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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戀北海道.紫色浪漫~薰衣草.尼克斯海洋公園螃蟹美食三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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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1. 全程住宿 A級飯店，均為【兩人一室】並安排住宿日本溫泉區，享受道地溫泉及美食。 

2. 前往北海道最大的海洋世界王國【尼克斯海洋公園】，園內的海底隧道和透明水柱可見到漂亮的魚群悠游

其中，更可欣賞到可愛的【國王企鵝】街頭遊行。 

3. 【五陵廓城跡】～歐洲五星城堡式的西洋軍用基地百餘年前明治時代箱館戰爭的西洋城五陵廓城跡，歷

經 7 年歲月花費鉅資所興建的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城堡，宛如星星五陵狀，故而得名。 

4. 前往【富田農場】從每年 5 月起就有溫室薰衣草可觀賞美麗的薰衣草花海，富良野地區盛開花朵品 

種有山櫻、鬱金香、德國鳶尾花、法國金盞花、魯冰花、罌粟花…等。 

5. 前往【四季彩之丘】除了欣賞美麗的花海。 

6.  前往全日本第一座，由法國派遣 8名修道女來此傳道時所建的【聖女修道院】參觀。 

7. 前往富有歐洲風味，也是日本新三景之ㄧ，素有北國輕井澤之稱的【大小沼國立公園】。 

8. 前往北海道守護神【北海道神宮】，1870 年明治政府為祭祀北海道開拓之神，所建築的札幌神社， 

1964 年改名為現在的北海道神宮。 

9. 安排住宿北海道人氣溫泉區【登別溫泉】，擁有【日本最大級露天溫泉】五星馬可波羅溫泉飯店。 

10. 登別晚餐精心安排【帝王蟹、松葉蟹吃到飽+現烤北海道干貝+甘美甜蝦無限享用+DIY 創作自已喜愛的

無敵生猛海鮮蓋飯】。 

11. 全程使用本公司自有全新 45 人座豪華遊覽車，合法營業用車【綠牌車】，安全舒適有保障，並由本 

公司自有資深導遊一路為您親切服務。 

 

 
 

 

 



 

航段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台北－千歲 中華航空 CI130 桃園機場 08:35 千歲空港 13:15 

千歲－台北 中華航空 CI131 千歲空港 14:20 桃園機場 18:05 
 

參觀景點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拍照   ▲行車經過   ●特殊交通   ⊕世界遺產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  千歲／SAPPORO 啤酒北海道工場見學~特別安排試飲

／支芴湖／登別溫泉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北海道班機前往北海道－千歲。 

新千歲機場，是北海道的國際航線和國內航線的主要機場，是日本北方的空中大門。 

★【SAPPORO 啤酒公司】SAPPORO 啤酒公司的工廠就建在一大片寬廣的草地上，除了啤酒的原

料，如：大麥、啤酒花外，隨著參觀路線前進，還可以看到啤酒製作的各個步驟、設備，對整座工

廠的規模也更加了解。在參觀的過程中，還可以在密封的罐子裡看到一些小示範和測驗，讓參觀的

遊客們對啤酒的製造過程更加了解，非常愉快地學習到許多啤酒生產的小知識。 

★【支芴湖】位於北海道西南部千歲市西部的支笏湖，是 4 萬多年前火山爆發形成的破火山口湖。

最深處達 363 米，是日本第二深湖。這個透明度達 25 米的貧營養湖冬天不會結冰，是有名的北

部界限的不凍湖。 

今晚住宿於北海道人氣第一天然溫泉鄉【登別溫泉】，充分享受泡湯樂趣。您亦可自由穿著浴衣在

登別溫泉街內散步逛街，有居酒屋、超商、拉麵店和當地特色土產店...等，感受特有的北國溫泉鄉

風情；登別溫泉出泉量是日本前三名，更是日本少數擁有傳統熱鬧溫泉街氣氛的溫泉聖地。 

早：溫暖的家／午：機上精緻套餐／ 

晚：豪華溫泉宴會自助餐 +帝王蟹、松葉蟹吃到飽 +現煎牛排 +精緻生魚片 +現烤北

海道干貝 +甘美甜蝦無限享用 +DIY 創作自已喜愛的無敵生猛海鮮蓋飯  

宿：登別馬可波羅  

 

