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向日本 FLY TO JAPAN    

長栄／華航北海道道央、道南悠活五日 

│函館山夜景│支笏洞爺国立公園│小樽運河│登別温泉│札幌道都│ 

行程示意圖 

 

 

 

 

 

 

 

 

 

 

■參考航班： 

航  程 航空公司 編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去  程 中華航空 CI-130 桃園 08：40 札幌新千歲 13：30 

回  程 中華航空 CI-131 札幌新千歲 15：00 桃園 18：10 

或 

航  程 航空公司 編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去  程 長榮航空 BR-116 桃園 10：10 札幌新千歲 15：00 

回  程 長榮航空 BR-115 札幌新千歲 16：00 桃園 19：15 

 

出發日期： 

2017 年 10 月 15、29 日；11 月 12、26 日；12 月 10、24 日 

2018 年 01 月 07、21 日；02 月 04、18 日；03 月 04、18 日 

 



 行程特色： 

 『道央地方』道央地區裏有北海道政治、經濟、文化據點的札榥市。這裏是現化化街道及豐富自然相協調

的美麗地區。特受歡迎的旅遊地是小樽市及代表北海道溫泉地的定山溪、登別、洞爺湖，果樹之村的余市町、

仁木町，還有眺望北海道富士和羊蹄山的旅遊勝地「Niseko，留壽都」，良種馬之村的日高。 

 『道南地區』位於北海道南端與本州青森縣通過世界最長的隧道「青函隧道」相連。函館市是道南

地區觀光中心，保留了很多開港開拓的歷史。函館山夜景被譽為世界三大夜景，大沼公園是道南著

名濕地，道南地區的自然人文景觀一年四季都深受遊客喜愛。 

 『函館』旅客必去的狭灣夜景，與香港、拿坡里並列為世界三大夜景。由於地形因素，函館夜景以

特殊扇型著稱，觀賞夜景所在的函館山因地勢較高，有利於登高望遠，且函館山所在地為孤懸於海

上的半島，與函館市區僅以狭長的頸岬相連，使得展現在眼前的函館夜景有著雙曲弧線造型，渾然

天成的美景讓人驚豔萬分。 

 『金森倉庫群』港灣地區以紅磚建築的五棟並列倉庫，為明治時代的紅磚倉庫，已改為各有特色的

賣場。函館接觸西洋文化比其他地方都早，在此地到處有許多販賣精緻工藝品的商店，是函館港灣

邊極具特色的一區。 

 『登別』是北海道西南邊的一個小鎮，境內以溫泉眾多而出名。登別地區是火山多發地帶，豐富的

地熱和降水為溫泉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地面雨水滲入地下後，與滾燙的岩漿相遇，形成了含多種微

量元素的温泉。除了泡湯之外，登別還有主要景點地獄谷。 

 『大沼國定公園』有山有水，植物種類頗多，遊客可隨意漫步於各小島間，週邊樹林棲息著鹿和狐

狸而湖水也成為各種水鳥遷徒停留的天堂。來大沼國定公園也能騎乘自行車遊覽，大沼湖並設有環

湖自行車道。 

 『小樽運河』浪漫氣氛渗透著每一個旅遊點，就連空氣中也微漏酸甜的戀愛滋味，不論小樽運河旁

的煤氣燈、倉庫群中的紅磚、商店裡的玻璃藝品、博物館裡的音樂盒等等，都讓人回味無窮。 

 貼心安排：  

 搭乘華航或長榮 桃園新千歲 早去午回班機，第五天上機前安排 OUTLET 自由採購。 

 安排 2-3 晚溫泉飯店享受泡湯樂，第四晚住宿札幌市區飯店，方便旅客逛街。 

 隨隊之導遊皆為領有台日兩地之合格執照之專業人員，在行程解說及服務質量上皆有專業水準。 

 交通安全不馬虎：全程使用合法營業的「觀光巴士」，車況佳，坐的舒適，行車更安全。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新千歲機場】支笏湖（※）登別市 

