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購物
富士山靜岡機場周邊

2小時行程

◎包租計程車建議行程

3小時行程 4小時行程

❶大井川鐵道 新金谷站 ❷APITA島田店 ❸蓬萊橋

❽掛川花鳥園 ❾遠鐵菊川購物中心

❹HOME PLAZA NAFCO島田店

❺原 東海道金谷坂石板路 ❻展望台小山城／

　能滿寺的蘇鐵樹

❼掛川城 10Grinpia牧之原

機場→
❸蓬萊橋（30分鐘）、❷APITA（30分鐘）
❶大井川鐵道 或 ❺原 東海道金谷坂石板路

（20分鐘）
→機場

機場→
❼掛川城 或 ❽掛川花鳥園（70分鐘）
❾遠鐵菊川購物中心（40分鐘）
→機場

機場→
10Grinpia牧之原（60分鐘）
❻展望台小山城／能滿寺的蘇鐵樹（40分鐘）
❹HOME PLAZA NAFCO島田店（30分鐘）
→機場

◎約20分鐘（約3,000日圓）
■從機場到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
＋於島田站搭乘JR東海道本線5分鐘（190日圓、
金谷站下車後轉車）＋大井川鐵道3分鐘

◎約15分鐘（約2,500日圓）　
■從機場至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
＋於島田站搭乘JR東海道本線5分鐘（190日圓、
金谷站下車）＋徒歩5分鐘

◎約20分鐘（約3,500日圓）

◎約30分鐘（約6,000日圓）　
■從機場至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
＋於島田站搭乘JR東海道本線20分鐘（410日
圓、掛川站下車）＋徒歩7分鐘

◎約40分鐘（約6,500日圓）　
■從機場至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於
島田站搭乘JR東海道本線20分鐘（410日圓、掛川站
下車）＋從掛川站搭乘巴士10分鐘（或徒歩13分鐘）

◎約25分鐘（約4,000日圓）
■從機場至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
＋於島田站搭乘JR東海道本線10分鐘（240日
圓、菊川站下車）＋徒歩5分鐘

◎約20分鐘（約4,000日圓）

◎約20分鐘（約3,500日圓）　
■從機場至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
＋徒歩15分鐘

◎約20分鐘（約3,500日圓）　
■從機場至島田站搭乘巴士25分鐘（500日圓）
＋徒歩15分鐘

◎約15分鐘（約2,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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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靜岡機場

◎搭乘計程車（※搭乘計程車所需的時間與費用僅供參考）　■搭乘巴士、電車或徒歩 ※刊載的內容為2017年2月1日的資料。



❶大井川鐵道 新金谷站
在新金谷站可以參觀SL蒸汽火車。
不同的時段，分別可以看到停靠中
的SL與行進中的SL。
●全天（SL蒸汽火車不定期停靠）
￥如要進入車站月台，入場券為　
　150日圓；PLAZA LOCO全年無
　休、免費入場

全長897.4公尺，為金氏世界記
錄 認 定 的 全 球 最 長 的 木 造 歩 道
橋。同時也是具有「消災解厄」與

「長生橋」等功效的景點。
●全天
◆無
￥步行者（成人100日圓、兒童10日圓）、
　自行車100日圓

銷售生活日用品、化粧品、文具等
各式產品的居家用品賣場。免消費
稅（Tax Free）。
●1樓：居家用品賣場8:00～20:00；
　2樓：家具・室內裝修專區
　10:00～20:00　
◆1月1日

為了旅客步行的安全，而於江戸
時代鋪設的石板路，經過復建後
重現往日風采。上坡入口處設有
休息處。
●全天
◆無
￥免費

從食品、服飾、雜貨、化粧品、藥
品，電器產品等店家，到各式餐飲
店一應俱全的購物中心。亦可辦理
免稅手續。
●9:00～21:00（依店家而有不同）
◆不定期公休（請上網站確認）

◆巴士的搭乘與下車方式

■停在機場計程車招呼站的計程車均可搭乘。收費為跳錶制，依距離與時間
決定車資。（部份區間採固定收費）
■車門的開、關是由司機自行控制，敬請留意。
■部份情況無法使用信用卡付款。請於上車前確認。

