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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鐵路訪日觀光客措施
訪日外國旅客企劃「西武鐵路×LAIMO 活動」
11 月 4 日（週五）開始實施！
• 帶著 SEIBU RAIL PASS 去川越吧！
• 出示 PASS 即可獲贈限定紀念品！！

西武鐵路株式會社（所在地：埼玉縣所澤市，社長：若林 久）自 2016 年 11 月 4 日（週五）起，為更進一
步提升訪日外國旅客限定車票「西武鐵路周遊券（SEIBU RAIL PASS）」的知名度，同時吸引旅客前往川越
地區旅遊觀光，將推出與台灣超高人氣角色「LAIMO（馬來貘）」的聯名合作活動。
自 2016 年 11 月 4 日（週五）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週四）
，只要於指定兌換地點出示活動對象之車票，均
可獲贈「西武鐵路×LAIMO 原創限定商品」
。此外，本企劃內容還包括 LAIMO 漫步於川越街道的「特製緣遊地
圖」
，以及將刊登 LAIMO 從西武新宿站搭乘電車到本川越站，漫遊川越的原創動畫於本活動的特設網站，讓
旅客充分享受川越旅遊。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頁。

限定紀念品（祈願繪馬貼紙）
※概念圖

活動徽章

「特製緣遊地圖」
（內頁）
※概念圖

LAIMO（馬來貘）

限定紀念品（行李吊牌）
※概念圖

【附頁】
◇關於「西武鐵路×LAIMO 活動」
1. 活動期間
2016 年 11 月 4 日（週五）～2017 年 8 月 31 日（週四）
2. 活動內容
上述期間中，只要於指定兌換地點出示以下任一種車票，均能獲贈「西武鐵路×LAIMO 原創限定商品」
。
【活動對象車票】※只要出示以下任一種即可獲贈。


藍色西武周遊券（SEIBU RAIL PASS）



紅色西武周遊券（SEIBU RAIL PASS）＋小江戶巡迴巴士一日券

【兌換地點】


本川越站觀光諮詢處（位於西武本川越 PePe 一樓）



仲町觀光諮詢處（位於蔵之町附近）

【限定商品】※均可獲贈以下兩款紀念品。


行李吊牌



祈願繪馬貼紙
※只出示紅色西武周遊券（SEIBU RAIL PASS），將僅敬呈祈願繪馬貼紙。

3. 限定商品兌換地點詳細資訊
① 本川越站觀光諮詢處
出本川越站剪票口後右轉，位於西武本川越 PePe 一樓。
【兌換期間】 2016 年 11 月 4 日（週五）～2017 年 8 月 31 日（週四）
【營業時間】 隨季節變動。
4 月～ 6 月：9:00～18:00
7 月～10 月：9:00～19:00
11 月～3 月：9:00～17:00
② 仲町觀光諮詢處

本川越站觀光諮詢處

外觀

位於蔵之町。
【地址】

埼玉縣川越市仲町 2-3

【兌換期間】 2016 年 11 月 4 日（週五）～2017 年 8 月 31 日（週四）
【營業時間】 隨季節變動。
4 月～ 6 月：9:30～18:00
7 月～10 月：9:30～19:00
11 月～3 月：9:30～17:00
仲町觀光諮詢處

外觀

4. 關於祈願繪馬板的設置
「西武鐵路×LAIMO 活動」的祈願繪馬板設置於本川越站二樓剪票口內的大廳，旅客可在出示指定車票
所獲贈的祈願繪馬貼紙上寫下心願，並貼在祈願繪馬板。

祈願繪馬板的設置預定處

祈願繪馬板的設計（概念圖）

另外，前往本川越站二樓剪票口內側大廳的樓梯也將張貼 LAIMO 特製貼圖，讓川越玄關口的本川越站
呈現出熱鬧氛圍，同時也打造一個全新的拍照景點供遊客利用。

前往本川越站二樓大廳的樓梯

樓梯貼圖的設計（概念圖）

5. 關於活動特設網站
特設網站上除了刊載本活動詳細資訊之外，還可下載「特製緣遊地圖」
，以及觀賞 LAIMO 搭乘電車從西
武新宿站坐到本川越站，一路漫遊川越的原創動畫。
本動畫將刊登於特設網站，並預定在 YouTube、池袋站與高田馬場站的數位電子看板、以及 30000 系電
車車廂內的 Smile Vision（液晶顯示器）播放。特設網站預定於 11 月 1 日（週二）起開放。
（URL：http://www.goodlucktripjapan.jp/special/seibu-laimo/）

特設網站 QR Code

動畫圖片（意象）

【參考】
•

關於馬來貘
在台灣擁有高人氣的角色，首次與日本鐵路公司合作企劃。
目前（Facebook）粉絲人數：超過 100 萬人、新加入的粉絲人數：1,000 人／ 週
姓名：
血型：
生日：
身高：
出生地：
興趣：
擅長：
口頭禪：

LAIMO（馬來貘）
AB 型
12 月 25 日
120cm、體重：120kg
動物園
發懶、躺著不動、逗無尾熊
發呆
「一事無成。」
©Cherng Licensed by HIM Music

•

關於藍色 SEIBU RAIL PASS
【辦理地點】

【概

要】

【銷售對象】
【金
額】
【有效期間】
•

關於紅色 SEIBU RAIL PASS
【購買地點】
【概
要】

【銷售對象】
【金
額】
【有效期間】
•

僅在提供日本旅遊商品之台灣旅行社、及成田機場第二航廈站內
的京成電鐵的 SKYLINER & KEISEI INFORMATION CENTER 販售，一
般車站並無販售。
本車票僅限於西武新宿站或高田馬場站至本川越站之間往返一次
有效。可自由搭乘小江戸巡迴巴士（EAGLE BUS）一天。出示本票
券還可在贊助設施、贊助商家享受優惠折扣服務。
訪日外國旅客（購買時必須出示護照。）
成人 1,200 日圓（僅販售成人票）
僅限使用日當天有效

西武新宿站、高田馬場站均有販售。
本車票僅限於西武新宿站或高田馬場站至本川越站之間往返一次
有效。無附加小江戸巡迴巴士一日券的功能，亦無法享有小江戶
巡迴巴士的贊助設施、贊助商家的優惠折扣服務。
訪日外國旅客（購買時必須出示護照。）
成人 700 日圓（僅販售成人票）
僅限使用日當天有效

關於小江戸巡迴巴士一日券
【銷售地點】
【金
額】

於小江戸巡迴巴士（EAGLE BUS）內販售。
成人 500 日圓 兒童 250 日圓

◇ 旅客服務窗口
西武鐵路旅客服務中心 TEL.(04)2996-2888
請依語音系統提示，選擇服務選單。
[營業時間：平日 9 時～19 時

星期六及假日 9 時～17 時]
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