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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滨：东京湾的明珠

横滨(Yokohama) 是神奈川县的首府，世界大港口之一。它位于本州东南部的关东多摩丘陵南部，

东临东京湾，南面是横须贺港，西面是日本著名的富士山和箱根。1859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

佩里率领“黑船”抵达横滨，港口被打开，开启了面向世界的大门，横滨从此逐渐成长为拥有超

过300万人口的日本第二大城市。随着外国文化的不断涌入使横滨发展为一座具有自己独特魅力的

国际大都市。近几年来，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横滨生活工作，让横滨成为了一座多文化

汇集的城市，而众多民族的节日和活动让横滨市也彰显其新的活力。 

图为横滨港未来21 (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在横滨，可以领略到这座日本门户城市悠久而又充满传奇的历史。漫步在美丽的海滨山下公园和

欧洲风格的山手一带，或站在港未来21区日本最高建筑的地标塔上俯瞰横滨壮观的夜景，这里的

一切必将让您一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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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区位图

最佳旅游时间：横滨全年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温度15.5℃，春秋气候宜人最适合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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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签证领区划分

北京领区：北京、天津、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

湖北、湖南、青海、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

上海领区：上海、安徽、浙江、江苏、江西

沈阳领区：辽宁（除大连市）、吉林、黑龙江

广州领区：广东、海南、福建、广西

重庆领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青岛领区：山东

香港领区：香港、澳门

大连办事处：大连市

受理时间

受理时间为3个工作日 （从申请受理日的第二天开始算起）

工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11：30

相关单位

1、日本大使馆领事部

地址：北京市东三环北路2号南银大厦2楼

邮编：100027

电话：

010-6410-6970（侨民保护）

6410-6971/0086（护照、证明、户籍）

6410-6972（遗华日本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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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6973（签证）

6410-6976（卫生）

传真：

010-6410-6975

010-6410-6977（签证）

e-mail：ryoji@pk.mofa.go.jp

2、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37楼

电话：023-63733585

传真：023-63733589

3、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大厦1－3楼510064

电话：020－83343009/83343090/83884480

传真：020－83338972

4、日本国驻青岛总领事馆

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59号国际金融中心45F 266071

电话：0532-80900001

传真：0532-80900009

5、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万山路8号

电话：021-52574766

传真：021-62788988

6、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0号

电话：024-2322-7490

传真：024-2322-2394

办理详解

如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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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日本旅游业发展的目的，日本进一步放宽了旅游签证的办理条件，依照当前的最低标准

，月入五千者均可办理自助游签证。1次有效的签证手续费为200元，多次有效签证为400元。根据

政策变化价钱会有所浮动。

基础材料

个人报名表（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及电话，工作单位及电话，职务等真实信息）。电话为现单

位和现住址真实座机电话，以备领事馆确认。

签证申请表（申请人本人填写、申请人签名须与护照上的签名一致）。

本人因私护照，大2寸白底彩色近期护照像2张（照片后写明本人姓名），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全

家户口本复印件。

在职证明学生、退休人员可用学生证、退休证原件代替。

本人所在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公司简介。

固定资产，证明。（本人存款证明5万以上及房产证、存折复印件、私人汽车购买证明等）。

办理签证授权旅行社名单详见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签证代办机构一览表：

http：//www.cn.emb-japan.go.jp/consular/visa_daili.htm

   

2、货币

货币

日本使用的通货单位是“元”，纸币有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的面值，其中2

000日元并不多见，在许多自动贩卖机上也没法使用。硬币有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

0日元，500日元，都是通用的。在买车票的自动贩卖机上可以使用到10000日元面值的钞票，但买

饮料的自动贩卖机一般都只能用到1000日元面值的钞票，且没法使用1日元和5日元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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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无论何种通货货币都可以携带进出日本。但是如果携带的是100万日元以上的，或者是与其等值的

支票和有价证券时，则必须向海关申报。

旅行支票

旅行支票在各大银行、酒店、旅馆和大城市的商场内都可以使用。AMERICAN EXPRESS、VISA、

DINERS CARD和MASTER CARD等国际性的信用卡，在旅行支票能使用的地方，这些信用卡也能

照样使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是到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去旅行，还是事先备好现金为好。

ATM机

自动取款机(ATM)一般在日本全国的城市里都能使用，但是这些ATM大部分都不接受日本境外发

行的信用卡和现金提取卡，而且提供服务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这些大部分的ATM只能在银行营业

的时间段内使用。城市里，平日18：00到20：00为止的时间段内，有些地方的ATM或许还能使用(

但是周末的时候大多数的地方只营业到星期六上午为止)。不同的信用卡公司所发行的信用卡在A

TM上的使用情况是随ATM机器的设置场所和使用时间而不同的，请各位务必事先向信用卡公司

了解清楚。

税金

在日本，无论您消费了什么，日本政府都要征收您支付额5％的消费税。

服务费

您在酒店或餐馆等处的消费，除了要支付消费税以外，有些地方可能还要另外收取您消费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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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的服务费。

小费

在日本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

兑换外币

换汇最方便的就是在机场内换，不过机场内的汇率比市区内的银行要差一些。市内各大银行里，

找标有“両替”或者“外貨両替”的柜台。但是一定要注意日本银行的营业时间比较短：星期一

~星期五，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

   

3、电源

日本的电源是50或60赫兹，电压100伏，插头是2脚（扁平）的。在酒店使用电器产品的时候请注

意规格。使用电脑或者给数码相机充电的时候，可以说变压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能在出发前就

准备好变压器自然最好，如果不行的话，有些酒店前台也提供出借服务。

电压

日本的电压是100伏的。频率有两种，东日本的频率是50Hz；在包括名古屋、京都和大阪在内的西

日本的频率是60Hz。

当您使用自带的电吹风、旅行用电熨斗和电剃刀之类的电器用品时，这些电器应该是可以调节电

压的，否则您就得另外带上变压器。

插座

日本的用电插座是双平脚插座。圆柱形插头和三平脚插座插头在日本是无法使用的。建议您事先

买好转换插头。

   

4、通讯

电话

近年由于手机的普及公用电话有所减少，但仍然在路边和公共设施里都有公用电话。城市里的公

用电话大多都对应国际电话，可以放心使用。酒店客房的电话的使用方式需要咨询前台。日本国

内的通话根据距离收费。如果提前买好电话卡的话，就不需要零钱也可以随时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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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日本国内电话的方法

日本的电话号码由三个部分组成。

[例如：03(区号)＋1234(局号)＋5678(受话人号码)]

在日本，到处都有公用电话。这些电话机的颜色大部分是绿色或是灰色的，可以使用10日元、100

日元的硬币和专用的电话卡拨打电话。电话卡可以在方便商店和车站的小卖店内购买。在同一通

话区域内的电话费是每分钟10日元。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如果您用100日元的硬币打电话的话是

没有零钱找给您的。

主要城市的电话区号

札幌 011

仙台 022

新泻 025

埼玉 048

千叶 043

成田 0476

东京 03

横滨 045

名古屋 052

奈良 0742

京都 075

大阪 06

神户 078

广岛 082

福冈 092

大分 0975

那霸 098

手机

日本的手机电话系统不能与他国的手机系统进行互换。因此除了某些特殊的手机种类（卫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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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您的手机在日本不能使用。来日之后如想使用手机，可以利用租借电话。如果您想获得

更为详细的情报，请向以下公司咨询。

G-Call(Rental Mobile in Japan)

http：//www.g-call.com/e/rental/dom/rental.php?id=530

JAL ABC(日本国内专用手机租赁服务指南)

http：//www.jalabc.com/rental/domestic_chi/index.html

NTT DoCoMo 漫游服务

http：//roaming.nttdocomo.co.jp/cn1/index.html

PuPuru(手提电话租赁)

http：//www.pupuru.com/foreign/ch_s/index.html

   

5、其他须知

关税

必须就行李进行口头或书面申报。如果带有托运行李，则需要两份书面申报的复印件。可在飞机

上、船上或海关拿到海关申报单。

访日游客的免税规定

手提物品及托运的用于个人目的行李为免关税和（或）免税。（大米的限额为一年100KG。）如

果您带有两件手提物品和托运的行李，请将它们一起计算后，参照限额。

手提物品及业务设备

如果数量适中，而且不是用于销售，则衣服、化妆用品、其它用于个人目的的手提物品及在日本

逗留期间将要使用的手提式业务设备全部免关税和（或）免税。

酒精饮料、香烟和香水等

对下列范围内的物品另有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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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

