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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劃石卷的今日

石卷‧大震災學習的導覽路線

工業港周邊

日和大橋

導覽重點‧注意事項
1　原則上是透過車窗解說觀看，但也有下車參觀的地方。

2　因天候或是重建工程的進行狀況而變更行程時，敬請諒解。

3　原則上10名以上的團體才受理報名。但，若使用自家用車者，個人報名也

受理。

4　因曾發生過飲酒的糾紛，請參加者務必遵守禮儀。

5　敬請諒解無法安排巴士等的調配預約事宜。

6　敬請提早預約。

石卷‧大震災學習指南
在各位所搭乘的巴士內，由石卷觀光導覽義工一起乘車並在車中為您

介紹解說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以及震災當時的狀況。

洽詢‧預約

（一社）石卷觀光協會  TEL 0225-93-6448

MAP  P18  J-1
▪交通資訊

　開車／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15分鐘車程

災地導覽 災地導覽震災說書人

石卷市都市復興建設情報交流館中央館

3.11　東日本大震災 那一天、那個時候、
各地的記憶與紀錄

朝向希望

至今日止的生活模樣

詢問處

一起邁向未來的石卷   一起邁向明天

自車站起搭乘觀TAKUN
工作人員同車搭乘，導覽災地。（回程時將在

販賣處停留，設有購買土產品的時間。）

導覽員將一同搭乘，巡迴受災地區解說當時以

及現今的狀況。（設定的流程里將在上品之鄉享

用午餐。）

距離震源地最近的牡鹿半島。在大廳進行演講

以及巴士車內導覽解說。（以住宿客以及進食中

餐者為對象。）

有關費用請直接洽詢各單位

可閱覽「市街的未來圖」、「重建復興事業的進行狀況」以及「有關地方的各種措施資訊」等的設

施， 內部也展示著有關震災前後的照片。還設置了市民與來訪者懇談的交流空間。

展示石卷市在災後以及受損狀況的照片、

石卷市與他縣的受損狀況之圖片比較、災

後至現在所發生的事件，以時間順序陳

列資料整理展示。從那一天起至今的石

卷市，一目了然的展示空間。

石卷市在過去也曾幾度受到大海嘯的侵

襲。需將這事實傳承至未來，一定要一直

的傳述下去。還要建設成為一個堅韌的

市街。震災時的照片以及過去的照片交

織著故事，令人考量未來的專設區。

介紹石卷市的重建復興計劃以及復興事業的進

度。能看見未來的石卷市的專設區。

生氣蓬勃熱鬧非常漁業的舊時市街景象、舊時

的學校、祭典活動風光等災前石卷市的生活模

樣。

石卷市的map。介紹萬一發生緊急狀況時的緊急避難場所

以及其他資訊的情報交流館、設施概要、石卷市等的有關資

訊。

介紹自震災起至現在，為石卷市的重建工作盡心盡力的ＮＰＯ

團體以及市民團體的活動內容以及未來的活動。

搭乘計程車巡迴災地。各路線的所需費用・時間等詳細

資訊，請參閱「車站起觀TAKUN宮城・山形」手冊。

※計程車司機人員不進行觀光導覽。

▪乘車卷售票地點　JR東日本的主要車站（搭乘計程車前需先購買

計程車乘車卷）

洽詢・預約

（股）YAMASAKOUSHO  TEL 0225-23-0151
洽詢・預約

上品之鄉  TEL: 0225-62-3670

洽詢・預約

HOTEL NEW SAKAI  TEL 0225-45-2515

TEL 0225-98-4425

MAP  P18  H-3 MAP  P19  B-2MAP  P19  D-4

MAP  P18  J-1

MAP  P18  L-3

石卷市吉野町3丁目1番43號

▪交通資訊　開車／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20分鐘

車程

石卷市鮎川濱萬治下1-7

▪交通資訊　開車／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40分鐘

車程

▪交通資訊　開車／三陸自動車道河北IC下車就在附近

讓我們為您導覽介紹。

歡迎來到石卷。

震災說書人項目
除了以親身體驗現身說法傳述的說書項目外，還有利用平板電腦等工具

行走介紹「防災市街行走」項目、車內導覽等的解說介紹。

洽詢・預約

MIRAI Support 石卷

TEL 0225-98-3691 MAP  P18  K-3

石卷市立町1丁目3番29號

▪交通資訊

開車／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15分鐘車程

情報交流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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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神鹿角祭典儀式
10月 2日
神社境內的約30頭雄鹿，被身披法衣的狩獵助手捉

