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 月 17 日                 團費／每人 NT45,0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韓國偶像劇 IRIS 外景拍攝景點 :田澤湖～達子像。 

 中尊寺：從山寺本堂前面或站在如法堂往下望，可以看見深淺不一的紅葉，披染在遠方的山頭，

以及腳下的谷地，點綴其間的還有低矮的民家，景色極為優美。 

 十和田湖：美不勝收的湖光山色；山嵐景色倒映在青藍的湖面上，景色優美絕倫。贈送搭乘遊

覽船。 

 田澤湖：號稱日本最深的湖泊，是透明潔淨度相當高的湖泊，因此在天晴時，湖面為湛藍色的，

湖中金黃色辰子的銅像，姿容妖豔。 

 位於角館和田澤湖間的抱返溪谷，可是東北人的私房景點、秘密後花園，夏天新綠、秋天紅葉

美景，也是東北名物之一。 

 前往被稱為《天然紀念品》的猊鼻溪，從栗駒山到盤井川的中游，搭乘小船聽著船家吟唱，在

綿延約二公里沿路上展開了一連串的自然藝術品的饗宴。 

 松島：日本最美的三景之一，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日本人俗稱之為八百八島，或許

是因為這些峭立的小島上有松，所以此地稱為松島。 

 帶領您前往參觀青森縣最有名的蘋果園，並贈送每人乙顆當季香甜蘋果。註：適逢果園未開放

或季節因素，採摘蘋果行程變更為招待季節水果，敬請理解。 

 住宿東北地區著名溫泉酒店：花卷溫泉集團，花卷溫泉／湯瀨溫泉姬之湯或八幡平皇家溫泉酒



店／十和田湖 

 風味餐食：花卷溫泉酒店內享用豪華自助晚餐／湯瀨溫泉姬之湯溫泉旅館，提供俱有當地特色

的圍爐(irori)料理。 

 註：預定楓葉期間，遇天候因素影響(下雨、颱風、氣溫........)其楓紅程度將無法確切掌握，敬請見諒。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時間 抵達地/時間 

去程 中華航空 CI7716 高雄機場 / 12:05 花卷機場 / 16:45 

回程 中華航空 CI103 成田(東京)機場 / 13:15 高雄機場 / 16:20 

  
高雄小港機場／花卷空港～東北溫泉鄉～花卷溫泉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東北地區～花卷。

 

沿著奧羽山脈溪谷湧出的花卷溫泉鄉，擁有六個具有個性且特色豐富的旅館與飯店。領地內有玫瑰

園與石碑，是適合散步的環境；溫泉種類眾多，可依喜好選擇，為吸引遊客之處；有東北數一數二

的規模及以其舒適設備自誇的溫泉，還有自古便以湯治場大受歡迎的鄉土溫泉等，各有其獨特的風

情。 

餐食：（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飯店內綜合自助餐 或 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花卷溫泉  或  千秋閣  或  紅葉館  或同級旅館 

 

角館～柳家武家屋敷～抱返溪谷(紅葉)～田澤湖(日本第一深湖泊)～辰子之像～

湯瀨溫泉 

上午驅車前往有《陸奧小京都》之稱的角館町參觀，保有武家宅邸和古老城鎮容貌，並前往佔地約

敷家武士的 2～3 倍，於青柳家參觀有 2、3 百年前武士住家的各種建築古木屋，而武家屋敷是江戶

時代築城武士的代表建築之一，保存原來的風貌，可了解日本武家文化，在昭和 51 年(西元 1976

年)被選定為國家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位於角館和田澤湖間的抱返溪谷，可是東北人的私房景點、秘密後花園，夏天新綠、秋天紅葉美景，

也是東北名物之一。註：抱返溪谷除了是東北著名賞楓景點外，一年四季涼爽，適合健行及做森林

浴，其特殊景觀的溪景，值得您細細品味；唯紅葉季節需視氣候狀況而定，敬請理解。 

 