       今日帶著愉快又期待的心情，於指定時間前至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酷航櫃檯前集合，由專人協助

辦理出境手續後搭機前往日本北海道札幌，抵達後前往飯店休息，養足精神迎接明日開始的精彩行程。夜

宿登別溫泉。 

【支笏湖】全湖周長約 42 公里的巨大破火山口湖－支笏湖，以澄澈的水質以

及惠庭岳等山岳美景聞名於世。除了天然美景及乘船遊覽以外，划船、獨木

舟、賞鳥、釣魚、自行車、潛水等多種戶外活動添加樂趣。支笏湖及位於西

南方向的洞爺湖區，被指定為「支笏洞爺國立公園」。形成於 4 萬年前激烈的

噴火的支笏湖，最深約 363 公尺，是日本第二深的湖泊（僅次於秋田縣「田

澤湖」）。因為水深，溫度不易下降，因此湖水終年不結凍，被稱為全日本最

北的「不凍湖」。其透明度極高，水質曾享有日本第一的美譽。湖水衝破東邊破火山口壁所流出的河川，



稱為千歳河。河口附近的狹小平原有旅館、商店、公車站等。※搭乘華航班機則加排此景點。 

膳食：早／自理  午／機上簡餐  晚／自助餐或和風御膳 

住宿：登別馬可波羅飯店 或 同級 

第二天  登別市龜田郡函館市 
      景點：登別地獄谷、伊達時代村、昆布館、金森紅磚倉庫、函館山夜景（單趟巴士＆單趟纜車） 

【登別地獄谷】登別地獄谷是日本著名溫泉登別溫泉的水源，由登別溫泉

街徒步數分鐘即可抵達。大約一萬年前，日和山火山爆發形成的火口痕跡，

即為今日直徑 450 公尺、面積約 11 公頃的登別地獄谷。從這裡湧出的溫

泉，被輸送至登別當地各温泉旅館。此地四處可見由赤紅色的岩石及黃灰

色的岩丘，裂縫噴出的溫泉、蒸氣、以及火山煤氣，硫磺的濃烈氣味瀰漫，

「地獄谷」因而得名，被認定為「香風景百選」及「北海道遺産」。在不同

的季節造訪地獄谷，可以體驗被春花所包圍的浪漫風情、夏天登別原生林茂密的模樣、以及秋天楓紅熱

烈燃燒的華麗感受，即使在冬天，地獄谷仍以被雪覆蓋仍熱氣沸騰的奇觀吸引大批遊客造訪。 

【伊達時代村】登別伊達時代村是可以藉由娛樂體驗日本江戶時代(1603

年~1867 年)的歷史及文化的時代主題樂園。在這按照時代考證的正統木造

建築群所製造出、江戶時代郷土氣息的寬廣城鎮內，有展現動作俐落及震

撼忍術的忍者武打秀、華麗服飾的花魁劇場、以日本江戶時代生活為題材

的爆笑時代劇場等精彩演出可以觀賞。廣大的時代村園區從一進門開始，

就彷彿回到江戶時代一樣，無論是建築、或是工作人員的穿著，甚至使用

的語言，都是親切的江戶腔調。這裡所有的工作人員全部穿著日本江戶時代的平民服裝；無論是走在路

上的、還是特產店及餐廳購物的工作人員，讓整個村莊充滿了江戶時代的神秘氣息。 可前往社會學問

所，體驗江戶時代的學生生活，或是在商店街逛街，原汁原味的江戶風情，活生生在這裡上演著。 

【昆布館】是座昆布歷史博物館，介紹昆布加工業的發展，還可以在示範工廠內參觀昆布的加工過程，

現場還有昆布製品的零售販賣。此外，內有一座設備新穎直徑十六公尺球型劇院，定時撥放影片介紹昆

布的採收過程、海底生態及流冰動態。 

【金森紅磚倉庫】「金森紅磚倉庫」的前身起源於日本明治末期，是當時於

函館成立的營業倉庫群改建而成的綜合休閒設施。所有的金森紅磚倉庫面

向美麗的港灣整齊排列，是函館的代表風景之一。外觀保留著古典風味；

