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國家旅遊局(JNTO)香港辦事處 

日本旅遊快訊 

2014 年日本紅葉特集○1   -北海道~中部 

發佈日期： 

30/9/2014 

 
秋高氣爽，又到賞紅葉的季節了，日本的紅葉一般 9 月下旬開始。路線和櫻花相反，不是從南至北，而是從北 

海道向九州方向「紅」過去。紅葉按種類展現出他們最美的紅、橙、黃色彩，層次感非常豐富！必定讓你沉醉 

於紅葉秋意當中！日本賞紅葉的名所多不勝數，現在就計畫一下到哪裡賞紅葉吧！想尋找賞紅葉的地點或追蹤 

紅葉轉色的最新情況？！請瀏覽以下網站： 
 
 

http://www.rurubu.com/season/autumn/koyo/ (日文)  

http://www.jalan.net/theme/koyo/ (日文)  

http://www.mapple.net/sp_koyo/ (日文)  

http://kouyou.nihon-kankou.or.jp/ (日文) 

                  

 
                                                                                             小提示 
 

 登山賞紅葉時，山上已步入初冬氣候，請帶備保暖衣物。 

 賞紅葉期間，遊人會較多，公共交通工具或會出現排長龍情況，請耐心等候。 

 請於出發前再次確認交通的班次及時間，以免延誤。 

 如選擇駕車前往賞紅葉，請注意由於遊人會較多，有可能出現塞車、難找車位等情況。 

 另外，也有可能會實施道路交通管制或禁止通車，出發前，請預先確認情況。 

 要照顧好長者和小朋友，避免走失和受傷。 
 
 
 
 
以下是日本部分觀賞紅葉的名所及大概的觀賞時期： 

【北海道】 圖片提供：北海道觀光振興機構  
地點 北海道大學銀杏林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北區北 13 西 5～7 

交通 鐵道：JR「札幌站」北出口徒步 15 分鐘。 

車：不可駕車進入。 

 
 

http://www.rurubu.com/season/autumn/koyo/
http://www.jalan.net/theme/koyo/
http://www.mapple.net/sp_koyo/
http://kouyou.nihon-kankou.or.jp/
http://kouyou.nihon-kankou.or.jp/


 

 
地點 大沼公園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北海道七飯町字大沼町 

交通 鐵道：從 JR「大沼公園站」徒步  5 分鐘 

車：從道央大沼公園 IC 經國道 5 號 約 15 分鐘 

停車場：有／260 個／1 日 1 次 400 日圓 

地點 定山溪（豐平峽水壩）  
 

 
 
 

時期 10 月上旬～10  月中旬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南區定山溪 

交通 鐵道：從 JR「札幌站」或地下鐵南北線「真駒內站」乘前往 

定山溪溫泉方向的 Jotetsu（じょうてつ）巴士於「定山溪湯

の町」下車，轉乘豐平峽電氣自動車的免費穿梭巴士到「豐平

峽水壩停車場」  

 

 
車：從札幌市街經國道 230 號前往約 50 分鐘 

停車場：有／50 個／免費 

地點 登別溫泉  
 

 
 
 

時期 10 月上旬～11  月上旬 

地址 北海道登別市 登別溫泉町 

交通 鐵道：從 JR「登別站」乘巴士約 15 分鐘在「溫泉 Terminal」

下車後徒步 1 分鐘 

車：從道央自動車道登別東 IC 經道道 2 號前往約 6km 

停車場：有／160 個／1 日 410 日圓 

 
 
【青森縣】  
地點 十和田湖 

 

  

時期 10 月中旬～10  月下旬 

地址 青森縣十和田市 大字奥瀨字十和田湖畔休屋 486 

交通 鐵道：從 JR「八戸站」乘前往十和田的 JR 巴士約 2 小時 15 

分鐘到「十和田湖」下車即達 

車：從東北道十和田 IC 經國道 103 號前往約 50 分鐘 

停車場：有／1000 個／410 日圓 



 

 
地點 奥入瀬溪流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青森縣十和田市 大字奥瀨字奥入瀨 

交通 鐵道：從 JR「八戶站」乘巴士約 2 小時在「子之口」（子の

口）下車即達  

 

 
車：從東北自動車道十和田 IC 前往經國道 103 號約需 1 小時 

10 分鐘 

停車場：有／30 個／免費 
 
 
【岩手縣】  
地點 久慈渓流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岩手縣久慈市大川目町 

交通 鐵道：從 JR「久慈站」乘車約 10 分鐘 

車：從八戶道九戶 IC 經縣道 42 號、國道 281 號約 30 分鐘 

停車場：沒有 

 
【宮城縣】  
地點 鳴子峽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宮城縣大崎市 鳴子温泉字尿前 

