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交通 

 

 

国際線（新千歳機場） 

北京～3小時、上海～3小时15分、台北～3小時、香港～3小時 

国内線（新千歳機場） 

羽田機場～1・5小時、関西国際機場～2小時 

【駕車】千歳東IC＜道東道64㎞＞占冠IC＜国道237号50㎞＞富良野 合計
124㎞  約2小時 

【JR】新千歳機場＜函館本線急行約3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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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不含換車時間） 

夏季限定：JR富良野薰衣草特急(札幌-富良野) 約2小時 

官方網：http://www.jrhokkaido.co.jp/ 

【巴士】 JR新千歳車站→札幌站（札幌巴士總站・16號站臺・高速富良野号）
→富良野 約２小時（冬天約2小時50分） 

http://www.chuo-bus.co.jp/highway/index.cgi?ope=det&n=9&o=1&t=173 

札幌巴士站 011-231-0500  富良野巴士站 0167-22-1911 

国内線（旭川機場） 

羽田機場～2小時、関西国際機場～2・5小時 

【巴士】薰衣草號 0167-22-1911   約1・5小時/冬約2小時 

官方網：http://www.cbnet.co.jp/furanobus/lavender.html 

【計程車】富良野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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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車】旭川→國道237號線→富良野 約45分 

冬季限定巴士Hokkaido Resort Liner 

①新千歳機場→富良野（北海道Access Network 011-219-4411） 

②旭川→富良野（北海道Access Network 011-219-4411 ） 

官方網：http://www.access-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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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 
【駕車】札幌IC＜道央道42km＞三笠IC＜道道岩見沢三笠線-道道452号-道道
美唄富良野線64km＞富良野 合計約106km 約2小時 
【JR】新千歳機場＜函館本線急行約3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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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不含換車時間） 
車資 新千歲機場-札幌 1040日圓、札幌-富良野市 單程3520日圓。 
夏季限定：JR富良野薰衣草特急(札幌-富良野) 約2小時 
【巴士】 札幌站（札幌巴士總站・16號站臺・高速富良野号）→富良野 約２小時
（冬天2小時50分）） 車資2200日圓 
6/8～8/31毎日、9/1～10/14週六日、節日。 
 

旭川 

【駕車】 旭川→国道237號線→富良野 約56km 約1時間  
【JR】 富良野線約80分   車資1040日圓 
【巴士】 富良野巴士（薰衣草号 旭川-富良野）車資1000日圓 
【夏季限定】 JR富良野・美瑛超慢號小火車(旭川-美瑛-富良野) 15周年 
6/8～8/31毎日、9/1～10/14週六日・節日。 
 

夏季限定観光巴士 

富良野観光協会観光巴士 「KURURU号」（7月6日～8月15日） 
Furano Marche、起司工房、新富良野王子酒店、Natulvard Hotel、基線、
Highland Furano薰衣草花園、富田農場、果汁工廠、六花亭、紅酒工廠・紅酒
之家、2日自由上下車。１日6班車 
售票處：富良野観光協会（JR富良野站旁）・国際中心（北之峰） 
JR北海道各車站 
車資：2日券1000日圓、12歳以下・65歳以上500日圓。 
官方網：www.furanotourism.com 

JR北海道観光巴士 「Twinkle巴士」  
（6月初旬～10月中旬 、一部份巴士到8月中旬為止） 
①Twinkle美瑛號美瑛之丘路線（周遊、七星之樹、北西之丘等） 
②Twinkle美瑛號拓真館路線（周遊、拓真館、四季彩之丘等） 
③Twinkle富良野號（周遊、麓郷、起司工房、新富良野王子酒店等） 
④Twinkle富良野薰衣草號（起司工房、富田農場、後藤純男美術館等） 
⑤Twinkle美瑛薰衣草號（富田農場薰衣草東、葡萄酒工廠、Furano Marche等） 
JR利用者専用・事先予約制（JR北海道電話諮詢中心 011-222-7111) 
售票處：JR北海道各車站 緑色窓口 
車資：500-1000日圓 
官方網：http://www.jrhokkaido.co.jp/ 
 

