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围农场
薰衣草的故乡
【查询处】0167-39-3939

营业期间〃月下旬~9月

(部分至10月 )

※商店全年无休

营业时间/8∶ 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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熳龌 c黠蜊躔躜
两条强烈对比的美丽瀑布

沿着石狩川延续24公里的悬崖峭壁,这里

就是层云峡。在这悬崖峭壁中,有瀑布自天而

降,当中 r银河瀑布 J和 「流星瀑布」令人赏心

悦目。
r银河瀑布」如自线轻流而下,以优美姿态

见称。f流星瀑布」则粗壮有力,轰然而下。此

二条瀑布又称女瀑布和男瀑布,皆 负盛名,在

「日本名瀑百选」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查询处】01658-2-1211
上川町企划商工观光课

山麓处有优质温泉
「十胜岳刂是北海道具代表性的活火山。山麓的美瑛自金温泉拜 r十胜岳」所赐,在此可享源

泉100%的天然温泉浴。
「十胜岳连峰 J海拔2000米以上,背景的高山与四季美景、高山植物相映成景。

在五彩缤纷的山岗上,眺望高耸入云的十胜岳。它是山城美瑛的象征。

【查询处】0166工92-4378 社团法人美瑛町观光协会

/魔

擞簿攮鳗霭餮驽啻爨攮爨翳舾
仿佛听见太古的声音

在石狩川的急流中,堆积

着约有10公里长的奇岩怪

石,这 里至今仍保留着古代

的痕迹。
「神居古潭 J是爱奴语,其

意为 「神的故乡」。这里留

存着许多爱奴的传说。

急流,峡谷和白色吊桥,它

所构成的四季景色另具一

格。附近由湍急的流水雕

塑成的 [神 居古潭凹穴群 ],

被指定为旭川市的天然纪

念物。

【查询处】0166-25-7168

旭川市观光课

夏季在一瞬间过去,绿油油的群

山慢慢地开始换装。红、黄、绿的

色彩尽染山峦。

九月中旬,金银色的红叶迎来了

最佳时节。这是日本最早的红叶。

这难以言喻的美景,像一幅美丽

的图画呈现在您的眼前。

【查询处】01658-2-1211

上川町企划商工观光课

黠蠛缟



曩躔踺躔

迷人的山岗景色

它像拼图一般,层 叠的农圃实在迷人。

这里有通过电视广告,在 日本一跃成名的七星之

树,以及Puffy之树等。

附近的山岗都是旅游点

1查了郭处10166-92-4378

社团法人美瑛町观光协会

蠛躔曩蠛蓦
一亿5干万年前的神秘

这是大约从一亿5千万前中世纪侏罗纪时

代,通过地下水的侵蚀作用形成的钟乳洞,在

学术上也很珍贵。

其特点是灰质纯净,结晶度十分良好。
「钟乳管」从洞顶悬吊,粗细相若。
「石笋」像竹笋般由洞顶流下的水研磨形

成,还有连接冰柱石和石笋的「石柱」等。

神秘的美景令人叹为观止。

【查询处〗016684-2111 当麻町企划商工课

黪躔
天上的花圃

旭岳是大雪山火山群中最新的火山。在这座

山的爆裂火口后有一近似圆形的水池。池水清

澈,水色青绿,池名叫「姿见池」。天气晴朗时,池

水映出旭岳和四周群山以及登山客`望水令人神

怡。

〖查询处101669⒎2153 旭岳游客中心

蓦厦蓦蓦
留下天女传说的瀑布
从被峡谷围绕的天人峡温泉街再往里走600

米,就可看到-条优雅流下的瀑布,就像天女展

开羽衣一般,这就是羽衣传说中的「羽衣瀑布」

。它的落差约270米 ,被指定为北海道名胜之-,

同时也被列为「日本名瀑百选」中的一条。

再往前步行约15分钟,就可看到如男子般

雄伟的「敷岛瀑布」。

两条瀑布的景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查9sl处 〗0166-68-4777

东川町咨询中心 「道草馆 J

〖查询处〗0166-82-211冂

东川町产业振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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鲵鹱躞躔曩饔躞
躅躔躔曩曩
划艇的胜地

「金山湖」是人工湖,四 周环绕着树林,草 木

郁葱。Γ金山湖」以划艇胜地闻名,是鱼钓和露

营等户外活动的根据地。这里有湖畔露营场、

汽车露营场等,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露营区。与

湖水辉映的薰衣草园圃也是一个好去处。这里有休养中心和饭店,是 -个以湖为中心的大规模

度假区。

〖查询处lO16卜 52-2115 南富良野町企划商工课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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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躞躔曩黪饔躞
附近有人气鼎盛的温泉设施

