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東京新宿出發，周遊富士山山麓的河口湖、御殿場、箱根的行程。如果使用富士箱根周遊券，移動也很方便。在箱根地區能夠搭乘登山纜車、空中纜車、觀光

船等許多種交通工具，也是一項特色。能夠眺望四季不同的富士山，也是樂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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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自由搭乘從東京新宿到富士山山麓和河口湖、從河口
湖到箱根、以及箱根全山的各種交通工具的車票「富士箱
根周遊券」既方便又實惠。3天有效，所以方便擬定旅行計
劃。

     方便實惠 　

人氣No.1車票！富士箱根的「周遊券」
在富士山山麓從北往南移動，所以能夠從各種角度眺望富士山的行程。

除了富士五湖之外，行程內容包含休閒、觀光，在御殿場購物、箱根的溫泉等非常豐富。

邊坐交通工具移動，邊看觀光景點也是樂趣之一。

如果時間充裕，不妨花上3天2夜，仔細玩遍富士箱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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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mapFAQ

富士山在日本觀光中很受歡迎，是以日本最高、美麗的山形吸引許多人的迷人觀光景點。在此，要介紹的是在富士山山麓的

富士五湖觀光、享受購物樂趣，並且周遊知名溫泉區－－箱根之旅。

外國人限定

當日歸溫泉「箱根湯寮

」以擁有19間包租浴

室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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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在眺望蘆之湖的

道地溫泉度假飯店「小

田急山芝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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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以溫泉區聞名的

「箱根」的強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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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商品的購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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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商品的購物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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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五湖中最大的湖泊

「山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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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五湖中最大的湖泊

「山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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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湖車站也是富士

山的大門

First, buy an 

economical Free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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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湖車站也是富士

山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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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購買實惠的周遊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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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購買實惠的周遊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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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急線

箱根登山巴士

富士急巴士

小田急箱根高速巴士

箱根海賊觀光船

箱根空中纜車

箱根登山纜車

箱根登山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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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之後，搭乘高速巴士前往富士山山麓的河口

湖車站。

高速巴士乘車處位於新宿車站西口，所以在「小田

急旅遊服務中心」購票之後即至。

B

在「小田急旅遊服務中心」，除了販售「富士箱根周遊券」之外，也販售“浪漫＂特快的車

票和高速巴士的預約，所以不妨事先詢問。

從購買實惠又方便的「富士箱根周遊券」展開旅

程。前往位於新宿車站西口的「小田急旅遊服務

中心」。

從購買實惠又方便的「富士箱根周遊券」展開旅

程。前往位於新宿車站西口的「小田急旅遊服務

中心」。

A



河口湖車站是能夠近距離眺望富士山的觀景點

搭乘高速巴士在「河口湖車站」下車，富士山就在眼前。

如果天氣晴朗，能夠眺望美麗的富士山。

河口湖車站的海拔已經高達857m，要注意氣溫的變化。

搭乘高速巴士在「河口湖車站」下車，富士山就在眼前。

如果天氣晴朗，能夠眺望美麗的富士山。

河口湖車站的海拔已經高達857m，要注意氣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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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富士山的中腹、海拔約2300m的「五合目」是能夠看到不同

於從山麓眺望富士山景致的景點。

山麓有雲，看不見富士山時，五合目有時在雲上面，所以或許能

夠看見山頂。

從河口湖車站到富士五合目有巴士行駛（※），不妨搭車上山。

※巴士可能會因為途中經過的「富士昴星公路」的道路狀況而無

法行駛。敬請事先確認行駛狀況。法行駛。敬請事先確認行駛狀況。

從五合目眺望山頂，能夠看到別有一番風味的富士山

能夠搭乘多種刺激雲霄飛車，日本數一數二的綜合休閒設施。

不妨以富士山的雄偉大自然為背景，挑戰遊樂設施。

Kachi-Kachi山空中纜車從河口湖車站步行15分鐘左右。

如果登上山頂，是能夠欣賞四季不同的富士山和河口湖景色的絕佳景點。



在絕佳的觀景點－－山中湖，有時也能看到富士山倒映在湖面

能夠一面看富士山，一面在露天浴池泡天然溫泉而受到歡迎的度假飯店。

晚餐能夠選擇活用當地食材的法國菜或日本料理。

從河口湖車站搭「富士急巴士」往山中湖方向約25分鐘，

在「富士山飯店入口」公車站下車，山中湖即至。

山中湖位於海拔約1000m，是一個能夠環顧富士山、充滿

大自然的湖泊。能夠搭船遊湖，以及健行欣賞四季不同

的風景很受歡迎。

此外，湖泊附近有許多飯店和民宿，是作為參考的住宿

區也很理想的景點。

D

從河口湖車站搭「富士急巴士」往山中湖方向約25分鐘，

在「富士山飯店入口」公車站下車，山中湖即至。

山中湖位於海拔約1000m，是一個能夠環顧富士山、充滿

大自然的湖泊。能夠搭船遊湖，以及健行欣賞四季不同

的風景很受歡迎。

此外，湖泊附近有許多飯店和民宿，是作為參考的住宿

區也很理想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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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temba（御殿場）Premium Outlets®」才能邊看富士山，邊享受購物樂趣