第二天 飯店／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城堡水族館、國王企鵝遊行、海獅表演、海豚表

演／贈送美味昆布糖~180 度圓頂天幕~北海道昆布會館／函館歷史廣場～金

森倉庫群~洋物館、明治郵便局、幸福之鐘、西波止場／星狀碉堡~米其林「綠

色指南」二星景點~五稜郭公園／搭乘纜車~函館山千萬夜景~米其林三星景點

／湯之川溫泉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是以生命誕生的泉源「海洋」為主題的主題樂園。位於設施中心部份的

美麗城「尼克斯城」是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所建造出的 4 層樓高的水族館，館內有高達 8 公尺的廣

角大型水槽、「水晶塔」以及北海道的第一個水中隧道「AQUA 隧道」，在此您可以親身體驗在海中

散步的感覺。另外，從 2F 到 4F 挑高空間的手扶梯，可以欣賞在大型水槽裡悠遊的魚群。城的四周

都是北歐式的街景，還可以看到可愛的海豚精采的表演、國王企鵝遊行、街頭藝人演出等。 

★【北海道昆布會館】昆布可以說是北海道代表性的物產之一；冬天鄂霍次克海的流冰及寒潮流

向南邊，帶來了豐富的營養供給海底的動植物成長所需，函館附近海域的昆布在此天然環境下成長，

既營養又好吃，館內介紹昆布的成長、採收、各式產品的製作過程，還有屋頂式大銀幕電影介紹，

讓您立刻瞭解昆布的一切。 

★【金森倉庫群】明治時代末期，函館最早被用來當作營業用倉庫的紅磚倉庫群，保留原有外觀的

質樸風貌稍加改裝的五棟倉庫，搖身一變成為了餐廳、 啤酒酒吧、精品商店。其中有一家是以每

天都慶祝聖誕節為概念的「函館聖誕廣場」，是最受歡迎的商店。還有歐洲各地手工製作的填充玩



偶的手工藝 精品店以及維多利亞風的美食小吃。 

★【西波止場】進駐了許多記念品店和餐廳，一邊眺望函館異國港都的美色，一邊享用美食料理，

因此，漸漸成為函館頗具知名度的新景點。函館很有人氣的「長谷川商店」(Seicomart 便利商店)

港店的「烤雞肉串便當」，以及「幸運小丑」漢堡店的港本店，在西波止場附近全看的到。 

★【明治館】於明治 44 年建造，前身為舊函館郵局。是函館第 1 號的郵局，使用到昭和 37 年止。

在此之後，為了再造函館明治館的風潮，於昭和 58 年，與當地的工藝家和工會共同攜手建造了「協

同工會廣場」，用展新、感性，為訴求再出發。現在已經成為北海道的手工藝術品和玻璃製品、音

樂音盒等等銷售和體驗工作坊，並且有輕鬆自助的咖啡廳等等的觀光購物館。 

⊕【五稜郭公園】五稜郭以造型非常獨特的星狀碉堡聞名，明治維新時期支持幕府人士，抵抗天皇

軍隊最後一站（箱館戰爭 1868~1869 年）的發生地點，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中佔有重要地位。 

●【函館山夜景】特別安排搭乘【單趟纜車】受惠於兩側為海的地形之利，站在函館山的山頂即可

飽覽與義大利拿坡里（那不勒斯）、香港並稱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宛如寶石般璀璨動人的函館夜景，

美的讓人無法用筆墨形容，絕對實至名歸，讓您值回票價。 

※函館千萬夜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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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住宿於道南最大的溫泉地、擁有 300 年以上的歷史的【湯之川溫泉】，自古以來這裡一直是北

海道最繁榮的溫泉地。 

早：飯店內享用／午：日式壽喜燒火鍋自助餐或日式黑豚涮涮鍋／晚：飯店內迎賓料理自助餐 宿：函館平成館 

 