 

 

 

 

 

 



２、交通 

 

 

脚踏車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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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の峰ターミナル１F 0167-22-1935  （有協助車及嚮導服務） 

⑬杉本レンタサイクル 富良野市北の峰町35-17    0167-22-2769 

⑭MTB北海道 富良野市北の峰2-14    0167-22-5655 

⑮磯山ミシン商会 富良野市日の出町2-1    0167-22-2273 

⑯長江商会 富良野市日の出町2-3    0167-22-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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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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⑳アルファリゾート・トマム占 冠村中トマム  

0167-58-1111(内線6511) 

㉑占冠村物産館 占冠村占冠（JR占冠車站旁） 
0167-56-2053 

 

富良野觀光單位推薦 鄉間小路１ 

路線：JR富良野車站→富良野葡萄酒工廠→清水山展望台→六花亭→葡萄果
汁工廠→彩香之里→町營薰衣草園→富田農場→富田農場薰衣草花園
EAST→鳥沼公園→富良野Marche特產廣場→JR富良野車站 

距離:：37.9km ( 去程：4.6km / 回程：3.4km )  

預計時間：2.5小時 ＊如全程不休息 

 

富良野觀光單位推薦 麓郷路線２ 

路線：JR富良野車站→搭富良野巴士去麓郷→先租借腳踏車→Glass Folest

玻璃森林店→富良野果醬園→麵包超人商店（腳踏車暫放）→麓郷展望台→富
川拉麵→JR富良野車站 

距離：6.5km ( 去程：3.3km / 回程：3.1km )  

預計時間：26分 ＊不包括休息、參觀時間。 

 

富良野地球單騎路線（ Great Earth Furano Ride） 

距離：105.7 KM・最大標高差：271M  預計時間：7小時2分 

每年6月舉辦的、「富良野地球單騎」路線分為三段、分別是：50KM「富良野平
野路線」、可以輕鬆邊騎邊欣賞、雄偉的十勝岳和平坦的田園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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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遇到一連串丘陵山坡。110KM「來自北國路線」向麓郷行駛、途

經本路線最難之處、越過去就是天然湧水「原始之泉」在此休息。穿過日劇「來
自北國」外景地麓郷後、眺望著富良野平野單騎、就是富良野市街。 

官方網：http://earth-ride.jp/hokkaido/hokkaido_gaiyou.php 

富良野地球單騎、外國遊客、可上官方網報名參加。一般開放申請時間、年初
到六月上旬。2013年6月22日前夜祭、23日大会、24日鄉下小小逰。 



３、富良野市 

 

 

①花人街道・西洋花園街道 

麓郷展望台・Hight Land Furano ・紅酒工廠・風之花園・富田農場・彩
香之里・富田農場薰衣草東・上富良野Flower Land・ｋａｎｎｏ farm・四季
彩之丘・Serubu之丘 

 

②蔬果・紅酒・起司等名産。 

5月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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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良野紅酒工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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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良野観光協会官方網：http://www.furano-kankou.com/top.html 

綠色旗幟美食店：http://furanogf.com/ 

咖喱蛋包飯：http://furano-omucurry.com/ 

 

④富良野度假區・温泉 

富良野度假區：可住宿220名～250名的酒店共4家、308名1家、365名１
家、906名１家、民宿・度假木屋等50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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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歸溫泉600-1000日圓、一部份在富良野觀光協會可以拿到優惠。 

富良野観光協会官方網：http://www.furano-kankou.com/top.html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アースライド 

⑤体験 

熱気球（冬夏皆有）・Segway・漂流・清流釣魚・摘草莓・ 
冰激凌及果醬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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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富良野観光協会 www.furanotourism.com  

 

