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馆大沼王子大饭店
TEL 0138-67-1111
地址 七饭町西大沼温泉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8分钟车程。从大沼公园站有接送巴士。
容纳人数 584名

本馆292间、木屋别墅39件（4月下旬～10月中旬）
备考 有自行车出租、Free Wi-Fi、可以使用信用卡

当日往返温泉（14:00～18：00 成人1,080日元)
泉质 碱性单纯泉

房费 14,602日元/每位～（双人房1室2名、含晚餐+早餐）

官方网站 http://www.princehotels.com/hakodate/zh-tw/

TEL 0138-67-2964
地址 七饭町大沼町85-9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步行3分钟

容纳人数 86名(30间）
备考 Free Wi-Fi、可以使用信用卡、有自行车出租服务、全面禁煙

有免费接送巴士、有附带露天浴池的客房
泉质 单纯泉

房费 21,750日元/每位～（双人房1室2名、含晚餐+早餐）

官方网站 http://www.onuma-epuy.com/tw/

　　车站饭店 旭屋 Asahiya

TEL 0138-67-2654
地址 七饭町大沼町145
位置 JR大沼公园站前

容纳人数 42名
日式客房7间、西式客房8间、无障碍客房1间、客房里禁煙（馆内有吸烟区）

备考 Free Wi-Fi（FreeSpot)、可以使用信用卡、客房里带浴室和洗手间

房费 9,000日元/每位～(单人房、含晚餐+早餐）7,800日元～（单人房、含早餐）

官方网站 http://business2.plala.or.jp/asahiya/menu.htm

　　　　　　　　　Greenpia 大沼
TEL 01374-5-2277
地址 森町赤井川229

位置 离大沼公园IC约2分钟车程。有免费接送巴士（需要预约）
容纳人数 本馆446名、木屋別墅105名

日式客房58间、西式客房20间、无障碍客房2间、特别客房（套房）2间
备考 有轮椅、Free Wi-Fi（大厅)、可以使用信用卡
泉质 含钠碳酸氢盐泉

房费 主楼9,500日圆/每位(不含稅）＋入汤税150日元（含晚餐+早餐）

※周日・节假日＋1,080日元 ，木屋别墅11,000日元（不含稅）～

官方网站 https://www.gp-onuma.com/

TEL 01372-7-3201
地址 鹿部町本别530-127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约25分钟车程
容纳人数 316名・套房35间、双人房49间

Free Wi-Fi、附设无障碍厕所、无障碍设施（部分）、划分吸烟区
备考 可以使用信用卡、有免费接送巴士（需要预约）
泉质 盐化物泉

房费 20,000日元/每位～（1室2名）
官方网站 http://www.daiwaresort.jp/shikabe/

感受自然气息的度假酒店，为您提供高品质的住宿。

　　函馆大沼鹤雅休闲渡假温泉饭店 EPUY

就在JR大沼公园前。是一家交通便利、富有历史的酒店。

　　　　　  Royal Hotel北海道鹿部

离大沼公园15分钟车程森町

鹿部町

・房費及内容为2018年4月的信息。

・按季节房价会变动，详细情况请跟住宿设施联系。

・ 各个设施的号码跟『七饭町・大沼国定公园导览图』上的号码是一致的。

请您作为参考。

・车站附近 = 距离JR大沼公园站２００ｍ以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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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从小孩到成人都能满足的度假酒店。

车站附近 尽情享受鲜花与绿荫及美食的一天。

车站附近

Hakodate Onuma
Prince Hotel

雄伟的大自然与套房中的舒适住宿，成熟风格的度假酒店。

http://www.princehotels.com/hakodate/zh-tw/
http://www.daiwaresort.jp/shikabe/


　　　洋风民宿 风  Pension KAZA

TEL 0138-67-3933
地址 七饭町大沼町215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步行3分钟

容纳人数 25名

3人房5间、4人房2间（无浴室・洗手间）

双人床及带淋浴的客房1间

备考 请您自备睡衣，毛巾及肥皂等、Free Wi-Fi、全面禁煙

房费 7,500日元/每位～（含晚餐+早餐）

官方网站 http://www9.plala.or.jp/KAZA/

　　 洋风民宿 Heine    Pension Heine

TEL 0138-67-2655
地址 七饭町大沼町297-16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歩行8分钟
容纳人数 16名・西式客房8间（无浴室・洗手间）、馆内设有2间浴室