「东神乐森林公园」以人工湖为中心,周 围草木繁茂。这里除了有容

纳700人 的露营场外,还有汽车露营场和能享受别墅气氛的小木屋,设

备完善。

网球场、公园高尔夫球场和钓鱼区等、各项体育设施完善。公园内

的天然温泉「森林温泉花神乐」既可住宿,也可一日入浴。大雪山连峰

尽入眼底的露天浴场倍受欢迎。

【查询处〗016683-2543 东神乐町观光协会

躜鹱曩
满山花朵五彩缤纷的山岗

深山岭位于国道237号 旁,以十胜岳连峰为背景,虞美人草和薰衣草

等园圃内五彩缤纷的花朵布满了整个丘陵地带。6月 ,羽扇豆盛开,这里

成为最佳的摄影地点。这一带还有魔术美术馆、本地啤酒馆、摄影展

示室、贝壳博物馆和礼品商店等,形成了一个旅游区。

【查询处】016卜 45-3150 社团法人上富良野十胜岳观光协会

曩曩黟鼍齄蓦黠蜃

闻名全国的荞麦产地
离旭川市中心约30分钟车程的江丹别地区以荞麦闻名,产量高居全

国第三位。从 7月 中旬到 8月中旬,荞麦田里开满了可爱的纯自色的小
荞麦花,田 野看似一块白色地毯,非常美丽壮观。在当地的荞麦面店里
可以品尝到手擀荞麦面,还可以亲身体验手工擀制的过程。

【篷询处IO166砭 57168 旭川市观光课

鹬龌齄饔蜃
丰富多彩的大自然

附近有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它不但受到游客的喜爱 ,

影师和户外活动家中也极有人气。

近年来的温泉热潮使十胜岳温泉多次在媒体出现。十胜岳温泉已成

为日本国内倍受瞩目之地。

【查询处IO16⒎ 45司 150 社团法人上富良野十胜岳观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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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生产并销售以当地牧场生产的鲜奶为

原料的 Γ富良野奶酪 J和 「富良野牛奶」。

游客可以在这里尝试商品并参观制造过程。

冰淇淋工坊也是以富良野生产的原料生产,浓

醇美味的冰品,极受人们的欢迎。

在 「富良野手工体验工坊 」,游客可以体验黄油、

除了黄油以外,其余产品都必须预订。

【查询处】0167-23-1156

参观 体验时间/5月 -10月 9:0Cl17∶ 00无休

7月 中旬有时延长 11月 -4月 9∶001⒍ 00 每周日和第1、 3星期六休馆

这里可以观察动物们的日常生活。在 「海

豹馆 」,游人能在眼前看到海豹垂直游入巨型

圆柱 ;在 「北极熊馆 」,可以目睹北极熊强有

力的泳姿体态;此外还有 「企鹅馆 J等。这里

还可以看到红毛猩猩在空中散步的情景。

【查询处IO166-36-1104

旭川市旭山动物园

冰激淋、面包和奶酪等各种产品的加工。

蹰铫黠婴翎
日本最北的动物园

龊饔鳟鹬囔蹰餮颥躞躞髂鹘蛩鳘餍婴癀婴鼷

蹰zll蓦婴曩黪

这里是终年都能享受山岳旅游的胜地,环绕

在四周的是日高山脉的大自然。这里有多种

住宿设施,游客可根据旅游方式安排住宿。餐

厅和酒吧的美食都取自北海道丰富的食材。

各式温泉和各种体育设施多样。安藤忠雄设

计的 r水上教堂 」不可错过。

在1000公顷辽阔的土地上,在美丽的大自然

怀抱中,游客可以随心所欲地度过美好假期。

【查询处】0167-58-1234

日本北海道星野TOMAMU度 假村

体验3项常设展示,「 北国展示区 」、 「地

球展示区 J及 「宇宙展示区 J,亲身体验并

学习科学的原理。本科学馆还设有容纳170

个席位,壮观的天象馆,在这里可以欣赏投射

在10m大圆弧屏幕的美丽星空。另外在天文

台里装备有65cm口径的反射望远镜可观察

天体。在不同的主题区里,一家人可以一起学

习并体验科学原理。包括有理科实验室、电

子工作室、木工室、计算机学习室及资料室

,还有户外自然观察教室等,都集中在此日本

国内一流的科学馆。

【查询处1 0166-31-3186

5

蓦曩黪鲫铫婴鹬醯婴

这是一座以冰雪及寒冷为主题的体验型美

术馆。在日本只有在北海道才有这种难得经

验。外面即使是超过30度 的夏天,游客在馆

内也能体验巨大的冰柱林立,零下41度 的世

界。在入口出受光声的沐浴之后,当 您踏入馆

内第一步时,等着您的是梦幻般的冰雪世界。

【查询处】01658-2-2233

北海道冰雪馆(lCE PAⅥ 凵⊙N)



