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资料馆
八王子梦美术馆

花卉.红叶著名景点
3月
高尾梅乡（高尾町）、八王子城遗址

猪牙花 3月〜4月
片仓城城遗址公园
樱花

4月
多摩森林科学园、富士森公园、泷山自
然公园、高尾山一丁平、南浅川

三叶杜鹃花

4月
今熊山、晚霞笼罩之小村庄

村内美术馆
本美术馆收藏了由世界闻名的家具设计
师设计的温馨的椅子和家具，以及近现
代法国、日本画家的精心作品、超大作，
是日本首个“结合家具和绘画”的美术
馆。在这儿，您可享受到家具店经营的
美术馆的独特风情。

绣球花

7月
真觉寺、高尾山麓、晚霞笼罩之小村庄
10月

长福寺

枫树红叶 11月
高尾山、八王子城遗址
银杏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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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八王子市八日町8-1 View大楼八王子2楼 1 042-621-6777
网站：http://www.yumebi.com/
开馆时间：上午10时～下午7时（最晚入馆时间下午6点30分）
休馆日： 周一（遇到国定假日、补休日时，次日休馆），年底年初，更换展览内容期间
门票：根据特别展览的内容而异
交通：JR八王子站北口步行15分钟 京王八王子站步行18分钟 公交车站“八日町一丁目”下
车步行1分钟
停车场∶有／八日町梦街道停车场（收费）

梅花

胡枝子

站地图

作为一家亲密接近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美术馆”，于2003年10月
在View大楼八王子2楼开馆。每年举办六次特别展览（策划展览）与
常驻展览（收藏品展览）。也配合展览策划开设工作室与举办演讲
会等。

地图

东京富士美术馆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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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八王子市左入町787
村内Furniture Access 3楼
1 042-691-6301
网站：http://www.murauchi.net/
museum/
开馆时间：上午10时30分～下午5
时30分 （最晚入馆时
间下午5时）
休馆日∶周三（逢节假日时次日休
馆），年末年初
门票∶成人300日元、高中／大学生
2 0 0 日 元 、小 学／初 中 生
100日元 周六小学／初中生
免费
交通：八王子站北口有免费接送巴
士 巴 士 停 车 站“ 村 内
Furniture Access”下车就到
停车场∶有／免费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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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了日本.东洋.西洋各国、各个时代的绘画、雕刻、版画、工艺品、
照片等，以及许多风俗画家的作品共有3万件。常驻展览。

甲州街道

地址：八王子市谷野町492-1 1 042-691-4511 网站：http://www.fujibi.or.jp
开馆时间∶上午10时～下午5时
（下午4时30分窗口停止服务）
休馆日：每周周一，
（遇到国定假日、补休日
时，照常开馆），年底年初，更换展
览内容期间
交通：巴士停车站“创价大学正门·富士美
术馆”下车
门票∶成人800日元、大学／高中生500日
元、初中／小学生200日元
※团体优惠
停车场∶有／免费

高尾山奇幻美术馆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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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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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受骗乐不可支”的奇幻美术馆
地址：八王子市高尾町1786 1 042-667-1081
网站：http://www.trickart.jp
开馆时间∶上午10时～下午7时（12月～3月∶
上午10时～下午6时）最晚入馆时
间∶关门45分钟前
休馆日：不定休
交通：京王线高尾山口站下车步行1分钟
门票∶成人1300日元、中学生1000日元、小学
生700日元、幼儿500日元 ※团体优惠
停车场∶有／市营高尾山麓停车场（收费）

八王子市乡土资料馆
收藏与展览八王子市的珍贵资料。于1967年4月1日开馆。

地址：八王子市上野町33 1 042-622-8939
开馆时间：上午9时～下午4时30分
休馆日：每周周一，遇到国定假日时，次日休馆（国定假日为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时，周二
休馆）
门票：免费
交通：八王子站南口步行15分钟
停车场∶有（18车位）／免费

绢之道与绢之道资料馆

地图

F-4

市指定史迹 绢之道
这条具有“绢之道”之美称的道路，以
前曾被称为“浜街道”。八王子宿曾经
聚集了八王子近郊、长野、山梨、群马
等地生产的蚕丝，通过这条道路搬运
到横滨并被出口到国外。被指定为市
史迹的是从御殿桥桥脚到“绢之道纪
念碑”前的大概1.5公里的一带，其中有
1公里路面未修，浓厚地保留了昔日的
风貌，被文化厅选入
“历史之道百选”
。

绢之道资料馆
展览绢之道与造丝等方面的资料。资料馆建造在生丝丝绸商人八木
下要右卫门故居的遗址上。

八王子远足！

地址：八王子市鑓水989-2
1 042-676-4064
开馆时间：上午9时～下午5时（11月～2月期间到下午4时30分为止）
休馆日：周一（遇到国定假日时，周二休馆），年底年初
门票：免费
交通：南大泽站搭乘巴士，
“绢之道入口”下车步行约10分钟
停车场∶有（7车位）／免费