住，由神官切去鹿角壯勇的儀式，在日本除了奈良

的春日大社外只有在金華山才能看見。

金華山黃金山神社

傳統祭典

金華山島內的黃金山神社，至今起約在1250年前所創，作為古

來唯一的黃金神靈，以生產的神靈受到信仰，更被尊為「開運

之神、錢財之神」，還有著「連續3年參拜此地一生將不缺錢

財」之說。

黃金山神社

島上得以自豪的「網地白濱海水浴場」，為東

北有數以透明度自豪的淺海，夏季里多處的海

水浴場因訪客而熱鬧非常。

▪至碼頭 

鐵路　JR石卷車站搭乘 宮城交通公車「市內（往山

下）線」約15分鐘車程。至「網地島線前」站下車

開車　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20分鐘車程

▪碼頭至網地島

網地島線約60分鐘（單程費用1340日元）

▪洽詢電話　石卷市牡鹿綜合分所地域振興課

TEL 0225-45-2114

網地島 MAP  P19  C-5

田代島不愧有著「貓之島」之說，島內有著

多數的貓兒生活在此。傳說昔日，人們根據

貓的行動來判斷漁獲的好壞，島上還有祀

奉著貓的「貓神社」。

▪交通資訊

至碼頭    與網地島相同。

自碼頭起至田代島     網地島線約50分鐘（單程費用

1230日元）

▪洽詢電話　石卷市牡鹿綜合分所地域振興課

TEL 0225-95-1111

田代島 MAP  P19  C-4

江戶時代的仙台藩為警戒「唐船」來襲時所

設置的崗亭，風景優美的公園。

可以360度的立體畫面享受牡鹿半島的全

景以及金華山等景色。

▪交通資訊

開車  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90分鐘車程

▪洽詢電話

牡鹿綜合分所  地域振興課

TEL 0225-45-2114

牡鹿御番所公園 MAP  P19  D-4

公園內必訪處

初巳大祭
5月 10日～17日
初巳大祭典為金華山黃金山神社年中祭典活動・祭典儀

式中最熱鬧盛大。與辯才女神的使者蛇有著淵源的巳月

最初的巳日起一連舉辦7天的活動。期間中的星期天有

著神童架起神轎，自神殿起遊行至碼頭，童子以及七福

神的遊街隊伍不斷，吸引了眾多的民眾觀看。

體驗雄偉的大自然

三陸復興國立公園

浮在牡鹿半島海面上的靈島・金華山，作為東奧三大靈地（出羽三山・恐山）而聞名。為祀奉主司金銀財寶的金山毘

古神、金山毘賣神而建造的金華山黃金山神社，自古以來就受到眾多信徒的信仰，並且受到了仙台藩主・伊達家的

珍視。也因有靈島之說，自古起就禁止砍伐狩獵，島內除了有野生鹿以及猴等動物外，還有山毛櫸以及櫸樹等，自

太古時代起留傳至今的原生林。入選於「KAORI風景100選」，這「帶著潮水海風的草木香」，讓人深感大自然的氣

息，帶給眾人舒暢安寧。2015年3月31日，包含這金華山的「南三陸金華山國定公園」，已被指定為「三陸復興國立

公園」。

金華山

龍神祭典奉納   龍（蛇）舞
7月 30日～31日

雖因明治的神佛分離論而導致斷絕，但在1983年時，自海

中發現了「八大龍王神」石碑後復原。龍（蛇）舞」全長

20m、重100kg的「龍」，由10人所組成的蛇眾操演，宛如

活生生的大蛇般的舞蹈著。「在黃金山神社的眾多祭典中，

屬最浩大生動。

這裡留傳著昔日因爭奪被打上村界海

岸的鯨魚，就在兩村村民互相爭奪所有

權的夜晚，地動聲響的同時海角裂成兩

半。於是，村民們認為這就是上天所賜

給的判決，因此解決了紛爭的傳說。打

在陡峭岩石上的波浪之美，令人不勝讚

嘆。

▪交通資訊

開車 三陸自動車道桃生津山IC起約40分鐘車程

▪洽詢電話

石卷市北上綜合分所地域振興課

TEL 0225-67-2114

神割崎自然公園 MAP  P19  D-1

