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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札幌概况

 (图片由网友 @翠花上酸菜 提供)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春节是红色的，热热闹闹一年又一年，难免像吃多了红烧肉一样有些腻。不

如换一个口味，投入到札幌雪祭的纯白色当中去，在一件又一件的雪雕之间，度过一个不同寻常

的清新春节。

“札幌”一词起源于北海道当地的原住民阿伊努族的语言阿伊努语，意为“大河川”。札幌是北

海道的首府，四周多山，在明治时期之前还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地，少有人迹，只有狐狸

、狼和熊出没。1871年成为北海道行政中心后兴起，在100多年内快速发展成为北海道的文化和政

治中心，是日本的第五大城市。

品尝过札幌拉面，畅饮过札幌啤酒，在冰与雪的盛典上徜徉之后，你慢慢地便浸染了北国人的习

性和性格，也就爱上了这座城市的泰然与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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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札幌不能不做的N件事

   

1、雪祭，开启白色王国之旅

 (图片由网友  @陈旧的品味 提供)

纯白的雪，总能让人想到圣洁的事物；透明的冰，就像是最善良的人的心一般，用雪和冰打造一

个世界，有恢弘的建筑，有万人敬仰的英雄，有栩栩如生的动物，有神秘的传说⋯⋯在这里，白

色的雪在灯光下被染上了神秘的色彩，晶莹的冰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没错，这就是札幌雪祭，

每年的2月5日到2月11日准时上演的盛会，一场白色的嘉年华，在这里，人们往往在那么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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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身处何方，只顾得对着眼前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发出惊叹。

   

2、札幌，我爱拉面

 (图片由网友  @翠花上酸菜 提供)

说到札幌美食，首当其冲的就是拉面了。札幌拉面与喜多方拉面、博多拉面并列为日本三大拉面

之一。札幌是味噌拉面的发祥地，位于日本列岛最北边的北海道，冬天的气温常常在摄氏零度以

下的冰点，所以札幌味噌拉面的汤味道非常浓郁；拉面的劲道十足，咬起来富有弹性，爽口弹牙

；叉烧的味道调得很好，但切得很薄，用力的话吹一口气就能把面中的叉烧吹起来，札幌就连面

碗都比日本其它地方来得大。在寒冷的冬天，来上一碗热呼呼的拉面，还有什么比这更享受的事

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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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札幌啤酒+成吉思汗烤肉=正宗道中人

 (图片由网友  @属于我的角落 提供)

虽然叫做成吉思汗烤肉，却是地地道道的北海道特产。将使用特制调味汁腌制过的羊肉片和蔬菜

在锅上边烤边吃，调味料经过烤制完全渗入羊肉中，味道极其鲜美，是极富北海道野趣的愉快吃

法。

北海道纬度较高，气候凉爽，温度相宜，盛产优质的大麦和啤酒花，再加上水质清纯，酿出的札

幌啤酒独具特色，香气、醇厚度和苦味达到完美的平衡，入喉极为顺口，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接

受。在品尝成吉思汗烤肉料理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上札幌啤酒，才是正宗的北海道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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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薄野去过一过札幌夜生活

 (图片由网友  @骑着上帝去流浪 提供)

札幌是北海道的中心，任何一个中心城市少不了的肯定是夜生活，薄野便担起了这一角色。薄野

是东京以北最繁华的闹区，共聚集5000多个商家，充斥着酒吧、夜总会、PUB、餐厅等各种饮食

摊档和娱乐设施，是札幌五光十色的夜生活的代表。许多旅行团称薄野为“薄野不夜天”，这很

好地概括了这个地区的整体风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札幌的另一张脸，涂满了华丽浓郁的色彩

，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4～6、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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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1-518-2005 (薄野观光协会)

交通：市营地铁南北线的薄野站

网址：http://www.sukikan.jp/

   

5、滑雪场上挥洒热情

 (图片由网友  @苏格拉没有盖 提供)