泡汤、品尝特色料理的一日游

高尾山～阵马山之间有多条游山路线，
轻松愉悦地爬山，漫游在山间中，远足景点超人气。

阵马山

地图

晚霞笼罩之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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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山顶，360˚全景眺望秀丽山水美景。
每当天气晴朗时，富士山、东京都心、相模
湾尽收眼底。另外，山顶还耸立着一尊标
志性的“白马”像。
交通：高尾站北口搭乘巴士，“阵马高原下”站下车步行
90分钟

高尾山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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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任何人都能轻松自如地登山的名
山，每年有250万游客游览。拥有6条体验
自然的远足爬山路线，可以根据专题或路
程距离相应选择爬山路线，魅力无比。只
需花费1小时30分钟〜2小时就能登上高
尾山山顶。
除了爬山外，还有高尾山药王院、猴园与
野草园等众多的景点。另外，餐饮店、土特
产店鳞次栉比，餐饮与购买当地土特产十
分方便。

特大喜讯
誉获“米其林”高度评价!☆☆☆
2 0 0 7年 出 版 的 “ V O YA G E R
PRATIQUE JAPON”，高尾山
得到了最高评价，被评定为三
星级。

交通：高尾山口站下车，步行就到
©MICHELIN2007

攀 登日本最 陡 峭之 斜 坡 的 高尾山
缆车
药王院
D-4
地图

可乘坐攀登日本最陡峭之斜坡（31度18分）的缆车
抵达高尾山山腰。边乘车边眺望四季变幻无穷的明
媚风光，特别是红叶季节，满山遍野红叶层层叠叠
似彩霞，成为高尾山一道著名的风景线。也有两人
乘坐的缆椅，来回悬空滑行，可观赏迥然相异的美
景。另外，一到夏季，高尾山站傍边的了望台开设露
天啤酒座，连日高朋满座，热
闹非凡。
高尾登山电铁 1 042-661-4151
网站：http://www.takaotozan.co.jp/
车票：成人 单程480日元，来回930日
元 儿童 单程240日元 往返 460
日元（可搭乘缆车.缆椅）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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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言宗智山派的总寺院，大
约在1260年前建成，是关东地
区的三大寺院之一。一年到头，
四方善男信女陆绎不绝前来朝
拜。推荐品尝选用时鲜食材的
特色素食（需要事先预约）。
1 042-661-1115
FAX：042-664-1199
网站：http://www.takaosan.or.jp/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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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展示了上恩方出身的童
谣“晚霞笼罩”作词家中村雨
红的资料与摄影家前田真三
的作品。
小村庄一年四季举办各种活
动，还可体验露营生活与北
浅川河边钓鱼、游玩等娱乐
活动。推荐在农产品直销店
购买新鲜蔬菜。
另外，还有深受欢迎的“琉璃
鸟之家旅馆”，可在浴池中边
泡 汤 边 眺 望窗外 的 群 山美
景。还推荐到日本料理店“围
炉里端”品尝手工精制的荞麦面与时鲜天麸罗等特色菜肴，在山中
悠游自在地渡过节假日。
地址：八王子市上恩方町2030
1 042-652-3072
网站：http://yuyakekoyake.jp/
服务时间：上午9时〜下午4时30分（11月〜3月期间到下午4时）
*举办活动时的服务时间会有变化
休馆日：全年无休
门票：成人200日元 中学生以下100日元、不满4岁免费、周六中学生以下免费
※团体优惠
交通：高尾站北口搭乘西东京巴士30分钟，晚霞笼罩之小村庄下车就到

历史遗迹.文化财
国家指定历史遗迹八王子城遗址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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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国时期的山城遗址，由北条氏照修筑。城内祭祀着八王子权
现，因此被称为八王子城。后来在丰臣秀吉的强势攻击下失守。现
在，山麓有御主殿遗址与重新恢复原状的曳桥，山顶有本丸遗址与
八王子神社。2006年2月被选
入日本百座名城。约1个小时
攀登到城遗址山顶，可尽情饱
赏梅花与红叶等大自然的壮丽
景色。
交通：高尾站北口搭乘巴士，
“灵园前”下
车步行15分钟
停车场∶有（50车位）

国家指定历史遗迹泷山城遗址
据传说，泷山城是大石贞重于大永元年（
1521）建造的。这里曾经是北条氏照与
武田信玄浴血厮杀的战场。春季，5,000
棵樱花树一起绽放，是观赏樱花的著名
景点。
交通：京王八王子站.JR八王子站北口搭乘巴士，
“泷山
城遗址下”下车步行
停车场∶无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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