日本的自来水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矿泉水在超级市场和方便商店等处很容易买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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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横滨的最棒体验

   

1、“元町�山手”和横滨历史来一次亲密接触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被称为“异国情调的街道”的元町�山手区域在横滨很受游人喜爱。自1859年横滨被划定为“国

际港”后，许国外国人经常来此购买生活用品，一些欧洲商人也在地区定居。时至今日这里的房

屋和建筑仍保留着独有的欧洲风格，附近还座落着许多欧式风格的餐馆和咖啡馆。而如今这里更

是日本“时尚”的发源地，各店独具特色的服装、鞋袜、杂货在全日本都颇有人气。漫步于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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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不经意间和横滨的历史来一次亲密接触。

   

2、港未来21——未来都市之旅体验海岸边的时空散步

(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毗邻海岸的港未来21区域，又被昵称为MM21，堪称未来都市的模型。从1980年代起，作为面向21

世纪的未来型都市而大力开发。高达296米的日本最高建筑横滨地标塔，与周边现代化的建筑群一

起在天空勾勒出绝美的轮廓。在这里，可以在王后方形广场购物、在红砖屋仓库泡吧、乘船出港

吹吹海风或者在港口散步看夕阳⋯⋯赶快来发现属于自己的港未来21吧！

   

3、逛逛横滨杂货店淘到的可不只是“杂货”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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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在日本听到“杂货店”，可不要以为是那种老样式售卖工具或用品的简陋小店哦。拥有超高指数

人气的日本的杂货店，其实相当于国内的“精品店”，只不过内容更五花八门，风格更个性化。

“杂货店”与百货超市或名牌专卖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为追求个性化生活的人们提供涉及多

个领域的个性化产品。“杂货店”多拥有独特的进货渠道，内容丰富，物美价廉。尤其在横滨，

由于和海内外的广泛联系，存在着各式各样风格的杂货店。逛逛横滨杂货店一定会淘到不一样的

宝贝。

旅人提示：杂货店信息可参考本攻略购物部分。

   

4、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中华街感受日本的华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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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具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横滨中华街是日本，也是世界最大的中华街，散发着无穷的活力。街道上的1

0座牌楼、店铺的内外装饰、招牌等都主要使用红、蓝、黄、绿、金色的中华风格装饰，色彩缤纷

，有浓厚的中国味，穿过一道豪华绚丽的门，便可了中华街。在这里，风靡世界的中华料理店鳞

次栉比。代表中国各个地方特色的料理店中大约一半是广东料理，另外还聚齐了上海、四川、北

京等多种风味的中华料理。在此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店内不时响起中国话的声音。每年农历正

月时，整个中华街装点华丽的霓虹灯，舞起狮子舞、龙舞等，还会举行盛大的庆祝，热闹非凡。

   

5、漫步山下公园寻找横滨人的休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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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山下公园是放松心情散步的好去处，漫步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公园会发现许多享受海风的横滨当地

居民。横滨山下公园处处风景如画，闲逛之时可用相机记录下这里的美丽。而停泊在公园前面的

日本邮船冰川丸远洋客货轮建于1930年，现已被改造成很有特色的海上博物馆，逛上一逛也会有

不少的收获。如果想要让旅行别具一格，还可乘坐从横滨站东口出发的观光船“水上巴士Seabass

”，在短程航行中惬意地享受海湾风景。

   

6、在横滨地标塔空中花园俯瞰东京湾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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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俯瞰横滨最好的地方就是耸立在海滨的标志性建筑——地标塔（LandmarkTower），高295.8米，

有70层，是日本最高的大楼。塔内在69层273米处设有观景台，又叫“空中花园(SkyGarden)”，乘

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只需40秒钟即可到达。晴朗之时眺望四周只见碧蓝色的东京湾尽收眼底，横

滨跨海大桥婉如一条玉带横跨海湾，远处的东京、伊豆半岛与富士山全景清晰可见。倘若来到这

里之时恰值夕阳落下，余晖将富士山照耀得金碧辉煌，令人充满遐想。过上一会儿夜幕降临，满

城灯光，如同银河泻落人间，横滨的魅力顿时扩张，向天空延伸。这座大都市炫目的夜景将给力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7、新横滨拉面博物馆感受日本对于拉面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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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横滨既热爱食物又热爱娱乐，而将二者集合的结果造就了别出心裁的餐饮主题公园。“新横滨拉

面博物馆”将为您介绍拉面这种中式面食的历史与文化，定会使您对拉面文化产生更深的了解。

另外，您也千万别忘记在重现了1950年代东京街景的拉面店，品尝一下精选自日本全国各地的美

味拉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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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四、畅游横滨

   

1、三溪园

  (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由明治、大正时代以生丝贸易而发家的实业家原三溪（本名：富太郎，1868�1939）所建，1906

年开放参观。在1945年的空袭中遭到了严重破坏，1953年原家将其转让、赠予横浜市，设立了财

                                               21 / 7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49&do=album&picid=51229&goto=down#pic_block


�������

横滨：东瀛巨港
团法人三溪园保胜会，实施修复工程，直至今日。总面积约17万5000平方米，是一处纯日本庭园

。由外苑和内苑构成的园内，有从京都、镰仓等地移建过来的历史建造物（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

产10栋，市指定有形文化遗产3栋）。除一部分以外，这些建筑物都已租借给茶会、俳句会等，鹤

翔阁还可以进行会餐或是召开联欢会。这里还有三溪资料馆和茶室，展示了原三溪的相关资料以

及有渊源的作家的作品、工艺美术品等。

门票：500日元

地址：神奈川县横浜市中区本牧三之谷58-1

电话：045-621-0634

交通：从JR根岸站乘坐公共汽车10分钟

网址：http：//www.sankeien.or.jp/guide/map.html

   

2、横滨“港未来2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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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横浜みなとみらい21是广布在东京湾岸横滨港沿线的横滨最大娱乐功能城区。通过约20年前开始

的横滨再开发项目而形成了大型滨水区。日本第一高的横滨地标塔大厦、作为横滨的标志而为人

熟知的大摩天轮Cosmo Clock21、近年作为横滨新名胜而颇为热闹的红砖仓库等都很有名，是夜景

也非常美的城区。横滨皇后广场、横滨World

Porters等餐馆和时尚店集中的许多大型综合商业设施，作为横滨的标志而为人熟知的大摩天轮

Cosmo Clock21的所在地横滨Cosmo World游乐园，当日往返温泉设施万叶俱乐部，再加上许多的

公园等，在徒步可以环绕一周的范围内布满了多彩的玩乐去处。另外还有横滨美术馆、以及会议

中心、国立大会厅和大饭店齐备的Pacifico横滨等文化设施，尤其是Pacifico横滨犹如快艇鼓起风帆

的外观已经成为横滨的代表性景观之一。“港未来21区”的开发项目至今仍在继续，作为在湾区

发展的横滨最先进城区一直惹人注目。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西区港未来、中区新港

电话：045-211-0111（港未来21区综合问讯处）

交通：港未来线的港未来站直达、JR横滨市营地铁的樱木町站

网址：http：//www.minatomirai21.com/english/

   

3、横滨地标塔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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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横浜ランドマークタワー高296m,是日本最高的超高层大厦。主要由商务设施、多功能厅、大饭店

、购物中心组成。购物中心是5层厅堂建筑，汇集了很多横滨土生土长的老字号、一流名品店等。

位于69层的空中花园是日本第一高的展望台，从2层大厅乘坐世界最快的电梯大约40秒即到。360

度玻璃幕墙，可以从地上273m将港未来区尽收眼底。另外，占地内还保存了1896年竣工的现存日

本最古老的商船用石造船坞，周边则建成了公园。旁边建有横滨美术馆、横滨皇后广场，作为港

未来区的标志性建筑常常是人来人往。

门票：展望台空中花园，成人1,000日元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西区港未来2-2-1

电话：045-222-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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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交通：从港未来线港未来站步行3分钟。从JR横滨市营地铁樱木町站步行5分钟。

网址：http：//www.yokohama-landmark.jp/english/

   

4、横滨皇后广场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クイーンズスクエア是与港未来站直接相连的大型综合商业设施。由时装店、装饰品杂货店等各

