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京

丰 田

冈 崎

长 野

高藏寺

名古屋
大 阪

金 泽

米原JCT 小牧JCT 土岐JCT 冈谷JCT

美浓关JCT

一宫JCT

草津JCT

关JCT 龟山JCT

四日市JCT 丰田东JCT丰田JCT 御殿场
JCT

北陆汽车道 长野汽车道

JR东海道新干线
大阪-名古屋  约��分

JR中央本线JR中央本线

JR东海道新干线 名古屋-东京  约���分

新名神高速公路

名神高速公路

名阪国道 中央汽车道东名阪汽车道

东名高速公路

东名高速公路

地铁鹤舞线·名铁丰田线 约��分

爱知环状铁路 约��分

爱知环状铁路 
约��分名铁名古屋本线·名铁三河线 约��分

伊势湾岸汽车道

新东名高速公路

东名高速公路

东名高速公路

东海环状汽车道

东海环状汽车道

东海北陆汽车道

名神高速公路 中央汽车道 中央汽车道

高速公路
指南

东京IC  约���分   丰田IC
东名高速公路From Tokyo

东 京

吹田IC  约���分   丰田IC
名神高速公路 东名高速公路From Osaka

大 阪

金泽西IC  约���分   丰田IC
名神高速公路北陆汽车道 东名高速公路From Kanazawa

金 泽

WEB

TEL.����-��-����　FAX.����-��-����
https://www.tourismtoyota.jp/cn/

〒���-���� 丰田市小坂本町�丁目��番地  丰田商工会所�F

https://www.tourismtoyota.jp/cn/
丰田的旅游信息在此汇集！

查看
住宿
信息

查看
美食
信息

查看
伴手礼
信息

 读取二维码，
查看详情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访时，

“丰田 OIDEN 巴士”
比较方便。

http://michinavitoyota.jp/

也可以使用谷歌地图
进行搜索！

丰 田 旅 游

michinavi toyota

在 Instagram
寻找！

在这里发现丰田的新魅力！
https://www.instagram.com/tourismtoyota/

粉丝俱乐部会员更加方便！
https://line.me/R/ti/p/�F�FhVtU�e

关注官方 LINE
账号！

通过 Facebook
与我们联系！

推送最新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TourismToyotaTW/

(Japanese)

急病、受伤、火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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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系游玩完全不在话下！

丰田虽然是汽车城

但它面积的70%是森林。

在游玩场地充足的丰田

想玩什么，全由您决定。

保证样样都好玩。

丰田 丰田的自然 丰田 丰田 丰田的庆典 享受丰田的温泉

不是
只有
汽车
哦

请到
丰田
来吧

旅游胜地一天完全不够。

红的像火的红叶、

暗香浮动的樱花、闪耀的新绿…

丰田的自然

是当地人创造的艺术作品。

成为胜地也是有理由的。

历史在诉说

初次到访，不知为何有种怀旧的感觉。

这是因为丰田是历史悠久的城市。

历史的流动太有趣…

以至于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逝。

动手可以得到的

真正感动

一直以来，通过动手

创造出新东西的

丰田，不能不说它的“体验”。

来场平时不能实现的挑战新事物

发现崭新自我的旅程吧。

明天的活力、丰田的温泉

最适合于1天的结尾的是

治愈身心的丰田的温泉。

暖暖和和、滑滑爽爽。

内心深处都柔软了

明天将是更加闪耀的一天。

拥有激动人心的庆典。

传统的庆典、愉快的活动

丰田总是充满了活力！

纵身投入庆典的浪潮中

感受只有在丰田

才能体会到的激动心跳吧。

大家都知道的汽车城，丰田。

但是如果以为“丰田只有汽车吧”，那就有点可惜了・・・

到不同于您想像的、初次见面的“丰田”来场旅行吧！

初次见面。这里是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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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朝雾越野骑行场 
在三河高原露营村可以体验山地车越野骑行。在高低错

落的初级～中级玩家路线中享受刺激感！ 

�月�日～��月��日
�:��～��:��（��:��受理结束） 
周四（�、�、�、��、��月无休） 
丰田市东大林町半之木� 
����-��-����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分钟

