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富良野美瑛自由行
观光・交通・节日信息

１、交通
新千岁机场-富良野市

札幌市-富良野市
【驾车】札幌IC＜道央道42km＞三笠IC＜道道岩見沢三笠線-道道452号-道道
【驾车】千岁東IC＜道東道64㎞＞占冠IC＜国道237号50㎞＞富良野
美唄富良野線64km＞富良野 合計約106km 約1小時45分
124㎞ 約2小時
【JR】札幌＜函館本線特急50分＞滝川＜根室本線普通70分＞富良野 合計約
2小時05分（不含換车时间） 車資：札幌-富良野市 单程3949円 推荐往返票
【JR】新千岁机场＜函館本線急行約35分＞札幌＜函館本線特急50分＞滝
夏季限定：JR富良野薰衣草特快(札幌-富良野) 約2小時
川＜根室本線普通70分＞富良野 合計約2小時35分（不含換车时间）
札幌7:52发ー富良野9:55到 札幌9:07发车ー富良野11:07到
夏季限定：JR富良野薰衣草特快(札幌-富良野) 約2小時
富良野16:49发ー札幌19:02到 富良野17:36发ー19:44到
※2016年6月11-19日週六・週日限定、6月25日～8月21日毎日
札幌7:52発ー富良野9:55到 札幌9:07发车ー富良野11:07到
時刻表：http://www.jrhokkaido.co.jp/travel/furano_sum2016/index.html
富良野16:49発ー札幌19:02到 富良野17:36発ー19:44到
【巴士】 札幌站（札幌巴士总站・16号站台・高速富良野号）→富良野 約２小時
單程2260円 往返4150円
※2016年6月11-19日週六・週日限定、6月25日～8月21日毎日
http://www.chuo-bus.co.jp/highway/index.cgi?ope=det&n=9&o=1&t=173
時刻表：http://www.jrhokkaido.co.jp/travel/furano_sum2016/index.html
【JR富良野・美瑛超慢号小火车】旭川-美瑛-富良野)
アースライド
6月11日-19日週六・週日限定运行、6月25日-8月21日每天运行、8月27日-9月
【巴士】 JR新千岁车站→JR札幌站東出口→札幌巴士总站・16号站台・高
速富良野号 約２小時（冬天約2小時50分） 单程2260円 往返4150円
25日・週六・週日・節日限定运行。
http://www.chuo-bus.co.jp/highway/index.cgi?ope=det&n=9&o=1&t=173 時刻表：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pdf/ml/201605_ch.pdf
札幌巴士站 011-231-0500 富良野巴士站 0167-22-1911

旭川机场-富良野市
【巴士】薰衣草号 0167-22-1911 約1・5小時/冬約2小時
官方网：http://www.furanobus.jp/lavender/

【计程车】 富良野計程车：0167-22-5001
http://personal.furano.ne.jp/ftaxi/japanese/toiawase/index.htm

中央 hier ：0167-22-2880 http://www.chuo-hire.com/plan.html
【驾车】旭川→国道237号线→富良野 約45分
夏日札幌-富良野・美瑛1日观光
中央巴士预约王・富良野发：http://www.furanobus.jp/furanogo.html
Hokkaido Resort Liner札幌发：http://www.accessn.jp/summer2016/kankou/sapporo/day_1.html
HOT BUS札幌发：
https://www.hotbus.co.jp/tour/detail.php?tid=9760633300145

夏季限定無制限乘坐巴士 「KURURU号」（7月2日～8月21日毎日运行）
A路線第一班車：JR富良野車站9:15发 →基線→Natulvard Hotel→新富良野王
子酒店→起司工房→Furano Marche→JR富良野車站9：51到
B路線第一班車：10:05発→富良野紅酒工厂→六花亭→葡萄果汁工厂→富田
农场→葡萄果汁工厂→富良野紅酒工厂→JR富良野車站10:45到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時刻表：
http://www.furanotourism.com/spro_cms/up/20160330101422093_79805.pdf
售票处：JR富良野站旁或北之峰的观光协会or车上购票
车资：2日畅游票1500円（12岁以下65岁以上1200円）、1日券1200 円（12岁以下
65岁以上1000円）。 洽询：（社）富良野観光協会 TEL：0167-23-3388
JR北海道夏限定・富良野美瑛周遊券（有効期限4日）
札幌発大人6500円 孩童半价 使用期间：2016年4月29日～10月31日
內容：札幌至富良野美瑛特快及普通列車往返票。外加、富良野美瑛自由区间
普通列車自由席無制限搭乘、包括「富良野美瑛超慢号小火車」。
售票：JR北海道各大绿色窗口 http://www.jrhokkaido.co.jp/
JR薰衣草周遊券（有効期間1日）
大人2500円 孩童半价 使用期間：2016年4月29日～10月31日
內容：富良野美瑛地区间普通列車、富良野美瑛超慢号小火车、無制限搭乘。

2、觀光巴士
JR北海道観光巴士 「Twinkle巴士」
①Twinkle巴士美瑛号
2016年6月11日~6月19日週六・週日限定运行、6月25日～8月21日毎
日运行、8月27日~9月25日・週六・週日・節日运行。大人1500円 孩童
半价 ※2日前予約必要・在美瑛四季の情報館当日予約可
1号车・广景之路 10:50～12:30
路線：JR美瑛车站→三愛之丘（車窗）→拓真館（約20分）→四季彩之丘
→新栄之丘（车窓）→JR美瑛車站
2号车・拼布之路 13:20～14:40
路線：JR美瑛车站→Ken&Mary之樹（车窗）→七星之樹(5分）→親子之
樹（车窗）→北西之丘(车窗）→JR美瑛車站
3号车・广景之路 15:25～17:05
路線：JR美瑛车站→三愛之丘（车窗）→拓真館（約20分）→四季彩之丘
→新栄之丘（车窓）→JR美瑛车站

富良野巴士公司・各観光巴士
※2日前予約必要 予約网：http://www.furanobus.jp//furanogo.html
①観光周遊 富良野号
2016年6月11日～19日週六・週日限定运行、6月25日～8月21日毎日运行、8月
27日・28日运行 大人3000円 孩童半价 运行时间：11:50～16:00
路線：11:50JR富良野车站→拾來的家(20分）→麓郷展望台(20分）→富良野果醬
園＆面包超人店(45分）→起司工房(15分）→新富良野王子酒店風之花園＆森林
精靈的阳台(60分）→16:00JR富良野站 ※各入园費用需自付

アースライド
②観光周遊 富良野・美瑛号
2016年7月2日～8月7日毎日 大人2500円 孩童半价
运行时间：10:30～12:50 大人2500円 孩童半价
路線：10:30JR富良野车站→後藤純男美術馆（35分）→Fulower Land上富良野
（25分）→雲霄飞车之路（车窗）→12:50 美瑛车站 ※含入馆・入园费

