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戀北海道 5 日(含稅、函館/函館) 

出發日期.售價:12/16、12/23、12/24   28,900 元 

12/21、12/22   29,900 元 
行程特色 

 
★北海道冬季點燈閃亮亮及祭典活動日期一覽★ 

◆【札幌白色燈樹節：預計 2018年 11 月 22 日－2019年 03月 14 日】◆ 

＊北海道冬季點燈及祭典活動，以上日期時間僅供參考，可能因天候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下有變動或取消的可能，詳細內容

敬請以現場為主。 

 



 

◆【函館聖誕嘉年華：預計 2018年 12 月 01 日-12月 25 日】◆ 

＊北海道冬季點燈及祭典活動，以上日期時間僅供參考，可能因天候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下有變動或取消的可能，詳細內容

敬請以現場為主。 

 
 

★【保證入住一晚溫泉飯店～舒緩身心～溫泉之夜】★ 

『登別溫泉』 

自然湧出量每天達一萬噸，溫度為 45℃-90℃的高溫，而且含有 11 種的豐富泉質因而被稱為溫泉百貨公司，自古即用來

療養傷病，更被視為消除疲勞或是養身的地方。 

 
 

★【保證入住一晚札幌～EMISIA飯店】★ 



 
 

★【特別安排～貼心企劃】★ 

『搭乘函館山空中纜車【含往返各一次】～函館千萬鑽石夜景【北海道三大夜景之一】』 

 
 

『小樽市浪漫遊【小樽運河、北一硝子館、歐風蒸氣鐘、小樽音樂盒堂】～★贈人氣商品不思議泡芙每人一只』 



 
 

★【最佳嚴選～美味佳餚】★ 

雙螃蟹（帝王蟹+長腳蟹）自助餐吃到飽 

 
 

◆【行程備註說明】◆ 

＊全程二人一室，保障您旅遊的品質。 

＊全程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冬季】：依每年天候因素影響，冬季降雪狀況無法完全掌握，全看您和白雪的緣份，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

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會稍作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

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網頁所顯現之分級，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並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

間數個訂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客觀綜合分級，且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不同，難以單一網頁所載資訊做為最終評

鑑，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年 6 月(2012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實

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特別說明】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

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

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

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特別說明】有關飛機上之特殊餐食(例如：兒童餐、素食餐...等)，請於航班起飛時間 2個工作日前向您的業務員提

出需求，航班起飛 2個工作日以內(包含機場 CHECK-IN手續時)，因航空公司作業因素，恕無法接受變更，敬請瞭解。 

★【特別說明】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走道或窗位，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

敬請瞭解。 

 

每日行程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搭乘高速纜車登上函館山～欣賞「北海道三大夜景之一」★  

台北 北海道函館機場→五稜郭公園→★搭乘函館山空中纜車【含往返各一次】～函館千萬鑽石夜景【北海道

三大夜景之一】 

帶著輕鬆的心情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直接飛往北海道門戶函館機場。 

 

●【五稜郭公園】1864年武田三郎花十年的歲月完成，是日本非常稀有的西洋式城堡，並且為幕末箱館戰爭的終

結地，春天更是函館著名的櫻花聖地，盛開時像花海一般，是道南最著名的櫻花名所之一。 

 

特別安排前往搭乘 ★【函館山空中纜車】，到函館山上，欣賞●【函館夜景】，函館為北海道三大夜景之一，亦

是北海道最早開發及最南端都市。每當華燈初上之際，函館市內亮起的平凡街道燈光，從標高 334公尺的函館山

上的觀覽台望去，仿如美麗耀眼的蝴蝶，閃亮地飛翔在日本海上，景緻迷人被稱為北海道三大名夜景之一。 

 

＊＊＊【特別說明】＊＊＊ 

＊如遇函館空中纜車年度維修【可參考景點連結】、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搭乘時，則改搭巴士上山，