种店铺和餐馆应有尽有的购物中心、音乐厅、大饭店和办公楼构成。购物中心内有休闲风格的“a

t！”和流行品牌店集中、讲究品位的“QUEEN'S EAST”，可以根据喜好享受购物乐趣。旁边耸

立着日本第一高的横滨地标塔大厦，二者作为港未来区的象征，是访客颇多的景点。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西区港未来2-3

电话：045-222-5015

交通：港未来线港未来站直达、从JR横滨市营地铁樱木町站步行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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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网址：http：//www.qsy.co.jp/english/

   

5、横滨红砖仓库

(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瑜 提供)

横浜赤レンガ倉庫面向横滨港而立的2栋具有怀旧气氛的仓库，聚集了餐馆、商店等。1号馆由横

滨的老字号、横滨特色商品店、举办音乐会活动的音乐厅构成，2号馆则是时装、时尚商品等个性

化店铺鳞次栉比，还有可以悠闲地享受美食的餐馆。此处红转仓库始建于1911年，曾作为横滨港

的物流基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之后度过震灾、战灾等得到了繁荣发展，但由于海上运输形式的变

化等，于1989年结束了作为仓库的使命。红转仓库长久以来守望着港未来区的历史发展，保留了

明治和大正时期的面貌，为了保存和发挥其作用，2002年作为商业设施重新开业。同时周边建成

了公园，周围一带成为了红砖公园。可以在港口海风的吹拂下，一边感受横滨古雅时代的面貌，

一边悠闲地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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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新港1-1

电话：045-227-2002

交通：从港未来线马车道站、日本大通站步行6分钟。从JR、横滨市营地铁樱木町站、关内站步行

15分钟。

网址 http：//www.yokohama-akarenga.jp/

   

6、横滨中华街

(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横滨中华街具有百年的历史，据说最早是在1859年横滨港开港以后，很多中国人从广东、上海等

地移居至此，经营贸易，不断繁荣发展而形成。现在，横滨中华街有230多家中华料理店，其中大

约一半是广东料理，另外还聚齐了上海、四川、北京料理等多种多样的中华料理。在此工作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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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多是中国人，店内不时响起中国话，街道的10座牌楼、店铺的内外装饰、招牌等都是主要使用红

、蓝、黄、绿、金色的中华风格装饰，色彩鲜艳。街中还有关帝庙用于祭祀因《三国志》而闻名

的关羽，豪华绚烂的建筑在色彩鲜艳的中华街中也格外引人注目。另外，每年2月的春节祭（旧历

正月），整个中华街装点华丽的霓虹灯，舞起狮子舞、龙舞等，举行盛大的庆祝，热闹非凡。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山下町

电话：045-681-6022（中华街信息中心 ChinaTown80）

交通：从港未来线的元町、中华街站步行1分钟，从日本大通站步行5分钟。从JR石川町站步行5分

钟。从JR·横滨市营地铁关内站步行7分钟。

网址：http：//www.chinatown.or.jp/

   

7、元町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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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元町是新旧名店汇集的时尚商店街，以元町通为中心排列着数百家老字号品牌店、各类特色店等

。元町位于伴随1859年横滨港开港而在山手一带形成的外国人聚居地与关内商业区之间，最早是

向过往的外国人兜售而不断发展。明治时代聚集了在当时日本尚属罕见的咖啡店、西点店、洋服

店等，支撑了文明开化的发展。由于震灾、战灾等曾经一时衰退，但战后得到复兴，成为了现在

的元町商店街。现在也有很多老牌时装店、西饼屋、时尚咖啡屋等，确立了元町独特的风格。另

外，现在很多知名的西饼屋中也有一些就是在元町起家，为很多人所喜爱。从元町商店街再向外

走一点，还有保留外国人聚居地时期面貌的外国人墓地、位于可以俯视横滨港的高地上的港见丘

公园等，可以享受散步之乐。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元町1～5

电话：045-641-1557（协同组合元町SS会）

交通：港未来线的元町、中华街站下车即到，从JR石川町站步行２分钟

网址：http：//www.motomachi.or.jp/

   

8、山手西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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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山手伴随1859年的横滨港开港形成外国人聚居地，建造了许多西洋馆（西式公馆）。至今仍保存7

栋，保留了当时的面貌。7栋西洋馆分为3处，港见丘公园有山手111号馆“横滨市英国馆”，与外

国人墓地邻接的元町公园有山手234号馆“Ehrismann宅邸、Berrick Hall”，明治时代曾是意大利领

事馆的山手意大利山庭园则有Bluff18号馆“外交官之家”。上述建筑无一不是反映了横滨港开港

当时的外国文化，外交官之家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有的馆内还设有咖啡馆，可以在似乎时光

倒流到横滨港开港时的氛围中品味茶香也是其一大魅力。毎年12月举办名为“世界圣诞节”的活

动，以英国、法国、美国等各国的圣诞节为主题进行馆内装饰。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山手町·元町

电话：045-662-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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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交通：港未来线的元町、中华街站，JR石川町站

门票：免费。咖啡店另行付费。

网址：http：//www.hama-midorinokyokai.or.jp/seiyoukan/

   

9、山下公园

(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山下公园是满载横滨湾历史的、足以代表横滨的临海公园。公园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瓦砾上填

埋而造，于1930年对外开放。之后，历经举办复兴博览会、战后为美军接管等历史，形成了现在

的样子。公园沿着横滨港从大栈桥的东侧延伸至山下埠头大约1km，园内有脚穿红靴子的女孩像

、水守护神像等许多雕像和纪念碑，背后耸立着横滨海港塔。另外，山下埠头一侧的栈桥停泊着2

0世纪30年代作为豪华客轮而活跃一时的冰川丸，成为了山下公园的标志。船内是真正的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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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Deco（装饰艺术）风格，从内部装饰到家具和照明，到处是独具匠心的设计。

门票：免费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山下町279

交通：从港未来线的元町、中华街站步行3分钟，从JR石川町站步行15分钟，从JR、横滨市营地铁

关内站步行20分钟

网址：http：//www.city.yokohama.jp/me/kankyou/park/yokohama/

   

10、新横滨拉面博物馆

新横浜ラーメン博物館是真实再现了20世纪55-65年代下町（市井）风情的怀旧式拉面主题公园。

在1层的表演区可以欣赏拉面的历史和文化，地下1层和2层排列着从日本全国各地严格选拔的8家

拉面店、以及与复古街道相符的香烟店、传统点心店等。中央广场则举办纸戏、石头剪刀布比赛

等各种活动，即便只是流连其中也有许多乐趣。

门票：中学生以上300日元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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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电话：045-471-0503

交通：从横滨市营地铁新横滨站步行1分钟，从JR新横滨站步行5分钟

网址：http：//www.raumen.co.jp/home/floorguide/

   

11、ZOORASIA

(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ZOORASIA 是由按照全球气候带和不同地区划分的7大园区组成的动物园。分为亚洲热带森林、

亚寒带森林、大洋洲草原、中亚高地、日本山村、亚马逊密林、非洲热带雨林共7大园区。园内有

霍加狓、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鹳等很多珍稀动物，饲养了约70种共400多动物。动物园把尽可能

接近动物们所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主题，使动物、植物和人类文化相互交融创造地方特有的

环境，成为最接近各类动物们故乡的状态。另外还有“淘气森林”、“咕噜咕噜广场”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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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可以悠闲地散步、享用便当。园内还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骑小马体验等，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

与动物亲近的动物园。

门票：600日元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旭区上白根町1175-1

电话：045-959-1000

交通：从JR中山站、相模铁道本线的鹤峰站或三境站乘坐巴士15分钟

网址：http：//www.zoorasia.org/

   

12、横滨八景岛海岛乐园

(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横浜·八景島シーパラダイス是位于横滨市南部东京湾24ha人工岛上的超大型休闲乐园，日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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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大规模的海洋馆、游乐园、购物饮食设施、大饭店等一应俱全。海洋馆分为3个，主馆“海族之馆

”内用巨大水槽等展示各种鱼类、住在海中的白熊、海獭等动物，可以欣赏海豚、海驴的表演，

在水槽隧道的自动扶梯上可以体味宛如水中散步一般的心情。邻接的“海豚梦幻馆”可以在水中

隧道近距离观赏游来游去的海豚、白海豚，还可以在“接触浅滩”直接接触在池中游动的海豚、

海豹、鱼等。另外，游乐园PLEASURE

LAND内有很多惊险刺激的吸引人设施，是可以尽情玩耍一整天的人气景点。

地址：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八景岛

电话：045-788-8888

交通：从海滨线的八景岛站步行即到

门票：一日游（3个水族馆+PLEASURE LAND）高中生以上4,900日元

网址：http：//www.seaparadise.co.jp/chinese/

   

