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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 / 鎌倉 / 江之島 / 其他

箱根地區的推薦景點

從東京都心出發交通方便，聚集眾多人氣觀光地的箱根。
在那裡您可以觀賞到夏天的鮮花、綠植等的自然風景名勝，與周圍的河邊互相輝映，
來享受清涼的箱根之夏吧！

箱根海賊船
箱根海賊船

每年約200萬人乘搭的人氣遊覽船。
從展望台可以欣賞到蘆之湖美麗的
景色。當中在蘆之湖由3個港口連接，
交通便利。從2019年4月展現了優
雅女王風格的新船
【QUEEN蘆之湖】
順利起航。

千條瀑布
千条の滝

位於森林深處寬幅約25m，
高度約3m 的瀑布。被苔蘚
包圍的岩石把流水分為幾條細線般的水柱，流動時
如夢幻般的景象。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元箱根港方向或
箱根町港方向的登山巴士約40分鐘，
於元箱根港、箱根町港下車即達。
·箱根空中纜車桃源台站內

交通
從箱根湯本車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約25分鐘，於
蓬萊園下車，步行約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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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倉
片瀬江之島

江之島鎌倉地區

原箱根離宮的舊址。從湖畔展望館2樓的陽台能夠
一覽富士山，蘆之湖的景色。 7月末 --8月上旬天
香百合盛開，四周都洋溢著優雅的芳香。
交通
從箱根湯本車站
乘 坐 箱 根 登山巴
士 約40分 鐘，於
恩賜公園前下車，
步行即達

其他地區的推薦景點

在東京都心的近郊，其他的人氣觀光地還有很多！
如：
武士建造的古都鎌倉，傳說有神靈居住的大山，感受充滿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神聖的氛圍，讓您樂而忘返。

大山
大山

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有神靈居住的山峰。從海拔約
700m 的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看到的景色十分美
麗。位于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樓梯下方的大山阿夫
利神社參集殿，還能夠品嘗到使用大山的山水製
成的咖啡和小吃。

交通
伊勢原北口
巴士約30分鐘 +
徒步約15分鐘
大山登山纜車站
登山纜車約2分鐘
大山寺站
徒步約3分鐘
大山寺

写真提供：伊勢原市観光協会

錢洗弁財天
宇賀福神社

江島神社

江島神社

銭洗弁財天 宇賀福神社

江島神社位於湘南海岸
沿岸的江之島，當中的邊
津宮，中津宮和奧津宮分
別祭祀來自海洋的三位女神靈的神社。據說祈求姻
緣戀愛很靈驗。

據說用神社內岩洞湧出的
【錢洗水 】
把錢洗了以後，可以增加財運。洗過
後擦乾的錢放回錢包後，要用得其
所哦。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步行約23分鐘

交通
從鎌倉站步行約20分鐘

写真提供：鎌倉市観光協会

專欄
日本夏日的必需品【UCHIWA·扇子】

最新情報

2019/8/11
【箱根 YUTOWA 】開業
住宿設施【箱根 YUTOWA 】將在擁有
雕刻之森美術館等人氣景點的強羅
地區新張開業。酒店內的庭院設有燃
木火爐，足湯，吊床等，公寓大樓裡
帶景觀浴室和廚房的客房，您也可以
在那裡享受溫泉的樂趣。
※圖片僅供參考

「UCHIWA 」
「 扇子 」都是通過手
的煽動來製造涼風的工具。一
般是以竹子等作為支撐的骨
架，再用紙或布料與骨架結
合做成。
「UCHIWA」
呈圓形，
「扇子 」則是折疊式，是另一種
便於攜帶的 UCHIWA。自古以來
日本就一直沿用，是潮濕炎熱的夏天裡
必不可少的工具。

享 受 更 多 箱 根 · 鎌 倉 區 域 的 夏 日 樂 趣 吧！！
觀看青蔥茂盛的綠植和五彩繽紛的煙花，品嚐透心涼的甜品和啤酒都是日本人夏天的方式。
一起來為這個夏天創造不一樣的回憶吧！

鎌倉

鐮倉

鐮倉冰淇淋

豐島屋菓寮 八十小路

鎌倉ジェラート

豊島屋菓寮 八十小路

使用新鮮水果的手工冰淇淋專
門店。每天都有約12種口味的
商品供應。還會推出季節限定
的口味。單球價格為370日圓，
雙球價格為470日圓。

豐島屋是製作鎌倉著名點心
「HATO SABURE」
的手工甜品店。
店舖位置雖在後巷，但優雅氣氛
濃郁，在900日圓的宇治金時刨
冰在配上抹茶糖漿，紅豆餡和白
玉團子享受夏天特有的清涼吧！

交通
從長谷站步行約4分鐘

交通
從鎌倉站步行約3分鐘

箱根

箱根

Bakery & Table 箱根

櫻姬

1樓是麵包店，2樓是咖啡店，3
樓是餐廳。從店裡可以欣賞到蘆
之湖優美的景色。價值648日圓
的蘆之湖的漂浮是以蘆之湖形
象為靈感，使用薑汁汽水為基調
加上冰淇淋的推薦特飲。

陳列著種類繁多而又充滿現代
色彩的和服和浴衣的和服出租店。
還有很多由店員親手製作的髮
飾和配件可供選擇。位於車站附
近，交通便利。浴衣出租從4104
日圓起。

Bakery & Table 箱根

さくら姫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約
40分鐘，於
元箱根港下
車，步行即
達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步行約1分鐘

