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館大沼王子大飯店
TEL 0138-67-1111
地址 七飯町西大沼溫泉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8分鐘車程、从大沼公園站有接駁車

容納人數 584名
本館292間、木屋別墅39件（4月下旬～10月中旬）

備考 有腳踏車出租服務、Free Wi-Fi、可以使用信用卡
當日往返溫泉（14:00～18：00 成人1,080日圓)

泉質 鹼性単純泉

房價 14,602日圓/每位～（雙床房1室2名、含晚餐+早餐）

官方網站 http://www.princehotels.com/hakodate/zh-tw/

TEL 0138-67-2964
地址 七飯町大沼町85-9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步行3分鐘

容納人數 86名(30間）
備考 Free Wi-Fi、可以使用信用卡、有腳踏車出租服務、全面禁煙

有免費接駁車、有附帶露天浴池的客房
泉質 単純泉

房價 21,750日圓/每位～（雙床房1室2名、含晚餐+早餐）

官方網站 http://www.onuma-epuy.com/tw/

　　車站飯店 旭屋 Asahiya
TEL 0138-67-2654
地址 七飯町大沼町145
位置 JR大沼公園站前

容納人數 42名
日式客房7間、西式客房8間、無障礙客房1間、客房裏禁煙（館内有吸煙區）

備考 Free Wi-Fi（FreeSpot)、可以使用信用卡、客房裏帶浴室和洗手間

房價 9,000日圓/每位～(單人房、含晚餐+早餐）7,800日圓～（單人房、含早餐）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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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大沼公園IC約2分鐘車程、有免費接駁車（需要預約）

容納人數 本館446名、木屋別墅105名
日式客房58間、西式客房20間、無障礙客房2間、特別客房（套房）2間

備考 有輪椅、Free Wi-Fi（大廳)、可以使用信用卡
泉質 含鈉碳酸氫鹽泉

房價 主樓9,500日圓/每位(不含稅）＋入湯税150日圓（含晚餐+早餐）

※週日・節假日＋1,080日圓 ，木屋別墅11,000日圓（不含稅）～

官方網站 https://www.gp-onuma.com/

TEL 01372-7-3201
地址 鹿部町本別530-127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約25分鐘車程
容納人數 316名・套房35間、雙床房49間

Free Wi-Fi、附設無障礙廁所、無障礙設施（部分）、劃分吸煙區
備考 可以使用信用卡、有免費接駁車（需要預約）
泉質 含鈉鹽化物泉

房價 20,000日圓/每位～（1室2名）
官方網站 http://www.daiwaresort.jp/shikabe/

感受自然氣息的度假酒店，為您提供高品質的住宿。

　　函館大沼鶴雅休閒渡假溫泉飯店 EPUY

就在JR大沼公園前。是一家交通便利、富有歷史的酒店。

　　　　　  Royal Hotel北海道鹿部

離大沼公園15分鐘車程森町

鹿部町

・ 房價及内容為2018年4月的情報。

・ 按季節房價會變動，詳細情況請跟住宿設施聯係。

・ 各個設施的號碼跟『七飯町・大沼國定公園導覽地圖』上的號碼是一致的。

請您作爲參考。

・ 車站附近 = 距離JR大沼公園站２００ｍ以内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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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從小孩到成人都能滿足的度假酒店。

車站附近 盡情享受鮮花與綠蔭及美食的一天。

車站附近

Hakodate Onuma

Prince Hotel

雄偉的大自然與套房中的舒適住宿，成熟風格的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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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風民宿 風（KAZA）
TEL 0138-67-3933
地址 七飯町大沼町215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步行3分鐘

容納人數 25名

3人房5間、4人房2間（無浴室・洗手間）

雙人床及帶淋浴的客房1間

備考 請您自備睡衣，毛巾及肥皂等、Free Wi-Fi、全面禁煙

房價 7,500日圓/每位～（含晚餐+早餐）

官方網站 http://www9.plala.or.jp/KAZA/

　　洋風民宿 Heine
TEL 0138-67-2655
地址 七飯町大沼町297-16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歩行8分鐘