②美瑛周遊号 （第一班-第五班 無制限搭乘巴士） NEW！！
JR各窗口不售票、需要到美瑛车站旁、四季情報馆购票。
2016年6月13日～24日週一～週五、8月22日～9月9日週一～週五
①拼布之路 大人1500円 孩童半价 1日券
JR美瑛车站→亜斗夢之丘→Ken&Mary之树→七星之树→北西之丘→
柔和七之丘→美瑛選果→JR美瑛车站
JR美瑛车站出发：第一班10点发车、第二班11点、第三班下午1点、第
四班下午2点、第五班下午3点、 全程需要50分钟。
②广景之路 大人1500円 孩童半价 1日券
JR美瑛车站→三愛之丘→千代田牧場→拓真館→四季彩之丘→JR美
馬牛车站→新栄之丘→JR美瑛车站
JR美瑛车站出発：第一班10:30发车、第二班11：30发车、第三班13:30
发车、第四班14:30发车、第五班15:30 发车、全程需要50分钟。
③两条路线通票 大人2500円 孩童半价 1日券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③観光周遊 美瑛・富良野号 （当日・美瑛四季情報館予約可）
2016年7月2日～8月7日毎日 大人2500円 孩童半价 時間：14:50～17:10
路線：JR美瑛车站→雲霄飞车之路（车窗）→Fulower Land上富良野（25分）
→後藤純男美術馆（35分）→JR富良野车站17:10
TOYOTA Rent-ａ-car富良野店
地址：北海道富良野市日の出町2-15 電話：0167-23-2100 FAX 0167-23-3849
通常营业時間：08:00 ～ 20:00 予約：http://www.toyotarenta.com/en_index.php
JR富良野駅租借
4月27日-10月14日 9:00 -18:000 167-22-0073 予約：http://www.ekiren.co.jp/
24時間加油站
HOKUREN加油站(自助式)
富良野市新富町1-83 電話：0167-39-0200

3、单车信息
脚踏车租借
美瑛町
①寺坂商会 美瑛町本町１丁目 0166-92-2191
②松浦商店 美瑛町本町１丁目 0166-92-1415
③宇野商店 美瑛町本町１丁目 0166-92-1851
④滝川サイクル 美瑛町本町１丁目 0166-92-3448
⑤佐藤 商店 美瑛町美馬牛市街地 0166-95-2407
⑥美馬牛ガイドの山小屋 美瑛町美馬牛市街地 0166-95-2277
⑦白金ビルケの森IS 美瑛町白金ビルケの森 0166-94-3355
上富良野町
⑧長沼自転車店 上富良野町中町2丁目3-27 0167-45-2417
富良野市
⑪遊び屋 富良野市学田三区4746番 0167-22-0534
⑫スポートピア 富良野市北の峰町
北之峰觀光咨询处１楼 0167-22-1935 （有协助车及向导服務）
⑬杉本レンタサイクル 富良野市北之峰町35-17
⑭MTB北海道 富良野市北之峰2-14
⑮磯山ミシン商会 富良野市日出町2-1
⑯長江商会 富良野市日出町2-3

0167-22-2769

0167-22-5655
0167-22-2273

0167-22-2859

⑰藤田サイクル 富良野市朝日町12-1 0167-22-2906
⑱杉本商店 富良野市麓郷市街地 0167-29-2025
南富良野町
⑲金山湖畔キャンプ場 南富良野町東鹿越
0167-52-3132
占冠村
⑳TOMAMU
0167-58-1111(内線6511)
㉑占冠村物産馆 占冠村占冠（JR占冠车站旁）
0167-56-2053
富良野觀光单位推荐 乡间小路１
路線：JR富良野车站→富良野葡萄酒工厂→清水山展望台→六花亭→葡萄果
汁工厂→彩香之里→町營薰衣草园→富田农场→富田農場薰衣草花园
EAST→鳥沼公园→富良野Marche特产广场→JR富良野车站
アースライド
距離:：37.9km ( 去程：4.6km / 回程：3.4km )
预计时间：2.5小時 ＊如全程不休息
富良野觀光单位推荐 麓郷路线２
路線：JR富良野车站→搭富良野巴士去麓郷→先租借单车→Glass Folest玻
璃森林店→富良野果醬園→面包超人商店（单车暂放）→麓郷展望台→富川拉
麵→JR富良野车站
距離：6.5km ( 去程：3.3km / 回程：3.1km )
預計時間：2小時 ＊不包括休息、参观时间。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麓郷線巴時刻表：http://www.furanobus.jp/rosen/index.html
自行車租借：杉本商店 麓郷市街地5 0167-27-2025 費用：1回500日圓
富良野地球单骑路線（ Great Earth Furano Ride）
距離：105.7 KM・最大標高差：271M 预计时间：7小時2分
毎年6月举办的、「富良野地球单骑」路線分為三段、分別是：50KM「富良野平野
路線」、可以轻松边骑边欣賞、雄偉的十勝岳和平坦的田园路線。80KM的「薰
衣草路線」、行程將延伸到美瑛的丘陵路線、上富良野「日出公園」到美瑛町
「拓真館」会遇到一連串丘陵山坡。110KM「來自北國路線」向麓郷行駛、途經本
路線最難之处、越過去就是天然湧水「原始之泉」在此休息。穿過日剧「來自北
國」外景地麓郷後、眺望著富良野平野单骑、就是富良野市街。
地球单骑：2016年6月25日・6月26日
富良野地球单骑、外國遊客可上官方网报名參加。
官方網：http://earth-ride.jp/hokkaido/hokkaido_gaiyou.php

4、富良野市景点

②Campana 六花亭
特典：咖啡免費、店外有很大的阳台可观看、雪山十勝岳連峰。
4月下旬～11月上旬 限定営業：9：00～17：00
富良野市清水山
官方网：http://www.rokkatei.co.jp/facilities/campana/index.html
JR富良野站出发、步行約22分钟、骑单车12分钟。

⑤富良野起司工房
特典：紅酒起司、墨魚起司、白起司的免費試吃。
手工体验工房提供製作起司、奶油、冰淇淋…等手工体验課程。
奶油 700円 预计时间40分、冰激淋700 円 预计时间40分、
起司 800円 预计时间60分、烤麵包 880円 预计时间60分
※面包製作需要3天前预约。其他的当天预约可。
預約專線 TEL：0167-23-1156 Mail：cheese@furano.ne.jp
9:00am～17:00pm(11～3月9:00am～16:00pm) ※12月31日～1月3日休館
富良野市中5区 0167-23-1156 http://www.furano-cheese.jp/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御料線」至御料5線下車（約240日圓）、步行約7分钟。
「快速薰衣草号」至御料4線下车（約220日圓）、徒步約20分钟。
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7分、約1500日圓。

③富良野葡萄酒工厂
特典：免費参观、在薰衣草花園可眺望十勝岳。
6月～8月/9:00～18:00 9月～5月/9:00～16:30 年中無休（但元旦前後
休） 富良野市清水山
TEL：167-22-3242 http://www.furanowine.jp/
JR富良野站出发、步行約20分钟、骑单车10分钟。

⑥新富良野王子大饭店
アースライド
景点：森林精灵的陽台/森林時鐘咖啡屋/風之花園/富良野缆车
在此还可以乘坐熱气球和Segway、看雲海眺望十勝岳連峰（要搭乘富良野缆
车）。富良野市中御料 0167-22-1111 JR富良野站乘「快速薰衣草号」、车程13
分车资260日圓。計程車10分鐘、約1700日圓。
http://www.princehotels.co.jp/newfurano/

④FURANO MARCHE（特産广场）
特典：可拿到免費观光地图等。当地农特产、地道美食的複合式卖场。
手工美味面包、甜品的｢Sabor｣咖啡館。富良野特产、紀念品的｢Argent
｣。蔬果超市｢Hogar｣。地道美食、小吃区｢Furadish｣。
9:00am～19:00pm(GW・6/15～9/23)
10:00am～19:00pm(上記期間以外) 休業日:11/24～27 12/31 1/1
富良野市幸町13番1号
TEL：0167-22-1001 http://www.furano.ne.jp/marche/
JR富良野站出发、步行約10分钟。
新設2号馆、设有披薩店、雜貨店、花店等。

森林精靈的陽台
倉本聰導演设计的、森林手工艺品村。
沿着森林裡遊步道、可慢慢参观15栋小木屋手工艺品店。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12:00～20:45pm http://www.princehotels.co.jp/furano-area/ningle/

