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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观光城市的成田，不仅拥有自古以因灵场而闻名的成田山新胜寺，还拥有被誉为日本空中大门的成田国际机场。
欢迎大家参加体验旅行，感受成田的特殊魅力。

7月5日（星期五）〜7日（星期日） 
成田山表参道周围及成田山新胜寺等

在举行祗园节的3天期间，将在市内拉游展
示成田山新胜寺的神轿和10台彩饰花车・
庙会摊床，并有舞蹈和乐器伴奏的竞演。

成田祗园节

6月2日（星期日）〜23日（星期日） 
上午10点〜下午3点／宗吾灵堂

院内除种有原种的绣球花、
还种有改良种的额绣球花、

柏叶绣球花等共有大
约7,000株供游客欣赏。

宗吾灵堂
绣球花节

2月16日（星期六）〜3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点〜下午3点（雨天中止）／

成田山公园

成田山公园每年从2月中旬开始、
园内的大约500株红白

梅花争相绽放。

成田赏梅节

▶

◀

◀

4月13日（星期六）〜14日（星期日）
上午10点〜下午7点（14日为下午5点结束）

／成田山新胜寺境内・成田山表参道

千愿华大鼓表演（两天均为上午10点开始）
成田山千年夜舞台（13日下午5点开始） 
大鼓队游行表演（14日下午3点开始）

成田山供奉

第31次成田大鼓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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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成田「鳝鱼餐」体验
成田因拥有利根川和印旙沼地渔场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素来有用鳝鱼

款待参拜客人的习惯。在成田山表参道一带，就接连有许多家提供鳝鱼

料理的饮食店。店头剖鳝鱼的场面也是值得一看的。

体验之2　请品尝松软、刚刚出笼的美食

鳝鱼料理店主要集中在成田山参道和印旙沼地附近。体验旅行相关信息 

※ 每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在成田山参道以及市内各处都举办「成田鳝鱼节」。在鳝鱼节举办期间，将开展盖章拉力促销活动，只要在参加活动的
商店就餐、购物，就有机会应征参加设有旅游劵等豪华奖品的抽奖大会。

成田「日本料理和世界美食」体验
每天都有众多外国人来访成田、其中包括观光客人，各个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工作人员以及机场相关人士等。在

成田车站周围就有许多家外国人可以随意进出、品尝异国美味享受异国情调的饮食店，不仅有意大利、法国、中国

的料理、还有西班牙、泰国、越南、韩国、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的料理。在有美食宝库之称的参道、同时还有

可以吃到天妇罗・寿司・荞麦面等的日本料理店，一家接着一家，鳞次栉比。

体验之4　品尝日本以及世界各国的美味

参加成田山表参道「日本遗产」体验

※ 日本遗产… 成田市作为离世界最近的「江户」、与佐仓市、香取市、铫子市一起，被共同命名为「江户
纪行北总四都市・感受江户风情之北总街道」、并被指定为日本遗产。

成田作为因迎来众多成田山新胜寺参拜客人的城镇而繁华起来。从 JR 成田站以及

京成成田站，到新胜寺正门前的共约 800 米的表参道上、饮食店和土特产店一家紧

挨一家热闹非凡。设在表参道门前斜坡中途的成田观光馆，除了为游客介绍成田周

围的观光景点之外，还展出在成田袛园节时使用的花车。成田山表参道的街景，不

仅受到日本国内人士，同时也受到大量国外人士的喜爱。

体验之1　「日本遗产」※漫步周游被指定为充满江户风情的街道

※读取各处QR码、可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参加成田山「朱印」体验
朱印被作为参拜证明授与参拜者。成田山的朱印因各殿堂的不同墨书而各自不同。

请准备好朱印薄、到大本堂、光明堂、释迦堂、出世稻荷殿、和平大塔接受授与

朱印。

授与地点／大本堂・院内各护摩接待处・各殿堂
各殿堂朱印／ 300 日元　朱印薄／ 2,000 日元　
问讯处／成田山新胜寺　☎ 0476-22-2111

※ 在宗吾灵堂、市内各寺院神社也可以接受授与朱印。

体验之6　留下参拜的纪念

请扫码进入，

检索详情

漫步成田街头，你会发现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土特产

品，如咸烹海味、腌咸菜、脆煎饼、红豆糕、乳制品、

酒、竹编工艺品、药等，还有成田吉祥物的成田宝贝

的可爱小商品。何不在街头逛逛走走散散步，品尝一

下美食、给自己或朋友挑选一些心爱的小礼物呢。

参加成田「土特产品巡游」体验

体验之3　汇集了只有在成田才能买到的逸品

任何游客都可以自由参观成田机场。在第 1・第 2 候机楼的观光・眺望走廊上，随时都可

以近观滑走道，感受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游客不仅可以在机场享受美食、自由购物，机场

