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2月 28日 

西武鐵路株式會社 

西武娱乐株式會社 

 

西武鐵路株式會社（總公司：埼玉縣所澤市；社長：若林 久）以及西武娱乐株式會社（總公司：埼玉縣所澤市；

社長：布留川 信行）已將「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的開幕日定為 2017年 4月 24日（週一）。該設施為複

合溫泉設施，位於西武秩父站前，內含商品販售區與美食區，可謂洋溢著秩父地區當地特色。 

其中「溫泉區」、「美食區」、「商品販售區」之各區詳細內容以及設施使用費皆已定案。此外，亦製作「西武秩父

站前溫泉 祭之湯」的 LOGO，將秩父地區的象徵，「祭」的強韌活力和地區的繁榮感融入了設計中。 

溫泉區中有內湯和露天溫泉，內湯分別有 5個男用以及 6個女用，露天溫泉則為男女各 4個，讓遊客可於遠眺秩

父美麗自然風光的同時，享受溫泉的樂趣。除了飲食空間之外，設施內尚有「高級休息室」，供遊客留宿至隔天

早晨；而在「美食區」內有 7間店家，可於此享用秩父特產；「商品販售區」中則販賣秩父名產和知名點心等商

品，例如地產美酒、味噌豬肉等，希望能經由本設施宣傳秩父區的各種魅力。 

另外，不僅本設施開幕在即，鄰接的西武秩父車站也即將在 3月中旬完成車站的重新整修，並且聯繫元町‧中華

街車站與西武秩父車站的付費指定座位列車「S-TRAIN」也將於 3月 25日（週六）開始營運，讓前往秩父變得

更加便捷。 

秩父區內不僅有無數神社及寺院、可飽覽四季風情的觀光景點，每年還會舉辦 300場以上的祭典活動，其中包括

以「山‧鉾‧屋台行事」登錄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文化遺產，最具代表性的是「秩父祭的屋台行事及神樂」。

期許能受造訪秩父的日本國內外旅客、以登山或騎乘自行車等休閒目的前來的遊客、和地方人士們所愛戴。 

詳細資訊請參考附頁。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外觀示意圖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LOGO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 

4 月 24 日（一）確定開幕！ 
～LOGO、費用、各區詳細內容定案～ 



【附頁】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LOGO 

本設施 LOGO 的設計元素，包含了作為秩父地區象徵

的祭典和設施建築的設計，以呈現「祭」的強韌活力

和地區的繁榮感。 

LOGO上半部描繪的是在設施正面特徵設計上也有使用的秩父夜祭之笠鉾、和屋台所用的唐破風屋頂，且此處設

計還可看出秩父的「父」字樣。 

唐破風屋頂下則配置了圓形圖案，代表的是在秩父夜祭和設施裝飾中皆大量使用的「燈籠」，也表現了期望施設能

成為代表秩父地區的抱負。而在圓形中有著秩父的「ち（秩）」文字，採用了日本傳統表演藝術中使用的字體設計

（寄席文字），使得 LOGO的傳統風格更顯完美。在字型部分則與「祭之湯」所用之字體相同，藉此呈現統一感。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設施概要 

 設施名稱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 

 所在地 埼玉縣秩父市野坂町 1－16－15 

 設施結構 2層樓建築（鋼骨） 

 建築展開面積 約 3,733.34m
2（明細：含美食區和溫浴設施大樓的建築展開面積 3,205.86m

2、既有倉庫

47.62m2、既有仲見世大樓之建築展開面積 479.86m
2） 

 用地面積 約 8,438.52m
2（明細：車站用地 2,963.43m2、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 5,475.09m

