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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的庭园，开放时间各异。请事先进行确认。
2 原则上，庭园的开放时间是 9 点～ 17 点。

（不同庭园的开放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具体请查阅各庭园栏。）
3 为了不对主人的生活造成困扰，请安静地参观。
4 请勿触碰植物及其他东西。
5 进出庭园时请勿按门铃。
6 请勿使用洗手间。
7 小组参观时人员请控制在 3 人左右。
8 参观过程中请勿饮食。
9 拍摄照片时，请遵从园主的指示。
10 园主无法随时应对参观。
11 原则上，请勿将宠物带入庭园内。
12 原则上，庭园不设停车场。
13 请将垃圾带回。
14 请确认开放及关闭的招牌。

致参观者
小平市的开放式庭园是承蒙庭园所有者（园主）好意对
外公开的。为了能让彼此心情舒畅，尽情欣赏庭园，请
务必遵守以下要求。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小川町 1-647-3

TEL/090-4220-2061

从播种开始全由园主亲手打造的庭园。庭园里
还有花田小径及吊床。4 月末～ 5 月末是甘菊
的最佳观赏时期。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不同季节
的不同花卉。

开放日 / 全年

１ 森田开放式庭园森田开放式庭园

开放日 /4 月～ 12 月（周日、雨天休息）

咖啡厅有不定期临时停业

地址 / 小川西町 5-9

TEL/090-3524-7443

在这里可以欣赏四季的鲜花及吊花篮。此外，
在其相邻的农场里，一年四季共可欣赏到 150
多种鲜花。农场内可以摘花，还有花苗销售。

这里培育着各种不同种类的玫瑰。
园主在盆里种植了季节性花卉，通过精心照料，
全年鲜花盛开。请务必前来观赏。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荣町 2-15-30

※从园外参观

开放日 /4 月～ 12 月（周日、雨天休息）

３

开放日 / 全年

２ 野口家野口家 咖啡厅小川农场咖啡厅小川农场



园主新增了玫瑰的种类及花的数量，还用入口
的拱门及花的名牌等各种手工制品来点缀庭园。
如顺道经过时，还请务必进来饮茶。在建筑物
的内部或着露台座位上都可尽情欣赏庭园。期
待您的到来。

开放日 /5 月（雨天则取消）
10 点～ 12 点、13 点～ 17 点
地址 / 鹰之台 21-6
TEL/042-343-1392

因为园主一个人要负责园内杂事及所有花卉的
照料培育，有时恐无法对外开放。至于确切的
日期，连休后园主会在家门前通知。欢迎咨询。
这个属于玫瑰爱好者的玫瑰庭园已历经 19 年
岁月了。庭园里现已有大约300株、280种玫瑰。

４

开放日 /5 月（雨天则取消）
10 点～ 12 点、13 点～ 17 点
开放日 /5 月（雨天则取消）
10 点～ 12 点、13 点～ 17 点

５Bethany 馆Bethany 馆

开放日 / 全年（周日休息）
9 点～ 17 点（周六截至 16 点）
地址 / 小川町 1-2332-1
TEL/042-313-6564
e-mail:bethany15.ojgc@gmail.com

浅见家浅见家

开放日 /5 月 10 日左右～ 25 日左右

10 点～ 16 点

地址 / 上水新町 2-22-3

※从园外参观

庭园内玫瑰、铁线莲、宿根草等从种子开始培育
而来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花开繁盛。
关于铁线莲的栽培，欢迎随时咨询。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上水本町 2-1-4

TEL/042-325-1480

从府中街道走进手工打造的日式大门，映入眼帘
的是一个别样的世界。这是一座被诸多大树环绕
的日式及西式混搭风格的庭院。一年四季鲜花盛
开，3 月中旬～ 4 月尤为繁盛。

开放日 /5 月 10 日左右～ 25 日左右

６

开放日 / 全年

７佐久间家佐久间家 柴山庭园柴山庭园



这是园主在咖啡厅前打造的一座全年都能欣赏季
节性花卉的庭院。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津田町 2-28-10  
TEL/090-9806-8977