續前往日本最大深度 423.4 米的田澤湖，周長約為 20 公里，此湖幾乎成圓形，周圍延綿山峰湖水

碧綠蕩漾、清澈見底，那深藍湖水神秘之美，正是田澤湖的魅力所在。駐立著西岸的湖面，即是所

謂傳說中的《辰子姬像》。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飯店內料理 

 住宿： 湯瀨溫泉姬之湯飯店  或同級旅館



 
鹿角鄉土館 DIY 米棒～果園採摘香甜蘋果～精彩楓紀行～奧入瀨溪流散策～十和

田湖～十和田湖贈送遊船 

早餐後，驅車前往鹿角觀光鄉土館體驗親自 DIY 米棒，嚐試當地的風味小點。 

隨後，帶領您前往參觀青森縣最有名的蘋果園，並贈送每人乙顆當季香甜蘋果。註：適逢果園未

開放或季節因素，採摘蘋果行程變更為招待季節水果，敬請理解。 

驅車前往十和田湖，十和田湖位於青森縣和秋田縣邊界上海拔 400 米的山上，是雙層破火山口湖，

為大噴火時出現的噴火口陷沒後所形成。水深約 327 米，在日本居第三位，透明度也很高，可以清

楚地見到 10 米深處。春來一片新綠，秋天滿山紅葉，冬有北國雪景，碧綠清澈的湖水映出這些各

具特色的四季應時的自然風貌，充滿了神秘美。 

周圍設有 4 個瞭望台，可以從各種角度欣賞十和田湖的湖光水色。從兼作巴士終點站的休屋到奧入

瀨溪流的入口處～子之口，以及垂釣愛好者群集的宇樽部，遊人會享受到另一種自然美。另外，休

屋周圍建有各種設施，有野營地、十和田遊客中心、十和田湖淡水魚水族館等。從休屋稍往前走，

有詩人兼雕刻家高村光太郎的遺世之作少女像，還有據傳是建於 9 世紀的十和田神社等景點。 

奧入瀨溪流由橫跨青森與秋田之間的十和田湖的子之口流出，汨汨迤邐而下綿延 14 公里，穿梭在

綠葉、亂石與枯木之間，淙淙的溪流變化多端，隨著四季的轉換，呈現出不同的極致美景，每一個

角度都是溪流之美的代表作。 

由燒山起到子之口之間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名勝，最精華的路段是由石戶到子之口之間的 9 公里。走

完全程需要 3 個多小時的時間。沿途大約有 20 個大大小小不同風貌的瀑布與激流，所以其步道又

被稱為《瀑布街道》，其中以銚子瀑布最大也最具代表性。悠閒地漫步在這靜謐的溪谷中，眺著由

各種顏色交織而成的景色與清澈見底的溪流，頓時讓人忘了時間忘了所有的一切，只記得當下。註：

因時間及天候因素，僅選擇安排一小段散步體驗，敬請理解。 

十和田湖是東北的最著名的美麗湖泊，位於海拔 440 米的山上，周長共有 44 公里。湖最深的地方

深達 327 米，透明度高為其主要的特色。安排貴賓搭乘遊船，欣賞岸邊斷崖，陡峭得好像岸上的樹

木都要落到湖裡似的。遊覽湖光山色，不愧為東北名勝。註：奧入瀨溪及十和田湖除了是東北著名

賞楓景點外，一年四季皆有非常值得您觀看的景緻，紅葉季節需視氣候狀況而定。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會席料理 或 自助餐 

住宿：十和田莊旅館  或  十和田觀光溫泉旅館  或同級旅館 

 

十和田湖～中尊寺散步山道～猊鼻溪(船伕吟唱民謠)～嚴美溪～仙台市區 

上午先安排往中尊寺，原本建於嘉祥 3 年(西元 850 年)，到了藤原是第一代藤原清衡的時候，把整

個中尊寺改頭換面，於西元 1105 年，在杉木林中建了廣闊華麗的殿堂，使中尊寺擁有 40 多座院舍

殿堂，不過後來受到戰火波及，最初原始的院舍如今只剩中尊寺本殿汗經藏兩間遊客可以從這兩座

院舍看出當年藤原氏權勢的顯赫。我們將安排從山上散步至山下可參觀延途廟寺。註：不含入金色

堂及覆堂門票。 



續前往被稱為《天然紀念品》的猊鼻溪，從栗駒山到盤井川的中游，在綿延約二公里沿路上展開

了一連串的自然藝術品，巨石經長年急流侵蝕而創造出大大小 48 座瀑布景觀，溪谷也因多樣化的

侵蝕，讓人感受到自然界的嚴苛與柔和。 

 

