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向日本 FLY TO JAPAN   
 

北海道星野 TOMAMU 滑雪、玩雪五日 

│札幌燈節│滑雪教学│霧氷雲中散歩│ 

星野 TOMAMU 
 

 

星野 TOMAMU位於北海道中部地区（道央），日高嶺的寛広森林間，四周擁有豊富的自然景致、

大自然生態及原始的動植物景観。夏天気候涼爽，非常適合避暑，冬季為滑雪勝地，為北海

道雪質最好的地区之一。TOMAMU 名称來自愛努語「荒野」之意，星野 TOMAMU リゾート占地約 1

千公頃，十分広大，村内活動設施多元，可充分享受北囯的自然風光和悠閑気息。 

 

 

 

 行程特色：  

 『雪白大地』在亞熱帶國家居住的我們很少看見雪，就算是冬天到了高山看雪，也屬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車擠車還要人擠人。因此冬天出國賞雪景也成了一個旅遊的主力商品。這個行程即是為了想要一嘗

滑雪感受及飽覽北國銀白色冬季景色的旅客所限量推出的產品。 

 『札幌白色燈節 WHITE ILLUMINATION』札幌白色燈樹節始於 1981 年，是日本最早的燈樹節。

52 萬隻燈球華彩齊放，使冬日的札幌炫麗繽紛。在大通公園，以宇宙及耶誕節為寓意的象徵物等

光之藝術輝煌璀璨。  

 『天鵝湖(UTONAI 湖)』被稱為野鳥的聖域，尤其在 10 月到隔年 02 月時更可看到成群的白天鵝越過此湖。 

 『藻岩山展望台』從標高 531 公尺眺望，可以將札幌大街小巷的夜景盡收眼底，晴天更是閃閃

發光，是只有這裡才能欣賞到的絕美全景。只要時間允許，請盡情欣賞這美不勝收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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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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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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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4、28 日；2 月 11、25 日 

■行程示意圖：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機場】【札幌新千歲機場】苫小牧市札幌市 
          景點：天鵝湖(UTONAI 湖)、日本新三大夜景－藻岩山展望台（纜車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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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廈航空團體櫃檯前集合，由專人

協助辦理出境手續後搭機前往日本北海道，抵達後開始五日精彩行程。夜宿札幌。 

【天鵝湖(UTONAI 湖)】日本第一個被指定為 Bird Sanctuary（野鳥聖域）的鳥類保護區，此湖經確認

過的野鳥種類超過 250 種，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候鳥轉運站，一年四季有各種不同的鳥類棲息於此，尤

其在 10 月～4 月時，更可看到成群的白天鵝越過此湖。 

【藻岩山展望台】藻岩山夜景迄今都是北海道三大夜景之一，但在 2015 年的「夜景峰會 2015 in 神戸」

中，僅次於長崎榮獲亞軍，被認定為「日本新三大夜景」。展望台座落於札幌市中心高約 531 公尺的藻

岩山上，可從山頂遠眺札幌市街、日本海石狩灣及遠處山景，無論何時都可體會不同美景，也是戀人約

會的浪漫地點。 

 

膳食：早／自理  午／機上簡餐 晚／螃蟹+日式燒烤或有機蔬食自助餐 

住宿：札幌世紀皇家 或 東急 REI 或 同級 

第二天  札幌市小樽市札幌市 

   景點：白色戀人公園、小樽運河 &小樽堺町通自由散策、途經大通公園、車賞時計台及舊 

                  道廳、札幌白色燈節、自由夜訪狸小路 

【白色戀人公園】公園除了有北海道知名點心「白色戀人」

的製造工廠，以及能夠品嘗 ISHIYA 特製甜點的咖啡店等，

還有玩具博物館、盛開玫瑰的玫瑰花園等，是一座以「美

味、趣味、懷舊、甜點故事」為主題的夢幻點心主題公園。

英國式的中庭裡有噴水池、街道燈等，濃厚歐洲風情有如

置身在國外城堡。石屋製菓原為 1947 年成立的日式傳統

糕點店，日後轉型製作高級西點。70 年代白色巧克力正當

紅，石屋製菓傷透腦筋想辦法開發出既能吃到白色巧克力，又可以不會沾到手的產品。最後得到的結論

是用餅乾薄片夾住巧克力，白色戀人因此誕生。白色戀人名稱美妙、滋味好，1976 年 12 月上市後立即

風靡日本全國，幾乎成為北海道的代名詞，石屋製菓位於札幌市西區的工廠也因此成為旅遊景點。❖贈

送貴賓①手做餅乾體驗②白色戀人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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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廣場附近的煤氣燈，則要在半昏暗的夜