开放日 / 全年

９８ 結實村粕谷 (Minorimura kasuya)園

从 2 月到 5 月，可欣赏河津樱花、阿龟樱花、杨贵妃樱花、
红山紫茎等。到了 6 月和 7 月时，在农园周围的绣球
花盛开，蔬菜园也迎来丰收。在 2 月到 9 月的第一个
和第三个星期四，可在农园的自然生息空间 (Biotope)
观察青蛙、青鳉鱼和水生植物等。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上水本町 1-25-39
TEL/042-323-1892
※从农园外参观

結實村粕谷 (Minorimura kasuya)園 Fleur Corbeille Fleur Corbeille 

从树木的修剪到花苗的栽培，园主都费尽心力地
照料。特别是园内放置的大石，颇具日式庭园风
格。

开放日 / 全年（周四固定休息）※有不定期临时停业

11 点 30 分～ 14 点 30 分

地址 / 小川町 1-1104-1

TEL/042-344-0007

开放日 / 全年（除了周二固定休息日、周二为节假日的翌日、临时停业日、年末年初以外）

11 点～ 20 点（有时会截至 15 点）※来访时请告知接待处

地址 / 上水本町 2-19-22　TEL/042-321-0294
HP:http://irorinosato.jp

这是一家利用十二分之一长的大号火车运送料理的日本料理店。
在这座广阔的、借用了玉川上水散步小道丰富的自然美景所打造
的日本庭园里，有着四季应时开放的山野花草、优雅地在水渠中
游弋的锦鲤、保留着深山村落风情的茶室等，呈现出一种令人怀
旧的“稍早前的武藏野”景致。火车的汽笛、野鸟的鸣啭、风的
声音、树木的色彩、茅草葺的水车小屋。这是一座可以让人忘却
繁忙的日常生活，任安逸时光静静流淌的绿色清流之乡。

开放日 / 全年（周四固定休息）※有不定期临时停业

1110 彩色之乡彩色之乡 乌冬弥 根古坂乌冬弥 根古坂



开放日 /3 月～ 12 月
10 点～ 17 点（周一固定休息）※有不定期临时停业
地址 / 铃木町 1-464
TEL/042-327-0644
e-mail:bensfarm60@gmail.com
HP:https://bensfarm.wixsite.com/bens-farm
在广阔的农场占地内，一年大约有 80 多种鲜花
争相绽放。全盛的樱花及一眼可尽收眼底的充满
自然风光的田地是农场的一大看点。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上水南町 4-12-16

TEL/090-5418-9878

e-mail:riesunaoshi@yahoo.co.jp

敬请感受这朴素的、具有治愈系自然风情的庭
院。如想参观令人意想不到的内庭，请先联系
园主后再前往。

1312 砂押家砂押家 Ben's  FarmBen's  Farm

园主用心打理庭园，努力让这里一年四季花开不
败。庭园虽小，但与家分隔开，无论何时都可以
随意参观。※设有停车场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铃木町 1-30-89
TEL/042-322-1231

开放日 / 全年
9 点～ 17 点
地址 / 小川町 2-1827
TEL/042-348-7244

这是位于 JA 东京武藏小平农业市场屋顶的庭园。
晴天时，在此还能看到富士山。敬请欣赏小平市
园艺工会培育的四季应时花木。

（施工）小平市园艺工会

14 15中山家中山家 JA 东京武藏小平农业市场JA 东京武藏小平农业市场



一般社团法人小平观光城市建设协会的花街道部
会（志愿者）会员们从种子培育到插枝、新枝栽
种上费劲心力。为了让观赏者能尽可能感受到季
节的变化，会员们种植了许多宿根草。每月 4 次
的日常打理工作虽然繁重，但是会员们带来的花
也让花坛变得如此漂亮。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天神町 3-6 前
TEL/042-312-3954

以循环利用为主题打造的庭园，只要看一看花盆、花架、
装饰棚架及露台等由何做成便能让人乐趣倍增！
这些都是由铁锅、磨、三轮车、两轮拖车、小花盆等有
趣的东西制作而成的。
因为是盆栽所以能迎合四季的变化，这也是画室的一大
魅力。此外，这里还有不少杂货类商品，吸引了许多老
幼客人多次来访。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仲町 461
TEL/042-341-0155
e-mail:akkojdg216@hotmail.co.jp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仲町 461
TEL/042-341-0155
e-mail:akkojdg216@hotmail.co.jp

1716 画室 绘・果・树画室 绘・果・树 花街道花坛花街道花坛

开放日 / 全年　10 点 30 分～ 18 点
地址 / 美园町 1-24-14
TEL/042-344-7199
e-mail:matsumuracoo@icloud.com
HP:https://www.cafelaguras.jp

