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野幌森林公园中的介绍北海道的自然，历史，文化

的综合博物馆。3011㎡的综合展示室以“东北亚中的北

海道”“自然与人的关系”为概念，展示5个主题约3000

件资料。至复原的历史建筑物野外博物馆的“北海道开

拓之村”步行15分。

札幌市厚別区厚別町小野幌53-2

5-9月9:30-17:00（入场截止16:30）　

10-4月9:30-16:30（入场截止16:00） 

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其他临时休馆日

综合展示室普通票600日元（特别展等根据展示设定）

(+81)11-898-0466

地铁新札幌站     /JR新札幌站   巴士15分「北海道博物馆」下

车直达

免费

咖啡馆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w
w
w
.hm

.pref.hokkaido.lg.jp/s_cn/T19

位于市南部的自然中的39公顷的公园。收藏札幌、北海道

作家的作品的“美术馆”，可体味自然及雕刻的“野外美

术馆”及各种作坊等的设施在院内分布。积雪深厚之时，

开放冬季休馆的野外美术馆，可借“雪鞋”散步。

札幌市南区艺术之森2丁目75

公园9:45-17:00(6-8月到17:30为止) ※札幌艺术之

森美术馆入场为闭园的30分前为止

4月下旬-11月上旬无休　

11月上旬-4月下旬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

入园免费（园内设施各自设定）　　　

(+81)11-592-5111

地铁真驹内站     巴士15分「艺术之森入口」/「艺术之森中心」下车

收费（普通车500日元）

咖啡馆、餐厅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根据设施而不同）

N16

产生于垃圾处理场废墟的189公顷的公园。配置了利用

几何形状的山、喷泉、游乐等设施。由雕刻家野口勇进

行基本设计，在“公园即使一个雕刻作品”的理念下修建

而成。

札幌市东区莫埃来沼公园1-1

公园7:00-22:00（入场截止21:00）　

园内设施各有不同

公园无休（园内设施各有休息日）

免费

(+81)11-790-1231

地铁环状通东站     巴士25分「莫埃来沼公园东口」下车　

有其他巴士线路

免费

咖啡馆、餐厅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s://m
oerenum

apark.jp/cn/

H04

Sapporo Pirka Kotan是阿伊努语“札幌的美丽村庄”的

意思。在自古就是温泉疗养胜地的小金汤的自然中，再现

阿伊努民族曾居住的chise（房屋）等。展示室展示阿伊

努民族的传统服饰、用具等约300件。

札幌市南区小金汤27

中心8:45-22:00　

展示室、庭园9:00-17:00

周一，节日，每月最终周二，年末年初

入馆免费（展示室收费 普通票200日元）

(+81)11-596-5961 

地铁札幌站          /JR札幌站   巴士60分　

地铁真驹内站     巴士40分「小金汤」下车步行6分

免费

无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w
w
w
.city.sapporo.jp/shim

in/pirka-kotan/en/

https://artpark.or.jp/en/

设置于连接地铁大通站和巴士中心前站的地下通道，是

易积雪的札幌具有特色的画廊。以当地艺术家为核心，为

宣传国内外的艺术文化，每年举办4次左右的企划展。市

民志愿者支持此活动。

http://500m
.jp/

札幌市中央区大通西1丁目～东2丁目

7:30-22:00

无休

免费

(+81)11-211-2261

地铁大通站               23-26号出口附近到地下２层（直通）

地铁巴士中心前站     直通

无（大通站直通有收费地下停车场 ※无合作）

无

轮椅专用停车场（收费、无合作)，多目的卫生间，电梯

收藏北海道关联的文学资料的北海道首个综合文学馆。

常设展除以“北海道的文学”为题，广泛介绍爱努民族的

文学，小说、评论，诗，短歌，俳句，川流，儿童文学等之

外，每年举办5次左右特别展。
http://w

w
w
.h-bungaku.or.jp/

札幌市中央区中岛公园1-4

9:30-17:00（入场截止16:30）

周一（节日等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

常设展普通票500日元（特别展根据展示而定)

(+81)11-511-7655

地铁中岛公园站     3号出口步行6分

免费7台

咖啡馆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N09

北海道首个音乐专用大厅。2008席位的大音乐厅内配备

的管风琴使用4976根音管，每日举办古典音乐等的公演。

是札幌交响乐团的根据地，也是夏季国际教育音乐节PMF

的主会场。

https://w
w
w
.kitara-sapporo.or.jp/en/index.htm

l

札幌市中央区中岛公园1-15

9:00-22:00

第1第3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

根据活动而设定

(+81)11-520-2000

地铁中岛公园站     3号出口步行7分

无

餐厅（仅限公演日营业）

轮椅专用停车场（需预约），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N09

2018年开馆的复合文化设施。由2302席位的“札幌文化

艺术剧场hitaru”，拥有可获取艺术文化活动的宣传单

的信息角和多个可租赁工作室的“札幌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SCARTS”、以WORK / LIFE / ART为主题的

“札幌市图书·信息馆”组成。

札幌市中央区北1条西1丁目

设施9:00-22:00（馆内设施各有不同）　

图书、信息馆工作日9:00-21:00、假日10:00-18:00

每月一次（大概第4周三），年末年初，（图书·信

息馆第2周三也休馆）

图书·信息馆免费（其他根据活动而设定）

(+81)11-271-1000

地铁大通站               30号出口步行2分（地下步行街直通）

无（建筑物地下有收费停车场 ※无合作）

咖啡馆、餐厅

轮椅专用停车场（收费、需预约)，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s://w
w
w
.sapporo-com

m
unity-plaza.jp/index_e.htm

l

发行：札幌市文化部（电话）(+81)11-211-2261

02-D05-20-1217
R2-2-852

请阅览“欢迎到札幌”网站获取游客信息

https://www.sapporo.trave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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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城市札幌

