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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冬天到初春，梅花、河津樱等都争相盛开。
由东京出发，在交通便利的镰仓和小田急沿线可以看到美丽绽放的花朵。

镰仓·其他地区的推荐景点 

Odakyu TopicsOdakyu Topics

交通
从江之岛长谷站徒步约5分钟

长谷寺  
長谷寺               

寺庙创建于736年，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根
据赏花的时期不同，可以长时间欣赏到有各种各
样的的梅花。庙内还有饱览镰仓市景色的展望台。

交通
从新宿站徒步约10分钟

新宿御苑 
新宿御苑                                         

作为皇室庭院建造于明治时代，更被誉为是近代
西洋庭院的名作。于占地面积58.3公顷的园区内，
可以欣赏到华丽的红白梅花及多种多样的鲜花。
※园内禁止喝酒，使用运动器材和乐器演奏。

交通
从伊势原站乘坐神奈川中央交通路线巴士约20分
钟，于日向药师下车

日向药师 
日向薬師

创建于716年的庄严寺庙，庙内也充满着神圣的
气氛。每年的3月上旬～中旬梅花盛开，前来赏花
的游客也十分热闹。

交通
从新松田站徒步约25分钟

位于松田山山坡上的花园。从2月中旬到3月上旬
间约有360棵的河津樱盛开，花期内还举行夜间
点灯。

松田山香草花园
松田山ハーブガーデ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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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岩浆和地热加热后而形成的温泉入浴使用设施。
泉水内，富含对健康，皮肤
保养等有效成分。在日本
是很受欢迎的悠闲娱乐
活动。

专栏
什么是温泉

交通
从小田原站徒步约10分钟

小田原城
小田原城       

壮丽的城堡由白色的城墙包围，约
250棵梅花盛开。而梅花的花期将
在2月上旬～3月上旬，届时也会举
行相关活动。

【箱根空中缆车】
此前因火山喷发的警戒级别升级而停运
的空中缆车，已经全线恢复运行了！详
情请查阅此处！

【箱根登山缆车】
于2020年3月下旬为止，

因箱根登山缆车将进行

车辆更新施工，所以全

线（强罗站～早云山站）

停运。停运期间以代行巴

士运送旅客。※此外，施

工期间将有可能延长。

最新情报
箱根空中缆车恢复运行！

https://www.hakonenavi.jp/
international/cn/status_
information?noredirect=zh

交通
从强罗站或者早云山站乘坐代行巴
士

于1914年开园，是日本第一个法
式庭园。一年四季都可观赏到不同
季节的花朵。从3月中旬开始，各种
各样的樱花也开始争相开放。

箱根强罗公园
箱根強羅公園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徒步约15分钟

受战国时代武士之命而建造的寺庙。
2月时分，红白相间的梅花为枯山
水的庭院增添雅致色彩。从3月下
旬也可欣赏到樱花。

早云寺
早雲寺

箱根·小田原区域的推荐景点
位于东京近郊的观光地，箱根和小田原也有欣赏梅花的名所。让您在悠闲的散步时，感受春天的到访。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徒步约4
分钟。