色中方能顯出它的綺麗。面臨日本海的小樽，從明治時代起就是國際港都，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8B%AB%E5%B0%8F%E7%89%A7%E5%B8%82


深受歐洲風情影響，整個市街呈現濃厚的異國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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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位於札幌市中心，總長度為 1.5 公里，是基於札幌市整體城市規劃而興建的商業

街。這裡有許多城市雕塑、噴水池、丁香樹、槐樹、花壇等。區域內聳立著各種商社、金融機構大樓和

北海道政府大樓，南面則是大規模地下商業街，熱鬧非凡。 

【時計台】（車賞）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鐘樓，是一座美式二層木造樓房，鐘樓在屋頂，自西元 1881

年至今為札幌市民報時已超過 120 年，現在札幌市民還是可依時聽到時計台鐘響。 

【舊道廳】（車賞）明治 21 年所築巴洛克式美國風洋樓，原是北海道開拓時期的最高行政中心，現則成

為遊人如織的古蹟，也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札幌白色燈節 WHITE ILLUMINATION】札幌白色燈樹為裝

扮初冬的札幌點亮一道風景。從 1981 年大通公園 2 丁目廣場

由一千個燈泡組成的燈節開始，燈節年年擴大規模充實內容，

已經發展成為國內具有代表性的活動，會場有表現宇宙及聖誕

節的象徵主題等，南北方向以札幌站前通為會場，東西方向以

南一條通為會場，街道兩旁的樹木被裝飾得光彩奪目。  

註：冬季燈節活動內容皆由日本觀光廳提供，如有變動皆以官

網公告為主。 

★札幌站前：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 

★南一條通：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8 年 3 月 14 日 

【狸小路】札幌最重要的商店街，約長達 1 公里的長廊商場中，總共涵蓋了 7 個街口的狸小路，除可找

到許多雜貨店、藥局、服裝店、餐廳等外，還可在此買到許多北海道限定商品及土產。傳說狸可以為商

家帶來財運，所以在狸小路的一個角落供奉著一尊狸的石雕，摸到狸的頭部就可以變聰明並且帶來好運

哦！ 

膳食：早／飯店內  午／海鮮定食御膳 晚／螃蟹+日式燒烤或有機蔬食自助餐 

住宿：札幌世紀皇家 或 東急 REI 或 同級 

第三天    札幌市星野 TOMAMU 渡假村 
     景點：星野リゾート トマム 

星野 TOMAMU 位於北海道道央，渡假村總面積為 1,000 公頃（40 座大安森林公園），夏天為以森林為

主的渡假村，冬天則是以粉雪著名的滑雪勝地。冬季，TOMAMU 渡假村內備有初、中、高級共 29 條

滑雪道，9 座滑雪吊椅及 1 座纜車。在特殊氣候下，冬天必遊的景點還有一座由冰打造而成的村落－愛



絲冰城。在愛絲冰城內，提供冰之餐廳，冰之酒吧，冰之工坊等，只專屬於北國的各項體驗。 

【木林之湯】您曾經夢想過：一邊泡湯，一邊對著滿天星斗驚嘆嗎？您曾經

在泡澡時，聽過風吹樹梢的低吟？聞過森林散發的清香嗎？這些感受在這座

露天風呂裡都可能發生並讓您永誌難忘。 

開放時間 12:00~23:00；最後入場時間 22:00。 

每周四開放時間 14:00~23:00；最後入場時間 22:00。 

 

【水之教堂】梁靜茹《崇拜》MV 中的夢幻教堂讓人印象深刻，它正是著名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所設計。

