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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的概要-基本情况

羽田机场

成田机场

埼玉县

群马县

神奈川县
千叶县

東京

栃木县

茨城县

■人口数：734万人（全国第五名）
※2020年10月1日数字

■面积：约3797平方千米
■县政府所在地：埼玉市
■市町村数：63 (全国第三名）
■主要生产农作物：大葱，菠菜，花椰菜

交通贴士

■大巴 羽田机场→大宫 约 60分
成田机场→大宫 约 90分
水上→秩父 约 90分
長野→秩父 约 120分
大宫→东京迪斯尼乐园 约 70分
川越→富士河口湖 约 110分

■电车
新宿→大宫 约 30分
新宿→川越 约 35分
池袋→川越 约 30分
池袋→大宫 约 25分



埼玉县访日教育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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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参加校数 参加人数

2013年 15校 634人

2014年 16校 638人

2015年 19校 822人

2016年 29校 1126人

2017年 28校 1082人

2018年 17校 499人

2019年 37校 968人



埼玉县的观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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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观光景点介绍

中央地区

西部地区秩父地区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

２

３

４

５

６

1

①铁路博物馆（详情参照6页）

②首都圏外郭放水路
（详情参照第8页）

④小江戶川越街景
（详情参照第11页）

⑤姆明村公园
（详情参照第14页）

⑥秩父民俗（详情参照第26页）

③埼玉县县立史迹博物馆
（详情参照第9页）



中央地区（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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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博物馆展示着从蒸汽机车到新干线等多种车辆，
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日本铁路的历史，
并且可以进行列车运行模拟器和乘坐迷你列车等体验。
而且这里是日本人气最高的企业所运营的博物馆。

①铁路博物馆（埼玉市） 教育 观光



中央地区（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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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宫盆栽美术馆是世界上第一家公立盆
栽美术馆。

这里保存与收集着盆栽文化与历史相关
的各种资料，并且也进行着相关的调查
与研究。
盆栽庭院中长时展示着40-50座盆栽。作
为盆栽文化的导入部的收集长廊之中，
展示着与盆栽密不可分的盆器，鉴赏石，
绘画资料等，并且每月会更新历史和民
俗资料等展品。

②盆栽博物馆（埼玉市） 教育

③WakuWaku格力高东工厂（北本市）

于2014年正式开始运作的格力高零
食工厂。不仅可以观看到百奇和百
丽滋的展示品还可以通过参观生产
线来了解格力高的历史以及关于零
食的小知识。

是一家需要事先预约才可以参观的
企业博物馆。

教育



【灭火体验】
学习如何使用灭火器以及初期的
灭火方法。

【暴风体验】
可以真切地体验到最大风速30秒
/米的压迫力。

中央地区（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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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防灾学习中心是旨在提高
县民抗灾能力的设施。在这里可
以寓教于乐得学习到地震，暴风
等灾害时的应对法。

④埼玉县防灾学习中心 教育

【地震体验】
通过体验真实的地震效果来学习
在地震来临时的自救常识等。



中央地区（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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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埼玉县县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埼玉市） 教育

⑥SKIP彩之国视觉广场（川口市） 教育

集历史，民俗与美术于一
体的综合式人文博物馆，
可以完整体验到埼玉县的
文化。

最有人气的是勾玉制作体
验。（250日元）

通过参与各种体验来理
解映像原理与历史，是
一个可以体验电影制作
的过程的博物馆。

除了展示经典电影的脚
本画和小道具等，还可
进行实际摄影，配音以
及效果音制作等体验。



东部地区（春日部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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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圏外郭放水路位于埼玉县东部，
是于地下约50米深处建设的
总长6.3千米的地下防水路。

大雨时可在此存贮雨水，使地面上的街道不会溢满雨水。

可以参加由专门人员来介绍设施和作用的介绍讲解。
并且可参观到被称之为地下神殿的调压水槽等各种各样
的设施。

①首都圏外郭放水路（春日部市） 教育观光



②埼玉县国际环境科学中心

东部地区（春日部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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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学习设施与研究所为一身的中核环
境科学机关。

在此研究所中不仅进行着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环境试验与并且还有地球
环境相关的大型试验，是一家积极参
与相关国际活动的科学机关。

