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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的概要-基本情況

羽田機場

成田機場

埼玉縣

群馬縣

神奈川縣
千葉縣

東京

栃木縣

茨城縣

■人口數：734萬人（全國第五名）
※2020年10月1日數字

■麵積：約3797平方千米
■縣政府所在地：埼玉市
■市町村數：63 (全國第三名）
■主要生產農作物：大蔥，菠菜，花椰菜

交通貼士

■大巴 羽田機場→大宮 約 60分
成田機場→大宮 約 90分
水上→秩父 約 90分
長野→秩父 約 120分
大宮→東京迪斯尼樂園約 70分
川越→富士河口湖 約 110分

■電車
新宿→大宮 約 30分
新宿→川越 約 35分
池袋→川越 約 30分
池袋→大宮 約 25分



埼玉縣訪日教育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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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參加校數 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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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埼玉縣的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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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觀光景點介紹

中央地區

西部地區秩父地區

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

２

３

４

５

６

1

①鐵路博物館（詳情參照6頁）

②首都圏外郭放水路
（詳情參照第8頁）

④小江戶川越街景
（詳情參照第11頁）

⑤嚕嚕米村公園
（詳情參照第14頁）

⑥秩父民俗（詳情參照第26頁）

③埼玉縣縣立史跡博物館
（詳情參照第9頁）



中央地區（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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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博物館展示著從蒸汽機車到新幹線等多種車輛，
在這裏不僅可以了解到日本鐵路的曆史，
並且可以進行列車運行模擬器和乘坐迷你列車等體驗。
而且這裏是日本人氣最高的企業所運營的博物館。

①鐵路博物館（埼玉市） 教育 觀光



中央地區（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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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宮盆栽美術館是世界上第一家公立盆
栽美術館。

這裏保存與收集著盆栽文化與曆史相關
的各種資料，並且也進行著相關的調查
與研究。
盆栽庭院中長時展示著40-50座盆栽。作
為盆栽文化的導入部的收集長廊之中，
展示著與盆栽密不可分的盆器，鑒賞石，
繪畫資料等，並且每月會更新曆史和民
俗資料等展品。

②盆栽博物館（埼玉市） 教育

③WakuWaku格力高東工廠（北本市）

於2014年正式開始運作的格力高零
食工廠。不僅可以觀看到百奇和百
麗滋的展示品還可以通過參觀生產
線來了解格力高的歷史以及關於零
食的小知識。

是壹家需要事先預約才可以參觀的
企業博物館。

教育



【滅火體驗】
學習如何使用滅火器以及初期的
滅火方法。

【暴風體驗】
可以真切地體驗到最大風速30秒
/米的壓迫力。

中央地區（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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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防災學習中心是旨在提高
縣民抗災能力的設施。在這裏可
以寓教於樂得學習到地震，暴風
等災害時的應對法。

④埼玉縣防災學習中心 教育

【地震體驗】
通過體驗真實的地震效果來學習
在地震來臨時的自救常識等。



中央地區（埼玉市，川口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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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埼玉縣縣立曆史民俗博物館（埼玉市） 教育

⑥SKIP彩之國視覺廣場（川口市） 教育

集曆史，民俗與美術於一
體的綜合式人文博物館，
可以完整體驗到埼玉縣的
文化。

最有人氣的是勾玉製作體
驗。（250日元）

通過參與各種體驗來理
解映像原理與曆史，是
一個可以體驗電影製作
的過程的博物館。

除了展示經典電影的腳
本畫和小道具等，還可
進行實際攝影，配音以
及效果音製作等體驗。



東部地區（春日部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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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圏外郭放水路位於埼玉縣東部，
是於地下約50米深處建設的
總長6.3千米的地下防水路。

大雨時可在此存貯雨水，使地麵上的街道不會溢滿雨水。

可以參加由專門人員來介紹設施和作用的介紹講解。
並且可參觀到被稱之為地下神殿的調壓水槽等各種各樣
的設施。

①首都圏外郭放水路（春日部市） 教育觀光



②埼玉縣國際環境科學中心

東部地區（春日部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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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學習設施與研究所為一身的中核環
境科學機關。

在此研究所中不僅進行著與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的環境試驗與並且還有地球
環境相關的大型試驗，是一家積極參
與相關國際活動的科學機關。

教育



①埼玉縣縣立史跡博物館（行田市）

北部地區（行田市，深穀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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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建造於5世紀後期到7世紀初的曆
史遺跡''埼玉古墓'',

