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被传说山上有神
灵居住。从海拔约700m的大山阿
夫利神社下社,可以欣赏到被红叶
染红的群山景观。

秋天的镰仓，可以在历史悠久的神社寺庙内欣赏到红叶装点的美丽景色。
从东京（新宿）出发到交通便利的大山，放眼望去也可以欣赏到漫山红叶的壮丽景色。

沿线地区的推荐景点   

海藏寺                                      
海蔵寺                                         

在镰仓地区是最早开始看到红叶的
地方。种在钟楼周边上枫树，红叶
沿着参道一路生长，看起来犹如红
叶隧道般。

大山   
大山 

长谷寺   
長谷寺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镰仓的
神社寺庙中唯一举行点灯活动的寺
庙。庙里的枫树被映照出一种梦幻
的感觉。

Odakyu TopicsOdakyu Topics

交通
从江之电的长谷站徒步5分钟

交通
从镰仓站徒步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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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宿

相模大野

鎌仓藤泽

小田原
强罗

箱根汤本

富士山

片瀬江之岛

小田急线

江之岛电铁(江之电）

箱根登山电车

东京

江之岛鎌仓地区

箱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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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桃源台方向的登山巴
士约30分钟，于仙石站下车，徒步1分钟

举办日期：11月中旬～下旬
举办时间：平日：日落～19:00，周六日，法定假日：日落～20:00
举办场地：大山寺、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
费用：免费

在大山寺和大山阿夫利神社的下社，晚
上会举行红叶点灯活动。呈现出被染成
鲜红的红叶和夜景互相辉映美景。在点
灯活动期间，登山缆车将运行到晚上，您
透过车窗也可以欣赏到景色。

最新情报

在欣赏大山夜晚的红叶点灯

秋天结束后的日本，树木的叶子都会慢
慢散落。叶子散落之前，从绿色变成红色，
再由红色变为黄色。另外，有些颜色不
一样的叶子，颜色即使变了，叶
子是不会掉落的。会变成红色
或黄色的枫树（根据品种不同
颜色有所差异），变成黄色的
银杏也是典型代表。

专栏

关于红叶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免费接驳巴士约
3分钟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登山
巴士约40分钟，在恩赐
公园前下车，步行即达

箱根汤寮  
箱根湯寮         

古民家风格的当日往返温泉设施。
室外设置了景观优美的风吕，您可
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被红叶染
上鲜艳色彩的风景。

※ 内容会有变更的可能性

可以在这里看到被红叶涂上绚丽色彩的芦之湖全
景，园内有各种各样颜色正在变化的树木，可以
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美景。

寺庙两旁排满了佛教释迦的弟子石
像（五百罗汉）。寺庙内可以欣赏到
杜鹃花，榉树，山毛榉等，多种多样
的树木的红叶。

恩赐箱根公园 
恩賜箱根公園

长安寺   
長安寺

箱根地区的推荐景点
从东京出发轻松前往的观光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箱根，看红叶的景点也有很多。
寺庙，温泉，公园等，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欣赏到被红叶渲染的秋天景色。



交通
从箱根登山铁道的宫之下站下车即达

交通
从江之电的和田塚站徒步2分
钟

镰仓

箱根

箱根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桃源台
方向的登山巴士约45分钟，
在桃源台下车，徒步10分
钟

品尝抹茶与和菓子！
抹茶是通过热水将粉末状的茶叶融化而成。秋天是新抹茶的出品季节。

一起来品尝柔软而香味浓郁抹茶和甜度适中的和菓子吧！

一边享受足汤，一边品尝甜品小吃。抹
茶 和MONAKA(日本 传 统 菓 子)套 餐，
NARAYAN 套餐都是店里的推荐菜单。

骑上高性能的自行车，一边吹着海
风一边在湘南海岸飞驰。更有租借
烧烤用具和行李寄存的服务。

一家提供极具特色的和食与和菓
子的隐世餐厅。推荐品尝采用了
京都[利招园]的抹茶套餐。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徒步3分钟

