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
箱根登山铁道公园下站下车徒步1分钟即到

交通
箱根汤本站乘坐前往元箱根港方向或者箱根町港方
向的箱根登山巴士约40分钟，在元箱根港站或者箱
根町港站下车即到

     箱根空中缆车桃源台站徒步即到

交通
乘坐箱根空中缆车从早云山站约8分钟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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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魅力丰富的箱根，到了秋天，树林里的叶子红绿交错值得一看。

箱根地区推荐景点

箱根强罗公园
箱根強羅公園

大涌谷
大涌谷

赏花的名所而为人所知的日本首个法式庭院。
10月玫瑰和十月樱，11月的红叶都值得观看。
还有可以体验的设施等足够游玩一整天。约3,000年前，箱根火山喷发而诞生。从巨大

的岩石间可以看到升起的烟雾。推荐乘坐箱根
空中缆车前往大涌谷。

芦之湖
芦ノ湖

秋季，湖边的红叶非常美丽。在箱根，从湖畔
眺望富士山所看到的景色最具代表，被广为人
知。搭乘箱根海贼船时在湖中央也可以欣赏到
这一美景。

观赏日期
10 月下旬～
11月上旬

观赏日期
11月中旬～

下旬

观赏日期
11月上旬～

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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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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乘坐江之电至长谷站下车徒步5分钟

交通
镰仓站东口乘坐镰仓灵园
正门前太刀方向的京滨急
行巴士约8分钟，淨明寺
站下车徒步2分钟

一条惠观山莊
一条恵観山荘

大山阿夫利神社
大山阿夫利神社

大约在370年前的江户时代初期所建造，宅邸
原本位于京都，之后迁移至镰仓。被指定为国
家重要文化遗产，设施内还可以体验茶道。

大山作為能量景点非常有名，海拔约700米的
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的景色非常美丽。大山阿
夫利神社下社附近的红叶将在11月下旬的大
约1周内有点燈活动。

在日本，到了秋天，大家都会去花
样繁多的山或溪谷。早在1,000年
前日本就有观赏红叶的习惯。去
山野寻找红叶就好似狩猎一样，
因此被叫做「红叶狩」。

专栏
日本自古以来秋季的乐趣「红叶狩」
（去山中观赏红叶）

镰仓及大山作为红叶的名胜之地被人们熟知。
从都内出发，前往欣赏红叶，享受当地茶和美食的一日游也是非常推荐。

镰仓·其他地区的景点介绍

长谷寺
長谷寺

在镰仓的寺庙中唯一会在晚上有点灯活动的红
叶观赏地。夜晚的红叶也别具风情，寺内有供
应饮食的场所。

观赏日期
11 月中旬～

下旬

观赏日期
11 月下旬～
12 月中旬

观赏日期
11 月下旬～
12 月中旬

9月1日到11月11日之间，箱根地区的
饮食店和酒店等33处店铺提供由对
身体健康的食材所做的甜品。小田急
浪漫特快内也有贩卖（仅限有贩卖工
作人员的列车）。

最新消息

2018年秋季箱根
Sweets Collection

© 鎌倉市観光協会

© 神奈川県観光協会

交通
大山缆车站乘坐缆车6分钟，从阿夫利神社站下车
徒步3分钟即到（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