13、帆船日本丸/横滨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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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位于横浜港未来21地区“日本丸纪念公园”的以港口和船为主题的博物馆。常设展示室分为“帆

船日本丸”“横浜港的足迹”“横浜港的风姿”“船的变迁”“世界港口”这五个区域，展示有

模型等。帆船日本丸是1930年建造的商船学校的练习帆船，到1984年退休为止，一共有11,500名学

生在该船上完成了实习。从1985年开始将其按照现役时原样保存并对外公开展示。

地址：神奈川县横浜市西区港未来2-1-1

电话：045-221-0280（财团法人帆船日本丸纪念财团）

交通：JR、横浜市营地铁樱木町站，从港未来线港未来站、马车道站徒步行走5分钟

网址：http：//www.nippon-maru.or.jp/

   

14、横滨外国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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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1854年，为了让日本对外开放而来到日本的美国海军提督佩利率领的其中一艘密西西比号舰艇上2

4岁的二等兵因事故而死亡。美国政府要求将其的墓地选择能够看到海的地方，从而在现在的地方

建成了外国人专用墓地。在这处明亮的墓地内，排列着各种形状的十字架和墓标。在这里长眠的

有日本铁路创始人埃德蒙�莫雷尔（Edmund

Morel，1841～1871）、设立了日本第一个啤酒厂的William

Copeland、菲利斯女子学院的创始人Mary E．Kidder，以及牧师、医生等将横浜作为第二故乡的名

人。现在共有40多个国家约4800人长眠于此。

地址：横浜市中区山手町96

电话：045-622-1311（财团法人 横浜外国人墓地／管理事务所）

交通：从港未来线元町、中华街站徒步行走8分钟

门票：自愿捐款（原则上只有3�12月的周六日、节日能入园）

网址：http：//www.yfgc-japan.com/message_e.html

   

15、麒麟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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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麒麟啤酒是日本四大啤酒之一，在１９０７年于横滨起家。麒麟村是麒麟横滨酿酒厂对外开放的

设施。提供免费的厂内参观。参观时间长达1个小时，最后的20分钟还可以享受免费试饮麒麟啤酒

。

开放时间：10：00~17：00 (星期一休息)

交通：京滨急行线生麦车站下车步行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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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五、细品横滨美食

   

1、当地美食

中华街大包子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比较受中国人欢迎的是肉包。一个肉包虽买300日元到500日元的稍高价位，这里针对不太会点中

国菜的日本人推出了定价的套餐，虽然价格不低，但非常方便。当附近横滨体育馆举行棒球比赛

时，会有20多万人光顾这里，绝大多数要在此用餐。多数人还要到这里的舶来品商店看一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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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里主要卖从中国或亚洲其他地方进口的糖果。此外，还有中药店和茶庄。横滨中华街的中国菜主

要迎合日本人的口味，甚至多少还带点法国风味（这里招募的主厨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

“寿喜烧”

“寿喜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肉食料理。虽然东日本和西日本在烹调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基

本做法都是将切成薄片的牛肉用酱油、砂糖、酒等调味，再与蔬菜一起入锅煮熟。吃的时候可以

醮一点打散的生鸡蛋，口感柔和令人回味。

涮牛肉火锅 

(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涮牛肉火锅是将切得比“寿喜烧”更薄的牛肉放到煮开的汤汁中迅速加热，再醮上调料食用。这

种料理可以将和牛柔软、细腻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调料的味道也很重要，有加入芝麻糊的调

料、以橘子类的果汁为原料制成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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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河豚

河豚是日本人喜爱的高级食材。由于它内脏含有毒素，只有具备专业资格的厨师才可以烹饪。河

豚的旺季一般是10月到第二年3月的寒冷季节，其中，尤其是12月到2月之间，味道更鲜美。如果

想品尝河豚，就一定要选择这一季节。最常见的河豚料理，要数河豚生鱼片“ふぐさし(Fugusashi

)”。切得薄薄的生鱼片，晶莹剔透地装饰在绘有图案的餐盘上，仿佛一幅画。

拉面 

(图片由网友 @背包客的旅行 提供)

由中国传入的中式面条，在日本发展为独特的饮食文化。有些人每天必吃，可以说拉面已经成为

了日本的国民食品。很多拉面店都营业到深夜，喝了酒之后有人还会顺便吃一碗拉面。一碗拉面

的价格在600日元到1000日元左右。汤底大致可分为两种，用猪骨、鸡骨等炖出的汤和用干鲣鱼、

杂鱼干等鱼类炖出的汤。很多店还在这些汤汁里加上洋葱和香菇等，独创自家店的风味。用猪骨

炖出的汤呈白浊色，口味浓厚。用鱼炖出的汤则散发出独特的鱼香。调料主要有酱油、盐、面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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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的3种。拉面里一般加的配菜有叉烧肉、葱花、干笋等。酱油淹过的煮鸡蛋（日语叫味玉＝AJITA

MA）也是很多人的至爱。

生鱼片

将切成一口大小的新鲜鱼贝类蘸上酱油和山葵菜（WASABI）后生吃。生鱼片没有经过传统的炒

、炸、蒸等烹饪方法，因此营养物质完全没有流失，是一道极富营养的菜肴。

寿司 

(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female 提供)

寿司的原型，是将鱼类、贝壳类与米饭一起腌制、自然发酵后具有酸味的保存食品。江户时代由

于醋的大批量生产，不必发酵米饭直接使用醋，由此催生了现在的寿司，并深受性急的江户人的

好评。一口大小的醋饭上边抹上一种香辣药草——芥末，并放上生鱼片捏紧的“手握寿司”(2个

一组称为“1贯”)，大碗醋饭上边摆放各种各样鱼片的“散寿司”，用象黑纸一样的“海苔”包

卷醋饭和鱼等各种各样食材的“手卷寿司”等，可谓种类繁多。日本人在喜庆活动等时经常品尝

                                               42 / 7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61&do=album&picid=51731


�������

横滨：东瀛巨港
寿司。寿司的胆固醇很少，作为健康的日本料理在海外也是深受欢迎。

天麸罗

是用小麦粉和鸡蛋在新鲜的鱼类、贝壳类、野菜、蔬菜等的外表裹上一层，并油炸而成的料理。

抹上由酱油、干制鲣鱼制成的汤汁或盐，在油炸之后立即品尝。其原型是江户时代传来的西式油

炸饼，在江户时代，是货摊子等鼎力推销的庶民口味。现在，从快餐到高级日本式酒家，在各种

各样的场合均可品尝。有在饭里放上天麸罗并浇上调味料的“炸虾盖饭”，还有在热的乌冬面和

荞麦面里放上天麸罗的“天麸罗乌冬面”和“天麸罗荞麦面”。

   

2、美食地推荐

桥上餐厅-琵雅21

在这里你可以随着海浪的起伏摇晃，坐在四面全是玻璃的店内，让横滨港内来往的船只、船舶及

大型缆车等景色尽收眼底。事实上这家店是横滨豪华国际大陆饭店(YOKOHAMA GRANDINERC

ONTINATALHOTEL)的直营餐厅，因此你可以吃到大厨师不拘素材种类自由创作的新鲜菜色。午

餐时间这里还提供了“午餐特别推荐菜单”。你可以从众多的主菜中任选一种，晚上除了提供两

种“主厨推荐的海鲜套餐”之外，菜单里还有许多以海鲜为主、点也点不完的菜色。

地址：横滨市中区海岸路4-23相模大楼1楼

电话：045-226-5003

营业时间：11：00-21：00

状元楼

饭店始创于1955年，是上海菜的老字号。本店以被赞誉为“东洋巴黎”的上世纪20年代的“老上

海“为原型，内部装潢充满异国情调。让您在这格调优雅的空间中，享用由一流的主厨掌勺，使

用新鲜时令食材烹制出的各种传统料理。

地址：横滨市中区山下町191

电话：+81 45-641-8888

网站：http：//www.joge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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ちゅらり 横浜店