三河高原露营村
在海拔600m的地势平缓的三河高原上，露营地、网球

场、高尔夫球场等设施齐备。附近的朝雾池是一个以

毛钩钓鱼而人气颇高的好去处。

野原川观光中心
利用大自然溪谷建成的管理钓鱼池。钓鱼池

沿着野原川修建，编号从1到38号，可以根据河

流宽度和深度选择。在使用鱼饵钓上来虹鳟

鱼之后，可以用于BBQ！

石野卡丁车赛场 
可以体验到真正的卡丁车比赛的赛车场。头盔和手

套等均可租借，可以轻松体验哦。变身赛车手，尽情

驱驰吧！ 

ORBIT

旭高原元气村
这里有可以和动物近距离接触玩耍的动物

园，以及骑马、露营、香肠制作、自然观察、天

体观测等诸多自然体验。BBQ场地也很充足。

猿投冒险乐园 
乘坐丰田最新的SUV和商务车，在越野路面上实行行车体验，

怎么样？也有不用自己驾驶，请工作人员驾驶的游览体验项

目。还可享受BBQ和DAY露营！

矢作水坝名物 水坝咖喱

变身赛车手，心情真棒！ 

凹凸不
平的道

路

也无需
担心！

 

9:00～22:00

无休 

丰田市石野町土桥264 

0565-42-1718

从东海环状高速公路“丰田勘八IC”行驶约5分钟。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5分钟。

9:00～18:00（受理10:00～16:00）

周四（遇节日则营业） 

丰田市伊保町向山16-1 

0565-46-5551

在名铁丰田线“上丰田”站下车。步行约15分。

钓鳟鱼期间 4月第2个周日～12月27日

8:30～17:00

期间中无休 ※有其他临时休息日

丰田市野原町石桥14-1　

0565-90-3414（只限白天）

从东海环状高速公路“丰田松平IC”行驶约35分钟

9:00～17:00

周四（遇节日则次日休息，春假、暑假、寒假期间则营业）、

12月28日～1月1日

丰田市旭八幡町根山68-1

0565-68-2755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勘八IC”行驶约45分钟

自由参观

无休

丰田市东大林町半之木2

0565-90-2530（香恋之乡 下山观光协会）

从猿投绿道“力石IC”行驶约30分钟

丰田的游玩方式
多种多样！
除了人气超高的立式划桨SUP，还有热气球，越野体验…在其他地方难以体验的动感游乐，丰田都有！
请带着好奇心，开始新的尝试吧。

矢作水坝
因其美丽的抛物线外观，而大受喜爱的水坝。汽车、

摩托车爱好者聚集的骑行之旅、租借小舟钓鲈鱼

等，一年四季都有娱乐项目。

自由参观（带解说的参观在工作日的9:30～16:00） 

※参观需在网页预约

无休

丰田市闲罗濑町地先

0565-68-2321（矢作水坝管理所）（周六日和节日休息）

从猿投绿色道路“枝下IC”行驶约35分钟

丰田

丰田 

丰田

下山

旭

旭

下山

下山

丰田三河高原冒险

每年在春、秋季举办两次 

0565-90-2530（香恋之乡 下山观光协会）

在丰田市水源公园的矢作川举办的立式划桨SUP体

验学校。根据水平，从水源公园到久澄桥之间进行

水上散步。

周一、周三、周四、周六、周日 9:00～14:00（需要预约）

-- 店铺信息 --

12:00～20:30（周六、日13:00～）

周二 

丰田市西町6-3-4坂平大厦103 

0565-32-0575

在名铁“丰田市”站下车。步行约5分。 

开始
前有
指导
！

期间 营业时间 定休日 交通指南地址￥ 费用 电话3



面之木原生林
树龄300多年的毛榉木的原生林的树挂，在冬季气压

配置下，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等气象条件都具备时可以

看到。日出时，光彩夺目的树挂美不胜收。

12月中旬～2月

丰田市稻武町井山

0565-83-3200（稻武观光协会）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60分钟

香岚溪
全国知名的著名红叶景点。1634年（宽永11年）

由三荣和尚种植，其后当地居民不断扩大种植

面积。约4,000棵枫树都染上红色，非常壮观。

爱知县绿化中心
樱花和珍珠花
在日本庭园的回游路沿道，延伸着约

200m的樱花和珍珠花的散步道，粉红色

和白色的对比景色，美的就像梦一样。

3月下旬～4月上旬

9:00～17:00

周一、12月29日～1月1日

丰田市西中山町猿田21-1

0565-76-2106（绿化中心）

从猿投绿色道路“中山IC”行驶约2分钟

小原四季樱
在以歌舞伎和和纸知名的小原，1978年以来，

当地居民不断植树，现在已成为全国最大规模

的四季樱胜地。可以观赏到红叶和四季樱同框

竞艳。

四季樱时期:11月上旬～11月下旬

丰田市小原町上平441

0565-65-3808（小原观光协会）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藤冈IC”行驶约20分钟

