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版

发掘东京近郊的魅力
说走就走

漫步川越时光 怀旧思绪满载

造访东京的后花园 享受秩父的自然人文
前进饭能 来趟异国小旅行
重新发现魅力无限的所泽

主题乐园超丰富 全家出游好去处

日本三大铭茶 � 狭山茶 � 进入茶世界

千变万化四季景色 人气拍照打卡景点
化身美食通 尽享西武铁道沿线美味

摄影地点 ：竹林公园

西武铁道通票畅游无阻
使用“SEIBU 1Day Pass”西武铁道 1 日券或西武铁道发行的

各式优惠周游票券，让你可以畅游各站，深入体验西武铁道沿线
的人文风光，直接和近郊的观光圣地川越、秩父串连，尽兴感受
江户时代的传统文化魅力，是访日旅客最佳的出游伙伴！

票券介绍 价格及种类
SEIBU
1Day Pass

SEIBU
1Day Pass + Nagatoro

1,000 日元

1,500 日元

1 日券

售票处

● 池袋站 1 楼东口

MOOMINVALLEY PARK
Ticket & Travel Pass
3,700 日元

1 日券

长瀞

※ 有效使用期间与区间 ：限使用日当天有效。此优惠套票包含
西武铁道 1 日券，可搭乘西武铁道多摩川线以外的西武铁道全
线，以及从饭能站、东饭能站出发并往返“metsä”的巴士乘
车券与园区入园券。※ 园内部分游乐设施需另外付费

※ 另售有 SEIBU 2Day Pass（2 日券）和 SEIBU 2Day Pass（2
日券）+Nagatoro（长瀞）等票券
※ 若欲搭乘特急列车则需另购特急券
※ 有效使用期间与区间 ：限使用日当天有效，可搭乘西武
铁道多摩川线以外的西武铁道全线，或西武铁道全线加秩父
铁道指定区间（“野上”站至“三峰口”站）

SEIBU KAWAGOE PASS
700 日元

※ 有效使用期间与区间 ：限票券上盖印的使用日期当天，可
自选欲从西武新宿站、高田马场站、池袋站等站中任一站出发
至本川越站之间的往返票券（出发站与回程终点站可不一样）

● 西武池袋观光问讯处 SEIB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Ikebukuro
营 业 时 间 ：8:00-18:00 售票时间 ：8:00-15:00 休息日 ：无

服 务 内 容 ：提供西武铁道沿线和池袋周边观光资讯，售卖访日外国旅客专用的优惠车票
服務語言 ：中文、英文，并不定时提供韩文咨询

● 池袋站 1 楼特急券售票处
营业时间 ：7:00-20:00

● 西武新宿站特急券售票窗口

● 池袋站 B1 车票售票处

营业时间 ：7:00-20:00

营业时间 ：7:00-20:00

● 西武新宿观光问讯处 SEIB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Shinjuku 营业时间 ：8:00-14:00

休息日 ：无

服务内容 ：提供西武铁道沿线和新宿周边观光信息，以及访日外国观光客专用优惠票券信息 服务语言 ：英文，并不定时提供中文与韩文咨询

可至互连网上购买 ▶

关注 !

西武铁道优惠票券

车票介绍手指板登场
西武铁道为方便旅客选购各种优惠票券，推出清楚标记
中、英、泰文等语言的车票介绍手指板，提供票券使用

期限、方式及价格，简单明了，即使语言不通也不用担心 !

https://wattention.com/seibu-railway-sc/ticket/

关注 !

京成 Skyliner
优惠券这里买

即日起在西武池袋观光问讯处“SEIB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Ikebukuro”可以买到从东京

价格 ：成人 2,250 日元（ 现省 270 日元）
、
儿童 1,120 日元（ 现省 150 日元）
有效期间 ：购票当天

使用方式 ：先购买“兌換券”后，再到京

都心的京成上野或日暮里站出发前往成田机场的 成上野站 Skyliner 票售票口，或日暮里站
特惠票“Skyliner Value Ticket”
，从日暮里站出 JR 换乘口的 Skyliner 售票口，兑换往成田
发最快 36 分钟就可到达，既划算又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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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方向的 Skyliner 车票。

关注 !
防疫措施确实执行
安全旅游去

为了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扩大，西武铁道贴心提醒

各位乘客，搭乘电车时需戴口罩，并减少对话，
抵达目的地时也需注意勤洗手或消毒等防疫措
施，让大家可以外出玩得安全又安心。

关注 !