教育



①埼玉县县立史迹博物馆（行田市）

北部地区（行田市，深谷市等）

12

有着建造于5世纪后期到7世纪初的历
史遗迹''埼玉古墓'',

并且保存着国宝'武藏埼玉稻荷山出土
文物''等等。

另外位于公园内的稻荷山古墓

和丸墓山古墓市可以登上其表土层。

教育



②涩泽荣一纪念馆（深谷市）

北部地区（行田市，深谷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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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大河电视剧《势冲青天》主人
公，并且为新版一万日元头像备受瞩
目的涩泽荣一，可在其出身地深谷市
来了解更多关于涩泽荣一的知识。

※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经济之父。

据说参与了约500家的企业建立。

教育

可以听到涩泽

荣一机器人的
讲话。

大河电视
剧馆预计
于2021

年2月开
门。



川越以''小江户川越''的名称广为人知
的观光名胜。

作为当时的城下町，现在还留存着当
时的古街风情，可以一边散步一边体
验日本的古时风情。

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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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江戶川越街景～钟楼，藏造街～（川越市）

藏造是防止延烧的一种巧妙的耐火建
筑，从江户时代的职住一体的形式发
展至今。
在这里放眼望去的江户风情已经在当
今的东京无法找寻，犹如穿越时空。
于2007年被选为最美日本历史风土
100选之一。

观光



整条街都是令人怀念的旧时的零食店。
昭和初期时大约有70多家在这条街上，其
中大多数从事着零食制造以及销售贩卖。

现在存留的约20家，多为薄荷糖和金太郎
糖等需要精练的工艺才能制造的零食的制
造与贩卖。
这里独特的怀旧风情，无论大人还是儿童
都可回归童心享受其中。

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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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江戶川越街景～零食街川越祭会馆～（川越市）

展示着实际在川越祭中登场的装饰花车和
与祭奠相关的资料。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来到这里就可以体验
到川越祭的魄力与氛围。
另外在展示厅定期有日本祭奠音乐的演出。
（每次约20分钟）

观光



据说约1500年前建造的川越水川神社作
为川越地区的总镇守而被历代的川越城
主所敬奉至今。

高15米的大鸟居被划定为埼玉县的重要
文化财产。神社正殿的江户雕的雕刻等
可绝对不能错过。

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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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江戸・川越～水川神社・川越城本丸正殿～（川越市）

由1848年当时的藩主，松本齐典所建。
在江户时代因把守着江户城之北而由历
代幕府忠臣来担任城主。

作为当时的议政重地的家老詰所，现在
还保存着36畳的房间和精美的唐破風玄
关。

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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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2019.3.16  New Open!!

Moomin vallay park

遇见姆明一家和小伙伴，和邂逅全新体验！

2019年3月16日，姆明村公园正式公开！
不来这里体验一下原作世界观的四个区域和进入到原
作者托芙·扬松的世界吗？

④姆明村公园（饭能市） 观光



角川武藏野博物馆是由新国立竞技场的设
计师隈研吾所担任设计。
将2万块中国产花岗岩手工贴至外墙表面，
使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欣赏建筑不同的表
情。

建筑共5层，
包含了博物馆，动画专门美术馆等等综合
文化设施。

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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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新☆所泽樱花町（所泽市） 教育 观光



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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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埼玉县立河流博物馆（大里郡寄居町）

以埼玉县母亲河荒川为中心的河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综合博物馆。
于1997年开馆，
馆内从各种各样的视点来展示和介绍了荒川的历史，民俗与自然。

标志性景点是由完全由埼玉县产的桧木来制作的”大水车”，
为日本最大的水车。

观光教育



建造于日本最早的飞行场的旧址的航
空博物馆。
展示着初期的国产机的复制品等，
可以在这里学习与理解日本航空史。

西部地区（川越市，所泽市，饭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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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所泽航空发祥纪念馆（所泽市） 观光教育

⑧埼玉传统工艺会馆（小川町）

展示着埼玉县的指定传统手工
艺品，来自20个不同产地共计
30种手工艺品可以在这里一饱
眼福。

只有在与传统工艺息息相关的
埼玉才能参观到的特别体验。



在长瀞町可以乘坐日式小舟，
顺着溪流来欣赏国家指定天然纪念物的岩壁与溪谷。
春时赏樱，夏至微风，秋日红叶，冬雪暖舟，
一年四季都可以尽情享受溪流的无限美好。

秩父地区（秩父市，长瀞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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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瀞溪谷～顺溪而下的岩壁～（长瀞町） 观光