並且保存著國寶'武藏埼玉稻荷山出土
文物''等等。

另外位於公園內的稻荷山古墓

和丸墓山古墓市可以登上其表土層。

教育



②澀澤榮一紀念館（深穀市）

北部地區（行田市，深穀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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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大河電視劇《勢衝青天》主人

公，並且為新版一萬日元頭像備受矚
目的澀澤榮一，可在其出身地深穀市
來了解更多關於澀澤榮一的知識。

※澀澤榮一被稱為日本經濟之父。

據說參與了約500家的企業建立。

教育

可以聽到澀澤
榮一機器人的
講話。

大河電視
劇館預計
於2021

年2月開
門。



川越以''小江戶川越''的名稱廣為人知的
觀光名勝。

作為當時的城下町，現在還留存著當時
的古街風情，可以一邊散步一邊體驗日
本的古時風情。

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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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江戶川越街景～鍾樓，藏造街～（川越市）

藏造是防止延燒的一種巧妙的耐火建
築，從江戶時代的職住一體的形式發
展至今。
在這裏放眼望去的江戶風情已經在當
今的東京無法找尋，猶如穿越時空。
於2007年被選為最美日本曆史風土
100選之一。

觀光



整條街都是令人懷念的舊時的零食店。
昭和初期時大約有70多家在這條街上，其
中大多數從事著零食製造以及銷售販賣。

現在存留的約20家，多為薄荷糖和金太郎
糖等需要精練的工藝才能製造的零食的製
造與販賣。
這裏獨特的懷舊風情，無論大人還是兒童
都可回歸童心享受其中。

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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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小江戶川越街景～零食街川越祭會館～（川越市）

展示著實際在川越祭中登場的裝飾花車和
與祭奠相關的資料。
無論什麽時候，隻要來到這裏就可以體驗
到川越祭的魄力與氛圍。
另外在展示廳定期有日本祭奠音樂的演出。
（每次約20分鍾）

觀光



據說約1500年前建造的川越氷川神社作

為川越地區的總鎮守而被曆代的川越城
主所敬奉至今。

高15米的大鳥居被劃定為埼玉縣的重要
文化財產。神社正殿的江戶雕的雕刻等
可絕對不能錯過。

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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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江戸・川越～氷川神社・川越城本丸正殿～（川越市）

由1848年當時的藩主，鬆本齊典所建。
在江戶時代因把守著江戶城之北而由曆
代幕府忠臣來擔任城主。

作為當時的議政重地的家老詰所，現在
還保存著36畳的房間和精美的唐破風玄
關。

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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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2019.3.16  New Open!!

Moomin vallay park

遇見嚕嚕米一家和小夥伴，和邂逅全新體驗！

2019年3月16日，嚕嚕米村公園正式公開！

不來這裏體驗一下原作世界觀的四個區域和進入到原作者
托芙·揚鬆的世界嗎？

④嚕嚕米村公園（飯能市） 觀光



角川武藏野博物館是由新國立競技場的設
計師隈研吾所擔任設計。
將2萬塊中國產花崗岩手工貼至外牆表麵，
使之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欣賞建築不同的表
情。

建築共5層，
包含了博物館，動畫專門美術館等等綜合
文化設施。

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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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新☆所澤櫻花町（所澤市） 教育 觀光



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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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埼玉縣立河流博物館（大裏郡寄居町）

以埼玉縣母親河荒川為中心的河流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主題的綜合博物館。
於1997年開館，
館內從各種各樣的視點來展示和介紹了荒川的曆史，民俗與自然。

標誌性景點是由完全由埼玉縣產的檜木來製作的”大水車”，
為日本最大的水車。

觀光教育



建造於日本最早的飛行場的舊址的航
空博物館。
展示著初期的國產機的複製品等，
可以在這裏學習與理解日本航空史。

西部地區（川越市，所澤市，飯能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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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所澤航空發祥紀念館（所澤市） 觀光教育

⑧埼玉傳統工藝會館（小川町）

展示著埼玉縣的指定傳統手工
藝品，來自20個不同產地共計
30種手工藝品可以在這裏一飽
眼福。

隻有在與傳統工藝息息相關的
埼玉才能參觀到的特別體驗。



在長瀞町可以乘坐日式小舟，
順著溪流來欣賞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的岩壁與溪穀。
春時賞櫻，夏至微風，秋日紅葉，冬雪暖舟，
一年四季都可以盡情享受溪流的無限美好。