交通 鐵道：從 JR「鳴子温泉站」乘前往中山平溫泉的巴士在「鳴 

子峽中山平口前」下車，徒步即達 

車：從東北道古川 IC 經國道 47 號前往約 50 分鐘 

停車場：有／253 個／500 日圓 

 
【秋田縣】  
地點 秋田八幡平(大招)  

 
 
 
 

時期 10 月上旬～10  月中旬 

地址 秋田縣鹿角市八幡平字熊澤國有林 

交通 鐵道：從 JR「鹿角花輪站」乘秋北巴士約 1 小時於「大沼溫 

泉」，下車即達 

車：從東北自動車道鹿角八幡平 IC 經國道 282、341 號前往約 

40 分鐘 

停車場：有／30 個／免費 



 

 

 

 
【山形縣】  

地點 立石寺(山寺)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山形縣山形市大字山寺 4456-1 

交通 鐵道：從 JR「山寺站」徒歩約 6 分鐘 

車：從山形自動車道山形北 IC 經縣道 13 號前往約 15 分鐘 

停車場：有／500 個／500 日圓 

 
 
【福島縣】  
地點 中津川溪谷  

 
 

時期 10 月中旬～10  月下旬 

地址 福島縣猪苗代町・北鹽原村 

交通 鐵道：從 JR「猪苗代站」乘車約 30 分鐘 

車：從磐越自動車道猪苗代磐梯高原 IC 經縣道 2 號及國道 459 

號需約 40 分鐘 

停車場：有／55 個／免費 

 
【茨城縣】  

地點 花貫溪谷  

 

時期 11 月中旬～11  月下旬 

地址 茨城縣高萩市 大能地內 

交通 鐵道：從 JR「高萩站」乘車約 25 分鐘 

車：從常磐自動車道高萩 IC 經國道 461 號前往約需  20 分鐘 

停車場：有／80 個／500 日圓 

 
【群馬縣】  

地點 妙義山 
 

  

時期 (山頂)10 月下旬～11 月上旬、(山腰)11 月上旬～11 月中旬 

地址 群馬縣富岡市 妙義町 

交通 鐵道：從 JR「松井田站」乘車約 10 分鐘 

車：從上信越自動車道松井田妙義 IC 向妙義山方面約 5 分鐘 

停車場：有／100 個／免費 



 

 

【栃木縣】  
地點 日光山輪王寺  

 
 

時期 10 月中旬～11  月上旬 

地址 栃木縣日光市山内 2300 

交通 鐵道：從 JR「日光站」或東武日光線「東武日光站」乘世界 

遺產循環巴士約 10 分鐘於「勝道上人像前」下車徒歩 2 分鐘 

車：從日光宇都宮道路日光 IC 經國道 119 號約 2.5km 

停車場：有／100 個／500 日圓 

地點 伊呂波坂(いろは坂)  

  
 
 

時期 10 月中旬～10  月下旬 

地址 栃木縣日光市細尾 

交通 鐵道：從 JR「日光站」乘前往湯元溫泉的東武巴士約 30 分鐘 

於「明智平」站下車，徒步 1 分鐘 

車：從日光宇都宮道路清瀧 IC 經清瀧 Bypass 約需 20 分鐘 

停車場：有／60 個／免費 

 
 
【埼玉縣】  
地點 國營武蔵丘陵森林公園 

 

時期 11 月中旬～11  月下旬 

地址 埼玉縣滑川町山田 1920 

交通 鐵道：從東武鐵道「森林公園站」乘前往立正大學的巴士約 7 

分鐘於「滑川中學校」下車徒步 5 分鐘 

車：從關越自動車道東松山 IC 經縣道 47 號前往需約 10 分鐘 

停車場：有／2000 個／600 日圓 
 
 
【千葉縣】  圖片提供：千葉県観光物産協会  
地點 養老溪谷  

 
 

時期 11 月下旬～12  月上旬 

地址 千葉縣大多喜町 

交通 鐵道：從小湊鐵道「養老溪谷站」乘前往栗又瀑布（栗又の
滝）的小湊巴士約 20 分鐘在「栗又」下車後徒步 10 分鐘。 

車：從館山自動車道市原 IC 經國道 297 號前往約需 1 小時 

停車場：有／180 個／500 日圓 



 

 

 
地點 龜山湖  

 
 

