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所载信息为截至 2020年 11月的内容。最新信息请从各设施网站等进行确认。

在神奈川官方旅游网站上制作您的旅行计划吧！制作旅行计划。
规划旅程吧。发现最佳观光路线。

https://trip.pref.kanagawa.jp/sc



位于东京南面的神奈川，有着许多著名的观光胜

地，如自然风景优美的箱根、 古都镰仓、 开港之地

横滨等。
这本旅游指南，将为您介绍神奈川的无穷魅力，
包括一些尚不知名的观光景点，最适合作为从东京

当天来回的小旅行目的地。
神奈川欢迎您，这里一定会给您的旅途带来无限欢

乐，无穷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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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
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神奈川，受到众多艺术家的喜爱。
县内各处都有与美术、文学等相关的博物馆。

文化
神奈川曾有一条江户时代的重要街道——东海道，江

户和京都等的日本的东西文化在此交汇，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文化。

历史
保留着许多战国时代的城堡和古老的寺庙神社等具有历史

价值的遗迹。作为近代化的中心，横滨至今还飘荡着美好

旧时光的港口城市的味道。

美食
这里有从相模湾捕获的新鲜海鲜，还有在温暖气候中生长

的各种农产品。可以品尝到使用山珍和海味的丰富食材制

作的各式美味料理。

自然
被海洋和山峦的丰富自然环境所环绕的神奈川，

四季都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观，还能体验海洋运动、
徒步、温泉等各项充满欢乐的活动。

地址 营业时间 URL

眺望景色佳

体验美术

文化

美食

历史 购物

本指南中，用下述符号表示各景点的分类、地址数据等。

景观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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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站上野站
池袋站池袋站

新宿站新宿站

涩谷站涩谷站
滨松町站滨松町站

东京站

成田机场

品川站品川站

武藏小杉站武藏小杉站

薊野站薊野站
町田站町田站

桥本站桥本站

八王子站八王子站

立川站立川站

相模大野站相模大野站

中央林间站中央林间站

厚木站厚木站

伊势原站伊势原站 湘南台站湘南台站
户塚站户塚站

大船站大船站

海老名站海老名站

二俣川站二俣川站

新百合丘站新百合丘站

川崎站川崎站

鹤见站鹤见站

港未来站港未来站

新横滨站新横滨站

京急蒲田站京急蒲田站

千叶站千叶站

元町・中华街站元町・中华街站

关內站关內站
新杉田站新杉田站

金泽八景站金泽八景站

横须贺中央站横须贺中央站
新逗子站新逗子站

逗子站逗子站

镰仓站镰仓站

江之岛站江之岛站

茅崎站茅崎站

大矶站大矶站

箱根汤本站箱根汤本站

国府津站国府津站

小田原站小田原站

汤河原站汤河原站

大雄山站大雄山站

松田站松田站 新松田站新松田站

大涌谷站大涌谷站
桃源台站桃源台站

芦之湖

强罗站强罗站

藤泽站藤泽站

浦贺站浦贺站

久里滨站久里滨站

三崎口站三崎口站

横滨站横滨站

小人国站小人国站

东京湾

相模湾

千葉
东京

静冈

神奈川

羽田机场

小田原站

箱根汤本站

镰仓站

新宿站

品川站

藤泽站

东京站

横滨站

新横滨站

大船站

三崎口站

小田急浪漫特快小田急浪漫特快羽田

成田特快成田特快成田

约40分钟约40分钟

约87分钟约87分钟

约56分钟约56分钟

约57分钟约57分钟

约17分钟约17分钟

约15分钟约15分钟

约16分钟约16分钟

约17分钟约17分钟约22分钟约22分钟

约11分钟约11分钟

约53分钟约53分钟约29分钟约29分钟

约１小时约１小时

通往神奈川的交通工具

N

JR东海道新干线

京急线

JR东海道线

JR湘南新宿线JR湘南新宿线 小田急线

小田急线

JR横须贺线
JR横须贺线

江之电线

箱根
登山铁道线

伊势原站

约7分钟约7分钟
约9分钟约9分钟
约6分钟约6分钟

约8分钟约8分钟 约21分钟约21分钟

约21分钟约21分钟约31分钟约31分钟

约34分钟约34分钟约7分钟约7分钟

约37分钟约37分钟

凡例

JR东海道新干线

JR 线

东急线

港未来线

小田急线

相铁线

京急线

京王相模原线

金泽海滨线

江之岛电铁线

驹岳空中索道

箱根登山铁道

箱根登山缆车

箱根空中索道

大山缆车

横滨市营地下铁

大雄山线

东京单轨电车

湘南单轨电车

东京

名古屋
大阪

京都

福冈福冈

仙台

札幌

日本

神奈川

神奈川示意图和
通往神奈川的交通工具
从成田、东京和羽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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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未来站 

