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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既炫酷又漂亮。

这里有最热门的打卡景点。

EJ 动画酒店

EJ 是 Entertainment Japan 的缩写。这里的大部分客房都与各大动漫、

游戏和偶像等联动，是一家新潮的概念性酒店。另外，所有房间都配备有

相关的影像、音响和照明设备，让宾客能够欣赏到主题作品的世界观，产生

一种仿佛就“住在”作品之中的新奇感觉。

ⓒ 三浦健司

“COOL JAPAN FOREST 构想”的据点设施基地。这一

构想由所泽市与 KADOKAWA 公司共同负责推进，目的

是从这片绿意盎然的大地中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化与产业，

并且将其推向全世界。以兼具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

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文化设施“角川武藏野博物馆”为首，

这里拥有各种以动漫和游戏为主题的酒店、室内外活动场

所、神社、商店和餐厅等设施，作为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

流行文化传播基地而备受世人瞩目。

 所泽市东所泽和田 3-31-3　 0570-017-396（10:00

〜17:00）营业时间随设施而不同

 从 JR 武藏野线“东所泽”站步行 10 分

钟即到　 E‐2MAP

所泽市观光大使
JAY'S GARDEN 大谷笃志先生

大家一定要来像乌尤尼盐湖一样

漂亮而引起话题的水盘拍出多多

的美照哦！我们JAY'S GARDEN

也非常希望能够早日在所泽樱花

城的千人 TERRACE 和日本馆进

行现场演出！

ⓒ 角川武藏野 Museum

融合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设施，

拥有能给人以压倒性气势的宏伟外观，整体建筑由日本

建筑大师隈研吾先生负责设计监修。包括被高约 8 米、

藏书量约 30,000 册的巨

大书架包围的空间“书架

剧场”和 “漫画、轻小说

图书馆”在内，所有楼层

都能给到访游人的五感带

来别样的刺激。

武藏野坐令和神社由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先生负责设计监修，由日本文学大家中

西进先生命名。这座崭新的神社集现代魅力和古典魅力于一身，无愧于“令和”

这一名字。在这里，一年四季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典和活动。

teamlab: Resonating Life in the Acorn Forest, Tokorozawa, Saitama ⓒ teamlab

ⓒ 角川武藏野 Museum

武藏野坐令和神社

武藏野森林公园
teamLab 橡子森林里呼应的生命

角川食堂

本是KADOKAWA公司的员

工食堂，现在已经变成了向

所有人开放的套餐餐厅。这

里提供套餐、咖喱、盖饭和

面条等丰富多样的菜品，而

且所有菜品都大量使用当地

出产的新鲜食材。主推菜品

是由KADOKAWA公司的员

工与厨师们精心研发出的“角

川食堂特调咖喱”。另外还提

供咖啡菜单。

角川武藏野博物馆

YOT-TOKO 汇集了众多出自所泽的好用、好吃、好玩的东西，

在这里不仅可以买到所泽的品牌特产、当地农户精心种植的蔬

菜和邻近县市出产的纪念品，还可以欣赏到所泽市的传统工艺

品，另外这里还设置有一个观光信息角。馆内开设有以所泽当

地面粉为食材的 JIGONA café，可供游客在此享用

美食。　  所泽市大字松乡143-3　  04-2968-

5414　9:00 〜17:00　全年无休　 E‐2MAP

在与所泽樱花城相邻的东所泽公园内，有一片名为武藏野

森林公园的橡树林，这里常驻展出着由艺术团队 teamLab

推出的“teamLab 橡子森林里呼应的生命”展览，营造出

一个充满迷离梦幻光影的艺术空间。伫立四处、闪闪发亮

的 ovoid（蛋状物）会随着时间的流转以及人们的存在而

发生变化，让人能够细细品味武藏野杂木林所

呈现的不同表情。

TO KO ROZ AWA

所泽 Sakura Town

恋 上 所 泽 。 之 所 泽

所泽市观光信息及物产馆 YOT-TOKO

ⓒ 角川武藏野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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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龙猫森林。