在位於富士山山麓的御殿場、規模號稱日本數一

數二的暢貨購物中心購物。偌大的建地內有約

200家商店林立，或許能夠以優惠的價格，買到您

喜愛的名牌商品。

從山中湖（「富士山飯店入口」）搭富士急巴士前

往約60分鐘。會抵達Gotemba（御殿場）Premium 

Outlets®，所以交通也很方便。

在位於富士山山麓的御殿場、規模號稱日本數一

數二的暢貨購物中心購物。偌大的建地內有約

200家商店林立，或許能夠以優惠的價格，買到您

喜愛的名牌商品。

從山中湖（「富士山飯店入口」）搭富士急巴士前

往約60分鐘。會抵達Gotemba（御殿場）Premium 

Outlets®，所以交通也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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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強羅站步行1分鐘的「福

yoshi」。不妨體驗日本蕎麥

麵滑過喉嚨的滋味

擠滿名產店和美食景點的強羅站前面

箱根是以溫泉水量豐沛而聞名的溫泉區，強羅位

於其中心。從Gotemba（御殿場）Premium 

Outlets®搭箱根登山巴士到強羅站約70分鐘。抵

達強羅站之後，周邊有許多名產店和美食景點。

肚子餓的話，不妨試試附近的幾間蕎麥麵店。

從火山活動活絡的

大涌谷上方經過的

「箱根空中纜車」

從「箱根空中纜車」環

顧富士山

縱斷蘆之湖的

「箱根海賊觀

光船」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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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箱根的「強羅站」能夠搭乘登山纜車、空中纜車和觀光船「海賊觀光船」，充分欣賞箱根的大自然和風景。

如果天氣晴朗，或許能夠從箱根空中纜車眺望到富士山的絕景。如果有「富士箱根周遊券」，就能自由搭乘區間的

交通工具，周遊箱根的各個景點。

搭「箱根海賊觀光船」抵達元箱根港之後，前往今天的下榻處－－山芝飯店。

從強羅站爬上陡

坂的「箱根登山

纜車」

箱根是以溫泉水量豐沛而聞名的溫泉區，強羅位

於其中心。從Gotemba（御殿場）Premium 

Outlets®搭箱根登山巴士到強羅站約70分鐘。抵

達強羅站之後，周邊有許多名產店和美食景點。

肚子餓的話，不妨試試附近的幾間蕎麥麵店。



能夠泡到箱根少數白濁色硫酸鹽泉的度假飯店。晚餐能夠品嚐到講究食材的

「法式日本」料理。

箱根湖濱飯店於2013年4月8日重新開幕。能夠一面悠閒地泡天然溫泉，一面欣賞寬敞的

庭園和周圍的大自然。

搭海賊觀光船抵達「元箱根港」之後，有免費接受巴士，所以交通也很方便

箱根自古以來就是受到人們喜愛的度假勝地， 

「小田急 山芝飯店」位於箱根數一數二的景點，

能夠環顧蘆之湖。四季不同的花卉在建地內的庭

園盛開，同時能夠欣賞四周的大自然。館內於2010

年4月重新裝修，提供更好的旅遊住宿品質。在餐

廳用餐和舒緩SPA也是「山芝飯店」的住宿房客獨

享的樂趣。

箱根自古以來就是受到人們喜愛的度假勝地， 

「小田急 山芝飯店」位於箱根數一數二的景點，

能夠環顧蘆之湖。四季不同的花卉在建地內的庭

園盛開，同時能夠欣賞四周的大自然。館內於2010

年4月重新裝修，提供更好的旅遊住宿品質。在餐

廳用餐和舒緩SPA也是「山芝飯店」的住宿房客獨

享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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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在箱根地區移動的「箱根登山巴士」

H

旅程的尾聲從元箱根港搭箱根登山巴士前往箱

根湯本站。憑周遊券幾乎能夠搭箱根登山巴士前

往箱根地區的所有地方，所以想去箱根某些特定

景點的人，不妨順道前往。

旅程的尾聲從元箱根港搭箱根登山巴士前往箱

根湯本站。憑周遊券幾乎能夠搭箱根登山巴士前

往箱根地區的所有地方，所以想去箱根某些特定

景點的人，不妨順道前往。



從箱根湯本站搭直達東京新宿的電車「小田急“浪漫＂特快」。「小田急“浪漫＂特快」的座位全為指定席，所以即使旅

途疲勞，也能坐在寬敞的座位上，舒適地前往新宿。有時乘客多，建議預約車票。從箱根湯本站到新宿車站的所需時

間為85分鐘。

箱根湯本的商店街裡，店家櫛比鱗次。不妨一面散步，一面逛店家。

箱根湯本站附近擠滿了許多店家，是找名產的理

想景點。不妨逛一逛幾家店，尋找想買的商品。此

外，順道前往咖啡店，品嚐日式甜點，或者泡湯度

過悠閒的時光，能夠依照各人的喜好享受旅遊樂

趣，是此地區的特色。

箱根湯本站附近擠滿了許多店家，是找名產的理

想景點。不妨逛一逛幾家店，尋找想買的商品。此

外，順道前往咖啡店，品嚐日式甜點，或者泡湯度

過悠閒的時光，能夠依照各人的喜好享受旅遊樂

趣，是此地區的特色。

J

「箱根湯寮」是以日本的古老民宅為意象打造，其

中有19間包租露天浴池，是最適合悠閒享受泡湯

樂趣的景點。大浴池中有絕景露天浴池，所以最

適合想泡大浴池的人。設施中包含按摩和用餐

處，能夠享受泡溫之外的樂趣。

從箱根湯本站搭免費接送巴士3分鐘，交通也很

方便，所以不妨順道前往，消除旅途疲勞。

「箱根湯寮」是以日本的古老民宅為意象打造，其

中有19間包租露天浴池，是最適合悠閒享受泡湯

樂趣的景點。大浴池中有絕景露天浴池，所以最

適合想泡大浴池的人。設施中包含按摩和用餐

處，能夠享受泡溫之外的樂趣。

從箱根湯本站搭免費接送巴士3分鐘，交通也很

方便，所以不妨順道前往，消除旅途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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