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横滨地标塔 
约30分钟

1

 山下公园 
约30分钟

 横滨红砖仓库 
约40分钟

 横滨杯面博物馆 
约120分钟

4

2 3

世界首家食品游乐园。再现复古街道的馆内，
从日本全国各地严格选拔出来的拉面店鳞次
栉比。

 元町中华街站 
 横滨中华街 

约120分钟

5

从全国严选出的
拉面汇聚于此！

横滨人气景点巡游横滨人气景点巡游
港口城市横滨景色优美，
有很多购物商店和餐饮店，来这里乐趣无穷。

港口城市横滨景色优美，
有很多购物商店和餐饮店，来这里乐趣无穷。

为地上70层、高296米的超高层大楼。里面的
购物商场约有160家时装店和餐饮店，从69层
的展望层可以欣赏到360度全景景观。

横滨市西区港未来2-2-1
空中花园10:00～21:00 (最终入场20:30)
https://www.yokohama-landmark.jp/
transer/chinese.html

是一家能快乐学习方便面的博物馆，可以在自
己设计的杯子里加入喜欢的汤料和食材，制作
一杯世界唯一的方便面。

横滨市中区新港2-3-4
10:00～18:00 周二休
https://www.cupnoodles-museum.jp/
zh-cn/yokohama/

汇聚了600多家店铺，游客络绎不绝，是世界最
大规模的华人街。不仅是一条人气美食街，同
时也有关帝庙等众多景点。

横滨市中区山下町
因店铺而异
https://www.chinatown.or.jp/ 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2-14-21

11:00～21:00 (最后订单 20:30)  
https://www.raumen.co.jp/kantai/

利用明治/大正时代的保税仓库建造的商业设
施。1号馆是演艺大厅，2号馆是音乐餐厅和餐
饮店、杂货店等购物设施。广场上经常举办各
种各样的活动。

横滨市中区新港1-1
1号馆10:00～19:00、2号馆11:00～20:00
https://www.yokohama-akarenga.jp/

从这座公园可以眺望大海，纪念碑等也值得
一看。还能从远处欣赏横滨港湾大桥以及在
港口穿梭的船只。这里也是一座玫瑰名园，每
到春天和秋天就会有很多漂亮的玫
瑰艳丽盛开。

横滨市中区山下町279
入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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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毛小路 
约120分钟

 横滨能乐堂 
约60分钟

 茶室 开光庵 
约60分钟

横滨锤头
约60分钟

 日本丸纪念公园 
约20分钟

1

4

2 3

宽阔的日本庭园中
凝聚着日本文化

5

横滨深度游
这条线路可以了解到横滨的历史和传统、
当地人的生活。

以客运码头为中心，由受到当地人喜爱的点心店
“有明港”的摄影棚和Kurumicco Factory体验
工坊等以“食”为主题的商业设施、豪华酒店构成
的三面围海的日本首家综合设施。

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新港2-14-1
11:00～23:00 
营业时间因店铺而异，请提前在官网确认。
http://www.hammerhead.co.jp.c.aix.hp.
transer.com/

该设施内同时设有“日本丸号帆船”和以横滨
港为主题的“横滨港博物馆”。 驻扎保存着“日
本丸”号的石砌船坞是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横滨市西区港未来2-1-1
10:00～17:00 (入馆截止 16:30）
周一休（节假日为次日休馆，有临时休馆）
https://www.nippon-maru.or.jp/
simplified-chinese/

位于横滨皇家公园酒店65层的茶室。天气晴
好时，可以一边远眺窗外的富士山，一边品尝
代表日本传统文化的“抹茶”。

横滨市西区港未来2-2-1-3
横滨皇家公园酒店65层
11:00～17:00
https://www.yrph.com/facilities/tea/

这是举办日本传统艺能——能、狂言的能舞
台，是拥有将近140年历史的宝贵财产。每月1
次开展有工作人员进行解说的设施参观会，没
有演出的时候随时可以参观。

横滨市西区红叶丘27-2
9:00～18:00
https://yokohama-nohgakudou.org/cn/

到横滨必去的酒馆街。可以品尝到古早味横
滨名物的店、可以享受日本酒的居酒屋等等，
各种各样的酒馆林立，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深
夜气氛。

横滨市中区野毛町
因店铺而异

横滨市中区本牧三之谷58-1
9:00～17:00（入园截止16:30）
https://www.sankeien.or.jp/cn/

175,000平米的广阔公园内，分布着从京都和
镰仓移筑过来的历史性建筑物，可以见到日本
庭园和多幢贵重的木造建筑。作为四季都有鲜

花盛开的名园也很
知名。

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横滨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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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的古都—镰仓历史与文化的古都—镰仓