秩父地區（秩父市，長瀞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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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瀞溪穀～順溪而下的岩壁～（長瀞町） 觀光



秩父市的羊山公園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
共計9種的芝櫻在這裏競相綻放。
公園後方的正是秩父市的象征-武甲山，
到訪此處可以欣賞到坐擁山景，遍野花海。

秩父地區（秩父市，長瀞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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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羊山公園（秩父市） 觀光



秩父地區（秩父市，長瀞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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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冰柱（小鹿野町・橫瀨町）

冰柱是僅在每年1月與2月才能夠欣賞到的季節美景。

到了夜晚會進行特別的夜間點燈，
伴隨著燈光使原本就如夢幻般的美景更加與眾不同。
（每年會更換點燈主題）

觀光



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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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項目實例：

10:00 抵達學校

10:15-10:45 歡迎儀式（校長致辭，交換伴手禮等）

10:55-12:45 課程體驗（英語，書法，音樂，聊天交流等）

12:50-13:20 校內午餐（便當）

13:25-14:15 俱樂部活動體驗（柔道，茶道，劍道等）

14:30 拍攝紀念照，送別儀式

14:45 離開學校



學校交流的樣子～歡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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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交流都是從歡迎儀式開始，
這裏是訪問校與接受校的第一次見麵的
場景。

校長和學生代表會分別發表致辭，
雙方學校還會表演精心準備的演出，
並交換雙方特意準備的禮物來加深彼此
交流。

交換伴手禮

歡迎演出

學校介紹



學校交流的樣子～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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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體驗是一日體驗中最受歡迎
的項目。

通過此項目來體驗日本古時流傳下來
的遊戲並加入理解。

接受校的學生們來企劃體驗，體驗校
的學生們可在他們的介紹與表演下樂
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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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交流的樣子～料理製作・午餐體驗～

料理製作是課程體驗中的一環。
共同學習如何製作日本料理，可讓雙方
對互相的飲食文化有著進一步的了解。

另外一起分享午餐可以使雙方的學生們
超越語言的障礙來共同享受豐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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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交流的樣子～體驗實例介紹～

交流內容

交流項目 詳細

學習交流 課程體驗，日本學生用英語來介紹學校，中文學生來進行中文教學

文化交流 體驗-書法茶道和太古演奏日本傳統遊戲花牌陶藝劍玉撒豆驅邪折紙徽章製作
羽子板電子琴浴衣體驗等
製作-傳統工藝品製作（扇子羽子板繪畫禦守）
表演-傳統技能表演

體育交流 劍道跳大繩足球柔道劍道弓道

音樂交流 合奏合唱

料理交流 日料製作（章魚燒什錦燒素麵等）午餐整理體驗

校外活動 市區觀光學校周邊散步障礙者支援學校訪問與周邊小學校的兒童交流

俱樂部交流 體育係-羽毛球乒乓球網球排球籃球劍道空手道
文化係-書法茶道

其他交流 學生家庭寄宿



家庭寄宿體驗～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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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和寄宿家庭互相理解，交叉著笑容與感動的特別交流為目標
♦從準備食物到鋪床整理等等，將寄宿體驗使之最大化
♦可以培育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準備的自立心
♦在不超過接受方的接受能力範圍的1天1所學校

1.在豐富的自然文化之中體驗與學習
可提供在豐裕自然之中，農林業，曆史，文化相關的體驗學習項目
2.作為農家的一員來體驗鄉間生活
加入到寄宿家庭來體驗原汁原味的農家日常
3.構建起信賴與羈絆
與寄宿家庭的同吃同住和溝通交流來加深彼此的信賴
4.時刻關心學生安全的體驗學習項目
由省的行政支援下來進行的項目，無時不刻注意著學生的身體健康與身心安全



家庭寄宿體驗～體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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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12：00 抵達
歡迎來到秩父地區！
在豐富的自然環境中
和秩父的人們共同渡過
特別的時間吧！

13：30  項目體驗
～ 進行事先選擇好的

體驗項目
16：30

16：30 入村式
在這裏和民宿家庭
第一次見麵

17：30 寄宿體驗
從製作料理到整理床鋪
作為家庭中的一員參與
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

