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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海关博物馆 

"旧的责任"

在早期的港口年代，神奈川县长办公室（这是海关的一部分）不仅在征收进
出口关税方面，而且在外交方面都拥有权力。 1866年的大横滨火灾取消了自
1872年以来被称为横滨海关的先驱的神奈川海事运输局。这座建筑物始建于1
936年，因其地标而被称为“女王”圆顶清真寺般的塔楼。展品包括人造品牌
手袋，手表等。展示了一些巧妙的方法来避开曾经失败过的海关。
（NBW）入场免费

 +81 (0)45 212 6010  1-1 Kaigandori, Naka-ku, 横滨

丝绸博物馆 

"丝绸和服的集合"

丝绸博物馆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博物馆，描绘了丝绸在横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在日本向世界敞开大门之后，丝绸是其主要出口产品，横滨是丝绸航运业
的主要港口。丝绸博物馆除了解释丝绸在横滨过去发挥的作用之外，还收藏
了丝绸和服和丝绸古董服装。还设有日本图书馆和电影院的图书馆。对于那
些对日本服装历史感兴趣的人，以及那些流苏丝绸和服独特美感的人，丝绸
博物馆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81 45 641 0841  No. 1, Yamashita-cho, 横滨

 by runran   

蓝色的蓝色横滨 

"一个航海的感觉"

大阪桥码头附近是一家有趣的室内装饰小店，出售服装（航海看）和纪念品
，如杯子，钥匙链，围巾，包包和珠宝。古怪的时钟和标志装饰在建筑物的
外面。里面，小小的第一个房间里有旧的木地板吱吱作响。后面的房间已经
装饰得像船舶或仓库装饰物品，如旧的潜水装置点缀着。服装包括T恤，毛衣
，裤子和牛仔裤。 - 啊

 +81 45 664 2191  hrm.co.jp/blueblue_yokohama/  1-1 Kaigandori, Naka-ku, 横滨

 by ...love Maegan   

K-Cube Aveda 

"所有的头"

K-Cube Aveda是你的发辫的天堂。您可以选择放松的头发水疗中心，使用他
们的家庭产品Aveda，由天然成分制成，为您的头发带来光泽。在水疗之后，
你也可以做一些头发造型。短发或长，他们有时尚的发型和头发的颜色为别
致的外观。 K-Cube Aveda是一个覆盖整个头发护理的一站式中心。

 +81 45 663 1981  www.k-cube.jp/saloninfo_aveda/  158-1 Yamashita-cho, Park Holmes,
1F, 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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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外移民博物馆 

"移民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列出了日本移民海外的历史，主要是美洲和夏威夷。场景描述了
早期从事糖业工作的夏威夷移民，下一波移民到秘鲁和巴西等国定居，然后
是二战后移民寻求更好的生活。展览的每个部分都有英文和日文的解释，并
有文件，视频（带字幕）的照片和文物。探索移民的旅程，在博物馆中重现
新生活的场景。这个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大部分是在视频或电脑上显
示。星期一休息。 - 啊

 +81 45 663 3257  www.jica.go.jp/jomm/  2-3-1 Shinko, Yokohama
International Centre, 横滨

 by tinyfroglet   

SPA凸窗 

"振兴美与矿物质"

湾窗户水疗中心是一个振兴的经验，但在一个豪华的环境。豪华的氛围，精
致的室内设计和丰富的活力疗法精心设计的菜单是一种幸福的体验。有排毒
过程，使用海藻，咸水，并与牛奶浴结束。面部按摩是非常特殊的，矿物质
丰富的产品和芳香疗法令您的皮肤更加美丽。你不能错过异国情调的玫瑰祝
福治疗，使用玫瑰提取物的面部和按摩，并带出一个发光的皮肤。新娘水疗
套餐确保您婚礼的光彩。恢复你的美丽的自我，在温泉湾窗口。

 +81 45 223 2345  www.interconti.co.jp/yokohama/sp
a/

 1-1-1 Minatomirai, Pacifico
Yokohama, InterContinental Yokohama
Grand, 横滨

 by Yamaguchi Yoshiaki   

根岸森林公园和轨道 

"第一场西式赛马比赛"

根岸Shinrin或字面上的Negishi森林，也被称为几个名字，庆祝过去和现在
的地位，玩耍，享受和放松。 1866年，横滨赛马会选择了根岸作为第一个永
久西式赛马场。因此，这个公园的另一个名字是Negishi Keiba Kinen
Koen或Negishi Memorial Race Track Park。赛车一直持续到1943年。你仍
然可以看到侧面的旧黑色混凝土立场的独特的椭圆形状。战争结束后，美国
人把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而今天，它是横滨最大的绿地之一，
也是野餐和触觉足球比赛的主要场所。

 +81 45 662 7581  Negishi-dai 1-3, 横滨

 by br1dotcom   

崇光艺术博物馆 

"艺术和文化"

崇光博物馆旨在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并展示其惊人的绘画作品。媒
体是多方面的，而那些美丽的表现性的作品，从那些被蒙蔽的观众中撤销了
情感。崇光博物馆应该参观美术的奇妙世界，并体验它对你的影响。

 +81 45 465 5515  www.sogo-seibu.jp/common/museum/
index.html

 2-18-1 Takashima, SOGO Department
Store, 6F, 横滨

 by ...love Maegan   

M斜线 

"得到迷人的外观"

M Slash在整个服务过程中散发出优雅和精致。他们跟上最新的发型，并确保
你得到一个别致的头发。还有钉子造型，所以如果你想得到一些美艳的指甲
饰面，M斜线是你的交易。您还可以在那里进行一些恢复活力的水疗服务，并
尝试神达疗法（按摩放松面部肌肉），瑜伽和身体按摩。酒店氛围时尚豪华
，是一个主要的感觉良好的地方，以及一个聪明和热情的工作人员。 M
Slash完美地获得了这个惊人的外观，或完全改造。

 +81 45 6222271  mslash.co.jp/shop-honmoku/  9-1 Honmokuhara, 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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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沙龙皮尔卡 

"美化皮肤和灵魂"

皮尔卡的字面意思是“美丽的”，在日本的阿伊努语言，沙龙确保你整个感
觉。他们认为，不仅外在的，而且内在的美，精神和灵魂，是一个快乐的生
活所必需的。他们有按摩治疗和振兴身体，放松肌肉，并刷新头脑。还有面
部护理，解毒，清洁，按摩，然后结束苏打面膜（用于氧化皮肤）。新娘套
装可供选择，在D日期间享受奢华的外观。总沙龙皮尔卡强化你的感官与压力
破坏菜单。

 +81 45 299 9127  pirka.yokohama/  1-2-4 Tsuruyacho, Kamiya Building,
Suite 403, 横滨

 by Kojach   

塔亚石窟 

"深奥的仪式"

Taya石窟与Josen-ji寺相邻，位于山的一侧。关于洞穴历史的一个故事是，
在十二世纪中叶，北条家族为了妥善保管自己的财产而挖掘了他们。相信真
言宗的一些成员已经扩大了洞穴，以便他们可以练习他们的深奥/神秘的仪式
。请注意墙壁和天花板上的佛教图纸，其中包括一些梵文字符。洞穴宽1米，
长1.5公里，高2米。

 +81 045 851 2392  1501 Taya-cho, Sakae-ku, 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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