是一个以1,000根孟宗竹的竹林和枯山水庭园
而闻名的古刹。可以一边眺望梦幻般的竹林，
一边品尝抹茶。秋天的红叶与竹林相映成辉，
煞是好看。

镰仓市净明寺2-7-4
9:00～16:00
https://houkokuji.or.jp/

镰仓市雪之下2-1-31
6:00～20:30
http://www.tsurugaoka-hachimangu.jp/
zh_cn.html

这座寺庙是镰仓的一个象征。开创镰仓幕府的
源赖朝将它迁至此地，作为镰仓的城市中心。
春天的樱花、夏天的莲花、秋天的红叶、冬天
的牡丹，四季都有美景轮换。

镰仓市佐助2-22-12
入场免费
http://sasukeinari.jp/

在充满魔幻的氛围中，排列着49座红色鸟居，
神社境内祭祀着许多被当作是神的使者的白
狐。秋天还可以观赏到红叶。

这是一条连接着镰仓站到鹤冈八幡宫的商店
街。特产店和餐饮店鳞次栉比，可以品尝到日
本料理和日式糕点等丰富多彩的美食，在镰
仓近海捕获的小仔鱼是著名特产。

镰仓市雪之下
因店铺而异
http://www.kamakura-komachi.com/

据说用这座神社里面涌出来的水来洗钱币，
就会有福气。洞窟深处有灵水“钱洗水”涌
出。众多游客前来祈求财运和生意兴隆。

镰仓市佐助2-25-16 
入场免费

正宗是最著名的日本刀工艺制作所。该制作所
确立了被称为“相州传”的独特风格，除了刀剑
之外，还充分利用刀的锻冶技艺，制作日式菜
刀和西式菜刀，刀刃锋利无比。

镰仓市御成町13-29
8:30～17:00
http://www.sword-masamune.com/

 小町通 
约90分钟

 报国寺 
约30分钟

1
 鹤冈八幡宫 

约30分钟

 佐助稻荷神社 
约20分钟

5
 钱洗弁天 

约30分钟

4

2

3

镰仓曾是武士之都，这里有许多寺庙和神社，里面的日本
庭园美不胜收。

5

4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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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乘坐地方铁道游玩镰仓︑江之岛乘坐地方铁道游玩镰仓︑江之岛

　  https://www.enoden.co.jp/sc/

是一条从江之岛入口一直通往江岛神社的商
店街，旅馆、餐饮店和特产品店林立两旁，可
以品尝到本地捕获的小仔鱼、生鱼片、海螺、
著名的女夫馒头以及章鱼仙贝等。

藤泽市江之岛2-1-7
因店铺而异

由边津宫、中津宫、奥津宫3幢建筑构成的神
社。祭祀着掌控航海安全的三个女神，其中的
海洋女神“弁财天”深受信奉。

藤泽市江之岛2-3-8
8:30～16:30
http://enoshimajinja.or.jp/

以镰仓大佛而闻名的寺院。国宝大佛高约11.3
米，重约121吨。 在与谢野晶子的诗歌中也为
众人周知。

是一座以“花寺”而备受众人喜爱的佛教寺院，
尤其是绣球花、花菖蒲、梅花、山茶花、红叶很
有名。有一个可以望见镰仓的大海和街道的展
望台，风景绝佳，还有观音博物馆。

镰仓市长谷4-2-28
4～9月 8:00～17:30
10～3月 8:00～17:00
https://www.kotoku-in.jp/

藤泽市江之岛2-3-28
9:00～19:30
https://enoshima-seacandle.com/

是一座有室内和室外2个展望厅的灯塔，可远
眺富士山和夕阳西下的绝美景色。旁边的植物
园“Samuel cocking 花园 ” 可以观赏到四季
不同的鲜花和植物。

颇有人气的本地电车
“ 江之电 ”

缓缓来往于镰仓站—藤泽站之间的电车，在游
客中很有人气。时而行驶在广阔的大海边、时
而行驶在狭窄的住宅街区、时而又变身在道路
上行驶的路面电车，可欣赏到日本数一数二的
充满魅力的车窗风景。

 长谷寺 
约40分钟

 江之岛海上灯塔（Sea Candle） 
约20分钟

 弁财天仲见世通 
约60分钟

 镰仓大佛（高德院） 
约30分钟

 江岛神社 
约30分钟

5

1

4

2

3

这是一条游览著名的镰仓大佛、绣球花寺庙、以及江之岛的线路。

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镰仓市长谷3-11-2
8:00～17:00、冬季8:00～16:30 
https://www.hasedera.jp/cn/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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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2