三
陸
復
興
國
立
公
園

秋田縣
岩手縣

宮城縣山形縣

福島縣

青森縣

©SATONAKA Machiko

牡鹿家族旅行村  露營場 MAP  P19  D-4

瞭望金華山正面，景緻優美的露營場地設施。

▪使用費用　營地　3000日元〜　　　  

KEBIN棟　15000日元〜
▪定休日   12月起至隔年3月的星期二・星期三（繁忙

期等除外）

▪交通資訊

開車 三陸自動車道石卷河南IC起約90分鐘車程

▪洽詢電話

牡鹿家族旅行村露營場

TEL 0225-45-3420

1211



高度衛生管理先進的魚市場

石卷市水產物品地方批發
市場・石卷銷售地

新建設的「石卷魚市場」，擁有依照水產廳所規定的衛生基準3級水

平的貨物處理設施（3棟）以及管理大樓，貨物處理設施的屋頂長

876m，為以往的1.4倍之規模。

「不增加」、「不帶入、不附加」污染源

・為了不減低水產品的鮮度，在市場全區域皆可使用到清潔的水・冰塊。
・人、車輛的進出管理為封閉型設施，只有得到許可者才能進入。

設施概要

安心安全的市場營運
～人與車輛的出入場管理～

衛生的貨物處理大樓
～日本最大的封閉型產地市場～

使用清淨的海水
～根據用途用水～

守護市場的管理大樓
～自卸貨起至出貨止的管理～

在進入貨物處理設施時，徹底的洗手・鞋子的清洗工作，

具有I D認證許可者才能入場的嚴格管理。

・貨物處理設施，在平時將門・牆

壁緊緊關閉，只有在必要時才會開

放出入口，為「封閉型設施」。

防止鳥獸以及灰塵侵入的貨物處

理設施。

・貨物處理設施，使用不會產生廢

氣的電動升降機。

・不讓廢氣污染水產品

・貨物處理設施內以及陸地卸貨區內所使用的上水道、

經過紫外線殺菌清淨的海水，具殺菌力的電解海水、海

水冰塊之供給，都是根據用途分開使用。

・為確保海水的清淨度，自貨物處理設施所排出的廢水

並不直接排出，而是先經過排水設施過濾後再行排出。

・外部人士可在參觀者通道・研修室中確認市場營運狀

況。

・以總括方式管理市場各處所設置的影像記錄。

・震 災 時 的 避 難 場

所。

衛浴洗淨入場

入場

廁所・長靴洗淨

洗淨

進入貨物處理設施

裝載

海水淨化設備 場內給水配管

石卷港

管理大樓

石卷漁港

海面・近海小型拖網區
養殖區 裝載漁獲卡車

即時交易
定置區 旋網鰹魚區 冷海水大樓

車輛入場動線

海水取水設施

招標室

出入口・洗車場

投標室

招標室

招標室

冰箱

製冰大樓-1

製冰大樓-2 冷海水大樓

排水處理設備

排水處理設備

倉庫大樓

7公尺岸壁

Truck scale

輻射線測定・檢查室

中央投標室

汲取來自港外的海水1

入退場管理2

影像紀錄設備3 貨物處理設施內觀4

洗淨

參觀者
通道

貨物處理設施以及陸地卸貨區所使用的海水、海水冰塊都是取自於清

淨度高的港外海水，再經過過濾後，製造成海水冰塊以及電解殺菌海水

後供給。

為確保魚市場在運用上的衛生，在各處設置了攝影機記錄魚市場出入

以及場內的移動。

有關工作人員的入退場管理，入場者需穿著清潔的服裝，徹底實施依照

一定的洗手・洗淨長靴等規定事項並記錄管理。

天窗的自然採光以及屋頂送風機保持地板乾燥、出入口設置的防鳥網

等設備，設置了以往舊型設施所沒有的裝備。

海水取水設施

影像紀錄電腦畫面

入退場管理

貨物處理設施內觀

汲取來自港外的海水

影像紀錄設備

入退場管理

封閉貨物處理設施

1

3

2

4

©YAGUCHI Ta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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