容納人數 16名・西式客房8間（無浴室・洗手間）、館内設有2間浴室
睡衣出租500日圓、不能使用信用卡、客房及食堂裏禁煙

備考 冬季休業（11月1日～4月20日）

房價 8,000日圓/每位（含晚餐＋早餐）

官方網站 http://www.pension-heine.com/

　　　Paard Musée（大沼流山牧場）

TEL 0138-67-3339
地址 七飯町東大沼294-1
位置 離JR流山溫泉站步行8分鐘、離JR大沼公園站約10分鐘車程

容納人數 23名・拖車房子4名（4張床、2間寢室、1間浴室）、
8人房（男女共用）、8人房（女性專用）、3人房（雙層床、共用浴室）

備考 早餐・午餐・晚餐 各800日圓※需要提前3天預約、房間裏不能攜帶寵物、Free Wi-Fi
可以使用信用卡、沒有溫泉

房價 4,000日圓/每位～（不含餐）

官方網站 http://www.paardmusee.com/

　　　Granvillage大沼 離ＪＲ大沼公園站5分鐘車程，大沼湖畔的木房屋。

TEL 0142-75-1085 （代表電話，會打到洞爺的姊妹酒店。）

※只接受網路預約。
地址 七飯町上軍川104-3

位置 離大沼公園站5分鐘車程、有免費接駁車（需要預約）
容納人數 32名、客房共有8間、雙床房附設小閣樓（3～4名入住時小閣樓可以鋪床。）
備考 Free Wi-Fi、可以使用信用卡、客房裏帶浴室、配備睡衣（浴衣）、有吸煙區

可以免費使用洗衣機（有賣洗衣粉）、需要用餐的顧客請提前一天預約（晚餐：涮豬肉、早餐：日式套餐）

房價 9,000日圓/每位～（1室2名、含晚餐+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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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限定洋風民宿，可以悠閒地享受使用當季食材製作的美味。 

在廣大的牧場裏頭的住宿設施，還有拖車房子。 

33

32 車站附近 窗外能見樹木林立之美景，令人感到身心放鬆的洋風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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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荘 茶色鳥　Chairoi Tori

TEL 0138-67-2231
地址 七飯町大沼町85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歩行１分鐘

容納人數 13名
備考 不能使用信用卡、劃分吸煙、可以包租全部客房、大型巴士停車費（夜間）1,000日圓

冬季休業（11月20日～4月20日）※在休業期間，需要入住的顧客請洽詢。

房價 3,800日圓/每位（不含餐）、早餐500日圓（需要預約）

官方網站 http://birdinn.web.fc2.com/

　　東大沼温泉旅館 留之湯 Tomenoyu
TEL 0138-67-3345
地址 七飯町字東大沼42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約20分鐘車程、從JR銚子口站約10分鐘車程

容納人數 50名（日式客房15間）
備考 Free Wi-Fi、劃分吸煙、提供停車場、附設無障礙廁所、無障礙設施（部分）

可以使用信用卡（當日往返溫泉時不能使用）
當日往返溫泉（9:00～19:00）成人400日圓、第2・4週週三休息
・包租露天浴池 成人1,200日圓（2名以上使用）※需要預約
・包租家人浴池 2,000日圓（成人3名以内可以一起泡湯）※需要預約

泉質 單純泉（100％源泉掛け流し）

房價 4,200日圓/每位～（1室2名、不含餐。另收入湯稅和暖氣費）、

房價＋1000日圓可以提供早餐。

官方網站 http://www.tomenoyu.com/

　　小屋 葵 Petit House Aoi

TEL 0138-67-2042
地址 七飯町字大沼町211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步行5分鐘

容納人數 10名
榻榻米21枚和9枚的2間相通、房間裏有浴室・洗手間、冰箱和廚房

備考 不提供晚餐和早餐、可以長期逗留
冬季休業（11月1日～4月下旬）※需要長期逗留的顧客可以洽詢

房價 4,000日圓/每位（不含餐）、2名以上入住時3,500日圓/每位（不含餐）

　　民宿 舒適大沼 Yukkuri Onuma
TEL 0138-67-3399
地址 七飯町字大沼190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步行10分鐘

容納人數 31名
主樓（榻榻米4枚和6枚的2間相通、帶浴室）５間
配樓（榻榻米6枚的單間、帶浴室・洗手間）８間 ※其中的一間是無障礙客房

備考 Free Wi-Fi、不能使用信用卡、全面吸煙

房價 主樓:6,000日圓/每位（不含餐）、配樓:5,000日圓/每位（不含餐）

早餐500日圓、晚餐1,000日圓（需要預約）

官方網站 http://www9.plala.or.jp/yukkurioonuma/

　　民宿 鴨井荘　Kamoi Sou

TEL 0138-67-2628
地址 七飯町大沼町92
位置 離JR大沼公園站步行6分鐘

容納人數 8名
備考 冬季休業（11月1日～4月20日）

房價 4,800日圓（含晚餐＋早餐）、2,500日圓（不含餐）

＜其他住宿設施＞
●商務民宿 華之宿(七飯町籐城） TEL0138-64-8866
●仁山溫泉飯店ＮＫ別墅（七飯町仁山）　TEL0138-65-9000
●＜通知＞大沼公園青年旅館於2017年春季爲止已關閉。

製作：七飯大沼國際觀光會展協會　2018年4月

由江戶時代（安政期）流傳至今、溫泉療養名泉之地。

離ＪＲ大沼公園站歩行１分鐘！觀光服務処旁邊。 

推薦給長期逗留者，房間附帶廚房。 

設備齊全且舒適，價格親民的民宿。　

有很多前來大沼公園釣鯽魚的遊客會選擇住在這裏。家庭式的民宿。
※需要提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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