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賞楓名所～中島公園‧西岡公園‧札幌國際滑雪場(纜車)
體驗~藻岩山纜車夜景‧JR 塔 360 度札幌景色
享受定山溪溫泉泡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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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北海道

中華航空 CI134

13:00-18:15

北海道高雄

中華航空 CI135

19:15-22:50

出發日期‧團費
2019/10/12(六)

NT$59,800 元

◆兩地機場稅兵險、燃油費
◆旅遊綜合責任險。
◆導遊‧司機小費
團費不包含：
◆新辦護照用費 NT 1,400
◆行程中未列出之額外項目：行李、床頭小費等、自費項目、房間服務、飲料、酒水、
電話費、個人行李超重費…等支出
★商務艙報價請電洽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第1 天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高雄／北海道新千歲機場→札幌

CI134

13:00-18:15

▼參考路程：
機場= =(約 1 小時)= =札幌

帶著輕鬆的心情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直接飛往北海道
新千歲機場。抵達後搭乘飯店接駁車前往住宿飯店。
■餐食：（晚）日式餐或涮涮鍋餐
■住宿：PREMIER TSUBAKI HOTEL 札幌 https://tsubaki.premierhotel-group.com/sapporo

第

2

天

札幌→札幌國際滑雪場→二条市場或札幌場外市場→圓山公園‧北海道神
宮→藻岩山纜車

▼參考路程：
札幌= =(約 1 小時)= =札幌國際滑雪場= =(約 1 小時)= =二条市場= =(約 15 分鐘)= =圓山公園‧
北海道神宮= =(約 15 分鐘)= =藻岩山纜車= =(約 15 分鐘)= =飯店

◆【札幌國際滑雪場(紅葉纜車)】(賞楓期間 9 月下旬～10 月中旬)
☆2019 年紅葉祭 9 月 21 日～10 月 14 日
1972 年以札幌冬季奧運會場而建造的「札幌
國際滑雪場」，除了冬季滑雪場以外，也是札
幌知名的賞楓景點。搭乘纜車前往標高 1100m
山頂的 15 分鐘車程，能欣賞到一整面的紅葉
美景。山頂的展望台能 360 度欣賞紅葉，可以
眺望小樽和石狩灣，根據天氣不同還可欣賞到
壯麗的雲海。
◆【二条市場】
有著百年多歷史的集市
據傳二條市場最早是明治初期因石狩浜的漁夫開始在這裏賣新鮮的魚而建立的。過去，在創
成川的對岸，從西 1 丁目到東 2 丁目一帶，魚市櫛比鱗次，後來，又出現了各式各樣店舖，
這一切成為了今日集市的基礎。一個多世紀的歲月流逝，如今，這裏依然作為市民們的廚房
存在著。由於地處街區的中心，地段好，客流多，前來購買蟹、扇貝等北海道特產的遊客使
這裏喧鬧擁擠。此外，在集市內有著“NOREN 橫丁”等雜居樓宇，入駐著很多個性獨特的飲
食店。現在，這裏已成為與圓山、狸小路齊名的人氣美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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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場外市場】
在札幌中央批發市場，每天從全北海道集中了優良的海產品和農產品。場外市場的主街左右
有約 60 家店鋪。集結了販賣著從北海道全域集中的應季新鮮的海產品、優良的農產品的專門
店。使用這些食材的料理被稱為「市場美食」
。另外，還有充分發揮市場食材優勢的飲食店。
這裡是食之王國北海道的食之聖地。
◆【圓山公園】(賞楓期間 10 月中旬～下旬)
這裏原本是明治時期開拓使所建立的樹木試驗場，
後來在明治末到大正時期被改建成公園。
從 10 月中旬開始紅葉與銀杏等就會開始上色，一整
面的紅葉地毯或倒映於湖中的紅葉等，能欣賞到多
樣化的景色。寬廣的公園內，有著被指定為天然紀
念物的圓山原始森林，此外還有圓山棒球場、圓山
運動場、阪下 GROUND 等運動設施，與毗鄰的北海道
神宫以及圓山動物園一起，共同發揮著作為休閒娛樂及體育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公園內還可
以看到訴說著過去的試驗場歷史的杉樹林和高大的連香樹，凝神細看，還能觀察到松鼠以及
野草、野鳥等很多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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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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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岩山纜車】(楓葉期間 10 月中旬～下旬)
札幌市作為繼長崎之後的第 2 位，和第 3 位的神戶市一起被選定為【日本新三大夜景】。
位於札幌市中央的藻岩山，海拔 531 米，是眺望周圍
美麗景色的絕佳觀光景點。藻岩山最有魅力的，還是
從纜車和山頂展望台欣賞到的札幌壯觀的夜景。它也
是以茂密的原始林著稱的一個大自然的寶庫，春季到
秋季有鬱鬱蔥蔥的綠樹和美麗的紅葉，冬季能欣賞銀
裝素裹的美景, 一年四季這裡的遊客都絡繹不絕。
從山頂的展望台，不僅能眺望市區，就連
遠方的日本海石狩灣與增毛暑寒別山脈也
能看得到，景色絕佳。從傍晚到夜間的景
色極其浪漫！市區的夜景就像是鋪滿了發
光的地毯一樣，美得讓人連時間都會忘記
的，尤其是在下坡的纜車上，隨著纜車的
下降，人彷彿被吸入了札幌這座擁有 190
萬人口的城市的夜景中了。