 三浦海岸 三崎口站 5

1
 三崎鱼市场 

约30分钟 约30分钟

4  城之岛公园 

2

 金枪鱼料理 
3

约20分钟 约30分钟 约60分钟

三崎渔港码头Urari

骑单车

约30分钟

骑单车

约2分钟

三崎渔港的金枪鱼渔获量在日本首屈一指。
在鱼市场， 如果是有金枪鱼交易的日子， 就 能
从 2 楼走廊参观。在食堂还能吃到新鲜的鱼
料理。

三崎鱼市场 三崎渔港码头Urari

　 三浦市三崎5-245-7
    金枪鱼交易日程参见官网日历。
   参观时间 为6:00～9:30左右 
     http://www.city.miura.kanagawa.jp/
    ichiba/ichiba_index.html

　 三浦市南下浦町上宫田　 三浦市三崎 5-3-1
　 9:00～17:00（周日7:00～）、无休
　 http://www.umigyo.co.jp

。

一起来骑单车环游三浦半岛吧！城之岛被 “米其林绿色指南
日本” 评为2星。

在三浦半岛与海洋自然亲密接触在三浦半岛与海洋自然亲密接触

三浦海岸

三浦半岛最大规模的海滩， 夏天有众多海水浴
的游客，热闹非凡，淡季时可以在幽静的海岸
边散步。 晴天的日子里，碧蓝的大海和对岸
的房总半岛景色迷人。

小贴士

  
　 三浦租赁单车
    https://www.miuracycle.com/

位于三崎港的三崎金枪鱼和本地蔬菜直销所。
1 楼鱼类馆销售金枪鱼、相模湾的鱼类、水产
加工品，2楼蔬菜馆销售新鲜采摘的三浦蔬菜。

骑上租赁单车兜转
三浦半岛！

地势起伏的三浦半岛，适合骑着单车欣赏各
种景观。这里有可以边看海景边骑车的自行
车道、港口城市的狭窄小巷、延伸到山丘的田
间道路等。三崎口站、三崎港、城之岛、三浦海
岸是租赁单车的据点。

三崎的街道上有许多金枪鱼料理店。“三崎馆
本店”是一家创业超过100年的百年老店料理
旅馆。作为最早推出 “烤金枪鱼头” 料理的店
铺而闻名。
　 三浦市三崎5-2-9
　 11:00～15:00、17:00～20:00
　 （晚餐需预约）不定休 
　　https://www.misakikan.com/

金枪鱼料理 

　三浦市三崎町城之岛
　 8:00～17:00(4/1～9/30为～19:00)、无休
　https://www.miura-info.ne.jp/
　jogashima/park/

可以从小城通过连接桥进入城之岛， 南岸遗留
着壮丽的自然景观，有一条可欣赏到漂亮的
灯塔和海景的徒步路线。四季都有美丽的鲜
花盛开。

城之岛公园 

骑单车

约10分钟

骑单车

约20分钟

骑单车

约5分钟

骑单车

约10分钟

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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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大山缆车站与大山缆车巴士站， 有362
级石阶的参道被称为“Koma参道”。有不少可
以品尝到大山名物的餐饮店、 土特产店和旅
馆，热闹非凡。
　 伊势原市大山 　 伊势原市大山724　

　 http : //www.oyamadera.jp
　 伊势原市大山12
　  http://www.afuri.or.jp

大山从江户时代起就作为山岳信仰的对象而广为人
知， 游客纷至沓来。 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从山顶和
瞭望台看到绝美的风景。

大山从江户时代起就作为山岳信仰的对象而广为人
知， 游客纷至沓来。 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从山顶和
瞭望台看到绝美的风景。

1 陀螺参道
约20分钟

 大山阿夫利神社 下社 
约20分钟

约10分钟

 二重瀑布 4  见晴台（展望台）

　 http://www.isehara-kanko.com/
   （伊势原市观光协会）

这座神社据说创建于约2200年前。 从大山阿
夫利神社远眺的风景，被“米其林绿色指南
日本”评为2星。

公元755年开山，以红叶闻名的寺庙。在此可以
体验将土瓦扔到悬崖下以驱除厄运的 “扔瓦
片”活动。传说要是扔出去的瓦片能穿过直径
2.5厘米的福圈，就会幸运降临。

大山寺 大山阿夫利神社 下社 

2

3

用清水制作的美味
“大山豆腐”

从大山山麓到阿夫利神社的参道上， 排列着
许多餐饮店和土特产店，其中很有名的是“大山
豆腐”，是使用清澈的泉水制作的美味豆腐，可
以当场买了吃，也可以在料理店的套餐料理中
品尝到。