2） 

 設計施工 西武建設株式會社 

 造園施工 西武造園株式會社 

 設計監修 株式會社乃村工藝社  

 停車場 專用停車場（設施前）自小客車 39輛  

 溫泉營業時間 10:00～23:00 

* 週五、週六、國定假日之前日、特定日 10:00～隔日 9:00 

（24:00～隔日 6:00為清潔時間，不開放使用。） 

* 週五、週六、國定假日之前日、特定日之隔日 6:00～9:00 開放早晨時段泡湯 

 溫泉費用 （含稅） 

一般收費 

項目 分級 平日 週六及假日、特定日 

入場費 
成人 980日圓 1,080日圓 

兒童 600日圓 710日圓 

早晨時段 入場費 成人 650日圓 760日圓 

6:00～9:00 兒童 430日圓 500日圓 

岩盤浴 成人 380日圓 440日圓 

高級休息室 2小時 540日圓 760日圓 

會員費用 

入場費 
成人 930日圓 1,030日圓 

兒童 570日圓 670日圓 

住宿  20:00～隔日 9:00  * 需加收入場費。 

項目 分級 週五、週六、國定假日之前日、特定日 

悠閒舒適區（住宿）不接受預約 成人 2,490日圓 

高級休息室（住宿）可接受預約 成人 3,460日圓 
 

• 成人（中學生以上）、兒童（3歲～小學生） 

• 不論年齡，本館謝絕穿著尿布進入浴池。 

• 小學生以下之兒童需有年滿 20歲以上同伴同行。 

• 若無 20歲以上之同伴，開放給中學生之使用時間最晚只到 20:00、高中生則為到 21:00。如有 20歲以上之同

伴，使用時間可延至 23:00。 

• 特定日＝新曆年、盂蘭盆節、黃金週、秩父夜祭（12月 3日）等 



 關於會員 

除了有會員專用折扣價之外，還可購買超值回數券，並且集滿點數章還可享有免費入館券等優惠。 

＜溫泉區設施概要＞ 

樓層 1樓、2樓 

【露天溫泉】 

212m
2（男女湯皆是） 

• 岩風呂（溫泉）、賞花湯、躺臥湯、壺湯 

【內湯】 

• 高濃度人工碳酸泉、絹之湯、Jacuzzi水療池冷水浴、 

三溫暖、鹽三溫暖 

* 鹽三溫暖僅設置於女性內湯。 

【其他設施】 

• 岩盤浴(11床)、岩盤洞、整骨推拿(整體)、置物櫃、 

休憩處(免費 9坪)、悠閒舒適區(免費休息室 38席)、高

級休息室(付費休息室 13席)、女性專用高級休息室(付費休息室 8席)、秩父湯廚房(溫泉內餐廳 62席) 

 溫泉分析 

• 源泉名稱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 源泉溫度 22°C 

• pH値 7.5 

• 源泉泉質 鈉－氯化物冷礦泉（等滲壓弱鹼性冷礦泉） 

• 溫泉療效 除了一般溫泉的療效外，本泉質還有緩和割傷、末梢血液循環障礙、肢端寒冷症、皮膚

乾燥症等症狀之特色 

＜呑喰處 祭之宴（美食區）設施概要＞ 

樓層 1樓 

* 呑喰處 祭之宴（美食區）免入場費。 

美食區共計 250席，內有 6家提供草鞋豬排丼和秩父味噌拉麵等

秩父特產美食的專賣店，並且除此之外，此處還可享用內臟燒烤

（28席）。 

1. 點心本鋪（鯛魚燒、章魚燒等） 

2. 丼屋炙燒（炙燒豬肉味噌丼等） 

3. 秩父草鞋豬排亭（草鞋豬排丼等） 

4. 秩父蕎麥麵、武藏野烏龍麵（核桃醬蕎麥麵等） 

5. 秩父味噌拉麺（秩父味噌拉麵等） 

6. 狗尾草(SETARIA)（義式冰淇淋、楓糖漿泡芙等） 

7. 內臟燒烤 蓬萊苑（牛大腸、牛脊肉等） 

＜秩父伴手禮市（商品販售區）概要＞ 

樓層 1樓 

* 秩父伴手禮市（商品販售區）免入場費。 

此區有許多充滿秩父地區特色的商家，例如專賣秩父名產和知名點心等商品的「秩父伴手禮市」、販賣霜淇

淋等小吃的「祭茶屋」、附設立食攤位的「酒匠屋台」、以及陳列多數女性商品的「秩父美人屋台」等。 

1. 秩父伴手禮市（秩父知名點心、名產、伴手禮品等） 

2. 祭茶屋（霜淇淋、可樂餅等） 

3. 酒匠屋台（地產美酒、葡萄酒、下酒菜等） 

4. 秩父美人屋台（秩父銘仙和服服飾雜貨、沐浴用品、西點等） 

 

露天示意圖 

美食區示意圖 



 交通 西武秩父線 「西武秩父」站前 

關越高速公路花園 I.C.起接國道 140號線後行駛 31km處（平日約 45分車程） 

從飯能上國道 299號線後行駛 39km處（平日約 55分鐘車程） 

 

 旅客服務窗口 

西武秩父站前溫泉  祭之湯  TEL.(0494)22-7111 

（諮詢時間 10: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