■餐食：（早）飯店內

（午）市場內

（晚）西式特色餐

■住宿：PREMIER TSUBAKI HOTEL 札幌 https://tsubaki.premierhotel-group.com/sapporo

第3 天

札幌→北海道廳舊本廳舍→札幌伏見稻荷神社→西岡公園→定山溪

▼參考路程：
札幌= =(約 10 分鐘)= =北海道廳舊本廳舍= =(約 15 分鐘)= =札幌伏見稻荷神社= = (約 25 分鐘) = =
西岡公園= = (約 45 分鐘) = =定山溪

◆【北海道廳舊本廳舍】
以「紅磚廳舍」的愛稱而聞名的磚結構建築，建於 1888
年，是美國風格的新巴洛克式建築。在現在的新樓建
成之前的約 80 年裏，這幢建築一直擔負著北海道政
府的行政功能。明治時代製造的有翹曲的玻璃、被安
裝在裝飾框裏的防寒雙重門等，到處都讓人感到一種
功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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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伏見稻荷神社】
從京都知名的伏見稻荷大社分支出來，為北海道唯
一的稲荷神社。由 27 個漆成朱紅色的鳥居連結成
的參道，醞釀出莊嚴的氛圍，自山腳處穿越重重鳥
居，邁向本殿過程中，漸漸感到氣氛轉為神聖莊嚴。
在鳥居前方擺著一顆，犧牲自己最喜歡的東西來換
取願望實現的「願望石」。位於本殿右手側祭祀的
「荒魂社」相傳釋放著更強大的能量。
◆【西岡公園】(楓葉期間 10 月中旬～下旬)
水源與森林守護著多種動植物‧人工痕跡稀少的自然的觀察聖地
它以被稱為西岡水源池的蓄水池為中心，由月寒川河及
其上流區域的濕地與森林所組成。水源池原是在明治時
期攔截月寒川河水而建造，以作為舊陸軍的水道設施，
後來，札幌市承繼下來後被修建為公園。除入口處附近
之外，園內的必要建設被限制在最小範圍內，在水流與
綠化充潤的環境中，多種動植物在這裏生息。公園豐沃
的自然環境很適於觀察野鳥與自然生態。
◆【定山溪】(賞楓期間 9 月下旬～10 月中旬)
位於札幌市西南部、豐平川上流溪穀沿線的定山溪溫
泉，與札幌距離一小時，因而被稱爲札幌的“內廳”，
亦有“札幌後花園”之美譽，是一處四面環山的知名
溫泉療養地。定山溪的象徵物是“河童”。溫泉街裡
豎立著河童大王等 20 具以上各種姿勢的河童塑像。
定山溪溫泉秋季是著名的楓葉觀賞景點，有許多賞楓
景點。如果是投宿溫泉旅館，由溫泉街直到溪流的步
道上楓紅似火，相當美麗。
「定山溪散策路」是定山
溪溫泉最大的亮點，可以沿著規劃完善的遊步道一
邊散步一邊欣賞美景。整個遊步道周邊共有 800 多
種山花野草。春夏有青山綠水，可在綠意盎然的二
見公園休憩。秋天則是滿山楓紅，二見吊橋更是拍
照觀景的好景點，從朱紅色的二見吊橋上可以欣賞
飄落在河童淵的落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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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平峽】春天的新綠及秋天的楓紅非常美麗，被日本
林野廳選為【水源之森百選】及【水壩湖百選】。基於
環保，水壩附近禁止一般車輛進入，必須以混合動力公
車代步。公車最後一站就是水壩，極目所見的漂亮風景
令人心曠神怡，暫時忘憂。豐平峽是北海道屈指的賞楓
景點，每當賞楓季節，札幌市民以及觀光客大批湧入。
※前往豐平峽溪谷僅能搭乘專用電氣巴士前往，因屬大眾運
輸系統，必須排隊上車，敬請耐心等待。

