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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北海道～ 

夜訪浪漫小樽.函館夜景. RERA 購物商城.螃蟹溫泉五日(千／千） 

贈送~玻璃館貼心小禮+人氣冰淇淋+北海道香醇咖啡~KITTY咖啡杯+花畑遊園車 

薰衣草冰淇淋、薰衣草枕 DIY、哈密瓜食べ放題 

＊使用航班之參考資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5/08/24 台灣華航 CI 130 台北(桃園) 千歲 08:40 13:30 

2015/08/28 台灣華航 CI 131 千歲 台北(桃園) 15:00 18:05 
 

 

 行程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每位貴賓每人每天 300 元*5 天=1500 元。 

第 01 天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千歲空港／天鵝湖／登別溫泉◆露天風呂今夜可自由探訪～幻

想與神秘地獄谷 
 

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飛日本。 

【天鵝湖】天鵝湖位於沾小牧是北郊，湖寬約 6 平方公里然而水深僅 1.3 公尺，湖的周圍約 510 公頃之地，已被規劃為野鳥保

護區，一年四季有個拱不同的鳥類棲息於此，到目前為止估計有超過 250 種的鳥類以此地為休憩地。 

【登別地獄谷】介紹於登別溫泉街的東北側，自茶褐色岩石無數個的噴氣孔噴出天然瓦斯及熱水。熱泉溫度非常高達 98 度，水

量亦非常豐沛，登別地獄谷為登別最大之泉源。 

 

【登別溫泉】代表日本的名溫泉地，從象徵本地的地獄谷。您可在此一邊欣賞登別的景色，一邊享受放鬆心靈的溫泉滋潤。泉質：

硫磺泉〈硫化氫型〉（弱酸性．低張性．高溫泉）功效：高血壓．動脈硬化．頻尿．慢性皮膚病。 

小叮嚀： 

◎若入住北湯澤溫泉則取消登別地獄谷，改走羊蹄山名水公園。 

餐食： （早餐）X（午餐）精選料理(機上)（晚餐）地場直産の季節素材 飯店總匯迎賓自助晚宴 帝王蟹.長腳蟹.毛蟹 

住宿： 登別 馬可波羅 (或)北湯澤 名水亭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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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天 
昭和新山～玻璃館／山光水色～洞爺湖畔環湖散策、展望台／如畫景緻～大小沼國立公園

（日本新三景之一）／函館歷史廣場～金森倉庫群‧明治館／世界百萬三大夜景～空中纜車 
 

【昭和新山】源起於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大地震引起的火山爆發而隆起的斷層山嶺昭和新山是鄰接的有珠山噴火而形成的活

火山。1943 年，經過有珠山麓一帶的強震，壟起和十數次的火山爆發，在短短的兩年內，突然誕生了高 407 公尺的山，至今仍

在成長當中，紅褐色的山脈不斷冒出地熱白煙。 

【洞爺湖】是日本最北端的不凍湖，湖中點綴著大島、弁天島、觀音島及饅頭等四個小島，冬天的雪景讓洞爺湖城為銀色世界；

洞爺湖日語叫做 Touyako，位於北海道西南部，在大約 20 世紀初火山的爆發，塌陷後形成了這座湖泊，屬於支笏洞爺國立公園，

為日本第三大湖，也是北海到著名的溫泉勝地。 

【大小沼國立公園】道南有名之沼澤森林，火山形成的美麗湖泊，風景秀麗。大沼與周圍的小沼、蓴菜沼一起屬於大沼國定公園。

大沼是駒嶽火山噴發後生成的四周 24 公里的湖泊，有大小 126 個島嶼，這些島嶼由 18 座橋梁連接的景象十分秀美，堪稱爲一

大奇觀。 

【函館歷史廣場】這裡是明治時期的紅煉瓦倉庫，搖身一變成為人氣觀光景點。 

【金森洋物館】個性化商店林立，網羅手工藝品；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精緻禮品；充滿羅曼蒂克的倉庫群是您為自己與親朋好友添