“52席的至福 ”
观�电车
车厢内部由知名建筑师隈研吾所设计的“52

席的至福”观光电车，
运行于池袋─西武秩父、
西武新宿─西武秩父或西武新宿─本川越之
间，坐在豪华车厢中，一边品尝当季食材制

作的美味料理一边欣赏窗外风光，最是享受！

价格 ：早午餐 10,000 日元、晚餐 15,000 日元 ※ 含车票和套餐费用等（以上价格含税）运行日程 ：以周末及假日为主的临时电车，一年预计运行大约 100 天

预约方式 ：详情请见官网

关注 !

https://www.seiburailway.jp/railways/seibu52-shifuku/cn/ ※ 以上为 2020 年 12 月为止最新资讯

搭乘特急列车 Laview 和 Red Arrow 让乘车变成一种享受
搭 乘 西 武 铁 道 的 特 急 列 车“Laview” 或“Red
Arrow”，舒适且快速地移动，让乘车也成为旅程

Laview

Laview

Red Arrow

的乐趣之一。其中由知名建筑师妹岛和世监修设
计的新型特急列车 Laview，造型新颖的圆弧状车
头，加上宽敞的车厢与舒适的座椅，且全车配备
充 电 插 座 和 无 线 网 络， 相 当 方 便。Laview 也 以

其臻至完美的设计接连获得日本最佳铁道车辆的

蓝 丝 带（Blue Ribbon） 奖， 和 iF Design Award
2020 国际设计大奖。※ 搭乘时，另需购买特急券

关注 ! 西武�袋总店

和池袋站共构的西武百货店，提供着样式丰富的彩妆产
品，应有尽有，在关东地区占有顶级的地位。顶楼的屋
顶花园“睡莲之庭”更是具有代表性，您能在此欣赏到
四季更迭的自然美景。

主馆•分馆营业时间 ：10:00-21:00（周一至周六）10:00-20:00（周日和节假日） ※ �际营业时间�各�铺为主

屋顶花园•餐厅 & 酒吧•餐车 ：10:00-22:00（5 月、6 月、9 月）10:00-22:30（7 月 -8 月）10:00-20:00（10 月 -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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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川越时光
怀旧思绪满载

有小江户之称的川越地区，江户和明治时代的老街与建筑犹存，
一砖一瓦皆见证了时代更迭，也延续了日本传统文化。穿梭其

中，更能感受历史文化的熏香，新旧文化汇流的脉动。川越人
文景色丰富，值得你花上一整天品味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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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细资讯，请扫描二维码，参阅网页版文章。

◆ 藏造老街

◆ 小江戶藏里

老街两旁约有 20 栋充满江户风情的日本古式仓库“藏”
林立，现在已经变成餐厅或售卖特产的店家，总是吸
引许多向往江户复古情怀的观光客前往。高耸而立的
“钟樓（時の鐘）”是川越具代表性的建筑物，至今仍
具有报时功能。钟楼一天会响起 4 次，为老街带来浓
厚的历史韵味。

由 120 年历史的酒藏改建而成的“小江户藏里”，
腹地内将分别于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建设的仓
库改建为特产售卖处、餐厅和品酒处的复合型商
业设施，是体验川越魅力的好去处。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本川越”步行約 3 分钟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本川越”站步行约 12 分钟，
或搭乘小江户巡回巴士“藏之街”站步行约 3 分钟

かつおぶし中市本店 ( 木鱼花中市总店 )

创业于江户时代末期的中市本店原本是间
鱼铺，现在则变成了售卖木鱼花等乾货的
专卖店，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加了木鱼花或
沙丁鱼刨片的烤饭团，也是相当热门的排
队美食。
果匠右门 時の鐘店

果匠右门是川越当地的日
式糕点店，店内售卖着多
种甘藷点心，其中包括现
在最受欢迎的“いも恋”。
另外，紫心甘藷口味的雪
糕也是热门美食之一！

◆ 果子屋横丁

现在有超过 20 家日式传统零食店，持续售卖怀旧零
嘴和使用川越特产品的甘藷制成的点心，怀旧氛围
颇有传统杂货铺的味道。
交通 ：小江户巡回巴士至“果子屋横丁”站步行约 1 分钟

这里有许多
怀旧零食！

◆ 喜多院

需付费入场

创建于 1,200 多年前，喜多院是历
史悠久的名剎。院内有 538 尊罗
汉像坐镇，是日本三大五百罗汉
名寺之一，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抱
着 12 生肖动物的罗汉像，据传如
果找到自己的生肖罗汉像后，摸
摸石像的头许愿，可以实现愿望。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本川越”站步行约 15 分钟，或搭乘小江户巡回巴士至

“喜多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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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越城本丸御殿

这里是江户时代初期将军下榻的御
殿，虽然代代城主着手扩建，但因
遭遇火灾而焚毁，1848 年在本丸
重建御殿。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部
分建筑被拆除，如今则有玄关、起
居室和家老集会的房间可以参观。
需付费入场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本川越”站步行约 23 分钟，或搭乘小江户巡回巴士约
10 分钟至“博物馆 · 美术馆前”站