⑥高爾夫 

①富良野高爾夫 36洞 Arnold Daniel Palmer設計 

官方網：http://www.princehotels.co.jp/golf/furano/ 

②薰衣草森林高爾夫 18洞 

官方網：http://www.furano.ne.jp/golf/ 

③富良野ORIKA RESORT 18洞 

官方網：http://furano-orika.com/golf/ 

 

⑦節日・活動 

6月23日 Great Earth Furano Ride 

邊吃蜜瓜等、邊享受50km・80km・110km的單騎活動。           

官方網：http://www.earth-ride.jp/index.php 

7月28・29日 肚臍舞節 

富良野位於北海道的中央、好像人的肚臍。人們為了紀念、所以每年盛夏都會
舉辦肚臍舞節。最多的時候、3000人在肚皮上畫畫跳舞。 

官方網：http://www.furano.ne.jp/hesomatsuri/ 

9月15日 葡萄・葡萄酒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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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長期體驗冰雪活動。 

官方網：http://www.furano-kankou.com/kankan.html 

 

⑧購物 

http://www.furano-kankou.com/miyage/index.html 

 

⑨觀光諮詢、富良野觀光協會。 

http://www.furano-kankou.com/top.html 

 

 

 



４、富良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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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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體驗工房提供製作起司、奶油、冰淇淋…等手工體驗課程。 

奶油  680円 預計時間40分、冰激淋680 円 預計時間40分、 

起司  850円 預計時間60分、烤麵包  850円 預計時間60分 

※麵包製作需要3天前預約。其他的當天預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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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快速薰衣草號」至御料4線下車（約210日圓）、徒步約20分鐘。 

 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7分、約1500日圓。 

 

⑥新富良野王子大飯店 

飯店設施有、森林精靈的陽台/森林時鐘咖啡屋/風之花園/富良野纜車、 

5月上旬至10月第1週有Segway、看雲海和十勝岳連峰（要搭乘富良野纜車）。 

富良野市中御料 0167-22-1111      從JR富良野站乘「快速薰衣草號」、車程13

分車資250日圓。計程車10分鐘、約1700日圓。 

 

森林精靈的陽台 

倉本聰導演設計的、森林手工藝品村。沿著森林裡的遊步道、慢慢參觀每間手
工藝品店。每間都有各自獨特的作品、精緻可愛、是紀念品的首選。日落以後,

森林裡的小木屋都會點燈、別有一番風味。 

※12:00～20:45pm http://www.princehotels.co.jp/furano-area/ningle/ 

 

風之花園：風之花園外拍地、耗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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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 

※4/27～10/14   8：00〜16：00（最終受付15：30） 
※6/1～9/30     8:00～20:30（最終受付20：00）入園費500日圓 

http://www.princehotels.co.jp/newfurano/facility/garden/ 

 

富良野纜車:6月初-10月中旬 8:00-16:00 /7月中旬-8月中旬 6:00-19:40 

往返票:大人1800日圓、孩童900日圓。團體大人1620日圓、孩童810日圓。 

風之花園加纜車套票:大人2000日圓、孩童1100日日圓。 

 

 

 

 

 

①富良野葡萄果汁工廠 
葡萄果汁工廠至紅酒工廠、一路都是葡萄田、6月有油菜花田、8月有
太陽花田。 
富良野市清水山  TEL：0167-23-3388（富良野觀光協會）  
5月～10月限定開館：9:00～17:00(期間中無休)  
JR富良野站出發、步行約25分鐘、騎單車15分鐘。 
 
②Campana 六花亭   
特典：咖啡免費、店外有很大的陽臺可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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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http://www.rokkatei.co.jp/facilities/campana/index.html 
JR富良野站出發、步行約22分鐘、騎單車12分鐘。   
 
③富良野葡萄酒工廠  
特典：葡萄酒免費試飲、酒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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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1/7休） 富良野市清水山 
TEL：167-22-3242 http://www.furanowine.jp/ 
JR富良野站出發、步行約20分鐘、騎單車10分鐘。 
 