購紀念品與名產的好地方。 

【函館山夜景】素有世界三大夜景(拿坡里、香港、函館)，能觀望到函館市街及港都絕景，故成為函館觀光勝地之一。函館山標

高三百三十四公尺，夏天的夜晚，從山上可欣賞萬家燈火在腳下閃爍，海面映著街燈，光影隨著波浪，如萬道金蛇翻騰。函館市

街的街燈有如寶石般的閃亮動人，海面上釣船的漁火相互輝映更是令人陶醉於其中。 

小叮嚀： 

◎函館百萬夜景~空中纜車，如因氣候不佳影響(大雨.大霧)或定期檢驗；纜車停駛，將退費用日幣 500，敬請諸位貴賓體恤。謝

謝！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午餐）海陸味噌火鍋 食ベ放題 

（晚餐）飯店新鮮素材和洋自助餐 啤酒.日本酒.飲料喝到飽(或)自助餐吃到飽 

住宿： 湯之川觀光溫泉 (或)函館國際飯店 (或)函館 LOISIR (或)同級 
 

第 03 天 
函館朝市／聖女修道院／星型～五稜廓公園／小樽運河畔～紅磚倉庫群散策～北一硝子

館、音樂館、百年蒸氣時鐘～銀之鐘咖啡／KIRORO 度假村◆露天溫泉 
 

【函館朝市】在函館這海港口的傳統市場裡集中了大小 400 多家水產店，形成了獨據特色的大型市場。市場內銷售剛卸船的墨

魚、螃蟹、花鯽魚等各種海鮮食品等，除了可深入了解北國風情，您可自費品嚐各類新鮮海膽等海鮮。 

【聖女修道院】參觀，明治 31 年，法國派遣 8 名修道女來此傳道時所建的女子修道院；修道院及其庭園洋溢著濃郁的歐洲氣息；

院內有資料展示室，展示當年修道女傳道生涯事蹟，供人參觀；此外還附屬販賣部，有修道女手工作的工藝品、卡片和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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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稜廓公園】是在日本最初建成的西洋式城廓。整個城廓由空中看去為五角星形，故命名為五稜廓。五稜廓在法國軍艦的將軍

的指導設計下修建而成，在周圍突出的各個稜角位置上設有炮台，從而消滅了炮火的死角，最大程度地發揮了近代兵器鐵炮的威

力。現在五稜廓遺蹟作為公園對外開放，在這裡可瞭解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歷史。 

【小樽運河】觀光：此地為日片“情書”的拍攝場地，在日本明治大正時代極為繁榮，後因空、路運發達而逐漸沒落的美麗海岸

之城，至今街道上依然保存當時運河、倉庫等石造建築風貌，散步於此更感羅曼蒂克。先前往小樽附近的街道原有北海道華爾街

之稱，因當時銀行的歷史、建築物都集中在這條路上，但近年來，新與舊同在的氣氛正是小樽最大的魅力所在。 

【音樂鐘館】欣賞收藏於館中上千個各式各樣的音樂盒與鐘，聆聽優美的旋律。 

【北一硝子館】此以日本玻璃工藝聞名，除了原創的玻璃製品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玻璃製品，燈罩與飾品，個個都帶有溫馨，古

雅的氣息．不可錯過，於此並有許多種玻璃手工藝品供自由選購。漫步於昔日倉庫，現為復古風的咖啡名所，我們特別安排品嚐

一杯“香醇的咖啡”，並還可將杯子帶回家當紀念品。 

【KIRORO 度假村】由 Hotel Piano 與 Mountain Hotel 所組成舒適、上好度假生活的飯店，色調明快的室內陳設富有魅力，擁有

度假飯店獨自的溫和感與氣度，使人寬鬆自在。而豐富多彩的餐廳也是 KIRORO 度假區的魅力之一。來自近郊山珍海味的時鮮在

各個餐廳被烹調成個性多彩的佳餚 。此外，附設的 Kiroro 城鎮區提供室內活動、遊戲，以及購物區。 

小叮嚀： 

◎修道院冰淇淋為特別加贈，如遇冰店休假日則改小樽補贈。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定食  （晚餐）度假村內百匯自助餐(或)日式燒烤吃到飽 

住宿： KIRORO RESORT 度假村 (或)小樽 DORMYINN (或)小樽 GRAND PARK (或)同級 
 

第 04 天 

薰衣草の故鄉→富田農場『花人之田、倖之田及香水之田』→四季彩之丘～展望花畑／超廣

角美瑛～沿途欣賞窗外花卉貼布美景／北海道神宮／免稅購物／車上經～百年時計台／巴

洛克建築式～北海道舊道廳／今夜可自行探訪大通公園、狸小路商店街 
 

【薰衣草の故鄉~~富田農場】大致分成 5 大花區：3 大花區──花人之田、倖之田及香水之田就在入口處可見的 3 大片長型花圃，

花人之田和香水之田多是繽紛的各種彩色花卉，但中間的倖之田則是深淺交錯的薰衣草；由於整個富田農場地形由高而低，所以

站在高處，眺望以丘陵下城鎮為背景的花田，視野角度非常好，會讓人不住地按快門。 

【美瑛】可說是北海道的農產之鄉，馬鈴薯、小麥等，質冠全日本，而農田則如起伏如波浪般展向遠方，簡直就像是老天爺在拼

補花布一般，初夏鈴蘭開花時，美得讓人以為自己在作夢。 

【四季彩之丘】該處花田占地７公頃，遍植薰衣草、花菖蒲等觀賞鮮花【花期 5 月中 旬～10 月下旬】；位於美瑛町的全景地

帶，能眺望到旭山和十勝山連峰的自然景觀。 

【北海道神宮】北海道神宮祭祀開拓北海道的守護神以及明治天皇，是北海道的總守護神，受到日本國民的崇敬。【免稅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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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精美禮品，自用或回台饋贈親友。 