请尽情享受大口呼吸的时间吧。

据说狭山丘陵是宫崎骏导演的电影作品

《龙猫》的其中一个舞台。散布在丘陵各

地的龙猫森林是由为保护大自然和文化

遗产而设立的“龙猫的故乡基金会”通

过向市民及企业募集捐款而获得的信托

土地，平时由志愿者们负责进行维护和

管理。截至目前为止，共有 1号地至 56

号地。（据 2022 年 1月最新数据）　

 龙 猫 森 林 1 号 地 / 所 泽 市 上 山 口 351　

 搭乘所巴士【山口循环路线】，在“21 堀

口”站下车，步行 7 分钟即到　 B‐3MAP

“黑炭球之家”是一座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古民居。由公益财团法人“龙猫故

乡基金会”负责管理，主要用作保护狭山丘陵自然生态的活动基地。正房、

仓库和茶厂都已被列入日本有形文化遗产名录。逢周二、周三和周六才向公

众开放，徜徉其间仿佛能感受到昔日农家的质朴与恬静。前往参观时请事先

了解基金会的主旨，自愿向“龙猫的故乡基金会”捐款以帮助其对古民居进

行整修和维护管理。　  所泽市三岛 3-1169-1　 04-2947-6047　开馆时

间 ：周二 / 三 / 六的 10:00 〜 15:00（节日、盂兰盆节、新年期间闭馆）　※ 可

能会临时闭馆。请事先在官方主页上确认。　  从西武池袋线“小手指”站南

口搭乘开往“宫寺西”或“早稻田大学”方向的西武巴士，在“大日堂”站下车，步

行约 5 分钟即到　 B‐2MAP

龙猫森林

黑炭球之家

拥有 100 多年历史的有古民居的农

园，在这里您可以体验到地炉、土

灶、五右卫门风吕（铁锅澡盆）等

等过去的美好生活。您也可以选择

在此住宿。　  所泽市山口 2040　

04-2930-4202　  在西武狭

山线“下山口”站或“西武

球场前” 站步行 15 分钟即

到　 B-3MAP

有古民居的农园 
corot

被誉为东京都水缸的人工湖。湖畔拥有广阔的

杂木林，四季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美丽景色。

天气晴朗的时候，还有机会越过湖面看到富士

山。春天的樱花和秋天的红叶一样，都是这里

的最大看点。四季分明、不同时间段可以看到

不同的风 景，这 就 是狭山湖 的魅力所在。　

 搭乘所巴士【山口循环路线】，在“21 堀口”

站下车，步行 10 分钟即到　 AB‐3MAP

这一中心设施是前往散步的必到之处。在

这里可以学习狭山丘陵的自然生态并加深

了解。馆内设有企划展示室、观察阳台和

讲堂等设施，同时还定期举办自然观察活

动。另外还会分发免费的散步地图，想要

获取关于龙猫森林等景点的信息一定要来

这里看看。　  所泽市荒幡 782　 04-

2939-9412　9:00 〜 17:00　闭馆日 ：周一

（遇节日、调休日则开馆）、节日次日（遇周六日、

节日则开馆）、新年期间　  从西武狭山线

“下山口站”搭乘所巴士【吾妻循环路线】“18

下山口站入口”、【山口循环路线】“17

下山口站入口”下车，步行约 15 分

钟即到　 C‐3MAP

狭山丘陵横跨埼玉县和东京都，东西最长

11 公里、南北最宽 4 公里。这里保存有

许多珍贵的自然生态和动植物，被指定为

县立狭山自然公园。 ABC-3MAP

比良之丘位于狭山丘陵的西侧，海拔 155 米，是眺望市区的最

佳观景之地。可以在此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度过闲暇惬意的时光。　

 所泽市堀之内 452　  搭乘所巴士【新所泽、三岛路线】，

在“27JA 三岛支店北”下车，步行 20 分钟即到　 A-2MAP

用人手花费 15 年的工夫筑成，明治 32 年（1899

年）完工的日本最大规模人工富士山。离乡土生

态交流中心很近。

 所泽市荒幡 748　 C-3MAP

狭山湖

狭山丘陵生态

接触之乡游客中心

狭山丘陵 比良之丘

荒幡富士

TO KO ROZ AWA

ⓒ 龙猫的故乡基金会

photo:Sato Shu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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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把狭山丘陵的杂木林和湿地等里山景观当