备有冲绳猎户啤酒，各岛严选泡盛，烧酒，梅酒，日本酒，果实酒等共计100种以上。“美里”特

色泡盛鸡尾酒备受关注。料理种类丰富，推荐时令美食，严选鲜肉，新鲜蔬菜。各种冲绳近海捕

获的高级鲜鱼刺身等。具有日本独特文化的冲绳创意料理丰富多彩敬请品尝。热诚欢迎您的光临

。

地址：TK Yokohama Nishiguchi Building B1, 1-12-8, Minamisaiwai, Nishi-ku, Yokohama-shi, Kanagawa,

220-0005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 17：00-24：00 周五/周六/节假日前一天 17：00-05：00 周日 16：00-24：00

电话：045-290-3118

参考消费：人均3500日元

シェーキーズ 横浜西口店

シェーキーズ 是一家很不过的比萨店，店内提供了众多口味的比萨饼供人享用。

地址：Circle wisteria building B1, 1-11-1, Minamisaiwai, Nishi-ku, Yokohama-shi, Kanagawa, 220-0005

营业时间：11：00-23：00 (22：00)

电话：045-311-4663

宙sora Sushi,Wine,Sake＆Japanese Cuisine 西口駅前店

sora Sushi,Wine,Sake＆Japanese Cuisine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餐厅，这里提供很多极具创意的菜品。

地址：ruminosu Yokohama 4F, 2-6-2, Minamisaiwai, Nishi-ku, Yokohama-shi, Kanagawa, 220-0005

营业时间：17：00-24：00

电话：045-314-2515

横滨中华街

被称为牌楼的门所环绕的500米方圆的区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华街。以供奉中国英雄关羽的关帝

庙为中心，汇集了约200家中华料理店及经营中国食材、杂货等的店铺。这一历史可追溯到1859年

的横滨开港。直至横滨开港的约200年间，由于“闭关自守”，与海外几乎没有交流的当时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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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缺乏西洋的语言及商务习惯等知识。会说西洋话的日本人与能够通过汉字笔谈的中国人，因

在双方的贸易中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带动中华街的发展及中华料理店的增加。中华街跨

越了日中战争和关东大地震等灾难得以发展，作为美味中华料理和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发

信地，一直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以中国四大料理粤菜、川菜、北京菜、上海菜为代表，在

中华料理名店汇聚一堂的横滨中华街，可以品尝到不逊于原产地中国的正宗的中华料理。

旅人提示：

1、一般进日本餐厅会先发给你一个湿纸巾一类的东西，那个是用来在用餐前擦手的。日本餐厅一

般不提供像国内那种柔软的餐巾纸，如果需要请自备。

2、一般进餐厅之后要等待服务员来根据你的要求，比如吸烟席还是禁烟席，人数等等带你去他为

你们安排的位子，最好不要一进餐厅就自己很自觉的找地方坐下，免得引起人家安排方面的不方

便。

3、就餐过程中有骨头之类的垃圾时，请吐在桌子上提供的小碗或者小碟子中，不要随便丢在桌子

上。

4、使用桌子上陈列的调味罐的时候，用完记得返回原位。

5、吃拉面的时候尽量吸面条发出声音，表示好吃，是尊重厨师的一种表现。吃那种握寿司的时候

请尽量一口一个吃掉，不要将一个分成好几口吃。

更多横滨餐厅可参考：

http：//rds.gnavi.co.jp/lang/cn/?area=AREAM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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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六、横滨购物

横滨是日本最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之一，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饭店，制作精良的美食，还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购

物场所。在横滨购物的经历绝对不会比在日本其他城市购物的经历差，每个周末平均有250万的人从东京涌入横

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横滨可以买到您想要的所有商品的原因。

   

1、百货商场

横滨SOGO百货 

(图片由网友 @不加可乐的冰 提供)

横滨SOGO百货是日本最大的百货巨舰之一，各层楼都各有特色，另外也有大型的美术馆以及市

民型的美术馆以及市民福利相关设施等，这是全世界的SOGO都一定有的特征。与横滨站东口直

接连通的地下一定有的特征。与横滨站东口直接连通的地下二楼入口处依然有着“小小世界”的

时钟，每到整点(55分起)就会有音乐和动作，是约会等人的好地方。

地址：横滨市西区高岛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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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东瀛巨港
电话：045-465-2111

营业时间：早10：00-晚7：30(9F-7：00，10F-早11：00-晚10：00)

交通：JR．东急东横线横滨站步行3分钟

横滨高岛屋 

(图片由网友 @戴帽子的卡拉 提供)

高岛屋是横滨站西口的地标“象征”，卖场内有多家只有神奈川县才有的点心名店。商店高雅精

致，深受横滨的绅士淑女们的喜爱。壮丽的正门，具气派又显眼。

地址：横滨市西区南幸1-6-31

营业时间：10：00-19：00

电话：045-311-5111

交通：从JR东急东横线．相铁线横滨站西口步行1分钟。

横滨世界港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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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前开始就是日本对外重要港口的横滨，当然要有一栋代表它和世界各国贸易的展示场和据点

啰！“横演世界港”就是在这样的概念之下设立的。在这栋复合型的商业大楼中，区分为靠马车

道的“横滨舶来馆”、、MYCAL

VIVRE、个性商店街。齐集了介绍国外优良厂商的商店、浓缩各国精华的代表性料理餐厅。

地址：横滨市中区新港町11番地

电话：045-222-2000

营业时间：10：00-21：00(餐厅至23：00，影城至00：00)

前往方法：JR京滨东北线．根岸线“樱木町”站下车前往方法：JR京滨东北线．根岸线“樱木町

”站下车后，直走即可见“汽车道”，顺着汽车道直走即可见到天桥入口。

AURORA MALL

楼上的“祭之广场”、“光之广场”；别馆上的“风之广场”；以及“水之广场”和“空之广场

”。有的是集会场，有的是一片绿油油，或是流水庭园，这儿已成了附近居民最棒的休闲空间。

地址：横滨市户冢区品浓町537-1

电话：045-827-1100(AURORAMALL)

营业时间：10：00-20：00(餐厅至22：00，因店而异)

休息日：周三不定休

交通：：由品川搭JR横须贺线于“东户冢”站下车即达(自品川约需33分；由横滨约需9分)。

极光城市购物中心

“极光城市购物中心”自称为目前神奈川县境内最大级的购物中心在这栋复合型的商业大楼中，

区分为靠马车道的“横滨舶来馆”、MYCAL VIVRE、个性商店街。

地址： Kanagawa Prefecture, Yokohama, Naka Ward, Honmokuhara

   

2、特色店

杂货店

チャイハネCAY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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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语里，CAYHANE的意思是“大众茶馆”，也就是村子里的聚会沙龙。采用这一发音命

名的杂货店“チャイハネCAYHANE”，充满了欢快的气氛。来自东南亚、南美、非洲多个国家

的首饰、服装、家具、摆设等等琳琅满目、汇聚一堂。各个民族在前工业时代曾经拥有、如今逐

渐消失的民俗文化用品在这里构成了“诸国民艺大曼陀罗”，带给每个走进来的人愉悦和乡愁。

如今其连锁店已遍布日本全国。在横滨，除元町的店铺外，中华街上也有分店。元町店位于元町

商店街右侧，从入口处走约3分钟即到。

地址：元町1-20元町一番馆

营业时间：10：00-20：00

うれし屋

这家店的名字意思是“开心屋”，大概是希望每个客人都开开心心。地点位于前面介绍的那家杂

货店的斜对过儿。经营的商品是和服以及与和服有关的服饰、配件。既然来到日本，也许有的游

客希望买一件和服带回去作纪念。正式的和服相当昂贵，不过如果是色彩、图案都很丰富的“浴

衣”（夏天穿的棉布和服），则不仅在家可以当睡衣，参加派对或化妆舞会时也用得上。小朋友

们穿上也是很可爱的呢。

地点：元町1-13元町PLAZA二楼

营业时间：10：30-19：30

横滨バザール

在中华街的关帝庙通上，有一座咖啡色的三层建筑，名叫“横滨バザール”。 “バザール”来自

法语的“bazaar”，是市集的意思。参观完金碧辉煌的关帝庙之后，您不妨到这里来转一转。从一

楼到三楼，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杂货店、服装店、食品店，甚至还有看手相和算命的小店。其中有

几家据说还是退出舞台的演员所开的呢。这座建筑所在的位置被称为“横滨居留地一百六十六番

地”，从前是各国商人聚居的地方，曾经挖掘出巨大的商馆地基。虽然那时的商馆已经不在了，

但现在的横滨バザール不仍然飘散着异国风情吗？

地址：山下町166（关帝庙斜对面）

营业时间：平日 11：00-19：30；周六 10：30-20：30；周日 10：30-19：30

休息日：每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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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なまるマーケット

