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散步路的「二见定山之
路」中，能看到很多季节性的山
野草，种类大约有800多种。赏
花的这一刻能让您忘记所有的
时间。

Winery
这里的红酒，苹果酒，果酱等都
是用八剑山山麓果园里采摘的新
鲜水果酿制的。在这里还可以一
边欣赏美景，一边自由的散步。
咨询公司／八剑山winery[E-3]
☎011-596-3981

岁时 记

［B-3］

巡游温泉
定 山 溪 涌 出 的 温 泉 泉 质 是 钠 氯 化 物 泉 。 被 称 作「 热 之 汤 」，进 入 泉
水 ，盐 分 就 会 附 着 在 肌 肤 上 ，防 止 汗 液 蒸 发 ，从 身 体 内 部 向 外 散 发 暖
气。发汗能起到排毒养颜，缓解压力，治疗寒症和关节痛等效果。

春红叶

●溪流鲤鱼旗

定山溪的群山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有些山
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可以轻松愉快地攀
登，有些山是能深入体会到登山的乐趣。您可
以根据自己的水平来选择攀登适合自己的山。
当您登上山顶眺望美景之后再去享受舒适的天
然温泉，身心一定会非常愉快非常满足吧。

节
观赏樱花的季

夏天

充满绿色的

●定山溪自然光之盛典

在定山溪从春天到秋天，能采摘
到草莓，樱桃，葡萄，苹果等各
种各样的水果。
咨询公司／①砥山果树园 [E-3]
☎011-596-2694
②定山溪农场 [A-4]
☎011-598-4050
③八剑山果树园 [E-3]
☎011-596-2280

●丰平峡水坝观光放流期间

节

观赏红叶的季

定山溪温泉⇔JR札幌站·真驹内 巴士指南

预约咨询联 系电话

冬季

■定铁巴士 川沿营业所

布满雪灯的
●雪三舞(1月中旬)

■北都交通

当日来回的温泉和住宿酒店一览表

●雪灯路(2月上旬）

酒店

北海道的节日和活动
●洞爷湖长期烟花/洞爷湖温泉

（4 月下旬～10 月下旬）
●YOSAKOI拉网小调节（6

●札幌白色灯饰节（11月下旬～2月中旬）※大通公园会场到12月下旬
●千岁·支笏湖冰涛节

（ 1月下旬～2月中旬）
●层云峡温泉 冰瀑节
（1月下旬～3月中旬）
●小樽雪灯之路/小樽市（2月上旬）
●札幌冰雪节（2月上旬～中旬）
札幌冰雪节

MAP

1． 定山溪豪景酒店 ☎598-3223
D-3
2． 定山溪万世阁酒店MILIONE ☎598-3500
C-3
3． 鹿之汤酒店·花枫叶 ☎598-2002
C-3
4． 定山溪大酒店瑞苑 70120-489-353
B-3
5． 定山溪酒店 ☎598-3390
B-3
6． 定山溪第一宝亭留翠山亭 ☎598-2141
C-2
7． 章月格兰酒店 ☎598-2231
C-3
8． 定山溪鹤雅休闲渡假温泉森之謌 ☎598-2671
D-4
9． 温暖之宿 古川 ☎598-2345
B-3
10．酒店山溪苑 ☎211-5678
B-3
11．奥定山溪温泉 佳松御苑 70120-489-485
A-3
12．面向女性的酒店 翠蝶馆 ☎595-3330
C-3
13．翠山亭俱乐部定山溪 ☎595-2001
D-2
14．厨翠山 ☎598-5555
C-3
15．悠久之宿 白丝 ☎598-3351
D-3
16．温泉旅馆 锦和荘 ☎213-1307
D-2
17．汤元 旬之御宿松之汤 ☎596-2131
E-3
18．汤元小金汤 ☎596-2111
E-3
19．丰平峡温泉（只有当日来回温泉） ☎598-2410
A-4
20．汤之花 定山溪殿（只有当日来回温泉） ☎598-4444 B - 3
21．俱乐部锦溪（只有住宿） ☎522-6669
D-3
22．公寓定山溪（只有住宿） ☎595-2202
D-3
（札幌市内电话011 开头）

0120-37-2615

TEL:011-375-6000

从定山溪出发到北海道各地去旅行
小 樽：约42公里【开车所需约60分钟】

洞爷湖：约79公里【开车所需90分钟】

支笏湖：约46公里【开车所需约65分钟】

新千岁机场：约70公里【开车所需90分钟】

旭川

二世谷：约65公里【开车所需约70分钟】
小樽

定山溪
二世谷

新千岁
机场

km

50
m

0k

10

札幌站

札幌

支笏湖
洞爷湖

定山溪

小金汤
●

苫小牧

230

真驹内站

月中旬）
●地狱之谷的鬼花火/登别温泉
（6 月上旬～7 月下旬）
●北海道马拉松（8月下旬）

●札幌秋季丰收节（9月中旬～10月上旬）

独木舟

（定山溪车库前）

运行公司 定铁巴士

YOSAKOI拉网小调节
照片提供:YOSAKOI拉网小调节组织委员会

在幽深的溪谷中，将全身心都委托给缓缓流淌的河流，一边感受
定山溪四季的变化，一边享受划着独木舟顺流而下的美好时光。
咨询公司／①amuse sport
[D-3] ☎0570-011-411

