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到日本賞楓旅行，大家可能希望以東京著手，既可欣賞大自然轉季，又可以順道幫自己轉季，

確實係一舉兩得！不過到日本賞楓第一時間想起離東京兩個多小時的日光，事關日光素有紅葉故

鄉之稱，楓紅比東京提前約兩至三星期，大概為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已見頃。 

2018 年想走在紅葉最前線，就請馬上下載我"周奕瑋" 為大家準備的一系列 5 日 4 夜口袋行程吧！ 

楓遊日本 ~ 關東篇 

關東 5 日 4 夜葉之旅，小弟有兩個建議，一是挑其中兩至三日到東京周邊賞楓，則選出發日期為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這個兩個星期時段；二是全程留在東京都賞楓購物，出發日期可選 11 月下

旬至 12 月上旬這個時段。要走在紅葉最前線，小弟一於介紹將於 10 下旬至 11 月上旬紅葉已見頃

的栃木縣為中心路線，走訪日光、鬼怒川、中禪寺湖、東照宮、龍王峽.......等景點。 

 

1. 紅葉季天氣 

關東紅葉季於 11 月上旬，東京都天氣清爽最高不過二十度，近郊早晚氣溫略低至攝氏十度左右。 

實用網址：https://www.jnto.go.jp/weather/chc/area_list.php?day=1&region_id=3 

每年大概 9 月中旬，日本氣象協會將公布及不停更新日本各地的紅葉見頃情況！ 

實用網址：https://tenki.jp/kouyou/ 

 

https://www.jnto.go.jp/weather/chc/area_list.php?day=1&region_id=3
https://tenki.jp/kouyou/


        

 

2. 上網攻略 

假如大家預算分頭行事，上網卡當然是不二之選，但如果大家純粹觀光，全程步伐一致，就應該

租蛋更划算。另外，東京地鐵以及便宜都有 Wifi 可供免費註冊後使用。 

 

3. 交通攻略 

**航班訊息** 

香港 -> 東京 (~4 小時) 

機票查詢/預訂：https://flights.wingontravel.com/tickets-roundtrip-hkg-tyo/ 

 

**在地交通訊息** 

A. 自駕遊 

如果選一的話喜歡自駕的朋友亦可以考慮租車遊，既方便又不受火車班次限制！其實東京近郊路

面交通亦非常適合自駕遊，每逢紅葉季還沿路楓紅處處，自駕亦是一大樂事。建議提前 40 天前經

租車網，預約好所需車輛，同時向租車公司要求額外加訂一部 ETC 機，出入收費公路會更方便。 

延伸閱讀：日本租車自駕遊實戰攻略 

 

B. 鐵路遊 

『選擇一』JR 東京廣域周遊券： 

非自駕遊的話選坐 JR 亦是很好的出行方式，5 天旅程中

預留 2 天東京購物，可考慮購買 JR 東京廣域三天周遊

券(成人) 10,000 日元 或 (小童) 5,000 日元。必須連續三

天，以第一程使用日期計起，3 天內無限次乘坐區內新

幹線、特快列車等普通車廂的指定座席。如第一天出發

到日光，憑卷可免費乘 NE'X 從成田機場到新宿駅。 

實用網址：https://www.jreast.co.jp/tc/tokyowidepass/ 

銷售地點：成田機場、羽田機場、東京駅(丸之內北口)  

 

https://flights.wingontravel.com/tickets-roundtrip-hkg-tyo/
https://blog.wingontravel.com/TravelNews/News/44
https://www.jreast.co.jp/tc/tokyowidepass/


        

 

『選擇二』日光廣域周遊券 Nikko Pass： 

此卷針對到日光旅行的外國遊客以設的，套票包括經東京淺草駅來回日光、鬼怒川溫泉區間鐵路，

以及季節限定巴士交通。紅葉季使用(11 月 30 日前) 成人 4,520 日元、小童 1,150 日元，遠比 JR pass

便宜很多。套票有效期間為 4 日 3 夜並非無限乘坐，出發前要計劃好行程呀！ 

實用網址：http://www.tobu.co.jp/foreign/tcn/pass/all.html 

 

 

日光區間交通攻略： 

憑日光廣域周遊券 Nikko Pass 可免費乘搭日光市內運行巴士。 

參考網站：http://www.tobu.co.jp/foreign/pdf/nikkoBusRouteTcn.pdf 

  

http://www.tobu.co.jp/foreign/tcn/pass/all.html
http://www.tobu.co.jp/foreign/pdf/nikkoBusRouteTcn.pdf


        

 

