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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島鎌倉地區

箱根地區

交通
箱根登山鐵道公園下站下車徒步1分鐘即到

交通
箱根湯本站乘坐箱根登山巴士（元箱根港方向或者
箱根町港方向）約40分鐘，元箱根港站或者箱根町
港站下車即到

     箱根空中纜車桃源台站徒步即到

交通
乘坐箱根空中纜車從早雲山站約8分鐘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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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魅力豐富的箱根，到了秋天，樹林里的葉子紅綠交錯值得一看。

箱根地區推薦景點

箱根強羅公園
箱根強羅公園

大涌谷
大涌谷

賞花的名所而為人所知的日本首個法式庭院。
10月的玫瑰和十月櫻、11月的紅葉都值得觀看。
還有可以體驗的設施等足夠遊玩一整天。約3,000年前，箱根火山噴發而誕生。從巨大的

岩石間可以看到升起的煙霧。推薦乘坐箱根空
中纜車前往大涌谷。

蘆之湖
芦ノ湖

秋季，湖邊的紅葉非常美麗。在箱根，從湖畔眺
望富士山所看到的景色最具代表，被廣為人知。
搭乘箱根海賊船時在湖中央也可以欣賞到這一
美景。

觀賞日期
10 月下旬～
11 月上旬

觀賞日期
11 月中旬～

下旬

觀賞日期
11 月上旬～

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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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乘坐江之電至長谷站下車徒步5分鐘

交通
鎌倉站東口乘坐鎌倉靈園
正門前太刀洗方向的京濱
急行巴士約8分鐘，浄明
寺站下車後徒步2分鐘

一條恵觀山莊
一条恵観山荘

大山阿夫利神社
大山阿夫利神社

大約在370年前的江戶時代初期所建造，宅邸
原本位於京都，之後遷移至鎌倉。被指定為國
家重要文化遺產，設施內還可以體驗茶道。

大山作為能量景點非常有名，海拔約700米的
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的景色非常美麗。大山阿
夫利神社下社附近的紅葉將在11月下旬的大約
1週內有點燈活動。

在日本，到了秋天，大家都會去花
樣繁多的山或者溪谷。早在1,000
年前日本就有觀賞紅葉的習慣。
去山野尋找紅葉就好似狩獵一樣，
因此被叫做「紅葉狩」。

專欄
日本自古以來秋季的樂趣「紅葉狩 」

（去山中觀賞紅葉 ）

鎌倉及大山作為紅葉的名勝之地被人們熟知。
從都內出發，前往欣賞紅葉，享受當地茶和美食的一日遊也是非常推薦。

鐮倉・其他地區的景點介紹

長谷寺
長谷寺

在鎌倉的寺廟中唯一會在晚上有點燈活動的紅
葉觀光地。夜晚的紅葉也別具風情，寺廟內有供
飲食的場所。

觀賞日期
11 月中旬～

下旬

觀賞日期
11 月下旬～
12 月中旬

觀賞日期
11 月下旬～
12 月中旬

9月1日到11月11日之間，箱根地區的
飲食店和酒店等33處店舖將提供由
對身體健康的食材所做的甜品。小田
急浪漫特快內也有販賣（僅限有販賣
工作人員的列車）。

最新消息

2018年秋季箱根
Sweet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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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大山纜車站乘坐纜車6分鐘，從阿夫利神社站下車
徒步3分鐘即到（大山阿夫利神社下社）



