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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良野滑雪場：春滑是在溫暖氣候中的滑雪體驗。到5月黃金周為止都可以滑。
在溫暖的日照中春季滑雪作為極好的度假村體驗有著不可動搖的人氣。



富良野的櫻 １

5月初從空知川河畔堤防到櫻花滿開的朝日公園以及北之峰山頂的殘雪，都是受歡迎得攝影景點。



富良野的櫻 2

山部地区 東京大學北海道演習林旁 樹木園的櫻花和蘆別岳的殘雪是非常受歡迎的攝影景點



2018年 春 採山野菜之旅
採摘在麓鄉周邊自生的當季山菜、當午餐或保存食的加工等妙趣
橫生的活動。

上下午1日2回実施。上午的行程會在採取山菜后山在青空露台的
店舗內進行製作，作為當日午餐。還會提供使用山菜所做的甜點。
（山菜frit、醃製、山菜意大利面、山菜果子露、山菜麵包等）
下午的行程為山菜採取后進行加工、殺菌裝瓶等帶走。
（西式醃菜、醬油醃、味噌拌、paste、意大利麵醬、零食、麵包
等）

〇時間：ＡＭ ９：００～１２：００
ＰＭ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約3時間行程

〇対象年齢：小学生以上
〇料金：AM、PM各大人（中学生以上）￥５，５００

小人（小学生） ￥４，０００
〇期間4月～6月（根據時期不同山菜的量・種類等會有不同）
〇開設人数：２～６名（僅小孩參加不可）
・雨天等惡劣天氣時中止

実施店舗名 青空☆露台
実施店舗地址 北海道富良野市東麓郷３共済農場富良野果醬園内
電話號碼＆ＦＡＸ ０１６７-２９-２００７
嚮導領隊兼店長 平野 弓弦



在沿著麓郷街道流淌的布部川內，使用擬
餌或誘餌的方式垂釣非養殖而是野生的虹鱒、
白斑紅點鮭、花羔紅點鮭等。自己釣上來的魚
可直接在（太小・吃不完的進行放生）青空露
台做成料理提供。

時間：７：３０～１１：００ 約3時間半
〇対象年齢：小学生以上
〇料金：大人（中学生以上）￥６，０００

小人（小学生） ￥４，５００
自備工具情況下1名減￥５００

〇期間：4月～6月（根據融雪情況河水量不同，
根據融雪的水進入川河的水量，實施時期右前
後）
〇開設人数：２～6名（僅小孩參加不可）

・雨天等惡劣天氣時，會有根據河水量上漲而中
止的情況發生。
除此之外有從9:00開始 和從14:00開始的2個團
體項目。

2018年早上釣魚之旅

実施店舗名 青空☆露台
実施店舗地址 北海道富良野市東麓郷３共済農場富良野果醬園内
電話號碼＆ＦＡＸ ０１６７-２９-２００７ 嚮導領隊兼店長 平野 弓弦



空知川的名字是由愛奴語「由各處瀑布落下而形成的川」。
空知川中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湍流，在此處進行漂流體驗魄力滿點。特別是春季根據融雪情況水量狀況
不同，漂流體驗的魅力更是變得魅力滿滿。 配合早餐前、中餐或下午茶等時間進行体験的方式、得
到國內外顧客的好評。事實上，在寒冷的冬季都可順流而下。可想象超冷的上午，感受樹冰 霜花等
只有真冬才能看到的魅力。

春季漂流的魅力



Cycling

Sportpia富良野 TEL 0167-22-1935 www.spfurano.com

〒076-0034 北海道富良野市北之峰町北之峰terminal

可以跟騎行聖地的法國和意
大利的路線景觀匹敵，以及
有著在全世界中可算得上易
騎行的鋪裝道路，是絕對的
騎行樂園。 還有山地自行車
可以的在森林中急速行走。
根據客人自身情況，嚮導會
量身安排路線。提供各種自
行車借貸 配送＆接送服務。

http://www.spfurano.com/


極上體驗：雲海飛行
年間1300此體驗中，出現程度50次左右的稀有體驗

在地表上7～80ｍ的位置位置產生的云，邊上升邊
衝破。在高度４００ｍ程度處，停止發動機，用
帆控制，直至滑行到地面。

MPG空知

動力滑翔傘飛行體驗

通年営業中
TEL 0167-23-6638
富良野市西学田2区
代表 佐藤 賢治
営業時間：
AM 8:00～PM 6：00
（冬期 AM 9:00~）

雙輪体験（二人乘）
一次飛行 10～15分
料金¥9,000＋¥500（保險料）

雙輪飛行的體驗者，６０％為20~30代的女性。
體驗時間：裝備15分、1次飛行10~15分、
一般情況下需要30分鐘，但根據天氣狀況有等待的情
況發生。上午的早些時間段，推薦飛行。
1年間客人體驗飛行在1300次以上。
其中有50名左右在體驗時會看到雲海。雲海多在6月
後半左右開始發生。
因雲海去飛行是偶然的天氣狀況，就算遇到雲海也有
不能飛行的情況發生。但9月~10月的早上雲海發的幾
率確實很高。