走出关帝庙通时，您会在路右边看到一家不大的商店，招牌上写着“中华街No1最使人满意的货

品”。这似乎并不是吹牛。这家杂货店名叫“花蕾市场”，主要经营首饰、挂件、围巾、帽子等

饰品。由于是产地直销店，所有商品的价格均为1050日元（含消费税），可以说性价比相当的好

。想要带礼物回国的游客，不放在这里淘一淘，也许会有不少发现呢。

地址：Kanagawa Prefecture, Yokohama, Nishi Ward, Takashima, ２丁目１８�１ そご

药妆店

从横滨西口出来，往ダイエー的方向走，ジョナス的一搂有一个。往里走50米左右有 HAC，化装

品很全，主要以资生堂，kanabo之类的日本产为主。运气好的话会折扣28%。一般是15%到20%折

扣。

地址： Kanagawa Prefecture, Yokohama, Nishi Ward, Minamisaiwai

百元店

所谓百元店，因所有商品的价格均为一百日元，由此得名。最近，还出现了商品价格均为200日元

、300日元的店铺，非常合理的单一价格是其最大特色。在大型店内，从食材到衣类、餐具、事务

用品、日用杂货、室内装饰、化妆品，高档品之外的所有生活必需品，均可在这里以格外低廉的

价格买到。店内陈列的商品，在通常情况下以数倍的价格销售、质量稳定的占了一大半，因此日

本人也是经常光顾。旅行中的易耗品可以在这里便宜地筹措到。数枚硬币，说不定就能让您寻觅

到土特产及旅行的美好回忆。在横滨，有“DAISO”、“CANDO”、“SERIA”等各种各样的百

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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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横滨酣然入睡

横滨作为日本第二大城市且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酒店配套服务也相当完备。

横滨洲际大酒店

酒店依水而建，从酒店内向外望去可以将横滨港美景一览无余。同时酒店另设有可容纳50-380人

，层高7米大宴会厅以及其他各类小会议厅，适合商务客人需求。

地址：神奈川县横浜市西区港未来1-1-1

电话：81-45-2232222

网址：www.ichotelsgroup.com/intercontinental/en/gb/home

参考房价：高级双人间1867元

伊势佐木町华盛顿酒店 

(图片由网友 @豆汁的寂寞 提供)

Isesakicho Washington Hotel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四周环境优雅，交通便捷。

酒店的399间客房，均提供完善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 客房室内设施包括禁烟房, 书桌,

宽带上网（免费）, 吹风机。 这间位于横滨的酒店，提供的标准的服务与设施，包括商店, 咖啡店,

餐厅。 酒店完备的休闲娱乐设施提供有按摩，宾客可尽情享受一流现代化设施带来的种种便利。

酒店地处横滨的一流位置，交通便捷，环境优雅，是您到横滨的理想下榻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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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日本 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桜木町１丁目１０１�１ クロスゲート

电话：+81 45-221-0489

网址：www.wh-rsv.com

参考房价：双人间570元

樱木町华盛顿酒店

Sakuragicho Washington Hotel地处横滨黄金地段，邻近发达的交通网络，出行十分便利。

酒店拥有553间客房，是您在横滨的理想下榻选择。酒店客房均提供电影点播服务, 禁烟房,

宽带上网等设施。 酒店设有以下设施，电梯, 酒吧/酒馆, 保险箱。

在结束繁忙的一天后，酒店的按摩，是您放松身心的好选择。

结合横滨文化与传统气息，这家3-星级的酒店显示着与众不同的特色。

地址：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桜木町１丁目１０１�１ クロスゲート

电话：+81 45-221-0489

网址：www.wh-rsv.com

参考房价：标准间1200元

横滨平和广场酒店 

Yokohama Heiwa Plaza Hotel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四周环境优雅，交通便捷。

酒店楼高11层，共设有188间客房，每间客房均现代化设施齐全。 酒店客房均提供吹风机, 禁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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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等设施。 这间位于横滨的酒店，提供完善的设施与服务如会议设施, 无线网络,

洗衣服务/干洗, 电梯，可满足客人的各项需求。 另外，酒店提供的休闲娱乐设施包括按摩。

横滨平和广场酒店四周环境优雅，周边设施齐全，紧邻横滨的主要区域。

地址：Kanagawa Prefecture, Yokohama, Naka Ward, Otamachi, ５丁目６５

电话：+81 45-212-2333

网址：www.heiwaplaza-hotel.com

参考房价：单人间650元

卡梅洛特酒店

Camelot Hotel是您商务、旅游，度假的理想下榻之所。

酒店215间设施齐全的客房，为客人提供现代生活所需，是您在外的一流下榻之选。

所有客房配备完善设施，包括书桌, 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 禁烟房。

这间位于横滨的酒店，提供完善的设施与服务如酒吧/酒馆, 电梯, 咖啡店,

商店，可满足客人的各项需求。

地址：Kanagawa Prefecture, Yokohama, Nishi Ward, Kitasaiwai, １丁目１１�３

电话：+81 45-312-2111

网址：www.camelotjapan.com

参考房价：单人间630元

横滨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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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ohama Kokusai Hotel是您商务、旅游，度假的理想下榻之所。

这家3-星级的酒店，拥有121间舒适温馨的客房，所有房间均配备完善的现代化设施。

设施完善的客房室内配有宽带上网, 电影点播服务, 书桌。 酒店设有以下设施，电梯, 保险箱,

酒吧/酒馆。 酒店的休闲娱乐设施按摩，是您在旅途中放松身心的好选择。

地址：神奈川県 横浜市西区南幸2-16-28

电话：+81 45-311-1311

www.yokohama.khgrp.co.jp

参考房价：单人间500元

横滨鹤见电子商务酒店

E Hotel Yokohama Tsurumi这家2.5-星级的酒店于2000开业，提供119间客房。 每间客房都提供空调,

禁烟房, 宽带上网。 酒店设有以下设施，餐厅, 吸烟房, 会议设施。

为使旅客在闲暇之余能够更好地享受一段悠闲时光。

地址：神奈川県横浜市鶴見区鶴見中央１-２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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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1 45-501-8080

网址：www.pearlhotels.jp

参考房价：单人间400

新横滨超级酒店

Super Hotel Shin Yokohama酒店拥有各类豪华客房共266间，所有房间均配备齐全的现代化设施，

确保为您提供最舒适的下榻空间。

地址：神奈川県横浜市港北区新横浜２－６－２０

电话：+81 45-473-9000

网址：www.superhotel.co.jp

NAVIOS YOKOHAMA 

(图片由网友 @盒子里的小猫 提供)

酒店位于港未来区域内，是横滨同等价位中卫好的一家，房间宽敞明丽。干净整洁，位于市中心

可一览城市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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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新港２丁目１

电话：+81 45-633-6000

网址：www.navios-yokohama.com

参考房价：单人间84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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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横滨交通

飞机

横滨没有属于自己的机场，到横滨均可先抵达东京的两个主要机场后，再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横滨

。在成田机场和横滨之间由成田特快列车连接，路上仅花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另外还有豪华大

巴行驶在成田和横滨航空集散站之间，路程将花费一个半到3个小时。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在成田

机场乘坐京成列车前往日暮里（Nippori），后转乘JR京滨（Keihin）--东北（Tohoku）线。京滨

特快线是从羽田机场前往横滨的最佳路线。

巴士：比较便利，比电车价格稍贵，第一次来日本推荐机场大巴，在候机楼巴士站可以坐到。路

线查询：http：//www.narita-airport.jp/ch1/access/bus/index.html更多信息可查询成田机场交通指南：

http：//naa.ivcreation.com/pc_ja/

火车 

横滨铁路图

绝大多数的旅客从东京前往横滨都是乘火车的。连接两个城市的火车线路在价格和消耗时间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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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更为便利的线路可以选择，如东急东横线（Tokyu Toyoko Line），