Day 1 ~東京近郊遊日光紅葉季 

移動路線：東京 > 東照宮 > 二荒山神社 > 大猷院 > 輪王寺 > 神橋 

宿：日光 

美食推薦：湯波蕎麥麵、炸湯波饅頭 

住宿推介：日光站酒店、日光站經典酒店 

 

Day 2 ~ 日光紅葉名所中禪寺湖 + 華嚴瀑布一天散策 

移動路線：日光駅 > 明智平展望台 (~車程 40 分鐘) > 中禪寺湖溫泉 (~車程 20 分鐘) > 遊船(~60

分鐘) > 華嚴瀑布(巴士 2C) > 日光(東武/JR) > 下今 > 鬼怒川溫泉 

宿：日光鬼怒川溫泉 

美食推薦：淺井精肉店~秘製醬汁豬排蓋飯、 

住宿推介：鬼怒川温泉酒店、鬼怒川御苑酒店、白河湯之藏酒店 

 

 

http://uoyou-soba.com/
http://www.sakaeya.net/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10654284&ListMinPrice=686&CityEName=Nikk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705083&ListMinPrice=881&CityEName=Nikko
https://goo.gl/maps/VeBGj7TACsH2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857024&ListMinPrice=1820&CityEName=Nikk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6512717&ListMinPrice=1105&CityEName=Nikk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6283674&ListMinPrice=1200&CityEName=Nikko


        

 

Day 3 ~ 鬼怒川回到江戶時代 + 賞紅葉溪谷 

移動路線：鬼怒川溫泉 > 鬼怒川遊覽船 > 鬼怒楯岩大吊橋 > 龍王峽 或 日光江戶村 

宿： 東京 

美食推薦：鬼怒川溫泉饅頭、HACHIYA 年輪蛋糕 

住宿推介：新宿格拉斯麗酒店、ONE@Tokyo、六本木 光芒酒店 

 

Day 4 ~ 東京掃食爆買 

移動路線：東京 > 必去打卡熱點台場 TeamLab Tokyo ~ Borderless >平食蠔嘆六本木高級料理 ＞ 

業務 Super～深宵掃貨場 

宿： 東京 

美食推薦：靜岡抹茶雪糕(青山店)、Flipper's 奇蹟之 pancake( 下北沢)、蠔食 5 坪六本木店 

住宿推介：新宿格拉斯麗酒店、ONE@Tokyo、六本木 光芒酒店 

 

 

http://www.ooami.co.jp/
http://hachiya-nikko.jp/index.html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1841600&ListMinPrice=839&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7239960&ListMinPrice=810&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9148139&ListMinPrice=1367&CityEName=Tokyo
http://nanaya-matcha.com/
http://flippers-pancake.jp/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1841600&ListMinPrice=839&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7239960&ListMinPrice=810&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9148139&ListMinPrice=1367&CityEName=Tokyo


        

 

Day 5 ~ 東京 > 銀杏隧道～昭和紀念公園 > 築地玉壽司～高級壽司吃到飽 

美食推薦：靜岡抹茶雪糕(青山店)、Flipper's 奇蹟の pancake( 下北沢)、蠔食 5 坪六本木店 

 

假如大家選出 11 月中下旬才到訪東京，還可以參考以下延申賞楓行程： 

東京市內： 

1. 六義園 

 江戶時代修建的和歌庭園，充滿日式古典美。 

地址：本駒込六丁目 

 開放時間：09:00～17:00 *紅葉季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晚上開放至 21:00 

 門票：成人 300 日元 

 交通：(南北線) 駒込站 徒步 7 分 

 

 

http://nanaya-matcha.com/
http://flippers-pancake.jp/


        

 

2. 明治神宮外苑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將舉行銀杏祭，過百棵銀杏將變身成金色步道。 

 地址：東京都新宿區霞丘町 1-1 

 交通：(銀座線)外苑前站 徒步 8 分鐘 

 

3. 濱離宮恩賜庭園 

位於東京中央區，在汐留和築地市場附近，是國家指定的特別名勝和史跡。由江戶時代己有的

庭園，在紅葉季節，可在大都市中感受充滿日本古代氣色的秋天景象。 

 地址：中央區濱離宮庭園 1-1 

 交通：(都營大江戶線) 汐留站/築地市場站下車 徒步 7 分 

 

4. 井之頭恩賜公園 

是日本第一個郊外公園，春夏秋冬四時都各有美景，

亦可乘天鵝船遊湖，周未更有各式街頭表演活動。 

 地址：武蔵野市御殿山一丁目 

 開放時間：09:30～17:00 

 門票：成人 400 日元 

 交通：(京王井之頭線) 吉祥寺駅 

  