秩父市的羊山公园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
共计9种的芝樱在这里竞相绽放。
公园后方的正是秩父市的象征-武甲山，
到访此处可以欣赏到坐拥山景，遍野花海。

秩父地区（秩父市，长瀞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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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羊山公园（秩父市） 观光



秩父地区（秩父市，长瀞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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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冰柱（小鹿野町・横濑町）

冰柱是仅在每年1月与2月才能够欣赏到的季节美景。

到了夜晚会进行特别的夜间点灯，
伴随着灯光使原本就如梦幻般的美景更加与众不同。
（每年会更换点灯主题）

观光



学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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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项目实例：

10:00 抵达学校

10:15-10:45 欢迎仪式（校长致辞，交换伴手礼等）

10:55-12:45 课程体验（英语，书法，音乐，聊天交流等）

12:50-13:20 校内午餐（便当）

13:25-14:15 俱乐部活动体验（柔道，茶道，剑道等）

14:30 拍摄纪念照，送别仪式

14:45 离开学校



学校交流的样子～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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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交流都是从欢迎仪式开始，
这里是访问校与接受校的第一次见面的
场景。

校长和学生代表会分别发表致辞，
双方学校还会表演精心准备的演出，
并交换双方特意准备的礼物来加深彼此
交流。

交换伴手礼

欢迎演出

学校介绍



学校交流的样子～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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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体验是一日体验中最受欢迎
的项目。

通过此项目来体验日本古时流传下来
的游戏并加入理解。

接受校的学生们来企划体验，体验校
的学生们可在他们的介绍与表演下乐
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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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交流的样子～料理制作・午餐体验～

料理制作是课程体验中的一环。
共同学习如何制作日本料理，可让双方
对互相的饮食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

另外一起分享午餐可以使双方的学生们
超越语言的障碍来共同享受丰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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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交流的样子～体验实例介绍～

交流内容

交流项目 详细

学习交流 课程体验，日本学生用英语来介绍学校，中文学生来进行中文教学

文化交流 体验-书法茶道和太古演奏日本传统游戏花牌陶艺剑玉撒豆驱邪折纸徽章制作
羽子板电子琴浴衣体验等
制作-传统工艺品制作（扇子羽子板绘画御守）
表演-传统技能表演

体育交流 剑道跳大绳足球柔道剑道弓道

音乐交流 合奏合唱

料理交流 日料制作（章鱼烧什锦烧素面等）午餐整理体验

校外活动 市区观光学校周边散步障碍者支援学校访问与周边小学校的儿童交流

俱乐部交流 体育系-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排球篮球剑道空手道
文化系-书法茶道

其他交流 学生家庭寄宿



家庭寄宿体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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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和寄宿家庭互相理解，交叉着笑容与感动的特别交流为目
标
♦从准备食物到铺床整理等等，将寄宿体验使之最大化
♦可以培育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准备的自立心
♦在不超过接受方的接受能力范围的1天1所学校

1.在丰富的自然文化之中体验与学习
可提供在丰裕自然之中，农林业，历史，文化相关的体验学习项目
2.作为农家的一员来体验乡间生活
加入到寄宿家庭来体验原汁原味的农家日常
3.构建起信赖与羁绊
与寄宿家庭的同吃同住和沟通交流来加深彼此的信赖
4.时刻关心学生安全的体验学习项目
由省的行政支援下来进行的项目，无时不刻注意着学生的身体健康与身心安全



家庭寄宿体验～体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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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12：00 抵达
欢迎来到秩父地区！
在丰富的自然环境中
和秩父的人们共同渡过
特别的时间吧！

13：30  项目体验
～ 进行事先选择好的

体验项目
16：30

16：30 入村式
在这里和民宿家庭
第一次见面

17：30 寄宿体验
从制作料理到整理床铺
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参与
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

8：30    家务体验
～ 一起制作料理并一起品尝
11：30  是只在寄宿家庭才能

品尝到的当地风味

12：00  离村式
以离村式来为寄宿体验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与受到关照的大家进行告别

虽然我家没有那么完
美，我们会尽全力为
大家创造美好回忆，
在这里等你哦！

我家位于可以俯瞰秩
父盆地的高台上，并
可以充分体验乡间生
活。等着你来哦！



家庭寄宿体验～民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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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旅行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寄宿体验
埼玉县范围内，秩父地区积极接受教育旅行的寄宿体验。曾有一次接待过60名学生的成绩。

