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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 / 鎌倉 / 江之島 / 其他

鎌倉·其他地區的推薦景點
從冬天到初春，梅花、河津櫻等都爭相盛開。
由東京出發，在交通便利的鎌倉和小田急沿線可以看到美麗綻放的花朵。

松田山香草花園
松田山ハーブガーデン

位於松田山山坡上的花園。從2月中旬到3月上旬
間約有360棵的河津櫻盛開，花期內還舉行夜間
點燈。

長谷寺

交通
從新松田站徒步約25分鐘

長谷寺

寺廟創建於736年，一年四季都有鮮花盛開。根據
賞花的時期不同，可以長時間欣賞到有各種各樣
的的梅花。廟內還有飽覽鎌倉市景色的展望台。
交通
從江之島長谷站徒步約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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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薬師

新宿御苑

Shinjuku Gyoen National Garden

新宿御苑

作為皇室庭院建造於明治時代，更被譽為是近代
西洋庭院的名作。於佔地面積58.3公頃的園區內，
可以欣賞到華麗的紅白梅花及多種多樣的鮮花。
※園內禁止喝酒，使用運動器材和樂器演奏。

交通
從新宿站徒步約10分鐘

創建於716年的莊嚴寺廟，廟內也充滿著神聖的氣
氛。每年的3月上旬～中旬梅花盛開，前來賞花的
遊客也十分熱鬧。.
交通
從伊勢原站乘坐神奈川中央交通路線巴士約20分
鐘，於日向藥師下車。

箱根 · 小田原區域的推薦景點
位於東京近郊的觀光地，箱根和小田原也有欣賞梅花的名所。
讓您在悠閒的散步時，感受春天的到訪。

箱根強羅公園
箱根強羅公園

於1914年開園，是日本第一個法式
庭園。一年四季都可觀賞到不同季
節的花朵。從3月中旬開始，各種各
樣的櫻花也開始爭相開放。
交通
從強羅站或者早雲山站乘坐代行巴
士

早雲寺
早雲寺

受戰國時代武士之命而建造的寺廟。
2月時分，紅白相間的梅花為枯山水
的庭院增添雅緻色彩。從3月下旬也
可欣賞到櫻花。
交通
從箱根湯本站徒步約15分鐘

小田原城
小田原城

壯麗的城堡由白色的城牆包圍，約
250棵梅花盛開。而梅花的花期將
在2月上旬～3月上旬，屆時也會舉
行相關活動。
交通
從小田原站徒步約10分鐘

最新情報

箱根空中纜車恢復運行！

【箱根空中纜車 】

此前因火山噴發的警戒級別升級而停運
的空中纜車，已經全線恢復運行了！詳
情請查閱此處！
https://www.hakonenavi.jp/international/
tw/status_information?noredirect=zh_TW

專欄
【箱根登山纜車 】
於2020年3月下旬為止，
因箱根登山纜車將進行
車輛更新施工，所以全
線（強羅站～早雲山站 ）
停運。停運期間以代行巴
士運送旅客。 ※ 此外，
施工期間將有可能延長。