來 BEER GARDEN 狂歡吧！

去BEER GARDEN看看吧！您可以在戶外的露天平台享受冰鎮啤酒帶來的無限樂趣。

新宿

江之島

小田原

成吉思汗啤酒展望台

ENOSHIMA ISLAND SPA
江の島アイランドスパ

小田原ビアガーデン

您可以一邊觀賞新宿的夜景，一邊品嚐成吉思
汗的美味。品牌牛肉也可以追加點餐。座位設
置在店舖裡，即使是雨天也可以放心享受。

屬於當天往返使用的溫泉設施。在可以看到富
士山和湘南海岸美景的露台上，而且還能品嚐
到啤酒和料理的美味。生啤90分鐘隨便喝僅
需2500日圓。

在小田原站前大廈的屋頂，可以享受到牛，豬，
雞，羊肉和新鮮蔬菜的燒烤樂趣。啤酒等其他
飲料也是隨便喝。

ジンギスカンビヤテラス

交通
從新宿站步行即達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步行約10分鐘

小田原 BEER GARDEN

交通
從小田原站步行即達

箱根 · 鎌倉週邊的花火大會

煙火可以說是日本夏天的風情畫。
日本國內的各個地方都會舉行花火大會，許多人都會約在一起觀看，
十分熱鬧。讓我們來一起感受各種各樣的煙火給我們帶來的樂趣吧！

→

蘆之湖夏祭活動週
芦ノ湖夏まつりウィーク

7月

31

鎌倉煙火大會

10

鎌倉花火大会

在由比濱海岸·材木座海岸上舉
行的煙火大會。約有2500發的

8月

煙火發放。備受矚目的水中煙火

6

與箱根神社的祭典結合舉辦的
夏祭活動。在蘆之湖，將連續6個
晚上舉行花火大會，舉辦期間將
發放合計約有18500發的煙火。
讓您能在湖上也能看到煙火，預
計會特別設有觀賞船運行。水上
放燈籠的活動也會同時舉行。

在水面上呈現猶如一朵在水上盛
開的扇形花朵。
交通
從鎌倉站徒步約15分鐘
写真提供：鎌倉市観光協会

ATSUGI 鮎祭大煙火大會
あつぎ鮎まつり大花火大会

小田原酒匂川花火大会会

箱根強羅夏祭大文字燒

8月

3

在酒匂川河邊將發放約10000
發的煙火。精華部分是音樂和煙
火同步發放和全長約有300米的
「尼亞加拉 」上演。

8月

15

箱根強羅夏まつり大文字焼 大文字焼

這是從1921年就開始的傳統活
動，在山坡上燃燒呈現有【大 】
字形的篝火。與該活動同時約有
2000發的煙火發放。
交通
從強羅站步行即達

沿線活動時間表

→

9月

→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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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彩虹樂園夏日嘉年華 2019
會場 : 三麗鷗彩虹樂園

HELLO KITTY,MY MELODY 等三
麗鷗的角色人物會在台上表演。活
動期間還能品嚐充滿夏日氣氛的菜
單。
交通
從小田急線的多摩 center 站步行約
5分鐘

→

9月

7月

13
8
Splash 雲霄飛車

1

位於東京郊外的遊樂園
【讀賣樂園 】
內的夏天限定版【雲霄飛車 】
。運行
時會濺起大量水花。
交通
從讀賣樂園前站乘坐小田急巴士約
10分鐘，與讀賣樂園站下車，步行
即達

有效期間 / 2天 或 3天

可以使用周遊劵暢遊箱根地區。周遊劵包含了往返新宿
至小田原的電車 , 無限制使用箱根內8種交通工具 , 例
如箱根空中纜車和箱根海賊觀光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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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月

9月

1

江之島邁亞密海灘 show

會場 : 讀賣樂園

箱根周遊劵

3

交通
從本厚木站步行約15分鐘

交通
從小田原站步行約20分鐘

7月

8月

在相模川·中津川·小鮎川間交匯
處的相模川河邊舉行的煙火大會。
以快速連發的煙火為中心，發放
約10000發的煙火。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箱根町方向的登山巴士約34分鐘，於箱根神社入口的巴士
站下車即達

小田原酒匂川煙火大會

7月

會場 : 片瀨東濱海水浴場、片瀨西濱、
鵠沼海水浴場

月
※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變更的可能

→

8月

1

9月

1

江之島燈籠 2019
會場 : 江之島島內各地

在被譽為
【東洋的邁亞密海灘 】的片
瀨海岸上，將舉行各種各樣的活動。
還可以海水浴的樂趣。

在江之島島內各處和龍口寺，都排
列著五彩繽紛的燈籠。燈籠上的圖
案設計靈感是來自江之島的傳說，
非常漂亮。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步行約2分鐘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步行約20分鐘

箱根鎌倉周遊劵
有效期間 /3天

可以自由乘坐箱根,江之島和鎌倉的交通工具!
➊ 無限制乘坐小田急集團的電車,包括小田急小田原線,
小田急江之島線,小田急多摩線
➋ 箱根地區:箱根地區內的8種交通工具
(同箱根周遊劵用法)
➌ 無限制使用江之電往返藤澤與鎌倉
https://www.odakyu.jp/tc/passes/hakone_kam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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