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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 / 鎌仓 / 江之岛 / 其他

箱根地区的推荐景点
从东京都心出发交通方便，聚集众多人气观光地的箱根。
在那里您可以观赏到夏天的鲜花、绿植等的自然风景名胜，与周围的河边互相辉映，
来享受清凉的箱根之夏吧！

箱根海贼船
箱根海賊船

每年约200人次乘搭的人气游览船。
从展望台可以欣赏到芦之湖美丽的
景色。当中在芦之湖由3个港口连接，
交通便利。从2019年4月展现了优
雅女王风 格的新 船【QUEEN 芦之
湖 】顺利起航。

千条瀑布
千条の滝

位于森林深处宽幅约25m，
高度约3m 的瀑布。被苔藓
包围的岩石把流水分为几条细线般的水柱，流动
时如梦幻般的景象。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元箱根港方向或
箱根町港方向的登山巴士约40分钟，
于元箱根港、箱根町港下车即达。
·箱根空中缆车桃源台站内

交通
从箱根汤本车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约25分钟，于
蓬莱园下车，步行约7分钟

恩赐箱根公园
新宿

恩賜箱根公園
东京

小田急线
箱根地区

相模大野
江之岛电铁(江之电）

富士山

藤泽
强罗

小田原
箱根汤本

箱根登山电车

鎌仓
片瀬江之岛

江之岛鎌仓地区

原箱根离宫的旧址。从湖畔展望馆2楼的阳台能
够一览富士山，芦之湖的景色。7月末 --8月上旬
天香百合盛开，四周都洋溢着优雅的芳香。
交通
从 箱 根 汤本 车 站
乘 坐 箱 根 登山巴
士 约40分 钟，于
恩赐公园前下车，
步行即达

其他地区的推荐景点

在东京都心的近郊，其他的人气观光地还有很多！
如：
武士建造的古都镰仓，传说有神灵居住的大山，感受充满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神圣的氛围，让您乐而忘返。

大山
大山

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有神灵居住的山峰。从海拔
约700m 的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看到的景色十分
美丽。位于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楼梯下方的大山
阿夫利神社参集殿，还能够品尝到使用大山的山
水制成的咖啡和小吃。

交通
伊势原北口
巴士约30分钟 +
徒步约15分钟
登山缆车大山站
登山缆车2分钟
大山寺站
徒步约3分钟
大山寺

写真提供：伊勢原市観光協会

钱洗弁财天
宇贺福神社

江岛神社

江島神社

銭洗弁財天 宇賀福神社

江岛神社位于湘南海岸
沿岸的江之岛，当中的边
津宫，中津宫和奥津宫分
别祭祀来自海洋的三位女神灵的神社。据说祈求姻
缘恋爱很灵验。

据说用神社内岩洞涌出的
【钱洗水 】
把钱洗了以后，可以增加财运。洗过
后擦干的钱放回钱包后，要用得其
所哦。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步行约23分钟

交通
从镰仓站步行约20分钟

写真提供：鎌倉市観光協会

专栏
日本夏日的必需品【UCHIWA·扇子】

最新情报

2019/8/11
【箱根 YUTOWA 】开业
住宿设施
【箱根 YUTOWA 】将在拥有
雕刻之森美术馆等人气景点的强罗地
区新张开业。酒店内的庭院设有燃木
火炉，足汤，吊床等，公寓大楼里带景
观浴室和厨房的客房，您也可以在那
里享受温泉的乐趣。
※ 图片仅供参考

「UCHIWA 」
「扇子」都是通过手的煽动来制造凉风的工具。
一般是以竹子等作为支撑的
骨架，再用纸或布料与骨
架 结 合 做 成。
「UCHIWA 」
呈圆形，
「 扇子 」则是折叠
式，是另一种便于携带的
UCHIWA。自古以来日本就一
直沿用，是潮湿炎热的夏天里必不
可少的工具。

享受更多箱根·镰仓区域的夏日乐趣吧！
观看青葱茂盛的绿植和五彩缤纷的烟花，品尝透心凉的甜品和啤酒都是日本人夏天的方式。
一起来为这个夏天创造不一样的回忆吧！
镰仓

镰仓

镰仓冰淇淋

丰岛屋菓寮 八十小路

鎌倉ジェラート

豊島屋菓寮 八十小路

使用新鲜水果的手工冰淇淋专
门店。每天都有约12种口味的
商品供应。还会推出季节限定
的口味。单球价格为370日圆，
双球价格为470日圆。

丰岛屋是制作镰仓著名点心
「HATO SABURE」的手工甜品
店。店铺位置虽在后巷，但优雅气
氛浓郁，在900日圆的宇治金时
刨冰在配上抹茶糖浆，红豆馅和
白玉团子享受夏天特有的清凉吧！

交通
从长谷站步行约4分钟

交通
从镰仓站步行约3分钟

箱根

箱根

Bakery & Table 箱根

樱姬

Bakery & Table 箱根

さくら姫

1楼是面包店，2楼是咖啡店，3
楼是餐厅。从店里可以欣赏到芦
之湖优美的景色。价值648日圆
的芦之湖的漂浮是以芦之湖形象
为灵感，使用姜汁汽水为基调加
上冰淇淋的推荐特饮。

