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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名古屋的最佳旅游季节为春季，

赏樱时节来临，名古屋的古建筑和樱花构成一幅

美丽的画卷。秋季名古屋的节庆祭祀较多，是体

验日本传统文化的最好时机。

汇率  名古屋地区通行的货币是日元，目前的汇

率是 1 日元约为 0.053 人民币，1 人民币约为

19 日元（2015 年 5 月）请随时关注汇率动态。

时差  名古屋属于东九区，比北京早一个小时。

消费指数  名古屋是日本第四大城市，消费水平

在日本也比较靠前。市区平均一顿饭大约 1000

日元。地铁交通费起步 200 日元左右，名古屋市

有优惠车票，相对便宜。

穿衣指南  名古屋整体气候都比较温和，但是寒

暖温差较大。春秋季最好带一件薄外套，夏季高

温湿热，女生注意抹防晒霜带防晒衣，冬季寒冷，

必备大衣。梅雨季节名古屋降雨频繁多台风，注

意带好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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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速览

名古屋 (Nagoya) 是爱知县首府，因介于东京和古都京都之间，亦称“中京”。名古屋历史

风韵浓厚，日本战国时期的三大英雄豪杰人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皆是出生于此。

名古屋城、热田神宫、德川园等遗迹记录着战国的风云历史，名古屋不仅是历史悠久的古都，

它的现代建筑更是在众多都市中独树一帜，展现着它前卫的一面：JR 中央双塔集购物娱乐

与一体，夜幕降临时，象征“水的宇宙船”的绿洲 21 和荣购物区构成了名古屋风华万千的

夜生活。

 Jzsky  在天桥上面拍的 这应该是名古屋的主干道了 车流还是蛮大的

Introducing Nag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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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日本三雄的故乡

叱咤日本战国时期，对结束日本分裂作出重大贡献的三位枭雄——织田

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出生于此。热田神宫、名古屋城、德川园，

处处都遗留着日本三雄的生活踪迹；每年名古屋还会举办声势浩大的热

田祭，大规模的盛装木偶游行表达对日本三雄的崇敬。

Sights景点

名古屋的景点很集中，而且交通系统发达，一日就可以尽览名古屋风光。

名古屋城、热田神宫、德川园是想要探寻战国风云英雄遗迹的最佳景点，

名古屋电视塔和 JR 中央双塔是名古屋的现代代表建筑，绿洲 21 凭借其

壮观的外表独领风骚。

名古屋城なごやじょう nagoya castle

 Jzsky   这就是名古屋城了 感觉他比大阪城要胖一点 

名古屋城和大阪城、熊本城并称为日本的三大名城，最初由德川家康修建，

其中的天守阁是德川家三代世袭居住之地。名古屋城经二战损毁后重建，

并增设了电梯，可直接前往顶部天守阁参观博物馆内的文物。城中最著

名的是金鯱，作为防火的符咒被用来装饰大梁，后来成为城主权力的象征。

春天 2000 多株樱花盛开，和城堡掩映成趣，是名古屋城最漂亮的时候。

每到周六日和节假日，二之丸还有饰演德川家康、织田信长等人的战国

武将队，进行人气歌舞表演。

地址：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本丸 1-1

网址：http://www.nagoyajo.city.nagoya.jp/14_kantai/index.html

费用：成人 500 日元，16 岁以下儿童 100 日元。

开放时间：9:00-16:30天守阁的入场时间最晚至16:00，12月29日-31

日、1 月 1 日休息。

联系方式：052-231-1700

到达交通：名城线“市役所”下车，步行 5 分钟。或者鹤舞线“浅间町”