④FURANO MARCHE（特産廣場） 
特典：可拿到免費觀光地圖等。 
當地農特廣食材、地道美食的複合式賣場。手工美味麵包、甜品的
｢Sabor｣咖啡館。富良野特廣、紀念品的｢Argent｣。蔬果超市｢Hogar｣。
地道美食、小吃區｢Furadish｣。 
9:00am～19:00pm(GW・6/15～9/23)  
10:00am～19:00pm(上記期間以外) 休業日:1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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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良野站出發、步行約10分鐘。 
 
夏日交通推薦：乘観光巴士 「KURURU号」將以上景點逛完、每天6班車、
2日自由上下車。（7月6日～8月15日）、售票處：富良野観光協会（JR富
良野站旁）・国際中心（北之峰）JR北海道各車站。 
車資：2日券1000日圓、12歳以下・65歳以上500日園。 
 
 
 
 
 
 
 
 
 
 
 
 
 
 
 
 
 
 
 
 
 
 
 
 
 
 
 
 
 
 
 
 
 
 
 
 
 
 
 
 
 
 



５、富良野市麓郷～日劇「來自北國」外拍地～純樸的鄉下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アースライド 

④五郎的石之家 

日劇來自北國的外拍地、石頭磊的房子及風力發電等環保建築風、很值得一
看。4月下旬～8月：9:00～17:30  18：00（閉園）/9月～10月末：9：00～16：30  

17：00（閉園）/11月～11月下旬9:00～16:00 16:30（閉園） 
入園費：300円 小学生以下・障碍者免費  

富良野市麓郷  TEL：0167-23-3388（富良野觀光協會）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車（車程45分、600日圓）、步行40分、
騎單車20分、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7000日圓～7500日圓。 

 

⑤富良野果酱＆麵包超人店 

特典：麵包超人美術館免費參觀、38種無添加手工果醬免費試吃。 

5～10月：8:45～17:30  11～4月：9:00～17:00（1/1休※冬季有臨時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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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点下車（車程45分、600日圓）、步行1小
時、騎單車約半小時。 

 

⑥麓郷展望台 

為追求可以讓人安心食用的食材與美味、1973年大久保婆婆創立了會員制的
共濟農場與富良野果醬園。日本藍莓HASCAPPU,日本玫瑰果、山葡萄、木
莓…等超過30種手工製作的果醬、完全以天然果實或共濟農場的有機蔬果製

成。美味又健康。富良野果醬園、後的「麓鄉展望台」亦是不容錯過的景點。除
了白天得以一覽麓鄉的山林及美麗的花園、夜間更是不可多得的觀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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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点下車（車程45分、600日圓）、步行75分、
騎單車45分。 

 

 

 

 

           

 

 

 

 

 

 

                   

 
 
 
 
 
 
 
 
 
 
 
 
 
 
 
 
 
 
 
 
 
 
 
 
 
 
 
 
 
 
 
 
 
 
 
 
 
 
 
 

①Glass Forest in Furano（玻璃森林工房） 
特典：玻璃飾品製作和吹玻璃、免費觀看。 

小樽「大正硝子」的分店、這裡占地更大。分為7館、分別以啤酒杯、夏
日海洋風、可愛組合等等為主題。這裡還有日本唯一的、冰玻璃。製作
手法特殊、看上去和冰一樣。 

藍色玻璃球（守護飾品） 所要時間： ５分～１５分 900日圓、玻璃裝飾外
收費。玻璃點綴、液體蠟燭  所要時間: 20分 1200日圓 

吹玻璃  所要時間：20分 2500日幣、玻璃刻花紋  所要時間：１時間～
1400日圓。 

預約：玻璃手工製作、前1天或當天預約可。5人以上請、1週前或提前
預約。9：00ａｍ～18：00ｐｍ 年中無休 

富良野市麓郷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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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日圓）、
徒歩5分鐘。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5500日圓～6500日圓。 

 

②拾來的家 

特典：環保又獨特的建築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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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2013年4月 10：00ａｍ～16：00ｐｍ  週一・週三定休 