作野外展品的野外博物馆（Field Museum）。

您可以一边在自然观察路漫步，一边亲近并观

察自然生态。　  入间市宫寺 889-1

04-2934-4396　9:00 〜17:00　周一和节日

的次日闭馆（周六日、节日除外）　新年期间闭馆

最大都立的城市公园，保存着杂木林和谷户

（丘陵之间深深的沟壑）等丰富的自然生态景

观。可以在这里开展远足、野鸟观察和里山

体验等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　  武藏村山

市三木 4-2 他　 042-531-2325（野山北·六

道山公园信息中心）　8:30 〜17:30

拥有东京都内罕见的猪牙花花丛，规模达到

20 万株以上。一到春天，大约 3000 平方

米的大斜面都会开满漂亮的猪牙花。　

 西多摩郡瑞穗町大字驹形富士山 243-1　

042-557-7659（瑞穗町都市整备部建设课）　

9:00 〜17:00（11月 〜 2 月为16:00）

园内基本上是由枹栎和麻栎等组成的杂木林，

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野鸟和昆虫。沿东京都

和埼玉县边界有一条东西 1.9 公里的尾根道，

坡度适中，最适合散步和健步走。　  东村山市

诹访町 2·3、多摩湖町 2、野口町 3·4　 042-

393-0154（狭山公园游客中心）　8:30 〜 17:30

位于多摩湖（村山贮水池）东侧的公园，拥有

广阔而浓郁的武藏野的里山风景和自然景观。

这里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樱花圣地，除了染井

吉野以外，还有山樱、里樱等多个樱花品种。　

 东村山市多摩湖町3-17-19　 042-393-0154

（狭山公园公园中心）　8:30 〜17:30

主题是“狭山丘陵与生活”。除了建筑物当中，

还以狭山丘陵整体为活动舞台，从事与乡土的

历史、民俗、自然有关的事业。

 东大和市奈良桥 1-260-2　 042-567-4800

9:00 〜 17:00 周一和节日的次日闭馆（周六日、

节日除外）

在娱乐区域玩个尽兴。

2021 年，西武园游乐园以“幸福洋溢的温暖世界”为概念盛大重装开业。全新的游乐园以压倒性

的细节品质再现令人怀念的旧时街道景象，通过与当时人们的接触、怀旧的用餐体验、充满人情味

而没有表演痕迹的现场表演，让人不知不觉就陷入被那个年代包围的感觉。此外，游乐园还新增了

名为“哥斯拉之旅 ：巨型怪兽终极之战”的机动游戏设施，让游客可以体验心跳加速的兴奋与刺激。　  所泽市山口 2964 　 04-2922-1371　

10:00 〜17:00（随日期可能有所变动）　不定期闭园　  在西武山口线“西武园游乐园”站下车即到　 C‐3MAP

位于 Belluna 巨蛋旁边的室内全天候滑雪场。全长 300 米的滑

道被厚厚的人工雪覆盖，无论何时都可以在良好的状态下享受滑

行。2020 年重装开业后，除了滑道之外还增设了一个新的儿童区。

在这里，小朋友也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玩雪的快乐。滑雪场有时

会通宵营业，还会不时推出面向儿童的体验等活动，而且就算空

手前来也能租到适合自己的各种滑雪用品。　  所泽市上山口

2167　 04-2922-1384　10:00 〜 21:00　期间不休息　  在西

武狭山线“西武球场前”站步行约 3 分钟即到　 B‐3MAP

狭山滑雪场

西武园游乐园

位于狭山丘陵的大自然之中，四周没有墙壁，是一座明亮的开放式球场。每逢埼

玉西武狮的比赛日，这里都会

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机

会品尝到别样的球场美食。

 所泽市上山口 2135

 从西武池袋线“西所泽”站

换乘西武狭山线，在“西武球场前”

