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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小田原地區推薦景點
從東京都心出發車程僅需約1小時就可到達的人氣觀光地、自然資源豐富的箱根，
迎來早春盛開的梅花與河津櫻（最早盛開的櫻花 ）花期。

曾我梅林
曽我梅林

有白梅等約3萬5000棵梅花盛開。
從2月2日到3月3日將舉行小田原
梅花節。天氣晴朗時，更可以眺望
富士山，箱根，丹澤等山峰。
交通
從小田急線新松田站換乘 JR 御殿場
線，在第三站下曾我站下車，徒步約
20分鐘

小田原花園

小田原フラワーガーデン

從1月中旬到3月上旬約有200種
合計480棵的梅花盛開。梅花節配
合花期展開，更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在此期間舉行。

箱根強羅公園
箱根強羅公園

被譽為以鮮花著名的法式庭園。 2
月是臘梅（梅花的同類 ）等的花期，
從3月下旬到4月下旬將有杜鵑花，
櫻花盛開。

交通
從小田原站乘坐小田原花園諏訪之原
公園方向的伊豆箱根巴士約30分鐘，
花園站站下車即達

交通
從箱根登山纜車的公園下站徒步約1分
鐘

松田山香草花園
新宿

東京

小田急線
箱根地區
富士山

相模大野

藤澤
強羅

小田原
箱根湯本

箱根登山電車

江之島電鐵（江之電）

鎌倉
片瀬江之島

江之島鎌倉地區

松田山ハーブガーデン

2月中旬～3月上旬將迎來約360
棵 早開櫻 花「 河 津 櫻 」的 花 期。
2/9～3/10將 舉 行「Matsuda 櫻
花節 」
、夜晚更有燈飾活動
（17:00
～21:00 ）
。

交通
從新松田站徒步約20分鐘

鎌倉·其他地區的推薦景點

從東京都心前往交通便利的鎌倉花卉名所看看吧。 到林立著充滿個性店舖的下北澤等沿線景點打卡。

瑞泉寺
瑞泉寺

鎌倉其中一個花卉寺廟。從12月上旬到2月上
旬有水仙，茶花，2月更有150棵的梅花盛開。
庭園內利用大自然岩石製成的藝術品也是不可
錯過。
交通
從鎌倉站東口乘坐大塔宮方向的京急巴士約8分鐘，
終點下車，徒步約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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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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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沢

作為日本注目的時尚，亞文化等的流行元素發
源集中地。匯聚了充滿個性的飲食店，雜貨店，
小劇場，現場演奏廳等。

箱根甜品
 博覽2019

交通
下北澤站下車

豪德寺
豪徳寺

建於1480年的傳統寺廟。傳說因為主人可以通
過這裡會招手的貓來避開災難，後來以招福為
由供奉招財貓。招福殿內擺放著許多招財貓。非
常壯觀。

最新消息 專 欄
2月和3月，在箱根地區的
酒店，美術館，飲食店等超
過30間店鋪，將會推出以
【戀愛少女】為主題的甜品。
千 萬 不 要 錯 過 充 滿 粉 紅，
心形等主題元素的可愛甜
品。在浪漫特快列車上也
有販賣。（僅限在有車內
販賣乘務員的列車內銷售）

交通
從豪德寺站徒步12分鐘

為女孩子祝福【女兒節 】
祈求女孩子健康幸福成長，是
每年的3月3日舉行的日本傳
統活動。在有女孩子的家庭，
會擺放穿著和服的
【女兒節人
偶】
，及供奉粉紅，白，綠三色
的菱形年糕，日本糖米糕等。

箱根 · 鎌倉地區早春的更多樂趣！
在這個寒冷的季節，吃一口熱熱的燉牛肉，一邊泡足湯，一邊享受箱根·鎌倉早春吧！

箱根 · 鎌倉的人氣燉牛肉店
品嚐味道濃厚，口感豐富的燉
牛肉，讓您身心溫暖。一起享
受每家店獨 特的口味及美
麗的風景。

箱根

箱根

渡邊 Bakery

燉牛肉和咖哩專門店 湖亭

創業120多年的百年老店。最有名的溫泉燉牛肉
麵包僅需621日圓，法式麵包裡加入自家製的
燉牛肉。店裡還設有用餐區。

可以在蘆之湖一邊用餐，一邊眺望蘆之湖。價
值2060日圓，1天限定30份的燉牛肉十分受歡
迎。其醬汁更是花2週時間用心熬製。

渡辺ベーカリー

交通
從箱根湯本車站乘坐箱根登山電車約27分鐘，宮之
下站下車，徒步約9鐘

シチューとカレーの店 湖亭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桃源台方向的巴士約35分鐘，終
點下車，徒步即達
鐮倉