 



        

東京近郊即日來回賞楓行程： 

1. 高尾山紅葉一天遊 

 新宿(京王線) > 高尾山口站 (車程~1 小時) > 乘纜車登山 > 藥王院 > 回程 

 賞楓時間：11 月中旬～11 月下旬 

交通方式：京王電鐵*購買高尾山折扣乘車券 1020 日元(包京王線來回新宿車票及高尾山纜車單

程票) 參考網站：https://www.keio.co.jp/chinese_t/sightseeing/takao.html 

  

2. 鎌倉深秋禮佛一天遊 

 鎌倉保存了鶴岡八幡宮和鎌倉大佛等重新文化遺產，經常出現於電視或電影內的場景。 

移動線路：新宿 (車程~100 分鐘) > 北鎌倉站 > 円覺寺 > 鶴岡八幡宮 > 小町街 > 高德院大

佛 > 長谷寺 > 鎌倉站 (回東京) 

 賞楓時間：11 月中旬～12 月初旬 

 交通方式：新宿(小田急線 快速) ~60 分鐘 > 藤澤站 (轉乘江之電) ~34 分鐘> 鎌倉站 

 *購買江之島~鎌倉周遊券成人 1470 日元 

 參考網站：https://www.odakyu.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enoshima_kamakura.pdf 

 

3. 富士河口湖絕美紅葉迴廊 

 位於河口湖北岸的「楓葉隧道」也相當受到歡迎。紅葉季晚上更有打燈觀賞安排。 

 賞楓時間：11 月上旬到 11 月下旬 (11 月 1 日～11 月 23 日 16:30~22:00 打燈) 

 交通方式：(富士急行線)河口湖站，轉乘河口湖周遊公車於久保田一竹美術館下車。 

 

https://www.keio.co.jp/chinese_t/sightseeing/takao.html
https://www.odakyu.jp/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enoshima_kamakura.pdf


        

 

Day 1 ~東京近郊遊日光紅葉季 

第一站 香港 > 東京 > 日光 

離東京都大概兩小時車程的日光，是日本觀賞紅葉的人氣之選，楓紅從 10 月下旬開始由奧日光到鬼

怒川。有自然美景、有世界文化遺產、又有溫泉，確實是賞楓好去處！ 

 

交通安排： 

1. 零晨航班 

成田機場 > Tokyo Shuttle 抵東京駅 (~90 分鐘)  > 駅內丸之內北口購買 JR 東京廣域周遊券 > 東

京駅(地鐵) > 新宿駅 > JR 日光號/特快 SPACIA > 日光駅 / 東武日光駅 

 

2. 其他時段 

成田或羽田機場 > Access 特快直達淺草駅 > 購買日光廣域周遊券 Nikko Pass > 東武電鐵 特快

SPACIA (須額外加購 1080 日元) > 東武日光駅 (車程~2 小時) 

JR 日光號/特快 SPACIA 班次時刻表： 

https://www.eki-net.com/pc/jreast-shinkansen-reservation/English/wb/common/timetable/e_lex_tobu_d/in

dex.html 

 

第二站 東照宮 > 二荒山神社 > 大猷院 > 輪王寺 > 神橋 

東照宮原為江戶時代德川第一將軍徳川家康的家廟，距今已有差不多 400 年歷史，於 1999 年被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遊畢東照宮後沿路離開，還到旁邊的二荒山神社走走，這裡的古寺都被大樹包 

圍，10 月底開始陸續換上紅葉，是全年最美的日子。 

 

 

https://www.eki-net.com/pc/jreast-shinkansen-reservation/English/wb/common/timetable/e_lex_tobu_d/index.html
https://www.eki-net.com/pc/jreast-shinkansen-reservation/English/wb/common/timetable/e_lex_tobu_d/index.html


        

 

三寺院開放時間： (11 月~3 月) 09:00～16:00 

交通方式：以日光東照宮為起點，於 JR 日光/ 東武日光駅乘巴士 2C(世遺線路)，抵表參道(83 站)

下車*每小時 4 班次，車程約 15 分鐘。 

 

輪王寺 

門票：900 日元(全票) 

每逢秋季~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 16:00~20:00

逍遙園燈光秀(門票 500 日元) 

官方網站：http://rinnoji.or.jp/ 

Mapcode：367 312 158*11 

 

二荒山神社 

門票：200 日元 

官方網站：http://www.futarasan.jp/ 

Mapcode：367 312 570*53 

 

 

 

 

 

 

 

 

 

 

 

