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魚和Dojo

さかなや道場

伊東
Ito

[IZ01]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IZ16］

https://www.chimney.co.jp/shop/information/sakana/sp.html

（日文）

2 東海館
東海館

伊東
Ito

[IZ01]
http://itospa.com/feature/tokaikan/

(日文)

3
Komuroyama Lift

小室山リフト

川奈
Kawana
[IZ03]

https://www.tokaibus.jp/page.jsp?id=1734
(日文)

4
大室山纜車
大室山リフト

伊豆高原
Izu-Kogen

[IZ06]
http://omuroyama.com/

(日文)

5
伊豆仙人掌動物園

伊豆シャボテン動物公園

伊豆高原
Izu-Kogen

[IZ06] https://izushaboten.com/lang/index_simplified.html
( 英文 / 簡體中文 )

6
伊豆Granpal Amusement公園

伊豆ぐらんぱる公園

伊豆高原
Izu-Kogen

[IZ06]
https://granpal.com/lang/index_simplified.html

(英文 /簡體中文)

7

NEW YORK LAMP 
MUSEUM & FLOWER 

GARDEN
ニューヨークランプミュージアム

＆
フラワーガーデン

伊豆高原
Izu-Kogen

[IZ06]
https://nylfmuseum.com/zh/

( 英文 / 簡體中文 )

8
伊豆泰迪熊博物館

伊豆テディベア・ミュージアム

伊豆高原
Izu-Kogen

[IZ06]
http://www.teddynet.co.jp/izu/

(日文)

9
Atagawa Tropical & 

Alligator Garden
熱川バナナワニ園

伊豆熱川
Izu-Atagawa

[IZ09]
http://bananawani.jp/

(日文/英文)

10
伊豆動物王國

伊豆アニマルキングダム

伊豆稻取
Izu-Inatori

[IZ11]
http://www.izu-kamori.jp/izu-biopark/cb/

(英文 / 簡體中文)

伊豆急行線
一日乘車卷/兩日乘車卷/三日乘車卷

https://www.chimney.co.jp/shop/information/sakana/sp.html
http://itospa.com/feature/tokaikan/
https://www.tokaibus.jp/page.jsp?id=1734
http://omuroyama.com/
http://izushaboten.com/
https://izushaboten.com/lang/index_simplified.html
https://granpal.com/lang/index_simplified.html
https://nylfmuseum.com/zh/
http://www.teddynet.co.jp/izu/
http://bananawani.jp/
http://www.izu-kamori.jp/izu-biopark/cb/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2w/iAsur&id=40540B3D9FC2C940CAC84B6F87901FAE86C0E6A6&q=%e4%bc%8a%e8%b1%86%e3%83%86%e3%83%87%e3%82%a3%e3%83%99%e3%82%a2%e3%83%9f%e3%83%a5%e3%83%bc%e3%82%b8%e3%82%a2%e3%83%a0&simid=608003783773391161&selectedIndex=1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2w/iAsur&id=40540B3D9FC2C940CAC84B6F87901FAE86C0E6A6&q=%e4%bc%8a%e8%b1%86%e3%83%86%e3%83%87%e3%82%a3%e3%83%99%e3%82%a2%e3%83%9f%e3%83%a5%e3%83%bc%e3%82%b8%e3%82%a2%e3%83%a0&simid=608003783773391161&selectedIndex=1


11
河津 Bagatelle公園
河津バガテル公園

河津
Kawazu
[IZ13]

http://bagatelle.co.jp/

(日文)

12 上原美術館
上原美術館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IZ16]
http://www.uehara-museum.or.jp/

(日文)

13
下田纜車

下田ロープウェイ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IZ16]
http://www.ropeway.co.jp/english%20language/english.html

（英文/簡體中文）

14
伊豆巡航

伊豆クルーズ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IZ16]
http://izu-kamori.jp/izu-cruise/

(日文)

15
下田海洋水族館
下田海中水族館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IZ16]
http://shimoda-aquarium.com/

(日文)

16
網元料理 徳造丸（餐廳）
網元料理 徳造丸（食事）

伊東
Ito

[IZ01]
伊豆高原
Izu-Kogen

[IZ06]
伊豆稲取
Izu-Inatori

[IZ11]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IZ16]

http://1930.co.jp/zh/osyokuji_zh.html

(中文)

17
徳造丸 海鮮屋（伴手禮店）
徳造丸 海鮮や（お土産）

優恵

http://bagatelle.co.jp/
http://www.uehara-museum.or.jp/
http://www.ropeway.co.jp/english language/english.html
http://izu-kamori.jp/izu-cruise/
http://shimoda-aquarium.com/
http://1930.co.jp/zh/osyokuji_zh.html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JlnA0A4p&id=F1E0D7AE665A771EF543104FED3C3B9CE206CBEF&q=%e4%b8%8a%e5%8e%9f%e7%be%8e%e8%a1%93%e9%a4%a8&simid=608047214484128367&selectedIndex=11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JlnA0A4p&id=F1E0D7AE665A771EF543104FED3C3B9CE206CBEF&q=%e4%b8%8a%e5%8e%9f%e7%be%8e%e8%a1%93%e9%a4%a8&simid=608047214484128367&selectedIndex=11