札幌四季中最为特别的要算是冬季了。作为北纬43度地区，札幌冬季的气温却并不是很低，适合

在冬季进行的运动项目也非常多，滑雪、滑雪板、雪橇、雪地摩托等都是札幌人最喜爱的冬季运

动。札幌冬季的持续时间较长而且降雪量也相当惊人，初雪在每年的11月份左右。由于雪季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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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札幌的滑雪场从12月到第二年的4月期间都可以使用。见到这么多雪，很少有人还能抑制住

内心的冲动，还等什么？赶快去滑雪场上尽情驰骋吧！

札幌手稻奥林匹亚滑雪场位于手稻山的半山腰，距札幌之中心很近，曾是札幌冬季奥运会的会场

之一，可以看到当年使用过的圣火台。这里非常适合家庭滑雪，被誉为代表家族气氛的滑雪场。

有宽阔、陡度小的斜坡， 初级、中级的滑雪者也可以充分享用。

手稻滑雪场分为Olympia Zone和Highland Zone两个区域。

Olympia Zone

1972年2月举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台就建于此地。

营业时间：9：00- 21：00

票价：成人4800日元（一日券）

地址：札幌市手稻区手稻本町593

交通：从JR札幌站乘坐，到手稻站下车后，换乘巴士，约需要20分钟即到。也有从市内发车的预

约制巴士。详细情况请利用下列电话号码进行问询。

咨询电话：011-681-3191

Highland Zone

从初级到专业滑道设施完备，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山顶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海面。

营业时间：9：00- 21：00

地址：札幌市手稻区手稻金山172

交通：从JR札幌站乘坐，到手稻站下车后，换乘巴士，约需要20分钟即到。也有从市内发车

的预约制巴士。详细情况请利用下列电话号码进行问询。

咨询电话：011-683-3721 (0120)610-555 

网址：http://www.sapporo-teine.com/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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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泉里泡出清净心

 (图片由网友  @翠花上酸菜 提供)

  “泡汤”，似乎不需要再多的解释了，温泉就是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不仅可以洗去一身的疲累

，实现多种理疗功效，更可以得到静心养生的效果，是人们一到了冬天便会自然而然就想到的事

物。

定山溪是生活在札幌人最熟悉的温泉地，位于札幌市的西南部，从市中心乘车大约需要40～60分

钟。定山溪始建于130多年前的北海道开拓时代，一位叫做定山的修行者最早发现了川中涌出的温

泉源头。经过百年来的创建，定山溪形成了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温泉地。守着这份便利，要是错

过了这大好的机会，可就真成了这次旅行最大的遗憾了。

地址：南区定山溪温泉东3丁目

电话：011-598-2012（定山溪观光介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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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1、 从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2号乘车口乘坐定山溪方向巴士，约需20分钟 

           2

、从地铁真驹内站前4号巴士乘車口乘坐前往定山溪方向的巴士，约需要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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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札幌景点

   

1、时钟台，倾听时间的声音

 

 (图片由网友  @苏格拉没有盖丹 提供)

       在札幌市中心，有一座白色木造建筑，虽然不起眼，却是札幌的重要地标，也是日

本重要文化遗产。这里原本是札幌农学校于1878年建造的演武场，现在则作为资料馆、会厅使用

。正上方的美制四面时钟台是1881年所增设的，是日本最古老的时钟台，历经了120多年的风雨，

                                               13 / 5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331&do=album&picid=42563


�������

札幌：白色童话
至今仍在正常运转中。不如就从这记载着岁月的地方开始你的札幌之行吧。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1西2

电话：011-231-0838

交通：从JR札幌站南口步行10分钟；从市营地铁的南北线、 东西线、东丰线大通站步行2分钟

开放时间：9：00-17：00

门票：成人200日元，中学生以下免费

网址： http://www15.ocn.ne.jp/tokeidai/

   

2、北海道厅旧本厅舍，窥视北海道缩影

 (图片由网友  @苏格拉没有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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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厅旧本厅舍建造于1888年，作为北海道厅的本厅使用了80年，被当地人称作“红砖馆”。

巴洛克建筑风格使它以实际存在的优秀西洋建筑之名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虽然内部曾一度遭