通年営業：9:00ａｍ～17:30ｐｍ（入場終了）18：00（閉園） 
9月～4月：9：00ａｍ～17：00ｐｍ（入場終了）17：30（閉園） 
入園費：300日圓 小学生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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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点下車（車程45分、600日圓）、
徒歩6分鐘。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5500日圓～6500日圓。 

 

③富良野八音盒 

特典：院子里有天然湧水可接來喝、北海道100％花蜜免費試吃。 

可以找到日劇來自北國等、4000曲以上的八音盒。 

5～9月は9:00～18:00 /4～10月10:00～17:00 

定休日：夏期無休（11月～3月冬季休業） 
富良野市東麓郷3 Tel：0167-29-2288 

JR富良野站、乘路線巴士「麓郷線」終点下車（車程45分、600日圓）、
徒歩20分鐘、騎單車12分。JR富良野站乘計程車、約6000日圓～
7000日圓。 

 

 

 

 

 



６、中富良野 

 

 

電車内のイメージ 

アースライド 

富田農場   花期情報 

4月中旬  蕃紅花 

5月上旬  水仙、葡萄風信子 

      中旬  鬱金香 

      下旬  冰島罌粟花、散血草 

 

6月上旬  春之彩色花田賞花期、細洋蔥、草地鼠尾草 

       中旬 東方罌粟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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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町草、黃花波斯菊、罌粟花 

       下旬  薰衣草(HANAMOIWA)、混種薰衣草 

 

8月  秋之彩色花田賞花期、大波斯菊、醉蝶花(至10月中旬為止) 

        其他有進100種花奔可欣賞、溫室全年均可欣賞薰衣草。 

        花朵日曆：http://www.farmtomita.co.jp/jp/see/seasons/index.html 

 

②町營薰衣草園（町営ラベンダー園） 
冬季為中富良野滑雪場的町營薰衣草園、位於十勝岳連峰正對面的山坡上。
來到這裡不妨搭乘觀光纜車、上山再漫步而下、別有一番風情。 

中富良野町TEL： 0167-44-2121 

 

 

③彩香之里（ラベンダー園 彩香の里） 
除了栽種最主要的薰衣草,在彩香之里您還可以看到羽扁豆花,向日葵及多種
色彩繽紛的花朵。 

中富良野町西1線北12号 

TEL：0167-44-2855  http://www.h3.dion.ne.jp/~saika/ 

 

 

其他景點及活動、中富良野觀光協會。 

http://www5.ocn.ne.jp/~nakafu/top.html 

 

 

 

 

 

①富田農場（ファーム富田） 
富田農場為、北海道最先驅的花田之一。原僅栽種薰衣草的富田
農場、在主人的精心打理下漸漸地成為、今日所見的彩虹花海。
薰衣草以外、來到這裡您還可以看到法國金盞花、罌粟花、羽扁
豆花等多種花朵競艷、景觀讓人難忘。 
中富良野町北星 
TEL： 0167-39-3939  http://www.farm-tomita.co.jp/ 
JR薰衣草花田站（夏季臨時站）、步行約7分鐘、從中富良野車站
下車、步行約25分鐘可抵達。夏日推薦交通、富良野観光協会観
光巴士 「KURURU号」、或Twinkle富良野薰衣草號（周游、起司工
房、富田農場、後藤純男美術館等）。 
 
JR富良野・美瑛超慢號小火車 
6/8～8/31每天、9/1～10/14週六日・節日 
1号車   9:55旭川→10:34美瑛→11:11薰衣草花田→11:40富良野 
2号車 11:52富良野→12:14薰衣草花田站→12:54美瑛 
3号車 13:02美瑛→13:40薰衣草花田站→13:52富良野 
4号車 13:59富良野→14:21薰衣草花田站→15:03美瑛 
5号車 15:08美瑛→15:44薰衣草花田站→15:57富良野 
6号車 16:13富良野→16:38薰衣草花田→17:20美瑛→17:45旭川 
 
