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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名古屋
名古屋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親子同樂齊
親子同樂
齊「放電
放電」
」

在鐵道
■小朋友
喜歡走
館裡，最
觀。
進車廂裡參

兒童博物館
■麵包超人

近年，由香港飛往名古屋方便了很多，於是不少人都會選擇到名古屋遊覽，除了日本三大名
城之一的名古屋城是必去的地方外，筆者早前到名古屋，找來了幾個適合小朋友「放電」的好
地方，讓喜愛鐵道、麵包超人、動物的小朋友，在名古屋裡，可以一次過滿足他遊玩的願望，
同時父母又可以血拚一下，一舉多得。
■文、攝︰吳綺雯 小模特兒：梓諾 鳴謝︰HK Express

■鐵道館裡
鐵道館裡，
，以東海道新幹線為主
以東海道新幹線為主，
，展示從既有路線到新時代超電導磁懸浮式超高速列車的車輛
展示從既有路線到新時代超電導磁懸浮式超高速列車的車輛。
。
■東山動植物園入口

■鐵道館外貌

■門票附有抽獎券
門票附有抽獎券，
，記入場後投入
記入場後投入，
，有機會贏取體
驗做車長的滋味。
驗做車長的滋味。

■體驗駕車的滋味

第三站︰東山動植物園
不走回頭路 看動物兼湖畔風光

第一站︰鐵道館
鐵道迷至愛 車外車內不放過
如你的小朋友是鐵道迷，不妨來到「磁浮
．鐵道館」參觀，全稱磁浮列車與鐵道
館——夢想與回憶之博物館，是由東海旅客
鐵道（JR 東海）所設立的鐵路博物館，位於
名古屋市港區的金城埠頭，於 2011 年 3 月 14
日開館。這兒是採取自助化購門票的方式，
成人 1,000 日圓，幼兒（3 歲起）200 日圓。
館內分為兩層，地下主要是展示一系列的
鐵道車輛實物，所展示的以 JR 東海及國鐵東
海道地區所使用的為主，全部為靜態展示，從
既有路線到新時代超電導磁懸浮式超高速列車
的車輛，有些更可走進車內參觀。在實物以
外，亦展示了模型和模擬列車，藉以介紹學習
鐵路的組成與歷史。同時，在進入館內，記緊

■麵包超人兒童博物館入口

第二站︰麵包超人博物館
玩樂兼血拚 夢幻空間富童趣

■園內定時有麵包超人及同伴的表演

■Outlet
Outlet裡
裡，品牌眾多
品牌眾多。
。

閒遊
香港

將門票內的抽獎券放入抽獎箱，在特定時間會
公佈結果，得獎者可體驗當車長的滋味。
然後，大家可乘電梯往上層，上層設有小
朋友玩樂天地、歷史展示室、收藏展示室、體
在展示室內，
，小朋友可透過一些 ■ 體驗當車
驗學習室等，還有，特設如電影院般的座位， ■在展示室內
尾的車長
遊戲，
，了解鐵路的組成與歷史
了解鐵路的組成與歷史。
。
以供大家欣賞鐵道歷史的影片。最後，大家可 遊戲
以在出口外的商店購買鐵
■ 在上層
在上層，
， 你可如電影院般
道手信，相信小朋友會喜 ■商店
欣賞鐵路歷史的影片
歡。
地址︰名古屋市港區金城
ふ頭3-2-2
交通︰青波線「金城埠
頭」下車，步行
約五分鐘。

一直以來，麵包超人是深受小
朋友歡迎的卡通人物，在名古屋
是日本唯一擁有室外遊樂區及場
景的博物館，於 2010 年開幕。博
物館位於知名的長島溫泉樂園園
區內，下車後，先穿過長島Outlet
後，步行約15分鐘便可到達。
博物館內充滿愛與勇氣的夢幻
空間，極富童趣，在寬敞的戶
外，大大小小的麵包超人及朋友

■室內可玩滑梯

的佈置讓小朋友盡情玩耍，還有
可愛的麵包超人人偶來與孩子們
互動，肚餓還可以到餐廳部享用
可愛精緻的麵包超人餐點，如想
購買手信，這兒的商店更有不少
限定商品供購買。
小朋友「放電」後，是時候到
父母了。離開博物館後，回到
Outlet，這兒極大，品牌眾多，
尤其是日本品牌，價格比香港便