時期 11 月下旬～12  月上旬 

地址 千葉縣君津市豐田・川俣 

交通 鐵道：從 JR「上總龜山站」徒歩約 8 分鐘 

車：從館山道姉崎袖浦 IC 經縣道 24 號、國道 410‧465 號前 

往約需 30km 

停車場：有／400 日圓／收費 
 
 
【東京都】  
地點 新宿御苑  

 
 
 
 
 
 
 
 
    
  ©Yasufumi Nishi 

 

時期 11 月上旬～12  月上旬 

地址 東京都新宿區内藤町 11 

交通 鐵道：從東京 Metro 地下鐵「新宿御苑前站」1 號出口徒歩  

5 分鐘 

車：從首都高速外苑出入口經外苑東通前往需約 15 分鐘 

停車場：有／200 個／3 小時 500 日圓，之後每 30 分鐘 100 日圓 

地點 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Yasufumi Nishi 

時期 11 月上旬～12  月上旬 

地址 東京都立川市・昭島市 

交通 鐵道：從 JR「西立川站」徒步 2 分鐘 

車：從中央道國立府中 IC 經國道 20 號前往約 8km 

停車場：有／2493 個／1 日 800 日圓 

地點 高尾山  
 
 
 
 
 
 
 
 
 
 
   ©Yasufumi Nishi 

時期 11 月中旬～下旬 

地址 東京都八王子市高尾町 

交通 鐵道：從京王電鐵「高尾山口站」徒步 3 分鐘 

車：從圈央道高尾山 IC 經國道 20 號前往約 1km 

停車場：有／156 個 

 
 
【神奈川縣】 部分圖片提供：神奈川県観光協会  
地點 三溪園  

 
 

時期 11 月中旬～12  月中旬 

地址 神奈川縣横濱市中區本牧三之谷 58-1 

交通 鐵道：從 JR「根岸站」前於 1 號乘車站乘市營巴士約  10 分鐘 

於「本牧」下車徒歩 7 分鐘 

車：從首都高速本牧埠頭出入口經國道 357 號前往需約 5 分鐘 

停車場：有／120 個／首 2 小時 500 日圓，之後每 30 分鐘 

100 日圓，當天上限 1000 日圓 



 
 

 

 
地點 蓬莱園  

 
 

時期 11 月中旬～ 

地址 神奈川縣箱根町小涌谷 503 

交通 鐵道：從箱根登山鐵道「箱根湯本站」乘前往箱根町方向的箱 

根登山巴士或伊豆箱根巴士約 23 分鐘於「蓬莱園」下車即達 

車：不可駕車前往 

 
 
【新潟縣】  
地點 松雲山荘  

  

時期 11 月上旬～中旬 

地址 新潟縣柏崎市綠町 3 

交通 鐵道：從 JR「柏崎站」徒步 20 分鐘 

車：從北陸道柏崎 IC 經國道 8 號需約 10 分鐘 

停車場：有／184 個／部分收費 

 
【富山縣】  
地點 神通峽  

  

時期 10 月中旬～11  月上旬 

地址 富山縣富山市笹津～猪谷 

交通 鐵道：從 JR「笹津站」乘車約 15 分鐘(片路峽) 

車：從北陸自動車道富山 IC 經國道 41 號前往約 30 分鐘 

停車場：沒有 

地點 黑部峽谷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中旬 

地址 富山縣黑部市黑部峽谷口 11 

交通 鐵道：從富山地方鐵道「宇奈月温泉站」徒歩 3 分鐘到黑部峽 

谷鐵道宇奈月站 

車：從北陸道黑部 IC 經縣道 14・13 號前往約 20 分鐘 

停車場：有／約 350 個／1 日 1 次 900 日圓 



 

 

【福井縣】                 圖片提供：福井縣觀光連盟  
地點 刈込池  

 
 

時期 10 月中旬～11  月上旬 

地址 福井縣大野市上小池 

交通 鐵道：從 JR「越前大野站」乘車往上小池停車場約 1 小時， 

再步行 50 分鐘 

車：從北陸自動車道福井 IC 經國道 158 號・縣道 173 號前往 

需約 1 小時 40 分鐘到「上小池駐車場」，徒歩約 50 分鐘 

停車場：有／35 個／免費 

地點 九頭龍湖 (九頭竜湖) 
 

  

時期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福井縣大野市箱瀬 

交通 鐵道：從 JR「九頭龍湖站」乘車約 10 分鐘 

車：從東海北陸道白鳥 IC 經國道 158 號前往約 10 分鐘 

停車場：有／約 40 個／免費 

【石川縣】  
地點 兼六園  

  