火灾烧毁，但在复原后，还是展现出当时的风貌。舍内现在成为道立文书馆、北海道历史画廊北

海道开拓记念馆，介绍北海道的历史和文化。另外，还可以参观历代长官、知事的豪华办公室。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3西6

电话：011-231-4111

交通：从JR札幌站步行10分钟；从市营地铁东西线、南北线、东丰线的大通站、市营地铁南北线

、东丰线的札幌站步行10分钟

开放时间：9：00-17：00

门票：免费

网址：http://kanko.pref.hokkaido.jp/kankodb/

   

3、大通公园&札幌电视塔，给你一个立体的札幌

大通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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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陈旧的品味 提供)

大通公园是位于札幌市中心的一座东西伸延的宽阔的城市自然公园，也是札幌市民喜爱的休息场

所之一。众多的石雕、喷泉、紫丁香、洋槐树和大小70个以上的花坛将长约1.5公里的公园装扮的

十分迷人。每年冬季的著名的札幌雪祭便在这里举办。夏季公园内还开放庭院式啤酒茶座，供游

人避暑消夏。大通公园一年中还提供场地供用于举办各种体育竞赛。

地址：中央区大通西1～12

电话：011-251-0438（大通公园管理事务所）

门票：免费

交通：大通公园在札幌站南面5个街区、5-10分钟步程。所有三条札幌地铁线交汇在大通站，它在

札幌站以南的南北线和东丰线上；地铁南北线、东西线、东丰线大通站下车即是。

札幌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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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翠花上酸菜 提供)

在大通公园东边竖立着札幌电视塔，塔高147.2m，在地上90m高处有展望台，从这里能够俯瞰整

个大通公园和札幌市区，天气好的日子还可以眺望石狩平原以及远处的日本海。塔的中间部分有

很大的电光钟，成为了札幌的地标。夜晚来这里欣赏夜景也是不错的选择。

展望台门票：7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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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海道开拓村，阅览活的历史

 (图片由网友  @翠花上酸菜 提供)

北海道开拓村是一座室外博物馆，可以学习开拓时代的生活、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历史，1983年

为纪念北海道100周年而建。

大面积的场地分为市区群、渔村群、农村群和山村群，移建和复原了住宅、学校、工厂和商家等5

0多栋珍贵建筑。当时的交通工具如马车铁路、马雪橇等还在场地内运行，可以乘车游玩。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厚别区厚别町小野幌50-1

电话：011-898-2692

交通：从JR新札幌站、市营地铁东西线的新札幌站乘坐巴士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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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一般（夏）830日元，（冬）680日元

网址：http://www.kaitaku.or.jp/info/

   

5、白色恋人公园，每天都是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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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骑着上帝去流浪 提供)

白色恋人公园是一个本地巧克力公司—白之恋人的主题公园，公园由各种迪士尼式的建筑组成，

有商店，咖啡吧，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对大众开放的巧克力工厂。除了一些窗户，从后面游客可以

观察巧克力蛋糕制作的工序，还有很多和巧克力有关的展品。

公园的一部分是一个足球场，作为本地J联赛队伍札幌冈萨多队的练习场，同时还有一个关于队伍

历史的小型收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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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札幌市西区宫之泽2条2丁目11-36

开放时间：9：00点至18：00（17：00前进入）

门票：600日元（巧克力工厂）

交通：地铁东西线宫之泽站，步行5-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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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札幌购物

   

1、中央批发市场，穿梭在竞价现场 

 (图片由网友  @属于我的角落 提供)

札幌市中央批发市场自1959年开设以来一直是北海道的生鲜食品物流基地，进行被称作竞价的专

业批发商间的交易，一般客人不可以在此购物，但在邻接的场外市场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新鲜的食

材。

场外市场有大约70家店，毎天都销售在邻接的中央批发市场刚竞价的新鲜食材，以及蔬菜水果和

水产，种类丰富。高昂的招呼声此起彼伏，充满活力，还有很多品尝等活动，即便只是逛逛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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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以充分享受。

旅人提醒：参观札幌市中央批发市场需要预约。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12西20（中央批发市场）；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11西21（场外市

