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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秩父」為意象，「搭得開心」「吃得美味」

全席餐廳列車的「觀光列車」初步內容決定！
・2016 年 4 月 17 日（日）問世！
・暱稱定為「西武 旅行餐廳 52 席的至福」！
・2016 年 2 月 1 日（一）起開始受理預約！
・也建立 LOGO 標誌與專用網站！
西武鐵路株式會社（總公司：埼玉縣所澤市，總經理：若林 久）正著手開發可讓旅客享受優雅空間與時
間的「觀光列車」，特此公布目前已初步確定之內容。
「觀光列車」是為了活化本公司鐵路沿線各地區並提供全新旅行方式，以2016年春天投入營運為目標而
進行，決定將開始運行日定於2016年4月17日（日）
。
本電車暱稱並定為「西武 旅行餐廳

52席的至福」
，同時製作以秩父大自然為意象的LOGO標誌。

車內廣播用音樂的作曲，交由已執筆多首發車旋律及車內廣播用音樂的音樂製作人，向谷 實負責。
自本日12月17日（四）起，並公開觀光列車專用網站。專用網站上除將依序公布「觀光列車」相關資訊
外，並自2016年2月1日（一）起開始於專用網站受理預約搭乘。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

4 號車（開放式餐廳）

外裝（1 號車）
LOGO 標誌

※圖案皆僅供參考，與實際不同。

【附件】
觀光列車「西武 旅行餐廳

52 席的至福」大致內容

1. 規格
(1)
(2)
(3)
(4)
(5)

開始運行
列車形式
編制人數
運行區間
運 行 日

2016 年 4 月 17 日（日）
4000 系列車（重新改造 4 節 1 編組）
4 節編組 ／ 52 人
預計為池袋～西武秩父站間、西武新宿～西武秩父站間、西武新宿～本川越站間等
預計做為臨時班車，以六日及假日為中心，全年約運行 100 天左右

2. 暱稱
「西武 旅行餐廳

52 席的至福」

以「52 席的至福」，表現在搭乘人數 52 人的觀光列車裡度過的「放鬆舒適」並具「特別感、限定感」的
時光。本名稱兼具原創性又好記，也是獲選理由之一。再以前置宣傳詞「西武 旅行餐廳」強調充滿特徵
的「52 席的至福」
，充分傳達出這不但是在西武鐵路運行的觀光列車，同時也是能享用美味料理的餐廳列
車。
3. LOGO 標誌
基於「52」這個數字，把本公司沿線上的代表性觀光地「秩父」大自
然轉化為橋牌花色，用與電車外觀調和的顏色設計。
黑桃是“水”，方塊是“紅葉”，梅花是結合“綠”與“至福”的四葉幸運草。
紅心裡則蘊涵著，期望我們與旅客心意相通的空間與時間……

4. 外觀
以充滿動感的方式表現出本公司沿線的代表性觀光地「秩父」之四季，以及流經擁有豐富自然的秩父
及武藏野的荒川河水。
（各號車示意圖）
1 號車：
「春」芝櫻、長瀞之櫻
2 號車：
「夏」秩父群山之綠
3 號車：
「秋」秩父群山之紅葉
4 號車：
「冬」蘆久保冰柱

2 號車

1 號車

4 號車

3 號車

※圖案皆僅供參考，與實際不同。

5. 內部

車廂內部裝潢是以溪谷等大自然為意象，也部分使用沿線傳統工藝品及當地木材。
車內與車廂連結空間的區隔部（2 號車、4 號車），預計採用秩父銘仙織品。
2 號車的天花板使用柿澀和紙。
4 號車的天花板使用西川材。

2 號車（開放式餐廳）

3 號車（廚房車廂開放式廚房空間）

4 號車（開放 4 號車（開放式餐廳）

※圖案皆僅供參考，與實際不同。

6. 車內廣播用音樂
電車出發後及到站前播放的「車內廣播用音樂」
，作曲交由已執筆過多首發車音樂及車內廣播用音樂的
音樂製作人，向谷 實（本公司練馬高野台站的發車音樂，便是由向谷實編曲）
。
＜車內廣播用音樂製作