內部經過裝潢，十分時髦具現代感，現作為啤酒廣場、美食餐館、及大型

購物中心。夜晚透過燈光裝飾，呈現與白天不同的風情，適合散步徜徉。

金森紅磚倉庫群共由 4 個主題倉庫群所構成；「金森洋物館」改建自兩棟倉

庫的大型購物中心，以「西歐豐富的生活文化」為主題，各家商店提供國內外精緻小品、生活雜貨、古

董等，充滿夢幻異國風，帶給遊客造訪跳蚤市場般樂趣。此外以「每天是快樂的聖誕節」為理念，由世

界各地收集了各式各樣的聖誕節禮品的「函館聖誕廣場」也在其中。同樣由兩棟倉庫改建的「函館歷史

廣場」，包括函館啤酒館、函館浪漫館、小型手推車店舖、千圓工作室等，內容十分豐富。中央的展示

大廳展示著金森倉庫的歷史，以及以前實際使用的工具，融合了明治時期與現代文化，十分特別。 

【函館山夜景】函館山瞭望台為函館的象徵之一，位於海拔 334 公尺的函館山山頂上，由這裡俯瞰的美

麗景緻為函館象徵，其夜景更榮登日本三大夜景、世界三大夜景及北海道三大夜景之美譽。函館山屬於

火山地形，大約在 100 萬年前停止活動。如牛臥般的姿態，使這裏也被稱為臥牛山。總共由 13 座山組



合而成的函館山，其中以「御殿山」最高，海拔 334 公尺。由這裡瞭望，

可觀賞如被函館灣及津輕海峽夾住「鯨魚尾巴」的獨特地形。天晴時，可

以遠望津輕海峽及青森的下北半島，360 度全景納入眼簾，十分壯闊。夜

晚時分，呈扇形分布的函館市區華燈初上，美麗而迷離，夏天時，更可在

津輕海峽方向看見漁船燈火美麗地閃耀。函館夜景被形容為如散落的珠寶

箱，與香港的百萬夜景齊名，由函館山山頂遙望，函館市區、港灣、津輕

海峽的美景，瑰麗炫爛，萬家燈火在腳下閃耀，海面映著街燈，光影隨著波浪，如萬道金蛇翻騰。此外

於展望台附設有可以隔窗一邊欣賞美麗景緻、一邊享受美食的餐館及精品店，供遊客享受選擇。 

膳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御膳 晚／精緻自助餐或和風御膳或涮涮鍋 

住宿：函館 ROUTE INN GRANVIA HOTEL 或  函館國際 或 湯之川觀光祥苑  或  同級 

第三天    函館市龜田郡有珠郡虻田郡 
     景點：函館朝市、大沼國定公園（騎腳踏車）、昭和新山、熊牧場、洞爺湖溫泉 

【函館朝市】函館朝市位於 JR 函館站西口不遠處，市場一帶集中了大小 400

多家水產店，形成了一個獨據特色的大型市場。函館朝市的營業時間較短，

一般從上午八點營業至中午一點左右，市場裡叫賣聲不絕於耳，運貨車和購

物客令狹窄的過道顯得擁擠不堪，充滿市井氣息。市場內銷售剛卸船的墨魚、

螃蟹、花鯽魚等各種海鮮食品，還出售近郊採來的蔬菜等。與市場鄰接的小

街道里，一家家餐館生意興隆，在這裡可吃到著名的函館海鮮丼。 

【大沼國定公園】位於日本北海道渡島半島東側，佔地總面積為 9,083 公頃。大沼國定公園以大沼為主，

其範圍包括附近的小沼和蓴菜沼，及大小不一的 126 座小島和 32 座湖灣，

於 1915 年成為新日本三景，並在 1958 年 7 月 1 日設為國定公園。大沼

周長為 24 公里，湖上佈滿 26 個小島，部份小島間有小橋組成步行路線。

大沼和小沼等湖泊是由火山噴發的熔岩攔住森林中的河流而形成的湖泊，

整個湖泊被水邊植物所包圍，每年隨季節變化都能展現不同景像。除自然

風景外，大沼湖最為動人的美景是遠處的駒岳山倒影在湖面上，襯托週邊