场）

电话：011-611-3176（中央批发市场）；011-621-7044（场外市场）

交通：从市营地铁东西线的二十四轩站步行10分钟。

   

2、狸小路，亲临百年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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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图片由网友  @属于我的角落 提供)

狸小路商店街已经有120年以上的历史，早在明治年代，这个区域就已经是商家云集的繁华街道，

当时负责拉客的是脖子涂满白粉的女孩，宛如狐狸般的样貌，因此早期这里被称之为狐小路，后

来才改名为狸小路。

狸小路分为7个区段，长1公里，总共有200多家商店，是北海道最大的商店街，几乎与薄野一带的

繁华街连成一片。街内汇集了无数时装、电器商店、游艺厅、电影院以及餐厅等各种商业设施。

地址：位于札幌市中心南2条～3条至西1～7丁目一带 

交通：地铁南北线薄野站，步行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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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五、札幌餐饮

   

1、元祖拉面街，从骨子里透出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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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图片由网友  @骑着上帝去流浪  提供)

要吃地道的札幌拉面，当然首选元祖拉面街，为什么？街名就已经告诉你了，它是拉面的老祖宗

啊。

元祖拉面街其实只是一条数十米的小巷，却汇集了札幌拉面的近20家名店。它已经有30年历史，

从原本的7、8家拉面店以及数间酒家发展起来，后来逐渐变成拉面店聚集的专门街。这条拉面街

经过日本杂志媒体报导后一跃成名，加上一家目前还存在的拉面店“味之三平”开发出新品种味

噌拉面后，札幌味噌拉面就以其亲民的口味席卷日本全国，成为日本三大人气拉面代表。

拉面街备有各种活动、限期特供拉面等企划，每次来都可以有不同乐趣，有的店铺甚至营业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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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晨，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薄野饮酒之后前来。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南5西3-8

交通：市营地铁南北线的薄野站，步行5分钟

网址：http://ganso-yokocho.com/translation/（中文） 

   

2、拉面共和国，舌尖上的怀旧

 (图片由网友  @骑着上帝去流浪 提供)

在拉面共和国，北海道内味道出名的拉面店汇集一堂，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可以享受各种店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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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拉面的主题公园。

以被称为北海道四大拉面的札幌、旭川、函馆、钏路为中心，由8家名店构成。设施内再现了1945

至1955年代的札幌街景，充满怀旧气氛，还配有蒸汽机车、木造车站、神社等。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北5西2-1，札幌站前的购物大厦ESTA10层

电话：011-209-5031

交通：从JR札幌站的东检票口步行5分钟；从市营地铁南北线、东丰线札幌站步行5分钟

网址：http://www.sapporo-esta.jp/ramen/

   

3、成吉思汗烤肉，炭火中的风味

                                               28 / 51

http://www.sapporo-esta.jp/ramen/


�������

札幌：白色童话

关于成吉思汗烤肉的传说有很多的版本，真正的起源也无从考证。相传是从蒙古传过去的，有的

说是因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君主成吉思汗远征时喜欢吃而得名，也有的说是因为蒙古军的士兵用自

己的头盔烤羊肉而得名。成吉思汗烤肉最早在札幌出现，在北海道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可以称得

上是北海道最有特色的料理之一。

旅人推荐

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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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1954年(昭和29年)开业，札幌最具代表性的成吉思汗老店。这家店一律不使用冷冻肉类，只采用

新鲜的成羊羊肉，这也是受到欢迎的一大原因。店面里座位不多，总是客满，所以要先有等待空

位的心理准备。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南5条西4丁目， 野口大楼1楼

电话：011-522-6013

交通：地下铁薄野站步行约5分钟

营业时间：17：0-02：00，每周一休息

价格：蒙古烤肉一人份735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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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4、札幌啤酒，畅饮一段历史

 (图片由网友  @陈旧的品味 提供)

日本有许多著名的啤酒大厂，像是朝日、麒麟，但日本的啤酒业其实是起源於札幌。明治10年，

                                               31 / 5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333&do=album&picid=42581