◆【定山溪溫泉】
溫泉水質屬鈉氯化物泉水，能暖到人體內部。其有 56 處源泉，每分鐘湧出 8600 升熱泉水，
水溫在 60～80 度。此地溫泉歷史悠久，最早是 1866 年時修行僧侶美泉定山在這裡建造的溫
泉療養場。同時，定山溪也是有名的景勝之地，“白線瀑”、“湯之瀑”、“舞鶴之潭”等，
四季景色變幻多端，美麗怡人。離開喧囂，走在這美麗的大自然中，溫泉的極致境界會讓人
沈醉。
■餐食：（早）飯店內

（午）和式餐食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定山溪溫泉 花紅葉 https://shikanoyu.co.jp/hana

第4 天

定山溪→札幌藝術森林→札幌啤酒博物館→大通公園→貍小路→定山溪

▼參考路程：
定山溪= =(約 30 分鐘)= =札幌藝術森林= =(約 30 分鐘)= =札幌啤酒博物館= = (約 15 分鐘)= =大通
公園= = (約 5 分鐘)= =貍小路= =(約 50 分鐘)= =定山溪

◆【札幌藝術森林】
美術館、工作室、野外舞臺、音樂練習室等設置齊全的藝術據點，森林中建有用以舉辦各種
展覽會的“札幌藝術森林美術館”，以及融入自然、在季節變換中感受藝術情趣的“野外美
術館”，還有木工作室、玻璃工作室等體驗製作樂趣的各種工藝工作室。同時，還有可用以
樂器練習、演劇排練以及住宿的很多租賃設施，遊人不僅可以觀看，也可親自參與創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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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啤酒博物館】
札幌啤酒博物館是日本唯一的一座啤酒博
物館，被指定為北海道遺產之一。札幌啤
酒博物館開業於 1987 年 7 月 1 日，建築曾
是札幌啤酒的生產工廠。在札幌啤酒搬遷
位於札幌的工廠之後這裡仍作為博物館繼
續開放。博物館地處札幌啤酒園之內。釀
酒廠是日本四大老牌釀酒廠之一，這幢位於啤酒工廠旁的紅磚建築，館內設有導覽團，專門
介紹北海道啤酒的誕生過程，製造；品牌的產生歷史以及札幌的開拓史。在札幌啤酒博物館
附近有食物館，販賣札幌拉麵、湯咖喱、成吉思汗烤肉、北海道特色菜餚等。
◆【大通公園】(楓葉期間 10 月中旬～下旬)
稱得上札幌市象徵的「大通公園」是位於札幌市正中
央，東西長約 1.5 公里的帶狀公園。公園內種有約 4700
棵植物，隨著季節變化會呈現不同的景色給市民。
特別是紅葉時期，種多樹木都會染上紅色為其特徵，
艷紅的樹叢、噴水、電視塔等，都會風的背景與大自
然的樹木所結合的美景，讓人不禁想按下手中的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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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
以找到許多雜貨店、藥局、服裝店、餐廳等等之外，還可以在這裡買到許多北海道限定的商
品以及土產。傳說〝狸〞這種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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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飯店內