且每人退費團體料金大人(含佔床小孩)1000 日幣、不佔床小孩 500日幣、嬰兒不退費。(若因天候或路況限制以

致巴士也無法上山，在安全優先考量下，僅退費不上山賞景，敬請見諒) 

景 點：函館山空中纜車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精緻餐食  晚餐／飯店內總匯自助餐  

旅 館：函館湯之川  IMAGINE HOTEL & RESORT  或同級 

第 2

天 

★歐風洋溢的清修之地：函館百年女子修道院★  

函館傳統朝市→百年女子修道院→金森倉庫群～明治館～海鮮市場（波止場）→大沼國定公園～大沼湖畔→支芴

洞爺國立公園～支芴湖～全日本第二深的湖泊 

前往北海道三大傳統市場之一●【函館傳統朝市】，從最富活力的市場體會北國的庶民風情，北海道豐富物產網

羅齊全。 

 

●【百年女子修道院】建於西元 1898年，位於函館市的外圍，靠近湯川溫泉，是在明治十三年，法國派遣八名修

女來此傳道時所建的女子修道院，修道院及其庭園構成洋溢著濃郁的歐洲氣息，院內有資料展示室，展示當年修

女傳道的生涯事蹟。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金森倉庫群】此為明治時代的紅磚倉庫，現在這些倉庫都已改為商店或休閒咖啡廳。 

 

●【明治館】由函館郵便局改建於 1911年，木製窗框和地板都保有當時建築原貌。館內可欣賞世界各地音樂盒，

或在玻璃工房觀賞製作玻璃製品過程。 

 

●【大沼國定公園】遊覽，有北國輕井澤之稱，湖上計有 126個浮島，由 18 座橋連結各島，倒映在大沼湖面的駒

之岳，是日本新三景之一；這裡還是原生林和野鳥的寶庫，一年四季景致充滿變化，讓您在絕美的湖光山色中享

受片刻寧靜。 

 

●【支芴湖】是日本僅次於田澤湖之第二深的美麗湖泊，是一個約在 3萬 2千年前因為火山爆發，直到 9千年前

左右才形成的火山口湖。四周約有 42公里，最大深度為 363公尺，透明度達 25.3公尺，平均最高水溫只有 3.6

度，同時亦為眾所皆知日本水溫最低且最北方的不凍湖。 

景 點：大沼國定公園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飯店內晚餐  

旅 館：苫小牧  WING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 3

天 

★北海道最浪漫景點之一：小樽運河★  

小樽市浪漫遊【小樽運河、北一硝子館、歐風蒸氣鐘、小樽音樂盒堂】～★贈人氣商品不思議泡芙每人一只→免

稅店→札幌市內觀光【路經時計台、舊道廳】→大通公園→◆札幌白色燈樹節【預計 2018 年 11 月 22 日－2019

年 03 月 14 日】→特別安排前往貍小路商店街自由購物 

●【小樽運河】參觀，在此可與家人朋友漫步於古老運河街道裡，周圍並排著明治時代開始，由紅磚灰瓦所建造

的倉庫群，運河旁寧靜中飄流著悠悠氣息。 

 

以玻璃工房盛名，得獎常勝軍的●【北一硝子館】參觀精緻多樣的玻璃藝術工藝。 

 

●【歐風蒸汽鐘】是與加拿大溫哥華市內觀光勝地【Gastown】的蒸氣時鐘同型，於 1977年由加拿大著名鐘錶工

匠以青銅打造，蒸氣鐘是電動式時鐘，以電腦控制讓鍋爐沸騰產生蒸氣。每小時整點報時之外，每隔 15分鐘以

蒸氣奏出 5個音階旋律；位於小樽音樂盒堂前，充滿古典歷史風味的蒸氣鐘，成了拍照留念的最佳景點。 

 

●【小樽音樂盒堂】展示千種以上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音樂盒，讓您環繞在幽美節奏裡。 

 

●【免稅店】購物，豐富的北海道物產與親切的中文服務，您可自由選購。(停留時間約一小時) 

 

