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t's enjoy the amazing activities in Yasutomi farm.

Yasutomi farm experience activities!
Watching Touching Tasting

086-295-0394Please call us with for a reservation.

Farm festival a festival which connectsour customers with our farm

BBQ facility Enjoy delicious BBQ in our  abundant nature

Taste the freshly handmade butter.

Milking experience

Butter making experience

Making a ceramic goods with memories in our farm
Japanese Ceramic art experience

3 times in a year
please check the date on our website. 

500 Yen/ one person
  (a group which has 5 ~ 10 persons)
300 yen/one person
  ( a group which has more than 11 persons) 
30 persons is the limit of  one group. 
People will be separated into several small groups
if more than 30 persons.

Delicious beef, vegetables, etc by local farmer market.
Many amusements and activities are waiting for you!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ask our staff 
for the direct mail with further detail information .

Please make a reservation 3 days in advance.
Milking experience is held every Tuesday, Thursday, 
Saturday from 10:00 am.
Special arrangement is available  for school students
and other groups. 

Schedule

information

Fee (tax in)

Details

￥450- one set including butter and 6 pieces crackers.

Please make a reservation 3 days in advance.
Butter making experience is held on Tuesday, Thursday, 
Saturday  from 10:00 am to 15:00 pm.

Fee (tax in)

Details

1. ￥1,500- @ 1h course ( make one ceramic tea cup ) 
2. ￥2,000- @ 2h course ( make one ceramic dish)
Please make a reservation 7 days in advance.
Tea cups and dishes will be delivered later in 6 - 8 weeks.

Fee (tax in)

Details

￥2,500- per BBQ grill table

Please make a reservation 3 days in advance.
Seating capacity is 7-8 person for one table.
charcoalls, grill plate, chopsticks and paper
dishes are included.
Tourists have to bring with meats, veges, BBQ sauce,
rice etc  on themselves. 

Fee (tax in)

Details

Barn, cow baby, horse, rabbit tours are free of charge.

Ceramic art instructor:  Ms. Mihara

让我们一起享受 Yasutomi 农场的精彩活动。

Yasutomi 农场体验活动！
看看 摸摸 尝尝

086-295-0394请打电话 预订。

农场节日 与我们的客人交流的节日

烧烤设施 在丰富的自然环境中享受美味的烧烤

品尝新鲜手工制作的黄油。

挤奶体验

黄油制作体验

在我们的农场制作带有回忆的陶瓷作品日本陶瓷艺术体验

一年安排 3次
请到我们网站上查看具体日期。

￥500/人 - 每组（5-10人以下的团队）
￥300/人 - 每组（11人以上的团队）
每组的人数上限是 30人。如果超过 30人时，
需要分散成几个小组。

当地农贸市场的美味牛肉，蔬菜等。
许多娱乐活动等着你！
请不要犹豫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寄给您有关更多详细信息的明信片

请提前 3天预约。
每周二，周四，周六上午10点举行挤奶体验。
学生和其他团体可以享受特殊安排。

日程

信息

费用（含税）

详细内容

￥450 - 一套包括黄油和 6块饼干。

请提前 3天预约。
黄油制作经验在周二，周四，周六上午10点至下午
15点之间举行。

费用（含税）

详细内容

1，￥ 1,500 - @ 1小时课程（制作一个陶瓷茶杯）
2，￥ 2,000 - @ 2小时课程（制作一个陶瓷餐具）

请提前 7天预约。
茶杯和餐具将在6至 8周后送达。

费用（含税）

详细内容

￥ 2,500 - 每烧烤桌

请提前 3天预约。
一张桌子的座位容量为7-8人。
包括木炭，烧烤铁板，筷子和纸碟。
游客必须携带肉类，蔬菜，烧烤酱，米饭等。

费用（含税）

详细内容

谷仓，牛宝宝，马儿，兔子游览是免费的。

陶瓷艺术指导员：三原女士

讓我們一起享受 Yasutomi 農場的精彩活動。

Yasutomi農場體驗活動！
看看 摸摸 嚐嚐

086-295-0394請打電話 預訂。

農場節日 與我們的客人交流的節日

燒烤設施 在豐富的自然環境中享受美味的燒烤

品嚐新鮮手工製作的黃油。

擠奶體驗

黃油製作體驗

在我們的農場製作帶有回憶的陶瓷作品日本陶瓷藝術體驗

 一年安排 3次
請到我們網站上查看具體日期。

￥500/人 - 每組（5-10人以下的團隊）
￥300/人 - 每組（11人以上的團隊）
每組的人數上限是 30人。如果超過 30人時，
需要分散成幾個小組。

當地農貿市場的美味牛肉，蔬菜等。
許多娛樂活動等著你！
請不要猶豫詢問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會寄給您有關更多詳細信息的明信片

 請提前 3天預約。
每週二，週四，週六上午10 點舉行擠奶體驗。
學生和其他團體可以享受特殊安排。

日程

信息

費用（含稅）

詳細內容

￥450 - 一套包括黃油和 6塊餅乾。

請提前 3天預約。
黃油製作經驗在周二，週四，
週六上午10 點至下午15 點之間舉行。

費用（含稅）

詳細內容

1，￥1,500 - @ 1小時課程（製作一個陶瓷茶杯）
2，￥2,000 - @ 2小時課程（製作一個陶瓷餐具）

請提前 7天預約。
茶杯和餐具將在6至 8週後送達。

費用（含稅）

詳細內容

￥2,500 - 每燒烤桌

請提前 3天預約。
一張桌子的座位容量為7-8人。
包括木炭，燒烤鐵板，筷子和紙碟。
遊客必須攜帶肉類，蔬菜，燒烤醬，米飯等。

費用（含稅）

詳細內容

穀倉，牛寶寶，馬兒，兔子遊覽是免費的。

陶瓷藝術指導員：三原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