（午）啤酒館內成吉思汗烤肉

（晚）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定山溪章月 GRAND HOTEL https://www.shogetsugr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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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山溪→平岡樹藝中心→JR TOWER T38 展望室→中島公園→
CI135

新千歲機場→高雄

19:15-22:50

▼參考路程：
定山溪= =(約 50 分鐘)= =平岡樹藝中心= =(約 40 分鐘)= =JR TOWR 展望室= =(約 15 分鐘) = =中島
公園= =(約 1 小時) = =新千歲機場

◆【平岡樹藝中心】(賞楓期間 10 月下旬～11 月上旬)
位於札幌市清田區，為札幌市所管理的植物公園。
園內有著楓樹、杜鵑、櫻等約 1000 棵以上的落葉樹，
能欣賞到美麗的紅葉。廣大的園內有各個各樣的庭
園，日本庭園中的湖面所倒映的紅葉特別的美！最
有魄力的就是長約 150m 的紅葉隧道。艷紅的紅葉所
交織成的隧道讓人宛如身在畫中。由於「平岡樹藝
中心」園內整備了容易走的步道，是一座老年人或
小朋友都能安全享樂的公園！
◆【JR TOWR T38 展望室】
連洗手間也被設計為眺望台‧地面高度 160 米的新潮展望室
有別於前一晚藻岩山的夜景‧360 度全方位眺望札幌市景

與札幌站直接相通的 JR 塔，是一個集中著購物商場、餐廳、旅館等的複合型設施。從 6 樓乘
坐專用電梯可直達位於最高樓面 38 樓的展望室，站在 160 米的地面高度上，全方位景觀盡收
眼底。朝北，望見石狩灣新港遠處的地平線；朝西，是北海道大學以及手稻山；朝南，是街
區縱橫齊整、夜景絢麗奢華的札幌市中心，還有札幌多目體育館等；朝東，是延伸到大海的
石狩川及野幌原始森林，天氣晴朗的日子還能望到夕張嶽、蘆別嶽等自然風光。360 度全方
位的環狀展望室，到處都有藝術作品裝飾，空間氛圍靜雅、舒適。

五洲旅行社

完全旅遊‧盡在五洲

五洲旅遊與您同遊五大洲

◆【中島公園】(楓葉期間 10 月中旬～11 月上旬)
到處是文化設施與歷史建築‧
街區中的公園讓人身臨四季變幻
是一處被視為都市綠洲的景點，獲選為「日本百大城
市公園」
。公園內種植超過 40 種樹木，包含銀杏、楓
樹、白楊樹、樺木、櫸木等，每到秋季來臨時，公園
裡的楓樹爭先恐後的換上新裝，形成色彩交錯的都市
美景。最大的特色是中央湖面上的小島，將美麗楓紅
倒映在水面搖曳的優雅景色。
■餐食：（早）飯店內

（午）日式特色餐

（晚）機場內簡餐+機上簡餐

因全球氣候異變、自然生態難以準確評估，開花期時間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颱風、氣溫...)故難保證開放
的程度，其凋謝或未綻開會依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五洲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