位于旭川市入口,国道12号线旁的小上丘上。这里有 「优佳
良织工艺馆 J,展示着以北海道的大自然为题材,羊毛染织成的
优良编织作品。 「国际染织美术馆 」是日本第一座染织专业
的美术馆,展示着世界各国的染织作品。此外还有第3馆的 Γ雪
的美术馆 」,这里从建筑物到展示品都以雪的形象建筑制作。

每个展览馆都是人们注目的文化设施。

【查询处〗优佳良织工艺馆 0166628811
【查询处】国际染织美术馆 0166-61-6161(11月 ~3月休馆 )

【查询处】雪的美术馆 016663-2211
开馆时间 9∶00~17∶00

1987年前田真三设立的摄影展示厅,展示作品以美瑛的风景
为主。此外还使用高清晰技术播映前田真三生前的作品。
【查询夕‘晏0166-92-3355

世界闻名风景摄影家的展示厅

鬟躞曩鲟缟曩麈曩黪
漫步于三浦绫子丰富的文采世界

设立在三浦绫子最畅销名著 「冰点」的舞台
-外 国树种见本林里的三浦绫子纪念馆里,可

以看到三浦绫子在她著名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
点滴。展示内容包括三浦绫子的亲笔手稿、最
喜爱的饰品及私人物品。同时也提供免费租用
的汉语 日语 英语 韩语的语音向导。
【查询凼心】0冂 66-69-2626

开馆时间 9∶00~冂 ⒎00

休馆日 12月 30日 ~1月 4日

每周一 星期一 (6月 ~9月 除外 )

旭川市雕刻美术馆建于1902年 ,原为旧陆军第7J币 团的交际场所和迎宾馆。这里
展示着旭川出身的雕刻家-中原悌二郎及其他日本著名作家的许多作品及收藏品。
【查询处】01665⒉0033 开馆时间 9∶00~1⒎ 00
20冂 2年2月起因施工原因休馆

铫zll躔黠婴蠛憩黪
展示与旭川有渊源的雕刻作品

蜃曩黟躞曩躔黪
日本画的代表画家 ·后藤纯男日本画美术馆
日本画画家后藤纯男沉醉于北海道严峻的大自然,1997年在这里

设立了北海道十分罕见的日本画美术馆。后藤纯男是日本画的代
表画家。这里展示后藤纯男的代表大作以及珠玉小品等约150件 。

新馆于2002年建成,2楼有眺望十胜

岳连峰的餐厅、资料室和画室。
【查询夕空IO167-45-6181

开馆时间 9∶00~1⒎ 00

11月 ~3月
9∶00~冂 6:00



蠛黠蠓蠛
大雪山系最大的温泉乡

层云峡温泉是大雪山国立公园的大门。在

柱状节理悬崖峭壁环绕的峡谷中、有风格不

同的饭店和旅馆鳞次栉比,形成了层云峡观

光旅游的据点。在这里,山 峦就在眼前,温 泉

从积雪的山里涌出。1921年 ,经 当时著名的旅

游作家大町桂月介绍后,温泉从此闻名全国。

每年约有300万游客来此地旅游,是大雪山系

中最大的温泉乡。

〖查询处】01658-2-1211

上川町企划商工观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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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最高的温泉

十胜岳目前依然白烟不断。十胜岳温泉位

于十胜岳半山腰、是北海道地势最高的温泉。

海拔1280米 的露天浴场上的全景、首屈一指。

向上看、十胜岳的山峦近在眼前;向 下看、上

富良野的街景和富良野盆地尽收眼帘。

1登衽圩处〗0冂 67-45-6983

上富良野町产业振兴课

旭岳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海拔2290米。海拔
冂050米 的旭岳温泉位于北海道最高峰旭岳的半