札幌站出发 9:30/10:00/10:30/11:00/12:30/14:00/15:00
（JR札幌站南口巴士总站12号登车口）

地铁南北线真驹内站前巴士4号登车口

在这充满新鲜空气的山里伴随
着美丽如画的风景，加上长距
离路线，定山溪这里非常适合
骑车兜风！
咨询公司／定山溪rent-a-cycle
[D-3] ☎011-212-1536

在这里可以体验到西部牛仔
式的骑马。初学者也可以安
心的体验马背骑行的乐趣。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当您
骑在马背上，同时能感受到
马身上的温度。
咨询公司／Wild Mustang’
s
[E-3] ☎011-596-5040
（需要提前预约）

运行公司 定铁巴士

○所需时间：约50分钟（1小时有1～2班）

在札幌国际滑雪场可以体验到优质的天
然粉雪，也是札幌市内唯一一家从11月
开始到黄金周一直可以滑雪的雪场。
咨询公司／定山溪高原札幌国际滑雪场 [D-1]
☎011-598-4511（札幌国际滑雪场）

骑马

河童Liner号（预约者优先）

※预约截止日期到前一天17:00为止。
（当天若有空位，无预约也可搭乘。）

JR札幌站南口巴士总站12号登车口

河童步行（9月）
红叶缆车
（9月下旬～10月中旬）
●红叶河童巴士
（10月1日～10月21日）

租借自行车

札幌 站⇔ 定山溪 温 泉（直达巴士） 到定山溪单程所需大约60分钟 一天7班往返

○所需时间：约75分钟(1小时有1～2班)

●札幌国际滑雪场

滑雪·滑单板

在春天，由于冰雪融化后流入河流
时形成了急流，所以在春天能体验
到急速的漂流。到了夏天，能够一
边在清澈的溪流之中缓缓地漂流，
一边欣赏绿色山谷中的野生动物。
咨询公司／①Blue marble
☎080-1895-5872
②北海道Lion adventure
☎0136-43-2882

薄别温泉的泉质是 钙·碳酸氢钠盐温泉。被称之为「美肌之汤」，据说
可以去掉皮肤里多余的角质和毛孔里的污垢，让皮肤变得更加光滑。

秋

定 山 溪 出 发 10:10（定山溪车库前）

定山溪出发 9:30/10:30/12:26/13:26/14:16/14:56/16:56

薄别温泉

●定山溪

让我们一起玩儿雪吧！位于从温泉街出发就
可以步行到达的三笠滑雪场，在这里可以体
验堆雪人，滑雪橇等雪上活动。
咨询公司／三笠公园 [C-2]
☎011-598-2012（定山溪观光协会）

漂流

丰平峡温泉

丰平峡温泉的泉质是钠钙碳酸氢盐·氯化物泉。被称作「美人之汤」，
有润滑皮肤表面，净化脂肪和净化不纯物质等美化肌肤的效果。

色彩斑斓的锦

玩雪体验

新 千岁机 场出发 14:00
（国内线航站楼21号登车口·国际线航站楼66号登车口）

※如果需接着乘飞机请务必留出富裕时间。

小金汤温泉的泉质是单纯硫磺泉(弱碱性)。被称为「心脏之汤」，有
促进血液循环和扩张血管等作用。据说因为这里的泉质还能燃烧血液
中含有的糖分和中性脂肪，所以对改善代谢症候群和生活习惯病有明
显效果。

(6 月上旬～10 月下旬）

这里展示着阿伊努族的传统住房，圆木舟等
阿伊努族的传统工具，工艺品以及传统服
装，您可以用您自己的手和眼睛真实的触摸
和看到这些展品。 咨询公司／阿伊努族
文化交流中心·sapporo pirka kotan
[E-3] ☎011-596-5961

这里是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动
物，体验各种活动项目的体验型
动物园。还可以体验到只有北海
道冬天独有的冬季娱乐活动。
咨询公司／北动物园札幌 [E-4]
☎011-596-5300

采摘水果

（6月～10月）

阿伊努族文化交流中心

运行公司 北都交通

修行僧侣，美泉定山
发现开拓的温泉在这里。

※因天气或交通条件等情况有时会发生延迟，请谅解。

小金汤温泉

（4月中旬～5月中旬）

互动式动物园

宽敞舒适的Liner号

定山溪温泉

关于活动的日期和名称等只是暂定。有可能变化或者停止。敬请注意。

闪耀的
登山 ［A-4、B-2、C-4、D-1、E-3］

新千岁机场⇔ 定山溪温泉（直达巴士） 到定山溪单程所需大约100分钟 1天一班往返

登别

苫小牧：约78公里 【开车所需约90分钟】
登 别：约118公里【开车所需约120分钟】
旭 川：约163公里【开车所需140分钟】
函 馆：约235公里【开车所需240分钟】

函馆

一般社团法人

定山溪观光协会 http://jozankei.jp

邮编 061-2302 北海道札幌市南区定山溪温泉东 3 丁目
电话 : 011-598-2012 传真 :011-598-2029
2 018 年7月改订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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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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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 汤之杜

四季的
娱乐活动

花中散步

庆应 2 年 开汤

前往定山溪的交通方式

定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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