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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 / 鎌倉 / 江之島 / 其他

沿線地區的推薦景點

秋天的鎌倉，可以在歷史悠久的神社寺廟內欣賞到紅葉裝點的美麗景色。
從東京（新宿）出發到交通便利的大山，放眼望去也可以欣賞到漫山紅葉的壯麗景色。

長谷寺
長谷寺

從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鎌倉的
神社寺廟中唯一舉行點燈活動的寺
廟。廟裡的楓樹被映照出一種夢幻
的感覺。
交通
從江之電的長谷站徒步5分鐘

大山
大山

從很久以前開始就被傳說山上有神
靈居住。從海拔約700m 的大山阿
夫利神社下社 , 可以欣賞到被紅葉
染紅的群山景觀。
© 長谷寺 © 鎌倉市観光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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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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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島電鐵（江之電）

鎌倉
片瀬江之島

江之島鎌倉地區

海蔵寺

在鎌倉地區是最早開始看到紅葉的
地方。種在鐘樓周邊上楓樹，紅葉沿
著參道一路生長，看起來猶如紅葉
隧道般。
交通
從鎌倉站徒步約20分鐘

箱根地區的推薦景點

從東京出發輕鬆前往的觀光地。在自然資源豐富的箱根，看紅葉的景點也有很多。
寺廟，溫泉，公園等，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都能欣賞到被紅葉渲染的秋天景色。

恩賜箱根公園
恩賜箱根公園

可以在這裡看到被紅葉塗上絢麗色彩的蘆之湖全
景，園內有各種各樣顏色正在變化的樹木，可以一
邊散步一邊欣賞美景。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登山
巴士約40分鐘，在恩賜
公園前下車，步行即達

箱根湯寮
箱根湯寮

古民家風格的當日往返溫泉設施。
室外設置了景觀優美的風呂，您可
以一邊泡溫泉，一邊欣賞被紅葉染
上鮮豔色彩的風景。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免費接駁巴士約
3分鐘

長安寺

長安寺

寺廟兩旁排滿了佛教釋迦的弟子石
像（五百羅漢 ）
。寺廟內可以欣賞到
杜鵑花，櫸樹，山毛櫸等，多種多樣
的樹木的紅葉。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桃源台方向的登山巴
士約30分鐘，於仙石站下車，徒步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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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賞大山夜晚的紅葉點燈

關於紅葉

在大山寺和大山阿夫利神社的下社，晚上
會舉行紅葉點燈活動。呈現出被染成鮮紅
的紅葉和夜景互相輝映美景。在點燈活動
期間，登山纜車將運行到晚上，您透過車
窗也可以欣賞到景色。
舉辦日期：11月中旬～下旬
舉辦時間：平日：日落～19:00，週六日，法定假日：日落～20:00
舉辦場地：大山寺、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
費用：免費

※內容會有變更的可能性。

秋天結束後的日本，樹木的葉子都會慢
慢散落。葉子散落之前，從綠色變成紅
色，再由紅色變為黃色。另外，有些顏
色不一樣的葉子，顏色即使變了，
葉子是不會掉落的。會變成紅
色或黃色的楓樹
（根據品種不
同顏色有所差異 ）
，變成黃色
的銀杏也是典型代表。

來享受箱根 · 鎌倉地區的秋天吧！
去箱根，鎌倉體驗爽快的自行車之旅吧！我們還推薦日本特有的[ 人力車 ]。
秋天的仙石原更是芒草的最佳觀賞期。
箱根

蘆之湖露營村 自行車出租
芦ノ湖キャンプ村 レンタサイクル

用環保的租自行車方式遊覽箱根的名
勝景點。帶有電動助力器的自行車可
以輕鬆爬坡，讓體力不自信的您也可
以安心享受這份樂趣。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桃
源台方向的登山巴士
約45分鐘，在桃源台
下車，徒步10分鐘

江之島

自行車租借湘南 · 江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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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上高性能的自行車，一邊吹著海
風一邊在湘南海岸飛馳。更有租借
燒烤用具和行李寄存的服務。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徒步3分鐘

鎌倉

EBISUYA 鎌倉店
えびす屋 鎌倉店

車夫在前面拉車時，還會為您介紹
鎌倉的名勝景點。會在鶴岡八幡宮，
長谷寺前，鎌倉西口等景點等待客
人。不一樣的視線，看到的景色也會
有所不一樣哦。
一個區間的路程約12分鐘。
交通
從鎌倉站徒步約10分鐘

