的“葫芦形”地形。爱川町有山有河，形成了与自然和谐
共存、绿意葱茏的美丽城镇。

口袋里的爱川
支持7国语言！智能手机版网站
“口袋里的爱川” 满载爱川町
信息。
除了大量图片、视频，还有爱
川町观光信息。

自驾游时
◎从圈央道“相模原爱川出口”，
经由国道129号开往神奈川县内陆工业园、中津方向
◎从圈央道“相模原出口”，
经由县道510号，进入县道65号或国道412号，开往宫濑水坝、半原方向

图片：宫濑水坝（参阅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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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爱川町频道”，正在发布爱川町视频。
内容包括观光、活动、无人机航拍风景等，丰富多彩。

YouTube
“爱川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