博物馆＆
艺术公园指南

札幌市民交流中心
札幌大通地下长廊
“500m 美术馆”

北海道立文学馆 札幌音乐厅Kitara

莫埃来沼公园 札幌艺术森林
札幌市阿伊努族文化交流中心   
Sapporo Pirka Kotan北海道博物馆

T09 H08N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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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

自札幌站地铁18分+巴士15分

1926年作为札幌上诉院而建成的札幌市指定的有形文化

财产。现除用做复原的刑事法庭外，也作为札幌出身的漫

画家、画家おおば比呂司（大场博司）的纪念室。传播札

幌国际艺术节的信息的咖啡厅“SIAF休息厅”汇聚了种

类繁多的艺术相关书籍。

札幌市中央区大通西13丁目

9:00-19:00（只有SIAF休息厅第2第4周四到16:00）

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

免费

(+81)11-251-0731

地铁西11丁目站     1号出口步行5分

无

咖啡馆

无（有楼梯升降机）

http://w
w
w
.s-shiryokan.jp/

T08

位于娴静的住宅区的美术馆，收藏。展示札幌出身的雕刻

家本乡新（1905-1980）的作品等。将上远野徹设计的旧宅

邸用做纪念馆，从其2楼可眺望札幌市街景。

札幌市中央区宮之森4条12丁目

10:00-17:00（入场截止16:30）

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更换展示期间

普通200日元（根据展示不同价而不同）

(+81)11-642-5709

地铁西28丁目站     2号出口巴士5分「雕刻美术馆入口」下车，步行

上坡10分／从车站打车5分

免费10台

无

无

http://hongoshin-sm
os.jp/english.htm

lT05

拥有2,871㎡的展示室的北海道的文化据点。常设展除展

示北海道的美术，巴黎派，玻璃工艺等的收藏品外，也举

办展示国内外的独特多彩的作品的特别展。距三岸好太

郎美术馆步行3分钟。

札幌市中央区北1条西17丁目

9:30-17:00（入场截止16:30）

夏季周五到19:30（入场截止19:00）

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展示更换期间

常设展普通票510日元（特别展根据展示不同而定）

(+81)11-644-6881

地铁西18丁目站     4号出口步行5分　

从巴士站「道立近代美术馆」步行1分

无（有合作收费停车场）

无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s://artm
useum

.pref.hokkaido.lg.jp/knb/chinese_s

T07

位于北海道知事公馆庭园内的美术馆。收藏、展示了从大

正到昭和初期的在日本近代西洋画史上大放异彩的札幌

市出身的画家三岸好太郎（1903-1934）的作品等。

札幌市中央区北2条西15丁目

9:30-17:00（入场截止16:30）

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注意：11月1日-7日闭馆），

年末年初，展示更换期间等

所藏品展普通票510日元（特别展依展示而定）

(+81)11-644-8901

地铁西18丁目站     4号出口徒步7分　

从巴士站「道立近代美术馆」步行4分

免费12台（有合作收费停车场）

咖啡馆

轮椅专用停车场，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s://artm
useum

.pref.hokkaido.lg.jp/chinese_s/outline/m
kb/

T07

是1929年竣工的历史建筑物。汇集恐龙的复原骨骼、鄂霍

次克文化的陶器等300万件学术标本及多种多样的展示

品，提供可以一窥非陈列区的展示室。介绍札幌农学校时

代开始的历史、现在的教育及研究。也举办企划展示。

札幌市北区北10条西8丁目

10:00-17:00（6-10月的周五到21:00）

周一（节日的情况第二天），年末年初，其他临时闭馆日

免费

(+81)11-706-2658

JR札幌站   出北口步行10分

无

咖啡馆

多目的卫生间、电梯、可借轮椅

https://w
w
w
.m

useum
.hokudai.ac.jp/chinese/ch/

01

创造城市札幌

记载的信息为2020年3月截点的信息。

会有临时休馆的可能，最新信息请直接向各设施确认。

住所

开馆时间

休馆日

观览费

无障碍电话号码

交通方式

停车场

休息场所

mima北海道立
三岸好太郎美术馆

北海道大学综合博物馆
札幌市资料馆
(旧札幌上诉法院)

本乡新纪念札幌雕刻美术馆 北海道立近代美术馆

地铁南北线

地铁东西线

地铁东丰线

i 旅游咨询处

Japan Railways (JR)

市营电车

请阅览“欢迎到札幌”网站获取游客信息

https://www.sapporo.travel/zh/

请参照札幌市网站信息以防旅游期间的紧急情况

http://www.city.sapporo.jp/city/chinese/emergency/index.html
紧急电话119（救护车，火灾，受伤或突发疾病）

紧急电话110（交警，警察）
请联系札幌市电话服务中心获取一般需求信息

电话：(+81)11-222-4894

E-mail：info4894@city.sapporo.jp
全年开放 工作时间8:00-21:00

札幌市是培养创造性的基盘，

拥有许多世界高评价的文化设施。

此手册向大家介绍以大通公园为轴心，

在市内游览过程中即可顺路到达的美术馆、

博物馆及利用地铁、

巴士乘坐1小时以内前往市郊地区体验四季分明

的北海道自然和文化艺术交融的公园。

请体味札幌独有的与自然交融的文化艺术吧！

CC BY-SA 2.0此地图以

OpenStreetMap (openstreetmap.org)
的地图数据为参考制作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