①富良野葡萄果汁工厂
葡萄果汁工厂至紅酒工厂、一路都是葡萄田。
富良野市清水山 TEL：0167-23-3388（富良野觀光协会）
6月1日～9月末限定（期間無休） 开馆：10:00～16：00
JR富良野站出发、步行約25分钟、骑单车15分钟。

風之花園：風之花園外拍地、耗时2年建的英式花園。園内2萬多株花草、外拍時
的溫室至今還保留著、不同季節都可以感受到花草的温馨。
※4/29～10/18 8：00〜16：00（最終受付17：30）
※6/13～8/31 日落～20:00（最終受付19：30）
※10/1～10/18 8:00～16:00 （最終受付15：30）
入园費：大人700円 7岁至12岁500円 4～6歳 免費
http://www.princehotels.co.jp/newfurano/facility/garden/
富良野缆车:101人大缆车、山頂站可以眺望富良野盆地。運氣好還有雲海
营业期間：6月-10月18日 详细请参阅以下网址
往返票:大人1900円、孩童950円 觀星缆车：7月25日～8月23日·预定
http://www.princehotels.co.jp/furano-area/summer/activity/index03.html

5、富良野市麓郷景點～日劇「來自北國」外拍地～純樸的鄉下
①Glass Forest in Furano（玻璃森林工房）
特典：玻璃飾品製作和吹玻璃、免費观看。
小樽「大正硝子」的分店、这是占地更大。分為7馆、分別以啤酒杯、夏日
海洋風、可愛組合等等为主题。这是还有日本唯一的、冰玻璃。製作手法
特殊、看上去和冰一样。
藍色玻璃球（守护飾品） 所要時間： ５分～１５分 1000円～、玻璃裝飾外
收費。玻璃点缀、液体蜡烛 所要時間: 20分 1400円～
吹玻璃 所要時間：20分 2700円～、玻璃刻花紋 所要時間：１時間～
1500円～。
预约：玻璃手工製作、前1天或当天预约可。5人以上、请1週前或提前预约。
9：00ａｍ～18：00ｐｍ 年中無休
富良野市麓郷3号 0167-39-9088 http://www.furano-glass.jp/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車（車程45分、620円）、徒歩5分
鐘。JR富良野站乘计程车、約5500日圓～6500日圓。
②拾來的家
特典：環保又独特的建築風格、很值得一看。
日劇「來自北國」中、主人公黒板五郎用拾來的廃材建的家。
2016年4月17日～11月23日
AM9:30～PM18:00（最終入场PM17:30）
2016年11月24日～4月15日
AM10:00～PM16:00（最終入场PM15:30) ※無休
入園費：500円 団体400円 小学生以下・障碍者免費
富良野市麓郷 TEL：0167-23-3388 （富良野観光協会）
http://www.furano-kankou.com/kankou/kankou/index.html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车（車程45分、620円）、徒歩6
分鐘。JR富良野站乘计程车、約5500円～6500円。
③富良野音乐盒堂
特典：院子里有天然湧水可接來喝、可以找到日劇來自北國等、4000曲以
上的八音盒。营业时间：9:15～17:45 入场免费 12月31日至1月3日休
富良野市東麓郷3 Tel：0167-29-2288
http://www.otaru-orgel.co.jp/j_furano.html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车（车程45分、600円）、徒歩20
分钟、骑单车12分。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6000日圓～7000円。

④五郎的石之家
日剧來自北国的外拍地、石頭磊的房子及風力发电等環保建築風、很值得一看。
2016年4月17日～9月30日 AM9:30～PM18：00（最終入場PM17:30）
10月1日～11月23日 AM9:30～PM16:00（最終入場PM15:30） ※期間中無休
入園費：500円 団体400円 小学生以下・障碍者免費
富良野市麓郷 TEL：0167-23-3388（富良野觀光协会）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车（车程45分、620円）、步行40分、骑
单车20分、JR富良野站、乘计程车約7000円～7500円。
⑤富良野果酱＆面包超人店
特典：面包超人美術馆免費参观、38种無添加手工果醬免费试吃。
夏期营业期間 4月～11月 冬期営業期間 12月～3月 9:00～17:30 无休
富良野市東麓郷3號 TEL： 0167-29-2233 http://www.furanojam.com/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车（车程45分、620円）、步行1小時、骑
单车約半小時。アースライド
⑥麓郷展望台
为追求可以让人安心食用的食材与美味、1973年大久保婆婆創立了会员制的共
濟农场与富良野果酱园。日本藍莓HASCAPPU,日本玫瑰果、山葡萄、木莓…有着
超過30种的手工果醬。附近的「麓鄉展望台」也是不可錯過的景点。
富良野市東麓郷3 TEL/0167-29-2233 http://furanojam.com/home.html
花朵日曆：http://www.furanojam.com/scenery/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车（車程45分、620円）、步行75分、骑单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车45分。

6、富良野市各种信息
①花人街道
麓郷展望台・Hight Land Furano ・紅酒工厂・風之花園・富田农场・彩香之
里・富田农场薰衣草東・上富良野Flower Land・ｋａｎｎｏ farm・四季彩之丘・
Serubu之丘 花人街道：http://www.furanotourism.com/cn/bigkey/flower/

②蔬果・紅酒・起司等名産。
６月中旬～富良野蜜瓜、8月～西瓜、季節的蔬菜、富良野才能買到的紅酒、
富良野牛奶、起司、冰激凌等。
富良野紅酒工厂：http://www.furanowine.jp/
富良野起司工房：http://www.furano-cheese.jp/
Furano Marche：http://www.furano.ne.jp/marche/

③美食
海鮮料理・富良野和牛・蝦夷鹿肉料理・咖喱蛋堡飯等。
富良野美食网：
http://www.furanotourism.com/cn/spot/spot_L.php?kid1=3
綠色旗帜美食店：http://furanogf.com/

⑤戶外体验
熱気球（冬夏皆有）・Segway・漂流・清流釣魚・摘草莓・
冰淇淋及果酱製作・單騎・鄉下小小逰・舞臺表演等。
遊び屋（Asobiya ）・・・http://www.asobiya.jp/cn/
アルパイン（Alpine）・・・http://www.alpn.co.jp/taiwan/index.html
コロポックル(Korpokkur）・・・http://www.koropo.com/program2/
ウッキーズ(Wokkys)・・・http://www.wokkys.jp/
フライングドルフィンズ(Flying Dolphins）：http://www.dolphins.gr.jp/
NPO法人 山部まちおこしネットワーク （農作物收获体验）
富良野市山部南町2番10号 TEL・FAX：0167-42-3900
※時間・价格要相談 （3時間体験4200円）
其他：（社）富良野観光協会
http://furanotourism-com.check-xserver.jp/cn/spot/spot_L.php?kid1=2
アースライド
⑥高爾夫
①富良野高爾夫 36洞 Arnold Daniel Palmer设计
官方網：http://www.princehotels.co.jp/golf/furano/
②薰衣草森林高爾夫 18洞
官方网：http://www.furano.ne.jp/golf/
③富良野ORIKA RESORT 18洞
官方网：http://furano-orika.com/golf/

咖喱蛋包飯：http://furano-omucurry.com/

④富良野市内温泉
「新富良野王子大飯店」（紫彩之湯）・「富良野寶亭留」・「Hotel Bellhills」
「Hotel Naturuwald」・「Hight Land furano」等、均有日归溫泉600-1000円。