下车，步行 10 分钟。

用时参考：2 小时

热田神宫あつたじんぐう atsuta jingu

 不会飞的旱鸭 溜达在这样的路上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呢 ~

热田神宫是日本最古老和地位最高的神宫之一，历史气息浓厚，以供奉

日本三大神器之一的草雉剑而闻名，然而神器并不对外展出。二十五丁

桥、佐久间灯笼等古迹分布于此，热田神宫最吸引游客之地则数宝物馆，

藏有 2000 多件古董、艺术品和古典文献。内部还保存着织田信长桶狭

间战役胜利后捐赠的信长屏。众多祭祀、节日活动都在此举办，其中有

神职者一边走一边笑的醉笑人活动，每年 6 月 5 号的热田祭是这里最热

闹的时刻。到此参拜的民众络绎不绝。

地址：愛知県名古屋市熱田神宮 1-1-1

网址：http://www.atsutajingu.or.jp

费用：免费，宝物馆 300 日元。

开放时间：9:00-16:30（最后入馆时间为 16:10）每月最后一个周三、

周四以及 12 月 25 日 -31 日休息。

联系方式：052-671-4151

到达交通：乘坐名城线到“神宫西”下车，步行前往。

用时参考：2 小时

大须观音寺おおすかんのん Osu Kannon Temple

 kindTan 寺庙里面是不能拍照的，不能违背菩萨的意愿，外面拍一

个就好。

观音寺又称真福寺，正式名称为“北野山真福寺宝生院”，文库收藏着

包括古事记的副本在内的 1 万 5 千本古书，有“日本三大经藏”之称。

寺庙原本在岐阜的大须，1612 年德川家康在名古屋建城后，才派人将整

http://www.mafengwo.cn/i/1274206.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66223.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14289.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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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寺庙建筑搬移到大须这里来。周围的市街门前町也跟着热闹起来，发

展成现今的购物商区。 因此大须观音寺作为大须商店街发展的起点而成

为人气景点。

地址：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 2-21-47

网址：http://www.osu-kannon.jp

费用：免费，参观文库须收费。

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方式：052-231-6525

到达交通：名铁鹤舞线“大须观音站”下车，步行 250 米前往。

用时参考：半小时

名古屋电视塔和绿洲 21   Nagoya TV Tower  &  Oasis 21

 Hermit Canoe 名古屋的 21 世纪绿洲，这个平台上面有个喷泉，

下面是立体式的活动和购物广场。

名古屋电视塔和绿洲 21 是名古屋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繁华的荣购物

街区的标志。名古屋电视塔位于久屋大通公园内，从高达 90 米的空中

旋转楼阁内可以欣赏到 360 度名古屋夜景。旁边的未来型复合设施绿洲

21，象征“水的宇宙船”，屋顶由全玻璃制成，很是壮观。它不但是高

速巴士的交通枢纽、而且汇集了多家餐厅以及商店，在广场处还会不定

期的举行各种精彩的宣传活动。

地址：名古屋市中区錦 3-6-15 先

网 址：http://www.nagoya-tv-tower.co.jp/ 和 http://www.

sakaepark.co.jp/

到达交通：地铁到“久屋大通”站下车走 5 分钟。

用时参考：半小时

JR 中央双塔 JR セントラルタワーズ

特色建筑 JR 中央双塔与名古屋车站直接相连，是地上 53 层的超大型综

合商用购物中心，曾凭“全世界卖场面积最大的车站大楼”列入世界吉

尼斯纪录，北塔是不对外开放的办公区，南塔 15-52 层为饭店，51 楼

的展望台是赏夜景的热门去处；12-13 层是美食街区，11 及其以下楼层

为 JR 高岛屋和东急 Hands 等购物区。

地址：名古屋市中村区 1-1-4

网址：http://www.sunshine-sakae.jp/

开放时间：各店铺不同，请查询官网。

 Jzsky 这是名古屋车站的大楼。我发现日本城市的车站都会是大厦，

然后里面有各种购物的商场。

德川园とくがわえん Tokugawa Garden

德川园起源于德川家的第 2 代藩主想要找个僻静的地方造园隐居，是日

本庭园中典型的池泉回游式庭园，利用其高低差的地形，将自然的树林

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形成了富有立体感的岩石群。内部的德川美术馆

和蓬左文库收藏了德川的遗物和国宝“源氏物语”画卷。

地址：名古屋市東区徳川町 1017

网址：http://www.tokugawa-art-museum.jp/language/index.html

费用：德川园、美术馆和蓬左文库通票 1350 日元。

开放时间：10:00-17:00(16:40 停止入馆 )

到达交通：JR 中央本线到“大曾根站”南口，步行 10 分钟左右。

用时参考：2 小时

周边

常滑

常滑市因盛产陶瓷器而知名，被称为“招财猫的故乡”，高 3.8m、宽 6.3m

的巨大招财猫“Tokonyan”是这个城市的标志，随着名古屋中部国际机

场在这里的建成，吸引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往。依山而建的陶器小路（や

きもの散歩道）周围散落着古老的管道以及砖瓦建造的烟囱等，别有一

番情趣；土管坂是由明治时期的土管与昭和时期的陶壶组成的特色小路，

是拍照的人气场所；泷田家是诉说着江户船运大户的历史。临走时，不

要忘了挑选常滑陶瓷茶器和憨态可掬的招财猫送给朋友家人。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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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http://www.tokoname-kankou.net/