備屋咖啡店 鎌倉店

鐮倉

備屋珈琲店 鎌倉店

Brasserie 雪乃下

燉牛肉有2400日圓的燉牛舌，2200日圓的牛
臉肉燉牛肉等4種選擇。使用熬煮了一日的濃厚
醬汁，讓牛肉味道更加美味。

ブラッスリー雪乃下

品嚐使用早上摘取的蔬菜烹調的料理。中午更
有採用濃厚醬汁的燉牛肉套餐
（前菜 ,附麵包或
米飯 ）2400日圓。晚餐單品2400日圓。

交通
從北鎌倉徒步約12分鐘

交通
從鎌倉站步行約5分鐘

泡泡腳，暖暖身

足湯是指腳部泡溫泉。一邊享受溫暖的足湯，一邊品嚐小吃或欣賞風景。

箱根

箱根

箱根

Bakery&Table 箱根

NARAYA CAFE

雕刻之森林美術館

在一樓的露天座位有足湯池，可一邊品嚐
新鮮出爐的麵包，一邊欣賞蘆之湖的景色。

在宮之下站附近的足湯咖啡館。
可以一邊泡腳，
一邊品嚐550日圓的 NARAYA白玉甜品。

在1969年開館的戶外美術館。在園內可
一邊沐足一邊眺望雕刻及庭園。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乘坐元箱根港方向的箱根登山巴
士約30分鐘，元箱根港下車即達

交通
從登山鐵道的宮之下站步行約1分鐘

交通
從箱根登山電車的雕刻之森站步行約2分鐘

● Bakery&Table 箱根

● NARAYA CAFE

●彫刻の森美術館

箱根鎌倉周遊券的推薦路線
體驗江之島和鎌倉地區的更多樂趣
小田急線沿線，有很多的著名寺廟，人氣購物地點。從鎌倉到下北澤享受樂趣滿滿的一天吧！

開始

小町街

⇠
⇠

新宿站開始

小田急線
江之電

小町通り

藤澤站

從鎌倉站東口，熱鬧繁華的商
店街。是觀光，時尚等不得不
看的地方。

鎌倉站

電車5分鐘 +
步行約5分鐘

交通
從鎌倉站步行約1分鐘

長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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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谷寺

一年四季寺廟內都有不同的花開
放的寺廟。從1月上旬到3月中旬臘
梅，紅梅等等的各種梅花爭艷鬥麗。

江之島
江の島

以江島神社為中心擴展的觀
光 地。展 望 登 台【 江 之 島 SEA
CANDLE 】是江之島的標誌。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步行約20分鐘

下北澤

交通
江之電的長谷站步行約5分鐘
步行約5分鐘
徒步5分鐘 + 電車21分鐘 +
步行約20分鐘

下北沢

信舍鎌倉店

在下北澤的夜晚，推薦前往充滿
個性氣氛的酒吧或現場演奏廳。
營業到深夜的咖啡廳也很受歡迎。

手紙舎鎌倉店

步行約20分鐘 + 電車1小時

交通
下北澤下車

擺放著直接通過作家進貨的插
畫，器皿。更設有咖啡區。

交通
從江之電的由比濱站徒步約5分鐘

沿線的活動日程

2月2日～3月3日

小田原梅花節

2月 ～ 3 月

3月16・17日

2月16日～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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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變更的可能

3月9・10日

會場 : 小田原城址公園，曾我梅林等

濑户屋敷女儿节

會場 :ASHIGARI鄉 瀨戶屋敷

大山豆腐節

湘南江之島春季慶典

在小田原城址公園約有300棵，曾
我梅林約有3萬5000棵梅花盛開。

在修建約300年的古民家【瀨戶屋
敷】
，可以看到很多女兒節人偶，女
兒節掛飾等。

以大山的名產豆腐為主題的節日。將
舉行用直徑約4m 的鍋製作的湯豆
腐品嚐大會，非常受歡迎。

前往江之島慶祝春天到來。各地都會
舉行現場的太鼓表演，迷你蒸汽火
車乘車會等。

交通
從開成站乘坐送迎巴士10分鐘。
（送迎巴士僅在女兒節期間每天運行 ）

交通
從伊勢原北口乘坐大山纜車方向的神
奈川交通巴士，終點下車即達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步行約10分鐘

交通
到小田原公園 從小田原站步行約10
分鐘

會場 : 伊勢原市營大山第 2 停車場等

箱根周遊劵

箱根鎌倉周遊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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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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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間 / 2天 或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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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 : 江之島·片瀨海岸

有效期間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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