亦可因應乘客的時間與行程，提供包租計程車服務。最晚請於乘車日兩天前預約。

◆計程車的搭乘方式

○包租計程車

可以裝載較多行李的計程車。乘車前請先預約。
○大家的計程車（UD計程車）、大型計程車

☎0547-45-3131　大井計程車（★）　☎0547-45-2151　金谷計程車
☎0548-22-0288　東海計程車　　　☎0547-36-1000　平和計程車（★）　

○計程車的預約

❷APITA島田店

❸蓬萊橋 ❹HOME PLAZA NAFCO島田店

❺原 東海道金谷坂石板路

為日本第一個完全木造的天守閣，
於1994年復建完成。被指定為重
要文化財的城郭御殿，目前在日本
全國所剩無幾，非常珍貴。
●9：00～17：00（最後入館時間16：30）
◆無
￥成人410日圓、
　國小國中生150日圓（天守閣・御殿）

❼掛川城
以｢與花、鳥的接觸」為主題、擁有日本
國內最大規模溫室的主題樂園。
●平日（週一～週五）：9:00～16:30（最
晚入園時間16:00）；假日（週六日、節
日）：9:00～17:00（最晚入園時間16:30）
※黃金週、盂蘭盆節、年終新年連假期
間為假日營業時間
◆無
￥成人1,080日圓、小學生540日圓、幼兒免費、年
長者（60歲以上※須可確認年齡的證明）865日圓

❽掛川花鳥園

集 結 超 市 、藥 妝 店 、居 家 用 品 賣 場 、
100日圓商店、家電賣場、餐廳等店家
的複合商業設施。

【遠鐵商店、松本清藥妝店】
●9：30～21：00　◆不定期公休

【CAINZ Home】
●9：30～20：00　◆1月1日

【Seria（100日圓商店）】
●10：00～20：00　◆不定期公休

【EDION（家電賣場）】
●10：00～20：00　◆不定期公休

❾遠鐵菊川購物中心
以靜岡名產—茶葉為主題的觀光設施，
內有茶葉工廠可供參觀，亦有銷售茶
葉與茶葉料理餐廳。4月下旬至10月上
旬，還可參加茶葉採摘體驗活動。
●10：00～17：00
◆年終新年連假（12/29～1/3）
￥參觀工廠：免費　茶葉採摘體驗
　（※4月底～10月初）：
　成人820日圓、小學生720日圓

10Grinpia牧之原

展示武將相關文物，並設有展望觀
景台。在毗鄰的能滿寺中的蘇鐵樹，
被譽為日本三大蘇鐵樹之一，樹齡
達1000年、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
●9:00～16:30（最晚入場時間16：00）
◆週一（逢假日則改為隔天）、
　年終新年連假（12/28～1/5）
￥成人200日圓、兒童100日圓

❻展望台小山城／能滿寺的蘇鐵樹
①上車時請抽取整理券（號碼牌）。
②下車時請將整理券與票價一併投入收費箱。
③車內無法兌換1萬日圓與5千日圓的紙鈔。
　請於搭車前利用機場內的商店、準備好零錢。
④票價（機場～島田站:500日圓；機場～靜岡站:
　1,000日圓；機場～藤枝站：5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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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田站 發車 富士山靜岡機場 
到站 島田站 到站富士山靜岡機場 

發車

◆巴士時刻表（島田站←→富士山靜岡機場）

●營業時間　◆公休日・休館日　￥入場費用　　

P1 P1

P5

P2

P3

P4

出口

身心障礙者用
停車場

包租巴士上下車處

旅客航廈

加油站

至石雲院觀景台
至觀景廣場

入口
包租巴士下車處

包租巴士上車處計程車下車處

一般車輛上車處計程車上車處

機場巴士上下車處

共乘計程車上車處

身心障礙者用上下車處

預約計程車上車處

（2016.10.30～2017.3.25）

都只能以日語應對　　
★可用信用卡付費

※刊載的內容為2017年2月1日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