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向日本 FLY TO JAPAN    

華航北海道道央、道東、道南悠活五日 

│道東三湖│洞爺湖│夜の小樽│白金青池│旭山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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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日期： 

2017 年 10 月 17、31 日；11 月 14、28 日；12 月 12、26 日 

2018 年 01 月 09、23 日；02 月 06、20 日；03 月 06、20 日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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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東地方』指的是以網走－釧路為線以東地區，包括釧路、網走、十勝、根室，由於地廣人稀且開

發較晚，而成為今日北海道保存自然生態最完整之區域，2005 年 7 月正式登錄為世界自然遺產的知床

半島便位於此。雖早期前往道東旅遊並不方便，但隨著陸空交通建設的逐步完成，來訪道東已相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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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山動物園』位於旭川市郊，是日本最北端的動物園，於 1967 年設園開始對公眾開放，目前到園參觀

人數已超越日本東京的上野動物園。旭山動物園的成功理念是集娛樂、休閒、教育和自然保護於一身，從而

打造出一個全新活潑的動物園形象。 

 『層雲峽』包含了巍峨挺立的山峰、蒼翠無際的樹海、川流不息的瀑布、四季變化無窮的自然美景，令人

心動折服。位於峽谷中央的「層雲峽溫泉」是探訪峽谷及登山的基地，每年約有 300 萬人造訪。層雲峽溫泉

的愛努語為「SOUNBETSU」，意指「瀑布很多的河」，日本大正時代由評論家大町桂月據此命名為「層雲峽」。 

 『幾寅車站』位於 JR 北海道根室本線，由於《鐵道員》這部電影的名氣，幾寅車站站名已經非正式改成了

「幌舞站」。車站本身變成觀光景點，連站外廣場都保存當時劇組所搭的各個小屋場景供旅客拍照。 

 『白金青池』的形成其實是個美麗的意外，為防止十勝岳火山爆發的泥流，在美瑛川興建堤防阻擋，結果

讓美瑛川上游的白金溫泉在山腳下匯集成一個小池子，因溫泉水質富含礦物質和鋁，陽光折射之下成了夢幻

的知更鳥藍。隨天氣、陽光不同，看到的青池亦會有所不同。 

 『小樽運河』1914 年開鑿的小樽運河，賦予了港都『小樽』靈魂，也使她一度成為日本明治、大正時期重

要的海運貿易中心。如今這座城市儘管已褪下舊日繁華，然以運河為中心的市街，仍保存許多歷史建物，宛

若童話裡的浪漫景色，讓今日的小樽成為充滿魅力的觀光城市。 

 貼心安排：  

 搭乘華航桃園新千歲，早去午回班機。 

 安排 2-3 晚溫泉飯店享受泡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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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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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旭川市，可在站內 AEON 逛逛超市買買想吃的物產。 