的翠綠樹林，整個畫面寧靜秀麗，故又稱「秀峰」。 

【昭和新山】1943 年有珠山發生火山爆發後，在農民的田裡就隆起了這一

座山，時值二戰期間，各項資源短缺，並未進行任何測繪記錄。農民因為田

裡隆起了一座山，無以維生，幸賴當時負責這一帶的郵局局長三松正夫抱著

「火山爆發是探索地球內部最大的機會」理念，經過仔細觀察才留得被稱為

「三松圖式」的貴重資料。為了徹底保護貴重的火山及支援失去房子和農場

的居民，三松正夫收購了這一區土地，因此昭和新山是三松家的私人土地，

也是世界上唯一在私人土地內的火山。 

【熊牧場】在昭和新山牧熊場會把有野性又有些慵懶的棕熊帶到你面前。

熊牧場大概餵養了上百頭棕熊，給熊投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當你選定

一頭熊後，凝視著牠，牠就會站起來向你揮舞上肢，這時你投食給牠，別

的熊就絕對不會來爭搶。如果沒有事先的眼神交流，隨便扔下一塊餅乾，

就會引發一陣騷亂和爭鬥。昭和新山熊牧場面積很大，裡面約 100 頭純種

北海道棕熊，棕熊們按照年齡段被分在幾個相對固定的區域中。每個牧場



入口處都設有食品櫃檯，是為棕熊們準備的。遊客可以在這裡購買蘋果、餅乾，體驗餵熊的樂趣。 

膳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御膳 晚／百匯自助餐或會席料理 

住宿：洞爺太陽宮殿飯店 或 同級 

第四天   虻田郡小樽市免稅店札幌市 
     景點：羊蹄山（蝦夷富士）、京極湧水公園、小樽運河及堺町通散策、大通公園、車賞札幌時計台 

【羊蹄山（蝦夷富士）．京極湧水公園】羊蹄山因為美麗的外形酷似富士山，

所以被稱為「蝦夷富士」。羊蹄山屬於支笏洞爺國立公園，羊蹄山的山頂成

為倶知安町、喜茂別町、京極町、真狩村和 NISEKO 町的分界。山中生息著

野鳥、北狐等 130 多種動物，有很多珍貴的高山植物等，植被垂直分佈明

顯，大自然遼闊。登山路程有 4 種，都需要花費 6～8 小時。另外，周邊還

作為名水的湧出地而聞名。其中羊蹄山東北山麓京極町湧出的水作為「羊蹄

山吹出泉水」，還入選了環境省選定的名水百選，周邊建成吹出公園，許多人來此汲水。 

【小樽運河】面臨日本海的小樽，從明治時代起就是國際港都，深受歐洲

風情影響，整個市街呈現濃厚的異國風情。運河兩旁的倉庫群，以及大正

時代的建築群，共同烘托出小樽運河的風情萬種。雖然小樽運河是此地主

要的精神地標，但是運河兩旁由倉庫群所改建而成的餐廳、酒吧、玻璃工

廠等所在，才是真正令觀光客著迷的地方，古樸迷人的調調，讓人徘徊留

連到捨不得離去。 

【小樽堺町通】這條不足一公里長的商業街，是小樽市中心的著名觀光景

點，可由運河區步行前往。這裡很難分辨街頭和街尾，因這不是一個購物

廣場。雖說隨著大型購物廣場在鄉鎮興起讓傳統日本商街逐漸萎縮，但小

樽商街依然魅力不減，街道上商店林立，舉凡獨特的玻璃製品專賣店、新

鮮美味的海產餐廳、大人小孩喜好的甜品店等，都是遊人逗留的勝地。歷

史建築鱗次櫛比，改造後的舊房舍、老倉庫都成為人們拍攝的對象。來到

小樽著名甜點店，這座歐式建築有個高高的鐘塔，也成為拍照到處一遊的標誌。沿堺町通向北走則可經

兩旁的精品玻璃店，著名的「北一硝子」就在這裡。 