交通
镰仓站徒步10分钟

交通
箱根汤本站下车即到

交通
箱根汤本站乘坐箱根登
山巴士T路线约30分钟，
在仙石高原下车即到

交通
镰仓站东口乘坐前往镰仓
灵园正门前太刀洗方向的
京滨急行巴士约8分钟，在
淨明寺下车徒步3分钟即到

Dankazura Kosuzu●段葛こ寿々 Hatsuhana 荞麦面（总店）
●はつ花そば本店

箱根晓庵 汤本店
●箱根暁庵 湯本店

交通
镰仓站徒步6分钟

交通
箱根汤本站徒步
6分钟

交通
箱根汤本站徒步25分
钟

镰仓 箱根 箱根

1934年创业。含有山芋的健康荞麦面。推荐的
是蒸笼荞麦面(SEIRO SOBA)
1,200日圆。

由荞麦面，豆腐，味噌和荞麦面粉做成的戚风
蛋糕的荞麦面组合套餐非常人
气，售价为1,728
日圆。

镰仓最有名的拥有竹林
的寺院。可以边赏竹林的
美景边品尝抹茶。11月
下旬到12月上旬可以看
到银杏。

店内的自家制手打面有
嚼劲口感好。配上柚子和
紫 苏 味 道 的Kosuzu荞
麦面非常人气，价格只需
1,080日圆。

如果您打算漫步箱根或镰仓的街道，那么一定要试试日本独特的交通工具「人力车」。
一起去仙石原观赏秋天的草木「芒草」吧。

日本料理的代表「荞麦面」。箱根和镰仓有很多人气店。

如何更加享受箱根·镰仓地区的秋天！

参加对箱根的观光景點了如指掌的车夫引导的
旅游。提供温泉街漫步等行程。2位客人20分
钟4,000日圆起。

箱根山的一部分于台岳山的山麓附件，约18
万平米的芒草原连绵不断。黄金色的芒草在阳
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9月下旬到11月上旬是
观赏日期。

乘坐人力车观光镰仓的
景点。鹤冈八幡宫前、长
古寺前、二之鸟居前、镰
仓站西口、小町通如何等
处出发。参加费为每个区
间约12分钟，1名3,000
日圆，2名4,000日圆等。

人力车 海风屋
人力車 海風屋

仙石原的芒草草原
仙石原のすすき草原

EBISUYA
镰仓店
えびす屋鎌倉店

报国寺
報国寺

在箱根·镰仓品尝荞麦面

箱根

箱根

镰仓

镰仓



箱根鎌仓周游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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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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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odakyu.jp/sc/
index_after/

GLOBAL SITE

交通
箱根汤本站乘坐POLO美术馆方向的
箱根登山巴士约40分钟，终点站下车
后即到

「箱根的自然和美术的共生」
为概念，展示包含莫奈和雷诺
阿等印象派的名画以及日本画
和化妆道具等约1万件的收藏
品。

POLA 美术馆
ポーラ美術館

箱根

穿着江户时代的衣服的武士等将在
箱根巡迴游行。总动员450人的游行
非常壮观。

交通
小田原站徒步10分钟

小田原关东煮节
会场 : 小田原地址公园 二之丸广场

可以品尝日本的炖菜料理「关东煮」
的活动。使用小田原当地的食材而作
的料理也会登场。

交通
片濑江之岛站徒步2分钟

交通
箱根汤本站徒步15分钟（汤本小学） 交通

片濑江之岛站徒步20分钟

藤泽江之岛烟火大会
会场 : 片濑海岸

箱根大名行列
会场 : 汤本小学～旧街道

湘南蜡烛2018
会场 : 江之岛 Samuel Cocking
花园周边

以江之岛为背景燃放约3,000发烟火，
照亮秋天的夜空。天气不佳时，将顺
延至翌日举行。

点亮约8,000根蜡烛，江之岛被装饰
得充满幻想气氛。期间中更有其他活
动。

10月6·7日 10月20日 11月3日 10月22日～11月4日

箱根和镰仓有许多美术馆和文学馆。观赏红叶的同时一起去享受吧。

箱根·镰仓周边的
艺术景点

交通
箱根汤本站乘坐
箱根登山巴士T
路 线 约30分 钟，
在仙石案内所前
下车即到

交通
江之电由比滨站徒步7分钟

展示代表法国的珠宝和玻璃工艺的巨匠ー勒
内·拉里科的作品。馆内更有咖啡店，餐厅和
小商品店。

箱根 LALIQUE 美术馆
箱根ラリック美術館

箱根

展示于镰仓颇有渊源的夏目漱
石和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信，亲
笔原稿和爱用的物品。10月的
玫瑰和12月上旬的红叶都值
得一看。

镰仓文学馆
鎌倉文学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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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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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的活动日程
※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改變的可能。

11月～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