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路线从东京新宿出发，周游富士山的山麓河口湖、御殿场、箱根。使用富士箱根周游票出行方便。箱根地区的特点是，能够在乐乘登山缆车、空中缆车、
游船等各类交通工具。眺望四季不同的富士山也是乐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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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富士箱根周游券”，能够自由搭乘从东京新宿到富
士山的山麓河口湖、从河口湖到箱根、以及箱根所有山
脉的各个交通工具，方便又划算。有效期3天，方便设
定旅游计划。

     方便划算

最受欢迎的车票！富士箱根的“周游券”该路线从北向南沿富士山麓前行，能够从各个角度眺望富士山。
在富士五湖等处休闲、旅游、在御殿场购物、在箱根泡温泉等，旅游内容丰富。边游览
景点边前行也是乐趣之一。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呆上两宿三天，慢慢尽享富士箱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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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在日本旅游中很受欢迎，它是日本最高峰，其美丽的山形吸引了的很多人，是颇具魅力的景点。在此为您介绍周游
之旅，借此您能够游览富士山麓的富士五湖，享受购物乐趣，还能环游温泉胜地箱根。

外國人限定

以19间包租浴池为自
豪的当日归温泉“箱
根汤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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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在能够看到芦之
湖的正宗温泉度假地
“小田急 山之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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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购买划算的周游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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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

富士急巴士

箱根登山巴士

富士急巴士

小田急箱根高速巴士

箱根海贼观光船

箱根空中缆车

箱根登山缆车

箱根登山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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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车票后，乘坐高速巴士前往富士山的山麓河
口湖车站。
高速巴士乘车处位于新宿站西口，从买车票的“
小田急旅游服务中心”即到。

B

“小田急旅游服务中心”除了销售“富士箱根周游券”外，还受理 “浪漫”特快车票、
高速巴士的预约，请事先咨询。

开始旅游前先购买划算又方便的“富士箱根周
游券”。在位于新宿站西口的“小田急旅游服务
中心”购买。

开始旅游前先购买划算又方便的“富士箱根周
游券”。在位于新宿站西口的“小田急旅游服务
中心”购买。

A



河口湖车站是能够近距离眺望富士山的景点

乘坐高速巴士在“河口湖车站”下车，富士山就在眼

前。如果天气好，还能眺望到美丽的富士山。

河口湖车站海拔857m。请注意气温变化

乘坐高速巴士在“河口湖车站”下车，富士山就在眼

前。如果天气好，还能眺望到美丽的富士山。

河口湖车站海拔857m。请注意气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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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的山腰——海拔约2300m的“五合目”是能够观赏到与山
麓不同的富士山的景点。
即使山麓阴霾，看不到富士山时，五合目有时也会在云雾之上，
能够看到山顶。

从河口湖车站到富士五合目有巴士运行（※），您可以再往上走
走看。

※巴士有时会因途经※巴士有时会因途经的“富士昴星公路”的道路状况而无法运行。
还请事先确认运行状况。

从五合目看到的山顶展现出别有风情的富士山

这是能够体验众多云霄飞车的日本屈指可数的综合娱乐设施。

以富士山的宏伟自然风景为背景，挑战一下游乐设施如何？

这是距离河口湖车站步行15分钟左右的Kachi-Kachi山的空中缆车。

登上山顶，能够欣赏四季不同的富士山与河口湖的景色，是一处绝好的景点。



湖面上有时会倒映出富士山的绝好景点 ——山中湖

边观看富士山的风景边沐浴的天然温泉——露天浴池是颇受欢迎的度假酒店。
晚餐可以选择运用当地食材制作的法国菜或日餐，令人愉悦。

从河口湖车站乘坐“富士急巴士”向山中湖方向行走约

25分钟，在“富士山酒店入口”巴士站下车，即到山中

湖。

山中湖海拔约1000m，是能够纵览富士山的自然丰裕

的湖泊。在湖中乘小舟、享受四季不同风景的远足很受

欢迎。

此此外，在湖泊附近，还有许多饭店、住宿设施等，也是

理想的住宿候选地。

D

从河口湖车站乘坐“富士急巴士”向山中湖方向行走约

25分钟，在“富士山酒店入口”巴士站下车，即到山中

湖。

山中湖海拔约1000m，是能够纵览富士山的自然丰裕

的湖泊。在湖中乘小舟、享受四季不同风景的远足很受

欢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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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观看富士山边享受购物乐趣非“Gotemba（御殿场）Premium Outlets®”莫属

在位于富士山山麓御殿场，规模在日本屈指可数
的奥特莱斯购物商城购物。在广阔的占地上约
200家店铺林立，在这里或许能划算地买到您
喜欢的品牌商品。从山中湖（“富士山酒店入
口”）出行乘坐富士急巴士约60分钟。该巴士到
达Gotemba（御殿场）Premium Outlets®入口，
前往很方便。