時期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 

地址 石川縣金澤市兼六町 1-4 

交通 鐵道：從 JR「金澤站」乘巴士約 13 分鐘於「兼六園下」下車 

徒歩 5 分鐘 

車：從北陸道金澤西 IC 或從金澤東 IC 前往約 20 分鐘 

停車場：有／554 個／1 小時 350 日圓，之後每 30 分鐘 150 

日圓 

【山梨縣】 部分圖片提供：山梨觀光推進機構  
地點 昇仙峽  

 

時期 10 月中旬～11  月下旬 

地址 山梨縣甲府市‧甲斐市 

交通 鐵道：從 JR「甲府站」乘巴士約 35 分鐘於「昇仙峽入口天神 

森」下車徒步 1 小時 30 分鐘 

車：從中央道甲府昭和 IC 經國道 20 號前往約 35 分鐘 

停車場：有／300 個／免費 

地點 河口湖畔紅葉回廊 

 
 

時期 11 月上旬～11  月下旬 
地址 山梨縣富士河口湖町大石 
交通 鐵道：從富士急行「河口湖站」乘車約 15 分鐘 

車：從中央自動車道河口湖 IC 經國道 139 號、縣道 707 號前 
往約 25 分鐘 
停車場：沒有 



 

 

【長野縣】  
地點 乘鞍高原 

 

  

時期 9 月下旬～11  月上旬 

地址 長野縣松本市安曇 4306-5 

交通 鐵道：從 Alpico（アルピコ）交通「新島島站」乘巴士約 1 小 

時於「觀光中心(センター)前」下車徒步 1 分鐘 

車：從長野自動車道松本 IC 經國道 158 號・縣道乘鞍岳線前 

往約 1 小時 

停車場：有／100～200 個／免費 

地點 天龍峽 
 

  

時期 11 月中旬～11  月下旬 

地址 長野縣飯田市天龍峽 

交通 鐵道：從 JR「天龍峽站」徒步 1 分鐘 

車：三遠南信道天龍峽 IC 經國道 151 號約 1 分鐘 

停車場：有／60 個／500 日圓 

 
 
【岐阜縣】 圖片提供：岐阜縣觀光連盟  

地點 下呂温泉合掌村  
 

 
 
 

時期 11 月上旬～下旬 

地址 岐阜縣下呂市森 

交通 鐵道：從 JR「下呂站」乘前往交流會館方向的濃飛巴士約 5 

分鐘，於｢合掌村｣下車即達 

車：從東海環狀道美濃加茂 IC 經國道 41 號前往約 1 小時 20 

分鐘 

停車場：有／200 個／免費 

地點 惠那峽 
 

  

時期 11 月上旬～中旬 

地址 岐阜縣惠那市大井町奥戶 

交通 鐵道：從 JR「惠那」站乘巴士約 15 分鐘於「惠那峽」下車徒 

步 5 分鐘 

車：從中央道恵那 IC 經縣道 68 號・401 號前往需約  10 分鐘 

停車場：有／80 個／免費 



 

 

地點 修善寺溫泉  

 
 

時期 11 月下旬～12  月上旬 

地址 靜岡縣伊豆市修善寺 

交通 鐵道：從伊豆箱根鐵道「修善寺站」乘巴士約 10 分鐘，在修 

善寺溫泉下車徒步  1 分鐘 

車：從東名高速沼津 IC 經國道 1 號‧136 號前往約 25km 

停車場：有／200 個／300 日圓～ 

 

【靜岡縣】 
 
 
 
 
 
 
 
 
 
 
 
 
 
 
【愛知縣】 

         圖片提供：靜岡縣觀光協會 

 
地點 香嵐溪  

 
 

時期 11 月中旬～12  月上旬 

地址 愛知縣豐田市 足助町飯盛 

交通 鐵道：從名鐵「東岡崎站」乘巴士 1 小時 10 分鐘於「香嵐

溪」下車徒步 2 分鐘 
車：從東海環狀道豐田勘八 IC 經國道 153 號前往約 20 分鐘 

停車場：有／2000 個／1000 日圓 
 
 

            
 
 
   日本旅遊推介 

自悠行：http://www.sunflower.com.hk/package/jpnkortai/japan.asp  
旅行團：http://www.sunflower.com.hk/tour/jpnkortai/japan.asp  
查詢熱線：2722 2888 (新華旅遊) 
 

有關其他旅遊資訊，可瀏覽 

新華旅遊網頁：http://www.sunflower.com.hk                 

日本國家旅遊局網頁：http://www.welcome2japan.hk 

 http://www.facebook.com/hksunflower 

 http://www.facebook.com/visitjapa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