从涉谷到横滨站；湘南新宿JR线、东海道JR线、横须贺JR线、京滨东北JR线、横滨JR线、京滨急

行线、相铁线。横滨的城市交通可以称得上是非常人性化的，特别是对于刚到横滨的外国游客，

在这方面的感触应该是颇为深刻的。横滨公共交通系统的高效可谓一目了然，不仅有JR、地铁、

巴士、的士，还有深受游客欢迎的水上巴士。

电车

横滨市内的JR电车主要换乘点在横滨站和新横滨站。横滨站可换乘京滨东北线至东京市内的东京

、上野、秋叶原、新桥等站；转乘东京市内地铁大江户线、浅草线、银座线、丸之内线、日比谷

线、南北线等。此外还可换乘东急东横线、安根线和地铁3号线前往横滨市各观光景点。新横滨可

换乘东海道新干线、JR横滨线和地铁3号线。

JR东日本 中文电话服务 电话：03-3423-0111；服务时间：10：00～18：00（年末年初假日除外）

巴士

横滨市内巴士交通四通八达，主要巴士车站位于横滨站东口、西口和樱木町站。巴士行车的路线

比较复杂，所以游客在乘车前应先查看好路线图。

乘车费用横滨市内统一票价，成人 210日圆、儿童 110日圆。横滨市内各种通用卡。

一日游卡：市营巴士6 00日圆/地下铁和巴士共通卡8 30日圆。另有其它卡值

1000日圆，可实际使用 1100日圆。卡值 3000日圆，可实际使用3 360日圆。

水上巴士 

乘坐水上巴士游览横滨港风景是横滨最有特色的旅游项目，游船航行时间一般为40至120分钟不等

，其中还包括午餐、饮茶、晚餐或只乘船游览。主要的码头有山下公园码头、未来港码头、横滨

站东口码头、大栈桥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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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自由上下车车票

持本券可在1天内，自由乘坐从观光景点集中的MM21地区到山下公园周围/中华街、或伊势佐木町

/山手地区之间的市营巴士(还包括“红鞋子”、“100日元巴士”)及地铁，经济实惠。还有超过10

0个相关设施可享受折扣优惠。成人：500日元、儿童：250日元。Minato Burari Ticket Wide还增加

了乘坐市营地铁往返“横滨”—“新横滨站”的车程(成人：550日元、儿童：280日元)。

旅游专线

「红鞋号」观光景点环游巴士，充满怀旧风格的「红鞋号」红色巴士从樱木町站发车，途径海港

未来地区、中华街、山下公园以及可眺望港口的丘公园。车内还提供各种观光信息。平日照常运

营。成人票价为100日元，儿童为50日元，另外还有专用的一日游车票(成人为300日元，儿童为150

日元)。

港未来100日元公共汽车

一般仅限于星期六、星期日和法定节假日运行的一枚硬币巴士。只要一枚100日元的硬币，便可轻

松愉快地乘坐樱木町车站前客运点～红砖屋仓库～日之出町车站前的巴士。填补了日之出町始发

和樱木町车站始发这两条线路。

地铁 

横滨地铁图

横滨地铁主要由两条线路：“蓝线”和“绿线”。前者从蓟野（Azamino）到仙台（Shonandai）

；后者始发站为日吉（Hiyoshi）到中山（Nakayama）。地铁运营时间为5：00～24：00。交通高峰

时每小时最多发车14班。 基本票价成人2 00日圆，儿童1

                                               59 / 70



�������

横滨：东瀛巨港
00日圆（3号线和1号线）。横滨市交通局资讯处电话：0 45-671-2222（9：00～00：00）

直升机游览专线 

在横滨也可选择乘坐直升机进行游览，而且不需要提前预约。乘坐直升机的机场为浦安机场。根

据游线的不同所收取的费用也有所不同，不过总体来说所需费用都是高的可怕，并非一般游客可

以接受的。乘直升机游览的时间一般在每周的周五、六、日及假日下午5点或日落后。

出租车

出租车一般在各个电车站附近有TAXI站，或者很多大型的商场、机场等也会有TAXI站，路上一般

不能catch。日本出租车比较贵，打表，起步价710，两公里，一般深夜或者某些固定时候要加价，

看到出租车前面挂着“割增”字样的就是要加价的。出租车资查询：http：//www.rakurakutax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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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横滨经典1日游

D1：清晨早餐过后前往由明治、大正时代以生丝贸易而发家的实业家原三溪（本名：富太郎，18

68�1939）所建的三溪园，这里总面积约17万5000平方米，是一处纯日本庭园，展示了原三溪的

相关资料以及有渊源的作家的作品、工艺美术品等。之后山手�元町街区这里汇聚了众多欧美风

格的建筑，同时又是日本“时尚”的汇聚之地。元町是新旧名店汇集的时尚商店街，以元町通为

中心排列着数百家老字号品牌店、各类特色店等。从元町商店街再向外走一点，还有保留外国人

聚居地时期面貌的外国人墓地、位于可以俯视横滨港的高地上的港见丘公园等，可以享受散步之

乐。午后前往具有百年历史的的横滨中化街，这里汇聚了数百家店铺。在此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

，店内不时响起中国话，街道的10座牌楼、店铺的内外装饰、招牌等都是主要使用红、蓝、黄、

绿、金色的中华风格装饰，色彩鲜艳。傍晚时分前往港未来21区。它是广布在东京湾岸横滨港沿

线的横滨最大娱乐功能城区。日本第一高的横滨地标塔大厦、作为横滨的标志而为人熟知的大摩

天轮Cosmo

Clock21、近年作为横滨新名胜而颇为热闹的红砖仓库等都很有名，夜景也非常美的城区。

   

2、横滨东京4日游

D1：清晨早餐过后前往由明治、大正时代以生丝贸易而发家的实业家原三溪（本名：富太郎，18

68�1939）所建的三溪园，这里总面积约17万5000平方米，是一处纯日本庭园，展示了原三溪的

                                               61 / 70



�������

横滨：东瀛巨港
相关资料以及有渊源的作家的作品、工艺美术品等。之后山手�元町街区这里汇聚了众多欧美风

格的建筑，同时又是日本“时尚”的汇聚之地。元町是新旧名店汇集的时尚商店街，以元町通为

中心排列着数百家老字号品牌店、各类特色店等。从元町商店街再向外走一点，还有保留外国人

聚居地时期面貌的外国人墓地、位于可以俯视横滨港的高地上的港见丘公园等，可以享受散步之

乐。午后前往山下公园，它满载横滨湾历史的、足以代表横滨的临海公园。公园在1923年关东大

地震的瓦砾上填埋而造，于1930年对外开放。在这里可以体味到最横滨式的休闲方式。之后前往

横滨SOGO百货扫货，它是日本最大的百货巨舰之一，各层楼都各有特色。

D2：早餐过后前往具有百年历史的的横滨中化街，这里汇聚了数百家店铺。在此工作的大多是中

国人，店内不时响起中国话，街道的10座牌楼、店铺的内外装饰、招牌等都是主要使用红、蓝、

黄、绿、金色的中华风格装饰，色彩鲜艳。之后游览新横滨拉面博物馆，这里真实再现了20世纪5

5-65年代下町（市井）风情。您在了解拉面的历史之余更可以在从全国精挑细选的拉面店中来上

一碗正宗的日式拉面。傍晚时分前往港未来21区。它是广布在东京湾岸横滨港沿线的横滨最大娱

乐功能城区。日本第一高的横滨地标塔大厦、作为横滨的标志而为人熟知的大摩天轮Cosmo

Clock21、近年作为横滨新名胜而颇为热闹的红砖仓库等都很有名，夜景也非常美的城区。

D3：上午游览ZOORASIA，园内是由按照全球气候带和不同地区划分的7大园区组成的动物园。

您可以在这里可以悠闲地散步、享用便当，还可参加园内还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骑小马体验等

，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与动物亲近的动物园。午后前往东京。抵达后前往皇宫东御院它可谓是东

京灵魂。在喧闹的市中心，有一座四处环水的“孤岛”，那就是皇宫。如今的皇室成员依然生活

在此，也许它是我们在短时间内了解日本皇族的唯一途径。如果说东京是一个大花园的话，那么

整个花园的中心就在这里，向外依次散射开去。夜幕降临后也开启了东京的另一面，如果只是追

逐着阳光将东京走遍，那也是能说你只走过了二分之一的东京，甚至可以说，你错过了更能让你

心潮澎湃的夜的东京。

D4前往迪士尼乐园，东京迪斯尼是全世界最大的迪斯尼乐园，有着世界上唯一的迪斯尼海洋乐园

。这座乐园耗资1500亿日元，完全依照美国迪士尼乐园修建，被誉为“亚洲第一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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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注意事项

1、注意事项

女性要小心拥挤列车上的骚扰者，大喊“chikan!”往往会让骚扰者羞于行动，不过在事先一定要

看清楚——有时一趟拥挤的火车就只是拥挤而已。

最好在国内银行换好需要用的日元，在日本机场换的话汇率会不合算。乘电车需要的零钱可以通

过购买小物件找换。

目前日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店支持银联刷卡，按照当日汇率结算成人民币直接扣划，没有手续费

。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有张JCB的双币种信用卡，直接刷日元，回国后直接购汇还款即可。VISA或

者万事达比较普遍，但是因为是通过美元折算，会有相应的手续费，不太合算。

建议购买旅行保险，可以包括你在东京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医疗费用。这里的治疗可以说是世界

上最好的，不过也是最昂贵的，而且要注意，通常需要你付清全额治疗费，或者提供足够的证据

表明费用将由你的保险公司负责。

2、常用日语读法

中文意思 日语 发音

多少钱 ⋯はいくらですか？ ⋯wa yi ku la dei si ka?

