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道內的交通 > 都市間巴士 

札幌 ⇔ 函館、洞爺、登別、小樽、新雪谷方面 

巴士路線 所需時間 票價 班次 巴士公司 

札幌-室蘭 約2小時30分 2,000日圓 一日16班 
中央巴士、道南巴士營
運 

札幌-伊達 約2小時30分 2,500日圓 一日1班 道南巴士 

札幌-登別溫泉 約2小時30分 1,270日圓 一日1班 道南巴士 

札幌-苫小牧 約2小時30分 1,270日圓 每隔25～60分鐘1班 
中央巴士、道南巴士營
運 

札幌-函館(經七飯) 
至函館約5小時30分、
湯之川約5小時50分 

4,680日圓 
一日8班(其中1班為夜
車)※需預約 

中央巴士、北都交通、
道南巴士聯合營運 

札幌-函館(直達) 
至函館約5小時、湯之
川約5小時30分 

4,400日圓 
一日6班(其中1班為夜
車)※需預約 

北海道巴士 

札幌-新雪谷 
至俱知安約2小時30分、
新雪谷約3小時 

俱知安1,780日圓、新
雪谷2,180日圓 

一日3班 中央巴士 

札幌-洞爺湖溫泉、豐
浦(經定山溪、留壽都
渡假村) 

至洞爺湖溫泉約2小時
40分、豐浦約3小時20
分 

洞爺湖溫泉2,700日圓、
豐浦2,850日圓 

一日6班(其中1班至豐
浦)※需預約 

道南巴士 

札幌-瀨棚 約4小時10分 5,000日圓 一日1班※需預約 北都交通 

札幌-小樽 約1小時5分 590日圓 
每隔5～20分鐘1班(週
六、週日、節假日為每
10～25分鐘1班) 

中央巴士、JR北海道巴
士 

札幌 ⇔ 十勝、釧路、根室方面 

巴士路線 所需時間 票價 班次 巴士公司 

新千歲機場—帶廣、十
勝川(Milky Liner號) 

至帶廣約2小時45分、
十勝川約3小時15分 

帶廣3,300日圓、十勝
川3,800日圓 

一日3班（其中1班至帶
廣)※需預約 

北都交通、帶運觀光聯
合營運 

札幌-浦河 約3小時25分 2,850日圓 一日7班※需預約 中央巴士 

札幌-襟裳 約4小時 3,500日圓 一日1班※需預約 JR北海道巴士 

札幌-日高 約1小時50分 2,550日圓 一日1班 道南巴士 

札幌-廣尾 約4小時40分 4,500日圓 一日1班※需預約 JR北海道巴士 

札幌-帶廣、十勝川溫
泉 

至帶廣約3小時40分、
十勝川溫泉約4小時10
分 

帶廣3,670日圓、  十
勝川溫泉4,000日圓 

一日11班(其中1班至十
勝川溫泉)※需預約 

中央巴士、北斗交通、
JR北海道巴士、十勝巴
士、拓殖巴士聯合營運
(諮詢請洽中央巴士) 

札幌-釧路 約6小時 5,610日圓 
一日4班(其中1班為夜
車) ※需預約 

中央巴士、釧路巴士、
阿寒巴士聯合營運(諮
詢請洽中央巴士) 

札幌-根室(夜車) 約7小時15分 7,200日圓 一日1班※需預約 
北都交通、根室交通聯
合營運 



 北海道內的交通 > 都市間巴士 

札幌 ⇔ 旭川、網走、宇登呂方面 

巴士路線 所需時間 票價 班次 巴士公司 
札幌-蘆別-富良野 約3小時 2,200日圓 至蘆別一日1班、至富

良野一日10班(1小時1
班) 

中央巴士 

札幌-北見、網走(經美
幌、女滿別) 

