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道内的交通 > 都市间巴士 

札幌 ⇔ 函馆、洞爷、登别、小樽、新雪谷方面 

巴士路线 所需时间 运费 班次 巴士公司 

札幌-室兰 约2小时30分 2，000日元 一日16班 
中央巴士、道南巴士运
行 

札幌-伊达 约2小时30分 2，500日元 一日1班 道南巴士 

札幌-登别温泉 约2小时30分 1，270日元 一日1班 道南巴士 

札幌-苫小牧 约2小时30分 1，270日元 每隔25～60分钟1班 
中央巴士、道南巴士运
行 

札幌-函馆（经七饭） 
至函馆约5小时30分、
汤之川约5小时50分 

4，680日元 
一日8班（其中1班为夜
车）※需预约 

中央巴士、北都交通、
道南巴士联合运行 

札幌-函馆（直达） 
至函馆约5小时、汤之
川约5小时30分 

4，400日元 
一日6班（其中1班为夜
车）※需预约 

北海道巴士 

札幌-新雪谷 
至俱知安约2小时30分、
新雪谷约3小时 

俱知安1，780日元、新
雪谷2，180日元 

一日3班 中央巴士 

札幌-洞爷湖温泉、丰
浦（经定山溪、留寿都
度假村） 

至洞爷湖温泉约2小时
40分、丰浦约3小时20
分 

洞爷湖温泉2，700日元、
丰浦2，850日元 

一日6班（其中1班至丰
浦）※需预约 

道南巴士 

札幌-濑棚 约4小时10分 5，000日元 一日1班※需预约 北都交通 

札幌-小樽 约1小时5分 590日元 
每隔5～20分钟1班（周
六、周日、节假日为每
10～25分钟1班） 

中央巴士、JR北海道巴
士 



北海道内的交通 > 都市间巴士 

札幌 ⇔ 十胜、钏路、根室方面 

巴士路线 所需时间 运费 班次 巴士公司 

新千岁机场—带广、十
胜川（奶香号） 

至带广约2小时45分、
十胜川约3小时15分 

带广3，300日元、十胜
川3，800日元 

一日3班（其中1班至带
广）※需预约 

北都交通、带运观光联
合运行 

札幌-浦河 约3小时25分 2，850日元 一日7班※需预约 中央巴士 

札幌-襟裳 约4小时 3，500日元 一日1班※需预约 JR北海道巴士 

札幌-日高 约1小时50分 2，550日元 一日1班 道南巴士 

札幌-广尾 约4小时40分 4，500日元 一日1班※需预约 JR北海道巴士 

札幌-带广、十胜川温
泉 

至带广约3小时40分、
十胜川温泉约4小时10
分 

带广3，670日元、  十
胜川温泉4，000日元 

一日11班（其中1班至
十胜川温泉）※需预约 

中央巴士、北斗交通、
JR北海道巴士、十胜巴
士、拓殖巴士联合运行
（请与中央巴士联系咨
询） 

札幌-钏路 约6小时 5，610日元 
一日4班（其中1班为夜
车）※需预约 

中央巴士、钏路巴士、
阿寒巴士联合运行（请
与中央巴士联系咨询） 

札幌-根室（夜车） 约7小时15分 7，200日元 一日1班※需预约 
北都交通、根室交通联
合运行 



北海道内的交通 > 都市间巴士 

札幌 ⇔ 旭川、网走、宇登吕方面 

巴士路线 所需时间 运费 班次 巴士公司 

札幌-芦别-富良野 约3小时 2，200日元 
至芦别一日1班、至富
良野一日10班（1小时1
班） 

中央巴士 

札幌-北见、网走（经
美幌、女满别） 

至网走约6小时 

北见5，190日元、美幌
5，600日元、女满别5，
900日元、网走6，210
日元 

一日10班（其中1班为
夜车、1班至北见）※
需预约 

中央巴士、北见巴士、
网走巴士联合运行 

札幌-和寒、士别、名
寄 

至士别约3小时10分、