大井平公园
相对于全国知名的香岚溪，这里是渐渐

聚集人气的景点。从架在名仓川上的吊桥

观赏到的红叶美景绝佳，每年吸引了众多

游客。

红叶时期:11月上旬～11月下旬

丰田市稻武町大井平（大井平公园）

0565-83-3200（稻武观光协会）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45分钟

王泷溪谷
爱知县屈指可数的景胜。大落差的溪谷形成

溪流，各种各样的巨岩和奇石打造出美丽的自

然景观。还可以体验融合了瀑布攀岩与洞窟探

险的新游乐项目（需要预约）！

全天※烧烤场4月1日～11月30日的周六日和节日、

暑假期间的每天（需要预约）

丰田市王泷町

0565-77-8089（松平观光协会）

从东海环状高速公路“丰田松平IC”行驶约10分钟

丰田富有
自然景观！
来到丰田，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丰富的自然景观打造的的各处绝景。

拔亮季节的风景，是那一瞬间的礼物。

上中的垂枝桃
一到春天，这一带就变身为白色、红色、粉色的“桃花

源”！延续约1公里的散步道四周，垂枝桃灿烂绽放，呈现

出一派春日的祥和美景。

4月上旬

丰田市上中町纲所（垂枝桃之乡临时停车场）

0565-68-3653（旭观光协会）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勘八IC”行驶约30分钟

吊桥是
绝佳

的拍照
点！

鲜明的

对比非常上
镜！

四季樱和红叶同框竞艳！

体会
巨岩
隧道
和

溪谷
激流

想
拍
照
留
念
的

绝
景
不
断
！

红叶时期:11月上旬～11月下旬

丰田市足助町饭盛

0565-62-1272（丰田市 足助观光协会）

在名铁三河线“丰田市”站下车。

换乘名铁巴士，在“香岚溪”下车。

足助

稻武

松平

藤冈

小原

旭

稻武

Blackwater 瀑布探险

5月～10月（需要预约）　　无休

0581-58-2400（Tripper合同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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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

丰田

丰田

丰田

丰田

稻武

丰田

松平

足助

丰田市美术馆
藏有从近代到现代的西洋美术

以及明治时期以后的日本雕刻

及绘画作品，共3,500件。是一

处市民的休息之所。

10:00～17:30（受理至17:00为止） 

周一（遇节日开馆）

丰田市小坂本町8-5-1

0565-34-6610

在名铁三河线“丰田市”站下车。

徒歩约15分　

丰田体育场
为纪念丰田市改市制50周年于2001年

建造的球类专用比赛场。4F有餐厅

Verde Rosso（周二定休），可以边眺望

矢作川边进餐。

体育场参观：需咨询（预约制）

年末年初（12月28日～1月4日）

※需提前在网页预约

（受理时间为参观日的3个月前的同一天到2周前）

※10名以上可报名

丰田市千石町7-2

0565-87-5200

丰田可看的
地方很～多！
为大家介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打造的

建筑以及可享受到丰田先进技术的

博物馆等不可错过的地方。

丰田会馆、工厂参观
介绍丰田汽车对制造业的理念以及汽车相关技术

的展览馆。从混合动力车到依靠氢气煤气行驶的燃

料电池车等，能够接触到丰田所提议的未来车辆

以及最新技术。

9:30～17:00

周日、年末年初、黄金周、夏季连休

丰田市丰田町1

0565-29-3355

（参观相关咨询:0565-29-3345）

在名铁“丰田市”站下车。换乘名铁巴士，

在“丰田本社前”下车。步行约5分　

TOYOTA city

参观工厂
怀旧的

街道漫步

作为伊那街道（中马街道）的中转地繁荣起来的商街。为

了防火而采用把灰浆一直涂到檐头的涂笼式建筑式样

保留了下来，可以看出江户～明治时代的面貌。

足助 重要传统建筑群保存区的老街

松平乡园地

松平东照宫

足助城

产汤之井

足助八幡宫

万林书店

高月院

竹灯笼（tankororin）纳凉节

从松平东照宫到高月院，修整完善的历史与自

然之乡“松平乡园地”。除了缅怀松平氏的历史

遗迹以外，还有着丰富的自然美景，到处是仿

如室町时期的怀旧景点。

家康公的祖先 松平氏的起源地

丰田市松平町　　0565-77-8089（松平观光协会）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松平IC”行驶约15分钟