秩父地区的寄宿体验，一般是3到4名学生到同一个家庭，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员，
和日本家人们一起制作料理，在附近散步等等。

与酒店住宿所不同的是，寄宿体验中学生们还需要为自己铺床和整理自己的被褥等，
来体验真正的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家庭寄宿体验～寄宿家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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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寄宿体验～寄宿家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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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的住宿设施

参考資料



埼玉县内住宿设施 ～北部地区・酒店例～

35

四季之湯温泉 heritage

冬桜之宿 神泉



教育旅行团体住宿设施一览表 ～北部地区・酒店例～

住宿设施 地址 房间数
收纳
人数

电话

四季之湯温泉
heritage

熊谷市小江川228
250 600人 +81-48-536-1212

冬桜之宿神泉 儿玉郡神川町矢纳
1431-1 13 60人 +81-274-52-2100

埼玉GrandHotel
本庄

本庄市站南2-2-1
97 131人 +81-495-21-2111

埼玉GrandHotel
深谷

深谷市西岛町1-1-13
58 80人 +81-48-571-2111

熊谷马罗德酒店 熊谷市银座1-64
161 197人 +81-48-525-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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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内住宿设施 ～中央・东部地区・酒店例～

浦和Royal Pines酒店



教育旅行团体住宿设施一览表 ～中央・东部地区・酒店例～

住宿设施 地址 房间数
收纳
人数

电话

浦和Royal Pines酒店 埼玉市浦和区2-5-1
196 332人 +81-48-827-1111

MarroadInn大宫 埼玉市大宫区樱木町
2-173

251 306人 +81-48-645-5111

PalaceHotel大宫 埼玉市大宫区樱木町
1-7-5

204 321人 +81-48-647-3300

Hotel Brillante武藏野 埼玉市中央区新都心
2-2 60 100人 +81-48-601-5555

Rafre埼玉 埼玉市中央区新都心
3-2

186 261人 +81-48-601-1111

WashingtonHotel浦和 埼玉市浦和区高砂2-
1-19

140 234人 +81-48-82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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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内住宿设施 ～西部地区・酒店例～

39

New Sunpia Hotel 埼玉

国立女性教育会馆



教育旅行团体住宿设施一览表 ～西部地区・酒店例～

住宿设施 地址 房间数
收纳
人数

电话

New Sunpia Hotel 
埼玉

入间郡越生町古池700
51 200人 +81-49-292-6111

国立女性教育会馆 比企郡岚山町菅谷728番
158 350人 +81-493-62-6723

Marroad饭能 饭能市双柳105-8
148 170人 +81-42-974-4000

名栗温泉大松阁 饭能市大字下名栗917
19 100人 +81-42-979-0505

川越PrinceHotel 川越市新富町1-22
110 230人 +81-49-22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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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内住宿设施 ～秩父地区・酒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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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oino村美之山Heritage

体验民俗自然乡东泽



埼玉县内住宿设施 ～秩父地区・酒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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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本之汤 宫本家

Hotel Union Vert



教育旅行团体住宿设施一览表 ～秩父地区・酒店例～

住宿设施 地址 房间数 收纳人数 电话

Ikoino村美之山
Heritage

秩父郡皆野町皆野
3415 30 147人 +81-494-62-4355

体验民俗自然乡
东泽

秩父郡横濑町大字芦
久保1317-1 9

夏:
20-25人

冬:
30-35人

+81-494-24-0800

长瀞花之招待
长生馆

秩父郡长瀞町长瀞
449 22 124人 +81-494-26-5058

温泉旅馆
和铜

秩父市黑谷813
38 200人 +81-494-23-3611

赤谷温泉
小鹿庄

秩父郡小鹿野町三山
243 18 80人 +81-494-75-0210

温泉国民宿舍
两神庄

秩父郡小鹿野町两神
小森707 36 142人 +81-494-7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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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行团体住宿设施一览表 ～秩父地区・酒店例～

住宿设施 地址
房间
数

收纳
人数

电话

西秩父自然公园
宫本家

秩父郡小鹿野町长
留510 6 50人 +81-494-75-4060

西谷津温泉
宫本之汤

秩父郡小鹿野町长
留495-1

19 120人 +81-494-75-2272

Hotel Union Vert 秩父市下吉田
8371-3

45 108人 +81-494-77-1110 

Hotel Miyama 秩父市山田1294
43 230人 +81-494-24-6311

Natural Farm City
农园酒店

秩父市大宫5911－
1

72 332人 +81-494-22-2000

三峰神社
与云阁

秩父市三峰298-1
50 150人 +81-494-55-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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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工場参观