到达交通：名铁线有往返中部国际机场（约 5 分钟，300 日元）、名古

屋站（急行 40 分钟，650 日元；特急 30 分钟，1000 日元）的列车。

用时参考：半天到一天

 双鱼知道 Tokonyan

犬山

犬山有“城堡之城”的美称，这里有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城堡——犬山城（又

称白帝城），重现了日本桃山时代建筑的精美样式；犬山城和“日本的

莱茵河”——木曾川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每年 6 月到 10 月还会

在木曾川上演延续 1300 多年的鸬鹚捕鱼秀；假如想体验茶道创成期的

风情，可以去三大国宝茶室之一的如庵茶室；犬山有世界第一的猿猴乐园，

内部还有亲子同乐的游乐场，是家庭出游的人气景点。

官网：http://www.inuyama.gr.jp/

到达交通：名铁犬山线连接犬山和名古屋，单程 30 分钟，540 日元。

用时参考：半天到 1 天

岐阜

名古屋是深入岐阜县之门户，岐阜县历史悠久，又毗邻日本主要山脉，

旅游资源丰富。整体而言外国游客比较少，保持着较好的传统风貌。岐

阜县的首府岐阜是战国历史名城，市内可以观赏到有着千年历史的长良

川鸬鹚捕鱼。周边的关市、美浓市和郡上八幡则保留着古老的街道和传

统手工艺，马笼宿则更是日本保留最为完好的宿场建筑群。

如果有兴趣深入岐阜县，位于白川乡的世界遗产合掌村绝对不能错过，

再品尝一下飞騨牛肉，徜徉在飞騨高山的老街和高山阵屋中。岐阜县的

下吕温泉和奧飞騨温泉更是想避开旅行团的绝佳选择。

交通：从名古屋到岐阜市，在市中心 JR 名古屋站搭乘东海岛本县的快速、

新快速、特别快速到 JR 岐阜站，票价为 470 日元，时间约 20 分钟。

如果想前往高山飞騨地区，需要搭乘 JR 特急 WideView 飞騨，约 2 小

时 20 分钟，票价为 5870 日元。或者可以从名古屋名铁巴士中心出发，

搭乘飞騨高山号，约 2 小时 40 分钟到达，费用为 2980 日元。

用时参考：1-3 天

住宿 Sleep

名古屋的景点一般一天内可游览完，当日往返。因此不建议在名古屋留

宿，如果想在名古屋留宿做中转，建议住在交通便利以及购物方便的名

古屋站附近名古屋的众多特色建筑和景点也集中在这里，可以顺便闲逛。

如果想要更多个性化酒店选择，请前往蚂蜂窝酒店频道。

名古屋万豪酒店 (Nagoya Marriott Associa Hotel)

酒店就在 JR 中央塔里，所以从名古屋 JR 站出来后就有专门的电梯可以

直接到酒店大堂，对拖着大行李箱的蜂蜂们便利不少。名古屋站和地铁

站就在楼下，还有去高山的巴士站，然后还有高岛屋，西武百货等大型

百货店，购物餐饮娱乐都很方便。

地址：1-1-4 Meieki, Nakamura Ward, Nagoya, Aichi 450-0002 日

本

网址：http://www.associa.com/english/nma/

联系方式：052-584-1111

到达交通：名古屋站出来就是。

参考价格：1679RMB（双人间）起

名古屋新罗伦酒店 (Nagoya New Rolen Hotel)

酒店在名古屋的市中心，就在名古屋站和伏见站旁边，周围有好多餐厅。

房间虽小但五脏俱全，价格实惠，很适合预算不多的背包客。

地址：1-8-40 Nishiki, Naka Ward, Nagoya, Aichi 460-0003 日本

网址：http://www.rolenhotel.co.jp/

联系方式： 052-211-4581

到达交通：地铁“伏见站”下步行 5 分钟。

参考价格：262RMB（双人间）起

餐饮 Eat

鸡翅てばさき

鸡翅是名古屋的特色的美食，油炸鸡翅膀后，加上甜中带辣的调味料和

香辣佐料，外皮酥脆的口感和调料的香味让人爱不释手，和啤酒简直就

是绝配。名古屋的鸡翅以“世界の山ちゃん”最为出名。

世界の山ちゃん

世界の山ちゃん店面能容纳 25 名榻榻米房间式座位和吧台。制作手法独

特，先不会切除前面小翅，V 字型的鸡翅吃起來很有分量，由于它采用

了祖传的秘酱以及数种独特香料，所以多年来一直人气不减。

地址：名古屋市中村区名駅 4-24-24

网址：http://www.yamachan.co.jp

开放时间：17:00 到 00:15

到达方式：地铁“名古屋站”4 番口出，步行 7 分钟。

http://www.mafengwo.cn/i/752436.html
http://www.yamacha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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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飞翔 逛到这肚子已经咕咕叫了，马上跑去吃饭，随便进了一家