收集御朱印吧！

也推荐
 

体育场
 

参观游
！

可以试
喝日本

酒！

在产业城市

艺术＆
不久将来

的体验之旅
丰田未来环保村
这里展示着能像人一样做出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的拟人机

器人，还能试驾平衡车Win glet和超小型交通工具

Mobility，是一座能够实际看到并接触到企业和大学研

究开发的最新技术的体验型设施。来吧，让我们穿越到

活用AR功能的50年后吧！

9:00～17:00

周一（遇节日开馆）、12月28日～1月4日

丰田市元城町3-11

0565-77-5669

在名铁“丰田市”站下车。步行约10分

丘比株式会社举母工厂

※通过网络或电话预约

10:00～、13:30～
周六、周日、工厂休息日　

免费

丰田市日南町2-1

0565-34-0221

酿造厂 桝塚味噌 / 合资公司

野田味噌商店

蓬莱泉 吟酿工房
（关谷酿造株式会社）

10:00～18:00（周六、周日、节日9:30～）

无休

丰田市黑田町南水別713

0565-83-3601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40分钟

丰田市足助町西町、新町、本町、田町 等　

0565-62-1272（丰田市 足助观光协会）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15分钟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勘八IC”行驶约20分钟

松平亲氏公像

参观蛋黄酱和沙拉酱的生产工序。看点是1分钟打600

个鸡蛋的打蛋机。鸡蛋一个接着一个被打破，并分为

蛋黄、蛋白、蛋壳的过程一定会令您吃惊不已。蛋黄酱

和沙拉酱等伴手礼也让人欣喜！

使用冈崎机场机库的味噌酿造厂，

从创业以来，始终坚持以木桶装料、

长时间继续守护的天然酿制黄豆味

噌的桝塚味噌。参观团可以安排有

足够的时间仔细参观桝塚味噌的考

究之处。

※想参观的朋友请提前打电话预约。

（不可当天预约）

[接待]10名以上的团体（上限45名）

[对象]小学生以上

　　　 （可以坚持听1小时30分以上解说的年龄）

以当地名酒“蓬莱泉”“一念不动”而广为人

知的关谷酒窖。是一个可以享受酿酒乐趣

的场所，可以体验酿酒或酿造定制的“只属

于自己的酒”。

※如从酿造工房的专用通道，可以不用预约随

便参观。

※希望听酒窖详细讲解和试喝的朋友，需提前

一周预约。（限定10名以下的团体）

9:00～17:00（直销店） 

周日、节日、黄金周、夏季假日、年末年初

免费

丰田市桝塚西町南山6

0565-21-0028（需要预约）

在爱知环状铁路“北野桝塚”站下车。

步行约4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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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助 小原

稻武 下山

丰田

丰田

丰田

丰田

下山
旭稻武

稻武

小原 足助三州足助屋敷
被称为活生生民俗资料馆的三州足助屋敷，

再现了昔日的富农住宅。可以参观或体验过

去的烧炭、木工涂漆、漉纸、织布、锻造等10

种生活必需的手工作业。

和纸工艺馆
小原和纸是使用染色后的植物纤维，代替绘

画用具，一边漉纸一边画画的工艺。何不在这

里尝试一下制作独一无二的御朱印帐呢。

※体验制作御朱印帐需预约。

回收利用玻璃工房
cocoro
使用回收玻璃制作的吹玻璃制品和印章大

受好评！用独特的质感和配色，制成世界上

唯一的作品。

园艺博物馆 花游庭
每个月都举办一边观赏庭园内绽放的当季

花卉，一边了解选花和养花窍门的花坛讲

座等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OIDEN·鱼梁

小原窑
将条状的粘土叠加制成绳子，或将土放入

模具制成板，可以自由制作杯子、花瓶和摆

件等。

三州猪森社中
可以从野猪皮或鹿皮、鹿角，以及天然石等

配件中选择，制作自己的独创饰品（需要预

约）。有20、30分钟就能做出漂亮的作品。

10:00～16:00    周一～周四

丰田市新盛町管田20　  090-4250-8144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20分钟