Hight Land furano

新富良野王子大飯店

富良野酒店

富良野観光協会住宿予約网：
http://www.furanotourism.com/en/spot/spot_L.php?kid1=4

⑦节日・活动
2016年6月25日・26日 Great
Earth Furano Ride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边吃蜜瓜等、边享受50km・80km・112km的单骑活动。
官方网：http://great-earth.jp/furano/furano_gaiyou.php
7月28・29日 肚臍舞节
富良野位于北海道的中央、好像人的肚臍。人们为了紀念、所以毎年盛夏都會举
办肚臍舞节。最多的時3000人在肚皮上画画跳舞、每年都吸引7万多人前來观看。
官方网：http://www.furano.ne.jp/hesomatsuri/
9月3日 葡萄・葡萄酒节
踏葡萄・紅酒美食、紅酒及葡萄果汁免費試飲等。
12月下旬～3月上旬 富良野歓寒村
氷之美術館・冰酒吧・雪上滑輪・熱気球等、可長期体验冰雪活动。
官方網：http://www.furano-kankou.com/kankan.html
⑧特産＆蜜瓜等购物网
http://furanotourism-com.check-xserver.jp/cn/spot/spot_L.php?kid1=3

7、中富良野景点
①富田農場（ファーム富田）
富田农场、是北海道最先躯的花田之一。原僅栽种薰衣草的富田農場、在
主人的精心打理下渐渐地成为、今日所見的彩虹花海。薰衣草以外、來到
這裡您还可以看到法國金盞花、罌粟花、羽扁豆花等多種花朵竞艳、景观
让人难忘。中富良野町北星 TEL： 0167-39-3939
http://www.farm-tomita.co.jp/
JR薰衣草花田站（夏季临时站）、步行約7分钟、从中富良野車站下车、步
行約25分钟可抵达。夏日推荐交通、富良野観光協会観光巴士 「KURURU
号」、或Twinkle富良野薰衣草号直接前往。
交通１、路線巴士「薰衣草号」至JR中富良野站。
JR富良野站发车巴士(车程12分）
6:50/8:20/9:35/11:00/12:50/14:35/15:35/17:00
JR美瑛站发车巴士(车程32分）
10:26/11:56/13:11/14:36/16:26/18:11/19:11/20:36
交通２、「超慢号小火车」
6月11日～6月19日週六・週日、6月25日～8月21日毎日、8月27日～9月25
日週六・週日・節日。富良野车站～薰衣草花田站230円、富良野站～美瑛
站640円、富良野站～旭川站1070円。
1号車 9:56旭川発/10:38美瑛発/11:14 薰衣草車站発/11:36富良野着
2号車 11:53富良野発/12:15薰衣草车站発/12:55美瑛着
3号車 13:06美瑛発/13:42薰衣草车站発/13:56富良野着
4号車 14:02富良野発/14:25薰衣草车站発/15:05美瑛着
5号車 15:10美瑛発/15:47薰衣草车站発/16:01富良野着
6号車 16:12富良野発/16:41薰衣草车站発/17:21美瑛発/17:46旭川着

富田農場 花期情報
5月上旬 紫色風信子、鬱金香、三色堇
中旬 鬱金香、冰島罌粟 下旬 冰島罌粟花
6月上旬 春之彩色花田賞花期、蝦夷蔥花、紫色鼠尾草
中旬 罌粟花、濱梨、濱菊下旬 薰衣草 (濃紫早開)
7月 上旬 花人之田賞花期、薰衣草(羊蹄)、滿天星、
薰衣草(丘紫)、孔雀草、鼠尾草、中旬 彩色花田賞花期、黃花波斯菊 下旬 薰衣草
(HANAMOIWA)
8月 秋之彩色花田賞花期、大波斯菊、醉蝶花、紫色鼠尾草(至10月中旬为止)
其他有近100种花奔可欣赏、溫室全年均可欣赏薰衣草。
花朵速報：http://www.farm-tomita.co.jp/farm/photo_diary.asp

②町營薰衣草園（町営ラベンダー园）
町營薰衣草园、位於十勝岳連峰正对面的山坡上。推荐搭乘观光小缆车、上山
アースライド
再漫步而下。山上不但可以欣賞花田、还可以眺望中富良野盆地。
缆车营业：2016年6月18日～8月31日 大人300円 孩童200円
TEL： 0167-44-2121
③彩香之里（ラベンダー園 彩香の里）
主要栽種薰衣草,在彩香之里您还可以看到羽扁豆花,向日葵及多种色彩繽紛的花
朵。季節限定还有剪薰衣草体验、需要另外付費。中富良野町西1線北12号
TEL：0167-44-2855 http://www.h3.dion.ne.jp/~saika/
④中富良野温泉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交通３、JR富良野站或美瑛站至、JR中富良野站毎小时1班车。
JR中富良野车站-富田农场 「share taxi」 NEW！！
※最大1台9名ok 2016年6月18日～8月31日
运行時刻：JR中富良野車站发车8:40～16:50
富田蜜瓜園发车（富田农场旁）8:50～16:50 运行：毎20分１台车
費用：1名200円（大人・孩童同价） 车程5-10分
搭乘站①JR中富良野车站前 洗手间旁 ②中富良野町営薰衣草園 停车
場洗手间旁 ③富田蜜瓜园（富田農場旁） 停车场洗手间旁

Spa & Hotel Resort Furano Laterre
Ｌａｔｅｒｒｅ：http://www.f-laterre.com/
ORIKA：http://furano-orika.com/

中富良野觀光协会
http://nakafukanko.com/

Furano Resort ORIKA

8、上富良野景点
①日出公园
日出公園栽有大片薰衣草花田、从山下緩步上行、道路兩旁种满各种
花奔、山顶设有展望台、可眺望花海及十勝岳連峰。展望台前有白色
拱門的「愛情之钟」、每年薰衣草花季都會有无数新人來此举办婚礼。
空知郡上富良野町東1線北27号 0167-45-3150(十勝岳観光協会）
http://www.kamifurano.jp/ 從JR上富良野车站、步行約1５分钟。

日出公园
Flower Land
②Flower Land上富良野（フラワーランドかみふらの）
五月至九月为止、Flower Land上富良野所栽培的鮮花一一綻放。
除了广受喜愛的薰衣草以外、您更可以一览其他花朵再風中搖曳
的風情。上富良野町西５線北27号
Tel：0167-45-9480 http://flower-land.co.jp/
花朵日曆：http://flower-land.co.jp/hana.html
從JR上富良野车站、乘计程车約5分钟、步行23分钟。

③富田農場薰衣草东园（ファーム富田ラベンダーイースト）
2008年6月20日 、富田农场开放的、日本最大的薰衣草花田。
此有薰衣草田、是为制造香料及薰衣草乾花等专用花田。 这里
还是薰衣草的发祥地、富田农场建立50周年時開始对外公开。
2016年7月1日～営業予定
空知郡上富良野町東6線北16号 Tel：：0167-39-3939
http://www.farm-tomita.co.jp/jp/lavender_east/index.html
入園免費、薰衣草巴士（中学生以上）約300円／孩童（4歳以上
小学生以下）約150円（3歳以下免費）
JR中富良野車站或薰衣草花田站(夏限定站)、乘计程车約15分

④菅野农园（かんのファーム）
位于国道273旁的管野花園、花期很長初春到晚秋都可以观赏到各种花朵。
花園內还设有小餐厅和卖场等、賞花之余还可以尝试各種美食和购物。
北海道空知郡上富良野町西12線北36号 美馬牛峠 0167-45-9528
JR美馬牛车站、步行10分钟。

②後藤純男美術馆
位于北海道上富良野的本美術館、展示了日本畫的泰山北斗後藤大師之作130幅
アースライド
之多。後藤大師的作品有京都、奈良、北海道雪景、還有象徵日本的富士山和櫻花
等。日本画是用岩彩和宝石所画、与水墨画有很多不同之处很值得一看。

