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购物
富士山静冈机场周边

２小时路线

◎包租出租车旅游线路推荐
３小时路线 ４小时路线

❶大井川铁道 新金谷站 ❷APITA岛田店 ❸蓬莱桥

❽挂川花鸟园 ❾远铁菊川购物中心

❹HOME PLAZA
　NAFCO 島田店

❺旧东海道金谷坂石板路 ❻展望台小山城／
　能满寺的苏铁树

❼挂川城 10Grinpia牧之原

机场→

❸蓬莱桥（30分钟）、❷APITA（30分钟）

❶大井川铁道或 ❺旧东海道金谷坂石板路

（20分钟）

→机场

机场→

❼挂川城或 ❽挂川花鸟园（70分钟）

❾在远铁菊川购物中心购物（40分钟）

→机场

机场→

10Grinpia牧之原（60分钟）

❻展望台小山城／能满寺的苏铁树（40分钟）

❹HOME PLAZA NAFCO 島田店（30分钟）

→机场

◎约20分钟（约3,0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元）＋

岛田站换乘ＪＲ东海道本线5分钟（190日元、

在金谷站下车再次换乘）＋大井川铁道3分钟

◎约15分钟（约2,5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

元）＋岛田站换乘ＪＲ东海道本线5分钟

（190日元、金谷站下车）＋徒歩5分钟

◎约20分钟（约3,500日元）

◎约30分钟（约6,0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

元）＋岛田站换乘ＪＲ东海道本线20分

钟（410日元、挂川站下车）＋徒步7分钟

◎约40分钟（约6,5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元）＋岛

田站换乘ＪＲ东海道本线20分钟（410日元、挂川站

下车）＋挂川站改乘巴士10分钟（或是徒步13分钟）

◎约25分钟（约4,0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

元）＋岛田站换乘ＪＲ东海道本线10分

钟（240日元、菊川站下车）＋徒步5分钟

◎约20分钟（约4,000日元）

◎约20分钟（约3,5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

元）＋徒步10分钟

◎约20分钟（约3,500日元）

■机场至岛田站乘坐巴士25分钟（500日

元）＋徒歩15分钟 ◎约15分钟（约2,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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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载的信息均为 2017 年 2 月 1 日时点的信息。◎出租车（※出租车的所需时间、金额仅作为参考）　　■巴士･乘用轻轨･徒歩



❶大井川铁道 新金谷站
在新金谷站可以看到SL蒸汽机车。

根据时间带不同可以看到停车或

是行驶状态的车辆。

●通年开放（SL蒸汽列车不定期停车）

￥由站台进入时门票150日元、

　PLAZA LOCO则通年免费开放

荣获吉尼斯认定，全长897.4m的

世界最长木造步行桥。也是「无灾

无难」「长生之桥」开运场所。

●通年开放

◆无

￥步行者（大人100日元、儿童10日元）、

　自行车100日元

生活日用品、化妆品、文具用品等

商品种类丰富的家居卖场。

Tax Free。

●1楼:家居用品8:00～20:00、

　2楼:家具・室内装饰品

　10:00～20:00

◆1月1日

再现了江户时代为方便旅客安全

行走而铺设的石板路。上坡处还

设有休息点。

●通年开放

◆无

￥免费

从食品、衣服、杂货、化妆品、药物、

电器制品等店铺到餐厅；是具有充

足设施的综合购物中心。承办免税

手续。

●9:00～21:00

　（根据商店不同）

◆不定期休息（请由网页确认）

◆巴士的上下车方法

■按序乘用等候在机场出租车乘车处的车辆。由计程表计算、依据距离和

时间收费。（有部分区间定额收费）

■请注意，车门由司机控制开关。

■也许不能使用信用卡。 乘车时请确认。

根据时间与行程可以包租出租车。请在乘车日两天前预约。

◆出租车的乘坐方法

○包租出租车

可以装载旅行箱等多件行李的出租车。

需要预约。

○大众出租车（无障碍出租车）、大型出租车

☎0547-45-3131　大井出租车(★)　 ☎0547-45-2151　金谷出租车

☎0548-22-0288　东海出租车　　　☎0547-36-1000　平和出租车(★)　