在大山参拜仪式上举行洗礼的地方，可以看到
两段瀑布，传说这里曾出现过龙神。附近建有
二重社。

大山山顶向东往下一点的地方有一座见晴台
（瞭望台），从 这 里 可 以远眺 绝 美 的 风 景。
上面 有一个广场， 还备有桌子和椅子， 推荐
在游玩途中到此休息片刻。

见晴台（瞭望台）

 大山寺 5

二重瀑布

陀螺参道

巴士

约30分钟

缆车约6分钟

＋步行约3分钟

步行约40分钟

＋巴士约25分钟

步行

约20分钟

步行

约40分钟

步行

约20分钟 约20分钟 约20分钟

伊势原站

　 伊势原市大山 　 伊势原市大山

小贴士

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享受美好自然和绝佳风景的大山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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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郡大矶町国府本乡551-1
　 8:30～16:45
　 http://www.kanagawa-park.or.jp/
    ooisojoyama/

　 小田原市浜町3-11-30　
　 11:30～21:00。平 日14:00～16:00
     休息。周一仅供午餐。
     https://odawaraoden.com/

　 小田原市南町 1-5-73
　 11:00～16:00、周二休
　　http://www.city.odawara.kanagawa.jp.c.
　　aez.hp.transer.com/public-i/facilities/
　　seikanntei/top-2012.html

on footon foot

小田原站

小田原关东煮总店

1

4

小田原名物关东煮的店。在此可以品尝到小
田原13家老字号店铺的40种以上的关东煮。
从旧民居改造而来的店内充满着日式风情。

“铃广”是小田原著名特产“鱼糕”的老字号
店铺。除了可以在店内购买之外，还可以体
验手工制作鱼糕和竹轮，现做现吃。
※体验手工制作鱼糕需要提前预约。

位于小田原渔港的鱼类相关设施。1楼有海产
品的售卖柜台，2楼和3楼有餐厅，可以品尝
到新鲜美味的海鲜料理。从展望台还能望见
相模湾。

　 小田原市风祭245
　 9:00～18:00
　 https://www.kamaboko.com/

2

3

以红叶名胜和富士山
绝景而闻名

利用原三井财阀别墅建造的充满日本风情的公
园。可以远眺富士山的展望台和“城山庵”茶
室、 乡土资料馆等分布其中。在吉田茂旧宅可
以欣赏到美丽的日式庭园景观。

大矶城山公园

铃广鱼糕

1906年建造的数寄屋样式的建筑物。建筑物
内可以观赏到版画隔扇和竹箔天花板等优秀
传统工艺。晴天还可以远眺相模湾和箱根山。

这座城堡是历史悠久的城下町——小田原的
象征，从最高层可以远眺相模湾。公园里还
有忍者体验、 盔甲和刀剑的穿戴体验，也是
樱花和绣球花的名胜之地。
　 小田原市城内6-1
　 9:00～16:30
　 https://odawaracastle.com/

小田原城

5

　 小田原市早川 1-28
    9:00〜17:00、无休
　 營業時間可能會因季節而變更。
    https://www.totoco-odawara.com

清闲亭

渔港车站 TOTOCO 
小田原

 铃广鱼糕 
约90分钟

 小田原关东煮总店 
约60分钟

 小田原城 
约60分钟

 渔港车站 TOTOCO 小田原 
约60分钟

 清闲亭 
 约40分钟 

从战国时代起作为城下町而繁荣起来的小
田原， 在这里可以散步于历史建筑中， 同
时还能品尝到新鲜的鱼类贝类、著名特产
鱼糕和美味的关东煮。

从战国时代起作为城下町而繁荣起来的小
田原， 在这里可以散步于历史建筑中， 同
时还能品尝到新鲜的鱼类贝类、著名特产
鱼糕和美味的关东煮。

移动时间和停留时间参考

城下町小田原的美食文化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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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柄下郡箱根町仙石原1251 
　 入场免费
　 http://www.owakudani.com/

　 早云山站：足柄下郡箱根町强罗1300
　 9:00～17:00、冬季 9:00～16 : 15
　 https://www.hakoneropeway.co.　　
　  jp/foreign/ch/

　  桃源台港／足柄下郡箱根町元箱根164
    9:30左右～17:00左右、冬季10:00　　   
　 左右～ 16:00 左右
　 https://www.hakone-kankosen.co.jp/　  
　 foreign/ch2/