站下车即到　 B‐3MAP

埼玉县所泽市是日本职业棒球队“埼玉西武狮队”的主场

所在。球队的目标是获得粉丝们的喜爱，与粉丝们共同

经历感动，成为真正植根于本地区的队伍。

Belluna 巨蛋

埼玉西武狮队

TM & ⓒ TOHO CO., LTD.
ⓒ TEZUKA PRODUCTIONS

都立狭山公园［东村山市、东大和市］东大和市立乡土博物馆［东大和市］

狭山花多来里之乡［瑞穗町］琦玉绿之森博物馆［入间市］

都立八国山绿地［东村山市］

都立野山北·六道山公园［武藏村山市］

位于东京都和埼玉县交界处的多摩湖和狭山湖周边保留着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这里可见到里山（里山

指由住家、聚落、耕地、池塘、溪流与山丘等混合而成的地景）的自然生态和美丽风景邂逅的完美绿洲。
  狭山丘陵周边景点狭山丘陵周边景点

TO KO ROZ AWA

C○ SEIBU Lions / TEZUKA 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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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航空技术

的进步和发展鞠

躬尽瘁的法国籍

军官佛瑞上校。

1913 年日本首次

航空事故的牺牲

者木村和德田两

位中尉的纪念塔。

出了车站，迎接您的便是战后日本首次研

发、制造的国产飞机“YS-11型机”。

这座公园建立在日本第一个飞机

场——所泽机场——的旧址之上。

园内除了有从航空自卫队退役的

“C-46 中型运输机”，还有儿童广

场、遛狗场和野外舞台等，一年四

季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所泽市并木 1-13　

04-2998-4388　有 580 个车位（2 小时内免费）

 在西武新宿线“航空公园”站东口下车即到　 D‐2MAP

所泽航空纪念公园

航空公园站前广场

1911 年，日本的第一架飞机从这里飞向蓝天。

不管您是不是航空迷，都能在这个公园里感受到温暖。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与航空历史有关的

各种资料，还展出有飞机模型等物品。

一定要在飞行模拟器上模拟驾驶飞机

哦，说不定能体验一把当飞行员的感觉呢！

 所泽市并木 1-13 所泽航空纪念公园内　 04-2996-2225

9:30 〜 17:00（16:30 停止入馆）　闭馆日 ：周一（遇

节日则改为次日）、新年期间　  从西武新宿线“航

空公园”站东口步行 8 分钟即到　 D‐2MAP

所泽航空发祥纪念馆

茶室彩翔亭

想不想和所泽的神

灵们结个善缘呢？

TO KO ROZ AWA

在这里您可以轻松体验并享受日本传统文

化“茶道”的乐趣。一边眺望美丽的日本

庭园，一边品尝美味的狭山抹茶。　

 所泽市并木 1-13 所泽航空纪念公园内

04-2991-4310　10:00 〜 16:00（15:45 

LO）　闭馆日：新年期间　  从西武新宿线

“航空公园”站东口步行 5 分钟即到

D‐2MAP

所泽神明社

旧所泽町的镇守神社。这里是每年全日

本最早举行熊手（竹耙形吉祥物）集市（1

月1日〜 3 日）的地方，因此颇有名气。

另外，因为所泽盛产人偶和毽子板，也

被称为人偶之城，所以每年 6 月份的第 1个周日，这里都会举行人偶供养节以供养

从全国各地捐赠而来的人偶。

 所泽市宫本町 1-2-4　 04-2922-3919　  从所巴士［山口循环路线］“所庄入口”

