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約800個用雪製作的迷你雪洞，雪洞點綴著燭光，是非常夢幻的活動。白天，可
以盡情享受滑雪公園的大型雪洞、在滑梯上滑雪和玩雪。
※僅週五、週六、週日開放：澤口地區的迷你雪洞
期間:週五1 月 27 日至週日。 2月26日
時間 :上午9:00～下午9:00*點燈時間 下午5:30～下午9:00.
地點：湯西川溫泉（3個會場：沢口會場、平家之鄉會場、湯西川水之裡雪地公園）

一日券 大人510日圓，兒童250日圓
夜遊券 大人300日圓 兒童200日圓
交通指南：在野岩鐵道“湯西川溫泉站”乘坐開往“湯西川溫泉”的公車，在終點站
下車。
*沢口會場：從末班車站步行10分鐘
※湯西川水之裡雪地公園：從八岩鐵道湯西川溫泉站乘坐公車約15分鐘。在“水
之鄉觀光中心前”公車站下車。

湯西川溫泉雪洞祭

在湯之湖白雪皚皚的 10 分鐘內，您可以欣賞到數百場令人驚嘆的煙花。

期間： 2月4日 （週六）
營業時間 : 下午7:30-下午7:40 （演出約10分鐘）
地點：湯之湖
注意：外面很冷。請穿非常保暖的衣服。
交通：從JR日光站或東武日光站乘坐公車約80分鐘。在“湖畔前”公車站下車，步
行即達。

奧日光湯本溫泉的雪上煙花

在鬼怒川·川治溫泉觀光情報中心、鬼怒川溫泉站、酒店和旅館里，都擺放著御雛
樣（女兒節人偶）和成排成排的吊雛（女兒節人偶吊飾）。

期間 2023年2月1日（週三）～3月31日（週五）
地點 鬼怒川·川治溫泉觀光情報中心
交通指南 在東武鬼怒川溫泉站下車，然後步行一小段路

鬼怒姬節

田母澤御用邸紀念公園的建築物內布滿了由當地縮緬細工教室精心製作的吊雛，
五彩斑斕，與近代和風建築相得益彰，讓人感受到滿滿的日式氛圍感。

期間 2023年2月11日（週六・節假日）〜3月6日（週一） ※週二休園
時間 上午9:00〜下午4:30（最後報名時間為下午3:45）
費用 成人600日圓，小·中學生300日圓
地點 日光田母澤御用邸紀念公園
交通指南 從東武日光站或 JR 日光站乘坐前往湯本溫泉、中禪寺溫泉、奧法蘇或
清瀧方向的公車。在日光田母沢御用邸紀念公園公車站下車，步行約1分鐘。

桃花節 吊雛飾品

在JR 今市站 和 今市圖書館街沿線將舉辦今市地區緣日活動，屆時將擺放許多
不倒翁和竹耙熊手等吉祥物。

期間2023年2月11日（週六・節假日）
時間 10:00～18:30
交通指南 從JR今市站步行即到或從東武日光線下今市站步行10分鐘。

今市花市
周游日光市溫泉

-Nikko Pokka Poka Yumeguri-

季節活動的介紹

SNS分享活動

在 IG或 FB上分享您在日光市美妙的照片（附上標籤
♯visit_nikko，♯nikko），您將獲得免費禮物（手提袋）。

期間2023年1月20日（週五）〜2月28日（週二）

【參加方法】
1. 關注我們的 IG (visit_nikko) 或 FB (※日光市観光協会)。

※日文

2. 在您的帳戶上po出您在日光市拍攝的照片。

3. 將張貼的畫面出示給觀光中心的服務確認。
➡頁面上的TIC辦公室●

4.我們會查看您的貼文，您將獲得禮物。

▼禮物兌換處 TIC offices

【注意】
・只有“公開賬戶”。

・每人每天只限發帖/文一次。
（一天內在多個社交媒體發文/帖僅計為一個帖子/貼文。）

・為了宣傳我們可能會使用您張貼的照片。
・贈品送完為止。

對外國遊客的問卷調查

我們有針對來訪日光市的旅客的旅行問卷調查，如果您
協助填寫調查問券便可以獲得小禮物(特別的明信片)。

請掃描這裡的QR code，並回答問題。
*所需時間為五分鐘。
請對旅遊中心的服務員出示問卷調查結束畫面。

謝謝你的合作.