还经常举办美术展览以及各种活动供游客享乐。机场附近的航空科学博物馆，还是日本最

早的专业航空博物馆，可以体验飞机操纵。

体验之9　对了、到机场去！

樱花山位于面临成田国际机场滑行跑道及第一候机楼前的公园内、因其可以近距离感受飞机

起飞降落时的迫力，而成为有名的观光景点。还是拍摄电视剧的有名外景地、被选入千叶眺望

100 景。春天是欣赏樱花的名胜景点。公园内的「空中客站 樱花馆」还出售当地的新鲜蔬菜和

土特产。

参加樱花山「飞机观测」体验

体验之10　市内首屈一指的飞机观测点

成田山新胜寺大本堂后面是自然景色怡人的成田山公园。大约 16.5 万平方米的院内，

瀑布和水池环绕、种有梅花、樱花、映山红、杜鹃花、枫叶树等花木，四季景色令人

赏心悦目。院内的成田山书道美术馆、展出有日本和中国的古今藏书、无论是专家还

是一般游客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另外，书道美术馆院内的日式庭院中，设计风雅的水

琴窟能发出悦耳的击水声，值得一见。

参加「成田山公园散步」体验

体验之8　漫步成田山公园感受四季情趣

住宿成田 参加「朝护摩」体验 
成田山自始创以来，每天都会在大本堂举行护摩祈祷仪式、祈

求不动明王保佑实现参拜者的心愿。其中，在庄严寂静的气氛

中进行的朝护摩，最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推荐客人在前一

天住宿成田后，参加第二天清晨的朝护摩仪式。

体验之5　参加朝护摩 实现自己的心愿

参加护摩祈祷在成田住宿

在和平大塔灵光殿每天都有写经活动。只需要在写经专用纸张上描摹事先印好的浅淡文

字、即使是第一次参加、也一样可以书写得漂亮工整。忘掉繁忙的日常生活、度过一个

安静悠闲的时光。

地点／和平大塔 1 楼灵光殿写经道场　时间／上午 8 点〜下午 4 点（报名时间为下午 3 点为止）　※ 不需要预约
供奉费／般若心经 2,000 日元、御宝号 1,000 日元

参加成田山「写经」体验

体验之7　度过一个安心悠然的时光

参加成田机场「享乐」体验

正五九参拜
在正月、5 月、9 月参拜寺院被称为正五九参拜。 
据说，参加正五九参拜比参加其他月份的参拜更容易实现心愿。

成田山开运不动集市
在 1 月份以外的每月 28 日举行。
时间／上午 7 点〜下午 4 点
 地点／成田山新胜寺正门前广场 

1 月份内的成田新年参拜
作为日本有名的拥有千年历史灵场的成田山新胜寺、
每年正月 3 天内就迎来大约 300 万参拜客人。供奉
江户时代义民佐仓宗吾的宗吾灵堂，是消灾避祸的有
名灵场。

春分撒豆会　2月3日（星期日）
众所周知，成田山的春分撒豆会，每年都会
迎来这一年的NHK大河历史剧演员和大相扑
力士为民众撒豆。在宗吾灵堂有仅限女性参
加的撒豆活动，并有云梯表演。

※ 在市内的「樱花之丘」和「东云之丘」两地，也可以近观飞机的起飞和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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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成田梦牧场「挤奶」体验

体验之13　去与动物接触吧

牧场的荷兰乳牛挤奶教室每天举办两次。此外、还有自制黄油、红肠、果酱及牛仔面包等

体验教室。

时间／上午11点30分〜、下午2点30分〜 
费用／免费（按会场排队先后顺序）
※需另付牧场入场费
问讯处／☎0476-96-1001　　

※ 5〜6月・9月下旬〜11月上旬、是各学校郊游季节、上
午的举办时间会有变动。详细举办时间请事先咨询。

【咨询处】
一般社団法人　成田市观光协会  
〒286-8585　千叶县成田市花崎町760
TEL 0476-22-2102
URL http://www.nrtk.jp/

