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 . 資料館
八王子市夢美術館

花卉 . 紅葉著名景點

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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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親密接近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美術館”，於2003年10
月在View大樓八王子2樓開館。每年舉辦六次特別展覽（策劃展
覽）與常駐展覽（收藏品展覽）。也配合展覽策劃開設工作室與
舉辦演講會等。
地址：八王子市八日町8-1 View大樓八王子2樓 1 042-621-6777
網站：http://www.yumebi.com/
開館時間：上午10時∼下午7時（最晚入館時間下午6點30分）
休館日：週一（遇到國定假日、補休日時，次日休館），年底年初，更換展覽內容期間
門票：依據特別展覽的內容而異
交通：JR八王子站北口步行15分鐘 京王八王子站步行18分鐘 公交車站“八日町一丁目”
下車步行1分種
停車場：有 八日町夢街道停車場（收費）

梅花 3月
高尾梅鄉（高尾町）、八王子城遺址

豬牙花 3〜4月
片倉城城遺址公園

村內美術館

櫻花 4月
多摩森林科學園、富士森公園、瀧山
自然公園、高尾山一丁平、南淺川

三葉杜鵑花 4月
今熊山、晚霞籠罩之小村莊

本美術館收藏了由世界聞名的家具設
計師設計的溫馨的椅子和家具，以及
近現代法國、日本畫家的精心作品、
超大作，是日本首箇“結合家具和繪
畫”的美術館。在這兒，您可享受到
家具店經營的美術館的獨特風情。

繡球花 7月
真覺寺、高尾山麓、晚霞籠罩之小村莊

胡枝子 10月
長福寺

楓樹紅葉 11月
高尾山、八王子城遺址

地圖

F-2

地址：八王子市左入町787
村內Furniture Access 3樓
1 042-691-6301
網站：http://www.murauchi.net/
museum/
開館時間：上午10時30分∼下午
5時30分 （最晚入館
時間下午5時）
休館日：周三（逢節假日時次日
休館），年末年初
門票：成人300日圓、高中 大
學生200日圓、小學 初
中生 100日圓 周六小學
初中生免費
交通：八王子站北口有免費接送
巴士 巴士停車站“村內
Furniture Access”下車就
到
停車場：有 免費

東京富士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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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了日本.東洋.西洋各國、各個時代的繪畫、雕刻、版畫、工藝
品、照片等，以及許多風俗畫家的作品共有3萬件。常駐展覽。

銀杏黃葉 11月
甲州街道

地址：八王子市谷野町492-1 1 042-691-4511 網站：http://www.fujibi.or.jp
開館時間：上午10時∼下午5時
（下午4時30分窗口停止服務）
休館日：每週週一，（遇到國定假日、補休
日時，照常開館），年底年初，更
換展覽內容期間
交通：巴士停車站“創價大學正門•富士美
術館”下車
門票：成人800日圓、大學 高中生500日
圓、初中 小學生200日圓
*團體優惠
停車場：有 免費

高尾山奇幻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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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受騙樂不可支”的奇幻美術館
地址：八王子市高尾町1786 1 042-667-1081
網站：http://www.trickart.jp
開館時間：上午10時∼下午7時（12月∼3
月：上午10時∼下午6時）最晚
入館時間：關門45分種前
休館日：不定休
交通：京王線高尾山口站下車步行1分鐘
門票：成人1300日圓、中學生1000日圓、小學
生700日圓、幼兒500日圓 *團體優惠
停車場：有 市營高尾山麓停車場（收費）

八王子市鄉土資料館
收藏與展覽八王子市的珍貴資料。於1967年4月1日開館。

地址：八王子市上野町33 1 042-622-8939
開館時間：上午9時∼下午4時30分
休館日：每週週一，遇到國定假日時，次日休館（國定假日為週五、週六、週日、週一時，週
二休館）
門票：免費
交通：八王子站南口步行15分鐘
停車場：有（18車位） 免費

絹之道與絹之道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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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指定史跡 絹之道
這條具有“絹之道”之美稱的道路，以
前曾被稱為“濱街道”。八王子宿曾經
聚集了八王子近郊、長野、山梨、群馬
等地生產的蚕絲，通過這條道路搬運到
橫濱並被出口到國外。被指定為市史跡
的是從御殿橋橋腳到“絹之道紀念碑”
前的大概1.5公里的一帶，其中有1公里
路面未修，濃厚地保留了昔日的風貌，
被文化廳选入“曆史之道百選”。

絹之道資料館
展覽絹之道與造絲等方面的資料。資料館建造在生絲絲綢商人八
木下要右衛門故居的遺址上。
地址：八王子市𨯯水989-2
1 042-676-4064
開館時間：上午9時∼下午5時（11月∼2月期間到下午4時30分為止）
休館日：週一（遇到國定假日時，週二休館），年底年初
門票：免費
交通：南大澤站搭乘巴士，“絹之道入口”下車步行約10分鐘
停車場：有（7車位） 免費