足柄下郡箱根町二之平1121
9：00-17：00
https://www.hakone-oam.or.jp/
zhhans/

这是一条周游箱根的雄伟自然和美术的游览
线路，山岳铁道和游览船也很有人气。

这是一条周游箱根的雄伟自然和美术的游览
线路，山岳铁道和游览船也很有人气。

乘上欢乐的交通工具，
玩转箱根美术世界
乘上欢乐的交通工具，
玩转箱根美术世界

箱根海贼船

1

4 3

航行在芦之湖上的海贼船风格的游览船。从
桃源台港到箱根町港（原箱根港）航行约25～
40分钟。从船上望见的箱根景色美不胜收，
船内也充满欢乐。

行驶在箱根汤本到强罗的山岳铁路。 在陡峭
的斜坡上蜿蜒前行，可以欣赏到4月的樱花，
6月的绣球花， 秋天的早川桥梁红叶，冬季的
皑皑雪景。
　 箱根汤本站：足柄下郡箱根町汤本
　 白石下707-1
　 https://www.hakone-tozan.co.jp/sc/ 　 足柄下郡箱根町强罗1300

　 9:30～16:30、冬季 9:30～16:00周四休
　 http://www.moaart.or.jp/hakone/

日本国内第一个野外美术馆。在野外展示着
约120件罗丹、亨利・摩尔、 冈本太郎等近现
代具有代表性的雕刻家名作，并设有毕加索
馆和室内展场，还有温泉足浴。

2

陶器和庭园值得一看

这家美术馆展示着从绳文时代的
土器到江户时代的日本陶器。里面
有苔藓和枫叶构成的 “苔庭”等，
可以欣赏到四季不同的景观。

雕刻之森美术馆

箱根美术馆

箱根登山电车

从早云山到芦之湖畔的桃源台之间约4km的
路程以索道连接起来，乘坐时间约25分钟。可
欣赏到富士山、大涌谷喷烟、芦之湖的绝美景色。

约3000年前箱根火山喷发形成的爆裂火山口
遗迹，荒凉的大地上各处都在喷出烟雾，让
人感受到火山活动的威力。

大涌谷箱根索道

5 箱根汤本站 

 箱根登山电车  雕刻之森美术馆 

 箱根索道  大涌谷  箱根海贼船 
约60分钟 约30分钟

约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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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丹泽山麓，创业已有
200年的老牌酒厂。使用山
间的天然泉水和从全国严
格挑选的大米，用心酿造
而成的“盛升”是绝对的招
牌产品。大吟酿带有浓郁
的水果香味，入口顺滑，
在直营餐厅可以品尝到。

创业于江户时代末期，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酒厂
坚持从种植用于酿酒的大米开始，掌控酿造的全过
程。除了12月，每周六都会组织酒厂参观行程（需要
提前预约，收费，有试饮）。 在直营餐厅也可以品尝
美酒。

创业150年的日本酒酒厂，始终坚持手工酿造优质的
日本酒，产量很小。“天青”以纯米大吟酿为主，共
有4种类型。利用酒窖改建而成的餐厅， 还提供配酒
的佳肴供您享用。 镰仓唯一的啤酒酿造厂，主要生产和销售手工精酿啤酒。

曾荣获2010年WBA老啤酒类世界最高奖等各项殊荣。被世
界认可的纯正口味，与食物相得益彰，不会喧宾夺主。清爽
的“月”、柔和的“花”等，共有7款产品。

神奈川县自然资源丰饶， 潺潺的潜流水从丹泽山脉源源不断地
涌出，被誉为日本三大名水之一。当地风靡使用这里的名水来酿

造日本酒。县内有13家酒厂，坚持用传统工艺酿造日本酒。

神奈川县内各地都会酿造当地特有的啤酒，其中不乏用料
极为讲究，酿造极为精心的名牌，这些啤酒的口味各具特
色，值得品尝。

【熊泽酒造】茅之崎市香川7-10-7
餐厅：11:30～15:00（最晚入场：14:00）
17:30～22:00（最晚入场：20:00）
第3个周二休息
https://www.kumazawa.jp/

创业于江户时代的酒厂，历经
200 年的发展历史，始终坚持
以传统工艺酿造日本酒。使用
当地优质大米和丹泽山脉的纯
净水源，全程用心酿造。酒厂
参观仅限5-10月   (需预约），提
供英语语音导览或英语导游。

使用名水“箱根百年水”酿造的箱根本地啤酒，泡
沫细腻、口感丰润。在直营餐厅“Elennagosso”
还可以搭配箱根的特色料理一起享用。

使用丹泽山脉的天然水源，酿造以比利时风格为主的
手工精酿啤酒。人气商标 “丹泽之滴”有3种类型的啤
酒，分别是拉格、淡艾尔和蜂蜜艾尔。在直营餐厅
“Lambic”也可以享用啤酒。