8：30  家務體驗
～ 一起製作料理並一起品嚐
11：30 是隻在寄宿家庭才能

品嚐到的當地風味

12：00  離村式
以離村式來為寄宿體驗
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與受到關照的大家進行告別

雖然我家沒有那麽完
美，我們會盡全力為
大家創造美好回憶，
在這裏等你哦！

我家位於可以俯瞰秩
父盆地的高台上，並
可以充分體驗鄉間生
活。等著你來哦！



家庭寄宿體驗～民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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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教育旅行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寄宿體驗
埼玉縣範圍內，秩父地區積極接受教育旅行的寄宿體驗。曾有一次接待過60名學生的成績。

秩父地區的寄宿體驗，一般是3到4名學生到同一個家庭，作為家庭成員的一員，
和日本家人們一起製作料理，在附近散步等等。

與酒店住宿所不同的是，寄宿體驗中學生們還需要為自己鋪床和整理自己的被褥等，
來體驗真正的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



家庭寄宿體驗～寄宿家庭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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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寄宿體驗～寄宿家庭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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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區的住宿設施

參考資料



埼玉縣內住宿設施 ～北部地區・飯店例～

35

四季之湯溫泉 heritage

冬桜之宿 神泉



教育旅行團體住宿設施一覽表 ～北部地區・飯店例～

住宿設施 地址 房間數
收納
人數

電話

四季之湯溫泉
heritage

熊穀市小江川228
250 600人 +81-48-53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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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埼玉GrandHotel
本莊

本莊市站南2-2-1 
97 131人 +81-495-21-2111

埼玉GrandHotel
深穀

深穀市西島町1-1-13
58 80人 +81-48-571-2111

熊穀馬羅德飯店 熊穀市銀座1-64
161 197人 +81-48-525-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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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內住宿設施 ～中央・東部地區・飯店例～

浦和Royal Pines飯店



教育旅行團體住宿設施一覽表～中央・東部地区・飯店例～

住宿設施 地址 房間數
收納
人數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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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roadInn大宮 埼玉市大宮區櫻木町
2-173

251 306人 +81-48-645-5111

PalaceHotel大宮 埼玉市大宮區櫻木町
1-7-5

204 321人 +81-48-64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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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fre埼玉 埼玉市中央區新都心
3-2

186 261人 +81-48-601-1111

WashingtonHotel浦和 埼玉市中央區新都心
3-2

140 234人 +81-48-82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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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內住宿設施 ～西部地區・飯店例～

39

New Sunpia Hotel 埼玉

國立女性教育會館



教育旅行團體住宿設施一覽表 ～西部地区・飯店例～

住宿設施 地址 房間數
收納
人數

電話

New Sunpia Hotel 
埼玉

入間郡越生町古池700
51 200人 +81-49-292-6111

國立女性教育會館 比企郡嵐山町菅穀728番
158 350人 +81-493-62-6723

Marroad飯能 飯能市雙柳105-8
148 170人 +81-42-974-4000

名栗溫泉大鬆閣 飯能市大字下名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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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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內住宿設施 ～秩父地區・飯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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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oino村美之山Heritage

體驗民俗自然鄉東澤



埼玉縣內住宿設施 ～秩父地區・飯店例～

42

宫本之汤 宫本家

Hotel Union Vert



教育旅行團體住宿設施一覽表～秩父地區・飯店例～

住宿設施 地址 房間數 收納人數 電話

Ikoino村美之山
Heritage

秩父郡皆野町皆野
3415 30 147人 +81-494-62-4355

體驗民俗自然鄉
東澤

秩父郡橫瀨町大字蘆
久保1317-1 9

夏:
20-25人

冬:
30-35人

+81-494-24-0800

長瀞花之招待
長生館

秩父郡長瀞町長瀞
449 22 124人 +81-494-26-5058

溫泉旅館
和銅

秩父市黑穀813
38 200人 +81-494-23-3611

赤穀溫泉
小鹿莊

秩父郡小鹿野町三山
243 18 80人 +81-494-75-0210

溫泉國民宿舍
兩神莊

秩父郡小鹿野町兩神
小森707 36 142人 +81-494-7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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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旅行團體住宿設施一覽表 ～秩父地区・飯店例～

住宿設施 地址
房間
數

收納
人數

電話

西秩父自然公園
宮本家

秩父郡小鹿野町長
留510 6 50人 +81-494-75-4060

西穀津溫泉
宮本之湯

秩父郡小鹿野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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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園飯店