参考資料



可参观工厂一览表 -技术-

企业名 地区 产品 内容 参观时间

东日本旅客铁道(株)大宫综合车辆中心
（中央）
埼玉市

东京近郊电车
运行维护

电车车轮，车体接替，
修缮，组装，试运营

参观
90分

(株)TAMRON 本社工厂
（中央）
埼玉市

光学机器
装置光
光学部件

概要说明
金属件制造参观

需咨询

大南光学(株)
（西部）
川越市

光学玻璃
(加工成型)

生产流程参观 60分

(株)MIKAMI
（西部）
所沢市

部品加工
工厂参观
公司说明会

30分

岩崎电气(株)埼玉制作所
（东部）
行田市

LED灯
HID灯

光应用制品

观看DVD影片
放电灯生产流程参观

30分

曙刹车工业(株)
（东部）
羽生市

各种刹车 刹车博物馆参观 40分

(株)田岛轻金属
（东部）
羽生市

铝制品
工厂简介

生产流程参观
60分

(株)秩父IWASAKI
（秩父）
长瀞町

卤素灯
LED灯

生产流程参观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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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观工厂一览表 -食品-

企业名 地区 产品 内容 参观时间

格力高工厂参观
（中央）
北本市

百奇百乐滋等
零食

工厂参观
可付费参与百奇制作

70分

东洋米业株式会社
埼玉工厂

（西部）
坂戸市

免洗米
观看影片
生产线参观

90～120分

弓削田酱油株式会社
彩之国酱油王国

（西部）
日高市

酱油
秩父味增

生产线参观
可参与酱油过滤体验

30分

西武酪农乳业株式会社
（西部）
日高市

乳制品
生产线参观
制作体验解说

60～80分

YAMAKI酿造株式会社
（北部）
神川町

味增，酱油
豆腐，泡菜

甜点

酿造填充室参观（30分）
可付费参与豆腐制作（30

分）
各30分

武藏野香料化学研究所

秩父工厂

（秩父）
秩父市

食品香料 生产线参观 60分

Aguriculture Center
（秩父）
小鹿野町

金针菇，平菇
香菇，蘑菇

蘑菇生产线参观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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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观工厂一览表 -化妆品与日本传统工艺-

企业名 地区 产品 内容 参观时间

高田制药株式会社
大宫工厂

（中央）
埼玉市

外用药 生产线参观 60～90分

高田制药株式会社
北埼玉工厂

（中央）
加许市

注射剂 生产线参观 60～90分

高田制药株式会社
幸手工厂

（东部）
幸手市

口服药
内服药

生产线参观 60～90分

逸见织物
（秩父）
秩父市

秩父銘仙
（绢织物）

生产线参观 30～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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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地区路线模板

参考资料



路线模板 －长野县合同路线・春秋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发 傍晚【住宿】
成田机场・羽田机场＝＝＝＝＝成田/东京市内

根据抵达时间前往长野县内

Day2 10:00 11:00 13:30
成田/东京市内酒店＝＝＝＝川越＝＝＝＝午饭，学校交流（长野县内）
（通过车窗欣赏富士山） 俱乐部交流 小组活动等

16:00
＝＝＝SUWA玻璃之乡美术馆＝＝＝蓼科温泉或上諏訪温泉住宿

Day3 酒店＝＝＝諏訪大社（秋宫）・・・仪象堂（体验制作钟表）＝＝＝

＝＝＝松本 荞麦面制作体验（午餐）・・・松本城＝＝＝民宿
农家民宿

＊武石，青木村，立科等地

Day4 农家＝＝＝轻井泽（旧轻银座/奥特莱斯）＝＝＝

＝＝＝＝＝＝前往埼玉县＝＝＝＝＝＝＝
13:30 16:30
学校交流＝＝＝＝＝＝＝【晚餐/住宿】宫本之汤

Day5 9:00 10:00 11:30 12:00
宫本之汤＝＝＝秩父铭仙馆（织染制作体验）＝＝＝秩父地场中心(午餐)

13:30 14:30 15:30
＝＝＝长瀞泛舟・长瀞溪谷散步＝＝＝秩父地区（民宿）

Day6 9:00 13:00 下午～傍晚出发
秩父地区（民宿）＝＝＝东京观光（台场，浅草）＝＝成田机场・羽田机场



路线模板 －长野县合同路线・冬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发 傍晚【住宿】
成田机场・羽田机场＝＝＝首都高速・东关东自动车路＝＝＝成田/东京市内