路線巴士快速薰衣草號至、JR中富良野站。 
JR富良野站發車(車程12分） 
 7:20/8:40/9:50/10:50/12:50/14:10/15:10/17:10 
JR美瑛站發車(車程32分） 
10:24/11:44/12:54/13:54/15:54/17:14/18:14/20:14 
 
JR富良野站或美瑛站至、JR中富良野站每小时1班車。 
 
 
 
 
 
 



７、美瑛・上富良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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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出公園 
日出公園栽有大片薰衣草花田、從山下緩步上行、道路兩旁種滿各種花奔、 
山頂設有展望台、可眺望花海及十勝岳連峰。展望台前有白色拱門的「愛情之
鐘」、每年薰衣草花季都會有無數新人來此舉辦婚禮。 
空知郡上富良野町東1線北27號 
0167-45-3150(十勝岳観光協会） 
http://www.kamifurano.jp/ 
從JR上富良野車站、步行約1５分鐘。             
 
②Flower Land上富良野（フラワーランドかみふらの） 
五月至九月為止、Flower Land上富良野所栽培的鮮花、接二連三地一一綻
放。除了廣受喜愛的薰衣草以外、您更可以一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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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富良野車站、乘計程車約5分鐘、步行23分鐘。    

 

③富田農場薰衣草東園（ファーム富田ラベンダーイースト） 
2008年6月20日 、上富良野町的富田農場開放了、日本最大的薰衣草花田。 

此薰衣草田原本不是觀光花田、是為製造香料及薰衣草乾花等專用的花田。 

這裡還是薰衣草的發祥地、富田農場建立50周年時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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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入園免費、薰衣草巴士（中学生以上）300円／孩童（4歳以上小学生以
下）150円（3歳以下免費） 
從JR中富良野車站或薰衣草花田站(夏限定)、乘計程車約15分鐘。Twinkle美
瑛薰衣草號在美瑛站出發、（周遊、富田農場薰衣草東、葡萄酒工廠、Furano 
Marche等）車資1000日圓。 

 

其他景點及活動、上富良野十勝岳觀光協會。 

http://www.kamifurano.jp/ 

夏日交通推薦、Twinkle美瑛薰衣草號在美瑛站出發、（周遊、富田農場薰衣草
東、葡萄酒工廠、Furano Marche等）6月初旬～10月中旬、車票在JR美瑛站
或JR各車站緑色窓口購買、車資500-1000日圓。 

 

 

 

 

 

 

①青池 
北海道的九塞溝、有著夢幻般藍色的池水。青池的上游是
美瑛川被稱為藍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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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停車場步行5分鐘。車程約15分、車資500日圓。 
道北巴士Tel：0166-23-4161 http://www.dohokubus.com/ 
 
②白鬚瀑布 
十勝岳的雪水、通過峭壁向白色的鬍鬚一樣、落入美瑛川
這條藍河。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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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停車場步行5分鐘。車程約20分、車資600日圓。 
道北巴士Tel：0166-23-4161 http://www.dohokubus.com/ 
 
③美瑛選果 
美瑛農協、為推銷當地農產品而開設的、餐廳、農產品複
合賣場。分三部分、販賣當地蔬果・稻米・玉米等農產品的
「選果市場」、提供甜點的「選果工房」、米其林三星名廚中
道博進、掌廚的法國餐廳｢Asperges」。 
上川郡美瑛町大町2丁目  Tel：0167-92-5522 
JR美瑛站出發、步行約15分鐘。 
 
其他景點及活動、美瑛觀光協會官方網。 
http://www.biei-hokkaido.jp/kankouspot/index.html 
夏日交通推薦、①Twinkle美瑛號美瑛之丘路線（周遊、七
星之樹、北西之丘等）②Twinkle美瑛號拓真館路線（周遊、
拓真館、四季彩之丘等）、Twinkle美瑛薰衣草號（富田農場
薰衣草東、葡萄酒工廠、Furano Marche等）。6月初旬～10
月中旬、車票在JR美瑛站或JR各車站緑色窓口購買、車資
500-1000日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