美食推薦：湯波蕎麥麵、炸湯波饅頭 

住宿推介：日光站酒店、日光站經典酒店

 

神橋 

過橋費：300 日元 

*晚上 9 時點燈 

日光東照宮 

門票：2,100 日元包含寶

物館門票 

官方網站：

http://www.toshogu.jp/ 

Mapcode：367 312 517*37 

 

 

 

http://www.tobu-bus.com/pc/search/bs_tt.php?key=43003_31
http://rinnoji.or.jp/
http://www.futarasan.jp/
http://uoyou-soba.com/
http://www.sakaeya.net/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10654284&ListMinPrice=686&CityEName=Nikk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705083&ListMinPrice=881&CityEName=Nikko
http://www.toshogu.jp/


        

 

Day 2 ~ 日光紅葉名所中禪寺湖 + 華嚴瀑布一天散策 

(巴士 2B/ 2A) 東武日光駅 > 明智平 (24 站~車程 40 分鐘) > 中禪寺湖溫泉 (26 站~車程 20 分鐘) > 

遊船 (~60分鐘) > 華嚴瀑布 (~徒步 15分鐘) > (巴士 2B/ 2A) 東武日光駅 > (SPACIA/ Revaty)下今市 

(~車程 5 分鐘) > 鬼怒川溫泉駅 (~車程 20 分鐘) 

路經伊呂坡公路 (いろは坂)時更可飽瀏山嶽絕美秋色，此山路上下路合其四十八連髮夾彎，無論

你選擇坐左邊亦或右邊都總有機會看到對岸山谷的美景！途經明智平時還可以下車到展望台乘坐

纜車率先欣賞中禪寺湖、男體山和華嚴瀑布。遊畢中禪寺湖後，原路返回日光，再轉車往鬼怒川

溫泉。 

明智平展望台 

纜車服務：9:00～16:00 

車票：來往 730 日元 *憑 Nikko Pass 免費一次 

Mapcode: 367 242 093*52 

 

中禪寺湖溫泉 

最舒適的遊湖方法當然是坐船，每小時正 30 分鐘從中

禪寺碼頭開出，大家要握緊時間！ 

船票：1130 日元(全程 55 分鐘) *憑 Nikko Pass 免票一次 

參考網站：http://www.chuzenjiko-cruise.com/timetable.html 

Mapcode: 947 238 517*63 

 

華嚴瀑布 

開放時間：08:00~17:00 

門票：550 日元 

參考網站：http://kegon.jp/ 

Mapcode: 367 240 176*58 

 

美食推薦：淺井精肉店~秘製醬汁豬排蓋飯 

住宿推介：鬼怒川温泉酒店、鬼怒川御苑酒店、白河湯之藏酒店 

 

 

 

http://www.chuzenjiko-cruise.com/timetable.html
http://kegon.jp/
https://goo.gl/maps/VeBGj7TACsH2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857024&ListMinPrice=1820&CityEName=Nikk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6512717&ListMinPrice=1105&CityEName=Nikk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4190&HotelID=6283674&ListMinPrice=1200&CityEName=Nikko


        

 

Day 3 ~ 鬼怒川回到江戶時代 + 賞紅葉溪谷 

遊覽鬼怒川紅葉溪谷的最佳方法莫過於遊船觀賞，從溫泉駅徒步 5 分鐘就抵達碼頭，船程大概 40

分鐘，下船後有免費穿梭巴士返回碼頭。接著徒步 15 分鐘到達附近的鬼怒楯岩大吊橋，從另一個

角度欣賞鬼怒川的紅葉溪谷美景。黃昏前乘特快 SPACIA(尾班車 19:25)回東京~ 

鬼怒川遊覽船 

營運期間：4 月中至 11 月底 

營業時間：9:00~15:00（一天 12 趟航程） 

門票：成人 2,800 日元；小童 1,800 日元 

參考網站：http://linekudari.com/ 

 

鬼怒楯岩大吊橋 

全長 140 米的觀光步道。 

 

【選項一】龍王峽紅葉步道 ~ 喜愛拍攝和健行的朋友可考慮乘火車往龍王峽駅，徒步遊覽日光國

立公園，是鬼怒川必去紅葉景點，全程約 6 公里需時 3 小時。 

龍王峽~日光國立公園 (Mapcode: 367 715 198*85) 

參考網站：http://www.ryuokyo.org/hiking.html  

 

【選項二】日光江戶村玩穿越 ~ 重現 19 世紀的日本江戶時代，遊走於古街道，體驗武士和忍者

世界、園區更設有餐廳、體驗館和劇場， 有興趣更可以變身成為當中一元，完全溶入江戶世界！ 

日光江戶村 

營業時間：9：00～17：00 (9 月至 11 月逢星期三閉館) 