 

 

嚴美溪蜿蜒兩公里，岩石起伏，瀑布和急流構成了風景勝地。春天可以賞櫻、秋天賞楓，冬天則

可以欣賞水墨畫似的景色。嚴美溪位於岩手縣平泉市外西南方，有《日本第一美溪》之稱，是磐井

川數萬年切割而成的。激烈的水流切割溪谷中的巨石，形成許多地形險峭、線條奇特的岩石。

傍晚抵達仙台市區。仙台車站前是日本東北流行之指標，與東京大阪同步，您可於此開始享受日

本的購物樂趣；仙台車站東口一帶，站前廣場已經竣工，爵士樂等演奏會場、音樂會演奏廳等備受

年輕人歡迎的場所齊全，已成為一個新的仙台的代表形象。

另外，市中心南北延伸的一番町和國分町，上有名的飲食店鱗次櫛比，妝點者仙台的今日；而當

您走進後街一步，又是懷舊情趣十足而充滿溫馨的小巷。這裡有鮮為人知的一盃酒屋和充滿生活氣

息的家常副食菜店、蔬菜店，還有年輕人開的舊衣店和時髦的咖啡店等等，各類店鋪匯聚一堂，呈

現出一派多彩的魅力。註：逛街行程會視實際時間調整，敬請理解。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定食  （晚餐）日式燒烤餐 或 和風自助餐 

住宿： 仙台 假日  或  仙台 BEST WESTERN  或同級旅館 

 

 

鹽釜神社～免稅店～松島遊船～五大堂～東北最大 OUTLET 購物廣場～仙台++JR

新幹線++東京～成田 

早餐後，前往鹽釜神社，當地人尊稱《森山》為山神，因於山上造了此神社，被東北人視為第一

神祇。之後前往免稅店，您可自由選購些贈親友的小禮物。 

 

續往參觀《日本三大景之一》的松島，海岸線彎曲多變，海灣內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日本人

俗稱八百八島，並搭乘遊覽船遊覽灣內景緻，美不勝收。而五大堂由伊達政宗召集日本名工，集合

桃山建築文化精華，再建的由緒之堂，塗滿朱紅的結緣橋，是一個能看到橋下景物的橋，五大堂也

成為松島的象徵物。

續專車前往 OUTLET 購物商場～三井 Outlet Park 仙台港，這裡是 2008 年 9 月才新開幕的大型商場，

也是東北佔地最大的 OUTLET 廣場，擁有 120 間店鋪，包括知名國內外的流行品牌、流行雜貨等

多樣種類，其中還包含 93 間 Outlet 的品牌。此外，位於購物中心入口還設立了摩天輪，讓您可一

覽仙台市區的風景。還有可購買東北專屬商品、伴手禮、鐵路便當等的 MARKET STREET。 

下午安排搭乘 JR 新幹線前往東京。感受日本尖端交通科技，體驗最快時速超越 250 公里的平穩快

感。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逛街~每人發日幣 1000 代金 或 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 成田 MARROAD 飯店  或同級旅館 

 

東京～成田機場／高雄 

今天您可睡到自然醒，或是辦理退房手續，將行李寄放在飯店大廳櫃檯，再出門趁著這少許的時

間，回顧這些天來難忘的回憶及將未購買的物品繼續添足，或在街頭捕捉過往旅人的鏡頭或高聳樓

層在陽光下的餘蔭。 

 

午前返回飯店領取行李，前往機場搭機返回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註 1：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

      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

      準。 

餐食：（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機上餐食   

住宿： 溫暖的家 

 
1.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

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 『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

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

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

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

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

您的不悅與困擾。  

 

  

   

 

5.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

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

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

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

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6. 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考量，

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7.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

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

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8. 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

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

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9.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

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

敬請貴賓們諒解。

10. 日本政府根據法令，規定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凡在日本國內無住所的外國人[在投

宿時，除必須填寫姓名、地址、職業外，還有務必填寫國籍及護照號碼，並出示



影印護照，敬請予以理解協助。 

 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入日本為免簽證。但護照需在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六個月以上。 

