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到滨名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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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名湖

不仅可以采摘各种水果，在餐饮区还可以品尝到水果园内所酿造的葡萄酒、
以及原汁原味的当地啤酒，深受广大游客的好评。

利用优惠票可游览21个设施

特别优惠
打九折

您可在这21个设施中获得更多的优惠项目。

1

12

滨松花卉园
“大温室水晶宫”和水与音乐的“喷泉秀”深受欢迎。
春季的樱花、初夏的萤火虫，另外圣诞节期间花卉园夜间也向您开放。

特别优惠
餐厅、花海散步道，
打九折

2

150日元折扣

3

打九折

13

50日元折扣

4

50日元折扣

14

入园票打八折

5

50日元折扣

15

小礼品

6

300日元折扣

16

入馆票160日元折扣

7

100日元折扣

※在自行车发生严重破损或在借车以外管理处归还时扣除押金）

■附近公交站/滨名湖palpal 站

17

100日元折扣

8

90日元折扣

18

200日元折扣

9

1000日元→600日元
1500日元→1000日元

19

打8折

10

打八折

20

它是位于滨松站前的陆标塔。从高出地面185米的高度可以收视地平线和南阿尔卑斯山的
山峦，天气晴朗时可以眺望到富士山。

特别优惠
200日元折扣

■电话/053-451-0111
■时间/10:00-17:30（最晚入场时间）
■休息日/包租营业时 ■费用/500日元
■附近车站/滨松站 公共汽车总站 或者新滨松站

■电话/053-922-0315 ■时间/9:30-17:00
■休息日/月(周一)、年末年初、更换展示期等
■票价/300日元
■附近车站/“秋野不矩美术馆入口”公共汽车站或者天滨线“天龙二俣站”。

花之舞造酒（日本酒）
创业于1864年，滨名湖地域具有代表性的老酒铺。
在日本酿酒的説明和参观工厂时可以品尝到刚刚酿好的酒，因而很受欢迎。

■电话/053-451-1128
■时间/9:30-17:00 ■休息日/第2·4周三 年末年初
■费用/400日元
■附近车站/滨松站 公共汽车总站 或者新滨松站

Okura Act City宾馆 滨松展望回廊

秋野不矩美术馆

特别优惠

日本唯一的公立乐器博物馆。展示了1,300多件世界上珍贵的乐器。
在体验房也可以实际触摸乐器。

特别优惠

■电话/0537-26-1211
■时间/8:00-16:30（最后入园）※根据季节有所变动
■休息日/星期四（4月下旬～6月末无休）■票价/1000日元或
1500日元（根据季节变动）■附近车站/天滨线“原田站”

展示了被授予文化勋章的日本画家秋野不矩的作品。
其建筑使用了天竜杉等自然材料。室内要求脱鞋鉴赏。

■电话/053-441-6211
■时间/9:00-16:30 ■休息日/12/29-31
■费用/400日元
■附近车站/“中田岛沙丘” 公共汽车站

滨松市乐器博物馆

加茂庄花鸟园

特别优惠

滨松祭是持续了４００多年的传统节日。现在成为了在街上庆祝孩子诞生的节日。馆内
再现了节日庆典，洋溢着节日时的现场气氛。

特别优惠

■电话/0537-22-1146
■时间/9:00-17:00 ■休息日/无
■费用/410日元
■附近车站／“掛川站”

占地一公顷的菖蒲园，约有一千余种，一百万株的花卉盛开。（5月下旬～6月下旬）
素雅的白璧，富有历史的江户时代村长的宅邸亦引人注目。（小学生以下免费）

■电话/053-453-3872
■时间/8:30-16:30 ■休息日/12/29-31
■费用/200日元
■附近车站/市役所前（市政府前）

滨松祭会馆

掛川城
特别优惠

滨松城是一统日本的德川家康公在29到45岁的青壮年奋斗时期所居住的城。家康之后的
城主们中，身居幕府要职的也有很多，故又有了“腾达之城”的美称。

特别优惠

■电话/0537-62-6363
■时间/9:00-16:30(周六,周日·节日 17:00) ■休息日/无
■费用/1,080日元(此价格截至2017年3月31日)
■附近车站／“掛川站”

它是日本第一个用木头复原的天守阁，其身之美与东海名城相符。
毗邻的府邸亦国内实属稀少。星期天忍者会现身？！

■电话/053-487-2121
■时间/9:00-16:30 ※根据季节有所变动
■休息日/根据季节有所变动 ■费用/入馆票820日元
■附近车站/“滨名湖PALPAL”公共汽车站

滨松城

掛川花鸟园
特别优惠

用所收藏的八音盒进行演奏，让人与其融为一体，给人予美好的回忆而广受好评。
馆内设有八音盒制作体验工厂，您可以尝试制作属于自己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