名寄约3小时40分 

和寒2,350日元、士别
2,650日元、风莲、名
寄2，950日元 

一日4班（周一～周
五）一日5班、（周六、
周日、节假日） 
※需预约 

中央巴士、道北巴士联
合运行 

札幌-斜里-宇登吕 
至斜里约6小时15分、
宇登吕约7小时 

斜里7，000日元、宇登
吕8，000日元 

一日2班（其中1班为夜
车）※需预约 

中央巴士、斜里巴士联
合运行 

札幌-旭川 约2小时25分 2,000日元 每隔20～30分钟1班 
中央巴士、JR北海道巴
士、道北巴士联合运行 

札幌-纹别 
直通巴士约4小时40分 
经旭川约5小时30分 
 

4，790日元 
一日4班（其中1班经旭
川）、一日6班（2月）
※需预约 

中央巴士、JR北海道巴
士、道北巴士、北纹巴
士联合运行 

札幌-枝幸 约5小时 5，800日元 一日1班※需预约 宗谷巴士 

札幌-远轻 约4小时 3，870日元 一日2班※需预约 
中央巴士、道北巴士、
北见巴士联合运行 

札幌-新十津川 约1小时50分 1，430日元 一日1班 中央巴士 

札幌-泷川 约1小时50分 1，300日元 每隔25～65分钟1班 中央巴士 

札幌 ⇔ 稚内方面 

巴士路线 所需时间 运费 班次 巴士公司 

札幌-留萌 
（经泷川或深川） 

直通巴士约2小时40分 
经泷川或深川约3小时 

2，300日元 一日11班 中央巴士 

札幌-丰富 
（经留萌、羽幌） 

约5小时 
留萌2，300日元 
羽幌3，900日元 
丰富5，900日元 

一日4班（其中1班至羽
幌）※需预约 

沿岸巴士 

札幌-羽幌 
（经浜益、増毛） 

约3小时10分 
留萌2，300日元 
羽幌3，900日元 

一日1班 沿岸巴士 

札幌-稚内 约5小时50分 6，000日元 
一日6班（其中1班为夜
车）※需预约 

宗谷巴士、银岭巴士联
合运行 



北海道内的交通 > 都市间巴士 

旭川 ⇔ 十胜、道东方面 

巴士路线 所需时间 运费 班次 巴士公司 

旭川-带广（北方号） 约3小时40分 3，150日元 
经富良野一日3班 
经层云峡一日1班 
※需预约 

道北巴士、十胜巴士、
拓殖巴士联合运行 

旭川-层云峡-阿寒湖-
钏路（日升旭川、钏路
号） 

至阿寒湖温泉约5小时、
钏路约6小时30分、由
层云峡至阿寒湖约3小
时30分 

阿寒湖温泉4，580日元、
钏路5，300日元、由层
云峡至阿寒湖3，260日
元 

一日2班※需预约 
道北巴士、阿寒巴士联
合运行 

旭川-远轻 约2小时30分 2，150日元 一日2班 
道北巴士、北见巴士联
合运行 

旭川-泷上-纹别 
至泷上约2小时20分、
纹别约3小时 

泷上2，550日元、纹别
3，100日元 

一日4班※需预约 道北巴士 

旭川-枝幸（特急枝幸
号） 

约3小时30分 4，100日元 一日2班※需预约 
道北巴士、宗谷巴士联
合运行 

旭川-温根汤-北见（特
急石北号） 

至温根汤约2小时40分、
北见约3小时30分 

温根汤2，850日元、北
见3，500日元 

一日4班※需预约 
道北巴士、北见巴士联
合运行 

钏路 ⇒ 北见、根室方面 

巴士路线 所需时间 运费 班次 巴士公司 

钏路-根室（特急根室
号） 

约2小时45分 

2，190日元   周六、
周日、节假日限定当日
往返班次  车票3，000
日元 

一日3班※需预约 
钏路巴士、根室交通联
合运行 

钏路-北见（钏北号） 约3小时 3，300日元 一日2班※需预约 
北见巴士、阿寒巴士联
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