造访东京的后花园
享受秩父的自然人文
距离东京仅需车程约 77 分钟，即可抵达自然景

观丰富多元的秩父。这里的景色随着四季更迭，
是接近大自然、短暂远离都市的好地方。此外秩

父一年当中会举行超过 300 个以上的庆典活动，
每天都像嘉年华会般地热闹，欢迎大家的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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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细资讯，请扫描二维码，参阅网页版文章。

◆ 秩父自然之美

�

秩父四季景色千变万化，春天有不容错过的芝樱绝景 ；夏天则有盛开
的荞麦花可以欣赏 ；当秋风吹起时，红叶交织出引人入胜的山林景色 ；
入冬后，因严寒天候自然而生的冰柱景色，营造出的神秘氛围，让人
足以忘却严冬之寒。无时无刻，都值得探访！
春 ：芝樱之丘（羊山公园）

�

交通 ：西武秩父线“西武秩父”站或“横濑”站步行约 20 分钟
夏 ：秩父花见之乡

交通 ：秩父铁道“武州中川”站步行约 20 分钟
秋 ：秩父泷川溪谷

交通 ：秩父铁道“三峰口”站转搭中津川线巴士至“秩父湖”站，再转搭
冬 ：三十槌冰柱

冬

交通 ：西武秩父线“西武秩父”站转搭巴士至“三十槌”站后，步行约 5 分钟

拥有关东地区最强能量景点之称的三峯神
社，因位处秩父的深山之中，坐拥大自然
绝佳的景色，不仅整个神社境内可以感受
能量的流动，访客们还能在此远眺云海景
观或欣赏春樱、秋枫和冬雪美景，因此前
往参拜的信众与观光客总是络绎不绝。
交通 ：西武秩父线“西武秩父”站，转搭

转搭西武巴士至三峯神社 ※ 从三峯神社出发的巴士，
最晚班于 16:30 发车

一起来挑战极限 !

◆ 秩父 Geo Gravity Park

想要置身其中体验自然之美，可以到荒川河域地区的“秩父 Geo
Gravity Park”享受冒险刺激的快感。利用荒川溪谷的高低落差，体
验峡谷吊桥、峡谷索道滑行等极限挑战。够大胆的人，则可以试试峡
谷巨大秋千，纵身飞跃享受高空急速飞翔的乐趣，保证让您意犹未尽。
交通 ：秩父铁道“三峰口”站步行约 10 分钟 ※ 需事先预约

▲ W 盖浇饭
味噌猪
肉盖浇饭

▲

前往三峯神社的西武巴士，或自秩父铁道“三峰口”站

◆ 秩父美食

“味噌猪肉盖浇饭”是因当地自古以
来的饮食习惯而衍生的美食，另外一
道 B 级美食则是“秩父草鞋猪排盖浇
饭”，猪排大小宛若草鞋而得名，美
味不在话下。如果想一次满足，也不
用担心，有店家特别推出“W 盖浇饭”，
让你可以同时吃到味噌猪肉和草鞋猪
排，一起感受秩父美食的魅力。
▲

◆ 三峯神社

秩父布丁
樱桃口味（左）
枫糖口味（右）

▲

�

川又线巴士至“川又”站下车，步行约 10 分钟

秩父枫糖塔

◆ 西武秩父站前温泉 祭之汤

“西武秩父站前温泉 祭之汤”为复合式
温泉设施，拥有温泉、美食区和秩父
特产售卖区，让你一进入秩父的玄关
口，就能感受到秩父无穷的魅力。尤
其在馆内的温泉区，可以享受露天温
泉，最是悠闲，另外，还设有高浓度
人工碳酸泉池和岩盘浴等设施，可以
彻底疗愈旅行的疲惫。
温泉区入馆需付费

交通 ：西武秩父线“西武秩父”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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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饭能
来趟异国旅行

旅游日本除了欣赏具日本特色的自然人文之外，其实

前往充满异国情趣的景点，探索不一样的观光魅力，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乐趣。距离东京都心不到 1 个小时
车程，抵达绿意盎然的饭能市，这里拥有可爱的小屋

和美不胜收的湖泊景色，宛若走进北欧童话一般的世
界，让人不禁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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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详细资讯，请扫描二维码，参阅网页版文章。

©Moomin Characters™

◆ MOOMINVALLEY PARK &

metsä village

在大自然环绕的宫泽湖畔旁的“MOOMINVALLEY PARK”，是亚洲首座
姆明主题乐园。走进公园前，会先经过“metsä village”，这里充满湖
畔森林的悠闲自在，营造出彷佛置身北欧国度的氛围。

