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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蒸汽机车被称为 SL，取自 Steam Locomotive 的
第一个字符。
曾一度从人们视野里消失的 SL 在 1976 年重新开始运营，
成为一条沿途透过车窗可以观赏到大井川丰富的水流，初夏
令人眩目的绿色茶田等日本美丽风景线的列车线路。
即使到了现在还是如此珍贵的 SL，不仅在铁道迷们之间啧
啧称道，而且成为了吸引更多游客的旅游观光列车。

我们 SL 列车员期待您的光临！
我们是 SL 的列车员。途中，为了给您留下一段
美好的游览经历，我们会来到车厢为您讲述大井
川铁道的魅力所在，并为您演奏口风琴等。

东京

至大井川铁道起始站（金谷站）的交通指南
■从东京站出发

■从名古屋站出发

名古屋站（名古屋駅）

东京站（東京駅）
羽田机场

富士山

↓ JR 东海道新干线(约 30 分钟)

↓ JR 东海道新干线(约 1 小时)

静冈站（静岡駅）

滨松站（浜松駅）
↓ JR 东海道本线(约 40 分钟)

↓ JR 东海道本线(约 30 分钟)

金谷站（金谷駅）
■从羽田机场出发

大井川铁道
井川线

■从中部国际机场出发

羽田机场（羽田空港）
↓ 京滨急行 (约 25 分钟)

井川

名古屋

金谷站（金谷駅）

品川站（品川駅）
奥泉
千头

静冈

↓ JR 东海道新干线(约 1 小时)

静冈站（静岡駅）
金谷

↓ JR 东海道本线(约 30 分钟)
富士山静冈机场

中部国际机场

大井川铁道
本线

金谷站（金谷駅）

中部国际机场（中部国際空港）
↓ 名铁机场线(约 30 分钟)

名铁名古屋站（名鉄名古屋駅）
↓ 徒步

JR 名古屋站（JR 名古屋駅）
↓ JR 东海道新干线(约 30 分钟)

滨松站（浜松駅）或掛川站（掛川駅）
↓ JR 东海道本线(约 40 分钟)

■从富士山静冈机场出发

富士山静冈机场（富士山静岡空港）
↓ 机场巴士 (约 25 分钟)

岛田站（島田駅）
↓ JR 东海道本线(4 分钟)

金谷站（金谷駅）

金谷站（金谷駅）

一 起 来 享 受 大 井 川 铁 道 之 旅 吧!
●本线（金谷～千头）地区
沿着大井川铁道本线（金谷站～千头站）一路有可以品尝到静冈名产茶的博物馆和商店，能够远远眺望 SL
的温泉等景点。

川根温泉友好之泉

茶之乡博物馆

泉温 48 度的盐化质温泉源源不断的涌出。从
露天浴场可以眺望缓缓驶过的蒸汽火车
（SL），景色怡人。
（从川根文泉笹间渡站徒步
5 分钟）
・营业时间：9:00 – 21:00（入浴，浴池）
・休息日：每月的第一个周二
(http://kawaneonsen.jp/)

馆内展示着以牧之原为中心静冈大
茶园的开拓及茶的历史和文化。
・营业时间：9:00 – 17:00
（茶室营业至 16:00）
・休息日：原则上每周二
（http://www.ochanosato.com/）

大井川铁道
金谷站

川根温泉
笹间渡

下泉

家山

福用
崎平

千头

JR 金谷站

新金谷站
富士山
静冈机场

中 川 根茶 茗 馆
馆内以茶为关键词，介绍川根本町
的乡间生活，自然产物等。（从骏
河德山站徒步 7 分钟）
・营业时间：9:30 – 16:30
・休息日：每周三，
假日后的次日，
以及年末年初
（http://smile.town.kawanehon.shizuoka.jp/chameikan/chameikan.htm）

L O C O 广场
内设有蒸汽机关车（SL）展示区，
土特产商店，休闲广场，是搭乘
车前的好去处。（新金谷站前）
・营业时间：9:00 – 17:00
・休息日：年中无休

音戏之乡
体验以“音”为主题的博物馆。
让您以五官感声音和影像。（从
千头站徒步 3 分钟）
・营业时间：10:00 – 16:30
・休息日：原则上每周二
（http://www.otoginosato.com/）

●井川线（千头～井川）地区
乘坐井川线（千头站～井川站）一路行驶，可以从车窗观赏到陡峭山峦四季不同的秀美景色。井川线沿线地
区拥有着丰富的温泉资源以及吊桥等可以充分享受大自然风光的景点。

森林之泉
可享受优质的温泉。除 7 种不同
的浴池与露天温泉外，另有野外
小木屋提供幽静的住宿。
（公车站
白泽温泉入口下车徒步 8 分钟）

寸又峡梦幻吊桥

・营业时间：10:00 – 19:00
・休息日：每周三，年末年初

悠闲地散步在横跨蓝宝石般的寸又湖
上的吊桥，桥下带着神秘色彩的宝蓝
水色与四周美景然人流连忘返。
（从寸
又峡温泉街徒步 30 分钟）

梦幻吊桥

ABT`式铁道
长岛水库

闲藏

接岨峡温泉会馆
以“防老驻颜”闻名的温泉。用
餐需事先预约。（从接岨峡温泉
站徒步 7 分钟）
・营业时间：10:00 – 20:00
・休息日：每月第 1，3 个周四

井川

井川湖
井川大桥

长岛水库 四季彩公园
长岛水库高 109 米，宽 308
米，是储水量高达 7800 万
吨的多功能性水库。从附近
的公园及游人行走道可以
欣赏到广阔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