○预约出租车

❷APITA岛田店

❸蓬莱桥 ❹HOME PLAZA NAFCO 島田店

❺旧东海道金谷坂石板路

作为日本最早的正规木造天守阁

在1994年被复原。被列为重要文物

城郭御殿、是国内仅存数所宝贵文

物之一。

●9:00～17:00（入馆16:30为止）

◆无

￥大人410日元、中小学生150日元

　（天守阁・御殿）

❼挂川城
将｢与花鸟的亲密接触」作为主题、拥有
国内最大规模温室的主题公园。
●平日（周一～周五）:9:00～16:30
　（最终入园时间16:00）、
　假日（周末与节假日）:9:00～17:00
　（最终入园时间16:30）
　※5月黄金周、8月盂兰盆节、年末年初都按照假日时间营运

◆无

￥大人1,080日元、小学生540日元、幼儿免费、

　老年人（60岁以上※需要年龄证明）865日元

❽挂川花鸟园

积聚了超市、药妆店、家居用品店、百元
店、电器店、餐厅的商业设施。
【远铁超市、松本清】
●9:30～21:00　　◆不定期休息
【CAINZ家居用品店】
●9:30～20:00　　◆1月1日
【Seria百元店】
●10:00～20:00　 ◆不定期休息
【EDION电器店】
●10:00～20:00　 ◆不定期休息

❾远铁菊川购物中心
可以参观静冈名产茶叶的生产过
程以及购买茶叶、品尝茶叶料理的
设施。4月下旬至10月上旬、可以体
验采茶。
●10:00～17:00
◆年末年初（12/29～1/3）
￥工厂参观：免费　体验采茶
　（※４月末～10月初）:
　大人820日元、小学生720日元

10Grinpia牧之原

有关武士的展示和瞭望台。在邻接

的能满寺里，可以观赏到被誉为日

本三大苏铁树之称的拥有千年树

龄的天然纪念物。

●9:00～16:30（入场16:00为止）

◆周一（逢节日时次日休）、

　年末年初（12/28～1/5）

￥大人200日元、儿童100日元

❻展望台小山城／能满寺的苏铁树 ①上车时请在车门附近抽取整理券。

②下车时请将整理券和车费一并投入收费箱。

③巴士内１万日元・５千日元不能找零。上车前

　请在机场内商店购物时尽量提前准备。

④车费（机场～岛田站:500日元、机场～静冈站:

　1,000日元、机场～藤枝站：500日元）

6:40 　7:05
7:45 　8:10
9:00 　9:25
10:05 　10:30
11:40 　12:05
12:30 　12:55
13:15 　13:40
14:45 　15:10
15:45 　16:10
16:15 　16:40
17:00 　17:25

11:50 　12:15
12:20 　12:45
13:00 　13:25
13:50 　14:15
15:15 　15:40
16:30 　16:55
17:30 　17:55
18:30 　18:55
19:25 　19:50
20:40 　21:05
21:40 　22:05

岛田站 发车
富士山静冈
机场 到达

岛田站 到达
富士山静冈
机场 发车

◆巴士时刻表（岛田站←→富士山静冈机场）

●营业时间　◆定休日・休馆日　￥票价 所记载的信息均为 2017 年 2 月 1 日时点的信息。

P1 P1

P5

P2

P3

P4

出口

残疾人用停车场

包租巴士上下车处

航站楼

GS

至石云院观景平台
至眺望广场

入口
包租巴士下车处

包租巴士乘车处出租车下车处

一般车辆乘车处出租车乘车处

机场专用巴士上下车处

合乘出租车乘车处

残疾人用上下车处

预约出租车乘车处

（2016.10.30～2017.3.25）

全都只日语对应

★可以使用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