1．魚和Dojo[さかなや道場]

(車站: 伊東 Ito sta. [IZ01]歩行約1分鐘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徒歩約10秒)

▽優惠內容▽

用餐即可９折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伊東［平日］15：00～24：00［週末、國定假日］11：00～15：00

下田11:00～24:0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伊東 0557-35-3222 (只日文)

下田 0558-25-1330 (只日文)

可以享用從伊東港和下田港購買的鮮魚。

菜單裡各種來自靜岡的燉煮的金目鯛，海鮮丼，生魚片和當地清酒，不錯喔！

3．Komuroyama Lift [小室山リフト]

(車站: 川奈 Kawana sta. [IZ03]歩行約30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折抵50日圓

小人折抵30日圓

（大人500日圓→450日圓、小人250日圓→22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30～16:0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雨天時中止駕駛)

電話：0557-45-1444 (日文)

從小室山山頂，在北方見到富士山，在南方面見到房總半島,伊豆諸島等，可享受
360度大小全景。

2．東海館 [東海館]

(車站: 伊東 Ito sta. [IZ01]步行約7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大人 200日圓→150日圓、小人(7～15歲)100日圓→5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21:00

休館時間：每月第三個週二(如週二是國定假日則次日休館)、1月1日

電話：0557-36-2004 (日文)

自1928年到1997年、這木製三層樓高的建築作為日式旅館經營。

因為這個建築物代表了早期昭和時代的日式旅館、被指定為伊東市的文化財產。



4．大室山纜車 [大室山リフト]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搭公車約20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大人、小人 折抵5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7:15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15分鐘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電話：0557-51-0258 (只日文)

搭纜車6分鐘即可到達山頂、這就像在空中漫步。

頂上可散步1公里長、還可以在火山口玩射箭。

在頂上吃美味的三福團子(三福：大福・幸福・裕福)也不錯喔！

5．伊豆仙人掌動物園 [伊豆シャボテン動物公園]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搭公車約20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 2,400日圓→2,100日圓、小人(7～12歲) 1,200日圓→1,000日圓

、小人(4～6歲) 400日圓→30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6:00(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51-1111 (日文)

1500種仙人掌和植物、130種動物正在等待你參觀伊豆Shaboten動物園。

一些動物會突然出現面前讓你興奮、也有感人的SHOW喔

6．伊豆Granpal Amusement公園[伊豆ぐらんぱる公園]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搭公車約20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1,300日圓→1,100日圓、小人(7～12歲) 700日圓→600日圓

、小人(4～6歲) 400日圓→30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30～16:00 (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45分鐘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51-1122 (日文)

大人，小孩和寵物都可以在這公園裡一起開心得玩。

公園裡有3D迷宮（日本最大）〜KAiZOKU〜、滑下400米穿梭鋼絲繩〜Wind-KAZE
〜等享受一整天！



7．NEW YORK LAMP MUSEUM & FLOWER GARDEN

[ニューヨークランプミュージアム＆フラワーガーデン ]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搭公車約9分鐘)

▽優惠內容▽

小禮物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6:00(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51-1128 (日文)

你可以享受美麗的彩色燈的、舒適的咖啡廳、充滿季節性花的花園。

8．伊豆泰迪熊博物館[伊豆テディベア・ミュージアム]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步行約9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折抵10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30～17:00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30分鐘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二・三・十二月第2禮拜二/六月第2禮拜二・三)

電話：0557-54-5001 (日文)

泰迪熊博物館的概念是“泰迪熊的房子”

像阿媽和她愛的泰迪熊住在一起的老房子。

希望很多人在博物館見到泰迪熊。

9．Atagawa Tropical & Alligator Garden[熱川バナナワニ園]

(車站: 伊豆熱川 Izu-Atagawa sta. [IZ09]步行約1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 折抵200日圓

小人(4～15歲)    折抵10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7:00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30分鐘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23-1105 (日文)

展示有140餘隻鱷魚、其中16種是被列為瀕臨絕種的。

在日本能看亞馬遜海牛跟西方小熊貓的動物園就是這裡。

也有展示5,000種珍稀熱帶植物和果樹。



10．伊豆動物王國[伊豆アニマルキングダム]

(車站: 伊豆稻取 Izu-Inatori sta. [IZ11]搭公車約10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大人 2,500日圓→2,300日圓

小人(4～12歲)1,250日圓→1,15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6:00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60分鐘

(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休館時間：2020年6月16～18日

電話：0557-95-3535 (日文)