品嚐抹茶與和菓子！

抹茶是通過熱水將粉末狀的茶葉融化而成。秋天是新抹茶的出品季節。
一起來品嚐柔軟而香味濃郁抹茶和甜度適中的和菓子吧！！

箱根

仙石原的芒草原
仙石原のすすき草原

約18萬㎡的芒草原。芒草穗在日光
的照射下猶如被染成金黃色，在秋
風的吹拂下，呈現出閃閃發光的景象。
裡面有一條約500米的遊步道。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桃源
台方向的登山巴士約30
分鐘，在仙石高原下車，
徒步即達

鎌倉

茶房空花
茶房空花

一家提供極具特色的和食與和菓
子的隱世餐廳。推薦品嚐採用了
京都[ 利招園 ]的抹茶套餐。

箱根

茶之 CHIMOTO
茶のちもと

箱根

NARAYA CAFE
NARAYA CAFE

一 邊 享 受 足 湯，一 邊 品嚐 甜 品 小吃。抹
茶 和 MONAKA( 日 本 傳 統 菓 子 ) 套 餐，
NARAYAN 套餐都是店裡的推薦菜單。
交通
從箱根登山鐵道的宮之下站下車即達

這 是 和 菓 子 店【CHIMOTO 站
前 大 道 店 】的 直 營 咖 啡 店。
CHIMOTO 套餐的和菓子可以從
五種和菓子內選擇喜歡的一種。
（圖中的是 WARABI 餅 ）
。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徒步約5分鐘

交通
從江之電的和田塚站徒步2分
鐘

在箱根地區遠足

以箱根山為中心廣佈著豐富自然資源的箱根，最適合就是遠足。有很多一小時左右就可完成的路線，讓您輕輕鬆鬆地就可挑戰。
讓我們邊走邊慢慢欣賞沿途的美麗景色吧。
箱根

箱根

堂島溪谷遊步道

箱根 GEOPARK
箱根湯本的散步路線
箱根ジオパーク

堂ヶ島渓谷遊歩道

箱根湯本散策コース

連接從宮之下到堂島溫泉之間，全
場約1.5km, 遠足路線所需時間約1
小時。 11月的中旬 -- 下旬紅葉非常
美麗。

此路線在參觀神社寺廟和地質景觀
時，您更可以了解到湯本地區周圍
的地理特徵和歷史。所需時間2～3
小時。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為起點步行5分鐘到
達的箱根町立鄉土資料館

交通
從箱根登山鐵道的宮之下站徒步20
分鐘到達遊步道入口

箱根

湖畔 Promenade
湖畔プロムナード

長約3KM並可以欣賞到蘆之湖美景
的遊步道。連接著遊覽船的起止點
湖尻碼頭和箱根園。
所需時間1小時。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登山巴士約41分鐘。
於桃源台下車，徒步5分鐘

沿 線 的 活 動 日 程 表 9→ 5
月

→

9月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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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O 萬聖節派對

會場 : 三麗鷗彩虹樂園

充滿萬聖節氣氛的遊樂項目和表演。
去跟穿上萬聖節服裝的角色人物見
面吧。
交通
從小田急多摩中心站徒步5分鐘

→

10 月

→ 上旬

5月

10月

下旬

24
6
讀賣樂園寶石燈飾 YomiuriLand

ENO-FES 湘南蠟燭

Jewellumination®~Jewelry Olympos~

會場 : 江之島山繆克金花園等

會場 : 讀賣樂園

位於東京郊外的人氣遊樂園。五彩繽
紛的 LED 燈宛如寶石般的在園區內
閃閃發光。
還會推出期間限定的食品和商品。
交通
從讀賣樂園前站乘坐讀賣樂園方向的
小田急巴士約10分鐘，於讀賣樂園站
下車，徒步即達。

箱根周遊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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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在江之島沿線 歷時超 過2個月的江
之島嘉年華中最後的裝飾活動。將會
在江之島山繆克金花園周邊點亮約
8000支蠟燭。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徒步15分鐘

月
※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變更的可能

11月

3
箱根大名行列

會場 : 湯本小學校→舊街道→箱根湯本站
→ 湯本富士屋酒店

重新展現出江戶時代傳統的活動。人
們分別穿著武士服飾，和江戶時代華
麗高貴的服裝在漫步遊行。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到湯本小學校徒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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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