什麼是溫泉
使用岩漿和地熱加熱後而形成的溫泉入浴使用設施。
泉水內，富含對健康，皮膚
保養等有效成分。在日本
是很受歡迎的悠閒娛樂
活動。

在箱根·鎌倉地區
享受更多早春帶來的樂趣吧！

即使花兒都開始綻放，但是還是寒冷時期。在散步的途中，品嚐溫暖的餐點，讓身體更加暖和。

箱根

箱根

HAKONE 中村家

湯葉丼 直吉

在10～5月將限定提供，名物溫暖的
【蒸壽司】
。 交通
材料包含鰻魚，魷魚，大蝦等13種的豐富食材。 從箱根湯本站徒步約4
分鐘

使用鰹魚汁和雞蛋加在熱腐竹內，淋在飯面一同 交通
享用的料理。腐竹入口即溶的口感是這道料理的 從箱根湯本站徒步約4
分鐘
魅力所在。

はこね中村家

箱根

湯葉丼 直吉

箱根

TAMURA GINKATSUTEI

山臥

用攪碎後的豬肉夾著豆腐一同油炸，再使用特製 交通
湯汁烹煮後，打入雞蛋的
【豆腐炸豬排 】
，受歡迎 從強羅站徒步約3分鐘
程度是客人即使排隊也要一嚐它的美味。

品嚐口味濃郁的手工蕎麥麵。除了有鴨肉搭配的 交通
山臥蕎麥麵，還有從冬天的蘆之湖內捕獲的油炸 從桃源台站徒步約15
分鐘
公魚也十分推薦。

田むら銀かつ亭

鐮倉

山臥

鐮倉

備屋咖啡店 鎌倉本店

RAMEN HANABI

使用整整一天慢煮牛臉頰肉而成的燉牛肉非常 交通
受歡迎。品嚐高原野菜和濃厚肉味互相融合的美 從北鎌倉徒步約12分
鐘
味。

提供使用海鮮，雞肉，豬肉熬製而成的湯汁，配 交通
合自家製作的拉麵可謂風味十足。店內環境明亮 從江之電的比浜站徒步
約5分鐘。
優雅。

備屋珈琲店 鎌倉店

らーめん HANABI

享受箱根鎌倉周遊券帶來的樂趣吧。

江之島 · 鎌倉區域推薦參考線路

在小田急線的沿線上，既有可以感受自然了解文化的觀光地，更有可以享受購物樂趣的商業設施。
讓我們來告訴您如何活用周遊券，玩盡沿線的路線吧！

Start

鐮倉

小町通街道
小町通り

從鎌倉站的東口開始，一直向
鶴岡八幡宮方面延伸的街道。
林立著各種飲食店和特產店，
吸引了非常多的觀光客。

乘電車約3分鐘 +
徒步約5分鐘

Access
從鎌倉站東口即達

鐮倉

江之島

鐮倉

江ノ島

下北澤

作為人氣觀光地的陸地連接島。
整個島嶼都有作為神聖領域而
收到保護的歷史，島嶼的中心
有江島神社。

下北澤
下北沢

集合了中古店，現場演奏廳等
文化的街道。有很多飲食店，
特別以咖哩的種類多樣而著名。

交通
從片瀨江之島站徒步約10分鐘

交通
下北沢站下車

手紙舍鎌倉店
手紙舎鎌倉店

是由創作者自主經營的生活雜
貨和紙雜貨的商店。簡樸可愛
的商品琳瑯滿目。店內還設有
咖啡廳。
交通
從江之電的由比浜站徒步約5分鐘

徒 步 約5分 鐘 + 乘 電 車 約
18分鐘 + 徒步約18分鐘
鐮倉

長谷寺
徒步約10分鐘 +
乘電車1小時

徒步7分鐘

長谷寺

是可以享受由各個季節花朵帶
來樂趣的一間古老寺廟。廟內
有日本最大的木造佛像，有在
牆壁上雕刻著佛像的窯洞等參
很多參觀的地方。

交通
徒步約5分鐘 + 乘電車約18
分鐘 + 徒步約10分鐘

→7

沿線的活動日程表

→

2月

3月

1
1
小田原梅花祭
會場 : 小田原城址公園，曾我梅林等

流鏑馬錶演和鄉土表演會根據梅花
的花期而進行。還設有食品和特產的
攤位。
交通
從小田原站徒步約10分鐘
（小田原城
址公園 ）

→

1月

© 1976, 1990, 2005, 2020

3月

SANRIO CO., LTD.

10
10
Sweets Puro
～ very berry sweets party ～
會場 : 三麗鷗彩虹樂園

將有期間限定的表演和角色人物的甜
品登場。讓您盡情享受由草莓表演和
美味甜品帶來的無限樂趣。
交通
從小田急線的多摩中心站徒步約5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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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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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月

7月

8
6
哆啦 A 夢 50 週年展

1月

月

※活動的日程或內容會有變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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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3月

15
3
瀨戶屋敷人偶祭

會場 : 川崎市 藤子·F·不二雄博物館

會場 :ASHIGARI 鄉 瀨戶屋敷

展覽會的第二期將分為3個階段來介
紹
【哆啦 A 夢 】的魅力。主題為摀嘴搞
笑和恐怖系列。入場需要按指定的日
期和時間進行。

建造於月300年前的古民家，裡面裝
飾古董玩偶和超過7000個吊掛式玩
偶。

交通
從登戶站乘坐接駁巴士約10分鐘

交通
從開成站乘坐接駁巴士約10分鐘
（接
駁巴士是活動期間運行 ）

箱根鎌倉周遊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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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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