站下车，步行约 3 分钟即到　 C‐2MAP

金乘院（山口观音）

作为“山口观音”深受喜爱的真言宗寺院，为狭山三十三观音

灵场的第一札所。本尊的公开展示为每 33 年 1次，但可经常

参观里观音的“木造千手观音立像”。

 所泽市上山口 2203　 04-2922-4258　9:30 〜17:00

 从西武池袋线“西所泽”站换乘西武狭山线，在“西武球场前”

站步行约 8 分钟即到　 B‐3MAP

城山神社、
泷之城城址公园

城山神社位于据传为北条氏照所领“泷之城”的城址公园内。

公园内除了漂亮的猪牙花，樱花也是一大看点。另外，每年 5

月的第 3 个周日这里还会举行“战国泷之城祭”，届时会有武士

游行和模拟对战等表演。　  所泽市城 537　 04-2944-3704　

 从西武池袋线 / 西武新宿线“所泽”站东口搭乘西武巴士“志木站” 

南口方向，在“城”站下车，步行 10 分钟即到　 F-2MAP

金仙寺

创建历史可追溯到平安时代。寺内有一棵树龄约 150 年的垂

枝樱花，非常有名，树形也十分的漂亮。

 所泽市堀之内 343　 04-2948-1915　  从西武池袋线

“小手指”站南口搭乘所巴士【新所泽、三岛路线】，在“27JA 三

岛支店北”下车，步行约 15 分钟即到　 A-2MAP

多闻院

本尊为黄金的毗沙门天王，据说是武田信玄的守护本尊。到了春天，300 多株

艳丽的牡丹花将为这里增添别样的色彩。每年 5 月1日，这里都会举行“寅祭”，

向毗沙门天王的化身“寅”（老虎）祈求保佑。　

 所泽市中富 1501　 04-2942-0814　  搭乘所巴士［北路线富冈循环路线］，

在“20 多闻院通西”下车，步行约 7 分钟即到　 D‐1MAP

TOKOROZAWA

photo:Sato Shu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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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米粉用水揉成团，蒸过后串在竹签上，涂上酱油并用炭火等烤