Day2 10:00 11:00 13:30
酒店＝＝＝川越＝＝＝＝＝午饭，学校交流（俱乐部交流 小组活动等）

＝＝＝长野县滑雪场住宿

Day3 09:00 14:00
酒店＝＝＝滑雪 午餐＝＝＝松本城＝＝＝民宿（农家民宿）

＊武石，青木村，立科等地

Day4 农家＝＝＝轻井泽（旧轻银座/奥特莱斯）＝＝＝＝＝＝前往埼玉县＝＝＝＝＝＝＝
13:30 17:45
学校交流＝＝＝＝＝＝＝＝【晚餐/住宿】宫本之汤

Day5 9:00 【冰柱鉴赏】 11:30 12:30 14:00
宫本之汤＝＝＝参观冰柱＝＝＝秩父地场中心(午餐)＝＝＝＝秩父铭仙馆

18:00
＝＝＝秩父地区（民宿）

Day6 9:00 13:00 下午～傍晚出发
秩父地区（民宿）＝＝＝东京观光（台场，浅草）＝＝成田机场・羽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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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模板 －群马县合同路线・春秋版－

52

行程

Day1 下午出发
成田机场・羽田机场＝＝＝＝＝首都高速/关越道/北关东＝＝＝＝ 傍晚

或 桐生【住宿】
＝＝＝＝东北道＝＝＝＝＝＝＝＝＝

Day2 桐生＝＝
①桐生散步（桐生天满宫/咖啡厅/后藤织物/泉织物）
【和服体验】
＝＝②织女俱乐部＝＝＝＝=【午餐】学校交流＝＝＝＝＝ 【住宿】老神温泉乡
桐生织有着『西之西阵、东之桐生』 的名声 以溪谷美景和美人之汤所著名

Day3 老神温泉＝＝＝吹割瀑布＝＝＝＝＝＝弥勒寺＝＝＝

【集会】 【住宿】
＝＝＝【午餐】农产品加工所＝＝＝农村环境改善中心＝＝ 水上町农家民宿

Day4 9:30 12:00            13:00 14:00
水上町＝＝＝埼玉县本庄市 学校交流＝＝＝花园Forest【午餐】

14:00 16:00
＝＝YAMAKI酿造【豆腐制作/工厂参观】＝＝＝秩父故乡村

16:15 【采摘水果】 17:45
＝＝＝小鹿野町 秩父故乡村＝＝＝【晚餐/住宿】宫本之汤

Day5 10:00 13:00
小鹿野町＝＝小江户川越散步：零食街 川越冰川神社
13:10       14:10 15:00【了解日本铁道历史与技术】18:00
小江戸藏里【午餐】＝＝＝＝＝＝埼玉市铁道博物馆＝＝＝【晚餐/住宿】

浦和Royal Pines酒店

Day6 东京观光（台场，浅草）＝＝＝＝下午～傍晚出发至羽田空港/成田空港



路线模板 －群馬県合同ルート・冬版－

53

行程

Day1 下午出发
成田机场・羽田机场＝＝＝＝＝首都高速/关越道/北关东＝＝＝＝ 傍晚

或 桐生【住宿】
＝＝＝＝东北道＝＝＝＝＝＝＝＝＝

Day2 桐生＝＝①桐生散步（桐生天满宫/咖啡厅/后藤织物/泉织物）
(①或②)

＝＝②织女俱乐部＝＝＝＝=【午餐】学校交流＝＝＝＝＝【住宿】水上温泉乡

Day3 水上温泉乡＝＝＝＝＝＝水上町内滑雪场【午餐】＝＝＝＝＝＝＝＝
○水上高原化学度假村 12月上旬～4月上旬
○Sunbird滑雪场 12月中旬～3月末 ○赤泽滑雪场 1月～3月上旬

【集会】 【住宿】
＝＝＝＝＝农村环境改善中心＝＝＝＝＝= み水上町农家民宿

Day4 9:30 12:00            13:00 14:00
水上町＝＝＝埼玉县本庄市 学校交流＝＝＝花园Forest【午餐】
14:00 17:45
＝＝YAMAKI酿造【豆腐制作/工厂参观】＝＝＝秩父故乡村