有兩個地區。

在“動物區”裡可以體驗與長頸鹿・水豚・犀牛等多種動物零距離互動。

在“玩樂區”也不錯ㄛ。

11．河津 Bagatelle公園[河津バガテル公園]

(車站: 河津 Kawazu sta. [IZ13]搭計乗車約5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4/28～11/30 1,000日圓→900日圓
12/1～4/27 300日圓→20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30～16:00   

(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休館時間：每週四（無休期間：4月28日～6月30日/10月1日～11月30日/1月1日～1月3日）

電話：0558-34-2200 (日文)

Kawazu Bagatelle公園作為法國巴黎的“Bagatelle公園”的姐妹公園開業。

我們重新創建了花園、就像布洛涅森林中的玫瑰園。

在3ha花園裡種植1,100種6000朵的玫瑰。

12．上原美術館[上原美術館］

(車站: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搭公車約20分
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 1,000日圓→900日圓
學生(大學生) 500日圓→45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00～17:00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30分鐘

休館時間：替換展示品日
電話：0558-28-1228  (日文)

上原博物館展示印象派到日本繪畫的現代藝術和佛教藝術。

請享受藝術的輕鬆時光。



１3．下田纜車-[下田ロープウェイ]

(車站: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步行約１分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 1,050日圓→940日圓
小人(7～12歳) 520日圓→47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8:45～16:45 最後售票時間為16：15 季節氣候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電話：0558-22-1211 (日文)

乘坐位於伊豆急下田站前的下田纜車，在寝姿山上攀爬！

在寝姿山山頂公園花園裡，有許多令人愉悅的地方，也可享受伊豆三景之一的風
景等。

１4．伊豆巡航-下田港内めぐり-[伊豆クルーズ]

石廊崎岬めぐり-[伊豆クルーズ]

(車站: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

▽優惠內容▽

〈門票〉 ９折

▽下田港内めぐり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10～15: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電話：0558-22-1151 (日文)

▽石廊崎岬めぐり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30～15: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電話：0558-22-1151 (日文)

１5．下田海洋水族館[下田海中水族館]

(車站: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搭公車約7分
鐘)

▽優惠內容▽

〈門票〉 大人 折抵200日圓
小人(4～12歳)  折抵100日圓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9:30～16:30 最後售票時間為閉館前60分鐘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季節氣候及其它特殊情況，將彈性調整營運時段)

2020年12月15日～18日 休館

電話：0558-22-3567 (日文)

水族館位於自然海灣。

可以欣賞罕見的海豚表演和海獅表演。

也可以體驗四種不同類型的與海豚接觸活動。



１7．徳造丸（餐廳）-[徳造丸]

▽優惠內容▽

送一本徳造丸獨特產品「金目鯛魚甜不辣」

▽參觀資訊▽

▲網元料理本店

車站: 伊豆稲取 Izu-Inatori sta. 

[IZ11]步行約１０分鐘

開放時間：平日：10:00-17:45（L.O.17:00）

假日：10:00-15:45（L.O.15:00）

17:00-20:15（L.O.19: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95-1688 (日文)

▲網元料理魚庵

車站: 伊豆稲取 Izu-Inatori sta. 

[IZ11]計程車約７分鐘

開放時間：平日：11:00-15:45（L.O.15:00）
假日：17:00-20:45（L.O.20:0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95-1930 (日文)

▲網元料理下田店

車站: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步行約１分鐘

開放時間：禮拜一～禮拜四 10:00-17:45（L.O.17:00）

禮拜五～禮拜天、：國定假日10:00-15:45

（L.O.15:00）17:00-20:15（L.O.19: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23-7200 (日文)



１6．徳造丸（伴手禮店）-[徳造丸]

▽優惠內容▽

送一本徳造丸獨特產品「金目鯛魚甜不辣」

▽參觀資訊▽

●徳造丸海鮮家伊東駅前店

車站: 伊東 Ito sta. 

[IZ01]步行約２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36-1930 (日文)

●徳造丸海鮮家八幡野店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步行約１５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53-7777 (日文)

●徳造丸海鮮家伊豆高原店

車站: 伊豆高原 Izu-Kogen sta. 

[IZ06]步行約１５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53-6666 (日文)

●徳造丸海鮮家志津摩店

車站: Izu-Inatori sta. 

[IZ11]巴士約５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95-1232 (日文)

●徳造丸海鮮家稲取minato店

車站: 伊豆稲取 Izu-Inatori sta. 

[IZ11]步行約５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95-5252 (日文)

●徳造丸海鮮家稲取魚庵店

車站: 伊豆稲取 Izu-Inatori sta. 

[IZ11]計程車約７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95-5555 (日文)

●徳造丸海鮮家下田駅前店

車站: 伊豆急下田 Izukyu-shimoda sta. 

[IZ16]步行約１分鐘

開放時間：8:30～17:30

休館時間：全年無休

電話：0557-23-7100 (日文)

請再確認營業時間，休館時間。
祝你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