睡衣出租500日元、不能使用信用卡、客房及食堂里禁煙
备考 冬季休业（11月1日～4月20日）

房费 8,000日元/每位（含晚餐＋早餐）

官方网站 http://www.pension-heine.com/

　　　Paard Musée（大沼流山牧场）

TEL 0138-67-3339
地址 七饭町东大沼294-1
位置 离JR流山温泉站步行8分钟、离JR大沼公园站约10分钟车程

容纳人数 23名・拖车房子4名（4张床、2间寝室、1间浴室）、
8人房（男女共用）、8人房（女性专用）、3人房（双层床、共用浴室）

备考 早餐・午餐・晚餐 各800日元※需要提前3天预约、房间里不能携带宠物、Free Wi-Fi
可以使用信用卡、沒有温泉

房费 4,000日元/每位～（不含餐）

官方网站 http://www.paardmusee.com/

　　　Granvillage 大沼 离JＲ大沼公园站5分钟车程，大沼湖畔的木房屋。

TEL 0142-75-1085 （代表电话，会打到洞爷的姊妹酒店。）

※只接受网路预约。
地址 七饭町上军川104-3

位置 离大沼公园站5分钟车程。有免费接送车（需要预约）
容纳人数 32名、客房共有8间、双人房附设小阁楼（3～4名入住时小阁楼可以铺床。）

备考 Free Wi-Fi、可以使用信用卡、客房里带浴室、配备睡衣（浴衣）、有吸烟区
可以免费使用洗衣机（有卖洗衣粉）、需要用餐的顾客请提前一天预约（晚餐：涮猪肉、早餐：日式套餐）

房费 9,000日元/每位～（1室2名、含晚餐+早餐）

官方网站 https://www.booking.com/hotel/jp/grandvillage-onuma.html?aid=330843;lang=en

夏季限定洋风民宿，可以悠闲地享受使用当季食材制作的美味。

在广大的牧场里头的住宿设施，还有拖车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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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车站附近 窗外能见树木林立之美景，令人感到身心放松的洋风民宿。

84

51

http://www9.plala.or.jp/K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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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oking.com/hotel/jp/grandvillage-onuma.html?aid=330843;lang=en


　　旅荘 茶色鸟　Chairoi Tori

TEL 0138-67-2231
地址 七饭町大沼町85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歩行１分钟
容纳人数 13名

备考 不能使用信用卡、划分吸烟、可以包租全部客房、大型巴士停车费（夜间）1,000日元
冬季休业（11月20日～4月20日）※在休业期间，需要入住的顾客请问询。

房费 3,800日元/每位（不含餐）、早餐500日元（需要预约）

官方网站 http://birdinn.web.fc2.com/

　　 东大沼温泉旅馆 留之汤 Tomenoyu

TEL 0138-67-3345
地址 七饭町字东大沼42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约20分钟车程、从JR铫子口站约10分钟车程
容纳人数 50名（日式客房15间）

备考 Free Wi-Fi、划分吸烟、提供停车场、附设无障碍厕所、无障碍设施（部分）
可以使用信用卡（当日往返温泉时不能使用）
当日往返温泉（9:00～19:00）成人400日元、第2・4周周三休息
・包租露天浴池 成人1,200日元（2名以上使用）※需要预约
・包租家人浴池 2,000日元（成人3名以内可以一起泡汤）※需要预约

泉质 单纯泉（100％源泉）

房费 4,200日元/每位～（1室2名、不含餐。另收入汤税和暖气费）、

房费＋1000日元可以提供早餐。

官方网站 http://www.tomenoyu.com/

　　 小屋 葵  Petit House Aoi

TEL 0138-67-2042
地址 七饭町字大沼町211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步行5分钟

容纳人数 10名
榻榻米21枚和9枚的2间相通、房间里有浴室・洗手间、冰箱和厨房

备考 不提供晚餐和早餐，可以长期逗留
冬季休业（11月1日～4月下旬）※需要长期逗留的顧客可以问询

房费 4,000日元/每位（不含餐）、2名以上入住时3,500日元/每位（不含餐）

　　民宿 舒适大沼  Yukkuri Onuma

TEL 0138-67-3399
地址 七饭町字大沼190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步行10分钟

容纳人数 31名
主楼（榻榻米4枚和6枚的2间相通、带浴室）５间
配楼（榻榻米6枚的单间、带浴室・洗手间）８间 ※其中有一间是无障碍客房

备考 Free Wi-Fi、不能使用信用卡、全面吸煙

房费 主楼:6,000日元/每位（不含餐）、配楼:5,000日元/每位（不含餐）

早餐500日元、晚餐1,000日元（需要预约）

官方网站 http://www9.plala.or.jp/yukkurioonuma/

　　民宿 鸭井荘　Kamoi Sou

TEL 0138-67-2628
地址 七饭町大沼町92

位置 离JR大沼公园站步行6分钟
容纳人数 8名

备考 冬季休业（11月1日～4月20日）

房费 4,800日元（含晚餐＋早餐）、2,500日元（不含餐）

＜其他住宿设施＞
●商务民宿 华之宿(七饭町藤城） TEL0138-64-8866
●仁山温泉饭店ＮＫ别墅（七飯町仁山）　TEL0138-65-9000
●＜通知＞大沼公园青年旅馆于2017年春季为止已关闭。

制作：七饭大沼国际观光会议协会　2018年4月

推荐给长期逗留者，房间附带厨房。 

设施齐全且舒适，价格实惠的民宿。

有很多前来大沼公园钓鲫鱼的游客会选择住在这里。家庭式的民宿。

※需要提前预约

由江户时代（安政期）流传至今、温泉疗养名泉之地。 

离ＪＲ大沼公园站歩行１分钟！旅游问询处旁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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