成田观光馆　　　　　　　TEL 0476-24-3232

成田市旅游问讯处　　　　TEL 0476-24-3198

成田市观光宣传科　　　　TEL 0476-20-1540

感受成田 检索

参加坂田池综合公园的「露宿野营」体验
面积大约17万平方米，以坂田池为中心的公园是一个

大自然宝库。丰富的水源和绿意盎然的景色，为市民提

供了一个休息的好场所。在这里可以轻松地参加有人气

的露宿野营。野营场地共设有27个帐篷小区，还设有

炊事栋、是烧烤的绝好场地。

体验之14　享受自然 轻松野营

参加成田「天然温泉」体验

体验之12　琥珀色温泉伴你度过悠闲时光

北总地区的温泉为含钠盐化泉。属于

海洋性温泉，具有保温效果、对疲劳

恢复有特效。何不让天然温泉为您解

除旅途的疲乏。

参加宗吾灵堂参拜和「义民之路散步」体验

体验之11　从车站出发步行

宗吾灵堂・印旙沼地周围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留有许多史迹。在佐仓宗吾生诞350周年

忌辰之际、重新修整了从京成宗吾参道车站至甚兵

卫公园的7km道路，称之为义民之路。让我们一起

步行参观宗吾灵堂的宗吾纪念馆和宗吾灵堂宝殿、

参拜充满神秘气氛的麻贺多神社，看看那里的树龄

1,200年的关东第一大杉树。顺便再到宗吾旧居、

从甚兵卫公园眺望印旙沼地，感受季节气息。 请扫码进入，

检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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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旅行相关信息

活动安排
2019年

※祭奠及集会活动日程可能会有变更、请事先咨询确认。

成田每年都举办各种感受季节变化的集会
活动，从新年参拜、到接下来的春分撒豆
节、赏梅节、绣球花节、红叶节等，各
种活动接连不断。

１月

１日
新年参拜

新春航空安全祈祷仪式

２月

3日
成田山春分撒豆会
宗吾灵堂春分撒豆会

16日〜
3月3日

成田赏梅节

４月

1日〜8日
成田山赏花节

（4月7日盛装游行）

3日 赏花舞蹈会

13日・14日 成田大鼓节

14日〜29日
不动明王大井户茶会

（周六・周日・节日）

５月

11日 成田山和平大塔供奉舞蹈节

18日 成田山蜡烛能乐会

６月

2日〜23日
宗吾灵堂绣球花节

（每个星期日）

７月

5日〜7日 成田祇园节

13日・14日 埴生神社牵牛花鬼灯花集市

中旬〜
8月下旬

成田鳝鱼节

８月

9日
滑河观音四万八千日

（鬼灯花集市）

23日・24日 成田山御灵祭盂兰盆舞会

下旬 成田思乡节

31日・9月1日 宗吾霊堂御待夜祭

９月

中旬 成田传统艺能节

中旬 天空之日节

10月

中旬
2019NARITA 烟火晚会
in印旛沼

19日・20日 成田弦节

20日〜
11月15日

成田山菊花大会 

中旬〜
11月中旬

宗吾灵堂菊花大会

11月

中旬〜下旬
成田山公园红叶节

（周六・周日・节日）

12月

28日 不动明王年终供奉

成田四季彩祭

交
通
指
南

■铁路指南
▶ JR 线　东京・品川・新宿・池袋站〜成田站（搭乘成田快车约 60 分钟） 
　　　　　东京站〜成田站（搭乘横須贺线・总武线「成田机场快速」的直达火车约 75 分钟・特快火车约 60 分钟）
▶京成电铁线「成田 Sky Access」日暮里站〜机场第 2 候机楼站（搭乘天空快线约 36 分钟）　　　　　　　　
　　　　　　京成上野站〜机场第 2 候机楼站（搭乘天空快线大约 41 分钟） 
　　　　　　京成本线　京成上野站〜京成成田站（大约 64 分钟）
■自驾指南　东京〜成田（利用东关东高速公路从成田高速出口或富里高速出口下高速）

[ 从成田机场到成田市区的路线指南 ]
■乘坐火车　 从成田机场站或机场第 2 候机楼站，搭乘 JR 线或京成线到成田市区大约 10 分钟（在 JR・京成成田

站下车）。
■乘坐巴士　利用机场附近酒店的免费穿梭巴士，就能从机场到达酒店，从酒店到达市区。 

利用成田机场的国内航线，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日本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