交通
鐮倉站徒步10分鐘

交通
箱根湯本站下車即到

交通
箱根湯本站乘坐箱根登
山巴士T路線約30分鐘，
在仙石高原下車即到

交通
鐮倉站東口乘坐前往鐮倉靈
園正門前太刀洗方向的京濱
急行巴士約8分鐘，在凈明
寺下車徒步3分鐘即到

Dankazura Kosuzu ●段葛こ寿々 Hatsuhana 蕎麥麵（總店）
●はつ花そば本店

箱根曉庵 湯本店
●箱根暁庵 湯本店

交通
鐮倉站徒步6分鐘

交通
箱根湯本站徒步
6分鐘

交通
箱根湯本站徒步25
分鐘

鐮倉 箱根 箱根

1934年創業。含有山芋的健康蕎麥麵。推薦的
是蒸籠蕎麥麵(SEIRO SOBA)
1,200日圓。

由蕎麥麵，豆腐，味噌和蕎麥粉做成的戚風蛋
糕的蕎麥麵組合套餐非常人氣，
售價為1,728日圓。

鐮倉最有名的擁有竹林
的寺院。可以邊賞竹林的
美景邊品嘗抹茶。11月
下旬到12月上旬可以看
到銀杏。

店內的自家制手打面有
嚼勁口感好。配上柚子
和 紫 蘇 味 道 的 Kosuzu
蕎麥麵非常人氣，價格
只需1,080日圓。

如果您打算漫步箱根或鐮倉的街道，那麼一定要試試日本獨特的交通工具「人力車」。
一起去仙石原觀賞秋天的草木「芒草」吧。

日本料理的代表「蕎麥麵」。箱根和鐮倉有很多人氣店。

如何更加享受箱根·鐮倉地區的秋天！

參加對箱根的觀光景點瞭如指掌的車夫引導的
旅遊。提供溫泉街漫步等行程。2位客人20分鐘
4,000日圓起。

箱根山的一部分臺岳山的山麓附近，約18萬平
米的芒草原連綿不斷。黃金色的芒草在陽光的
照射下閃閃發光。9月下旬到11月上旬是觀賞
日期。

乘坐人力車觀光鐮倉的
景點。鶴岡八幡宮前、長
谷寺前、二之鳥居前、鎌
倉駅西口、小町通入口等
處出發。參加費為每個區
間約12分鐘，1名3,000
日圓，2名4,000日圓等。

人力車 海風屋
人力車 海風屋

仙石原的芒草草原
仙石原のすすき草原

EBISUYA 鐮倉店
えびす屋鎌倉店

報國寺
報国寺

在箱根·鐮倉品嘗蕎麥麵

箱根

箱根

鐮倉

鐮倉



https://www.odakyu.jp/tc/
index_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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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鎌倉周遊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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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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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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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箱根湯本站乘坐POLA美術館方向的
箱根登山巴士約40分鐘，終點站下車
後即到

「箱根的自然和美術的共生」為
概念，展示包含莫奈和雷諾阿
等印象派的名畫以及日本畫和
化妝道具等約1萬件的收藏品。

POLA 美術館
ポーラ美術館

箱根

穿著江戶時代的衣服的武士等將在
箱根巡迴遊行。總動員450人的遊行
非常壯觀。

交通
小田原站徒步10分鐘

小田原關東煮節
會場 : 小田原地址公園 二之丸廣場

可以品嘗日本的燉菜料理「關東煮」
的活動。使用小田原當地的食材而作
的料理也會登場。

交通
片瀨江之島站徒步2分鐘

交通
箱根湯本站徒步15分鐘（湯本小學）

交通
片瀨江之島站徒步20分鐘

藤澤江之島煙火大會
會場 : 片瀨海岸

箱根大名行列
會場 : 湯本小學～舊街道

湘南蠟燭2018
會場 : 江之島 Samuel Cocking 花園周邊

以江之島為背景燃放約3,000發煙火，
照亮秋天的夜空。天氣不佳時，將順
延至翌日舉行。

點亮約8,000根蠟燭，江之島被裝飾
得充滿幻想氣氛。期間中更有其他活
動。

10月6·7日 10月20日 11月3日 10月22日～11月4日

箱根和鐮倉有許多美術館和文學館。觀賞紅葉的同時一起去享受吧。

箱根·鐮倉周邊的
藝術景點

交通
箱根湯本站乘坐
箱根登山巴士T
路 線 約30分 鐘，
在仙石案內所前
下車即到

交通
江之電由比濱站徒步7分鐘

展示代表法國的珠寶和玻璃工藝的巨匠ー勒內
·拉里科的作品。館內更有咖啡店，餐廳和小商
品店。

箱根 LALIQUE 美術館
箱根ラリック美術館

箱根

展示與鐮倉頗有淵源的夏目漱
石和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信，親
筆原稿和愛用的物品。10月的
玫瑰和12月上旬的紅葉都值得
一看。

鐮倉文學館
鎌倉文学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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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的活動日程
※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改變的可能。

11月～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