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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 / 其他

箱根地區的推薦景點

擁有許多獨特魅力設施的箱根，從東京出發的交通便利的人氣觀光地。
在冬天，夢幻般的燈飾在各地點綴裝飾，讓您沉浸在浪漫的氣氛當中。

活動日
2019 年11月29 日～
2020 年1月5 日
幻彩燈飾時間
下午4：45 ～下午6：
00

活动日
请参考官方网站
點燈時間
请参考官方网站

箱根海賊船
箱根海賊船

髙橋匡太《Glow with Night Garden Project in Hakone》 Photo: Mito Murakami

雕刻之森美術館

彫刻の森美術館

髙橋匡太《Glow with Night Garden
Project in Hakone》ガブリエル・ロ
アール《幸せをよぶシンフォニー彫
刻》 Photo: Mito Murakami

展示著世界著名藝術巨匠作品的戶外美術館。夜
間雕刻作品被點燈，可以讓你看到與白天完全不
一樣魅力。參觀者手提燈籠在會場走動時，雕刻和
風景也會隨著燈籠的顏色發生改變。

豪華絢麗的海賊船在蘆之湖上航行。勝利號，皇家
2號，加上最新登場的皇后蘆之湖，一共三艘。其中，
在箱根町港停靠時船隻上都會放有聖誕燈飾。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登山巴士約40分鐘，於箱根町
港站下車，徒步即達
活动日
2019 年11月1 日～
2020 年1 月6 日
點燈時間
下午3 ：30 ～下午6 ：00

交通
雕刻之森站徒步2分鐘

髙橋匡太《Glow with Night Garden Project in Hakone》
岡本太郎《樹人》 Photo: Mito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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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新年蕎麥麵？
在一年的最後一天
12月31日吃的蕎麥
麵稱為新年蕎麥麵。
麵條又細又長，寓意
吃了以後可以健康
長壽。

小王子博物館
de Saint-Exupéry A Hakone
星の王子さまミュージアム 箱根サン=テグジュペリ

充分表現了
【小王子】世界的博物館。在作者安托萬・
德聖埃克絮佩里所居住的充滿20世紀法國風情的
花園內，裝飾著高約7米的聖誕樹和燈飾。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桃源台方向的登山巴士約30分
鐘，於川向·小王子博物館前下車即達

其他區域的推薦景點

活動日期
2019 年10 月26 日～
2020 年3 月15 日
點燈時間
16:30 ～22:00（根據時期
不同，會有變更的可能）

東京都心的街上，郊外的主題樂園，度假區等各地區都被聖誕色彩籠罩著。
燈飾和蠟燭的點綴，更營造出特別的氣氛

讀賣樂園
よみうりランド

位於東京郊外的人氣遊樂園。使用
約650萬個燈泡，舉行以希臘神話
為主題的燈飾活動。園區內噴水池
表演更是夜晚必看的限定娛樂節目。
交通
從讀賣樂園前站乘坐讀賣樂園方面
的小田急巴士約10分鐘，於讀賣樂
園站下車，徒步即達

御殿場高原時之棲
御殿場高原時之栖

位於富士山東麓的高原度假區。前
往富士山和箱根交通便利，非常適
合觀光。以壯闊宇宙為主題的燈飾
佈滿整個會場。

活動日期
2019 年10 月24 日～
2020 年5 月6 日
點燈時間
16:00 ～20:30（根據時期
不同會有變更的可能，詳情請
參考官網）網）

交通
從御殿場站乘坐免費送迎巴士
約25分鐘。
※持有
【箱根周遊券 】
【箱根鎌倉周遊券 】也可以乘坐路線巴士

SHINJUKU
TERRACE CITY

最新情報

新宿テラスシティ

箱根空中纜車恢復運行！

從新宿西口到南口覆蓋著商業設施
的
【SHINJUKU TERRACE CITY】
，
到處都裝飾著五彩繽紛的燈飾和鮮
花。更設置了鮮花花環的拍照點。

【恢復運行通知 】
因火山噴發警戒級別提高而受影響停
運的箱根空中纜車，現已全線恢復運行。
詳情請參考下方：

活動日期
2019 年11 月13 日～
2020 年2 月16 日
點燈時間
17:00 ～24:00（根據時期
不同，會有變更的可能）

https://www.hakonenavi.jp/international/tw/status_information?noredirect=zh_TW

沿線的活動日程表

→

11月

© MOTOKO
ISHII LIGHTING
DESIGN

※ 1 月 14 日～ 24 日

3月

中旬
1
La coppia
會場 : 箱根玻璃之森美術館

合計約15萬顆水晶玻璃製作而成的2棵聖
誕樹。晚上還有充滿夢幻色彩的點燈。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登山電車約25分鐘，俵
石·箱根玻璃之森前下車

→

11月

會場 : 三麗鷗彩虹樂園

于室内主题公园三丽鸥彩虹乐园举行的圣
诞活动。将有圣诞特别表演和点灯活动，主
题人物也会以圣诞服饰出现。届时更有限
定菜单和礼品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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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76,’90,’93,’96,’99,’01,’10,’19 SANRIO

25
8
PURO CHRISTMAS

箱根周遊劵

有效期間 / 2天 或 3天

12月

→3

11月

交通
從新宿站徒步即達

交通
從小田急多摩中心站
徒步5分鐘

※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變更的可能

12月

21・22・24
KOMICHINONOEL
會場 : 下北澤站周邊

小型的個人商店在店舖前都點燃蠟燭。每
家參與的店鋪都設有特別的菜單或計劃。
在車前也有蠟燭展示。
交通
從下北澤站下車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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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