第三天 飯店／歐風庭園～聖母戒律資料館、手工精品~聖女修道院／體驗異國朝市風

情、網羅北海道新鮮海味、獨一無二道產珍饈~函館朝市／日本三景之ㄧ~大小

沼國定公園~月見橋／昭和新山~感受大自然的脈動／洞爺湖環湖道路~洞爺湖

展望台／登別溫泉~自由夜訪登別極樂通商店街~極樂通閻魔王變臉秀 
★【聖女修道院】法國派遣 8 名修道女來此傳道時所建的女子修道院；洋溢著濃郁的歐洲氣息。 

★【函館朝市】北海道觀光的玄關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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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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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逛周邊的巷子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大小沼國定公園】此為道南唯一的國定公園，也是新日本三景之一，素有北國的輕井澤之稱。

美景天成的大小沼國立公園，湖畔林木美輪美奐，兩湖之間以月見橋相連，秀峰駒岳倒映湖面美不

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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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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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爺湖展望台】在數萬年前火山爆發後，形成周圍約 36.5 公里的火口湖。湖上有大島、觀音

島、弁天島、饅頭島等湖中島，一覽洞爺湖的全貌為你此行留下美麗的倩影。 

★【登別極樂通商店街】溫泉街的兩旁商店, 賣著各式各樣的傳統工藝品和伴手禮，你可於此選購

一些小禮物，送給心愛的另一半或是家人。 

★【閻魔堂變臉秀】每天有六場地獄的審判表演，由原本溫和的表情瞬間轉換成兇惡的表情，吸引

不少的觀光客駐足圍觀，人氣指數百分百。 

今晚住宿於北海道人氣第一天然溫泉鄉【登別溫泉】，充分享受泡湯樂趣。您亦可自由穿著浴衣在

登別溫泉街內散步逛街，有居酒屋、超商、拉麵店和當地特色土產店...等，感受特有的北國溫泉鄉

風情；登別溫泉出泉量是日本前三名，更是日本少數擁有傳統熱鬧溫泉街氣氛的溫泉聖地。 

早：飯店內享用／午：大沼和風海鮮鍋  或日式風味料理／晚：飯店內迎賓料理自助餐 宿：登別  雅亭  同級  

 

第四天 飯店／全日本最古老的薰衣草田~富良野富田農場~贈送薰衣草冰淇淋／四季

彩之丘／美瑛拼布之路～著名廣告拍攝地(途經)／免稅店／札幌大通公園／

札幌市區觀光~日本現存最古老的鐘樓～時計台及國家重要文化財產～舊道廳

(途經)／札幌市的地標**浪漫加贈-札幌電視塔欣賞札幌夜景**／特別安排自

由夜訪北海道最繁華商圈札幌－UNIQLO-大丸百貨公司－巴而可百貨公司 



★【富田農場】為北海道最先驅的花田之一。原僅栽種薰衣草的富田農場在主人的精心打理下漸漸

地成為今日所見的彩虹花海。薰衣草以外，來到這裡您還可以看到法國金盞花，罌粟花，羽扁豆花

等多種花朵競艷，景觀讓人難忘。 

★【四季彩之丘】廣達 7 頃的展望花田位於美瑛町美麗的丘陵地上，擁有極佳的眺望景觀，園中

種植了數十種花卉，所以由春季到秋季，山丘上都會呈現出不同的顏色，美麗奪目。站在山丘上，

深呼吸享受微風中飄來的陣陣花香，欣賞色彩鮮豔的花朵的同時，您還可以眺望遠峰壯闊的十勝岳

山脈,景色令人難忘。 

▲【拼布之路】(途經)放眼望去，只見一望無際的耕地在眼前平緩地展開，純白的馬鈴薯花田、綠

油油的麥田所形成的各種色彩的田園，簡直就像大自然的拼布圖一般，碩大之美的田園風情，讓您

置身於歐洲之感。 

★【免稅店】有馳名豐富的物產供您選購，不妨於此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添購伴手禮。 