有人認為，水之教堂冬天最美，帶著雪白的聖潔氛圍，但夏末來到這裡，眼前深深淺淺的綠，在水塘倒

映出油畫般的色彩，同樣美得震懾。 

自行前往參觀時間 21：00~21：30。 

膳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御膳  晚／飯店內自助百匯或迎賓會席料理 

住宿：星野 TOMAMU 渡假村 

第四天   星野 TOMAMU 渡假村全日自由活動 
          景點：星野リゾート トマム 

※渡假村所有設施開放時間以官網公告為主 

 贈送【霧冰空中露臺】在夏季時的可看見雲海的雲海露臺，到了冬季因

空氣溫度在零度以下時與樹木及空氣孕育出如樹冰一樣的霧冰。也只有

在標高 1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才會有此自然現象產生的絕景。在露臺上

還增設了一個【CLOUD WALK】約 200 公尺的雲中散步區，可邊走邊

欣賞霧冰。 

 學習&體驗【滑雪】上午將安排會中文的滑雪教練在雪地教導滑雪。之

後即可輕鬆地搭乘纜椅到滑雪道開始滑雪練習。❖團費已含教學費用。如您以會滑雪即可租借滑雪

用具直接滑雪去（不學習者則在團體出發前告知旅行社，並在繳交團費時扣除費用 NT$2,000 元。） 

 【微笑海灘】（含門票）：日本最大室內人造海浪游泳池，

長 80 公尺，寬 30 公尺，不管陰晴雨天，無論四季變換，

置身其間，一波波浪花就像記憶中的熱帶雨，為您帶來

一陣陣教人舒暢身心的節奏和溫度。註：建議旅客請自

行攜帶泳裝與泳帽。 

微笑海灘注意事項：  

1. 浴巾／毛巾為免費租借。 

2. 入場費用未包含浴袍、游泳圈等租借物品。 

3. 購買入場券之客人亦可使用《木林之湯》。  

4. 購買入場券之客人於營業時段內可重複入場，例：購買一日券者可於當日內重複入場。  

5. 為避免發生危險，12 歲以下兒童需有保護者一同入場。  

6. 微笑海灘恕不接受有紋身、刺青客人入場，敬請見諒。  

【愛絲冰城】每年冬天渡假村內都會用冰塊做成一個獨特的冰上之城，裡面有露天溜冰場、溜滑梯等(冰

刀鞋租借需付費)，更有冰酒吧、冰咖啡館、冰商店、冰教堂等，晚上更打上美麗的燈光，透過冰塊的折

射更加美麗讓，您感受一下不同的冰上體驗。 



註：冰城為戶外的場地而且每天傍晚後開放，晚上氣溫很低，建議要穿戴禦寒衣物及止滑鞋。 

膳食：早／飯店內  午／和風御膳  晚／螃蟹料理 

住宿：東急 REI 或 IBIS STYLES 或 同級 

第五天  星野 TOMAMU 渡假村【札幌新千歲機場】【桃園機場】 
            景點：哆啦A夢空中樂園 

早餐後搭乘專車前往新千歲機場，咦！飛機有這麼早嗎？是要去逛機場

啦！新千歲機場好逛好買，「哆啦 A 夢空中樂園 SKY PARK」有好多大朋

友小朋友都愛玩的遊樂設施，只有這裡才有機會體驗哦！ 

【哆啦 A 夢空中樂園】以體驗、探索、求知與歡樂為概念打造的遊樂專

區，這裡不僅有許多以哆啦 A 夢的法寶為主題的遊樂設施，還有特大號

哆啦 A 夢出來迎接遊客，以及各式各樣的活動，無論是大朋友、小朋友，

任何時候都能在這裡玩得不亦樂乎！這處空中樂園不但有主題園區，還規劃了大型的哆啦 A 夢主題商

店，及一間販售各種繪有哆啦 A 夢圖案餐食、甜點的餐廳，也是一處精采萬分的親子天堂。在主題樂園

裡不但可見到《哆啦 A 夢》漫畫中人物大雄、哆啦 A 夢、靜香等人化身為大型公仔，牆上的大型壁畫

也依照漫畫裡大雄及哆啦 A 夢的房間、常去的公園等仿建各主題空間，特別的是還有一間「任意門」房

間，房間裡有設有 6 個門，遊客打開門後驚喜不斷。 

 

結束這裡的多啦 A 夢空中樂園的參觀行程之後，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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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星野 TOMAMU 滑雪、玩雪五日】行程，並期待下次與各位貴賓們再相

見。 

膳食：早／飯店內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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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