手工体验

品尝丰田！

丰田还保留着古代流传下来的手工制作。挑战一下漉纸、

陶艺、香薰体验等手工制作吧。

采摘蓝莓和草莓、手抓香鱼…

当场大快朵颐，品尝这极致的奢侈吧！

小渡观光鱼梁
矢作川一览无余，真是可以观赏美景的鱼梁。

这里的小水池也能供幼童抓鱼玩耍。请一边

欣赏美景，一边品尝烤香鱼。

鱼梁体验也非常受欢迎！

野味法国菜

也有美味
的

香鱼料理
♪

美味的
蓝莓

　 9:00～17:00（受理至16:30为止）　  周四（遇节假日

则次日休息）、12月25日～1月2日、12月的第3个周三

※有其他临时休馆及开馆日　  丰田市足助町饭盛36

　 0565-62-1188 　 在名铁三河线“丰田市”站下车。

换乘名铁巴士，在“香岚溪”下车。步行约10分

　 9:00～16:30（体验受理:9:00～16:00）　

　 周一（遇节日时开馆）、12月28日～1月4日

　 丰田市永太郎町洞216-1

　 0565-65-2953

　 从猿投绿色道路“猿投IC”行驶约20分钟

　 10:00～18:00　体验10:00～、14:00～（需预约）　　

　 不定休　  丰田市永太郎町梛下164-5

　 0565-65-3200　  在名铁三河线“丰田市”站下车。

换乘丰田OIDEN巴士，在“和纸之乡”下车。步行约4分　

　 9:00～17:00 　 周四（遇节日则次日休息）、

12月29日～1月3日　  丰田市武节町针原15

　 0565-83-3838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

约40分钟

　 10:00～16:00   　周三及周日、年末年初※有其他

不定休  　丰田市竹町丰47-1  　0565-50-2194

（工作中无法接电话）    在名铁三河线“竹村”站下车。

步行约10分　

　 请在网页 www.kayutei.co.jp 确认   　10:00～

17:00（需预约）   　周二（4、5、11月无休）

 　丰田市大林町1-3-3   　0565-24-7600

 　在名铁三河线的“土桥站”下车。步行约20分钟。

　 10:00～17:00※1月～3月截至16:00　

　 周二（遇节日则次日休息）、年末年初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5　  0565-90-4120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松平IC”行驶约

40分钟

　 7月上旬～9月上旬　  9:00～17:00（受理至16:00

为止）　  期间中无休　  丰田市野入町宫之前后1-5　

　 0565-82-3365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沿国

道153号线向东行驶

　 7月1日～9月30日　  商店10:00～16:00、夜晚

营业18:00～21:00（预约制※10人以上）、BBQ广场:

