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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小田原地区的推荐景点
从东京都心出发车程仅需约1小时就可到达的人气观光地、自然资源丰富的箱根，
迎来早春盛开的梅花与河津樱（最早盛开的樱花 ）花期。

曾我梅林
曽我梅林

有白梅等约3万5000棵梅花盛开。
从2月2日到3月3日将举行小田原
梅花节。天气晴朗时，更可以眺望
富士山，箱根，丹泽等山峰。
交通
从小田急线新松田站换乘 JR 御殿场
线，在第三站下曾我站下车，徒步约
20分钟

小田原花园

小田原フラワーガーデン

从1月中旬到3月上旬约有200种
合计480棵的梅花盛开。梅花节配
合花期展开，更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此期间举行。

箱根强罗公园
箱根強羅公園

被誉为以鲜花著名的法式庭园。2
月是腊梅（梅花的同类 ）等的花期，
从3月下旬到4月下旬将有杜鹃花，
樱花盛开。

交通
从小田原站乘坐小田原花园諏訪之原
公园方向的伊豆箱根巴士约30分钟，
花园站站下车即达

交通
从箱根登山缆车的公园下站徒步约1分
钟

松田山香草花园
新宿

松田山ハーブガーデン
东京

小田急线
箱根地区

相模大野
江之岛电铁(江之电）

富士山

藤泽
强罗

小田原
箱根汤本

箱根登山电车

鎌仓
片瀬江之岛

江之岛鎌仓地区

2月中旬～3月上旬将迎来约360
棵 早 开 樱 花「 河 津 樱 」的 花 期。
2/9～3/10将举行「Matsuda 樱
花节」
、夜晚更有灯饰活动
（17:00
～21:00 ）
。

交通
从新松田站徒步约20分钟

镰仓·其他地区的推荐景点
从东京都心前往交通便利的镰仓花卉名所看看吧。到林立着充满个性店铺的下北泽等沿线景点打卡。

瑞泉寺
瑞泉寺

镰仓其中一个花卉寺庙。从12月上旬到2月上
旬有水仙，茶花，2月更有150棵的梅花盛开。
庭园内利用大自然岩石制成的艺术品也是不
可错过。
交通
从镰仓站东口乘坐大塔宫方向的京急巴士约8分钟，
终点下车，徒步约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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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泽
下北沢

豪徳寺

作为日本注目的时尚，亚文化等的流行元素发
源集中地。汇聚了充满个性的饮食店，杂货店，
小剧场，现场演奏厅等。

箱根甜品博览2019

豪德寺

交通
下北泽站下车

建于1480年的传统寺庙。传说因为主人可以
通过这里会招手的猫来避开灾难，后来以招福
为由供奉招财猫。招福殿内摆放着许多招财猫。
非常壮观。

最新消息 专 栏
2月和3月，在箱根地区的
酒店，美术馆，饮食店等超
过30间店铺，将会推出以
【恋爱少女 】为主题的甜品。
千 万 不 要 错 过 充 满 粉 红，
心形等主题元素的可爱甜
品。在浪漫特快列车上也有
贩卖。
（ 仅限在有车内贩卖
乘务员的列车内销售）

交通
从豪德寺站徒步12分钟

为女孩子祝福【女儿节 】
祈求女孩子健康幸福成长，
是每年的3月3日举行的日本
传统活动。在有女孩子的家
庭，会摆放穿着和服的
【女儿
节人偶 】
，及供奉粉红，白，
绿三色的菱形年糕，日本糖
米糕等。

箱根·镰仓地区早春的更多乐趣！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吃一口热热的炖牛肉，一边泡足汤，一边享受箱根·镰仓早春吧！

箱根·镰仓的人气炖牛肉店
品尝味道浓厚，口感丰富的炖牛
肉，让您身心温暖。一起享受每
家店独特的口味及美丽的风景。

箱根

箱根

渡边 Bakery

炖牛肉和咖喱专门店 湖亭

创业120多年的百年老店。最有名的温泉炖牛
肉面包仅需621日圆，法式面包里加入自家制
的炖牛肉。店里还设有用餐区。

可以在芦之湖一边用餐，一边眺望芦之湖。价
值2060日圆，1天限定30份的炖牛肉十分受
欢迎。其酱汁更是花2週时间用心熬制。

交通
从箱根汤本车站乘坐箱根登山电车约27分钟，宫之
下站下车，徒步约9钟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桃源台方向的巴士约35分钟，终
点下车，徒步即达。