秩父市大宮5911－
1

72 332人 +81-494-22-2000

三峰神社
與雲閣

秩父市三峰298-1
50 150人 +81-494-55-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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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參觀

参考資料



可參觀工廠一覽表 -技術-

企業名 地區 產品 内容 參觀時間

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大宮綜合車輛中心
（中央）
埼玉市

東京近郊電車
運行維護

電車車輪，車體接替，
修繕，組裝，試運營

參觀
90分

(株)TAMRON 本社工廠
（中央）
埼玉市

光學機器
裝置光
光學部件

概要說明
金屬件製造參觀

需谘詢

大南光學(株)
（西部）
川越市

光學玻璃
(加工成型)

生產流程參觀 60分

(株)MIKAMI
（西部）
所沢市

部品加工
工廠參觀
公司說明會

30分

岩崎電氣(株)埼玉製作所
（東部）
行田市

LED燈
HID燈

光應用製品

觀看DVD影片
放電燈生產流程參觀

30分

曙刹車工業(株)
（東部）
羽生市

各種刹車 刹車博物館參觀 40分

(株)田島輕金屬
（東部）
羽生市

鋁製品
工廠簡介

生產流程參觀
60分

(株)秩父IWASAKI
（秩父）
長瀞町

鹵素燈
LED燈

生產流程參觀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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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觀工廠一覽表 -食品-

企業名 地區 產品 内容 參觀時間

格力高工廠參觀
（中央）
北本市

百奇百樂滋等
零食

工廠參觀
可付費參與百奇製作 70分

東洋米業株式會社
埼玉工廠

（西部）
坂戸市

免洗米
觀看影片
生產線參觀 90～120分

弓削田醬油株式會社
彩之國醬油王國

（西部）
日高市

醬油
秩父味增

生產線參觀
可參與醬油過濾體驗

30分

西武酪農乳業株式會社
（西部）
日高市

乳製品
生產線參觀
製作體驗解說

60～80分

YAMAKI釀造株式會社
（北部）
神川町

味增，醬油
豆腐，泡菜

甜點

釀造填充室參觀（30分）
可付費參與豆腐製作（30分） 各30分

武藏野香料化學研究所

秩父工廠

（秩父）
秩父市

食品香料 生產線參觀 60分

Aguriculture Center
（秩父）
小鹿野町

金針菇，平菇
香菇，蘑菇

蘑菇生產線參觀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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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觀工廠一覽表 -化妝品與日本傳統工藝-

企業名 地區 產品 内容 參觀時間

高田製藥株式會社
大宮工廠

（中央）
埼玉市

外用藥 生產線參觀 60～90分

高田製藥株式會社
北埼玉工廠

（中央）
加許市

注射劑 生產線參觀 60～90分

高田製藥株式會社
幸手工廠

（東部）
幸手市

口服藥
內服藥

生產線參觀 60～90分

逸見織物
（秩父）
秩父市

秩父銘仙
（絹織物）

生產線參觀 30～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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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地區路線模板

参考资料



路線模板 －長野縣合同路線・春秋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發 傍晚【住宿】
成田機場・羽田機場＝＝＝＝＝成田/東京市內

根據抵達時間前往長野縣內

Day2 10:00 11:00 13:30
成田/東京市內酒店＝＝＝＝川越＝＝＝＝午飯，學校交流（長野縣內）
（通過車窗欣賞富士山） 俱樂部交流 小組活動等

16:00
＝＝＝SUWA玻璃之鄉美術館＝＝＝蓼科溫泉或上諏訪溫泉住宿

Day3 酒店＝＝＝諏訪大社（秋宮）・・・儀象堂（體驗製作鍾表）＝＝＝

＝＝＝鬆本 蕎麥麵製作體驗（午餐）・・・鬆本城＝＝＝民宿
農家民宿

＊武石，青木村，立科等地

Day4 農家＝＝＝輕井澤（舊輕銀座/奧特萊斯）＝＝＝

＝＝＝＝＝＝前往埼玉縣＝＝＝＝＝＝＝
13:30 16:30
學校交流＝＝＝＝＝＝＝【晚餐/住宿】宮本之湯

Day5 9:00 10:00 11:30 12:00
宮本之湯＝＝＝秩父銘仙館（織染製作體驗）＝＝＝秩父地場中心(午餐)