这是和菓子店【CHIMOTO站前大
道店】的直营咖啡店。CHIMOTO
套餐的和菓子可以从五种和菓
子内选择喜欢的一种。（图中的是
WARABI饼）。

NARAYA CAFE 
NARAYA CAFE

用环保的租自行车方式游览箱根的
名胜景点。带有电动助力器的自行车
可以轻松爬坡，让体力不自信的您也
可以安心享受这份乐趣。

芦之湖露营村  自行车出租 
芦ノ湖キャンプ村 レンタサイクル

自行车租借湘南·江之岛
(Shonan Local Wave)  
レンタサイクル湘南・江ノ島（湘南ローカルウェーブ）

茶房空花    
茶房空花  

茶之 CHIMOTO 
茶のちもと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桃源
台方向的登山巴士约30
分钟，在仙石高原下车，
徒步即达

交通
从镰仓站徒步约10分钟

约18万㎡的芒草原。芒草穗在日光
的照射下犹如被染成金黄色，在秋
风的吹拂下，呈现出闪闪发光的景象。
里面有一条约500米的游步道。

仙石原的芒草原   
仙石原のすすき草原

EBISUYA 镰仓店 
えびす屋 鎌倉店

镰仓

箱根

江之岛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徒步约5分钟

车夫在前面拉车时，还会为您介绍
镰仓的名胜景点。会在鹤冈八幡宫，
长谷寺前，镰仓西口等景点等待客
人。不一样的视线，看到的景色也
会有所不一样哦。
一个区间的路程约12分钟。

来享受箱根·镰仓地区的秋天吧！
去箱根，镰仓体验爽快的自行车之旅吧！我们还推荐日本特有的[人力车]。

秋天的仙石原更是芒草的最佳观赏期。

箱根



ENO-FES 湘南蜡烛 箱根大名行列读卖乐园宝石灯饰 YomiuriLand 
Jewellumination®~Jewelry Olympos~

在江之岛沿线历时超过2个月的江之
岛嘉年华中最后的装饰活动。将会在
江之岛山缪克金花园周边亮约8000
支蜡烛。

充满万圣节气氛的游乐项目和表演。
去跟穿上万圣节服装的角色人物见
面吧。  

重新展现出江户时代传统的活动。人
们分别穿着武士服饰，和江户时代华
丽高贵的服装在漫步游行。

位于东京郊外的人气游乐园。五彩缤
纷的LED灯宛如宝石般的在园区内
闪闪发光。
还会推出期间限定的食品和商品。

会场 : 江之岛山缪克金花园等会场 : 三丽鸥彩虹乐园 会场 : 汤本小学校 →旧街道 →箱根汤本站
→汤本富士屋酒店会场 : 读卖乐园

沿 线 活 动 时 间 表
※活动的日程或内容会有变更的可能

交通
从小田急多摩中心站徒步5分钟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徒步15分钟交通
从读卖乐园前站乘坐读卖乐园方向的
小田急巴士约10分钟，于读卖乐园站
下车，徒步即达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到汤本小学校徒步15
分钟

→10 月
24

5 月
6 →10月

下旬
11月
上旬

11月
3→9 月

13
10月
31 ©1976, 1996, 2001, 2005, 20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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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鎌仓周游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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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odakyu.jp/sc/
GLOBAL SITE

箱根周游劵
有效期间/ 2天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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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间/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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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kamakura/

箱根箱根

箱根

PURO 万圣节派对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为起点步行5分钟到
达的箱根町立乡土资料馆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登山巴士约41分钟。
于桃源台下车，徒步5分钟

交通
从箱根登山铁道的宫之下站徒步20
分钟到达游步道入口

此路线在参观神社寺庙和地质景观
时，您更可以了解到汤本地区周围
的地理特征和历史。所需时间2～3
小时。

箱根 GEOPARK  
箱根汤本的散步路线
箱根ジオパーク　箱根湯本散策コース

湖畔 Promenade
湖畔プロムナード

堂岛溪谷游步道
堂ヶ島渓谷遊歩道

连接从宫之下到堂岛温泉之间，全
场约1.5km,远足路线所需时间约1
小时。11月的中旬--下旬红叶非常
美丽。

长约3km并可以欣赏到芦之湖美景
的游步道。连接着游览船的起止点
湖尻码头和箱根园。所需时间1小时。                 

以箱根山为中心广布着丰富自然资源的箱根，最适合就是远足。
有很多一小时左右就可完成的路线，让您轻轻松松地就可挑战。让我们边走边慢慢欣赏沿途的美丽景色吧。

→9月 5月

在箱根地区远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