【札幌時計台鐘樓】（專車經過）離大通公園東方不遠處，是一個美式的二層木造樓房，鐘樓在屋頂之上，有如一個大煙囪。原

為札幌農學校（北海道大學的前身）的練武場，據說是模仿當時美國中西部流行的木造結構建築的式樣而建造。鐘樓的大報時鐘

建於 1878 年，自西元一八八一年起從未間斷，札幌市民常聽鐘聲校正手錶的時間，直至今日，時計台響鐘的音色還一直保有詩

意的情懷。 

【北海道舊道廳】建於 1888 年，磚瓦結構的外觀具有美國式新巴洛克建築式樣的特徵。進入大門，可見池塘、樹木、花壇與古

典風格的廳舍建築展示著完美的結構設計。建築物內陳列著記載北海道歷史的圖片資料。廳址座落於現道廳(道政府)的高層大樓

東側，已被修繕保護起來。 

【大通公園】聚集了三越、巴而可、丸井等大型百貨公司，公園內則是一年四季都有各自的風味與活動：一年一度的盛事─札幌

雪祭，以大通會場為主要場地。 

【狸小路商店街】分為 7 個區段，總共有兩百多家商店，是北海道最大的商店街。已經有 120 年以上的歷史，早在明治年代，

這個區域就已經是商家雲集的繁華街道，當時負責拉客的是脖子塗滿白粉的女孩，宛如狐狸般的樣貌，因此早期這裡被稱之為狐

小路，後來改名為狸小路。小叮嚀： 

◎若遇航班晚班時間；第一天跟第四天的行程及午餐將因班機時間前後挪動。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富良野花香 和洋中 25 品自助餐 哈密瓜吃到飽+薰衣草冰淇淋 

（晚餐）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札幌 CHISUN GRAND (或)札幌 NOVOTEL (或)札幌文藝復興 (或)Tmark City HOTEL (或)同級 

第 05 天 RERA 購物商城限量商品、進口百貨、北海道超人氣美食／千歳空港／桃園機場 

 

【RERA 大型購物中心】佔地 11 多萬平方公尺的購物商場，提供您吃喝玩樂的各項休閒需求。 

隨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闊別已久的台灣，結束此一愉快北國之旅。隨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闊別已久的台灣，

結束此一愉快北國之旅。 

小叮嚀： 

◎若遇航班晚班時間；第一天跟第五天的行程及午餐將因班機時間前後挪動。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千歲機場內 自理餐  （晚餐）甜蜜的家 

住宿： 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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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不含】 

1． 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 NT$300 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2． 高北高接駁來回 NT3000 元 。(高北接駁純為服務性質，並無法保證一定有位子，敬請瞭解。）  

3． 持外國護照大人、小孩之旅客或於外站行程中途脫隊者，一律追加團費每人 NT2000 元。 

【作業規定】 

1． 小孩佔床同大人價，12 歲以下不佔床減 NT5000。  

2． 成團人數：16 人以上成行。  

3． 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4． 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我們將為您向飯店提出需求。但

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敬請見諒！ 

5． 飯店不能指定，如需指定請另補價差，敬請了解及諒解。 旺季期間無法指定飯店，飯店安排順序及出發班機請以行前確定說

明資料為準。 

6． 本公司行程內容保証完整，但因食材季節性、景點先後順序以及班機時間到離不同，需做調整則以當地導遊安排為準。 

7．行程中若脫隊或自行放棄參觀景點及餐食，本公司恕不退費。  

8．本行程使用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9．本行程使用之票種為團體機票，因此無法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航空公司是依照乘客之英文姓名

之字母先後順序作訂位紀錄以及機上座位排序。) 

10．本行程華航開立電子機票，因應環保及各方面作業，將不再列印機票票根，如有需要者應於出發前三天通知，開票後將無法

作業或自行保留搭機當天登機存根聯，敬請包涵。 

11．日本飯店床頭無須放小費，除茶包免費外，客房內或冰箱放置的零食、酒或飲料等，使用後請自行登記並至櫃台結帳。 

12．如需加訂特殊餐食，請事前跟您的業務專員需求。 

13．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不同，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辣椒、蛋、奶等食材，與國人之素食

習慣有所不同。日本團體用餐除了華僑開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火鍋為主。若為飯店內用自助餐

或在外一般餐廳用餐，料理變化較少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敬告素食旅客前往日本旅遊，可自行準備

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