路經札幌市區最知名的景點◆【時計台】與建於明治 21年，北海道第一座美國風味建築的政府所在地◆【北海

道舊道廳】。 

 

●【大通公園】全長 1500 公尺、寬 105公尺，它不僅是市民及遊客遊憩的好場所，亦是一年四季各種熱門活動

的主要場地 

 

★【札幌白色燈樹節】：分三個區域 

大通公園：日期預計 2018 年 11月 22日－2018年 12 月 25 日 

札幌站前大道：日期預計 2018 年 11月 22日－2019年 02月 11日 

南一條大道：日期預計 2018年 11月 22 日－2019年 03月 14日 

在這期間從 JR札幌站到市中心的大通公園道路，從下午的四點半到晚上十點道路兩旁的樹木被 37万個美麗的小



燈泡裝飾的璀璨迷離各式各樣主題的燈飾，光之森、針葉樹、宇宙的領域、雪人、、您將置身于光的幻影、迷醉

在流光溢彩的札幌之夜！札幌白色燈樹節您絕不能錯過。 

 

特別安排前往札幌最熱鬧的傳統商店街●【貍小路】自由逛街購物，感受北國夜生活的熱鬧風情。 

 

＊＊＊【特別說明】＊＊＊ 

＊北海道冬季點燈及祭典活動，以上日期時間僅供參考，區域以領隊當日操作狀況為主，可能因天候或不可抗力

之因素下有變動或取消的可能，詳細內容敬請以現場為主。 

景 點：小樽音樂盒博物館 、札幌觀光案內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旅 館：★保證入住札幌  EMISIA 飯店【客室 WIFI免費】   

第 4

天 

★保證入住登別溫泉區～享受日本出泉量前三名★  

北海道神宮→北海道 OUTLET 購物廣場【札幌北廣島三井暢貨園區】→入住登別溫泉鄉、傳統溫泉商店街～溫

泉之夜～極樂通閻魔王變臉秀→★特別安排雙螃蟹（帝王蟹+長腳蟹）自助餐吃到飽 

●【北海道神宮】明治 2 (1869) 年 9月 1 日，奉明治天皇的詔令，創建北海道神宮，北海道神宮為北海道守護

神、開拓之神的祭祀之處。此後，第二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將來自東京神祇官的開拓三神之靈位奉戴至此，以

船運送至北海道。再從箱館(現在的函館)由開拓判官島義勇將靈位親自背負至札幌，於明治 3 (1870)年 5月，在

札幌市北 5條東一丁目建立了一座神殿，然後於明治 4(1871) 年 5 月定名為札幌神社，同一年的 9月，將其供奉

在現在的圓山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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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日本人的崇敬。 

 

●【札幌北廣島三井暢貨園區】，這裡網羅了近 130家世界一流品牌，有女裝、男裝、童裝以及運動和戶外、時

尚、生活用品等。此外，還有容納 650個席位的大型美食街，彙集豐富名產和當地農產品的“北海道本地農場樂

園”，提供您新型態的購物環境。 

 

今晚夜宿登別溫泉鄉，晚餐過後，您可自由前往●【登別溫泉街】內散步，在極樂通內有個招牌景點●【閻魔

堂】，每晚有特別的閻羅王變臉秀，您可盡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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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 

＊如遇三井 OUTLET 購物廣場年度休園或班機時間關係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下無法前往時，則改至 RERA購物中

心。 

＊閻羅王變臉秀表演有時會因大雪等氣候因素或基於安全因素等關係而停止表演。 

景 點：登別溫泉街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雙螃蟹（帝王蟹+長腳蟹）自助餐吃到飽  

旅 館：★保證入住登別溫泉鄉  馬可波羅 溫泉飯店【客室 WIFI免費】   

第 5

天 登別地獄谷→北海道函館機場 台北 

●【登別地獄谷】位於登別溫泉街的東北側，是火山爆發後由融岩所行成的一個奇形詭異的谷地，無數的噴氣孔



噴出天然瓦斯及熱水，為登別最大之泉源，依地點不同，湧出之水質亦不相同，可達 11 種之多，雖然無法靠近

其中心部，但在周圍設有約 600 公尺的徒步走道，可讓您就近參觀。 

 