 日本政府對入境日本國內之台灣居民，實施免簽証措施規定如下： 

1、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是否在入境當天算起六

個月以上。 

2、赴日目的以觀光、商務、探親等短期停留目的赴日時（以工作之目的赴日時，則不符免

簽証）。 

3、停留期間不得超過 90 日。 

4、出發地、入境地點無特別限定。 

 申請入境日本時須自行舉證符合以下條件： 

1、需持有有效護照。(且在有效期內返回本國或僑居地者) 

2、申請人所提出的入境目的與從事的活動需一致，且須符合日本國的出入國管理及民認定

法(以下稱‘入管法’)所規定的短期停留之停留資格及停留期間。(特別是經常出入日本國

者，以訪問親友為目的等進入日本，須詳盡的說明在日本停留期間的活動相關內容及與親

戚、友人之間的關係) 

3、申請人不曾違反入管法第五條第一項各號之相關法令而被判刑者。(因逾期居留日本被強

制遣返而尚未經一定期間者、違反相關法令被處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是曾入監服刑等

者，有以上拒絕入境相關事由而被日本強制驅離過者) 

★但是，符合上述條件者也並不表示一定可入境日本，敬請留意！相關規定請參考 日本交

流協會網站 各項說明。或電洽 02-2713-8000。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請您務必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若您是現役軍人身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役男是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

義務之男子。 

 本行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持他國護照，請先

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移民署相關規定 ，注意事項第 5 點。 

2014 年 10 月起日本將消耗品列入免稅對象，相關說明如下： 

一、消耗品對象：食品/飲料/藥品/化妝品。 

1. 購買流程： 

買方出示護照》店家製作「購入記錄票」並貼附於護照上》買方於「購入者誓約書」簽名》

將商品封箱或封袋。 

http://www.koryu.or.jp/taipei-tw/
http://www.koryu.or.jp/taipei-tw/
http://www.immigration.gov.tw/np.asp?ctNode=32593&mp=1


2. 限非日本在住居民，於同一店家同一天購物金額達 5000 日幣以上，但不超過 50 萬日幣。 

3. 購入當日起，30 天內須將物品攜帶出境。 

4. 購買紀錄票及封箱、封袋使用方式： 

5. ◎購入記錄票於過日本海關時繳交。  

◎需用膠帶封箱、封袋，離開日本前不可拆封或破損。  

◎箱子外標明物品內容，並用日文標明「離開日本前勿拆封」字樣。  

◎袋子要透明可看到內容物。 

適用免稅店一覽 (貼有 TAX FREE LOGO) 

