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田機場

羽田機場

茨城機場

福島機場

宇都宮
水戶

東京

搭乘電車約2小時

搭乘新幹線約50分鐘

搭乘電車約1小時30分鐘

特急列車「鬼怒」︑　「Revaty鬼怒」︑　「Revaty會津」

1小時50分鐘
特急列車「華嚴」︑　「Revaty華嚴」︑　「霜降」

1小時50分鐘

JR湘南新宿線快速︑   普通

1小時30分鐘

栃木縣產業勞動觀光部觀光交流課  〒320-8501 栃木縣宇都宮市塙田1丁目1-20

TOCHIGI
ACCESS MAP

高速巴士

Marronnier號
成田機場

2小時30分鐘
宇都宮站

Marronnier號
羽田機場

2小時50分鐘
宇都宮站

※也有從JR宇都宮站發車的日光線︒

〈前往那須〉 〈前往足利〉

［詳情請見］●関東自動車株式会社 ： https://www.kantobus.co.jp/

鐵　路

JR巴士關東等高速巴士「那須︑  鹽原號」
新宿站新南口

（新宿高速巴士總站） 3小時30分鐘
那須溫泉

JR東北新幹線「那須野」（部分「山彥」也會靠站停車）

1小時15分鐘
JR東北新幹線「那須野」（部分「山彥」也會靠站停車）

1小時45分鐘
黑磯站

那須鹽原站

東武特急列車「兩毛」
淺草站

新宿站

1小時15分鐘

足利市站

JR宇都宮線快速︑   普通

2小時20分鐘
東京站 足利站

［優惠票券販售中！詳情請見］●東日本旅客鐵路株式會社 ： https://www.jreast.co.jp  ●東武鐵道株式會社 ： http://www.tobu.co.jp

※不包含轉乘時間︑　休息時間︒　※交通所需時間僅供參考︒

東京站
那須鹽原 JR宇都宮線

小山站

久喜站

JR兩毛線

東武特急列車「兩毛」

〈前往日光〉
特急列車「日光號」

2小時
特急列車「鬼怒川號」︑　「SPACIA鬼怒川號」

東武日光站

新宿站
池袋站

淺草站

於下今市站轉乘

於下今市站轉乘

東武日光線 急行︑   普通

東武日光線 急行︑  普通
JR湘南新宿線快速︑        普通

1小時50分鐘
東武日光線（特急列車華嚴︑       Revaty華嚴︑       霜降︑       鬼怒︑       Revaty鬼怒︑       Revaty會津）

1小時50分鐘

〈前往宇都宮〉
JR東北新幹線「山彥」︑　「那須野」

約50分鐘

1小時55分鐘

JR宇都宮線快速︑         普通
宇都宮站

東京站

新宿站

淺草站 栃木站 東武宇都宮線 東武宇都宮站

［足利市／足利花卉公園］日本唯一入選2014年CNN十大夢幻旅遊勝地的景點

栃 木 縣栃 木 縣



［那須町／那須花卉世界］以那須連山為背景，　一望無際的花田，　美得如詩如畫︒

栃木縣緊 鄰 東 京，　擁 有秀麗的自然景觀與豐富的 文化內涵︒

您 若能 來 此一觀，　定會 沉 醉於這世 外 桃源中︒

何不遠 離都 市的喧囂，　來 場 療 癒 身心的 旅行呢︖



［日光市／龍頭瀑布］日光絕美一景

自
然
Nature

栃 木 縣 −  自然

色彩斑斕的大自然
鮮紅似火的楓葉，

陽光沐浴下蔥綠的樹木，

可徜徉於攝人心神的自然色彩中，

盡情享受空氣的清澈芬芳︒

［鹽谷町／尚仁澤湧泉］於樹齡已有數百年之久的原生林中汩汩流淌的清泉



栃 木 縣 −  自然色彩斑斕的大自然

［真岡市／真岡鐵道］馳騁於自然之間的蒸汽火車，　魄力十足︒

［宇都宮市／若山農場］廣達24公頃的竹林，　舉目所見，　無邊無際

［市貝町／芝櫻公園］綿延於自然之間的花毯

［大田原市／黑羽城址公園］
在城堡遺跡中靜靜地綻放的紫陽花

［下野市／天平之丘公園］
盛開1個月以上的燦爛櫻花

［櫻花市／罌粟花田］
300萬株罌粟匯聚而成的紅粉汪洋



色彩斑斕的大自然 栃 木 縣 −  自然
詳情請參考

［那須町／茶臼岳］從山上俯瞰的美景

自然 美景，　四時流轉，

隨時都掃榻以待︒

不妨於此擺 脫俗世紛擾，

洗滌心靈吧︒

自然 美景，四時流轉，

［那須鹽原市／大山參道］美不勝收的紅葉隧道

［那須鹽原市／紅葉谷大吊橋］可從巨大的吊橋上眺望溪谷的美景



栃 木 縣 −  感受
詳情請參考

［那須町／雪地越野單車］
在銀白的雪原上駕著單車，　體驗心曠神怡的速度感︒

［日光市／急流泛舟］
在美麗的溪流中享受緊張刺激的快感

［茂木町／茂木賽車場］極致的度假村式露營

［日光市／中禪寺湖皮划艇野餐］在這座日本離天空最近的湖泊上，　度過一段特別的時光︒

［那須町／那須動物王國］
與動物互動，　療癒身心︒

感
受

Experiences

跳入自然的懷抱裡
運用所有感官，　與家人，　另一半，

性情投合的朋友痛快地玩樂，　創造獨一無二的回憶吧︒



栃 木 縣 −  歷史
詳情請參考

［日光市／日光東照宮］工匠巧奪天工的技藝，  如今依舊處處展現於此世界遺產中︒

回首過去
造訪古蹟，

緬懷先人遺留的歷史事蹟︒

無 數可歌可泣的故事尚待發掘，

怎能不叫人心馳神往︖

［宇都宮市／大谷資料館］於地底開鑿出的神祕空間

［栃木市／倉庫之城］江戶時代的街景依舊留存

歷
史
History



栃 木 縣 −  祭典
詳情請參考

祭典營造出的
別樣世界
當地居民藉著充滿特色的傳統祭典

打造出的異度空間，

可親身體會空氣中高昂的活力

與異國風情︒

［鹿沼市／鹿沼秋季祭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豪華絢麗︑  雕梁畫棟的彩車在大街上繞行