平衡帆飛行



• 4/28～5/6 6/2～10/8   早6:00～7:00 ・ 4/28～5/6 以後僅週六日 6/1～10/10 早6:00～7:00 

• 7/1～9/23 傍晚18:30～19:00 ・ 7/1～8/31 傍晚18:00～19:00

夏的熱氣球
拴住飛行

冬的自由飛行

北之峰area： Leisure Guide遊屋 新富良野王子酒店area： Alpine計画
TEL 0167-22-0534 TEL 0167-22-1311

富良野盆地的氣流相比較全年安定



※ ５月21日 試營業

「Concierge・富良野」
2018年6月1日盛大開業
站前的商業樓翻新。酒店、餐廳、體驗預約等窗口開設。
2樓有商工会議所、市観光課、観光協会等機構入駐，以建立地域一體化制度為目標。



Concierge・富良野 1F 地產地銷餐廳

KITCHEN EVELSA

是提供當地當季食材，地產地銷的餐廳。

根據時間段不同，提供的服務形態也不同。
早餐、午餐、晚餐分別能感受到來自富良野大自
然餽贈的同時又能吃到好吃的料理。



HOSTELTOMAR 
(宿泊施設）

富良野最新酒店誕生
離富良野JR站走路3分鐘。
地點便利，價位合理。

慢慢休息元氣滿滿 富良野超好玩

房間有「4種類」

共享房全部雙層床
私人房Ⅱ個室型１～２名
私人房Ⅲ個室型１～３名
私人房Ⅳ個室型１～４名

從3月中旬開始接受預定
TEL : ０１６７－２２－０７５０

〒076 －0031
北海道富良野市本町２－２－２７

Concierge・富良野 ３F
HOSTEL TOMAR 

Concierge・富良野 3F



HOSTELTOMAR 
(Concierge・富良野 宿泊施設）

• 共享房間

１名様用。 ドミトリータイプ的房間

全部為雙層床。

也有女性專用的共享房間。

床位數：６２ 共用浴室及衛生間

• 個人房型

１～２名用房型Ⅱ：５部屋

１～３名用房型Ⅲ：１４部屋

１～４名用房型Ⅳ：４部屋

預約・咨詢 0167-22-0750 〒076 －0031 北海道富良野市本町２－２－２７

Concierge ・富良野 ３F HOSTEL TOMAR 

WEB:http://tom-eve.com/index.html

MAIL:info@tom-eve.com

http://tom-eve.com/index.html
mailto:info@tom-eve.com


富良野 春季蘆筍節 5月12日（六）
舉辦時間：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紅酒奶酪、肉、甜點等結合超美味的當季
蘆筍，春氣息滿滿一日。

蘆筍與各式美味食材結合
從早上開始就能體驗充滿高糖度富良野蘆
筍的魅力。參加節日的店鋪會提供期間限
定的魅力菜單。



第1回富良野麵包＆甜品FAIR

開催日 平成30年6月2日(土）～6月3日(日）
開催場所 富良野文化会館
主催 富良野麵包＆甜品FAIR 実行員会

入場料無料

「甜點和麵包各式各樣的早餐」菓子屋和麵包屋、還有火腿、香腸、紅酒奶酪。雜貨、咖啡，

製作果子麵包等體驗活動。滿載北海道産食材魅力的兩日

開催時間
6月2日: 11時～17時
6月3日：10時～17時



Great Earth 富良野騎行 160㎞、100㎞、60㎞

在被悠久時間所侵蝕，從大地變成丘陵的路線上騎行。在美不勝收并充滿魅力的道路
上騎行，還能品嘗富良野大地的美味食物。

2018年 ６月24日（日）開催



北海道クラッシックカ―ミーティングin富良野
2018年6月24日(日）

主催：北海道クラッシックカ―ミーティング実行員会
咨詢事務局： TEL 0167-23-4369

富有魅力的歷史名車展



富良野奶酪工坊

〒076-0013

富良野市中五区
TEL 0167-23-1156

FAX 0167-23-3600

用石窯燒製的兩種奶酪

製作奶酪的參觀區域

低溫65℃30分鐘殺菌、
無高壓處理

非常受歡迎得牛奶冰
淇淋。4月中下旬開
始還有期間限定擁有
日式風味的蘆筍味道
也會登場。

跟小牛個的乳奶盡可能相近、使用過極限的低溫殺菌
的富良野牛奶
用了7年的時間找到的製造方式。
因消費期限很短，
所以只有在富良野才能飲用
野、用這種醇香誕生了各種乳製品。



彩香之里

薰衣草田散發著的香氣，是特別的休
閒區域。今年花田內有咖啡廳開業。

咨詢電話：

〒071-0705

北海道空知郡中富良野町 字中富良野西１銭北12号
TEL：0167-56-7441 FAX：0167-56-7442



彩香的里 富田農場 富良野葡萄酒工廠

麓鄉展望台 果醬園奶酪工坊 （玻璃森林、八音盒館） 麓鄉石屋

運行期間：2018年7月10日～8月10日運行（週六日，紅日子 不運行）

周遊觀光巴士 領略富良野四周魅力的KURURU號

咨詢電話：富良野觀光協會 TEL 0167-23-3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