二、一般品對象：衣服、服飾、鞋類、包包、珠寶、手錶、球具用品、工藝品。 

6. 購買流程： 

買方出示護照》店家製作「購入記錄票」並貼附於護照上》買方於「購入者誓約書」簽名》

將商品封箱或封袋。 

7. 限非日本在住居民，於同一店家同一天購物金額達 10,001 日幣以上(不含稅)。 

8. 購入當日起，六個月內須將物品帶出境。 

9. 購買紀錄票及封箱、封袋使用方式： 

◎購入記錄票於過日本海關時繳交。 

三、免稅手續辦理方法： 

1. 到貼有 TAX FREE LOGO 的商店或百貨公司內指定的免稅櫃檯。 

2. 出示護照（購物時務必隨身攜帶，法律規定不可以隔天辦理） 

3. 填寫購買者誓約書（同一商店一位旅客當日購買一般品金額日幣 10,001 以上，或消耗品日

幣 5001～500,000；一般品及消耗品金額不可以合併計算；也不可以與隔日購買的商品合併

計算）。未含稅金額。 

例：化妝品日幣 4000（消耗品）+衣服日幣 5000（一般品）＝日幣 9000，這樣的組合是不能

免稅的。 

例：鞋子日幣 7000（一般品）+和果子日幣 3500（消耗品）＝日幣 10500，這樣的組合是不

能免稅的。 

4. 消耗品商品須要裝入指定包裝袋。 

5. 出境時須要將購買記錄單黏貼於護照上，一併交給海關人員檢查。 

☆以上說明為目前發佈內容，若有未竟事宜，但以正式官方說明為準（2014/9/26） 

其他旅遊資訊： 

1. 電壓：日本電壓為 100 伏特 AC，不過日本東部地區的頻率為 50 赫茲，西部的京都、大阪、

名古屋 的頻率為 60 赫茲，各大城市的主要飯店都有 100 伏特和 200 伏特的電源插座，但是

一般只能夠插入雙腳插頭。琉球為 100 伏特雙腳插頭。 

2. 時差：比台灣時間快一小時。  

3. 匯率：在國際機場的兌換處或各大銀行及觀光飯店都可兌換貨幣，兌換率每天變動。大部

分銀行在早上 10 時公布當天的美金匯率，其他貨幣的匯率則在 11 時公布，兌換業務持續到

下午 3 時。旅行支票在銀行兌換比較方便，一般商店和餐廳幾乎無法使用旅行支票。機場兌

換處營業時間為 06：30～23：00，銀行的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5：00，星期六、

日和公共假期都關閉。

參考網站：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網站 、台灣銀行網站 

http://www.jnto.go.jp/eng/pdf/shopping/duty_free.pdf
https://www.megabank.com.tw/index.asp
https://ebank.bot.com.tw/NetBank/NNBank/Default.aspx?


4. 電話通訊： 

》國際電話撥打方式： 

˙人在【台灣】打到【日本】，台灣國際碼 002+日本國碼 81+當地電話號碼(去掉最前面的 0)

˙人在【日本】打回【台灣】，日本國際碼 001010+台灣國碼 886+台灣電話號碼(去掉最前面

的 0) 

》市內電話：日本到處都有公用電話，特別是在車站和商業區周圍，共分紅、黃、粉紅和綠

四種顏色。打公共電話可使用 10 日圓和 100 日圓的硬幣以及電話卡。市內電話費為每分鐘

10 日圓，使用預付電話卡是最方便的方法。 

》電話卡：有 500 日圓和 1,000 日圓兩種，1,000 日圓的電話卡可打 105 次 10 日圓的 電話，

大部分的電話亭裡設有電話卡自動售卡機，便利店和車站小賣店亦有販售，在風景名勝地區

亦出售有製作精美的紀念電話卡，雖然價錢會較貴、且所含的單位也較少，但可收藏。 

5. 語言文化：日語，但簡單的英語也能溝通，日文中有不少的漢字，所以用漢字做筆談，也

可溝通。 

 

6. 季節氣候：日本的氣候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北端位於亞寒帶，而最南端屬於亞熱帶，大

部分地區的雨季約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降雨量比其他時期多。春、秋兩季氣候較為涼爽，

需穿外套和薄毛衣。夏季炎熱，以短袖運動服裝等 輕便衣著為主。冬季寒冷，請旅客最好

攜帶輕便大衣、保暖外套或厚毛衣、防滑及防水鞋子等。  

》冬季【12-2 月】，春季【3-5 月】，夏季【6-8 月】，秋季【9-11 月】。 

》參考網站：北海道氣象周間預報 、日本觀光振興機構 、札幌觀光指南

7. 駐日本代表處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館址：20-2, Shirokanedai 5-chome Minato-Ku, Tokyo 108-0071, Japan 

日本東京電話：(03)3280-7811   緊急聯絡電話：080-6552-4764  

日本東京傳真：(03) 3280-7934 

8. 外交部駐外館處  

緊急聯絡專線：001-800-0885-0885 

海外救援 24 小時專線：001+010+886+2-2511-9266 

6. 2015 日本國定假日： 

1/10-12 成人日  

2/11 建國紀念日 

3/20-22 春分  

4/25-5/6 黃金週  

7/18-20 海之日  

8/8-16 中元節 

9/19-23 敬老日、秋分  

10/10-12 體育日 

11/1-3 文化日 

11/21-23 勤勞感謝日 

12/26-1/3 新年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27048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40729 製表 

 

http://weathernews.jp/map/html/hokkaido-area.html
http://www.welcome2japan.hk/index.html
http://www.welcome.city.sapporo.jp/?lang=tw
http://www.taiwanembassy.org/Jp/mp.asp?mp=201
http://www.mofa.gov.tw/defaul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