交通
从强罗站徒步约3分钟

交通
从北镰仓徒步约12分
钟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徒步约4
分钟。

交通
从桃源台站徒步约15
分钟

交通
从江之电的比浜站徒步
约5分钟。

箱根 箱根

用搅碎后的猪肉夹着豆腐一同油炸，再使用特制
汤汁烹煮后，打入鸡蛋的【豆腐炸猪排】，受欢迎
程度是客人即使排队也要一尝它的美味。

使用整整一天慢煮牛脸颊肉而成的炖牛肉非常
受欢迎。品尝高原野菜和浓厚肉味互相融合的美
味。

使用鲣鱼汁和鸡蛋加在热腐竹内，淋在饭面一同
享用的料理。腐竹入口即溶的口感是这道料理的
魅力所在。

品尝口味浓郁的手工荞麦面。除了有鸭肉搭配的
山卧荞麦面，还有从冬天的芦之湖内捕获的油炸
公鱼也十分推荐。

TAMURA GINKATSUTEI
田むら銀かつ亭

镰仓

备屋咖啡店 镰仓本店
備屋珈琲店 鎌倉店

汤叶丼 直吉
湯葉丼 直吉

山卧
山臥

箱根 箱根

在10～5月将限定提供，名物温暖的【蒸寿司】。
材料包含鳗鱼，鱿鱼，大虾等13种的丰富食材。

HAKONE 中村家
はこね中村家

镰仓

提供使用海鲜，鸡肉，猪肉熬制而成的汤汁，配
合自家制作的拉面可谓风味十足。店内环境明亮
优雅。

RAMEN HANABI
らーめん HANABI

在箱根·镰仓地区
享受更多早春带来的乐趣吧！
即使花儿都开始绽放，但是还是寒冷时期。在散步的途中，品尝温暖的餐点，让身体更加暖和。



哆啦 A 梦 50 周年展 濑户屋敷人偶祭

展览会的第二期将分为3个阶段来介
绍【哆啦A梦】的魅力。主题为捂嘴搞
笑和恐怖系列。入场需要按指定的日
期和时间进行。

流镝马表演和乡土表演会根据梅花
的花期而进行。还设有食品和特产的
摊位。

建造于月300年前的古民家，里面装
饰古董玩偶和超过7000个吊挂式玩
偶。

将有期间限定的表演和角色人物的
甜品登场。让您尽情享受由草莓表演
和美味甜品带来的无限乐趣。

川崎市 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会场 : 小田原城址公园，曾我梅林等 会场 :ASHIGARI 乡 濑户屋敷

沿 线 的 活 动 日 程 表
※活动的日程或内容会有变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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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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下北沢站下车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徒步约10分钟

Sweets Puro　
～ very berry sweets party～
会场 : 三丽鸥彩虹乐园

乘电车约3分钟+徒
步约5分钟

徒步7分钟

徒步约5分钟+乘电车约
18分钟+徒步约18分钟

徒步约10分钟+
乘电车1小时

在小田急线的沿线上，既有可以感受自然了解文化的观光地，更有可以享受购物乐趣的商业设施。
让我们来告诉您如何活用周游券，玩尽沿线的路线吧！Start

→ 7 月1 月

从镰仓站的东口开始，一直向
鹤冈八幡宫方面延伸的街道。
林立着各种饮食店和特产店，
吸引了非常多的观光客。

镰仓

小町通街道
小町通り

交通
从小田急线的多摩中心站徒步约5分
钟

交通
从小田原站徒步约10分钟（小田原城
址公园）

小田原梅花祭

交通
从江之电的由比浜站徒步约5分钟

交通
徒步约5分钟+乘电车约18
分钟+徒步约10分钟

交通
从镰仓站东口即达

是由创作者自主经营的生活杂
货和纸杂货的商店。简朴可爱
的商品琳琅满目。店内还设有
咖啡厅。

是可以享受由各个季节花朵带
来乐趣的一间古老寺庙。庙内
有日本最大的木造佛像，有在
墙壁上雕刻着佛像的窑洞等参
很多参观的地方。

作为人气观光地的陆地连接岛。
整个岛屿都有作为神圣领域而
收到保护的历史，岛屿的中心
有江岛神社。

集合了中古店，现场演奏厅等
文化的街道。有很多饮食店，
特别以咖喱的种类多样而著名。

镰仓

下北沢

江之岛

镰仓

手纸舍镰仓店
手紙舎鎌倉店

长谷寺
長谷寺

江之岛
江ノ島

下北沢
下北沢

交通
从登户站乘坐接驳巴士约10分钟

交通
从开成站乘坐接驳巴士约10分钟（接
驳巴士是活动期间运行）

享受箱根镰仓周游券带来的乐趣吧。

江之岛·镰仓区域推荐参考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