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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入選了林野廳的「水源之森100
選」和「水壩湖100選」，當地綠意
與岩石環繞，是拱形結構水壩。雖然
這裡被札幌市民票選為屈指可數的賞
楓名勝，但能夠欣賞到美麗新綠的
「春紅葉」則尚未廣為人知。

象徵定山溪的赤紅吊橋，不
僅 能 遠 望 源 自 伊 勢 二 見 浦
（夫婦岩）的「二見岩」與
流 傳 河 童 傳 說 的 「 河 童
淵 」 ， 還 可 進 入 自 然 步 道
「二見定山之道」。此處的
春季將遍佈山野草，秋天則
會迎來楓葉季，一年四季皆
有不同的美景。

與二見吊橋相連的「二見定
山之道」，是一條位於豐平
川沿岸的自然散步道。大家
可在聆聽鳥鳴的同時，邂逅
約超過800種的山野草，並
感受支笏洞爺國立公園「定
山溪」的自然奧秘。到10月
中旬楓葉轉紅之時，更是別
有一番風味。

豐 平 峽 水 壩

定山溪設有許多橋，定山溪
大橋則是其中最新的大型橋
樑。從大橋上一眼望去，可
看到溫泉街彷彿被遠處群山
環抱，四季美景近在眼前。
是一處觀景的好地點。

定山溪大橋

岩戶觀音堂是地崎宇三郎於
1936年建成，從正殿起全長
約120公尺的洞穴內，放有33
尊觀音菩薩雕像。據說在祈禱
考試和戀愛方面皆相當靈驗，
是一處熱門的能量景點。

岩戶觀 音 堂

札幌國際滑雪場

札幌第二的蓄水池定山溪大壩。蓄水
池「札幌湖」沿岸的4處觀景台，是
可將大壩和群山盡收眼底的兜風路
線。下游處有能加倍感受到大壩規模
的綠意公園，春季能賞櫻花，秋季則
有楓紅。園內設有大壩資料館及小天
狗岳的登山口。

定山溪水壩

舞鶴之瀞位於豐平川和白井川的
匯流處。到了楓紅的季節，可見到
如畫的美景。不妨走在錦橋上方遠
眺，或搭乘獨木舟，從水面上欣賞
定山溪獨有的楓紅景色。

舞鶴之瀞

白絲瀑布是一座小型瀑布，
北海道最老的水力發電所
「定山溪發電所」的回流水
在這裡靜靜留下，能欣賞到
隨四季與水量多寡而變換的
各種樣貌。建議近距離觀
賞。

白 絲 瀑 布

在重現了美泉定山與溫泉邂
逅場景的公園內，設有「美
泉定山的座像」，以及能透
過高溫源泉來製作溫泉蛋的
設施「溫玉之湯」，可一邊
欣賞四季美景，一邊享受舒
適的足湯。

定 山 源 泉 公 園

在溫泉街上有很多可免費體
驗定山溪自豪泉源的手湯和
足湯。不妨一邊感受兩處足
湯，一邊漫步溫泉街！進入
夜晚後，街道上還會點上浪
漫的燈光。

手湯和足湯

二見定山之 路

二見吊橋

由於岩山像8支劍一樣聳立而得名的
八劍山深受大家喜歡。在山上能眺
望到札幌市的街景，360度的廣闊視
野，讓人無法想像這座山只有500公
尺高。

登山口位於定山溪大壩
下游園地內，雖然有不少
陡坡和階梯，但是在登山
途中能看到札幌湖的美
景和山光水色，在克服困
難登上山頂時，成就感一
定更加倍。

共有從岩戶觀音堂旁陡
峭的階梯往上的路線，以
及散步道登山口出發的
兩條路線。可體驗到邊登
山邊賞花的樂趣。

「河童淵」有著一個傳說，相
傳在很久以前，有一名青年在
這裡釣魚時，彷彿被什麼力量
拉入水中，就此消失在河底。
一年後的某個夜晚，青年托夢
給父親說道「我現在與河童妻
小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據
說在那之後再也沒聽說有人在
此遇難。

◀若繼續朝著豐平川上游的方向
前進，便能看到因含有鐵質而呈
現紅鏽色的岩石。此地被稱作「赤
岩之澗」，據説是由『美泉定山』
（定山溪溫泉的始祖）所命名。

河童在定山溪就像
是森林與水源守護
神 一 般 為 人 所 熟
悉，整個地區中便有
包含「河童大王」等

20尊的河童雕像。近來更有定山溪
溫泉的宣傳隊長「Kappon」作為應
援吉祥物歡迎大家。

河童的傳說

這裡最經典的名產就是「溫泉饅頭」，每家店製作的
溫泉饅頭口味皆不同，邊吃邊比較其中差異，也算是
一種樂趣；定山溪溫泉洋蔥湯是用被譽為食物世界遺
產的「札幌黃洋蔥」製作的，吃起來格外美味。在八
劍山的山腳處栽培、釀造的紅酒等，也都是定山溪獨
有的好味道。

將定山溪特有的「風味」帶回家！

沿著定山溪神社的左側往前進即可看見登山口。
登向山頂的途中可以一邊尋找山野草，一邊在見
晴台眺望溫泉街的景色。

定山溪溫泉宣傳隊長

Kappon

豐平峽溫泉 （印度料理、蕎麥麵等）
湯之花飲食一角
山小屋@定山溪
咖啡館 France
J・glacee （蘋果派）
食堂 konno （拉麵）
茶館 Hidamari
tocchancafe
可樂 （拉麵等）
坂之上的最中
森乃百日冰（夏季限定）
玉置（天婦羅蓋飯）