商店前庭内主要种植了传统玫瑰 (OLD ROSE)，同时还
种了铁线莲、香草和一年生植物等。
此外，还可从露台座位欣赏绣球花公园的绣球花和绿荫
道上的樱花。

春天，从 3 月至 5 月初，我家主打的樱花草便会绽放出
粉色的花朵，令庭园芳香四溢。一到夏天，6 月至 10 月，
凤仙花、矮牵牛等还可消暑，带来阵阵清凉。重瓣的白
色矮牵牛如同新娘的捧花般美丽。
除此以外，在花期结束后的 12 月，因为有灯光的装饰，
庭园也是流光溢彩，连附近的街坊都会前来欣赏。如果
您在附近，虽然只能在庭园外参观，也请前来尽情欣赏。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大沼町 4-7-20
TEL/042-344-2461　　　※从园外参观

18

开放日 / 全年　　

19咖啡厅 Laguras咖啡厅 Laguras 古屋家古屋家



我们希望能在小小的土地上一年四季都能让人赏
心悦目。希望通过用小配件装饰等，打造出一个
充满活力的庭园。

开放日 /3 月～ 8 月、11 月中旬～ 12 月末

地址 / 大沼町 4-9-16

※从园外参观

开放日 /5 月
10 点～ 17 点
地址 / 大沼町 4-45-14
※从园外参观

庭园内绽放着圣诞玫瑰、郁金香、铁线莲、玫瑰、
紫阳花。
如跟园主打声招呼，还可以到庭园内参观。

开放日 /3 月～ 8 月、11 月中旬～ 12 月末

地址 / 大沼町 4-9-16

20 21田中家田中家 佐藤家佐藤家

庭园内四季都有玫瑰、蕾丝花、琉璃茉莉等鲜花
盛开。春天，从咖啡厅的大窗户赏樱，景致也是
绝美的。

开放日 / 全年（周一固定休息）
地址 / 花小金井 6-45-25
TEL/090-8058-0498
e-mail:hito.mina.kosokoso@ezweb.ne.jp
HP:https://www.instagram.com/laroseblanche_cafe

开放日 / 全年（2 月除外）
10 点～ 17 点
地址 / 铃木町 2-228-33
TEL/042-461-7218（维多利亚）
e-mail:ponponyukirin@gmail.com
为了打造一种乡村风格，我们在桉树的枕木上用
了即使是现在很稀有的老式道钉作为装饰，并在
庭园里种植了四季应时的鲜花。庭园在西式的基
础上还结合了日式风格，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光源
氏及玉之浦等的山茶花。
敬请参观。

22 23La Rose BlancheLa Rose Blanche 立原家庭院式盆景花园立原家庭院式盆景花园



25 花小金井教会庭园花小金井教会庭园

4 月芝樱和徳国菖蒲盛开，6 月绣球花绽放，12
月到 3 月期间三色菫和水仙花等争相怒放。春季
到秋季之间，还可欣赏郁郁葱葱的草坪 , 圣诞节
时更是花团锦簇。

开放日 全年

地址 / 花小金井 6-32-8

TEL/042-462-0818

e-mail:besthopeinj-atoz@kmj.biglobe.ne.jp

24 风之交响乐♪风之交响乐♪

经过精心打造，一年四季都能享受鲜花盛开、绿
意盎然的花园。可从露台座位和吧台座位看到玫
瑰通道，还可欣赏到白玉兰、山茶花、茉莉花、
圣诞玫瑰、玫瑰、绣球花等。

开放日 全年（周日、周一固定休息）

地址 / 花小金井 6-32-7

TEL/042-497-8116

HP:http://www17.plala.or.jp/cafekaze/

由 HYS Engineering  Services, Inc. 的志愿者及
小平市园艺工会负责打理及栽培的花坛。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花小金井 1-9

开放日 / 全年

26 花小金井站北出口花坛花小金井站北出口花坛 27 园艺沙龙　COCONIWA园艺沙龙　COCONIWA

5 月到 6 月玫瑰争奇斗艳。园主精心打造了一个以玫
瑰为中心、同时包括铁线莲、宿根草等在内的天然庭园。
工作室开设季节性鲜花混栽专业拼盆教室，同时还销
售花苗和杂货，希望向更多的人传达园艺的乐趣。