泡湯、品嚐特色料理的一日遊

八王子遠足！

高尾山〜陣馬山之間有多條遊山路線，
輕鬆愉悅地爬山，漫遊在山間中，遠足景點超人氣。

陣馬山

地圖

晚霞籠罩之小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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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臨 山 頂 ， 3 6 0 ˚全 景 眺 望 秀 麗 山 水 美
景。每當天氣晴朗時，富士山、東京都
心、相模灣盡收眼底。另外，山頂還聳立
著一尊標誌性的“白馬”像。
交通：高尾站北口搭乘巴士，“陣馬高原下”站下車步
行90分鐘

高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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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座任何人都能輕鬆自如地登山的名
山，每年有 250 萬遊客造訪。擁有 6 條體
驗自然的遠足爬山路線，可以依據專題或
路程距離相應選擇爬山路線，魅力無比。
只需花費 1 小時 30 分鐘〜2 小時就能登上
高尾山山頂。
除了爬山外，還有高尾山藥王院、猴園與
野草園等眾多的景點。另外，餐飲店、土
特產店鱗次櫛比，餐飲與購買當地土特產
十分方便。

特大喜訊
譽獲“米其林”高度評價!☆☆☆
2007 年出版的“ VOYAGER
PRATIQUE JAPON”，高尾
山得到了最高評價，被評定
為三星級。

交通：高尾山口站下車，步行就到
©MICHELIN2007

攀登日本最陡峭之斜坡的 高尾山
纜車
藥王院
D-4
地圖

可乘坐攀登日本最陡峭之斜坡（31度18分）的纜
車抵達高尾山山腰。邊乘車邊眺望四季變幻無窮
的明媚風光，特別是紅葉季節，滿山遍野紅葉層
層疊疊似彩霞，成為高尾山一道著名的風景線。
也有兩人乘坐的纜椅，來回懸空滑行，可觀賞迥
然相異的美景。另外，一到夏季，高尾山站傍邊
的瞭望台開設露天啤酒座，
連日高朋滿座，熱鬧非凡。
高尾登山電鐵 1 042-661-4151
網站：http://www.takaotozan.co.jp/
車票：成人 單程480日圓，來回930
日圓 兒童 單程240日圓 往返
460日圓（可搭乘纜車.纜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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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真言宗智山派的總寺院，
大約在 1260 年前建成，是關
東地區的三大寺院之一。一年
到頭，四方善男信女陸繹不絕
前來朝拜。推薦品嚐選用時鮮
食材的特色素食（需要事先預
約）。
1 042-661-1115
FAX：042-664-1199
網站：http://www.takaosan.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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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展示了上恩方出身的童
謠“晚霞籠罩”作詞家中村雨紅
的資料與攝影家前田真三的
作品。
小村莊一年四季舉辦各種活
動，還可體驗露營生活與北
淺川河邊釣魚、遊玩等娛樂
活動。推薦在農產品直銷店
購買新鮮蔬菜。
另外，還有深受歡迎的“琉璃
鳥之家旅館”，可在浴池中邊
泡湯邊眺望窗外的群山美景。
還推薦到日本料理店“圍爐裡
端”品嚐手工精製的蕎麥麵與時鮮天麩羅等特色菜餚，在山中悠遊自
在地渡過節假日。
地址：八王子市上恩方町2030
1 042-652-3072
網站：http://yuyakekoyake.jp/
服務時間：上午9時〜下午4時30分（11月〜3月期間到下午4時）
*舉辦活動時的服務時間會有變化
休館日：全年無休
門票：成人200日圓 中學生以下100日圓、不滿4歲免費、周六中學生以下免費
※團體優惠
交通：高尾站北口搭乘西東京巴士30分鐘，晚霞籠罩之小村莊下車就到

歷史遺跡.文化財
國家指定歷史遺跡八王子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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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戰國時期的山城遺址，由北條氏照修築。城內祭祀著八王子權
現，因此被稱為八王子城。後來在豐臣秀吉的強勢攻擊下失守。現
在，山麓有御主殿遺址與重新恢復原狀的曳橋，山頂有本丸遺址與
八王子神社。2006年2月被選
入日本百座名城。約1個小時
攀登到城遺址山頂，可盡情飽
賞梅花與紅葉等大自然的壯麗
景色。
交通： 高尾站北口搭乘巴士，
“靈園前”下
車步行15分鐘
停車場：有（50車位）

國家指定歷史遺跡瀧山城遺址
據傳說，瀧山城是大石貞重於大永元年
（1521）建造的。這裡曾經是北條氏照
與武田信玄浴血廝殺的戰場。春季，
5,000棵櫻花樹一起綻放，是觀賞櫻花
的著名景點。
交通： 京王八王子站.JR八王子站北口搭乘巴士，
“瀧山城
遺址下”下車步行
停車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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