店，点了著名的味曾猪块饭，吃的干干净净。

矢場とん

矢場とん是名古屋味噌猪排的代表店，成立于 1947 年，目前已慢慢扩

展到全日本；它的招牌餐点是“草鞋猪排”（因为猪排和草鞋一样大），

“草鞋猪排”本身同时具有肥肉和瘦肉，瘦肉吸收了特制的红味噌后吃

起来不会觉得太干，肥肉相当的有嚼劲。

地址：愛知県名古屋市中区大須 3-6-18

网址：http://www.yabaton.com

开放时间：11:00-21:00。

到达方式：名古屋市营地铁“矢场町站“4 号口出来步行约 4 分钟。

购物 Shopping

从地下街、露天商店街道高级路面店，仅次于东京、大阪的名古屋，可

以满足蜂蜂们的各种购物热情。荣购物街区是最大的购物区，老牌百货

以及名家专卖店林立，宽广的地下街更是集美食娱乐与一体。而大须商

店街各具特色的露天商店广受欢迎，还有众多出售二手货的店铺，非常

值得一逛。

在名古屋购物要付 8% 的税金，在大型百货商店购物满 1 万日元

（不含税金）以上，则可以即时退税。

荣购物街区（Sakae)

荣购物街区是名古屋最为知名的购物商圈，规模巨大、集美食购物娱乐

于一体的地下商业街是它最大的特点。除此之外，Sunshine Sakae、

Lachic、松坂屋本店等商城和专卖店林立，琳琅满目种类齐全的商品让

你轻松享受购物的乐趣，过一把购物瘾。旁边两公里处的名古屋站，的

综合购物商业设施 JR 中央双塔（见景点 ）也是可以娱乐购物的放松场所。

松坂屋 

松坂屋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百货公司，名古屋的这家是东海地区的总

店，世界顶级品牌以及日本本土的知名品牌在这里都能够买到。

鳗鱼三吃ひつまぶし

 不会飞的旱鸭  外面烤的脆脆的，里面又甜又嫩，每种吃法都很不一

样，略贵，大概 2400-2800 日元左右，不过吃得很爽。

ひつまぶし是名古屋特有的鳗鱼饭吃法，一共有三个步骤，首先是将鳗

鱼饭盛至碗內，品尝鳗鱼和酱汁的美味；接着拌入海苔、芯麻、青紫苏

享受清爽的口感；最后加入葱花、芥末和热汤作为鳗鱼茶泡饭。

あった蓬莱軒本店

蓬莱轩是名古屋最为著名的鳗鱼店，拥有超过 140 年的历史，同时将“ひ

つまぶし”注册为商标，日本综艺美食节目《黄金传说》将它列为十大“全

日本排队再久也必要吃到的人气店”。除了热田区的老店，在松坂屋和

神宫还有三家分店，具体营业时间和地址请查询官网。

地址：名古屋市熱田区神戸町 503

网址：http://www.houraiken.com/

开放时间：11：30-14：00，16：30-20：30，周一休息。

到达方式：地铁名城线“伝馬町站”4 番出口，徒歩 7 分。

味噌乌冬面 みそうどん

味噌乌冬面是名古屋独特的面类，只用水揉成弹性十足的生面，放入以

豆味噌为主的高汤内进行锅烧。各店也有精心制作的独特高汤，不过因

为汤头属于偏咸的口味，所以也有人另点白饭，再用剩下的汤拌來吃。

山本屋總本家

味噌乌冬面最著名的店家，它的特色是汤头是由冈崎产的八丁味噌和名

古屋产的白味噌混合而成，而为了使面充分吸收味噌的味道，所以其独

家的乌冬面口感偏硬。

地址：名古屋市中区栄 3-12-19

网址：http://www.yamamotoya.co.jp/

开放时间：11:00-21:00

到达方式：地铁东山线“荣站”下，步行 10 分钟。

味噌猪排 みそかつ

味噌猪排是将名古屋特有红味噌淋在刚炸起的猪排上食用，至于酱汁的

味道和浓淡则各店不一，不过倒入大量酱汁淋遍整块猪排，则是名古屋

特有的吃法。

http://www.mafengwo.cn/i/1261720.html
http://www.yamamotoya.co.jp/
http://www.mafengwo.cn/i/1166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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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名古屋市中区栄三丁目 16 番 1 号