歡迎來到日光鬼怒川溫泉 2023
期間2023年1月20日（週五）〜2月28日（週二）

Organized by NIKKO CITY TOURISM ASSOCIATION

日光旅行指南

Instagram YouTube Website

KINUTA 鬼怒太

鬼怒川溫泉 鬼節

在鬼節上，將為持有與「鬼」相關物品的客人提供
特別優惠，販賣以鬼為主題的美食。此外，住在參
與活動的旅館的遊客還將獲得迷你惡魔面具和福
豆（1月21日〜2月5日）。快來體驗這個小鎮獨有
的節慶氣氛吧。

旅遊設施的優惠或折扣

提供日式新年料理

鬼怒川溫泉的特別的日式款待

鬼節特別活動

提供入場折扣及贈品等優惠。
請出示這本小冊子（紙本/電子版）和您的護照以
在參與設施中接受服務。

如有更動，恕不另行通知，請您諒解。 各項優惠及參與設施請參閱列表。

將為持有與「鬼」相關物品的客人提供特別優惠的參加施設
期間 : 1月21日（週日）～２月 28日（週二）
參加施設: 看背面

對於入住參與酒店和日式旅館的客人。
嘗試並享用我們的新年特色菜單，如 屠蘇、雑煮
或 年糕小豆湯。

季節活動的介紹

看背面

湯西川溫泉
湯西川溫泉雪洞祭

酒藏遊覽

https://forms.gle/LNJJ95KCTwMe5vat8您可以購買 2,000 日圓的入浴券，只需 1,000 日圓即可在日光市內的一日遊

溫泉設施使用。
在日光市享受有著不同泉質及氣氛各種溫泉吧。

使用期間：週一1 月 16 日(週一)。 3月10日(週五)
價格：1,000日圓

※以半價購入原價2,000日圓的入浴券！！
銷售地點： ●●● 列於●中的旅遊諮詢中心
可用設施：請在旅遊信息中心查詢

*溫泉 : 奧日光溫泉(2)、中禪寺溫泉(1)、日光溫泉(3)、足尾溫泉(1)、
鬼怒川溫泉(10)、川治溫泉(1)、湯西川溫泉(1)、奧鬼怒溫泉(2) , 
今市溫泉(1) *() 可用溫泉設施數量

・入浴前請務必聯繫設施方。根據設施的條件，您可能會有無法進入浴池的情況。
・內容可能會根據情況發生變化，例如在感染covid-19的情況下。



請掃描這裡的QR code以後,就會看參加施設的MAP

提供日式新年料理

各項優惠及參與設施請參閱列表。

飯店 新年料理 TEL (0288)

1 鬼怒川グランドホテル 夢の季
鬼怒川大飯店 夢の季

提供年糕小豆湯或屠蘇 77-1313

2 鬼怒川パークホテルズ
鬼怒川公園飯店

晚餐時,提供年糕小豆湯 77-1289

3 鬼怒川温泉ホテル
鬼怒川溫泉飯店

自助早餐提供雑煮(年糕湯)
期間：1月21日(週六)～1月29日(週日)

77-0025

旅客服務中心

A 東武日光站構内遊客中心 8:30a.m. - 5:00p.m.

B JR日光站遊客中心 9:00a.m. - 5:30p.m.

C mekke日光郷土中心 9:00a.m. - 5:00p.m.

D 鬼怒川・川治溫泉遊客中心 8:30a.m. - 5:00p.m.

E 休息站日光觀光情報館 9:00a.m. - 5:00p.m.

讓我們為您介紹本次的活動、提供的服務及周邊導覽等相關資訊。

地區 No. 施設
旅遊設施的優惠或折扣

提供入場折扣及贈品等優惠。
請出示這本小冊子（紙本/電子版）和您的護照以在參與設施中接受服務。

鬼節特別活動 開始時間 假日 TEL 注意

鬼怒川溫泉
Kinugawa

Onsen

１
日光醤油的醃漬名物 鬼怒川店

日光醤油のろばたづけ鬼怒川店
購買商品500日圓以上的遊客可享用蘿蔔泡菜。

・對購買的顧客贈送甘酒一杯。
・對來店的顧客贈送迷你醬油冰淇淋。

週六和週日
上午8:00  -下午 5:00 
平日
上午9:00 - 下午4:00

沒有 31-1122

2
EDO WONDERLAND 日光江戸村

EDO WONDERLAND 日光江戸村
給訪客的Nyan-mage 錶帶

・入館費優惠
大人 5,800日圓 ➡ 5,500日圓
兒童 3,000 日圓 ➡ 2,700 日圓
・給訪客的Nyan-mage明信片

上午9:00 - 下午4:00 
每週三（2月1日、8日、15日、
22日

77-1777

3
鬼怒川甜點城

鬼怒川お菓子の城
為購買產品超過 1,000 日圓的訪客提供小禮物 上午8:00 - 下午5:00 76-2255

4
日光猴子軍團劇場(Monkey Show)

おさるランド＆アニタウン 日光さる軍団劇場

入場費折扣
大人 2,300日圓 ➡ 2,000日圓
兒童 1,100日圓 ➡ 900日圓
此外，您還可以獲得價值300日圓的硬幣可以在那裡的景點使用。

300個硬幣可以在那裡的景點供遊客使用。

平日
上午10:00 - 下午4:00 
週六、週日及節假日
上午9:00 - 下午4:00 

沒有 70‐1288

演出時間表
工作/平日上午 11:00、下午 1:00、
下午 3:00
週六、週日及節假日
上午 10:00、上午 11:00、
下午 1:00、下午 3:00