■限定商品

■非洲象

這兒是最近市區的一個景點， 鮮花盛開的花田等。
遊覽動物園的方向，你可以不
只要乘搭地鐵由名古屋站至東山
公園站就可以，車費 240 日圓。 走 回頭路，一圈走，按地圖指
動物園內有以無尾熊、金絲猴為 示，走到不同的動物所在地觀
首的約 550 種 17,000 隻動物，還 看，如黑熊、北極熊、非洲象、
草泥馬等，沿途你還能
設有集結了世界上鱂魚
看到附近的遊樂場，以
的「世界鱂魚館」，可
及園內湖中美景。
以了解夜行動物的「自
地址︰名古屋市千
然動物館」，可以接觸
種區東山元町3-70
小動物的「兒童動物
交通︰從名古屋站
園」等設施。植物園內
乘搭地鐵至東山公園
則可以觀賞包括大溫室
站，步行約五分鐘即
在內的 7,000 種植物，擁
可到達。
有很有人氣的香草園及 ■草泥馬

■小朋友愛捐來捐去玩樂
宜，值得掃貨。
地址︰三重縣桑名市長島町浦安
108-4
交通︰從名鐵巴士中心乘搭往
「長島溫泉」的高速巴
士，車程約50分鐘。

■園內有不少供小朋友玩樂的地方

■瑪麗蓮夢露
瑪麗蓮夢露、
、奧黛麗赫本
奧黛麗赫本、
、卓別林等漫畫形象的
商廈外牆，吸引路過的人駐足拍照
商廈外牆，
吸引路過的人駐足拍照。
。
■文、圖︰中新社

漫畫塗鴉外牆駐足拍照

有人說，香港中環像是濃縮了
的香港，也是給旅人認識香港的
一扇窗。入冬時節，不少遊客來
到中環，感受這裡中西古今，傳
統與創意，繁華與寧靜的好地
方。香港旅發局去年開發推介的
「舊城中環」線路，深受大眾歡
迎。從西邊的水坑口街開始，東

■超大隻的黑熊

■漫步中環的荷李活道一帶
漫步中環的荷李活道一帶，
，隨處
可見各式各樣的塗鴉作品。
可見各式各樣的塗鴉作品
。
至雲咸街，南至堅道，北至皇后
大道中，由香港最早建成的街道
荷李活道貫穿其中。小小的街
區，遍佈古蹟、廟宇、藝廊、老
字號、潮店、餐廳和酒吧。早
前，瑪麗蓮夢露、奧黛麗赫本、
■這幅描繪九龍城寨舊景象的嘉咸街壁畫
這幅描繪九龍城寨舊景象的嘉咸街壁畫，
，是舊
卓別林等漫畫形象的商廈外牆，
城塗鴉作品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城塗鴉作品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
吸引走過路過的人駐足拍照。

編者按︰今年開始，本版新增「閒遊香港」欄目，藉以尋覓香港有特色及鮮為人知的秘景，歡迎來稿跟讀者分享，需圖文兼備，字數以800至1,000字為宜，圖
片5張以上，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wwpfeature@yahoo.com.hk

■園內風景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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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可於正門坐火車至植物園門

映

隨時隨地 4G 無限上網
現在，旅遊都離不開上網，今次
來到名古屋，於啟程前在香港預先
租 借 「WiFi 蛋 」 ， 所 使 用 的 是
「漫遊蛋」的無線網絡分享器，一
部分享器可供 10 部電子產品使用
4G 上網，每日只需 HK$40，價格
合理。 查詢︰www.wifi-egg.com

旅遊
資訊
■文︰雨文

HK Express 推新服務

近年，HK Express 推出 Ufly-Pass 優先購票證及 U-First 服
務 ， Ufly-Pass 優 先 購 票 證 屬 於 特 別 訂 閱 服 務 ， 如 成 為
Ufly-Pass 優先購票證用戶後，可於大型優惠中享有優先購票
權，比非用戶提早最多 6 小時購票。另外，從香港離境的旅
客，只需於網上訂票時選購U-First服務，即可享優先辦理登
機手續和優先登機服務。
如想知更多詳情，可到以下網址查詢。
Ufly-Pass︰
https://www.hkexpress.com/zh-hk/Ufly-Pass
U-First︰https://www.hkexpress.com/zh-hk/U-Fir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