［小山市／間々田JAGAMAITA蛇祭］七條大蛇一齊舞動［那須町／御神火祭］如夢似幻的火焰祭典

［那須烏山市／山立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日本規模最大的移動式野外歌舞伎表演

祭
典

Fest ivals



栃 木 縣 −  文化
詳情請參考

［益子町／傳統工藝品 益子燒］種類豐富，   從古意盎然到現代流行的圖案應有盡有，   不妨從中挑選自己的心頭好︒   亦可體驗製作獨一無二的器皿︒

實際感受文化氣息
於日本孕育出的眾多獨特文化︒

接觸並感受，

體會真實的異國文化︒

於心上銘刻無法忘懷的經驗︒

［壬生町／玩具之城萬代博物館］等身大的鋼彈模型不容錯過

［日光市／EDO WONDERLAND日光江戶村］欣賞忠實重現的街市景象，   體驗江戶風情︒

［栃木市／和菓子製作體驗］由和菓子師傅親自傳授的藝術品

（C）創通︑SUNRISE

文
化
Culture



栃 木 縣 −  夜景
詳情請參考

夜
景

Night Spots

［真岡市／萬株櫻花節］於黑暗之中顯現的萬株櫻花，   散發夢幻的氛圍

［宇都宮市／雞尾酒吧］
全日本最多調酒師執業的城市

絕佳的夜景地點
白天享受不到的獨特夜之世界

［足利市／足利花卉公園］
連續蟬聯日本燈光秀排行第一名！

［日光市／湯西川溫泉雪洞祭］在訴說古老傳說的秘境中打造別樣世界



栃 木 縣 −  療癒
詳情請參考

［縣內各地／溫泉］四處都有歷史悠久的著名溫泉

療癒身心的片刻時光
盡情玩樂︑   精疲力盡後，   可到各處的溫 泉度過悠閒的時光︒

飢腸轆轆時，   可享用當地人用心烹調的料理︒

［縣內各地／櫪木和牛］
通過嚴格審查的獨特和牛

［佐野市／佐野拉麵］
日本人也十分喜愛

［那珂川町／溫泉虎豚］
「以溫泉培育」的罕見魚種

［縣內各地／草莓］香甜可口的寶石，  日本產量第一︒
［日光市／圍爐裏料理］

溫泉旅館奉上的頂級料理亦是旅途的一大享受

療
癒

Relaxat ion



包含栃木的觀光景點︑　溫泉︑　美食︑　祭典︑　交通︑　推薦行程等等，
發布相關實用資訊︒　敬請多加利用！

http://www.machi-pla.com/tochi-tabi.html

栃木縣觀光導覽APP︒請掃描下方QR code下載！

栃木縣官方觀光APP「栃旅」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梅花［佐野市︑　足利市︑　那須烏山市︑　市貝町］

蠟梅［鹿沼市］

草莓

櫻桃

葡萄

水蜜桃

梨子

蘋果

藍莓

油菜花［那須鹽原市︑　佐野市︑　高根澤町︑　益子町︑　真岡市］

櫻花［栃木縣各地（3月下旬～4月下旬）］

豬牙花［佐野市︑　那須鹽原市︑　那須烏山市︑　那珂川町］

芝櫻［市貝町］

鬱金香［那須町］

紫藤［足利市］

杜鵑花［栃木縣各地］

結香［茂木町］

牡丹［那須鹽原市︑大田原市︑足利市］牡丹［那須鹽原市︑　大田原市︑　足利市］ 日本櫻草［日光市］

玫瑰［那須烏山市︑　真岡市︑　足利市︑　栃木市︑　小山市］

罌粟花［櫻花市︑　那須町］

北萱草［宇都宮市］ 北萱草［日光市︑　那須鹽原市］

皋月杜鵑［宇都宮市︑　鹿沼市］

繡球花［栃木縣各地］

向日葵［益子町︑　野木町］

大波斯菊［益子町︑　高根澤町］

紅葉［栃木縣各地（9月下旬～11月下旬）］

［花季月曆］栃木縣各地百花盛開，　一整年都能賞花︒

［當季水果月曆］栃木縣內各地四季盛產種類豐富的水果︒

https://travel.tochigiji.or.jp/zh_TW/

從東京出發的小旅行「歡迎光臨！走訪栃木」

自然 歷史 文化 療癒

感受 祭典 夜景

介紹栃木縣的觀光名勝
和推薦景點！ 也可以搜尋到推薦行程！

還可自由排列想去的地方，
輕鬆建立原創行程！

（附自動建立行程功能）

排好行程後，　帶著APP出發去栃木！

https://www.facebook.com/WelcomeVisit-TochigiJapan-637010799807450/

發送栃木縣的最新消息︒

栃木縣官方Facebook「Welcome! Visit Tochig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