13:30 14:30 15:30
＝＝＝長瀞泛舟・長瀞溪穀散步＝＝＝秩父地區（民宿）

Day6 9:00 13:00 下午～傍晚出發
秩父地區（民宿）＝＝＝東京觀光（台場，淺草）＝＝成田機場・羽田機場



路線模板 －長野縣合同路線・冬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發 傍晚【住宿】
成田機場・羽田機場＝＝＝首都高速・東關東自動車路＝＝＝成田/東京市內

Day2 10:00 11:00 13:30
酒店＝＝＝川越＝＝＝＝＝午飯，學校交流（俱樂部交流 小組活動等）

＝＝＝長野縣滑雪場住宿

Day3 09:00 14:00
酒店＝＝＝滑雪 午餐＝＝＝鬆本城＝＝＝民宿（農家民宿）

＊武石，青木村，立科等地

Day4 農家＝＝＝輕井澤（舊輕銀座/奧特萊斯）＝＝＝＝＝＝前往埼玉縣＝＝＝＝＝＝＝
13:30 17:45
學校交流＝＝＝＝＝＝＝＝【晚餐/住宿】宮本之湯

Day5 9:00 【冰柱鑒賞】 11:30 12:30 14:00
宮本之湯＝＝＝參觀冰柱＝＝＝秩父地場中心(午餐)＝＝＝＝秩父銘仙館

18:00
＝＝＝秩父地區（民宿）

Day6 9:00 13:00 下午～傍晚出發
秩父地區（民宿）＝＝＝東京觀光（台場，淺草）＝＝成田機場・羽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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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模板 －群馬縣合同路線・春秋版－

52

行程

Day1 下午出發
成田機場・羽田機場＝＝＝＝＝首都高速/關越道/北關東＝＝＝＝ 傍晚

或 桐生【住宿】
＝＝＝＝東北道＝＝＝＝＝＝＝＝＝

Day2 桐生＝＝
①桐生散步（桐生天滿宮/咖啡廳/後藤織物/泉織物）
【和服體驗】
＝＝②織女俱樂部＝＝＝＝=【午餐】學校交流＝＝＝＝＝ 【住宿】老神溫泉鄉
桐生織有著『西之西陣、東之桐生』 的名聲 以溪穀美景和美人之湯所著名

Day3 老神溫泉＝＝＝吹割瀑布＝＝＝＝＝＝彌勒寺＝＝＝
【集會】 【住宿】

＝＝＝【午餐】農產品加工所＝＝＝農村環境改善中心＝＝ 水上町農家民宿

Day4 9:30 12:00            13:00 14:00
水上町＝＝＝埼玉縣本莊市 學校交流＝＝＝花園Forest【午餐】

14:00 16:00
＝＝YAMAKI釀造【豆腐製作/工廠參觀】＝＝＝秩父故鄉村

16:15 【采摘水果】 17:45
＝＝＝小鹿野町 秩父故鄉村＝＝＝【晚餐/住宿】宮本之湯

Day5 10:00 13:00
小鹿野町＝＝小江戶川越散步：零食街 川越冰川神社
13:10       14:10 15:00【了解日本鐵道曆史與技術】18:00
小江戸藏裏【午餐】＝＝＝＝＝＝埼玉市鐵道博物館＝＝＝【晚餐/住宿】

浦和Royal Pines酒店

Day6 東京觀光（台場，淺草）＝＝＝＝下午～傍晚出發至羽田空港/成田空港



路線模板 －群馬県合同ルート・冬版－

53

行程

Day1 下午出發
成田機場・羽田機場＝＝＝＝＝首都高速/關越道/北關東＝＝＝＝ 傍晚

或 桐生【住宿】
＝＝＝＝東北道＝＝＝＝＝＝＝＝＝

Day2 桐生＝＝①桐生散步（桐生天滿宮/咖啡廳/後藤織物/泉織物）
(①或②)

＝＝②織女俱樂部＝＝＝＝=【午餐】學校交流＝＝＝＝＝【住宿】水上溫泉鄉

Day3 水上溫泉鄉＝＝＝＝＝＝水上町內滑雪場【午餐】＝＝＝＝＝＝＝＝
○水上高原化學度假村 12月上旬～4月上旬
○Sunbird滑雪場 12月中旬～3月末 ○赤澤滑雪場 1月～3月上旬