预约制　  期间中无休　 丰田市大野濑町　　  

　 0565-83-3200（稻武观光协会）　 从东海环状汽

车道“丰田勘八IC”行驶约60分钟

　 7月第2个周六～10月下旬　   10:00～19:00

　 期间中无休　  丰田市小渡町间之岛12-1

　 0565-68-2255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勘八IC”行驶约40分钟

　 摘草莓 1月～5月中旬 [受理时间]10:00～14:00 　  

　 不定休　  丰田市乙部町前田23 　  0565-41-4719　  

　 从猿投绿色道路“加纳IC”行驶约10分钟

L'éclat de rire
可以隔着柜台一边看厨师的烹饪过程，一边

学习法国料理的窍门。实演结束后，大家一

起试吃料理。还附赠能回家后立即付诸实践

的烹饪方法菜谱。有的月份还能体验粉笔艺

术画，内容时有变换，敬请期待。

　 每月第1个周日　※请在主页上确认。

　 11:00～14:00　  丰田市东山町1-10-12　　  

　 0565-80-3377 　  在名铁“丰田市”站乘坐巴士约5分钟

　 10:00～17:00　   周三（遇节日则次日休息） 

　 丰田市羽布町柿田15-1

　 0565-91-1186（预约电话）

　 从东海环状汽车道“丰田松平IC”行驶约30分钟

能手抓香鱼，还能在河边玩水的“OIDEN・鱼梁”。

因此极具人气。可以在帐篷广场享用盐烤香鱼、

香鱼五平饼、香鱼饭等香鱼料理。

橡子工房
除了五平饼、乌冬面、魔芋、比萨饼等烹饪

体验以外，还能体验过去的工艺品和木工

细工。

香恋之馆
使用干花和薰衣草干花香料制作花

环、体验干花香料盐等香氛，放松心

情并重振精神！

手工工房 山游里
挑战使用精选材料制作香肠和里脊火腿！

如果租借BBQ场地，还能当场烤制吃掉哦。

蓝莓小路
4公顷农田里种植了50种，约4,200棵蓝莓。

时间不限＆畅食，真是太棒了！还可以在旁

边的甜点店休息。

梅公桃梨苺园
栽培草莓和梨、桃的优质农园，曾多次获奖。

选择草莓采摘，就能45分钟畅吃酸味少、甜

度高的“章姬”！颗粒大、甘甜可口，非常受欢

迎。也可以在直销所购买。

蓝莓可丽饼味道绝佳

在三州足助屋敷
体验锻造

好甜的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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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稻武农历女儿节

中马的女儿节人偶 in 足助

足助春日祭

足助夏日祭

稻武祭

松平春日祭

举母祭

天下祭

猿投祭

足助祭

梦想・色彩・发现藤冈红叶节

香岚溪红叶节

小原四季樱节

大井平公园红叶节

王泷溪谷红叶节

旭高原元气村 
雪橇滑雪场

面之木原生林的树挂

紫藤节

上中的垂枝桃盛开

丰田
OIDEN祭

（焰火大会）丰田OIDEN祭
（请到我的城市来）

绫渡夜间念佛和盂兰盆舞蹈

小渡追梦风铃

竹灯笼（tankororin）纳凉节

水源樱花节

猪牙花群生地

大安寺枝垂樱节

丰田三河高原
冒险

丰田三河高原
冒险

稻武地区的冰瀑

旭高原元气村 雪橇滑雪场

面之木原生林的树挂

瑞龙寺枝垂樱节

小原歌舞伎
五月公演

小原和纸
工房师傅
工房巡游

中田裸祭

DOUDAN！
香恋之乡鲤恋祭

稻武雪街
～魅力·美丽·观赏·美味～

OIDEN总舞

三河湖步行拉力
丰田
产业节

和纸真好节

旭山彦焰火大会

小原夏日祭

香恋之乡下山夏日祭

小原文化节
笹户温泉野山芋・红叶节

Takadoya湿地红叶节

全年活动安排

丰田的春季从各种花卉的

绽放开始。古木上绽放的枝垂樱、盛

开的樱花、山林里孤芳自赏的枝垂

樱、耀眼的新绿以及姿态优美的紫

藤…在怡人的花香中享受明媚的春

日吧。

春

丰田的夏季，不能不提“丰

田OIDEN祭”。“OIDEN总舞”上，身穿

各色服装的“舞蹈队”为大家献上热

情洋溢的舞蹈，第二天举办东海地

区最大规模的焰火大会，每年都吸

引了众多游客到访。

夏 秋
在猿投、足助、举母相继举

办过传统庆典后，全国知名的红叶

胜地“足助的香岚溪”和“小原四季

樱”也将迎来最佳观赏期。色彩绚烂

的丰田的秋季，是非常适合四处漫

步的季节。

面之木原生林的树挂、稻

武的冰瀑，都是寒冷的冬季才能看

到的美景。银装素裹的世界美得让

人窒息。就连呼出的气息都闪闪发

光的美丽世界等着您哦。

冬

松平春日祭

足助春日祭

中马的女儿节人偶 in 足助

稻武地区的冰瀑

※各活动的举办时期也许会发生变化，请提前确认。

举母祭

小渡追梦风铃

竹灯笼（tankororin）

纳凉节

丰田OIDEN祭焰火大会

足助祭

猿投祭

天下祭

叮
当

叮
当

请读取二维码
查看活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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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天堂丰田有很多特色温泉。来场温

泉巡游，寻找秘泉吧！

猿投温泉
被选为“医生推荐的奇迹温泉”