後藤大師2016年受賞 第72回
日本美術院賞及恩賜賞受賞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後藤純男美術館 北海道空知郡上富良野町東4線北26号
TEL：0167－45－6181 http://www.gotosumiomuseum.com
③十勝岳温泉
十勝岳温泉郷、位于北海道海拔最高之处。在露天溫泉中可以看到美麗的十勝岳
連峰、是可以让身心得到舒解的上好温泉。
十勝岳温泉郷：http://www.kamifurano.jp/guide/spa.html

Ｋａｍｉｈｏｒｏ荘

白銀荘

BardenKamifurano

其他景点及活动、上富良野十勝岳觀光協会。
http://www.kamifurano.jp/

凌雲閣

9、美瑛景点
①青池
北海道的九塞溝、有着夢幻般藍色的池水。青池的上游是美瑛川
被称为藍河。這一帶的水里含有膠體顆粒、在水中碰撞、因為光的
散射、短波長的藍光容易散射光到我們的眼睛、因此池水看起來
是藍的。來美瑛、千萬不要錯過。
上川郡美瑛町白金
JR美瑛站搭乘、前往白金溫泉的「道北巴士」白金青池入口下車、
从停车场步行5分钟。车程約15分、车资500日圓。
道北巴士Tel：0166-23-4161 http://www.dohokubus.com/

④四季彩之丘
美瑛四季彩之丘
这里有着连绵的丘陵和广阔的花田、5月的郁金香、風信子、三色堇等也很漂亮。
园内还有小羊驼牧场和各种花園游览车。
花朵信息：http://www.shikisainooka.jp/oka/koyomi.html
地址：北海道上川郡美瑛町新星第三 TEL0166-95-2758
交通：JR富良野駅坐到美馬牛車站下车、步行25分钟计程车約10分钟。
车资：約400日圆 计程车約1300日圆

②白鬚瀑布
十勝岳的雪水、通過峭壁向白色的胡须一样、落入美瑛川这条藍
河。这里一年四季都景色怡人、很值得一看。
上川郡美瑛町白金
JR美瑛站搭乘、前往白金溫泉的「道北巴士」白金温泉
下車、从停车场步行5分钟。车程約20分、车资600日圓。
道北巴士Tel：0166-23-4161 http://www.dohokubus.com/

③美瑛選果
美瑛农协、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开设的、餐厅、农产品卖场。分三
部分、贩卖当地特选蔬果・稻米・玉米等農產品的「選果市場」、提
供甜点的「選果工房」、米其林三星名廚中道博進、掌廚的法國餐
厅｢Asperges」。http://bieisenka.jp/access/
上川郡美瑛町大町2丁目 Tel：0167-92-5522
JR美瑛站出发、步行約15分钟。

⑤白金温泉

アースライド

位于十勝岳連峰・美瑛富士・美瑛岳的山腳下、溫泉鄉步行3分的地方就是白须瀑
布。如果自驾游、清晨还可以前往车程10分钟的青池一遊。另外、溫泉鄉上面的環
山路夏天还通往、上富良野的十勝岳溫泉鄉。周遊兩大溫泉鄉、也是旅行的最佳
选择。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Shironogane Park Hills飯店 白金温泉飯店
大雪山白金観光饭店
白金温泉郷：http://www.biei-shiroganeonsen.com/index.html

其他景点及活动、美瑛觀光協会官方网。
http://www.biei-hokkaido.jp/kankouspot/index.html

10、南富良野・占冠景点
①金山湖
金山湖是南富良野町的旅遊勝地、夏天可以泛舟露营及观赏薰衣草、冬
天可以冰釣和观星等。每年7月最後的週日、这里还会舉辦盛大的湖水煙
火大会、场景十分壮观。

③幾寅站
这里是高倉健和広瀬涼子主演的電影、铁道员的外拍地。站內里仍然保持着、
当年拍電影的模样。在此还可以找到、演員们的亲笔签名。车站旁就是南富良
野町观光协会、可以收集更多的观光咨询。
南富良野まちづくり観光協会：http://minamifurano.main.jp/index.html
南富良野町振興公社
http://www.town.minamifurano.hokkaido.jp/kousya/index.html

LOGHOTEL LARCH
金山湖畔有著很歐風的小木屋度假區、很適合情侶或举家度假。
官方網：http://larch.jp/
金山湖露營地
想近一步体验大自然的话、可以去湖畔事務所租借小木屋。一栋才2500
日圓、小木屋数量有限请務必预约。
http://www.town.minamifurano.hokkaido.jp/kousya/camp/camp.html

④星野度假区MOMAMU
这里有着雲海展望台、水之教堂、微笑海灘、愛絲冰城等、很值得一去的觀光設施。
アースライド
夏日里水之教堂和雲海展望台上、总是遊人不絕。
http://www.snowtomamu.jp/winter/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⑤道の駅「」自然体感占冠」
在这里可以买到、「森林獵人」牌子的鹿肉食加工産品 及山菜加工品。

交通：JR富良野駅出发、東鹿越駅下車步行20分就到。
②南富良野物产中心
这里可以找到各種南富良野名產及手工艺品、物產中心後面就是薰衣草
花田是自驾游休息之地的首选。车位76台、大型巴士車位10台、还有24
小時可以使用的洗手间。
北海道 空知郡南富良野町字幾寅687-1

北海道 勇払郡占冠村字中央 営業時間：9:0018:00 電話：0167-56-2174
占冠村官方网：
http://www.vill.shimukappu.lg.jp/shimukappu/photo/index.html

11、2016富良野美瑛節日信息①
①『GREAT EARTH～FURANO Ride～』
行之有年的「地球单骑」活动目前已在日本沖繩石垣島、越前
加賀、宮崎、東京、富良野及紐西蘭等地舉行。活動宗旨是愛地
球、透過单骑达到減炭綠色环保方式。
富良野也是一成員、活动毎年都在６月第３週末舉行。正值花季
繽紛、魯冰花、鬱金香、日本玫瑰花、油菜花等等花奔攻佔大地、
在日出公园、富田农场等地甚至可以看到早开的薰衣草。另外
中途还准备了、蜜瓜、BBQ、烤香腸等美食休息站。路線分為三
段、分別是：50KM「富良野平野路線」、80KM的「田園路線」、
112KM「美瑛丘陵路線」。
日程：2016年6月25日・26日
大会地点：「富良野体育中心」富良野市桂木町5番10号
交通：JR富良野車步行15分钟、计程车5分钟。站免費停车场500
台。官方网：http://great-earth.jp/furano/furano_gaiyou.php
外國遊客、可上官方网报名參加。

②『中富良野薰衣草节烟火大会』
1300发多彩的花火在薰衣草花田上綻放、另外还有其他节目！
日程：2016年7月16日 地點:中富良野町營薰衣草花园
交通: JR中富良野车站步行15分钟、无停车场当天有交通制限。
访问：【中富良野薰衣草祭実行委員会】0167-39-3033
官方网http://hanabi.walkerplus.com/detail/fw0206.html

③『上富良野花与火焰四季彩节』
薰衣草满开的日出公園、上演多彩的歌舞节目。为十勝岳安全祈福、人们晚
上还推着彩燈车行灯。另外、晚上薰衣草花田上空有着3000发煙花大会、让人
叹为观止。
日程：2016年7月17日 地点:上富良野町日出公园
交通: JR上富良野車站徒步15分、計程車5分钟。
洽詢：【运营委員会】0167-45-2191 官方网： http://sikisai.kamifu.com/