向谷 實

簡歷＞

1979 年以「仙后座」樂團的鍵盤手出道。作曲、編曲過多首樂曲，於歐洲、南美、
東南亞等海外各地也極受推崇。近年積極運用影片播放技術轉播音樂製作現場，
受到各方矚目，提供的樂曲不但連續在 iTunes 拿下 J-POP 部門第 1 名，更 CD 化
引起巨大話題。也因自年幼便是熱衷的鐵路迷，於 1995 年開發出全世界第一個
真實版鐵路模擬遊戲「Train Simulator」
。
其技術獲得鐵路公司與博物館等高度評價，現正開發、製作業務用模擬機。以
累積至今的廣博知識與銳利評論，出席過許多電視、廣播節目以及演講、講座。

―向谷 實的話―
「西武 旅行餐廳 52 席的至福」讓熟悉的城鎮風景也閃耀出光芒。我將創作出符合視覺、味覺之樂的樂曲，
讓來到這班車上的各位能留下更深刻記憶，並感到至福的時光。敬請期待。
7. 專用網站
「觀光列車」專用網站自 12 月 17 日（四）起公開。本網站將依序公
布「觀光列車」相關資訊，並於本網站內受理預約搭乘。
URL：http://www.seibu-group.co.jp/railways/seibu52-shifuku/index.html

8. 預約開始日
2016 年 2 月 1 日（一）起開始於專用網站內受理。
（2016 年 4 月～2016 年 6 月搭乘部分）
詳細內容將依序公布於本網站。
9. 餐點內容
預計提供讓您優雅享受全新美食與旅行風格的內容。
具體餐點內容，將另於專用網站公布。

專用網站

10. 設計團隊
多方匯集各領域專家的意見與協助，致力讓所有乘客享受全新模式的旅行。
◆綜合設計、營運 株式會社 NKB
◆外觀與內部設計 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
◆標誌與 LOGO 設計 FLAME 古平 正義
◆命名與文案設計 谷山廣告 谷山 雅計

隈 研吾

（敬稱略）
＜設計團隊 簡歷＞
外觀與內部設計
隈 研吾

隈 研吾

建築師

1954 年生，東京大學建築研究所畢。1990 年設立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現為
東京大學教授。1997 年以「森舞台／登米市傳統繼承館」榮獲日本建築學會獎，2010
年以「根津美術館」獲每日藝術獎，2011 年以「檮原木橋美術館」獲藝術選獎文部
科學大臣獎。
近作包括 Suntory 美術館、浅草文化觀光中心、長岡市役所 AO-RE、歌舞伎座、豐
島區廳舍、貝桑松藝術文化中心、FRAC 馬賽等，目前於 16 國有建築計畫進行中。
著書包括《小建築》
（岩波新書）
、
《自然的建築》
（岩波新書）
、
《奔跑的建築師》
（新
潮社）、《我的地點》（大和書房）《廣場》（淡交社）等多冊。
LOGO 設計

古平 正義
古平 正義 美術指導／繪圖設計師（FLAME）
1970 年出生於大阪府。歷經 Akita Design Kan 之工作後，於 1997 年獨立接案，2001
年設立 FLAME。
主要作品：「東京藝術博覽會」「日本版滾石」美術指導＆設計，「La Foret 原宿」
廣告、CM，與 BAO BAO ISSEY MIYAKE 之合作案，INORAN（LUNA SEA）、GLAY、
一青窈的美術設計等。
主要得獎經歷：東京 ADC 獎、ONE SHOW 金獎與銀獎、D&AD 黃鉛筆獎 等
著書包括《設計學校》《繪圖設計學校》（共著／誠文堂新光社）等

命名者

谷山 雅計
谷山 雅計 文案（谷山廣告）
1961 年出生於大阪府，1984 年進入株式會社博報堂，1997 年設立有限會社谷山廣告
主要作品：東京瓦斯「Gas・Pa・Cho！」
、資生堂／TSUBAKI「日本的女性，真美。」、
新潮文庫「Yonda？」、日本電視台「日 Tele 營業中」、Kirin Beverage／
生茶 等。
主要得獎經歷：TCC 獎、朝日廣告獎、每日廣告獎、新聞協會廣告獎 等多數

【參考】
・2015 年 6 月 16 日（二）發行（第 15-021 號）新聞稿
http://www.seibu-group.co.jp/railways/news/news-release/2015/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6/16/20150616kankou_densya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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