走过 metsä village 后，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可爱的故事书门园区入口，
可以想象自己将走进姆明的童话世界。“MUUMILAAKSO”为园区的重

点区，有忠实呈现童话世界中的姆明之家和沐浴小屋等设施可以参观，
还可以加入姆明的行列，体验“海之管弦乐号”的海洋探险之旅。另外，
在“KOKEMUS”则有展示区可以欣赏各式各样的姆明主题展，进一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饭能”站转乘前往“metsä”的公交车约 13 分钟，于“metsä

齐全的姆明周边专卖店，等着征服你的心。

MOOMINVALLEY PARK：需付费入园

步了解作者朵贝 · 杨笙的创作意涵。这里也有世界规模最大、商品最

◆ 朵贝 · 杨笙黎明儿童森林公园

停留所”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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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VAAN

metsä village：免费入园

位 于 饭 能 河 原 附 近 的
CARVAAN 是间结合精酿啤酒

酿造所的餐厅，店内可以见到

融合阿拉伯和西洋建筑之美的
华丽设计，让人有置身异国城
堡的感觉。户外的露天雅座则

可以欣赏入间川溪谷美景，不

管是日间或夜间都别有一番风
趣。店内提供自家酿造的精酿

这是一处充满童趣氛围，处处可见犹如北欧童话世界般景致的公园，打造出如同北欧
童话作家朵贝 · 杨笙（トーベ・ヤンソン）想像的世界。大小朋友可以恣意地在大自

啤酒，可以品味多元的啤酒风味，再搭配由擅长利用

的可爱小屋内参观，细致的设计，每一隅都有惊喜。另外，周末的夜间点灯，更加增

品味的中东风料理，香气四溢，包准让你食指大动。

香料，料理出各式各样美味的主厨们创作出适合大众

然中与花草树木互动，度过自由自在的时光。你也可以进入彷佛童话世界中才会出现
添公园内的奇幻氛围，让人流连忘返。
免费入园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元加治”站步行 20 分钟

◆ Cafe PUISTO

25

位在“朵贝 · 杨笙黎明儿童森林公园”
内的 Cafe PUISTO 充满北欧风情，木

质调的设计，营造出无压力的空间氛

围。店家提供的料理种类丰富，部分
使用当地产的食材入菜，吃得到新鲜

美味。从色拉到汉堡等料理之外，还
有当令水果塔等甜点，可以满足饕客
挑剔的味蕾。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元加治”站步行 20 分钟

05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饭能”站北口步行约 12 分钟

◆ 饭能河原割岩桥夜间点灯
饭能河原为入间川的河滩
地，是当地人戏水、野餐

烤肉的休憩地。每天晚上

从日落至晚间 10 点之间，
每 30 分 钟 会 进 行 一 次 投

影点灯，营造奇幻的氛围。
喜欢拍照的人，只要配备
齐全，你也可以拍下跟照
片一样的美照。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饭能”站步行约 15 分钟

重新发现魅力
无限的所泽
17

邻近东京的所泽市，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
随着新生的日本流行文化中心“所泽 Sakura Town”的开幕，让

更多人开始将瞩目这里隐藏的魅力。不妨一起来看看，当新生的地
标与传统的所泽相遇之后，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22

※ 更多详细资讯，请扫描二维码，参阅网页版文章。

◆ 所泽 Sakura Town

这里是日本最大规模的流行文化发信中心，汇聚日本知名建筑师隈研

吾打造的角川武藏野 Museum，和神社、饭店以及商场卖店等，是一
座复合式商业文化设施。角川武藏野 Museum 内不定期举办各式主题

展，最大的看头则是高达 8 米，可收藏 5 万本书的巨大书墙“本棚剧

场”
，书架不规则的设置，是将人类大脑中流动性的思考具象化的表现，
意外营造出独特的奇幻氛围。

从东京大神宫分灵而设的武藏野坐令和神社，也是日本全国动漫圣地

巡礼的第一号景点，充满现代感的外观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KENGO KUMA & ASSOCIATES
©KAJIMA CORPORATION

这里还有前所未有的体验型书店“达文西书店”
，以动漫为主题的酒店

“EJ 动漫酒店”
，若是想品尝所泽当地食材的美味，则不能错过从员工
食堂一跃而成人气的餐厅“角川食堂”
。每周都会更换菜式，随时来都
能吃到不一样的美味料理。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西武铁道新宿线“所泽”站东口换乘巴士，或于西
武铁道池袋线“秋津”站换乘 JR 武藏野线至“东所泽”站，步行约 10 分钟