④美瑛火把节アースライド
位于火把节之前、在美瑛神社的御火把上写下心願、当节日時写满心願御火把將
在美瑛神社点燃祈祷人們的幸福。场面十分壮观、很值得前往。
日程：2016年7月24日 地点:美瑛神社
交通:ＪＲ美瑛駅搭乘前往白金温泉巴士、丸山下车10分。
洽询：美瑛神社0166-92-4321
官方网：http://www.biei-hokkaido.jp/event/
⑤『金山湖湖水祭』
太陽与森林湖泊的祭典、金山湖湖水祭。毎年7月最後的週日举办。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民謠秀和多彩的节目、最後在湖上煙花大会2000发。瀑布般的烟花、約700米十
分壮观。日程：2016年7月30日・７月31日（花火大会20:00～）
地点:南富良野町金山湖露营地
交通：JR東鹿越車站徒步15分钟、免費停车场3000台。
洽询：南富良野觀光協會0167-52-2605
官方网：http://hanabi.walkerplus.com/detail/fw0208.htm

12、2016富良野美瑛節日信息②
①『北海道肚臍舞节』
富良野地理为止处于北海道正中央、有着肚臍之鄉的称呼。毎
年7月28日・29日、都要举行充滿幽默的北海肚臍舞节。參加者
会在肚子上画脸谱、然後在街道上跳舞。当天可以临时參加、只
是看看也会觉的非常有趣。另外还有太鼓表演等多彩節目和美
食、遊人可以免費穿浴在街上走走、体验茶道等日本文化。
日程：2016年7月28日・29日 地点 富良野市、JR富良野车站前
街道。 交通：JR富良野車站徒步7分、免費停車場500台、大巴
士可停在市政府停车场。
询问:【北海肚臍舞節実行委員会】0167-39-2312
官方网：http://www.furano.ne.jp/hesomatsuri/

④『富良野葡萄・葡萄酒节』
富良野盛产葡萄酒、毎年葡萄收获之時都会庆祝。不仅有传统的踏葡萄等多彩
节目、还可以品嘗葡萄酒葡萄果汁、及葡萄酒為主题的地道美食。
日程：2016年9月3日 地点: JR富良野车站旁广场 JR富良野车站步行1分
洽询:【富良野葡萄葡萄酒節実行委員会】0167-39-2312

アースライド

②『占冠家郷节』
节日有占冠的傳統芸能等多彩节目。毎年最人气的是「占冠和
牛烤肉」。日程：2016年8月6日7日 地點: 占冠村中央 農村
公園（道の駅旁） 洽詢：【占冠家鄉祭実行委員会事務局】 016739-8010 http://www.shimukappu.com/event/cat17/post/

⑤『富良野起司节』
节日当天、起司工房手工体验、披萨工房的披萨均有優惠价格。另外、还可以
在美食摊位享受各种与起司相关的美食。http://www.furano-cheese.jp/
日程：2016年9月25日 交通：JR富良野车站、搭乘計程车<約10分钟。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③『KAMIFURANO TOKACHIDAKE HILLCLIMB』
北海道内標高最高的登岳单车活动即將举办、单车路线全长
18.5KM最高標高1000M。可以在十勝岳之間尽情的感受大自然、
终点就是北海道標高最高的温泉鄉「十勝岳温泉郷」。单车活動
後还有上富良野的各种美食！
日程：2016年8月28日 地点：「上富良野日出公園特設会场」
交通：JR上富良野車步行15分钟、計程車5分钟。
官方网：http://great-earth.jp/kamifurano/kamifurano_gaiyou.php
外國遊客、可上官方网报名參加。

⑥『美瑛世紀单骑』
秋季环绕美瑛丘陵的单车活动、途中还有一些美食站可以享用。
日程：2016年9月17日•18日
地點：「美瑛町体育中心」美瑛町丸山１丁目1-9
交通：JR美瑛車站徒步19分钟、计程车7分钟。
官方网：http://www.enjoy-biei.com/centuryride/course/index.html
外国遊客、可上官方网报名參加。
其他节日：http://furanobiei.hokkaido.jp/index.html

模範行程 ①
～春季富良野农乡深度遊～
１．景点

２．行程（5月）上旬～紫色風信子、鬱金香、冰島罌粟、三色堇。

①森林精灵的阳台限定・手工艺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15栋森林小木屋、寻找只属于自己的紀念品。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辦理住宿登記
旭丘公園桜花（3000株）5月上旬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購物
晚餐：酒店
②温泉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③紅酒工廠・六花亭・起司工房
④富田農場
⑤Furano Marche
晚餐：市街美食店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②温泉
③紅酒工厂・六花亭・起司工房
→富良野才能买到的紅酒、及人氣甜品六花亭、起
司工房全部走到。

④富田农场

第二天
上午

→在富田农场观赏春天的花田、和购买薰衣草紀
念品。6月开始、还可以在旁边富田蜜瓜還吃蜜瓜。

⑤Furano

Marche（特产广场）

→富良野草莓、富良野農產加工品等应有尽有。

⑥Glass Forest in Furano
→位於麓郷巴士站2分之处、不但可以购买精致手
工玻璃还可以体验製作。

第三天

上午

自助餐or和食

海鮮or富良野和牛等

早餐：酒店
⑥Glass Forest in Furano
（麓郷玻璃森林）
⑦富良野果醬園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⑦富良野果酱园
→富良野在地蔬果手工果醬、蜂蜜等。果醬園旁的
麵包超人美術館也很值得一去。

紅酒工廠

起司工廠

模範行程 ②
～美食・賞花之旅～
１．景點

２．行程（6月）上旬～中旬魯冰花、罌粟花、紫色鼠尾草。25日～早開薰衣草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辦理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購物
晚餐：酒店
②觀星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③富田農場
富田蜜瓜(6月約下旬～)
④上富良野Flower Land
午餐：Herb Hill Furano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⑥美瑛選果
⑦Furano Marche
晚餐：市街美食店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6月上旬～吃切蜜瓜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品。

②觀星
→城市看不到的星空、富良野秘密的夜景。

アースライド

③富田農場＆富田蜜瓜
→在富田農場觀賞春天的花田、和購買薰衣草紀
念品。6月開始、還可以在旁邊的富田蜜瓜還吃蜜
瓜。

第二天

上午

④上富良野Flower Land
→罌粟花、紫色鼠尾草花田後面還有魅力的雪山、

下午

再此還可以乘拖拉機周遊花園。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不但可以賞花、還可以買到各種季節蔬果品嚐。

⑥美瑛選果
→美瑛農協的購物設施、在此還可以免費試吃。

⑦Furano

Marche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⑧Furano Dellice
→雙層起司蛋糕、瓶牛奶布丁、新作甜點超有人氣。

⑨起司工廠
→冰淇淋or奶油手工製作很值得體驗。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⑧Furano Dellice
⑨起司工廠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自助餐or和食

蘆筍・奶油馬鈴薯
有機蔬菜・免費試吃
富良野特產購物
海鮮or富良野和牛等
地元食材・新作甜點
冰淇淋or奶油手工製作

模範行程 ③
～蜜瓜・賞花之旅～
１．景點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２．行程（7月）上旬～下旬薰衣草。下旬醉蝶花、太陽花、大波斯菊等。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露臺
晚餐：酒店
②觀星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③富田農場
④彩香之里・剪薰衣草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午餐：市内美食店
⑥奧平農園・蜜瓜吃到飽
⑦紅酒工廠・薰衣草展望台
⑧Furano Marche特産廣場購物
晚餐：市街美食店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午餐：酒店
⑨麓郷展望台
⑩富良野音樂盒堂
⑪Glass Forest in Furano
（玻璃工房）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麓郷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自己的紀念品。

②在漫天的星空下觀星
→去看城市里看不到的星空、富良野秘密的夜景

アースライド

③富田農場
→富田農場的彩田、薰衣草花田賞花。

第二天
上午

④彩香之里
→彩香之里、剪薰衣草體驗。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不但可以賞花、還可以買到各種季節蔬果品嚐。