网址：http://www.matsuzakaya.co.jp/nagoya/

到达交通：名城线“矢场町”站下，5 或 6 番出口；或者荣站下，16 番

出口向南步行 5 分钟

开放时间：一般为 10:00-20:00，每层各馆开放时间不同，请查询官网。

JR 名古屋高岛屋

高岛屋百货位于 JR 中央双塔内，与名古屋站相连，全店共有 15 层，从

新款时装到化妆用品、家居装饰都应有尽有。商品相关信息可在官网查询。

如果时间不是很充足，可以在高岛屋购物。

地址：名古屋市中村区名駅一丁目 1 番 4 号

网址：http://www.jr-takashimaya.co.jp/

大须商店街

大须商店街以大须观音寺为起点（见景点），是众多小商品店的聚集地，

凭借平价和新潮的商品而广受年轻人欢迎。众多露天商店出售二手货，

可以体验到淘购的乐趣。大须商店街还和东京秋叶原、大阪日本桥并成

为日本“三大电器街”。每月的 18 号和 28 号，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古

董市集。

地址：名古屋市中区大須 3

网址：http://inbound.nagoya-osu.com/kn/

 kinTan 大须观音地区的一连串这些小街连在一起，连成了一个庞

大的购物商圈。

节庆 Festivals

热田祭 熱田祭り

热田祭是名古屋最为正统的节日，每年 6 月 5 日在供奉神剑的热田神宫

举行，白天会有天皇派遣来的使者贡献祭品，晚上会展出传统彩灯并进

行剑道、射箭、花道等表演，市民们会身穿和服手持团扇前往，道路两

旁还会有各种传统小吃，参加者还有机会参加到各种传统游戏，然后在

欢闹声中看烟花在天空中绽放。

名古屋祭 名古屋祭り

名古屋祭是每年在名古屋举办的最大的活动，是以出生在日本的三雄：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为主题的盛装游行活动，有人形木偶列车、

民间音乐表演和花车游行，非常热闹声势浩大，仿佛将人们带回了古代，

至今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

http://www.nagoya-festival.jp/

时间：10 月上旬的周六

地点：久屋大通公园

Routes行程推荐

名古屋一日游

线路安排：名古屋车站区——名古屋城——热田神宫——大须观音寺——

荣购物街区

详情：早上在名古屋车站区吃早餐，搭乘地铁前往名古屋城，参观名古

屋的历史遗迹；之后返回车站在 JR 中央电视塔的美食街解决午餐，之后

前往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热田神宫，游览内部的宝物感受日本的历史

古穆气息。然后前往大须观音寺，游览之后在大须繁华的商业街购物品

尝美食，可搭乘地铁前往附近名古屋最著名的购物区——荣购物区，夜

晚可登上荣区的地标建筑名古屋电视塔饱览城市风光，旁边的绿洲 21 到

了夜晚风华万千，尤其壮观。之后返回名古屋车站附近，结束一日行程。

名古屋周边三日游

线路安排：常滑——名古屋——犬山

线路安排：

D1 常滑——陶器小路——土管坂——泷田家——名古屋

D2 名古屋车站区——名古屋城——热田神宫——大须观音寺——荣购物

街区

D3 犬山——犬山国宝城——木曾川——名古屋

具体行程

D1 抵达中部国际机场，搭乘通勤车前往“招财猫的故乡”常滑，观赏城

市的标志——

高 3.8m、宽 6.3m 的巨大招财猫“Tokonyan”，沿着依山而建的陶器

小路（やきもの散歩道）观赏古老的管道以及砖瓦建造的烟囱等，然后

前往特色小巷土管坂拍照，之后前往巨宅泷田家了解船运历史，选购常

滑陶瓷茶器和憨态可掬的招财猫，搭车前往名古屋车站。

D2 早上在名古屋车站区吃早餐，搭乘地铁前往名古屋城，参观名古屋的

历史遗迹；之后返回车站在 JR 中央电视塔的美食街解决午餐，之后前往

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热田神宫，游览内部的宝物感受日本的历史古穆

气息。然后前往大须观音寺，游览之后在大须繁华的商业街购物品尝美食，

可搭乘地铁前往附近名古屋最著名的购物区——荣购物区，夜晚可登上

荣区的地标建筑名古屋电视塔饱览城市风光，旁边的绿洲 21 到了夜晚风

华万千，尤其壮观。之后返回名古屋车站附近，结束一日行程。

D3 从名古屋车站搭车前往犬山，参观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城堡——犬山城，

然后游览“日本的莱茵河”——木曾川，每年 6 月到 10 月还会在木曾

川上演延续 1300 多年的鸬鹚捕鱼秀；之后去三大国宝茶室之一的如庵

茶室体验茶道创成期的风情，乘车返回名古屋站，在 JR 中央双塔购物解

决晚餐。

http://www.mafengwo.cn/i/10142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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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深度四日游