的天然氡温泉颇具盛名。酒店内

的瀑布和湖泊有各种京都庭园

及花木，晚上350盏灯同时点亮，

非常美丽，令人身心放松。

平畑温泉
在位于四季樱之乡的小

原矢作川河畔的“寿乐

庄”涌出的温泉。同时能

欣赏到红叶与四季樱的

秋季别有一番风情。

是令人身心舒缓的单纯

弱放射能泉。

笹户温泉是爱知县最古老

的无色透明且具有稠度的

温泉。悠闲地泡完温泉后，

请品尝香鱼、野猪肉火锅、

野菜及野山药等旅馆拿手

的当季料理。

丰田有很多

温泉！

当天往返入浴也很有人气！

夏烧温泉
设有男女全桧木浴池的

大浴场，是充满着树木温

暖气息的温泉旅馆。

工作日午餐2,000日元（不

含税）（包含休息、入浴费）

旬树庵紫翠阁豆腐屋
丰田市笹戸町畷7

0565-68-2331

从猿投绿色道路“枝下IC”行驶约20分钟

旅馆勇屋别馆

丰田市加纳町马道通21 　　0565-45-6111

在名铁“丰田市”站下车。有免费巡回巴士（每周三运行）

在名铁“净水”站或地铁“藤之丘”站下车。有免费巡回巴士（每日运行）

金泉阁酒店

N

公路休息站橡子之乡稻武
橡子之汤·橡子横丁

笹户温泉
全部客房都朝向山川的

纯日式旅馆。天然温泉

的溪流大浴场和当季会

席料理，很受女性朋友

欢迎。

丰田市笹户町惣作8

0565-68-2654

从猿投绿色道路“枝下IC”行驶约20分钟

平畑温泉　寿乐庄
丰田市平畑町东田722 　　0565-65-3611

从猿投绿色道路“枝下IC”行驶约30分钟

冈田屋酒店
丰田市武节町田之洞213-2 　　0565-82-2544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40分钟

住宿设施指南 为大家介绍拥有温泉、可以吃到各种乡村美味的丰田美食、让丰田

之旅更加充实的住宿设施！

查看美食查看伴手礼

查看丰田的伴手礼、美食信息！

丰田

旭

小原 稻武

稻武

今晚
住哪
里呢
？

摆放着当季高原蔬菜的

橡子横丁，旁边是保温效

果绝佳的橡子之汤。

橡子之汤: 10:00～21:00（20:00受理结束。周六、周日、节日9:30～）

橡子横丁: 9:00～17:00（周六、周日、节日～18:00）

橡子之汤: 每周周四（遇节日次日休息）

橡子横丁: 4月～11月无休（冬季12月～3月周四定休，遇节日次日休息）

丰田市武节町针原22-1　　0565-82-3135

从猿投绿色道路“力石IC”行驶约40分钟

丰田地区

丰田市曙町5-18

0565-28-5872

❷ 小涌商务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美山町2-14-1

0565-28-7700

❶ 皇家酒店鱼八  

丰田地区

丰田市绿丘5-11

0565-28-2797

❸ 松风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丰荣町1-88　

0565-29-1811

❹ 丰田广场酒店

松平地区

丰田市岩仓町一本松1-1

0565-58-3500

❺ FORESTA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喜多町1-140

0565-35-6611

❻ 名铁丰田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喜多町2-160 

COMO广场西

0565-31-2211

❼ 丰田城堡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喜多町4-28

0565-34-5555

❽ 丰田声望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神明町1-30

0565-33-7337

❾ 城市酒店 Aunties

丰田地区

丰田市司町1-9-1

0565-32-0011

10 丰田市帕蕾丝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西町4-26-8

0565-36-0500

11 丰田中心酒店

丰田地区

丰田市加纳町马道通21

0565-45-6111

12 金泉阁酒店

足助地区

丰田市足助町东贝户10　

0565-62-0100

13 百年草

旭地区

丰田市笹户町惣作8

0565-68-2654

16 旅馆勇屋别馆

旭地区

丰田市笹戸町畷7

0565-68-2331

17 旬树庵紫翠阁豆腐屋

小原地区

丰田市榑俣町中西218

090-1077-1940

18 农家旅馆“木&木” KOKKO

旭地区

丰田市旭八幡町根山68-1

0565-68-2755

19 爱知高原国定公园 
    旭高原元气村

稻武地区

丰田市武节町田之洞213-2

0565-82-2544

20 冈田屋酒店

稻武地区

丰田市大野濑町池之平1-1

0565-84-1150

21 地炉旅馆　龟甲苑

下山地区

丰田市羽布町金山29

0565-90-3320

22 河鹿苑

下山地区

丰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300

0565-90-3472

23 三河路

下山地区

丰田市羽布町腰挂17-10

0565-90-3474

24 民宿 腰挂山庄

小原地区

丰田市平畑町东田722

0565-65-3611

15 平畑温泉　寿乐庄

足助地区

丰田市下佐切町日阴15番地

090-4565-3544

14 忍者公寓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