在位于富士山山麓御殿场，规模在日本屈指可数
的奥特莱斯购物商城购物。在广阔的占地上约
200家店铺林立，在这里或许能划算地买到您
喜欢的品牌商品。从山中湖（“富士山酒店入
口”）出行乘坐富士急巴士约60分钟。该巴士到
达Gotemba（御殿场）Premium Outlets®入口，
前往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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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强罗站步行1分钟的“
福yoshi”。体验一下日本荞
麦面的口感

因土特产店、美食景点而熙攘热闹的强罗站前

以温泉量丰富而闻名的箱根中心区——强罗。从
Gotemba（御殿场）Premium Outlets®到强罗
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约70分钟。在到达的强
罗站周边，有很多土特产商店、美食景点。
饿了的话，不妨试试附近的数家荞麦面店。

通过火山活动活跃
的大涌谷上的“箱
根空中缆车”

从“箱根空中缆车”
纵观的富士山

横渡芦之湖的
“箱根海贼
观光船”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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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箱根的“强罗站”乘坐登山缆车、空中缆车、游船“海贼观光船”，享受箱根自然与风景。
如果天气好，还可能从箱根空中缆车看到富士山。如果有“富士箱根周游票”，能够自由搭乘区间交通工具，因此
可以环游各个箱根景点。

乘坐“箱根海贼观光船”到达元箱根港后，前往现在的住宿地——山之饭店。

从强罗站登上陡
坡的“箱根登山
缆车”

以温泉量丰富而闻名的箱根中心区——强罗。从
Gotemba（御殿场）Premium Outlets®到强罗
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约70分钟。在到达的强
罗站周边，有很多土特产商店、美食景点。
饿了的话，不妨试试附近的数家荞麦面店。



这里是在箱根为数很少能够泡硫酸盐泉
——白浊温泉的度假饭店。晚餐能够品尝到讲究材料的“法式日餐”。

于2013年4月8日翻新开张的箱根湖滨饭店。在天然温泉中悠然享受的同时，还能感
受广阔的庭园与周围的自然。

从海贼观光船到达的“元箱根港”有免费接送巴士，前往很方便。

“小田急山之饭店”自古作为度假地儿备受喜
爱，这里能够尽览芦之湖，在箱根是屈指可数的
地方。占地内的庭园盛开着四季不同的花卉，能
够与周围的自然一起享受其中乐趣。馆内于2010
年4月被翻新，能够带给您更加优质的旅游。餐
厅、休闲SPA仅向居住在“山之饭店”的人开
放。

“小田急山之饭店”自古作为度假地儿备受喜
爱，这里能够尽览芦之湖，在箱根是屈指可数的
地方。占地内的庭园盛开着四季不同的花卉，能
够与周围的自然一起享受其中乐趣。馆内于2010
年4月被翻新，能够带给您更加优质的旅游。餐
厅、休闲SPA仅向居住在“山之饭店”的人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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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箱根地区出行很方便的“箱根登山巴士”

H

旅游结束从元箱根港乘坐箱根登山巴士到箱根
汤本站。箱根地区的箱根登山巴士使用周游票
几乎能够在所有的地方乘车，如果您在箱根有
喜欢的景点可以顺道前往。

旅游结束从元箱根港乘坐箱根登山巴士到箱根
汤本站。箱根地区的箱根登山巴士使用周游票
几乎能够在所有的地方乘车，如果您在箱根有
喜欢的景点可以顺道前往。



从箱根汤本站到东京新宿有直达电车“小田急‘浪漫’特快”。“小田急‘浪漫’特快”全部对号入座，即使旅行疲
惫，也能悠闲地坐在座位上舒适地前往新宿。因为有时会比较混杂，建议您预先订票。从箱根汤本站到新宿站
所需时间为85分钟。

这是店铺鳞次栉比的箱根汤本商店街。您可以边散歩边浏览店铺。

这是箱根汤本站附近寻找土特产的理想地方，
这里店铺众多，熙攘热闹。您可以转上几家店铺
，寻找喜欢的东西。此外，还可以顺路去咖啡馆
品尝日式甜点，或者在路边温泉悠闲地享受时光
，根据自己的喜好享受乐趣是这一地区的特点。

这是箱根汤本站附近寻找土特产的理想地方，
这里店铺众多，熙攘热闹。您可以转上几家店铺
，寻找喜欢的东西。此外，还可以顺路去咖啡馆
品尝日式甜点，或者在路边温泉悠闲地享受时光
，根据自己的喜好享受乐趣是这一地区的特点。

J

在以日本古老民居为主题创建的“箱根汤寮”有
19间包租露天浴池，是最适合慢慢享受温泉的
景点。大浴场有风景绝妙的露天浴池，最适合
希望享受大型温泉浴的人。在设施里还有按摩
和饮食店，能够感受温泉以外的乐趣。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免费接送巴士3分钟即到，前
往方便，可以顺路去消除旅途疲劳。

在以日本古老民居为主题创建的“箱根汤寮”有
19间包租露天浴池，是最适合慢慢享受温泉的
景点。大浴场有风景绝妙的露天浴池，最适合
希望享受大型温泉浴的人。在设施里还有按摩
和饮食店，能够感受温泉以外的乐趣。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免费接送巴士3分钟即到，前
往方便，可以顺路去消除旅途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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