大阪——京都——奈良——名古屋

线路特色：体验日本关西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主要名胜。

线路安排：

D1 大阪——心斋桥、道顿堀

D2 日本环球影城——大阪水族馆

D3 大阪城天守阁——京都——金阁寺——清水寺及坂道街——祗园古街

D4 奈良——奈良公园——春日大社——名古屋

具体行程：

D1 抵达关西地区最大城市大阪，来到最著名的商业街——心斋桥尽情购

物淘宝，感受这里的时尚气息。之后沿着御堂筋南行到道顿崛美食街品

尝各式风味小吃，晚上回住处休息。 

D2 早餐后，乘坐地铁前往欢乐的海洋——在日本与东京迪斯尼乐园齐名

的日本环球影城全天尽情游玩，之后乘车前往附近的大阪水族馆看海底

生物。然后在附近闲逛，感受当地的海滨气息和生活节奏。

D3 早起吃过早餐后到游览大阪的标志建筑大阪城公园，参观天守阁，之

后乘火车前往京都，游览两大世界遗产——金阁寺、清水寺及坂道街。

漫步祗园古街，感受日本艺伎时代特色古都风情，之后在温泉酒店里住宿，

品美味日式料理，泡泡这里的露天温泉，舒缓一下旅途的疲劳。 

D4 吃过早饭后，乘车前往古都奈良公园中悠悠漫步，连绵的林中，看看

小鹿的悠闲神态。浏览春日大社这个号称世界遗产的景点，领略日本特

色神社的特色。之后到中部最大城市名古屋，参观历史古建筑名古屋城

和热田神宫，在名古屋车站相连的 JR 中央双塔购物血拼。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当地语言

日语为重要之共通语言，英文在日本不普遍流行，只通用于豪华观光酒

店及大百货公司；日语发音与中文完全不同，但日文中有许多古中文汉字，

中国游客可通过字型推测出其大概 含义 . 到处见到的文字都是日文，在

外游览时，请牢记车牌号和集合地点，自由活动时更加要注意；晚上出

外应先于酒店取酒店简介册，万一迷路可按简册地址坐 出租车回酒店。

简单的旅行用语

1.  你　好　　　　　　こんにちは　   空你七哇

2.  谢  谢    　　　　ありがとう　   阿里嘎头

3.  对不起　　　　　　すみません　   斯米马森

4.  再见              さよなら　　   萨要－那拉

5.  我吃了 ( 饭前用语 )　 いただきます   已他答 ki 马斯

通讯及电源

电源

日本的电压是 100 伏的，频率有两种，东日本的频率是 50Hz；在包括

名古屋、京都和大阪在内的西日本的频率是 60Hz。使用自带的电吹风、

旅行用电熨斗和电剃刀之类的电器用品时，这些电器应该是可以调节电

压的，否则您就得另外带上变压器。国内很多电器，如手机，相机在这

里可以使用。

手机

因为信号形式的不同，中国的手机在日本不能使用。在机场可以租用手机，

建议租用 softbank，适合前往日本旅游的蜂蜂们使用。http://www.

softbank-rental.jp/c/rental.php

国际电话

在表示有“国际和国内电话”字样的公共电话，可以直接拨通国际电话。

这种电话不是到处都有，但是可以在机场，饭店和其他主要设施内找到

直拨，可以使用电话公司号码通过电话公司连续。使用一般电话卡打国

际电话时，仅限于机场使用。在市内则仅能使用 100 元日币打国际电话；

或是在便利商店购买国际电话预付卡。酒店内部的电话均可拨打国际电

话。010（国际电话转接号码）+ 国号 + 对方省号（去掉前端的 0） 日

本的国家区号为 81，名古屋的区号为 05，中国的国家区号为 86 

饮用水及饮食

日本的自来水都可直接饮用 , 许多公共场所都设自来水设施。也可在自动

贩卖机自购饮料。

医疗状况

1、医疗状况：日本为高工资高物价国家，医疗费很贵，请出国前有必要

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备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只要有外国人登录证就可