�������

札幌：白色童话
北海道的开拓使开始製造“开拓使麦酒”，虽曾一度失败，但却在明治21年时成功发展出“札幌

啤酒”，也许叫它“三宝乐啤酒”你会更熟悉（“札幌”在日语中读作sapporo）。

札幌啤酒园建于1889年，是保存、利用古代建筑物改造而成的红砖建筑，保留了明治时代面貌，

与古时北海道政府的红砖办公厅一样，都是明治时代珍贵的北海道文化遗产。

札幌啤酒园内除保存有制造啤酒的厂房和发酵罐外，还设有大啤酒厅和啤酒博物馆，博物馆里介

绍和展示着从明治开始至现在的该公司啤酒的海报，可以了解到札幌啤酒的历史、酿造过程、还

可以试饮到刚刚制成的鲜啤酒。最让人惊喜的是在二楼还可以品尝成吉思汗烤肉，最正宗的啤酒

，最特色的烤肉，还不快坐下来大快朵颐、饮个痛快？

地址：札幌市东区北7条东9丁目2-10

电话：012-015-0550

营业时间：11：30～22：00，无休（12月31日除外）

交通：1、 地铁东丰线东区役所前站4号出口步行10分钟

           2

、从扎幌站乘坐中央巴士环88（札幌Factory线），札幌啤酒园站下车即到

   

5、汤咖喱，享受独一无二的札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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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所谓汤咖喱，是指在用调味料特制的汤汁中加入大块的蔬菜及鸡肉等菜，米饭另盛一盘，搭配着

吃，类似于炖菜，是发祥于札幌的料理。1960年左右起人气渐起，现在和拉面一样受欢迎，成为

了老少皆宜的人气食谱。

旅人推荐

咖喱食堂“心”

历史悠久的名店，即使位于有200多家多汁咖喱店铺的激烈竞争区札幌，“心”的人气也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是家喻户晓的名店。厨师原来是做意大利料理的，将西红柿、牛骨等最基本的12种食

材细煨慢炖10个多小时制成汤，然后放入20多种调味料。蔬菜和米都使用北海道内指定签约农家

特产，彻底挑选，名副其实的用“心”制作料理来款待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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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地址：札幌市北区北15条西4丁目 City Heim N15

交通：地铁南北线北18条站，步行10分钟

电话：011-758-8758

营业时间：11:00～22:00（最后点菜21:30、如中途卖完即刻截至），年初年末为休息日

消费标准：约1000日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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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六、札幌住宿

   

1、野中家民宿

 

  颇受好评的民宿，房间均为日式“榻榻米”。老板是一对老夫妇，待人亲切热心，可感受到日

本传统风味。除收费自助洗衣设备外，可以自由使用厨房作简单煮食，适合预算有限的背包客。

设有中文网站作订房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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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南5条西9丁目

电话：011-531-7310

交通：地铁东西线西11丁目站，步行10分钟

房价： 7000日元起 (平均房价)

网址：http://www.healingweb.net/nonaka/cn.htm

   

2、札幌国际青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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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住过青旅的人都知道青旅的好处，干净舒适，可以上网，而且可以结交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

地址：札幌市丰平区丰平6条6丁目5-35

电话：011-825-3120

房价：ＹＨ会员或非会员价格均相同。个人房(包括单人房、双人房、和室等)人均3800日元；男

女分开的大房间人均3200日元

网址： http://www.youthhostel.or.jp/kokusai/

   

3、东横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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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连锁式的商务小酒店，分店遍布全国，酒店都在车站附近，房价比一般酒店较低。酒店大堂有公

用计算机可供上网，房间也有网络连接。酒店各方面水平平均，而且有中文网站查询和订房，非

常方便，因此很多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都会选择下榻东横 Inn。

地址：札幌市中央区北三条西1丁目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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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电话：011-222-1045

交通：JR札幌站，步行5分钟

房价： 6800日元起 (平均房价)

网址：http://www.toyoko-inn.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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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七、札幌交通

   

1、札幌地理位置示意图

 

   