【集會】 【住宿】
＝＝＝＝＝農村環境改善中心＝＝＝＝＝= み水上町農家民宿

Day4 9:30 12:00            13:00 14:00
水上町＝＝＝埼玉縣本莊市 學校交流＝＝＝花園Forest【午餐】
14:00 17:45
＝＝YAMAKI釀造【豆腐製作/工廠參觀】＝＝＝秩父故鄉村

＝＝＝【晚餐/住宿】宮本之湯（溫泉旅館）

Day5 8:30 9:00 9:30        13:00      14:30
小鹿野町＝＝＝＝ 尾之內渓穀＝＝＝＝＝＝＝學校交流＝＝＝川越市

冰柱鑒賞
15:30 16:15 18:00

（小江戶川越散步：零食街 川越冰川神社）＝＝埼玉市鐵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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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6
東京觀光（台場，淺草）＝＝＝＝下午～傍晚出發至羽田空港/成田空港



路線模板 －千葉縣合同路線・春秋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發
成田機場＝＝＝＝＝＝成田山新勝寺・大本堂參拜＝＝＝＝＝成田市內酒店【住宿】

Day2 10:00 16:00
酒店＝＝＝＝＝＝千葉縣內學校交流＝＝＝＝＝民宿【住宿】

（午餐交流） （年糕製作體驗）

Day3 9:00 9:30 11:30       12:15         13:10  
民宿＝＝＝＝＝＝房總之村（茶道體驗）＝＝＝＝＝＝＝佐原（午餐）

13:20 15:00 15:10     16:00 17:00 
＝＝＝＝水鄉佐原觀光＝＝＝＝＝＝香取神宮＝＝＝＝＝＝成田市內酒店【住宿】

Day4 9:00 東關東自動道
成田＝＝＝＝＝＝＝＝＝＝＝＝＝＝＝前往埼玉縣
10:00 11:30 12:00 14:00
縣立曆史民宿博物館（勾玉製作體驗）＝＝＝小江戸藏裏【午餐】、川越散步

16:15                         17:45
①＝＝＝小鹿野町 秩父故鄉村＝＝＝【晚餐/住宿】宮本之湯（溫泉旅館）

16:15                  
②＝＝＝秩父地區民宿

Day5 10:00 11:30
秩父地區＝＝＝秩父銘仙館（織染製作體驗）＝＝秩父地場中心(午餐)

13:30    16:30
＝＝＝＝學校交流＝＝＝浦和Royal Pines酒店【住宿】

Day6 9:00
埼玉市鐵道博物館（鐵道車輛，立體透視模型參觀，鐵道運行體驗）＝＝＝＝＝
13:00 下午～傍晚出發
東京觀光（台場，淺草）＝＝＝＝＝成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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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模板 －千葉縣合同路線・冬版－

行程

Day1 下午出發
成田機場＝＝＝＝＝＝成田山新勝寺・大本堂參拜＝＝＝＝＝成田市內酒店【住宿】

Day2 8:00 10:00 13:20
成田＝＝＝＝＝＝＝九十九裏＝＝＝＝＝＝＝鴨川水族館（午餐）＝＝＝

13:30 15:00 15:30 16:30
＝＝＝＝＝鴨川神蔵寺＝＝＝＝＝＝＝大山千枚田：棚田俱樂部

（浴衣・茶道體驗） （大福年糕製作/和紙製作體驗）
大山千枚田民宿【住宿】（農家體驗）

Day3 9:00 10:00 16:00 17:00
大山千枚田=======千葉縣內學校交流==============白浜溫泉【住宿】

（午餐交流）

Day4 8:30 9:15 館山自動車路 10:00
白浜＝＝＝＝＝＝富浦IC＝＝＝＝＝＝＝＝＝木更津JCT＝＝＝東京灣聯絡道＝＝
12:30 14:15 16:15                                    17:45
川越（午餐，散步）①＝＝＝小鹿野町 秩父故鄉村＝＝＝【晚餐/住宿】宮本之湯

16:15                  
②＝＝＝秩父地區民宿

Day5 9:00 9:30【冰柱鑒賞】 11:30 14:30～16:00
秩父地區＝＝＝參觀冰＝＝＝秩父地場中心(午餐)＝＝＝＝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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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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產業勞動部觀光科
TEL：０４８－８３０－３９５３

FAX：０４８－８３０－４８１９

Mail：a3950-10@pref.saitama.lg.jp

HP：http://www.sainokuni-kanko.jp/eng/

聯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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