＝＝＝【晚餐/住宿】宫本之汤（温泉旅馆）

Day5 8:30 9:00 9:30        13:00      14:30
小鹿野町＝＝＝＝ 尾之内渓谷＝＝＝＝＝＝＝学校交流＝＝＝川越市

冰柱鉴赏
15:30 16:15 18:00

（小江户川越散步：零食街 川越冰川神社）＝＝埼玉市铁道博物馆

＝＝＝＝＝＝＝＝＝＝＝＝＝＝＝＝＝＝【晚餐/住宿】浦和Royal Pines酒店

Day6
东京观光（台场，浅草）＝＝＝＝下午～傍晚出发至羽田空港/成田空港



路线模板 －千叶县合同路线・春秋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发
成田机场＝＝＝＝＝＝成田山新勝寺・大本堂参拜＝＝＝＝＝成田市内酒店【住宿】

Day2 10:00 16:00
酒店＝＝＝＝＝＝千叶县内学校交流＝＝＝＝＝民宿【住宿】

（午餐交流） （年糕制作体验）

Day3 9:00 9:30 11:30       12:15         13:10  
民宿＝＝＝＝＝＝房总之村（茶道体验）＝＝＝＝＝＝＝佐原（午餐）

13:20 15:00 15:10     16:00 17:00 
＝＝＝＝水乡佐原观光＝＝＝＝＝＝香取神宫＝＝＝＝＝＝成田市内酒店【住宿】

Day4 9:00 东关东自动道
成田＝＝＝＝＝＝＝＝＝＝＝＝＝＝＝前往埼玉县
10:00 11:30 12:00 14:00
县立历史民宿博物馆（勾玉制作体验）＝＝＝小江戸藏里【午餐】、川越散步

16:15                         17:45
①＝＝＝小鹿野町 秩父故乡村＝＝＝【晚餐/住宿】宫本之汤（温泉旅馆）

16:15                  
②＝＝＝秩父地区民宿

Day5 10:00 11:30
秩父地区＝＝＝秩父铭仙馆（织染制作体验）＝＝秩父地场中心(午餐)

13:30    16:30

＝＝＝＝学校交流＝＝＝浦和Royal Pines酒店【住宿】

Day6 9:00
埼玉市铁道博物馆（铁道车辆，立体透视模型参观，铁道运行体验）＝＝＝＝＝
13:00 下午～傍晚出发
东京观光（台场，浅草）＝＝＝＝＝成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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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模板 －千叶县合同路线・冬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发
成田机场＝＝＝＝＝＝成田山新勝寺・大本堂参拜＝＝＝＝＝成田市内酒店【住宿】

Day2 8:00 10:00 13:20
成田＝＝＝＝＝＝＝九十九里＝＝＝＝＝＝＝鸭川水族馆（午餐）＝＝＝

13:30 15:00 15:30 16:30
＝＝＝＝＝鸭川神蔵寺＝＝＝＝＝＝＝大山千枚田：棚田俱乐部

（浴衣・茶道体验） （大福年糕制作/和纸制作体验）
大山千枚田民宿【住宿】（农家体验）

Day3 9:00 10:00 16:00 17:00
大山千枚田=======千叶县内学校交流==============白浜温泉【住宿】

（午餐交流）

Day4 8:30 9:15 馆山自动车路 10:00
白浜＝＝＝＝＝＝富浦IC＝＝＝＝＝＝＝＝＝木更津JCT＝＝＝东京湾联络道＝＝
12:30 14:15 16:15                                    17:45
川越（午餐，散步）①＝＝＝小鹿野町 秩父故乡村＝＝＝【晚餐/住宿】宫本之汤

16:15                  
②＝＝＝秩父地区民宿

Day5 9:00 9:30【冰柱鉴赏】 11:30 14:30～16:00
秩父地区＝＝＝参观冰＝＝＝秩父地场中心(午餐)＝＝＝＝学校交流

18:00
＝＝＝【住宿】浦和Royal Pines酒店

Day6 9:00
埼玉市铁道博物馆（铁道车辆，立体透视模型参观，铁道运行体验）＝＝＝＝＝
13:00 下午～傍晚出发
东京观光（台场，浅草）＝＝＝＝＝成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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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县产业劳动部观光科
TEL：０４８－８３０－３９５３

FAX：０４８－８３０－４８１９

Mail：a3950-10@pref.saitama.lg.jp

HP：http://www.sainokuni-kanko.jp/eng/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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