制而成的所泽灵魂食物。米粉独有的软糯嚼劲和酱油的馥郁香气

让人欲罢不能，是所泽市民一直以来深深喜爱的当地味道。

烤团子

所泽位于武藏野台地，从过去就开始大量种植小麦，手打乌冬面是这里人们的最爱之一。现在，

市内有很多乌冬面店，可以随时品尝到所泽著名的“肉汁乌冬面”。所泽肉汁乌冬面的特点是面

条十分筋道，并且在酱油味的高汤中堆满了肉片，非常的豪放。

所泽肉汁乌冬面

■ 武藏屋
 所泽市宫本町 1-8-14
04-2922-5614

周二和第 3 个周三休息
■ 野村商店

 所泽市城 861
04-2944-0482

周三休息

■ 月华
 所泽市上安松 1024-76
04-2936-7187

周四休息

■ 奈美喜屋
 所泽市御幸町 6-5
04-2922-3277

全年无休
■ 山口屋团子店

 所泽市上新井 3-22-30
04-2926-5882

周一、周二休息

所泽品牌特产
官方网站

尽情品尝所泽的名产

——狭山茶。

新井园本店・武藏利休

狭山园茶房和田（股份公司）

所泽市是狭山茶的第二大产地，仅次于入间市。作为所泽的特产，狭山茶在日本的知名度颇高，被誉为“颜色是静冈，

香味是宇治，味道是狭山，让人着迷”。狭山茶在全市范围内均有种植，特别是在三岛和富冈地区，种植面积和产量

都很大，茶农的大部分都秉持着“自园（种植）、自产（生产）、自销（销售）”的独特风格。市内也有不少提供茶园参

观和狭山茶试饮的店铺。

狭山茶

所泽肉汁乌冬面
小册子

拥有自家茶园和制茶工厂的老字号茶园，被政府认定为生态农民。

店内除了摆放着手摘茶等各种各样的茶叶之外，在最里面的“武

藏利休”茶馆中还能品尝到抹茶蕨饼等用狭山茶制作的各式甜点。　

 所泽市小手指町 1-15-5　 04-2941-3399　10:00 〜18:00 （武

藏利休为11:00 〜17:30（17:00 LO））周三休息（不定期）

 从西武池袋线“小手指”站北口步行约 3 分钟即到　 C‐2MAP

主营从自家茶园手工采摘的高级茶叶，以及手摘茶茶包等各种

适合日常使用的茶产品。在店内可以品尝到煎茶、手摘茶、抹

茶冰淇淋方糕等甜点。　  所泽市三岛 3-1157-3

04-2948-0626　9:00 〜18:00　全年无休　  从西武池袋

线“小手指”站北口或“狭山丘”站西口搭乘所巴士【新所泽、三岛路

线】，在“32 大日堂”下车，步行约 5 分钟即到　 B-2MAP

茶屋的生油酥饼
大量使用独创的狭山抹茶“武藏之绿”制作而成。夹

着白色巧克力的软式油酥饼，口感松软绵密。高级感

十足的包装设计也是它的特点之一。

 新井园总店 / 所泽市小手指町 1-15-5

04-2941-3399　10:00 〜 18:30　周三休息（不定期）　

 从西武池袋线“小手指”站北口步行 3 分钟即到

C‐2MAP

纱绫音－ Sayane －
脆脆的巧克力米果，混合有市内“黑田园”生产

的粉末茶叶。能品尝到狭山茶独有的浓郁和苦味，

是一款 属于大 人的甜点。　  Patisserie La 

Liberté/ 所泽市松叶町 12-4　1 楼　 04-2998-

7001　12:00 〜 21:00　周三休息　  从西武

新 宿 线“ 新 所 泽 ” 站 东 口 步 行 约 3 分 钟 即 到　

C‐2MAP

狭山抹茶意式冰淇淋
使用由身心障碍人士参与培育的狭山焙茶、狭山抹茶、

埼玉县产牛奶制作而成的正宗意大利冰淇淋。味道浓厚

但口感清爽，是控制卡路里的健康冰淇淋。　  三富狭

山茶 富士美园 / 所泽市大字下富 807　 04-2942-0609　

10:00 〜18:00　周一休息（逢节假日则周二休息）　  在

西武新宿线“新所泽”站东口搭乘开往西武花山的巴士，在“十四

轩”站下车后向南步行约 5 分钟即到　　 C‐1MAP

用狭山茶制作而成的甜点

TOKOROZAWA

尝遍所泽的当地美食。

TOKOROZAWA

所泽市观光大使
JAY'S GARDEN 樱田范稔先生

好多好多用狭山茶、芋头和胡萝卜等

所泽产品制作而成的美味商品！买所

泽伴手礼选所泽品牌特产绝对不会

错☆

获得所泽市官方认证，最能代表所泽的魅力商品。包括日式点心、西式点

心、地方酒、地方啤酒等，所有入选商品都采用本地农产品制作并充分体

现了本地的文化和传统等。来所泽观光一定要带这些特产回去做伴手礼。

所泽品牌特产

所泽市观光大使
JAY'S GARDEN 世良太一先生

说起肉汁乌冬面，大家

一定会想到所泽吧 !!

这里有超多的美食店 !!