⑥奧平農園
→切成一半的蜜瓜吃到飽

⑦紅酒工廠・薰衣草展望台
→紅酒工廠參觀酒坊＆薰衣草展望台賞花

⑧Furano Marche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⑨麓郷展望台・富良野音樂堂・Glass
Forest in Furano
→在麓郷展望台不僅可以賞花、還可以眺望麓郷
的農田風景。富良野音樂盒堂及玻璃工坊更是值
得一去。

下午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第三天
上午

自助餐or和食

解散
海鮮or富良野和牛等

模範行程 ④
～晚夏花田・美食之旅～
１．景點

２．行程（8月）太陽花、大波斯菊、醉蝶花、紫色紅色鼠尾草、金盞菊等。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露臺
晚餐：酒店
②觀星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③富田農場
④菅野花園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午餐：市內美食店
⑥奧平農園・蜜瓜吃到飽
⑦麓郷展望台
⑧Glass Forest in Furano
晚餐：當地美食店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自己的紀念品。

②在漫天的星空下觀星
→去看城市里看不到的星空、富良野秘密的夜景

アースライド

③富田農場
→富田農場的彩田、薰衣草花田賞花。

第二天
上午

④菅野花園
→再次不僅可以賞花、還可以登上小山丘眺望日
本人氣組合「嵐」之樹。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下午

→不但可以賞花、還可以買到各種季節蔬果品嚐。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⑥奧平農園

第三天

→切成一半的蜜瓜吃到飽

⑦麓郷展望台・Glass Forest

上午

in Furano

→在麓郷展望台不僅可以賞花、還可以眺望麓郷
的農田風景。Glass Forest in Furano（玻璃工
坊）更是值得一去。

⑧Furano Marche特産廣場購物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⑨Furano Delice
→雙層起司蛋糕、瓶牛奶布丁、新作甜點超有人
氣。

午餐：酒店
⑨Furano Marche特産廣場購物
⑩Furano Delice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自助餐or和食

解散
海鮮or富良野和牛等

模範行程 ⑤
～賞花＆紅酒美食之旅～
１．景點

２．行程（９月）紫色鼠尾草、大波斯菊、百日草、雞冠花、金盞菊等。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購物
晚餐：酒店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②美瑛四季彩の丘
→不僅可以賞花、還有可愛的小駱駝羊。

③美瑛青池・白髭瀑布！
→就像北海道的九寨溝、去看神秘的青池和白髭瀑
布、の下に流れる下、流淌著藍色河水。

④Contry Terace

第二天

Koropokkur

下午

→歐風農園挖馬鈴薯or摘草莓

⑤紅酒工廠

上午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9月正值葡萄收穫的季節、紅酒工廠附近的葡萄
田也很值得一看。

⑥六花亭
→9月六花亭富良野店有著、自家葡萄田做的葡萄
甜品及巧克力等。季節限定推薦前往

⑧Furano Marche特産廣場購物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⑨Furano Delice
→雙層起司蛋糕、瓶牛奶布丁、新作甜點超有人氣。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②美瑛四季彩之丘
③美瑛青池・白髭瀑布
午餐：Herb Hill Furano
④Contry Terace Koropokkur
挖馬鈴薯or摘草莓 9月上旬～10月下旬可
⑤紅酒工廠
⑥六花亭
晚餐：酒店
早餐：酒店
⑨Furano Marche特産廣場購物
⑩Furano Delice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自助餐or和食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海鮮料理or富良野和牛等

模範行程 ⑥
～神秘青池・紅葉之旅～
１．景點

２．行程（10月）十勝岳紅葉9月下旬～・富良野近郊紅葉10月上旬～下旬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品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購物
晚餐：酒店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
宿

②美瑛青池・白髭瀑布！
→就像北海道的九寨溝、去看神秘的青池和白髭瀑
布、の下に流れる下、流淌著藍色河水。

③拼布之路＆北西之丘

自助餐or和食
第二天
上午

→秋天的拼布之路、西北之丘很美很值得一去。

④美瑛四季彩之丘
→可以看到防風林及丘陵、還有可愛的小駱駝羊。

⑤十勝岳展望台・紅葉鑑賞

下午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十勝岳展望台一邊眺望（2077m）的山岳
一邊欣賞紅葉。

⑥日本画

第三天
上午

後藤純男美術館

→寶石與岩彩畫的日本畫。

下午

⑦富良野纜車、紅葉鑑賞。
→乘坐國内最大的纜車(101人)賞紅葉、將富良野盆
地・十勝連峰一覽無遺。

⑧⑨起司工房・六花亭・紅酒工廠
→富良野才能買到的紅酒及人氣甜品六花亭・起司
工房全部走到。

⑩⑪GlassForest（玻璃工房）・富良野果醬
→富良野玻璃見學、富良野果醬免費試吃。

第四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②美瑛青池＆白髭瀑布・紅葉鑑賞
③拼布之路＆北西之丘
午餐：Herb Hill Furano
④四季彩之丘（紫色鼠尾草、雞冠花等）
⑤十勝岳展望台・紅葉鑑賞
⑥日本画 後藤純男美術館
晚餐：酒店
早餐：酒店
⑦富良野纜車・紅葉鑑賞
⑧六花亭・紅酒工廠
⑨起司工廠
午餐：市内美食店
⑩GlassForest（玻璃工房）
⑪富良野果醬
晚餐：市街美食店
Furano Marche購物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
宿

海鮮料理or富良野和牛等
早餐：酒店

模範行程 ⑦
文芸美術・温泉之旅！
１．景點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15棟森林小木屋里可以欣賞各位藝術家的設計、
而且可以找到只屬於自己的藝術品。

２．行程（11月）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辦理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購物
晚餐：酒店
②觀星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③日本画「後藤 純男美術館」
④「拓真館」前田真三大師攝影館
午餐：後藤純男美術館餐廳
⑤美瑛白金温泉郷100％天然温泉
Furano Marche特產廣場購物
晚餐：市街美食店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⑥「麵包超人商店」柳瀬大師真筆漫畫
⑦富良野音樂盒堂
⑧Glass Forest in Furano
（富良野玻璃工房）
午餐:市街美食店
其他観光地or機場

麓郷

②觀星
→觀察富良野的秘密星空

アースライド

③拓真館
→前田真三大師攝影館

第二天

上午

④日本画「後藤純男美術館」
→欣賞寶石與岩彩畫的日本畫

下午

⑤美瑛「白金温泉郷」
→泡溫泉之余、還可以到附近的百鬚瀑布看
銀白的瀑布和藍色的美瑛川。

第三天

上午

⑥麵包超人商店
→富良野果醬園的果醬婆婆與麵包超人漫畫的
柳瀬大師有緣、所以在此建立麵包超人美術館。
在此可以看到、柳瀬大師的許多真作。

⑦富良野音樂盒堂
→小樽音樂盒堂分店、在此還可以找到富良野限
定的音樂盒、也可以手工自作音樂盒。店外還有免
費的山泉可以喝～

⑧Glass Forest in Furano
→小樽大正硝子分店、7座玻璃館構成很值得一去。

中午

自助餐or和食

海鮮or富良野和牛等

模範行程 ⑧
～ 至福休假・白色聖誕之旅 ～
１．景點

２．行程（12月）

①②森林精靈的陽臺＆森林時計咖啡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15棟森林歐風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
品。森林時計咖啡享受溫柔時刻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空港着Or旭川空港
富良野→登記住宿
①森林精靈的露臺
②森林時計咖啡
晚餐：酒店
溫泉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③美瑛拼布之路