山腰。四周围绕着原始森林。这里可以乘缆车上

旭岳。夏季可以观赏美丽的高山植物花圃;秋季

可以观赏鲜艳夺目的红叶;冬季可以在最佳的雪

质上滑雪。旭岳的西南部有天人峡温泉,这里可

以听见忠别川的流水声。天人峡被环抱于柱状节

理的的岩石中,是 一个幽静的温泉乡。附近有羽

衣传说中优雅的羽衣瀑布和壮观的敷岛瀑布。

【查询处】0冂 668⒉ 2111 东川町产业振兴课

〖查询处〗0166-68-4777

曩蠛翊鲵癍蠛
涌出的泉水有如自金

位于北海道最高峰-

旭岳的半山腰

东川町咨询中心 「道草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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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昧,是美食家必引之tL.

m。%天然西纽挤犴

以在北海道大地,充介昭射叨岢砹

长的成熟西啻I柿榨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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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川市神居町上雨纷43O
【咨询电话】
TEL O166-75-4455(髡酗勺焉杉戋)

O166-75-33OO

上半±9J   3,157石马

下半场   3,218石马

东区

上半场   3,179石马

下半场   3,146石马

谢u堇釜爿夭  6,325石马

标准杆  72

球道全长

标准杆

价格

在大 自然的怀抱中、

感受冠军球道的无限魅力

6,375石马

72
5,570日 ,E-l6,OOO日 元

西区雄伟尽显男性风范

东区优雅美丽耐人吟味

上川郡爱别町字伏古

【咨询电话】
TEL O1658¨ 6-5211

O166¨ 23-6613C冬 ≡蛋)

与自然和谐一体的18球道

紧张感与开放感并存

激发对峙挑战的豪情。

上半场

下半场

球道全长

标准杆

价格

3,364石马

3,294石马

6,658石马

72
439O日 元
~14,430日 元

无与伦比的充足

创造传承至尊的体验。

讠』霉黛 硝 强 3z。 ll⒅ 幽
西区

上半场

下半场

球道全长

标准杆

价格

3,264石马

3,141石马

6,405石马

72
3,00O日 元
~15、 500日 元

旭川市神居町富冈333¨ l

【咨询电话】
TEL O166¨ 63-llll

O166¨ 26-376O“冬

3,O91石马

3,121石马

6,212石马

72
5,410日 元⌒丬 3,75O日 元



旭川市神居町神华

【咨询电话】
TEL O166-75-55OO

o166-26-7597(佟 Ⅱ霉垂)

上半场  l,030码
下半场  l,066码         ∷

球道全长 2,096码

标准杆  54
价格   lO00日 元~3000日元

请尽情享受俱乐部时光。

旭川市神居町台场326番地
【咨询电话】
TEL O166-61-7238(常 年)

上半场  3,037码
下半场  3,098码
球道全长 6,135码

标准杆  72
价格    5.730日 元-9980日 元

感受北海道博大的自然

体验全新绿色高尔夫。

上丿l郡东川阳1西 6号北 8
【咨询电话】
TEL O166-82-4

(预约专线)

O166-82-61

上川郡鹰栖町云雀丘

上川郡鹰栖町知远别317⒎ 5

【咨询电话)

TEL O166-87-313

上川郡鹰栖町15线22号
【咨询电话】
TEL O166-87-3111
上半场   3,206石 马

下半场  3,442码
球道全长 6,648码

标准杆  72
价格    3,500日 元

~l1,435日 元

富良野市八幡丘
【咨询电话】TEL O16⒎ 2⒉ l111

(新富良野王子酒店内)

远望雄伟的大雪连峰

挑战自然的鬼斧神工。

3,156石 JJ  标准杆36
3,189码   lT准 杆36
3.211码   标准杆36
3,000日 元-10,00O日 元

东区

中区

西区

价格

上半场

下半场

球道全长

标准杆

价格

巧妙利用地形坡度设计而成

球道全长6,648盾 马。

3,253石 马

3,295石 DJ

6,548盾 马

72
4,000日 元

-5,600日 元

醐
36洞

唤起挑战者的激情。

上半场  3,180码
下半场  3,195码
球道全长 6,375码

标准杆  72
价格    5990日 元

Cote是法语 ,意思是 山丘。

18洞球场在自然的映衬下

尽显四时无限风光。

~14,500日 元

上半场   3,341码
下半场   3,360盾 马

球道全长 6,701码

标准杆  72
价格   4、 500日元~9,000日 元

美瑛的美丽风光

忝口18洞理想球场

期待您的光临。

Pdmer区 上半场

下半场

球道全长

标准杆

K ng区 上半场

下半场

球道全长

标准杆

价格

3,386石 马

3,325石 马

6,711石 马

72

3,149石 马

3,152盾 马

6,301码

72
5,900日 ∷

空知郡中富良野町西2线北17号

【咨询电话】
TEL O167-44¨ 4880

无限闲情逸志

尽在富良野迷人风光。

-8500

富良野市字信浓泽3702番 l号

【咨询电话】TEL O16⒎ 2⒉ 4llO
上半场   3,221石 马

下      2,827石 马

球道全长  6,048石 马

标准杆  72
价格    2,700日 元

^'4000日

球洞自然浑似天成
,

带给您至上的高尔夫体验。
上半场

下半场

球道全长

标准杆

价格

3、309码
3,460码

6,769码

72
4,000E元

上川郡美瑛町置杵牛75O9—18O
【咨询电话】
TEL O166-94-3141

-12,500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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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旭川市神居町西丘ll2