烤团子是所泽的灵魂食

物，烤过的酱油香味是

最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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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 TOKORON　接待员　宗像茜衣女士

在观光农园，

来一场美味又有趣的狩猎美味。

@tokoron1056 @tokoron1056 @tokorozawashi
syougyoukankouka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

观光农园地图

所泽观光农园

所泽市观光大使
JAY'S GARDEN 山田裕介先生

冬天的草莓！春天的嫩笋！

夏天的蓝莓！

秋天的葡萄！梨！栗子！红

薯！还有香菇和猕猴桃！几

乎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市中心

附近狩猎美味，所泽真是太

厉害了！

以活化所泽中心城

区为目的，举办各

种各样的展示和活

动，同时还与商业

街合作开展活动。

 所泽市元町 21-18

04-2928-1453

10:00 〜18:00　周四定期休息

 从所巴士［山口循环路线］“所泽社

区营造中心”站步行约 3 分钟即到

D-2MAP

长期展出约 20 幅

现代能面作家福山

元诚的能面作品。

门票 300 日元

 所泽市上安松

893-15 090-

1708-8468　开馆

时间为每月第 1 和第 3 周的五六日 11:00

〜16:00　  在西武池袋线、西武新

宿线“所泽”站搭乘开往“东所泽站”的西

武巴士，在“松井”站下车后步行约 2 分钟即到　

D-2MAP

配备日本国内最大

等级的管风琴的综

合文化中心。经常

举办演唱会、戏剧、

寄席（ 集中表 演 落

语）和展会等各种

各样的活动。

 所泽市并木 1-9-1　 04-2998-6500

 从西武新宿线“航空公园”站东口步

行约 10 分钟即到　 D-2MAP

所泽秋天的一大代

表性活动。会举办

神轿巡游、历史悠

久的花车巡演以及

大游行等，超过 20

万人次的人流用热

气和兴奋把整座城市团团包围。

每年 4 月上旬的周

末举行，目的是为

了纪念所泽这一航

空发祥地，同时促

进 市 民 的 文 化 交

流。另外还会举办

民间舞蹈祭。

由市民自发企划和

管理的活动，会场

设在所泽航空纪念

公园。许多店铺会

自己出摊，还会举

行演唱会和街头表

演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所泽祭

野老泽町造商店（MACHIZOU） 能面美术馆 所泽市民文化中心“MUSE”

市民文化展

所泽市形象吉祥物“TOKORON”

代表所泽市形象的吉祥物是“TOKORON”。TOKORON 以所泽市的市鸟“云雀”为原型，另外由于所泽

是日本航空的发祥地，所以根据螺旋桨飞机的形象在头上安装了螺旋桨。围在脖子上的绿色围巾是以所泽

市的名产“狭山茶”为灵感添加上去的。TOKORON 诞生于 2010 年，是建市 60 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

的成果之一。

市民节

JAY'S GARDEN

自 2015 年起委任。成立于所

泽 的 J-POP 演 唱 组 合。 为

TOKORON 演唱主题曲

“toko toko 

TOKORON ！”

北胜富士关

自 2016 年起委任。所泽市

出身的第一位幕内力士。以擅

长的推攻相扑而活跃于赛场。

属于八角部屋。

埼玉野马

自 2009 年起委任。在全国各

地进行激烈比赛的同时积极宣

传推广所泽。

春日俊彰（奥黛丽）

自 2013 年起委任。搞笑组合

“奥黛丽”。粉红色的背心是他

的标志行头。积极通过媒体开

展所泽的宣传推

广活动。

为了在市内外广泛介绍所泽市的魅力，达到提升形象和振兴旅游的目的，官方特别委任了所泽市观光大使。
TO KO ROZ AWA

8 月上旬〜 9 月下旬。可采摘贝
利 A、巨峰、希姆劳德、康拜尔
等多种多样的葡萄。

摘葡萄

12 月上旬〜 5 月下旬。30 分钟
任吃套餐最受带孩子来的客人
欢迎（12 月仅限直销）。另外还
有轮椅用的宽敞通道。

摘草莓

4 月上旬〜 5 月上旬。刚挖出来
的竹笋不管是煮着吃还是烤着吃
都很美味！想不想用自己亲手挖的
竹笋来做一顿时令的竹笋饭呢？

挖竹笋

6 月下旬〜 8 月上旬。蓝莓不仅
美味，对眼睛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果树长得很矮，小朋友也能轻松
采摘。不管是直接吃，冻起来吃，
还是做成果酱都没问题。