アースライド

→冬季的美瑛之丘、很有白色聖誕氣氛。

④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乾花之舍
→冬季的富田農場雪景也很美、之外薰衣草溫室

第二天
上午

＆乾花之舍及攝影館都很值得一去。

⑤Furano Dellice

下午

→雙層起司蛋糕、瓶牛奶布丁、新作甜點超有人氣。

⑥雪上樂園
→雪上泛舟、雪上摩托、雪鞋漫步等享受冰雪之樂。

⑦紅酒工廠
→參觀北海道最北端的紅酒工坊。

⑧起司工廠
→起司工坊參觀或體驗奶油或起司自作。

⑨Furano Marche購物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③美瑛拼布之路
柔和七之丘＆Ken Merry之樹等攝影
午餐：市街美食店
④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乾花之舍
⑤Furano Dellice
⑥雪上樂園（新富良野王子酒店旁）
or戸外公司多種玩雪體驗
晚餐：市街美食店
早餐：酒店
⑦紅酒工廠
⑧起司工廠
⑨Furano Marche購物
其他観光地or新千歳空港

自助餐ｏｒ定食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民宿

模範行程 ⑨
～ 美食・温泉・樹氷之旅 ～
１．景點

２．行程（１月）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品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空港着Or旭川空港
富良野→登記住宿
①森林精靈的露臺
晚餐：酒店
②歓寒村：雪中滑輪+冰酒吧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②歓寒村：雪中滑輪体験（201ｍ）
→在氷的美術館・冰酒吧等、享受冰雪快樂。

③乘纜車看樹冰
→1月2月、正值樹氷季節搭乘101人纜車上山看
樹冰和美麗雪景。

第二天
上午

④富良野滑雪場滑雪體驗or雪上樂園
→2小時滑雪初心體驗or雪上樂園内玩雪
下午

⑤⑥起司工房・紅酒工廠
→工場見学+免費試吃
⑦後藤純男美術館
→後藤純男美術館

⑧十勝岳温泉白銀荘☆100％雪中溫泉
→十勝岳溫泉鄉是北海道標高最高的溫泉鄉
在此可以泡雪中溫泉和租借泳衣混浴體驗

⑨⑩⑪Glass Forest in Furano＆富良野音樂
盒堂＆富良野果醬園
→小樽大正玻璃分店及小樽音樂盒堂分店參觀或
購買精美禮品、富良野果醬園購買當地無添加果
醬。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③乘纜車看樹氷
④富良野滑雪場滑雪體驗or雪上樂園
⑤紅酒工廠
⑥起司工坊
午餐：市内美食店
⑦後藤純男美術館
⑧十勝岳白銀荘☆雪中溫泉
晚餐：市街美食店
早餐：酒店
⑨Glass Forest in Furano
⑩富良野音樂盒堂
⑪富良野果醬園
其他観光地or新千歳空港

自助餐ｏｒ定食

住宿：
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麓郷

模範行程 ⑩
～ 富良野・美瑛 春節遊～
１．景點

２．行程（2月）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品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空港着Or旭川空港
富良野→登記住宿
①森林精靈的露臺
晚餐：酒店
②歓寒村：雪中滑輪+冰酒吧
酒店溫泉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②歓寒村：日本最長的雪中滑輪体験
（201ｍ）
→在氷的美術館・冰酒吧等、享受冰雪快樂。

③乘纜車看樹氷＆鑽石雪

第二天

上午

→1月2月、正值樹氷季節搭乘101人纜車上山看
樹冰和美麗雪景。運氣好還可以看到鑽石雪！

④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攝影館
→冬天白雪覆蓋的富田農場也很漂亮、之外在溫
室裡也可以欣賞薰衣草。攝影館也很值得一去

下午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雪上香蕉船＆小駱駝羊牧場
→美瑛四季彩之丘的雪景十分壯觀、在此坐香蕉船
或參觀小駱駝羊牧場都很有趣。

⑥⑦Glass Forest in Furano
→小樽大正玻璃分店及小樽音樂盒堂分店參觀或
購買精美禮品

⑧紅酒工廠・起司工房
→工場見学+免費試吃

⑨Furano Marche購物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③乘纜車看樹氷＆鑽石雪
④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攝影館
⑤美瑛四季彩之丘
雪上香蕉船＆小駱駝羊牧場
午餐：市街美食店
⑥Glass Forest in Furano
⑦富良野音樂盒堂
晚餐：市街美食店
早餐：酒店
⑧紅酒工廠・起司工房
⑨Furano Marche購物
前往其他觀光地

自助餐ｏｒ定食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模範行程 ⑪
～富良野・美瑛～雪景攝影之旅！
１．景點

２．行程（3月）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日程

時間

内容

宿泊・食事・移動専用車

→15棟森林小木屋、冬天白雪覆蓋的歐風小木屋
十分浪漫。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空港着Or旭川空港
富良野→登記住宿
①森林精靈的露臺
②森林時計咖啡
晚餐：酒店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②森林時計咖啡
→日劇「溫柔時刻」的咖啡屋、在此可以親自磨製
咖啡。

第二天

上午

③熱氣球體驗or雪鞋漫步＆攝影
→熱氣球自由飛行、或雪鞋漫步拍攝雪景。

④美瑛之丘攝影
下午

→冬天美瑛的丘陵、是許多攝影愛好者嚮往的地
方。白色的丘陵、美美的樹冰讓人嘆為止觀。

⑤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園内雪景拍攝
→冬天的富田農場的雪景也十分美麗、不僅有白雪
覆蓋的薰衣草小雪包、還有美麗的白楊樹等。

⑥Furano Dellice
→雙層起司蛋糕、瓶牛奶布丁、新作甜點超有人氣。

⑦起司工廠
→參觀起司工廠
⑧Furano Marche購物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③熱氣球體驗or
雪上樂園 雪鞋漫步＆攝影
④美瑛之丘攝影
午餐
⑤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園内雪景拍攝
⑥Furano Dellice
晚餐:市街美食店
酒店溫泉
早餐：酒店
⑦起司工廠
⑧Furano Marche購物
前往其他觀光地

自助餐ｏｒ定食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模範行程 ⑫
～富良野～DIY体験・美食之旅！
１．景點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限定・手工藝品
→15棟森林小木屋、尋找只屬於自己的紀念品

２．行程（4月）
日程

時間

内容

住宿・餐點

第一天

傍晚

新千歳機場or旭川機場
富良野→住宿登記
①森林精靈的陽臺購物
晚餐：酒店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早餐：酒店
②富良野果醬園
③Glass Forest（玻璃工房）
④富良野音樂盒堂
⑤富田農場
⑥Furano Dellice
⑦Furano Marche
晚餐：市街美食店

住宿：富良野市内酒店or民宿
果醬手工製作
液體蠟燭or玻璃飾品 手工製作

②富良野果醬園
→用在地蔬果親手製作果醬體驗

③Glass Forest（玻璃工房）

第二天

上午

→這裡的玻璃都是出於師傅的手工製作、尤其採用
特別手法製作的冰玻璃很特別。

④富良野音樂盒堂
下午

→小樽音樂盒堂分店、在此還可以找到富良野限定
的音樂盒、也可以手工自作音樂盒。

⑤富田農場
→薰衣草溫室＆攝影館參觀 品嚐薰衣草甜品

⑥Furano Dellice
→雙層起司蛋糕、瓶牛奶布丁、新作甜點超有人氣。

⑦Furano Marche
→富良野特產應有盡有、是購買當地特產的首選。

⑧紅酒工廠
→100％富良野葡萄產的紅酒及葡萄果汁

⑨美瑛選果
→美瑛農協的購物設施、在此還可以免費試吃。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第三天
上午

早餐：酒店
⑧紅酒工廠
⑨美瑛選果
其他観光地or新千歳空港

自助餐or和食

薰衣草甜品
牛奶布丁＆人氣蛋糕
海鮮料理or富良野和牛
100％葡萄果汁＆紅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