門票：4,700 全日票；4,100 午後票 

交通：鬼怒川溫泉駅乘 3 號線巴士往日光江戶村 (車程 20 分鐘) 

參考網站：http://edowonderland.net/zh-tw/ 

Mapcode: 367 444 452*03 

 

美食推薦：鬼怒川溫泉饅頭、HACHIYA 年輪蛋糕 

住宿推介：新宿格拉斯麗酒店、ONE@Tokyo、六本木 光芒酒店 

 

 

 

http://linekudari.com/
http://www.ryuokyo.org/hiking.html
http://edowonderland.net/zh-tw/
http://www.ooami.co.jp/
http://hachiya-nikko.jp/index.html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1841600&ListMinPrice=839&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7239960&ListMinPrice=810&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9148139&ListMinPrice=1367&CityEName=Tokyo


        

 

Day 4 ~ 東京掃食爆買 

必去：有留意我上次周遊東京行程，都應該差不多吧！不過東京幾時都會發掘到新鮮有趣事，今

年 7 月 21 日新登場的 TeamLab 必然係本年度遊日必到景點。早起的鳥兒有虫吃，記得提前一個月

上網預約好門票呀！ 

TeamLab Tokyo ~ Borderless 

地址：東京都江東區青海 1-3-8 台場 PaletteTown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四 11am ~ 7pm；星期五及六 

9pm 閉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0am 開館*每月

逢第二及四個星期二休息 

門票：普通票 3,200 日元  

購票網站：https://ticket.teamlab.art/order 

 

必食：六本木 五坪 | 食平~蠔嘆~ 

小弟推介給大家當然 CP 值要夠高！餐廳雖然位於六本木高檔區，但食物卻是平民價，一隻日本產

生蠔賣 150 日元，省錢之餘又可滿足愛蠔之人~ 

5 坪 六本木店 

地址：東京都港区六本木 3 丁目 8-10 (六本木駅徒步 3 分鐘) 

電話：03-3479-3887 

營業時間：18:00～00:00 (售完即止；星期日休息) 

 

必買：零食手信深宵爆買好地方~ 

去日本掃貨當然要慳得一蚊得一蚊，今次介紹日本連鎖入貨站「業務 Super」。以大件夾抵買見稱！

貨品種類亦非常多，由鮮肉蔬果到日常用品甚至酒類都有，小心擠爆喼呀！ 

業務スーパー(業務 Super) 

地址：東京都新宿區余丁町 6-15 

營業時間：09:00~00:00 

參考網站：https://www.gyomusuper.jp/shop/search.php 

美食推薦：靜岡抹茶雪糕(青山店)、Flipper's 奇蹟之 pancake( 下北沢) 

住宿推介：新宿格拉斯麗酒店、ONE@Tokyo、六本木 光芒酒店 

 

 

 

 

https://ticket.teamlab.art/order
https://www.gyomusuper.jp/shop/search.php
http://nanaya-matcha.com/
http://flippers-pancake.jp/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1841600&ListMinPrice=839&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7239960&ListMinPrice=810&CityEName=Tokyo
https://hotels.wingontravel.com/detail?CityID=228&HotelID=9148139&ListMinPrice=1367&CityEName=Tokyo


        

 

Day 5 ~ 穿越東京銀杏隧道～昭和紀念公園 + 嘆高級壽司吃到飽 

必去：東京銀杏必賞位~昭和紀念公園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東京都內紅葉才剛剛開始，昭和紀念公園的銀杏隧道有可能會較早登場，不

防一碰碰運氣！ 

 

昭和紀念公園 

地址：東京都立川市綠町 3173 

開放時間：09:30 ～ 19:00 

參考網站：http://www.showakinen-koen.jp/ 

交通：JR 青梅線・西立川駅徒步 2 分鐘 

 

 

 

 

 

 

必吃：CP 值高品質壽司放題！ 

返香港前再戰高品質壽司放題，每位 3,500～

4,500 日元即可於 90 分鐘內無限品嚐 30 款手

握壽司！提提大家，新宿分店方便，但銀座

或台場分店等，是無限時任食的。 

 

築地玉壽司 

地址：東京都新宿区新宿 3-38-1 ルミネエスト新宿 8Ｆ 

電話：03-6380-6812 

營業時間：11:00～23:00 

參考網站：http://www.tamasushi.co.jp/tabehoudai/  

 

 

 

 

 

http://www.showakinen-koen.jp/
http://www.tamasushi.co.jp/tabehoud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