（特別招待貴賓~北菓樓三種類迷你泡芙） 

【大通公園】大通公園位於札幌市中心，涵蓋地區包括大通西 1 丁目至大

通西 12 丁目，總長約 1.5 公里，有札幌心臟之稱，是札幌市的象徵。大通

公園作為札幌市民日常休閒遊憩的公園，除了有美麗的花壇、廣闊的草地

及共92種類4,700支樹木以外，也是札幌市舉辦重大活動慶典的主要場所，

包括世界聞名的札幌雪祭、札幌啤酒節等。大通公園內放置了許多的紀念

碑、文學碑、雕刻等，擁有濃厚的文學氣息。除此之外，公園裡種植了丁

香樹、槐樹另外還有花壇，春季時滿園的花卉，相當的賞心悅目。噴水池也是公園的特徵之一。  

【札幌時計台】位於市街中心的札幌時計台是北海道少數保存至今的美式

建築，日本 19 世紀引進西方教育以及北海道開墾時期的象徵。札幌市鐘樓

作為舊札幌農學校（現在的北海道大學）的體育館，建於 1878 年（日本

明治 11 年），其鐘聲被日本環境廳評選為「日本音樂風景百選」，而時鐘至

今仍舊準確運轉。1 樓展示鐘樓的相關歷史資料、2 樓大廳忠實重現日本明

治時期的體育館，在這可租借的大廳裡有時會舉辦音樂會及演講會等的活



動，是重要文化遺產。 

膳食：早／飯店內  午／和風御膳  晚／螃蟹燒烤自助餐 

住宿：東急 REI 飯店 或 同級 

第五天  札幌市【新千歲機場】【桃園機場】 
            景點：北海道神宮、RERA OUTLET  

【北海道神宮】奉明治天皇的詔令，為祭祀開拓北海道的守護神（也稱開

拓之神）－大國魂神、大那牟遲神及少彦名神，於 1869 年創建於東京的

神宮。日後第二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將開拓三神之靈位以船運送至北海

道後由開拓判官島義勇再從函館將靈位親自背負至札幌，於 1870 年 5 月

在札幌市北 5 條東一丁目建立臨時神殿以安置靈位。1871 年 5 月定名為札

幌神社後，同年 9 月再將靈位移至現在地，1899 年再度改為官幣大社。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神社本廳的別表神社，受到日本國民的崇敬。  

【RERA OUTLET】北海道最大購物城，離新千歲機場車行約 10 分鐘。集

合了 140 家優質品牌店鋪，共 400 種類以上的歐美及日本品牌，從各國

流行精品服飾、到運動休閒用品、日系雜貨、兒童服飾等等，種類豐富多

元。開放式的廣闊購物空間，在購物同時也能感受到北海道四季迷人之處；

異國風格設計的街道，讓人忍不住想進入探索。 

 

傍晚專車前往新千歲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機返回桃園，在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結束此次【北

海道道央、道南悠活五日】行程，並期待下次與各位貴賓們再相見。 

膳食：早／飯店內  午／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以上行程、景點圖片轉載僅供參考，行程順序原則上不變，但如因天候交通等因素可能有所更動，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