特别优惠

■电话/053-543-0108
■时间/9:00-17:00 ■休息日/无
■费用/1,000日元
■附近车站/“龙岩洞入口” 公共汽车站

以尽情地观赏花卉和亲近鸟类为主题的公园。
猫头鹰和鹰那富有威力的表演，其气势博得了外国游客的喝彩，非常有人气。

■电话/053-487-0152（馆山寺自行车管理处）
■时间/9:00-16:30
■金额/1日1500日元（含押金1,000日元

滨名湖八音盒博物馆

龙岩洞

特别优惠

便利畅快。在感受湖边清爽的风时，享受周边美景。可在指定乘换点借还。
（详情请见馆山寺自行车管理处）

特别优惠

■电话/053-542-1473
■时间/10:00-16:00 ■休息日/年末年初
■费用/400日元
■附近车站/“石冈”公共汽车站，或者天滨线“金指站”

历经2亿5千万年所形成的東海最大级别的观光钟乳洞神秘的地底世界。
落差30米得地底大瀑布最为精彩壮观。

■电话/053-487-2121 ■时间/根据季节·星期有变动
■休息日/根据季节·星期有变动
■费用/入园票1,100日元
■附近车站/“滨名湖PALPAL”公共汽车站

滨名湖环湖自行车（悠～轮）

初山宝林寺

特别优惠

位于滨名湖畔的游乐园。请务必坐上摩天轮极目远眺吧！
这里除了有可以乘坐的游乐项目，还有深受游客欢迎的探险和寻宝。

特别优惠

■电话/053-543-0003
■时间/9:00-16:00 ■休息日/无
■费用/400日元
■附近车站/“奥山” 公共汽车站

以中国明朝风格建造的佛堂，被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敲打时会发出金属声的“金鸣石”，以带来金运而出名。

■电话/053-489-2331
■时间/9:00-17:00 ■休息日/无
■费用/500日元
■附近车站/“村栉小学校入口”或者“村栉”公共汽车站

滨名湖PALPAL

方广寺

特别优惠

向世界夸耀的日本纸。我们将让大家体验毛巾染色，
经染色的日本纸毛巾可作为礼物赠送亲朋友人，其人气指数在不断上升中。

特别优惠

■电话/053-542-0480
■时间/9:00-16:30 ■休息日/8/15、12/22-27
■费用/500日元
■附近车站/“神宫寺” 公共汽车站

走过朱色的山门，漫步在排有五百罗汉的参拜路上，心里别有一番平靜。
被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对象釈迦三尊像，千万不能错过。

■电话/053-487-0541
■时间/9:00-16:00 ※仅限1月～4月 ■休息日/无休日
■费用/1,200～1,800日元 ※根据季节有变动
■附近车站/“花卉园” （Flower Park）公共汽车站

日本纸毛巾体验（静冈滤布）

龙潭寺

特别优惠

恰逢时令，带领客人前往最适合采摘的温室，让您充分品尝香甜美味的草莓。超级推
荐！

特别优惠

■电话/053-428-5211
■时间/9:00-21:00 ※根据季节有变动 ■休息日/无
■费用/700日元
■附近车站/天滨线“水果园站”或者“水果园”公共汽车站

随季节和时间带而改变容貌的庭院，被国家指定为国家级名胜。行走时发出近似
“莺声”（Uguisu-bari）的走廊，让人不禁想起忍者，在海外游客中非常受欢迎。

■电话/053-487-0511
■时间/9:00-17:00 ※根据季节有变动 ■休息日/12/29-31
■门票/500～1,000日元 ※根据季节有所变动、7～9月免费
■附近车站/“花卉园”（Flower Park）公共汽车站

采摘草莓（阿格雷兹滨名湖/Agurisu滨名湖）

滨松水果园-时之栖（Tokino-sumika）

特别优惠
清酒酒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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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582-2580
■时间/10:00-18:00 ■休息日/年初
■参观费/免费
■附近车站/天滨线“宫口站”

天滨线旋车盘＆铁道历史馆
旋车盘是国家登录有形文物保护对象，载有实际的车辆在人们的眼前旋动的身姿，最精
彩，值得一看! 对参观旅行团的参加者发放纪念入场券以作礼物。

特别优惠
100日元折扣

■电话/053-925-2276
■时间/①10:50～②13:50～ ※②仅限周五·周六·周日·周
一·节日（日本政府规定）■休息日/无 ■参观费/300日元
■附近车站/天滨线“天龙二俣站”

※所记载的优惠内容全部针对大人车票。儿童车票的优惠请向各个设施咨询。
※利用特别优惠时，请在设施的接待窗口提交附着在车票的“观光设施优惠票”。
※各优惠设施的位置，请查看宣传小冊子内面部分的地图加以确认。
※所记内容在不经预告的情况下有变更的可能。详细信息请到各设施处确认。
◀详细的内容请见这里

2016/8/1 即日

濱松站
（9:24 出發）
宮口站
（11:57 出發）

（32 分）西鹿島站（10:10 出發）
（3 分）水果公園站

（6 分）宮口站

12:10 ～ 13:50

（7 分）水果公園＜午餐＞

10:30 ～ 11:30

（6 分）
花之舞酒造

（6 分）

（7 分）

水果公園站（14:03 出發） （34 分）三日間站（14:37 到達） （50 分）
瀨戶港（15:45 出發
（末班船））
（ 25 分）
館山寺港
（16:00 到達）
16:30 ～ 17:30

館山寺自行車管理處

音樂盒博物館→纜車乘坐處
（18:00 到達）

館山寺溫泉

纜車乘坐處→大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