在哪里 ⋯はどこですか？ ⋯wa dou kou dei si ka?

厕所 お手洗い/トイレ o tei a la i/to ti lei

谢谢 ありがとう/Thank you a li ga to/thank you

机场 空港 kuu kou

地铁 地下鉄 qi ka tei ci

能用VISA卡吗？ ＶＩＳＡカード使えますか？ visa ka-do ci ka ei ma si ka?

请到⋯（打车时） ⋯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ma dei o nei ga yi shi ma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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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

日本有三个长假：五月初、八月的前两周和新年，这些时间探亲或是旅游的人会比较多，来往日

本的机票价格相对会有所上涨。同中国一样，日本学生也有寒暑假，届时许多留学生也会回国，

机票价格也是相对高点。而在每年的四月份也有很多人慕名前往日本观赏樱花，导致机票价格也

会有所上浮。

4、日式旅馆：外国的许多旅馆禁止在走廊和大堂等公众场所穿睡衣行动，但日本稍微有所不同。

在西式旅馆和外国一样，但在有温泉浴场的温泉宾馆等地，可以穿着日式的睡衣——“浴衣”—

—在馆内和温泉街里面自由活动。穿着浴衣在温泉街散步，反而被看作充满日本风情。

5、日式旅馆的房间：在日式旅馆的入口和房间门口，一定要记得把鞋子脱掉。除了旅馆以外，在

餐厅和寿司餐厅里那些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也一样。这些地方打扫得十分干净，不需要担心

会弄脏脚。

6、大浴场和温泉设施：在去大浴场或者温泉设施的时候，请注意以下几点。更衣室要脱鞋进入。

自己的衣物放进浴场准备的篮子或者柜子里，贵重物品寄放到前台或者放进另备的有钥匙的柜子

。入浴的时候不可以穿泳衣。进入浴室之后，先把头和身体充分洗净，把洗发水和沐浴露等冲干

净。入浴之前先用浴槽边的桶盆舀起浴槽的水淋几次身体。不要把毛巾放进浴槽，长发的人也要

把头发盘起来，不让头发浸入水里。在浴槽里不能搓洗身体或者游泳。和朋友同去的时候，也要

注意讲话的声音不要过大。桑拿室里面不要拧毛巾或者躺下占过多的位置。从桑拿出来的时候，

要记得擦一下自己坐过的地方沾的汗水。从浴室出去的时候，在更衣室的门口简单擦干身上的水

之后再出去。

7、在居酒屋：居酒屋等地方，当您入店后就座时，即使您没有点餐，也会有称为“OTOOSI”的

小菜依照人数端到您的面前。这是所谓的座位使用费，是日本独自的计价方式，於结帐时会加算

在内。每个店家的价钱有所不同，所以於结帐前先确认好会比较放心。结帐的时候，一般不是请

服务生到座位来结帐﹔而是自己拿着桌上称为“传票”的帐单到出口附近的收银台结帐。如果不

确定应该到哪里结帐的话，可以请店员帮忙。另外，不只是居酒屋，日本大多数的餐厅没有收小

费的习惯。因此，服务生引领客人到座位，或是帮忙保管行李或衣服时，不需要给小费。

8、手机：在电车里一般不允许使用手机。在电影院和美术馆也要关机或者设置为静音。此外包括

部分餐馆的许多场所也有不许使用手机的规定，在公众场合大声打电话也是不礼貌的。使用手机

时请遵循当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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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车和巴士：乘坐电车或者巴士时，开门之后要先让准备下车的下车，然后再上车。等车的时

候要排成两列或者三列，插队和放东西占位置等行为时不好的。各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给老弱病

残孕准备的专用作为，车厢较空的时候可以使用，但尽量保持空席比较好。下车时人太多走不到

出口的话，说句“我要下车”，向周围打声招呼比较好。他们会给你让开路的。

10、日本洗手间的厕纸都是可以直接丢进马桶冲掉的，马桶旁边的小桶是用来放生理用品和其他

小垃圾的，不要丢厕纸；有些HOTEL的卫生间有专用的拖鞋，记得换。

11、吸烟：各种公共场所以及交通工具上，基本都是禁烟的。想要吸烟的时候需要到专门设置了

空气清新器和烟灰缸的吸烟区。边走边吸烟，以及乱丢烟蒂都是被禁止的。另外札幌市的中心区

域有“吸烟条例”，违反的话会被罚款。

12、垃圾：为了维持街景、设施等，请绝对不要乱丢垃圾。随意丢垃圾是严加禁止的!若有垃圾，

请投入设置好的垃圾箱里。垃圾箱大致分成“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易拉罐”、“玻

璃瓶”、“塑料瓶”(也有其它分法)等，请依照指示投弃。另外，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设置垃圾

箱。在旅途中，请尽量不要制造垃圾。

13、鞋：在室内脱鞋是日本的习惯。住宅内不必多说，在旅馆的和室、餐厅的日式座席等，也请

务必脱鞋后再进入。另外，公共场所的入口，大多都会铺有的垫子。请先在上面将鞋底的灰尘清

理干净后再进入室内。

14、其他习俗：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各种习惯和习俗。在旅行的时候多参考周围的日本人

的行动会更好。

15、物价：除了房产和房租以外，在日本内部的物价相差不大。在您的逗留期间需要的饮食和交

通费大致如下，请参考。但是大型电器点之间受到价格战的影响很大，建议多转几家对比一下价

钱。

16、常用电话

警察局 110

火警、救护车 119

警察局英语热线 3501-0110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公用电话，无须投入10日元的硬币。只要先按下红色按钮就可以打

电话。如果您需要看医生或者需要急救，请与饭店服务台联系，或者请周围的人帮助。

17、横滨港未来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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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横滨港未来通票，您可以无限次免费乘坐根岸线(横滨与新杉田之间)普通列车(含普快，仅限普

通车厢自由座席)和横滨高速铁道线(港未来线)，让您在横滨地区的观光、购物更加方便。在免费

地区内，均可无限次免费乘坐普通列车(含普快，仅限普通车厢自由座席)和横滨高速铁道线(港未

来线)。 票价：成人500 日元 儿童250 日元，横滨港未来通票的有效期：一天

   

2、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地址及联系电话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地址及联系电话

地址：日本国东京都港区元麻布3 -4-33

邮编：106-0046

电话：+ 81-3-3403-3388

传真：+ 81-3-3403-5447（领事部）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or.jp

电子邮箱：lsb@china-embassy.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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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横滨旅行关键词

书籍

《奈良美智�横滨手稿Drawing File》  

《奈良美智�横滨手稿Drawing File》包含77幅仿真原作，艺术家独家授权出版，以300mm X 370m

m的大开本完全呈现奈良美智的画作原貌，收录奈良美智在2005年横滨三年展中展出的77幅作品

，按照原画实际尺寸复刻印制，并且在每页都采单面印刷、附有裁切线，读者可将其中作品自行

裁下装裱，作为一件独立的艺术装饰品。

《横滨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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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涂着歌舞伎般的白色妆容，穿着纯白礼服打扮得像贵族小姐般站在横滨街角。她从不说自己

的真实年龄，也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名字，她在战后50年来做妓女维持生活，以绝代美女而知名

，因高雅的品位而成为横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被横滨人称为“横滨的玛莉桑”。1995年的冬

天，玛莉小姐在横滨街头的身影突然消失了。对不透露自己的玛莉小姐置之不理的人们，越来越

多地谈论起她，她化身成了都市传说里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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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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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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