5 錯視藝術日光美術館 とりっくあーとぴあ日光

入場費折扣
大人 1,900日圓 ➡ 1,400日圓
兒童(3歲～12歲) 1,100日圓 ➡ 800日圓
*不包括日期：2月14日

上午9:30- 下午5:30 
(最後入場下午4:30)

暫時關閉：請在前往前事先
詢問

77-3565

6 日光花園 Nikko Hanaichimonme 日光花いちもんめ
入場費折扣
大人（13歲以上） 1,000日圓 ➡ 700日圓
兒童（4歲～12歲） 500日圓 ➡ 350日圓

入場費折扣
大人（13歲以上） 1,000日圓 ➡ 900日圓
兒童（4歲～12歲） 500日圓 ➡ 450日圓

上午9:00 - 下午4:30
(最後入場下午4:00)

沒有 77-0866

7 Grande Isola(Go-kart) グランデ・イソーラ 給開車的人的“玩具小車”禮物 上午10:00 - 下午4:00 77-3500

8 東武世界廣場 東武ワールドスクウェア 給訪客的明信片 為來訪者設計的彩燈透明文件夾。
上午9:30 - 下午4:00
(最後入場 下午3:00)

沒有 77-1055

9 仁王尊廣場（溫泉・飯店・釣魚） 仁王尊プラザ 釣魚費優惠 2,000日圓 ➡ 1,800日圓 上午10:00 - 下午4:00 76-2721

10 日光普丁亭 鬼怒川店 日光ぷりん亭鬼怒川店 購買商品超過 1,000 日圓的客人可享受 5% 的折扣。 上午10:00 - 下午4:00 每週三、週四 25-3253

11 鬼怒川溫泉纜車 鬼怒川温泉ロープウェイ
《纜車費用優惠
大人1,100日圓 ➡ 1,050日圓
兒童550日圓 ➡ 500日圓

上午10:00 - 下午4:00 77-0467 因為下雪，營業時間可能會延遲。

日光
Nikko

12 手打生蕎麦 魚要 手打ち生そば 魚要 贈送點餐訪客的小禮物。 上午11:00 - 下午3:00 不定期公休 54-0333

O奧日光
kunikko

13 三本松茶屋 三本松茶屋

雪鞋租借費優惠
1天 大人 1,000日圓 ➡ 500日圓

兒童 800日圓 ➡ 400日圓
上午9:00 - 下午5:00 每週三 55-0287

14 日本両棲類研究所 日本両棲類研究所 英文解說旅遊信息 上午10:00 - 下午4:00 週一、週二、週三和周四 25-6000
英文以外的語言，服務員將使用翻譯
器進行解說。

15 常陸屋物産店 レークセンターひたちや 在餐廳用餐或購買超過 2,000 日圓的紀念品的遊客可享受 10% 的折扣。 上午10:00 - 下午5:00 不定期公休 55-0010 您一次只能使用一張優惠券

16 TOKI咖啡店 TOKI珈琲店為有需要的訪客提供熱水。 上午8:00 - 下午3:30 週二和臨時關閉 25-5007
如團體客人入店後，每人皆只點一杯
飲品消費，本店將會拒絕您的入店，
還請見諒。

今市
Imaichi

17 上澤梅太郎商店 日光みそのたまり漬け 上澤梅太郎商店 給訪客的蔥漬小食。 上午8:30 - 下午5:30 2月15日 22-0002

18 渡邊佐平商店 渡邊佐平商店 ochoko（小清酒杯）購買超過 2,000 日圓的產品 上午8:00 - 下午6:00 沒有 21-0007

19 日光杉並木青年旅舍 民宿しんこう苑
住宿費 500日圓 每人折扣
*不包括日期：每個星期六和星期日

入住 下午4:00
退房 上午10:00

星期日 26-0817

☎ 0288-22-1525

https://robata.co.jp/
http://edowonderland.net/zh-tw/
https://www.nikko-okashinoshiro.com/
https://www.osaruland.jp/
http://trickart-pia.com/
https://www.nikko-hanaichimonme.jp/index.htm
http://www.grandeisola.com/
https://www.tobuws.co.jp/cn/
https://www.niousonplaza.com/
http://nikko-pudding.jp/
https://ropeway.kinu1.com/
https://uoyou-soba.com/en.html
http://sanbonmatsu.moon.bindcloud.jp/index.html
https://www.nikko-academy.jp/japan-amphibian-laboratory/
https://www.nikko-hitachiya.com/
https://www.toki-coffeeten.com/
https://www.tamarizuke.co.jp/
http://www.watanabesahei.co.jp/
https://nikko-shinkou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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