紅葉亭（蕎麥麵等）
松尾烤羊肉
雨之日與雪之日 （披薩等）
Exclamation Bakery
Locale-JZK（冰淇淋）
Vergine Baccano （面包店）
八劍山Winery Kitchen&Marche

居酒屋 北之河童
酒館 Sesekka
cafe＆bar Wall
酒館＆跳舞 Do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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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廳 酒店餐廳

坐擁「札幌」之名的高山，海拔超過
1000公尺。雖然登山道經整修後 ，走
起來相對輕鬆一些，但途中仍有陡坡
及沼澤，因此朝著目標前進的同時也不
能掉以輕心。從山頂能眺望道央圈的
優美群山。在登山口處備有停車場。

酒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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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山溪豪景酒店
▶陽光之河
定山溪萬世閣酒店 MILIONE 
▶自助餐
▶Bakery＆cafe Birch Terrace
森之謌
▶森林自助餐廳
湯元 旬之禦宿 松之湯
▶用餐區
湯元 小金湯
▶桂亭

C-3

C-3

D-4

E-3

E-3

童話河童像 步道

圖例

醫院

警察局

郵局

洗手間

公園

停車場

學校

巴士停車站

伴手禮店

免費 Wi-Fi
（札幌市 Wi-Fi）

加油站

便利店

Post
Office

持續更新風景名勝與
參考行程！

＃sozoro-aruki
https://jozankei.jp/sozoro/

支笏洞爺國立公園
定山溪溫泉
SHIKOTSU-TOYA 
NATIONAL PARK 
JOZANKEI ONSEN

（二見公園・二見吊橋・河童淵・赤岩的澗）

從溫泉街開車30分鐘！從11月中旬
直到黃金週假期的超長期間，皆可
在頂級天然粉雪上享受雙板＆單板
滑雪的樂趣。另外，也建議在楓紅
季節搭乘箱型纜車，從賞楓景點的
山頂全景展望台還能將日本海盡收
眼底！

雙板︑單板滑雪
在札幌國際滑雪場可以體驗到優質的天然粉
雪，也是札幌市內唯一從11月起開放滑雪至黃
金周的滑雪場！
諮詢地點／定山溪高原札幌國際滑雪場 ［D-1］
　　　　　☎011-598-4511（札幌國際滑雪）

這裡展示著愛奴族的傳統住房、圓木舟等傳統工
具、工藝品及傳統服裝。可透過雙手親自感受並學
習愛奴文化。
諮詢地點／阿伊努族文化交流中心・sapporo pirka kotan
　　　　☎011-596-5961

愛奴文化交流中心 ［E-3］

泛舟︑SUP槳板
初春時，冰雪融化後流入河流而形成了急流，所以
在春天能體驗到急速泛舟的快感；到了夏天，能夠
一邊在清澈的溪流中緩緩漂流，一邊欣賞綠意與野
鳥。
諮詢地點／Amuse Sports　☎0570-011-411

在自然散步道「二見定山之道」能看到許多季節性
的山野草，種類大約有800種。沈浸在花朵的世界
裡，享受美好的時光吧。
諮詢地點／定山溪觀光協會　☎011-598-2012

花中漫步 ［B-3］

獨木舟
在幽深的溪谷中，將全身心交付給緩緩流淌的河
流，一邊感受定山溪四季的變化，一邊享受划著獨
木舟順流而下的美好時光。
諮詢地點／Amuse Sports　☎0570-011-411

［A-4、B-2、C-4、D-1、E-3］

定山溪的群山各有不同，有些適合親子一同攀登，
有些則能深入體會到登山的樂趣。 可根據自己的體
力來選擇適合的山。 登上山頂眺望美景後，再來趟
溫泉洗禮放鬆一下吧。

登山

採摘水果
從春天到秋天，可在定山溪採摘草莓、櫻桃、葡萄、
蘋果等各式各樣的水果。
諮詢地點／①定山溪農場    ［A-3］ ☎011-598-4050
　　　　 ②八劍山果樹園 ［E-3］ ☎011-596-2280
　　　　 ③砥山果樹園    ［E-3］ ☎011-596-2694

在設施完善的露營場享受大自然！
諮詢地點/①北動物園札幌［E-4］☎090-6994-1670 （豪華露營）
　②八劍山Winery篝火露營場［E-3］☎011-211-4384
　③八劍山果樹園　［E-3］ ☎011-596-2280
　④豐平峽溫泉　　［A-4］ ☎011-598-2410
　⑤定山溪自然之村［A-4］ ☎011-598-3100

露營・豪華露營

體驗型主題樂園
可以接觸到各式各樣的動物、參加精彩
活動的體驗型動物園。還能享受到北海
道才有的冬季活動喔。
諮詢地點/北動物園札幌 ［E-4］
☎080-1869-6443

騎馬
可以體驗到西部牛仔式的騎馬。初學者也
能安心騎乘， 特別是在寒冷的冬天，可同
時感受到馬背上的溫暖。
諮詢地點／Wild Mustang ’s ［E-3］
☎080-4093-3673（需要提前預約）

Winery
使用於八劍山山腳處的果樹園內所採到
的水果，製成葡萄酒、蘋果酒，以及果
醬販售。可一邊欣賞風景，一邊散步或
享受美食。
諮詢地點/八劍山winery ［E-3］
☎011-596-5778

體驗活動
Activity

一起來玩雪吧！從溫泉街即可徒步抵達的三笠滑
雪場，在這裡可體驗到堆雪人、滑雪橇等雪上活
動。
諮詢地點／三笠公園
　　　　　☎011-598-2012（定山溪觀光協會）

玩雪體驗 ［C-2］

［C-3］

［D-3］

［D-1］

［D-1］

［C-3,D-3］ ［D-3］

［B-2］

［B-3］

［C-3］

［A-3］

［A-4］

札幌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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