◆ Grand Emio 所泽

与车站连结的商业设施

◆ うずら屋

23

此店为首间售卖鹌鹑蛋的专门店，无论是大
量使用鹌鹑蛋烹调的蛋包饭，或是鹌鹑蛋特

“Grand Emio 所泽”2020 年

制布丁，还有各种口味的腌制鹌鹑蛋等，能

9 月扩建开幕，集结许多日

体验在其他地方享受不到的鹌鹑蛋魅力。

本国内外流行时尚和杂货品

牌，其中部分店家亦提供免
税服务，且馆内的食品与餐
饮区选择种类丰富。从这里

也可直接搭乘巴士往返机场，
交通相当便利。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西武铁道池袋线“所泽”站直通

交通：西武铁道新宿线“航
空公园”站步行约 5 分钟

◆ 长屋门能面美术馆

◆ corot

能面的美术馆，馆内展示能面师福山

日本古民家和农园结合的设施，可以在

古民家つき農園

这里是日本唯一可以近距离直接欣赏

40

41

这里感受日本传统家屋的魅力，也能体

元诚的作品。开馆时有机会可以看到

验农园采收，为旅程增添不一样的乐趣。

能面师现场示范制作能面，好奇日本
能乐文化的人，不能错过这里！

入馆需付费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西武铁道
新宿线“所泽”站步行约 15 分钟

交通 ：西武铁道狭山线“下山口”站
或“西武球场前”站步行约 15 分钟

06

主题乐园超丰富
全家出游好去处

41

友或一家大小出游。你可以体验坐在半开放的球场

内为埼玉西武狮队的选手加油吶喊，或跟小朋友一

起玩翻儿童乐园，当然也可以展现大人的余裕，舒
服地泡汤享受人生。

©SEIBU Lions/
TEZUKA PRODUCTIONS

※ 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Google 地图参阅各景点的所在位置。

◆ 大都会人寿巨蛋 MetLife Dome

西武沿线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去处，适合三五好

03

这里不仅能吃到埼玉西武狮队选手独创的便当和球迷们
喜爱的狮子烧，还可以到棒球场看场精彩的比赛。

只有在球场才吃得到

埼 玉 西 武 狮 队 的 吉 祥 物，

的特色“狮子烧”。

欢迎大家来玩。

可以一边看球赛，

一边品尝胜利三明治。

◆ 埼玉西武狮队旗舰店

面积超过 600 平方米的球队旗舰店，就建在大都会人寿巨蛋旁，
若想在球场边体验日本职棒的魅力，别忘了到店内挑选几样应
援周边商品再进场，让你可以更加投入！

交通 ：西武铁道狭山线、西武铁道山口线“西武球场前”站步行 4 分钟

◆ 西武园游乐园

01

07

这个有 70 年历史的西武园游乐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游乐设

施，游客也能从回转展望塔或是摩天轮上眺望园内风光，无

论大小朋友都能尽兴享受游乐园的欢愉气氛。2021 年则计划

将翻新园内设施重新开幕，重现日本 1960 年代的复古景色，
打造一个让人感到暖心又幸福的世界，届时可望见到令人耳
目一新的西武园游乐园。
入园需付费

交通 ：西武铁道多摩湖线、西武铁道山口线“西武游园地”站前

07

◆ 江户东京建筑园

18

该园将江户时代至昭和中期的 30 栋建筑物移至园内复原，再现这些

时代的建筑物风貌，漫步其中彷彿穿越時光隧道一般，可以一览各个
时代的东京风貌。

◆ 武藏野茶房 江户东京建筑园店

此分店设于江户东京建筑园展示的德国设

计师德 · 拉朗德（Georg de Lalande）宅邸
内，西洋风的建筑物外观搭配室内富丽堂皇
的空间设计，再享受店内提供的日式洋风料
理，别具复古怀旧的情怀。

入园需付费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花小金井”站步行至西武巴士“南花小金井”站换乘
前往“武藏小金井”站方向公交车，至“小金井公园西口”下车步行 5 分钟

◆ 小松泽休闲农园

35

◆ 所泽航空发祥纪念馆＆彩翔亭

23

此纪念馆建在曾拥有日本首

座飞机场的所泽，馆内收藏
各式飞机和引擎，参观民众
可以透过模拟机体验操纵
飞机的乐趣。参观之後，也

可以前往同样在所泽航空纪

念公园内的茶室“彩翔亭”
，
一边欣赏日式庭园，一边品
尝抹茶跟和菓子，享受悠闲
时光。

坐拥秩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这里不仅可以体验摘采日本当令水果，
也可以享受手工乌冬面、荞麦面或是烤披萨、烤肉的乐趣，很适合一
家大小在此度过悠闲时光。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航空公园”站旁