2、札幌市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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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3、航空

札幌新千岁机场位于市中心以南30公里，从东京羽田机场到新千岁机场约1小时30分钟。从关西国

际机场约1小时55分钟。从机场乘坐JR快车到札幌车站约36分钟。

   

4、JR铁路

是北海道内的主要铁路线。有从札幌开往函馆—小樽—旭川的函馆本线，从札幌乘快速列车到小

樽30分钟，乘特快列车到旭川１小时20分钟。JR札幌站与地铁札幌站之间有地下通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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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5、市内交通

没有哪座日本的主要城市有像札幌这样的矩形街道格局和简单的地址系统，这使得识路非常容易

。城市的街区和号码根据罗盘位置命名，指针尖端在大通公园东边末端。

以札幌啤酒博物馆为例，它位于“北 7，东 9”，也就是在罗盘的北边第七区和东部第九区。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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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札幌为北海道唯一拥有地下铁的都市，共有三条主要线路，分别为 

 

（1）南北线(麻生-札幌-大通-薄野-真驹内) 

（2） 东西线(宫之泽-琴似-大通-巴士中心前-新札幌) 

（3） 东丰线(荣町-札幌-大通-福住)

三条地下铁在大通车站内交会，所以想要进行市区旅游的人可以多多利用便捷的地下铁线路，或

是购买一日乘车券也很划算 ，行驶时间6：15～23：15，每3-10分钟一班，起价为200日元。

公交

“市营公汽”的线路围绕地铁构成，与地铁连接乘坐，票价优惠。市内起始基本票价200日元，随

距离增加而增加。另外，还有“JR公汽”，“中央公汽”、“JOTETSU公汽”、“BANKEI公汽

”等民营路线。并设有札幌站前、大通和中央公共汽车总站。

                                               43 / 51



�������

札幌：白色童话
路面电车(市电)

市内电车运行路线为西四丁目-西线九条旭山公园通-登山缆车入口-中岛公园通-薄野等地。全程42

分钟，170日元，早晚间隔3-7分钟；白天、夜间间隔6-10分钟，下车时付款。

札幌市电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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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白色童话
特别票

以下的单天票可以在札幌使用: 

地铁单天卡（800日元）

在一天中无限制的在札幌的三条地铁线上使用。请注意折扣通行券在周末可以使用。

周末地铁票（500日元）

在一天中无限制的在札幌的三条地铁线上使用。只能用在周末和国家法定节日。

联合单天通行券（Combination One Day Pass）（1，000日元）

在一个计数天中无限制的在地铁，电车和JR北海道巴士、北海道中央巴士和道南巴士上使用。

札幌至小樽特别企划乘车券（Sapporo-Otaru Welcome Pass）（1，500日元）

无限制搭乘札幌到小樽段JR火车和一天内乘坐札幌三条地铁线。请注意札幌到小樽的环线单程需

要1240日元。在札幌站和新千岁机场有只对外国游客开放的JR信息咨询台。需持护照在JR西口旅

游服务中心购买。包括一天之内无限搭乘札幌-小樽间的JR，以及札幌地下铁一日券。两张可以分

开不同天使用。

使用预付卡能简化搭乘地铁和巴士的程序，而且这样就不需要每次总是购买新车票，同时还有小

折扣。预付卡可以在自动售货机中买到。

随身卡（With You Card）（500，1000，3000，5000和10000日元）

随身卡能在地铁、电车、JR北海道巴士、北海道中央巴士和道南巴士在札幌市内的区域使用。除

开500日元的随身卡，每张卡都有10%到15%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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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发前准备

   

1、签证

日本的签证根据目的不同分长期和短期签证两种。停留期限1年以下为短期签证，短期签证包括探

亲签证和观光签证。１年以上（最长3年）为长期签证，长期签证主要包括留学签证、学术交流签

证、教育传授签证、普通工作签证、高级劳务签证。其它还有若干种特殊签证，如日本孤儿、日

本人的中国人配偶以及公务的外交、新闻、贸易签证等。

前往日本观光旅游，通常由日本外务省签发逗留期限为90天的“临时滞在者签证”。签证必须由

申请人本人到日本大使馆或领事馆去直接申请。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文件：

(1) 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本人护照。

(2) 6个月以内拍摄的护照用免冠正面照片2张。

(3) 正式签证申请书(在大使馆或领事馆内领取)2份。

(4) 证明访日目的的相关文件。

如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则赴日旅游签证由旅行社代办，较为方便，但需要一定的手续费