开放日 / 全年
地址 / 铃木町 1-266-2
TEL: 080-3457-7200
Email: srcoco98@gmail.com
从庭园外参观（庭园内参观需要事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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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 Farm

立原家庭院式盆景花园

La Rose Blanche

花小金井站北出口花坛

Fleur Corbeille 

铁线莲・玫瑰

玫瑰

百合
大波斯菊・紫罗兰金鱼草

三色堇

三色堇・樱花草 凤仙花・鼠尾草・蝴蝶草 小菊・杜鹃

山茶花 杜鹃花・山榴・紫藤

紫阳花

山茶花 梅 片栗花

三色堇 ・堇菜 柏叶紫阳花

大麦  捕蝇草

大波斯菊・蚊连草 鸡冠花 兔耳花

玫瑰

玫瑰 双岩玫瑰・六月菊堇菜・门氏喜林草

圣诞玫瑰 玫瑰・蕾丝花 紫阳花 水仙

樱花草 凤仙花・重瓣矮牵牛

圣诞玫瑰 凤仙花

姫立金花 花生草 蕾丝花 紫阳花 向日葵 藿香薊 彼岸花 鸡冠花 皇帝大丽花

罂粟 三色堇・堇菜・牡丹

海棠・郁金香・丁香花 玫瑰・紫阳花 狗尾草・牡丹・枫叶
水仙・梅花・山茶花

樱花 四季盛开的玫瑰

季节性花卉 季节性花卉

玫瑰・紫阳花・油橄榄・络石

玫瑰・铁线莲

季节性花卉JA 东京武藏　小平农业市场

琉璃茉莉・藏红花

天竺葵・铁线莲
龙舌兰・杜鹃

山牛蒡的红叶

百合

三色堇
圣诞玫瑰

向日葵甘菊・千鸟草圣诞玫瑰

玫瑰・蕾丝花・琉璃茉莉 龙舌兰

季节性花卉 季节性花卉

樱花草・立浪草・蕾丝花・铁线花・毛蓼 三色堇・堇菜・圣诞玫瑰

圣诞玫瑰

郁金香
百合

柏叶紫阳花
圣诞玫瑰彼岸花

三色堇
彩虹菊 紫萼・百子莲

季节性花卉・香草类

山茶花

金盏花

莺葛

棣棠花

萝卜花

野甘草

三色堇

桂花

三色堇 三色堇彩叶草・天竺葵・繁星花・秋海棠

浅见家 玫瑰（280 品种）

长春花

樱花 紫阳花

水仙・圣诞玫瑰鸢尾 天竺葵・Biokovo 松虫草・百合 蒲苇 菊

玫瑰

灯光装饰 樱花草

丁香花 圣诞玫瑰

铁线莲 溲疏花 三色堇・堇菜

皇帝大丽花黑莓

卷丹・狐之剃刀（石蒜科）

桔梗・石竹花

红叶

菊花

郁金香・水仙
紫阳花

樱花

风铃草
三色堇

双岩玫瑰

郁金香

百日草

圣诞玫瑰

樱花 紫阳花

水仙・三色堇

圣诞玫瑰 玫瑰 双岩玫瑰

双岩玫瑰

山茶花

杜鹃花

結實村粕谷 (Minorimura kasuya) 園

风之交响乐♪
花小金井教会庭园

园艺沙龙　COCONIWA 铁线莲・玫瑰 季节性花卉季节性花卉

芝樱・三色堇

白蓮

徳国菖蒲

菖蒲







东村山站

东大和市站

鹰之台站

小川站 

国分寺站

一桥学园站

萩山站
小平站

花小金井站

新宿站

高田马场站
上野站

浜松町站

成田机场

羽田机场

中央线

山手线西武新宿线

西武多摩湖线

西武拜岛线

西武国分寺线

京成本线

东京单轨电车

新小平站

西国分寺站

武藏野线 

立川站八王子站

东京站

涩谷站

品川站

铁路路线图

成
田

快
车

京急线新宿⇆小平       35 分钟（乘坐山手线、西武新宿线快车）

新宿⇆国分寺    30 分钟（乘坐中央线快速列车）

新宿⇆国分寺    22 分钟（乘坐中央线特快列车）

青梅街道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