以享受和日本人一样的健康管理服务。

2、急诊服务：重病患者或受重伤的人，必须马上送医院的时候，请拨打

119 给消防总部、消防署叫救护车。救护车是免费的。

重要信息及电话

名古屋旅游官方网站：http://www.nagoya-info.jp/zhcn/

名古屋市名古屋站观光导游所

邮政编码：450-0002

地址：中村区名站一丁目 1-4（JR 名古屋站内）

电话：+81-52-541-4301 传真：+81-52-571-1669

营业时间：9：00-19：00（1 月 2-3 日至 17：00）

休息日：12 月 29 日 -1 月 1 日

位于名古屋的大门 JR 名古屋站内，方便快捷。

周末节假日的 9：00-15：00，由名古屋市民志愿者提供服务。

对应语言：英文、中文

备有英文、韩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观光手册。

名古屋市金山观光导游所

邮政编码：450-0002

地址：中村区名站一丁目 1-4（JR 名古屋站内）

电话：+81-52-541-4301 传真：+81-52-571-1669

营业时间：9：00-19：00（1 月 2•3 日至 17：00）

休息日：12 月 29 日 -1 月 1 日

位于名古屋的大门 JR 名古屋站内，方便快捷。

周末、节假日的 9：00-15：00，由名古屋市民志愿者提供服务。

对应语言：英文

备有英文、韩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观光手册。

绿洲 21 咨询处

邮编：461-0005

地址：东区东樱一丁目 11 − 1（绿洲 21 地下 1 楼）

电话：+81-52-963-5252　传真：+81-52-963-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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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10:00-20:00

休息日：全年日常营业

备有市内观光旅游等各种小册子。同时也能购买到商品及观光旅游巴士

全线 1 日票，双休日票，地铁全线 1 日票等。

对应语言：英文

备有英文、韩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观光手册。

除上述以外可用外语对应的旅游问讯处

名古屋国际中心（3 楼信息柜台）

对应语言：English, Spanish, Portuguese, Chinese, Korean, 

Filipino, French, and Vietnamese. The number of languages 

spoken may vary from day to day

电话：+81-52-581-0100

名古屋港综合问讯处（花园府头内）

电话：+81-52-654-7000

货币贴士

货币兑换

日本的货币单位是日元 ( 即日文中的“円”)。日元的硬币有 1 元、5

元、50 元、100 元、500 元五种。日元的纸币有 1000 元、2000 元、

5000 元和 1 万元四种。无论何种通货货币都可以携带进入如本。但是

如果携带的是 100 万日元以上的，或者是与其等值的支票或有价证券时，

则必须向海关申报。

在外汇兑换银行或者其它法定的外汇现金兑换处都可以将外币兑换成日

元。在主要的国际机场，也有为旅客提供貨币兑换服务的外汇兑换窗口。

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约为 1：14，但是，外汇的兑换率是随外汇市场行情

的波动每天都有变动的。

银联

为方便中国观光客人的购物和消费，可以直接在店内使用中国银联卡的

店 铺 增 多。 具 体 请 见：http://www.osaka-info.jp/ch/ginren/index.

php 。日本邮储、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等机构的 3 万 3 千多台 ATM 可以

使用银联卡提取日币现金。

旅行支票和信用卡

旅行支票在各大银行、旅馆和大城市的商场内都可以使用 AMERICAN 

EXPRESS、VISA、 DINERS CARD 和 MASTER CARD 等国际性的

信用卡，在旅行支票能使用的地方，这些信用卡也能照样使用。需要提

醒大家的是，如果您是到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去旅行，还是事先备好现金

为好。 

自动取款机 (ATM)

一般在日本全国的城市里都能使用，大部分的 ATM 只能在银行营业的时

间段內使用。城市里，平日 18:00-20:00，有些地方的 ATM 或许还能

使用 ( 但是周末的時候大多数的地方只营业到星期六上午为止 )。

税金

在日本，无论您消费了什么，日本政府都要征收您支付额 8% 的消费税。

出入境 Entry-Exit

入境须知

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所依据的基本法有《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和《外

国人登录法》。中国人入境日本需持有有效护照和签证，并在入境口岸

申请入境。

日本税关手续指南

入关顺序如下：

1、航班飞抵机场——检疫检查——入境审查——动植物检疫——海

关——入境

2、海关申报事项：

带入日本国内的物品需要口头或用申告书向海关申报；

携带物品超过免税范围者，请提交“携带物品托运物品”申告书。

3、免税范围 ( 成年人免税量，商品、商业用样品不属于下列免税物品，

而需要上税)：酒类：3瓶;香烟：卷烟400支或雪茄100支或烟丝500克;