。如目的只是短期旅游，建议参加旅游团，委託旅行社代办为好。如果是个人自助旅游，可根据

具体情况参照以下资讯办理。

   

2、行李装备

在旅行时可能会有较多机会到山区或水滨等郊外，因此即使温暖的季节也请不要疏忽，建议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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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上衣以便随时披上。该注意的则是隆冬时的衣着。冬季因是雪的季节，所以先得穿上防滑的鞋

子。因气温在零度以下，需着厚毛衣及保暖的大衣。保暖的袜子、手套都是必备品。但因室内及

车上都有暖气设备，非常暖和，准备易于穿脱的衣物会方便很多。

去日本不必带手机。因制式不同，中国带去的手机在那儿根本没法用。另外，日本的电压为110伏

特，(主要是两脚扁插头)所以，自带的相机、录像机等电池充电器如不是110-240伏特兼容的，也

无法使用。

一般来说，在日本携带现金比较安全。小金额现金便于支付交通及餐饮的费用。对于饮食店和其

它少量的购物，可能不接受信用卡或旅行支票。2006年，中国银联卡已经可以在日本使用，日本

大的百货店都可使用银联卡付款。

   

3、货币兑换

在日本，兑换货币须在外币兑换银行或其它合法的货币兑换场所兑换。此外，还须出示自己的护

照。但日本银行兑换业务只在上午9：00到下午3：00间进行。而且星期六、日及主要假日，银行

还全天休息。所以一般只能在饭店里换钱，但要比银行兑换稍贵一些。最好在国内先将人民币兑

换成日元，在日本兑换的话需要手续费。如果担心用不完再兑换而造成浪费的话，可带上美元。

成田机场（东京）已开通人民币兑换业务，在机场的千叶银行和京叶银行的机场营业所出入国窗

口，可以用人民币直接兑换日元，每人限定兑换金额为6000元（约9万日元）。

回国时可把没用完的日元换成人民币，数额没有限定。

   

4、通讯

日本的手机系统与中国、香港的手机系统都不一样，从中国带去的所有手机（包括全球通）都不

能使用。

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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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电话在日本很常见。这些电话中的大部分都可以打国内和国际电话。一般公用电话（可打国

内国际电话）可使用100日元、10日元硬币和电话卡。打国际电话时只能用100日元、10日元硬币

。电子画面上可显示金额，接通后根据时间显示所剩金额。还可显示对方电话号码、调节音量大

小、变换英文等。

IC卡公用电话（可打国内国际电话）只能使用IC电话卡。日本最新型的公用电话机，除具有所有

公用电话功能外，还可以在电话卡上登记电话号码并将号码复制在别的电话卡上。 

 

电话卡

在日本打电话使用电话卡（Prepaid Card）最便宜，一般买500日元和1000日元面值的电话卡，比打

酒店电话节省大半。打国际长途电话使用国际电话卡（World Prepaid

Card）最便宜。日本NTT的国际电话卡（NTT World Prepaid Card）通话时间最长，最划算。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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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内电话或国际电话以及从国外往日本打电话均可使用，十分方便。

以上电话卡在公用电话间均有自动售卡机，价格、图桉不同。日本各种24小时小超市、各车站售

货亭等均有出售。

日本国内电话

日本的电话号码由三部分构成，如京都府国际课的电话：075（区号）—414（局号）—4311（受

话人号码）。

国际电话

可以在机场、饭店和大城市的主要车站直拨国际电话。提供国际电话服务的公司有三家，连接号

码分别是001(KDD)、0061(IDC)、0041（Japan

Telecom）、0033（NTT）。电话费和服务区域视各公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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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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