專車續往函館空港搭乘客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這次豐富的北海道之旅。 

餐 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北海道和風料理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備註  

１．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２．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如遇特殊情況如船、

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諒解。 

３．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４．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如有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 

５．本行程先已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需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６．此航班為包機操作，付訂金後因故需取消者，則需付訂金全額及實際產生的費用敬請見諒！！ 

７．此行程因出發日不同將有價格差異,實際售價請以當團售價為主 

８．飛機上之座位安排為航空公司之作業，無法盡如人意，但可於飛機上與同團之其他團員協調對換。 

９．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1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領隊服務。 

 

※本報價僅適用於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床少有一張大床情形,大床房型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日本房型除和式房外~少有 3人房型，如需加床團體三人房可能會是~ 

  1.一大床+一行軍床 或 

  2.二小床+一行軍床 或 

  3.一大床+一小床~可做需求但不保證會有~會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4.(若無需求到三人房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敬請見諒！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12/16 日 長榮航空 BR138   桃園機場  11:05  函館機場 2018/12/16 15:35  

2018/12/20 四 長榮航空 BR137   函館機場  16:50  桃園機場 2018/12/20 20:30  

     

脫隊規定 

【長榮航空公司】 

一.  １．單程加價升等商務艙(D艙)；團體機位只接受單程加價升等商務艙。 

**** 如需加價升等需由長榮航空公司依機位狀況作業及報價！敬請悉知～謝謝。****  

 

 

二. 團體加價升等商務艙規定如下： 

     １．提供貴賓室服務 

     ２．行李公斤數 40公斤 

     ３．無法累計哩程數 

           

三. 其它 

     １．日本線團體票不可延回，如需要請自行訂立個人機票。 

     ２．嬰兒之定義為回程未滿兩歲者，若去程未滿兩歲而回程滿兩歲，不適用嬰兒價錢須另外詢價，請洽您的業務，

謝謝。 

 

    ** ** ** 北海道(千歲或函館)機票，一經開立機皆無法辦理退票** ** ** 

※2018年 6月 30日~7 月 04 日出發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2018年 6月 30日~7 月 05 日(沖繩)出發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得辦理退票。 

 

※團體票無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座位不一定能相鄰，敬請見諒！ 

 

★依航空公司之規定，每人可免費托運一件３０公斤內之行李，指甲刀、剪刀等刀具類，請置放於大行李箱，請勿置放貴

重值錢之物品及相機等易受損之物件於欲托運之行李內。建議除托運行李外，另帶一件手提行李，以便置放隨身貴重物品

等。因飛航安全問題，目前航空公司要求旅客個別托運自己的行李，請依領隊說明至指定櫃檯托運（乳液狀物品若帶上飛

機，每瓶只能 100CC，且需置放在透明夾鍊袋內，建議置放於拖運行李中就沒限制；若要攜帶手機及電器用品的鋰電池，

請置放於隨身包包中，不能置放於托運行李中）。 

   

•• 保險 ••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歲或 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 

   

小費 

公司建議: 

      日本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250元 

      琉球團導遊、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300元 

      床頭無須放置小費，房間吧台上零食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 

      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電話 

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從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電壓時差 

《電壓》 

 日本的家庭電源是 100伏特 AC，但是頻率卻有兩種。日本的東部地區的頻率為 50 赫茲，日 本的西部地區的頻率為 60

赫茲 

 各大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 100伏特和 220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一般只能夠插入雙腳插頭 

 （大多數與台灣插孔相類似） 

 P.S 不要求三孔插座的美國電器用品可以在日本使用 

 

《時差》 

 日本全國同屬一個時區，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9 小時，台灣時刻+1小時 

 P.S 日本不實行夏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