电话   O166-72-2311
传真   O166-72-2354
营业时间 ⒐O0~日 落或 17∶ O0

雪质优良、价格优惠,是 道北规模最大的滑

雪场之-,可同时满足初`中 `高级滑雪爱好
者各种不同程度的需求。坡面平缓宽阔,滑
道宽度最大2O0米

`长度均在800米以上。

另外`总长度2363米 的神居吊厢式索道是雪
场的另一亮点。从缆车上放眼望去,石狩平
原的全景一览无余。若是在特别寒冷的日

子,还有机会观赏到飘降冰晶和雾凇等难得
-见的奇景。

9条雪道,各具特色。既有国际雪联和日本雪
联公认的专业滑降雪道 ;也有直

达山顶的初级雪道 ,因 为走势平
缓,使 初学者也有机会在享受滑

雪乐趣的同时欣赏到奇美的高山

雪景。此外,这里还有家庭雪道和
林间雪道。

雪场垂直高度差6Ol米 ,最大坡度
而滏T蛋恧 而 米,并荀 泵鬲后 卢

索道和7条双人吊椅索道。    ∷

山顶海拔751米 ,并设有免费休息 ∷
室,可 -览奇伟的景色,并享受浪 ∷
漫的瞬间。           ∷
另外,还有一部分未压雪雪场 ,可

享受野山滑雪的乐趣。

-∶
r忘:刂ξ1∶

北海道富良野市中御料

电话0167-22-1111

(新富良野王子酒店内)

正常营业时间
吊椅  全天⒏30~21∶ 00(包括夜间营业)

吊厢  全天⒏30~日 落
×索道运营时间和内容安排会根据天气状况或日照时间等临时
调整,出行前请提前确认。

奇伟的景观和丰富多彩的雪道,随 时等待迎接您的到来。

全新的冬日体验,就在富良野 !

这里有全日本最快的缆车,可 同时容纳101名乘客,载 您直抵山

丁页。
23条雪道各具特色,可 同时满足初中高级滑雪爱好者各种不同层

次的需求。



北海道旭川市神居町富冈555-2

电话  O166-63-3232
传窦[ 0166-61-8312
营业时间 ⒐O0~21∶00

距旭川市中心车程15分钟,两次承办单板滑雪世界杯。可对应双
板滑雪`单板滑雪、雪地自行车lsn○wsC⊙○刂和skibo¤ rd滑雪。
6条雪道分别满足不同级别滑雪爱好者的各种需求。日本最优良
的粉状雪质和完备的夜间照明 ,

深受广大滑雪爱好者的欢迎。

北海道上川郡东川町旭岳温泉

咨询电话O166823761
营业期间 12月 上旬~5月 上旬

大雪山主峰,北海道最高峰一旭岳。乘坐缆车直抵山腰,俯仰
层峦叠嶂,一片银装素裹。4条滑降雪道顺势而下,良质的粉
雪,更令人顿生无限激情。此外,这里还是北海道滑雪期间最
长的雪场之一。

l

北海道上川郡上川町层云峡
咨询电话O1658-5-3O31

营业期间 11月上旬~5月 上旬

海拔高,既可以饱览大雪山连绵的群峰,又可以体验高山雪
场独有的极致粉雪。

滑雪季节长,从 ll月 上旬一直延续至五月上旬黄金周。

不仅可以玩单板双板,还可以租双雪鞋 (sn○w sh○ e)自在雪
上行。

高山深雪,带给您全新的另类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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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11) 232-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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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11) 242-1258
TEL (011) 233-168β
TEL (011) 222-7111
TEL (0166) 26-6665

阝〖Z勇z∷∷∷∷∷∷∷∷∷∴|

翻
∷醐
∷翻

旭川市经济观光部观光课
北海道旭川市6条通10丁目 旭川市役所第三厅舍3楼

电话:0166-25-7冂 68  传崔氧:0166-26-8585

hup△1`ww.asahikawaˉ dosetsu.Jp/ H2496000(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