渡辺ベーカリー

シチューとカレーの店 湖亭

镰仓

备屋咖啡店 镰仓店

镰仓

備屋珈琲店 鎌倉店

Brasserie 雪乃下

炖牛肉有2400日圆的炖牛舌，2200日圆的牛
脸肉炖牛肉等4种选择。使用熬煮了一日的浓
厚酱汁，让牛肉味道更加美味。

ブラッスリー雪乃下

品尝使用早上摘取的蔬菜烹调的料理。中午更
有采用浓厚酱汁的炖牛肉套餐
（前菜 , 附面包或
米饭 ）2400日圆。晚餐单品2400日圆。

交通
从北镰仓徒步约12分钟

交通
从镰仓站步行约5分钟

泡泡脚，暖暖身
足汤是指脚部泡温泉。一边享受温暖的足汤，一边品尝小吃或欣赏风景。

箱根

箱根

箱根

Bakey & Table 箱根

NARAYA CAFE

雕刻之森美术馆

在一楼的露天座位有足汤池，可一边品尝新
鲜出炉的面包，一边欣赏芦之湖的景色。

在宫之下站附近的足汤咖啡馆。可以一边泡脚，
一边品尝550日圆的 NARAYA 白玉甜品。

在1969年开馆的户外美术馆。在园内可一
边沐足一边眺望雕刻及庭园。

交通
从箱根汤本站乘坐元箱根港方向的箱根登山巴
士约30分钟，元箱根港下车即达

交通
从登山铁道的宫之下站步行约1分钟

交通
从箱根登山电车的雕刻之森站步行约2分钟

● Bakery&Table 箱根

● NARAYA CAFE

●彫刻の森美術館

箱根镰仓周游券的推荐路线
体验江之岛和镰仓地区的更多乐趣
小田急线沿线，有很多的著名寺庙，人气购物地点。从镰仓到下北泽享受乐趣满满的一天吧！

⇠

开始

小町街

新宿站开始

小町通り

小田急线

从镰仓站东口，热闹繁华的商
店街。是观光，时尚等不得不看
电车5分钟 +
的地方。

⇠

藤泽站
江之电
镰仓站

步行约5分钟

交通
从镰仓站步行约1分钟

长谷寺

© 鎌倉市観光協会

長谷寺

一年四季寺庙内都有不同的花开
放的寺庙。从1月上旬到3月中旬
腊梅，红梅等等的各种梅花争艳
斗丽。

江之岛
江の島

以江岛神社为中心扩展的观
光 地。展 望 登 台【 江 之 岛 SEA
CANDLE 】是江之岛的标志。

下北泽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步行约20分钟

交通
江之电的长谷站步行约5分钟
徒步5分钟 +电车21分钟 +
步行约20分钟

信舍镰仓店

下北沢

手紙舎鎌倉店

在下北泽的夜晚，推荐前往充满
个性气氛的酒吧或现场演奏厅。
营业到深夜的咖啡厅也很受欢迎。

步行约20分钟 +电车1小时

摆放着直接通过作家进货的插画，
器皿。更设有咖啡区。
交通
从江之电的由比滨站徒步约5分钟

交通
下北泽下车

沿线的活动日程

2月2日～3月3日

小田原梅花节

步行约5分钟

2月 ～ 3 月

3月16・17日

2月16日～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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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日程或内容会有变更的可能

3月9・10日

会场 : 小田原城址公园，曾我梅林等

会场 :ASHIGARI 乡 濑户屋敷

濑户屋敷女儿节

大山豆腐节

湘南江之岛春季庆典

在小田原城址公园约有300棵，曾我
梅林约有3万5000棵梅花盛开。

在修建约300年的古民家【濑户屋
敷】
，可以看到很多女儿节人偶，女
儿节挂饰等。

以大山的名产豆腐为主题的节日。将
举行用直径约4m 的锅制作的汤豆
腐品尝大会，非常受欢迎。

前往江之岛庆祝春天到来。各地都会
举行现场的太鼓表演，迷你蒸汽火
车乘车会等。

交通
从开成站乘坐送迎巴士10分钟。
（送迎巴士仅在女儿节期间每天运行 ）

交通
从伊势原北口乘坐大山缆车方向的神
奈川交通巴士，终点下车即达

交通
从片濑江之岛站步行约10分钟

交通
到小田原公园 从小田原站步行约10
分钟

会场 : 伊势原市营大山第 2 停车场等

箱根周游劵

箱根鎌仓周游劵

有效期间 / 2天 或 3天

有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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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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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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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 : 江之岛·片濑海岸

GLOBAL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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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