入园依体验项目不同费用有所不同，详情请洽官网

所泽航空发祥纪念馆 : 入馆需付费

交通 ：西武秩父线“横濑”站前，可事先预约接驳车接送

◆ MITSUI OUTLET PARK 入间

23

◆ 庭之汤

39

从东京都心到此奥特莱斯仅需 1 个小时，距离埼玉秩父或长瀞也不算

想要享受悠闲时光，不妨到庭之汤一边泡着露天温泉，一边欣赏日本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入间市”站至 2 号乘车处转搭前往“三井アウトレッ

入馆需付费

远，不管是想要购物或是吃饭休息补充能量，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トパーク”方向公车，于终点下车

庭园景色，或是到桑拿或 SPA 泳池舒缓一下也不錯。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丰岛园”站步行 1 分钟

08

日本三大茗茶“狹山茶”
进入茶世界
日本人这么形容日本三大茶，“静
冈茶色美，宇治茶香出名，狭山

茶味浓郁”，狭山茶因为采用特殊
的“狹山火入”方式烘焙，所以

味道更加甘醇浓郁，喜欢喝日本

茶 的 朋 友 们， 不 妨 走 一 趟 狭 山，
品味狭山茶。

※ 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Google 地图参阅各景点的所在位置。

◆ 宫野园

◆ 茶馆 武藏利休

26

拥有百年历史以上的宫野园，每

19

以自家茶园种植的狭山茶获得天皇杯荣誉的新

年 5 月至 11 月间推出采茶体验

井园本店，在一旁直营的茶馆武藏利休，推出

活动，另外也有手揉茶讲座等，

种类丰富的茶料理和甜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是接触日本茶的好地方。

爱茶客造访。

交通：西武铁道新宿线“狭山市”站，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小手指”站北口，在新井园本

开车约 12 分钟

店内

※ 体验需事前预约
参加茶常识讲座可以进一步了解

日本茶，也有机会学到如何泡出
美味的日本茶。

想更了解狭山茶吗？
快来这里体验采茶或学习喝
茶小

常识！
浓郁抹茶飘浮冰淇淋

武藏利休百汇

在和风设计的茶馆内，品尝由茶品制作
的料理或甜点，享受日式恬静的氛围。

◆ 天台宗别格本山 中院

29

创建寺院的慈觉大师将自京都带来的茶
狭山市内有许多茶园，到处都

看得到紧邻住宅区的茶园，
相当独特。

叶种子种在寺院内作为药用，自此影响

了川越和狭山各地开始栽种茶叶，使
之成为当地名产之一。因此寺院内亦

有“ 狭 山 茶 发 祥 之 地 ” 石 碑， 以 兹 纪

念。现在不定时地会在茶室“不染亭”
举办茶会，每逢春天则可以在不染亭的

宫野园也有推出以茶

制 作 的 甜 点， 像 狭 山
茶蛋糕就颇有人气。

09

“SakuraCafe”一边享用抹茶与和果子，
一边欣赏稍纵即逝的樱花。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本川越”站步行约 12 分钟

狭山茶

抹茶口味薄荷锭 /
新井园本店

土产大汇集

有不少都是仅能在埼玉县内或是狭山市附近才
能入手的稀少商品，以茶入味的点心或茶品周
边都是带回家做纪念的好选择。

狭山煎茶巧克力 /
埼玉县内部分茶园
和物产店皆可购买

抹茶意式冰淇淋 /
清风园

狭山茶夹心饼干 / モリタ園

狭山茶可乐 / 增田园本店

煎茶室的设计和制作煎茶时用到的道具皆陈列其中，
展示煎茶道文化的历史沿革。

◆ 入间市博物馆 ALIT 茶博物馆

23

入间市亦为狭山茶主要产区，因此有许多

看板上详细介绍茶室的每个地方，都与茶文化紧紧
相关。

与茶知识相关的展示介绍和茶室的重现，

◆ お茶っこサロン 一煎

23

茶博物馆内设置的餐厅，可以品尝狭山茶
和当季蔬菜料理的怀石茶料理，此外还有

在此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地的茶文化。

种类丰富的日本茶，和中国茶或红茶等世
界各地的茶商品，相当有特色。

入馆需付费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入间市”站 2 号公车

站转乘前往“入间市博物馆”方向公车，于终
点下车

博物馆内贩售各种与茶相关的周边商品，种类齐全，
爱茶人士千万不要错过。

从茶树摘取的果实萃取而成的茶油可以用来
保养肌肤。

10

千变万化四季景色
人气拍照打卡景点

沿着西武铁道从都心往郊外前进，水泥丛林变成远方的山
岚风光，自然景观随着季节而变化，时而点缀着粉嫩的樱

花或葱郁的绿林，秋风吹起则可看到染上或红或黄的枝头
在山间渲染而开，连严寒中的冰雪天地也让眼前的景色变
得写意。喜欢拍照留念的人，这里有许多人气拍照打卡景
点等着你来造访。
※ 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Google 地图参阅各景点的所在位置。