摘蓝莓

8 月中旬〜 9 月上旬。幸水、丰
水、20 世纪等丰富的品种将会
接二连三地迎来成熟的季节。刚
摘下来、鲜嫩多汁的梨最适合用
来做甜点了。

摘梨

9月中旬〜10月下旬。可挑战采
挖秋天的味道红薯。自己挖出来
的红薯特别美味哦。

挖红薯

9 月上旬〜 10 月上旬。栗子无疑
是秋天味道的代表。吃法也有很
多，例如栗子饭、栗子羊羹、栗
子金团等等。

捡栗子

市内有各种观光农园，几乎全年都能享受

采摘果蔬的乐趣。新鲜采摘下来的味道一

定不要错过哦。

 所泽市社区营造观光协会

04-2935-3151

狩 猎 美 味

fruit pic
king

所泽市所泽市

观光大使观光大使

Events＆＆Spots

为
您隆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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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A B C

A B C

D E F

D E F

国道

县道

铁路（JR）

铁路（私铁）

西武巴士路线

公园及绿地

学校 邮局

警亭 长椅

厕所

观光农园扫描获取
线路图

［开花季节］8 月上旬〜下旬
所泽市三岛 4-2998-1

［开花季节］3 月下旬〜 4 月上旬
所 泽市小手指町 砂川堀沿岸（约
500 米长）

［开花季节］3 月下旬〜 4 月上旬
从所泽市西新井町到东所泽的东川
沿岸（约 5.4 公里长）

向日葵花田（三岛）

砂川堀垂枝樱花

东川樱花大道

TOKOROZAWA

G U I D E  M A P

所泽
导 游 图导 游 图

所巴士是在所泽市内循环运行的巴士。以航空公园站和
新所泽站为起点及终点，一共有 6 条线路。票价为
100 ～ 270 日元。也可以使用“PASMO”和“Suica”
等全国互连互通的交通类 IC 卡。另外，您也可以选择
可全天自由搭乘所巴士全部 6 条线路的 1 日乘车券。1
日乘车券在巴士车内就有销售（只收现金），对观光来
说最方便不过了。

所巴士

photo:Sato Shu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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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越
自
动
车
道

首
都
圏

中
央
联
络

自
动
车
道

东
北
自
动
车
道

所泽I.C.入间I.C.

大泉JCT

鹤岛JCT

至八王子

至筑波

所泽市产业经济部商业观光课
邮编359-8501　埼玉县所泽市并木1-1-1

协作 ：一般社团法人所泽市社区营造观光协会

TEL.04-2998-9155（直拨） 
https://www.city.tokorozawa.saitama.jp

刊载价格等信息为2022年3月的最新数据。今后可能会有变更。

东饭能

拜岛

西所泽 所泽 池袋

武藏浦和

小平

东村山

本川越

立川

横滨

八王子 国分寺

高田马场

新宿
西国分寺

JR中央线

西武拜岛线

玉川上水

东中野

丰岛园

秋津

上北台

小
手
指

狭
山
之
丘

饭
能 西武池袋线 有乐町线

西武园

新所泽

练马

新宿三丁目

涩谷

中井

航空公园

下山口
西武球场前 多摩湖

JR武藏野线

JR
八
高
线

JR
山
手
线

JR埼京线

副
都
心
线

大
江
户
线

西武新宿

西武国分寺线

西武多摩湖线单轨电车

新秋津

西武园游乐园

萩山小川

东急东横线

西武新宿线

东所泽

搭乘电车

自行驾车

池袋

所泽市区

所 泽
高田马场

饭能

横滨

关越自动车道 所泽 I.C.

首都圏中央联络自动车道
入间 I.C.

搭乘急行列车 23 分钟

搭乘急行列车 33 分钟

搭乘急行列车约 23 分钟

最快约 68 分钟

沿国道463号约6公里，15分钟

沿国道463号（绕行）约10公里，20分钟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所泽市形象吉祥物

“TOKORON”

交通资讯

2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