至網走約6小時 北見5,190日圓、美幌
5,600日圓、女滿別
5,900日圓、網走6,210
日圓 

一日10班(其中1班為夜
車、1班至北見)※需預
約 

中央巴士、北見巴士、
網走巴士聯合營運 

札幌-和寒、士別、名
寄 

至士別約3小時10分、
名寄約3小時40分 

和寒2,350日圓、士別
2,650日圓、風蓮・名
寄2,950日圓 

一日4班（週一～週
五）、一日5班(週六、
週日、節假日） 
※需預約 

中央巴士、道北巴士聯
合營運 

札幌-斜里-宇登呂 至斜里約6小時15分、
宇登呂約7小時 

斜里7,000日圓、宇登
呂8,000日圓 

一日2班(其中1班為夜
車)※需預約 

中央巴士、斜里巴士聯
合營運 

札幌-旭川 約2小時25分 2,000日圓 每隔20～30分鐘1班 中央巴士、JR北海道巴
士、道北巴士聯合營運 

札幌-紋別 直通巴士約4小時40分 
經旭川約5小時30分 
 

4,790日圓 一日4班(其中1班經旭
川）、一日6班（2月） 
※需預約 

中央巴士、JR北海道巴
士、道北巴士、北紋巴
士聯合營運 

札幌-枝幸 約5小時 5,800日圓 一日1班※需預約 宗谷巴士 
札幌-遠輕 約4小時 3,870日圓 一日2班※需預約 中央巴士、道北巴士、

北見巴士聯合營運 
札幌-新十津川 約1小時50分 1,430日圓 一日1班 中央巴士 
札幌-瀧川 約1小時50分 1,300日圓 每隔25～65分鐘1班 中央巴士 

札幌 ⇔ 稚內方面 

巴士路線 所需時間 票價 班次 巴士公司 

札幌-留萌 
(經瀧川或深川) 

直通巴士約2小時40分 
經瀧川或深川約3小時 

2,300日圓 一日11班 中央巴士 

札幌-豐富 
(經高速公路) 

約5小時 留萌2,300日圓 
羽幌3,900日圓 
豐富5,900日圓 

一日4班至豐富 
一日1班至羽幌 
※需預約 

沿岸巴士 

札幌-羽幌 
(經浜益、増毛) 
 

約3小時10分 
 

留萌2,300日圓 
羽幌3,900日圓 
 

一日1班 沿岸巴士 
 

札幌-稚內 約5小時50分 6,000日圓 一日6班(其中1班為夜
車)※需預約 

宗谷巴士、銀嶺巴士聯
合營運 



 北海道內的交通 > 都市間巴士 

旭川 ⇔ 十勝、道東方面 

釧路 ⇒ 北見、根室方面 

巴士路線 所需時間 票價 班次 巴士公司 

旭川-帶廣 
(North Liner號) 

約3小時40分 3,150日圓 經富良野一日3班 
經層雲峽一日1班 
※需預約 

道北巴士、十勝巴士、
拓殖巴士聯合營運 

旭川-層雲峽-阿寒湖-
釧路(Sunrise旭川、釧
路號) 

至阿寒湖溫泉約5小時、
釧路約6小時30分、由
層雲峽至阿寒湖約3小
時30分 

阿寒湖溫泉4,580日圓、
釧路5,300日圓、由層
雲峽至阿寒湖約3,260
日圓 

一日2班※需預約 道北巴士、阿寒巴士聯
合營運 

旭川-遠輕 約2小時30分 2,150日圓 一日2班 道北巴士、北見巴士聯
合營運 

旭川-瀧上-紋別 至瀧上約2小時20分、
紋別約3小時 

瀧上2,550日圓、紋別
3,100日圓 

一日4班※需預約 道北巴士 

旭川-枝幸(特急枝幸號) 約3小時30分 4,100日圓 一日2班※需預約 道北巴士、宗谷巴士聯
合營運 

旭川-溫根湯-北見(特
急石北號) 

至溫根湯約2小時40分、
北見約3小時30分 

溫根湯2,850日圓、北
見3,500日圓 

一日4班※需預約 道北巴士、北見巴士聯
合營運 

巴士路線 所需時間 票價 班次 巴士公司 
釧路-根室(特急根室
號)） 

約2小時45分 2,190日圓   限週六、
週日、節假日當日往返
班次  車票3,000日圓 

一日3班※需預約 釧路巴士、根室交通聯
合營運 

釧路-北見(釧北號) 約3小時 3,300日圓 一日2班※需預約 北見巴士、阿寒巴士聯
合營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