◆ 新井药师前站中野通り

05

◆ 新河岸川樱花

29

想拍下绚丽多姿的樱花与电车共演的画面，从新井药师前站南口往西

位在川越冰川神社后方的新河岸川沿岸种有约 300 棵的染井吉野樱，

景。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黄色电车与粉色樱花交织出如诗画般的景

是从桥上眺望河川与樱花的共演景色。即使樱花开始凋落也能见到樱

侧步行约 5 分钟，走上新井五丁目天桥，就能拍下这个春季限定的美
色。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新井药师前”站

◆ 绣球花公园

每年 4 月上旬开始陆续绽放。你可以走到河川岸边近距离仰望樱花或
吹雪后形成花筏，更加梦幻。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本川越”站步行约
24 分钟

19

◆ 清濑向日葵嘉年华

15

向日葵主要花期从 7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是夏季的象征花卉之一。清濑

向日葵嘉年华会是由当地为活用农村风景的团体会员而发起的活动，每

年 8 月中旬至下旬举办活动之际，吸引着各地追逐向日葵的赏花客到场，
亲自感受 10 万朵向日葵盛开的美景。※ 每年活动举办详情请参照官网

位在东京都小平市的绣球花公园内有绿意盎然的小径，相当适合散步

漫游。园内约有 1,500 株绣球花，每年从 6 月初旬至下旬左右，可以
欣赏到各色层次错落的绣球花花海。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小平”站步行约 5 分钟

11

免费入场

交通 ：从西武铁道池袋线“清濑”站

搭乘开往“志木站南口”的西武巴士，
于“グリーンタウン清戸”站下车，
步行 6 分钟

◆ 国营昭和纪念公园

34

春天有盛开的郁金香将公园点缀得多采多姿，初
夏有绣球花和盛夏的向日葵花海，秋季则有波斯
菊和一片金黄色的银杏美景可以欣赏。冬天看得
到白雪装饰的日式庭园，四季景色截然不同。
入园需费用

交通 ：西武铁道拜岛线“武藏砂川”站步行约 20 分钟
至砂川口，或步行 25 分钟至玉川上水口

◆ 日高 巾着田

26

28

◆ 金石水管桥

36

秋天才看得到一整片超过 500 万株的曼珠沙华（即彼岸花）在杂木林

入秋之后，长瀞自然的山岚景色渐渐染上或红或黄的秋色，层次错落

交通：西武铁道池袋线“高丽”站步行约 15 分钟，或于西武铁道池袋线“饭能”

往金石水管桥，从桥上眺望荒川与红叶相映衬的绝景。

间盛开，艳红的颜色与葱郁林木交织出最美的一幅画。

站换乘国际兴业巴士前往“高丽川站”方向或“埼玉医大国际医疗中心”方向
的公交车，于“巾着田”下车步行 3 分钟

◆ 秩父芦之久保冰柱

34

美丽。想 360 度环视这样的景色，可于 11 月上旬至 11 月下旬之间前
交通 ：秩父铁道“野上”站步行约 15 分钟

◆ 长瀞宝登山蜡梅园

36

属于秩父三大冰柱景观之一，每到 1 月上旬至 2 月下旬严冬之时，打

搭乘宝登山缆车至标高 497 米的宝登山山顶，欣赏秩父群山风光之余，

地的世界从日间的寂静，转眼间变得奇幻无比。

年 2 月下旬期间，腹地广大的蜡梅园内，近 3,000 棵蜡梅齐放，郁香

造出宽约 200 米、高达 30 米的巨型冰柱，搭配夜间点灯，让冰天雪
交通 ：西武秩父线“芦之久保”站步行约 10 分钟

◆ 东久留米站富士见展望台

14

在山顶站周边还有各式各样的花卉可以观赏。每年于 12 月下旬至来
四溢，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交通 ：秩父铁道“长瀞”站步行至宝登山缆车山麓站约 20 分钟，再搭乘缆车
至山顶站步行约 5 分钟

位于东久留米站 2 楼的富士见展望台，面
向西方可以远眺富士山，是关东富士见百
景之一。都会中笔直的道路与富士山的共

演，可以看见富士山不一样的面貌。运气
好的话，冬天还有机会可以看到钻石富士
的绝景。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东久留米”站西口 2 楼

12

化身美食通
尽享西武铁道沿线美味
西武铁道沿线一路从都心延伸到郊区，除了可以欣赏
沿线景色，更是为每个地区独特的饮食文化开启一道
门，欢迎大家走进街区巷弄，挖掘当地美食，大啖各
地区的乡土料理，人人都可以成为美食通。