陈列着种类繁多而又充满现代
色彩的和服和浴衣的和服出租店。
还有很多由店员亲手制作的发饰
和配件可供选择。位于车站附近，
交通便利。浴衣出租从4104日
圆起。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约
40分 钟，于
元箱根港下
车，步行即达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步行约1分钟

来 BEER GARDEN 狂欢吧！
去BEER GARDEN看看吧！您可以在户外的露天平台享受冰镇啤酒带来的无限乐趣。

新宿

江之岛

小田原

成吉思汗啤酒展望台

ENOSHIMA ISLAND SPA

小田原 BEER GARDEN

您可以一边观赏新宿的夜景，一边品尝成吉思
汗的美味。品牌牛肉也可以追加点餐。座位设
置在店铺里，即使是雨天也可以放心享受。

属于当天往返使用的温泉设施。在可以看到富
士山和湘南海岸美景的露台上，而且还能品尝
到啤酒和料理的美味。生啤90分钟随便喝仅
需2500日圆。

在小田原站前大厦的屋顶，可以享受到牛，猪，
鸡，羊肉和新鲜蔬菜的烧烤乐趣。啤酒等其他
饮料也是随便喝。

ジンギスカンビヤテラス

交通
从新宿站步行即达

江の島アイランドスパ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步行约10分钟

小田原ビアガーデン

交通
从小田原站步行即达

箱根·镰仓周边的花火大会
烟火可以说是日本夏天的风情画。
日本国内的各个地方都会举行花火大会，许多人都会约在一起观看，
十分热闹。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各种各样的烟火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吧！

→

7月

芦之湖夏祭活动周
芦ノ湖夏まつりウィーク

31

7月

镰仓烟火大会

10

鎌倉花火大会

在由比滨海岸·材木座海岸上举
行的烟火大会。约有2500发的

8月

烟火发放。备受瞩目的水中烟火

6

与箱根神社的祭典结合举办的夏
祭活动。在芦之湖，将连续6个晚
上举行花火大会，举办期间将发
放合计约有18500发的烟火。让
您能在湖上也能看到烟火，预计
会特别设有观赏船运行。水上放
灯笼的活动也会同时举行。

在水面上呈现犹如一朵在水上盛
开的扇形花朵。
交通
从镰仓站徒步约15分钟
写真提供：鎌倉市観光協会

あつぎ鮎まつり大花火大会

8月

小田原酒匂川花火大会会

3

在酒匂川河边将发放约10000
发的烟火。精华部分是音乐和烟
火同步发放和全长约有300米的
「尼亚加拉 」上演。

交通
从本厚木站步行约15分钟

8月

箱根强罗夏祭大文字烧

15

箱根強羅夏まつり大文字焼 大文字焼

这是从1921年就开始的传统活
动，在山坡上燃烧呈现有【大 】
字形的篝火。与该活动同时约有
2000发的烟火发放。

交通
从小田原站步行约20分钟

交通
从强罗站步行即达

沿线活动时间表

→

7月

9月

→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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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彩虹乐园夏日嘉年华 2019
会场 : 三丽鸥彩虹乐园

HELLO KITTY,MY MELODY 等
三丽鸥的角色人物会在台上表演。
活动期间还能品尝充满夏日气氛的
菜单。
交通
从小田急线的多摩 center 站步行约
5分钟

→

9月

7月

13
8
Splash 云霄飞车

1

→9

7月

9月

1

江之岛迈亚密海滩 show

会场 : 读卖乐园

位于东京郊外的游乐园
【读卖乐园】
内的夏天限定版【云霄飞车 】
。运行
时会会溅起大量水花。
交通
从读卖乐园前站乘坐小田急巴士约
10分钟，与读卖乐园站下车，步行
即达

会场 : 片濑东滨海水浴场、片濑西滨、
鵠沼海水浴场

月
※活动的日程或内容会有变更的可能

→

8月

1

9月

1

江之岛灯笼 2019
会场 : 江之岛岛内各地

在被誉为
【东洋的迈亚密海滩 】的片
濑海岸上，将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可以海水浴的乐趣。

在江之岛岛内各处和龙口寺，都排
列着五彩缤纷的灯笼。灯笼上的图
案设计灵感是来自江之岛的传说，
非常漂亮。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步行约2分钟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步行约20分钟

箱根鎌仓周游劵

箱根周游劵
有效期间 / 2天 或 3天

有效期间 /3天

可以使用周游劵畅游箱根地区。周游劵包含了往返新宿至
小田原的电车,无限制使用箱根内8种交通工具,例如箱
根空中缆车和箱根海贼观光船!

可以自由乘坐箱根,江之島和鎌倉的交通工具!
➊ 无限制乘坐小田急集团的电车,包括小田急小田原线,
小田急江之岛线,小田急多摩线
➋ 箱根地区: 箱根地区内的8种交通工具
(同箱根周游劵用法)
➌ 无限制使用江之电往返藤泽与鎌仓

https://www.odakyu.jp/sc/passes/hakone/

3

在相模川·中津川·小鲇川间交汇
处的相模川河边举行的烟火大会。
以快速连发的烟火为中心，发放
约10000发的烟火。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箱根町方向的登山巴士约34分钟，于箱根神社入口的巴士
站下车即达

小田原酒匂川烟火大会

8月

ATSUGI 鲇祭大烟火大会

https://www.odakyu.jp/sc/passes/hakone_kam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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