膳食：早／自理  午／機上簡餐  晚／自助餐或和風御膳 

住宿：JR INN 旭川  或  旭川華盛頓  或  同級 

第二天   旭川市上川郡川上郡(經阿寒橫斷道路)釧路市 
      景點：旭山動物園、層雲峡(銀河・流星瀑布)、大函、美幌峠、摩周湖、屈斜路湖、阿寒湖溫泉 



【旭山動物園】2006 年夏天超越了擁有熊貓的恩賜上野動物園，成為日

本拜訪人數最多的動物園，也是日本全國民眾票選最受歡迎的動物園。園

方設計讓動物們可自在生活的環境，也給予來園者能與動物們最近距離的

接觸或觀察。隔著一層玻璃，可貼身觀看在寒雪中的老虎獅子、寒帶動物

雪白北極熊有力的游泳姿勢、海豹垂直游過巨大的圓柱隧道、企鵝逛大街

的可愛模樣更是超人氣。在廣大的園內為了方便參觀共分成 19 區，有猛

獸館、企鵝館、猴子山、北海道產動物區等，其中又以海豹館和北極熊館人氣最高。 

【銀河、流星瀑布】層雲峽有許多垂掛在柱狀紋路絕壁上的瀑布，最出名

的就是流星、銀河瀑布。流星瀑布從 90 公尺高的斷崖上一口氣俯衝傾瀉而

下，轟隆的水聲夾帶著無數的水花，宛如千軍萬馬奔騰一般，聲勢攝人。

它的左邊是落差 120 公尺的銀河瀑布，像拉著銀絲般的水流姿態，顯得柔

和而美麗。有人說流星瀑布是雄瀑布，而銀河瀑布是雌瀑布，兩座瀑布合

稱「夫妻瀑布」，入選為日本瀑布百選。  

【大函】是層雲峽著名景點。約 3 萬年前因大雪山火山爆發，堆積的溶結凝灰岩被石狩川侵蝕，遂成今

日面貌，高 100 公尺左右的柱狀節理懸崖，有如石材般規矩排列，氣勢磅礡，遊客可就近欣賞這個以「函」

（河床兩側有峭立懸崖地形）字命名的風景勝地。 

【美幌峠】位於美幌町與弟子屈町交界的最高點，海拔約 525 公尺，是可遠眺屈斜路湖與硫黃山的絕佳

景點，在標高處設有「美幌峠展望台」。此路段於 1920 年通車，現屬阿寒國立公園的範圍內。 

【屈斜路湖】是阿寒國立公園中最大的火山湖泊，位於道東正中央的弟子

屈町，為日本最大的火山口湖。面積約為 79.7 平方公里，湖周圍 58 公里，

最深部份有 117 公尺，屬淡水湖。湖畔共有四處溫泉地：位於東邊的池之

湯、赤湯、砂湯、仁伏等溫泉，是田園風的露天風呂；南邊則有突出的和

琴半島。湖中有火山噴出所形成丹錐形小島「中島」，湖底亦有溫泉湧出，

因湖水偏酸性，故水生植物較難生長。每年會有 4、500 隻天鵝遠道來過

冬，為遊客增添許多旅遊樂趣。 

【摩周湖】為約 7000 年前火山噴發後形成的火山湖，完全沒有河川流入

或流出，但由於湖水水位變化不大，被認為可能有地下伏流與湖水相通。

湖中有一小島，被稱為神婆島，整個破火山口範圍內列為阿寒國立公園的

特別保護地區，在 2001 年被列為北海道遺產。摩周湖意為「山神的湖」，

因高透明度之故，僅能反射出藍色，因而晴朗時湖面便透出特有的藍，被

稱為「摩周藍」。摩周湖也以霧氣聞名，霧氣更增添摩周湖的神秘氣氛。 

【阿寒湖】是雄阿寒岳噴火所形成的火山口湖，被雄阿寒岳和雌阿寒岳（阿

寒富士）所環抱著，充滿了愛奴族的傳說色彩，除了雌雄阿寒岳的故事，

據說湖中的圓形綠色水藻「MARIMO」為神的化身。湖的南岸湧出溫泉，

而形成著名的阿寒湖溫泉街。湖中有大島、小島、亞太島、忠類島等四座

島嶼將阿寒湖點綴得十分秀麗，原生林及滿山島嶼的景緻美不勝收。湖的

南岸湧出溫泉，而形成著名的阿寒湖溫泉街。 

膳食：早／飯店內   午／風味御膳 晚／精緻自助餐 

住宿：新阿寒飯店  或  同級 



第三天    阿寒湖溫泉空知郡上川郡小樽市 
     景點：幾寅車站（幌舞車站）、青池、美瑛町、小樽運河 

【幾寅車站（幌舞車站）】性格巨星高倉健於 1999 年的電影《鐵道員》中

之拍攝場地，劇中此處名「幌舞車站」，殺青後拍攝時的一切就被保留下來，

現在從車站正面看到的牌子還是幌舞站，虛構的站名比真實站名還具知名

度。為了符合劇本中設定的車站，幾寅車站經過一番改造，原本不起眼的

車站變成充滿味道的木造房舍，改造後的車站被完整保留下來，連車站外

刻意為營造電影中街景而設的柑仔店和理容院也被保留了下來。站內也展

示著拍攝當時的服裝、劇照和點點滴滴。 

【青池】青池位於美瑛町東南部美瑛川左岸白金溫泉西北約 2.5 公里處，

標高約 500 公尺，是人工水池，又稱「白金青池」。1988 年 12 月為防止

十勝岳爆發後的堆積物產生火山泥流災害，在美瑛川建設了多個攔河堤，

而青池就是其中的一座攔河堤所形成的水池。青池以其青色水池顏色著稱，

1997 年時被愛好攝影的攝影師發現，攝影師將照片收錄於攝影集裡隔年發

行，發行後青池之美震撼人心，加上日本電視節目介紹，青池搖身一變成

為北海道知名觀光景點之一。2012 年 7 月，蘋果公司將青池照片選為 OS X Mountain Lion 內藏的 15

張壁紙之一。  

【美瑛町】美瑛的街道、田園景色與歐洲農村風景相似，廣大的丘陵地形、

映入眼簾沈靜安穩的山丘景色，每年約吸引 150 萬觀光客到訪。美瑛的「拼

布之丘」在日本國內亦是有名景點之一，但此美景並不是渾然天成，種植

著小麥、馬鈴薯、豆子等各種農作交織成的拼布模樣是「一分耕耘」後呈

現的成果。 

【小樽運河】北海道的人氣觀光景點之一「小樽運河」建於大正三年，共

花費九年時間完成，寬 20 至 40 公尺不等，全長 1300 公尺。其運河旁的

大正、昭和時代所留下的大型石造倉庫，與運河組合成一幅美麗的風景畫。

兩側有滿滿一排的石造倉庫，運河廣場兩側有滿滿一排的石造倉庫，運河

廣場附近的煤氣燈，則要在半昏暗的夜色中方能顯出它的綺麗。夜晚散步

在由 63 盞煤氣燈林立的小樽運河，隨時還可見街頭藝人獻技，能感受到小

樽獨特的小鎮風情，透過點亮燈火的倉庫群，醞釀出復古浪漫的氣氛。 

膳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御膳 晚／海鮮料理或鍋物料理 

住宿：灯の湯ドーミーイン PREMIUM 小樽  或  同級 

第四天   小樽市虻田郡有珠郡洞爺湖溫泉或登別溫泉 
       景點：小樽堺町通散策、羊蹄山（蝦夷富士）、京極湧水公園、洞爺湖サイロ展望台、昭和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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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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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爺湖サイロ展望台】洞爺湖位於支笏洞爺國家公園內，是 20 世紀初火山爆發後，塌陷形成凹地的

火山口湖，標高 83 公尺，湖面海拔約 100 公尺，是北海道冬季最大不凍湖。湖中有四座島嶼，因位處

中央位置，故合稱中島。從サイロ展望台不止可觀看到洞爺湖全景，也可以觀看中島、有珠山、昭和新

山、洞爺湖溫泉街、西山火山口等美景，亦可觀看西側等山岳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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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早／飯店內  午／和風御膳  晚／飯店內百匯自助餐 

住宿：登別馬可波羅 或 同級 

第五天  登別市免稅店【新千歲機場】【桃園機場】 
            景點：伊達時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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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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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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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