诞生于港口城市横滨的手工精酿啤酒厂，汲取英、美、
德、捷克4国的酿造风格，生产出不同风味的啤酒，从口
感顺滑的温和派到口感刺激的个性派，各种风味一应俱
全。在酿造厂2楼的直营餐厅“驿之餐桌”也可以品尝到这
里的啤酒。

杉玉

【泉桥酒造】海老名市下今泉 5-5-1
商店 : 10:00～18:00
周日及节假日休息（12月除31日外不休息）
https://izumibashi.com/zh-cn/

【黄金井酒造】厚木市七泽 769
商店 : 8:30～17:30、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休息（冬季周日及节假日休息）
https://www.koganeishuzou.com/

神奈川县精酿白酒和　　　 啤酒饕餮指南

【中泽酒造】 
足柄下郡松田町松田惣领1875
商店 : 10:00～16:00、无休 
https://www.matsumidori.jp/

【铃广鱼糕之乡】 
小田原市风祭245
11:00～ 17:00、无休
http://www.hakone-beer.com/

【厚木啤酒】 厚木市水引 2-12-36
餐厅：12:00 ～ 13:30、18:00 ～ 21:30（平日）
　　　11 :30 ～ 14:00、17 :30 ～21 :30（周六）
周日、第1、第3个周一休息
http://www.atsugi.to/

【镰仓啤酒】 镰仓市大町 5-9-29
商店 : 10:00～17:00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休息
http://www.kamakura-beer.co.jp

【横滨啤酒厂】 横滨市中区住吉町6-68-1 横滨关内地所大厦1F
餐厅：11:30～15:00、18:00～23:00

（土曜 11:30～23:00、日曜 11:30～21:00）、无休
http://www.yokohamab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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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崎是日本屈指可数的金枪鱼渔港，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刺身、
寿司、金枪鱼盖饭等各色料理。尤其是三崎港附
近的“三崎馆总店”，因把霸气的烤金枪鱼头
放进菜单而闻名。在日式风格的建筑中，
品尝各色金枪鱼料理，真是不容错过
的体验。

发祥于横滨的拉面，特点是浓郁的猪骨酱油汤底搭配
粗直的面条。由于鼻祖是一家叫“吉村家”的面档，后
来的店家也多以“某某家”来做店名，因而也被称为“家
系拉面”。

将鱼肉糜置于木板上，蒸煮成形的膏状物就是鱼糕，是一种
发源于小田原的著名小吃，得益于小田原丰饶的渔获和箱
根水系的纯净水源。相传起源于江户后期，至今依然是很
受欢迎的特产。

神奈川县的美食＆特产
　　

古都镰仓有很多制作日本传统糕点的店铺。有以
四季鲜花为主题的造型美观的上生果子，还有仿
照镰仓标志性景点打造的手工点心，不仅可以当
场品尝，也值得带回去作为特产馈赠亲朋好友。横滨有中华街，中国料理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烧卖。后

来，烧卖可以在横滨站的月台上销售了，以此为契
机，烧卖成为了横滨最具代表性的著名小吃。

相模湾沿岸新鲜捕获的小仔鱼直接盖在米饭上，
在小仔鱼料理专门店都可以品尝到这种盖饭。
一碗盖饭上同时放有生小仔鱼和清汤小仔鱼的二
色盖饭特别受欢迎。此外，还有全部菜品都用小仔
鱼做的套餐也值得一尝。

自然资源丰饶、历史文化悠久的神奈川县拥有众多特产和著名美食，
使用海 鲜、 山珍打造的特色料理和旅行纪念品种类丰富、五花八

门，在此为您精选推荐。

【寿司割烹  丰鱼】 
三浦市初声町下宫田50-3
11:00〜21:00
  https://hougyo.com/hougyo/

【崎阳轩总店】 横滨市西区高岛 2-13-12
9:00〜21:00
  http://www.kiyoken.com/

【小仔鱼屋】 镰仓市腰越 2-10-13
11:00～17:00　周四休息
1月1日～3月10日为禁渔期，不能提供生小仔鱼。
https://sea.ap.teacup.com/kanhama/537.html

【家系总本山　吉村家】  横滨市西区南幸 2-16-6
11:00～22:00
周一休息（周一为节假日时，顺延次日休息）
  http://ieke1.com/

【丰岛屋】 
镰仓市小町 2-11-19
9:00～19:00　周三不定休
https://www.hato.co.jp/

【铃广鱼糕总店】 
小田原市风祭245
9:00〜18:00　无休 
http://www.kamabo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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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县历史悠久、传统优良、文化底蕴深厚。在这里，您可以
亲身体验神奈川县的文化，我们在此为您推荐，有的可以事先在

官网进行预约。

箱根的拼木工艺，是一门起源于江户时代的传统工艺。
灵活利用树木的天然色彩，体验制作几何图形花纹的
“机密盒”。工作人员可以用英语进行指导。
（所需时间约40分钟）