★【大通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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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樹和槐樹，還有許多花壇。聳立著各種商社、金融機構大樓和

北海道政府大樓，南面是大規模的地下商業街，熱鬧非凡，冬天則以照明的彩燈裝飾著。 

▲【時計台】(途經) 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鐘樓，是一個美式的二層木造樓房，鐘樓在屋頂，自西元

1881 年至今為札幌市民報時已經超過 120 年，現在札幌市民還 是可依時聽到時計台鐘響喔。 

▲【舊道廳】(途經)在明治 21 年所築巴洛克型式的美國風味洋樓，原是北海道開拓時期的最高行政

中心，現在成為遊人如織的古蹟，也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 

★【札幌電視塔】從 3 樓搭乘電梯到塔高 90.38 公尺的展望台，大約 60 秒。在展望台裡，放眼望

去不僅可以清楚看到各種市民活動與國際活動一年到頭舉辦、四季花草盛開的大通公園景緻，更可

親眼遙望由遠方的日本海和雄偉的石狩平原作為背景的札幌市全區，立體的呈現在眼前。 
PS.  札幌電視塔為本公司特別加贈行程，如遇設備定檢、公休，不另退費，敬請諸位貴賓體恤。  

今晚住宿於札幌，您可自由前往頗負盛名又熱鬧的【狸小路】逛街，這裡約有 130 年悠久歷史，

從服飾店、土產店市場到飲食店共有 200 多家，每家店都各有特色。 

早：飯店內享用／午：園區內自助餐 +哈密瓜吃到飽／晚：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宿：札幌京王  

第五天 飯店／北海道總鎮守～北海道神宮／購物天堂~三井OUTLET購物廣場／千歲

台北  
★【北海道神宮】為明治 2 (1869) 年 9 月 1 日，奉明治天皇的詔令而創建，為北海道守護神、開

拓之神的祭祀之處。北海道神宮原先為札幌神社，而於昭和 39 (1964)年時，因為增祀明治天皇而改

名為北海道神宮，之後即成為北海道名副其實的「總鎮守」（總守護神）而受到大家的崇敬。 

★【三井 OUTLET 購物廣場】諸多國內外知名品牌，共有 128 家店鋪進駐與此，具體有女裝、男

裝、童裝以及運動和戶外用品、時尚用品、生活用品等。此外，容納 650 個席位的大型美食街，以

及彙集豐富名產和當地農產品的“北海道本地農場樂園”，受到了本地顧客和觀光客的青睞。 

搭乘專車前往千歲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北海道班機回到台北，結束豐富又多采多姿的北海道五日之

旅。 

早：飯店內享用／午：方便購物，敬請自理／晚：溫暖的家 宿：溫暖的家 
 

富良野賞花情報： 
6 月：薰衣草、鬱金香、魯冰花、德國鳶尾花、罌粟花、玫瑰、黃芥子花、馬鈴薯花、 日本玫瑰、法國金盞花、
向日葵、 鼠尾草 
7 月：薰衣草、罌粟花、玫瑰、黃芥子花、馬鈴薯花、 日本玫瑰、法國金盞花、向日葵、 鼠尾草 
8 月：薰衣草、 日本玫瑰、法國金盞花、向日葵、 鼠尾草、大波斯菊、醉蝶花 
注意事項 
※賞花行程為大自然景象，會因當年季節、氣候與溫度的關係而產生影響，觀光景點亦需隨之調整。故本公司所有
賞花行程日期均以去年觀賞時段為參考依據，並無法保證花開的程度，敬請見諒！  
1.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有所調整，如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正確航班起降時間及降落城市、住宿
飯店及行程內容之 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2.行程內容及順序，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餐廳客滿或休業日，本公司保有餐食彈性調整之權利，將以當地旅行社及導遊所安排
為主。 
3.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不另外退費。 
4.團體機位無法指定座位；特殊餐食及需求請提早告知客服人員，以便作業；商務艙座位有需求著須自行負擔商務艙費用，名額有限，
以事先需求者為先。 
繳交訂金後，本公司將依觀光局所規定之【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精神保障您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