香水：3 盎司。除了上列免税品以外，所购物品合计时价不超过 20 万日

元的，也无须缴税。

4、禁止带入日本境内的主要物品

(1) 鸦片、可卡因、海洛因、大麻、兴奋剂 ( 冰毒 )、减肥茶

(2) 枪支弹药

(3) 黄色杂志、录像带等

(4) 假名牌商品等侵害知识产权的物品

5、限制带入日本境内的主要物品

(1) 有必要检疫的动植物 ( 应接受检疫 )

(2) 气枪、刀剑、发烟筒等

(3) 医药品、化妆品 ( 有数量限制 )

(4) 根据华盛顿条约限制进口的动植物

6、出境允许带外币 5000 美元，人民币 6000 元，携带高级相机或摄象

机以及较多贵重金属制品入境出境时请在海申报，过关时请听从领队指

挥，不要私自行 动，切记不要帮陌生人带行李，根据当地法律，走私或

携带毒品可以处以死刑；任何货币或个人的首饰等贵重物品，都可携带

入境，也可携带出境，但必须出示给海关人员，予以证实。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名古屋没有机场，出入境的游客经常从常滑市的中部国际机场进入，中

部国际机场有和名古屋车站连接的列车，方便快捷。火车是游客最常用

的出入名古屋的交通方式。

飞机

中部国际机场

中部国际机场位于常滑市以南伊势湾的一个人工岛上，承担日本国内和

国外航线两个部分，中部国际机场有直接往返北京、上海、南京、大连

等城市的航班，日本国内航线有飞往东京、北海道、冲绳等旅游城市的

航班。具体信息请查询官网：http://www.centrai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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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航空多有飞往名古屋的廉价航班，是去往关西游玩的不错

入口。

电车：中部国际机场和名古屋车站之间可利用名古屋铁道ミュースカイ

往返，最快 28 分钟，具体价钱随车次和时间段不同。

机场巴士：名铁机场巴士直达名古屋市中心，在荣购物区和伏见站停靠，

大约需要 45-75 分钟，大人 1000 日元，儿童 500 日元。

出租车：从名古屋车站搭乘出租车到中部机场，50分钟左右，14000日元。

http://www.centrair-taxi.jp

火车

 kindTan  帅气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从小就在大人口里，在电视

里面看到，头一回乘坐啊，激动！！！

名古屋是新干线的主要枢纽，新干线希望号のぞみ、光号ひかり、回声

号こだま将名古屋与东京、京都、大阪和神户相连，根据速度费用有所

不同，具体信息可查询 http://transit.loco.yahoo.co.jp/ 

名古屋还是去往高山飞弹山脉的最近中转站，有火车和专线往返，飞弹

特急需要 2 小时 15 分钟，大约为 5670 日元。具体班次和时间表请参

考 http://www.nouhibus.co.jp/ch_k/nagoya.html

高速巴士

高速巴士相较于新干线和火车便宜，在 JR 名古屋车站可以购得名古屋往

返于京都、奈良、高山等地的车票，名古屋到京都2500日元，2个半小时，

每小时一班。具体信息可以查询 http://www.meitetsu-bus.co.jp/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名古屋的交通系统不似东京那么复杂，地铁为观光者最常用到的交通工

具，而名城线、樱通线、东山线是最常用到的线路，名古屋有一日任意

搭乘地铁巴士的优惠车票，可在地铁站自动售票处或者内部售票处以及

巴士司机处购买。

具体信息可查询名古屋市交通局官网 http://www.kotsu.city.nagoya.

jp/index.html

地铁一日通票 ：一日内、无限制多次搭乘地下铁。

费用：成人 740 日元，儿童 300 日元。

地铁、巴士一日通票：一日内、无限制多次搭乘地下铁、巴士。

费用：成人 850 日元，儿童 370 日元。

每周周六日、每月 8 号以及日本法定节假日，地铁巴士一日票售

价 600 日元，被称为ドニチエコきっぷ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图书《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

日本著名小说家山冈庄八撰写了规模宏大的系列历史小说，将日本战国

中后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

名古屋不仅是三位枭雄的出生地，同时也是日本风云战国史的故事展开

地之一。

http://www.mafengwo.cn/i/1014289.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0222.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0183.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0765.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mdd-11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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