使用镰仓神社开过光的材料雕琢而成的
印章，被称为“镰仓印章”，据说是可以带
来好运的印章。还可以根据外籍人士的
姓名设计相应的汉字。将自己的名字变
成汉字雕刻，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印章。
（所需时间约30分钟）

【镰仓印章】 
镰仓市御成町5-6
10:30～18:00　周二、周三定休及不定休
  https://kamakurahanko.com

面朝东京湾的京滨工业地带，是支撑起日本产业经济的地
区。尤其是川崎地区，工厂密布，夜晚亮灯后，呈现出充
满未来感的夜景，有着科幻电影般的震撼力。坐船夜游运
河行程很受欢迎。（所需时间约3小时）

川崎工厂夜景屋形船巡游（长八海运）
川崎市川崎区内
6～11月每日开航。12～5月仅每月第二、第四个周六开航
https://www.tabione.com/cn/factory_cruise/

您想不想体验日本的传统服饰“和服”？在古都镰仓有租
赁和服的店铺，谁都可以来试穿。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穿
戴，第一次穿也不必担心手忙脚乱。

和服租赁 wargo
镰仓市小町 1-5-13
9:30〜18:00
https://kyotokimono-rental.com/
cn/access/kamakura-area/kamakura

从江户时代起，前来寺庙参拜的信徒就络绎不绝，在
大山散落着不少宿坊，专供参拜者寄宿。现在，您也
可以在这里留宿，体验参拜者当时的心境。房间为和
室，餐食是使用当地特产豆腐制成的料理，可以体验
到纯正的日本文化。

【东学坊】
伊势原市大山 437
无休
https://www.tougakubou.com

【建长寺】
镰仓市山之内 8
参拜时间 8:30～ 16:30
无休（体验开放日期请查询HP）
https://www.kenchoji.com/

座禅是僧侣在禅宗寺内实施的一种严格的修行。安安静
静地坐着，放空内心，从而发现真实的自己。

　 【箱根丸山物产】
　 足柄下郡箱根町箱根17
　 10:00～15:00　须事先确认
     https://www.hakonemaruyama.co.jp

（所需时间约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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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SGG是在小田原、箱根地区为外国游客提供观光

导游服务的志愿团体。

给旅途增添更多乐趣

导游免费，以下按实际发生金额收取费用。

导游免费，以下按实际发生金额收取费用。

1） 导游家至集合地点的往返交通费（每位导游最高2000日元）
2）寺庙、神社、美术馆等的门票费用
3） 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交通费

1）导游家至集合地点的往返交通费（每位导游最高2000日元）
2) 寺庙、神社、美术馆等的门票费用
3) 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交通费

4） 午餐（仅行程覆盖午餐时间的情况下）
5） 其他可能发生的与旅行相关的实际费用

4) 午餐（仅行程覆盖午餐时间的情况下）
5) 其他可能发生的与旅行相关的实际费用

● 所需经费

● 服务语言 ● 委托方式 ● 委托时间

镰仓、江之岛、横滨、川崎等（前往小田原及
箱根以外的神奈川县地区，需另行商议）

英语、 汉语、 法语、 西班
牙 语、 德 语、 葡 萄 牙 语、
韩语、 泰语 

至少在导游服务起始日的2周
前进行委托

填写网站上的招募表格进
行委托

● 服务区域

Tokyo Day Trip
- 神 奈 川 旅 行 信 息 -

● 服务语言 ● 委托方式 ● 委托时间

小田原、箱根及其周边地区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
意大利语、德语、韩语

至少在导游服务起始日的2周
前进行委托

填写网站上的招募表格进行
委托

● 服务区域

志愿者导游

Kanagawa SGG Club
神奈川志愿者导游协会

● 所需经费

Odawara Hakone Systematized
Goodwill Guide Club

https://www.ohsgg.com/

现在就登录神奈川观光网站“Tokyo Day  Trip”，规划您的行程！该网站不仅为您准备
了有趣的目的地和推荐行程，还提供乘车券、优惠券等实用信息。 我们的“旅行规划师
”会和您一起，梳理您感兴趣的景点， 打造您的完美旅程。 我们可以用英语、法语、中文等
多国语言为您提供服务。 造访神奈川时，请先访问“Tokyo Day Trip”网站确认一下吧。

KSGG是在镰仓及横滨地区为外国游客提供观光导游服务的志愿团体。

https://volunteerguide-ksgg.jp/simplified-chinese/

3029

https://trip.pref.kanagawa.jp/sc推荐路线介绍。

神奈川县内能亲身体验的
有趣活动介绍。

人气观光景点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