※ 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Google 地图参阅各景点的所在位置。

◆ 野方商店街

07

整备完善的商店街内拥有近 60 家餐饮店和贩卖蔬果杂货等店家，说是当地居民的厨房也不为过，
吃得到日本家常美味，看得到当地人的生活样貌。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野方”站

◆ 野方食堂 @ 本町通り
昭和 11 年创业至今流传下来的家庭口味
深受当地人喜爱，招牌炸鸡姜烧猪肉定食
更出现在人气漫画《深夜食堂》中而受到
瞩目。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野方”站南口步行 1
分钟

招牌炸鸡姜烧猪肉定食 960 日元（含税）

◆ ひなさく堂 @ 北原通り

奶油口味大判烧 140 日元（含税）

老板因为喜欢青蛙而将自创的青蛙图案印在“大判烧”上，可
爱的模样让人舍不得吃，是当地的知名特产。此外，在店铺附
设的“甘味处”还能品尝到各式各样的日式甜品。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野方”站北口步行 2 分钟

东京米其林必比登推介
也曾认证过的美食店！

富士山仙贝 80 日元（不含税）

◆ 金時せんべい @ 野方駅前通り

昭和 8 年（1933 年）创业至今的老店，不仅吃得
到传统手烤仙贝，也有外国人超人气的富士山造
海苔四角形仙贝
90 日元（不含税）

13

型仙贝和芥末起司口味仙贝，种类丰富。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野方”站南口步行 1 分钟

交通 ：西武铁道新宿线

“野方”站步行约 3 分钟

◆ 味噌麺処 花道 @ 北原通り

招牌的味噌拉面汤头浓郁，搭配厚切叉烧肉和大量蔬菜，
吃得到蔬菜和肉汁的鲜甜美味，喜欢重口味的人，还可以
加上大蒜调味，一尝隐藏在商店街中的美味。

◆ 福生啤酒小屋

36

在创业历史超过 150 年的日本酒酿造厂
石川酒造所营运的意式餐厅，店内提供

“多摩之惠”和“TOKYO BLUES”等自家

生产的精酿啤酒，以及日本酒“多满自慢”
等铭酒。无论是搭配当地制作的香肠拼
盘或是种类丰富的西式餐点，齿颊留香
的余韵令人难忘。

交通 ：西武铁道拜岛线“拜岛”站步行约 20
分钟

◆ 古久や

26

距离饭能站步行不到 8 分钟的巷弄里，有间于江户

末期便在当地创业的乌冬面老铺“古久や”
，长年

以来，坚持以传统古法烹调而成的武藏野乌冬面正
是店家的招牌美食。其特色在於以独家配方搭配猪

肉和香菇、葱熬煮的沾面汤汁，味道浓郁，加上口
感 Q 弹的自制乌冬面，每一口都吃得到朴实的幸福
滋味。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饭能”站步行约 8 分钟

36

◆ 阿左美冷藏 宝登山道店

明治 23 年（1890 年）创业的阿左
美冷藏是生产天然冰的制冰厂，利
用秩父地区严冬的特色将天然水冻

成冰块后保存，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天然冰块制作的刨冰，其绵密的口

◆ 阿里山 Café

28

店内提供有机食材的素食料理，让客人
在大自然环境中品尝天然的味道，从露
天天台则可以看见高丽川潺潺细流，好
不惬意！

交通 ：西武秩父线“高丽”步行约 10 分钟

感搭配店家特制糖浆，在口中化开
的瞬间让人念念不忘。
交通 ：秩父铁道“长瀞”站
步行约 3 分钟

◆ L’ AUTOMNE 秋津店

16

备受当地居民喜爱的甜点专卖店，精致宛如艺

术品般的外型，从视觉上就能挑动你的味蕾，
实际尝起来，细腻的口味与恰到好处的甜度，
替你的旅程留下美味的回忆。

交通 ：西武铁道池袋线“秋津”站南口步行约 5 分钟
@milleh.koj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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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园景色

日本电器和药妆专卖店

于 BicCamera 店铺，出示“SEIBU KAWAGOE PASS”
，免税以外，最多再享 7% 折扣优惠（部分商品除外）
。更多详细信息，请洽 BicCamera 各店铺。

东京 ▶
※ 各设施或活动的营业时间或活动日程与时间，在未事前
告知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变动，请于出发前至各单位的官方
网站确认最新信息。

※ 本手册内刊载介绍各设施或活动之详细信息，以及更多

西武铁道沿线的丰富内容，可扫描二维码至特设网页查询。
WAttention× 西武铁道
特设网页

本手册刊载 2020 年 12 月为止最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