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14.21.28                                            團費：每人/NT38,5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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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北海道著名觀光名地點：豐平峽~豐平水庫、支笏湖畔原始森林散策、洞爺湖展望台、北斗號特急列車(洞爺+++登別)、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登別地獄谷、(途經)小樽運河～銀之鐘咖啡館～音樂鐘博物館～北一硝子館、札幌、(途經)舊道廳、北海

道神宮、鮭魚的故鄉、千歲 Rera Outlet Mall...等。 

★夏季體驗★  

※ 【第 36 回洞爺湖花火大會】：於 4/28~10/31 每個晚上都由花火施放船到各個溫泉飯店前施放煙火，這也成為洞爺湖最具

特色的觀光項目。 (※如遇天候不良，煙火停止施放或住宿飯店不在洞爺湖溫泉區，無法觀賞，敬請見諒)。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134  高雄  千歲(札幌)  13:00  18:15 

第五天 CI135  千歲(札幌)  高雄  19:15  22:5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新千歲機場定山溪(或札幌、千歲)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專機飛往位於日本～北海道。 

【北海道】：北海道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吸引觀光客前往探索這塊北方大地，感受不同於本州

的獨特魅力。四季分明的北海道，春櫻、夏綠、秋楓、冬雪各有各的風情，不論何時前往都很適宜。

前往北海道除了參觀人氣觀光景點、泡溫泉、觀賞祭典、品嘗美食之外，還可以體驗大自然，呈現出

多樣的風情，其獨特的地方是北海道最大的魅力。 

(早餐) XXX (午餐) 機上精緻餐食  (晚餐) 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或外用-中華料理或日式和食料理 

住宿：VIEW、定山溪鹿之湯、札幌VIEW HOTEL大通公園 (原札幌東京巨蛋)、IBIS Styles Sapporo（原中島公園BEST WESTERN)、

札幌全日空、HOTEL MYSTAYS SAPPORO PARK、勞伊通、QUINTESSA HOTEL 札幌、TMARK CITY HOTEL AIR TERMINAL HOTEL、

日航或同級 

第 2天  定山溪(或札幌、千歲)豐平峽(楓紅期:9 月下旬至十月下旬)~豐平水庫(欣賞紅葉對比的美麗景

緻)(特別安排電氣巴士及登山軌道車)途經千丈岩～九段瀑布～見晴展望台支笏湖畔原始森
林散策(楓紅期：約 10月上旬至 10 月下旬) 洞爺湖展望台洞爺湖溫泉(或留壽都) 

【豐平峽】(賞楓期:9月下旬至 10月中下旬)：欣賞紅葉的名景點就位在有札幌後花園之稱的定山溪。

陡峻的峽谷被五彩的樹葉點綴的美輪美奐，與倒映在寂靜湖泊中的紅葉形成對比，在溪谷的上游有一

白色曲線的拱型水壩，從這可遠眺秋季層層楓紅的壯麗美景。註：特別安排電動巴士及登山軌道車。 

(如因維修.定休或天候狀況不佳停止營運無法搭乘，敬請了解。) 

【豐平水庫】：在札幌的溫泉鄉 ，定山溪溫泉搭車約 8 分鐘車程即可。峻凌的峽谷此時被五彩的樹

葉妝點得美輪美奐，配上水庫更顯壯觀，形成名聞遐邇的天然美景。 

【支笏湖畔原始森林散策】 (楓紅期：約 10 月上旬至 10 月下旬)：全日本第二深的湖泊，最大深度

363公尺，僅次於秋田縣的田澤湖，同時也是日本最北的不凍湖，湖水純淨明澈，水下能見度達到 20

多公尺，湖面景緻優美，湖濱有許多野鳥棲息，並有許多原始森林，是生態旅遊的最佳據點，因四周

的原始生態及火山地形，被定為國立公園，而秋季楓紅層層，是個隱藏在原始森林中美麗而脫俗的湖

泊。 

【洞爺湖展望台】 (賞楓期:9月下旬至 10月中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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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住宿洞爺湖區域可欣賞★ 【第 36回洞爺湖花火大會 2017年 4月 28日~10月 31日】：洞爺湖是

因火山噴發陷落而形成的湖泊，周遭火山運動活絡，有珠山、昭和新山不斷冒出濃濃白煙，氣勢磅礡

攝人，而引爆洞爺湖夏季狂歡的最高潮，當然就是花火大會了。洞爺湖花火大會於 4/28~10/31 每個

晚上都由花火施放船到各個溫泉飯店前施放煙火，似乎在歡迎著觀光客來到，這也成為洞爺湖最具特



色的觀光項目，花火大會是日本人最愛的慶典節目了，在洞爺湖溫泉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也成為

洞爺湖最具特色的觀光項目。 (如遇天候不良煙火停止施放或洞爺湖飯店予約額滿，變更飯店，無法

觀賞，敬請見諒)。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和食料理或石狩鍋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自

助餐 

住宿：太陽宮殿 SUN PALACE、觀光、湖畔亭或留壽都 RESORT 或同級 

 

第3天 洞爺湖溫泉(或留壽都) 北斗號特急列車(洞爺+++登別)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北

海道最大水族館，浪漫歐風建築，企鵝遊街) 登別地獄谷(實際感受一下地獄的震撼力)(紅葉期:10月中

旬-10月下旬) 登別溫泉(日本最代表性的浪漫溫泉街道，泉質最佳，硫化水素泉) 

【北斗號特急列車】：行程中特別安排搭乘「洞爺~登別」區段，讓您親身體驗日本鐵道之旅。隨著列

車行進，一邊享受都市人所嚮往的悠哉和閒適。 

＊遇列車天候因素或定修時或預約滿席無法搭乘，則改專車前往。 

＊因列車座位是自由席，如座位額滿，則每人加贈當季水果一顆。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位於設施中心的美麗城”尼克斯城”，其設計仿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興建

的城堡，使用了最新科技建造 4 層樓高的水族館，展示了大約 350 種 11,000 隻海洋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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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就在遊客的頭頂上游

來游去，根本就像走在海底一樣。從 2 樓到 4 樓挑高空間的手扶梯，可以欣賞在大型水槽裡優游的魚

群。而大受歡迎的可愛企鵝遊行，在遊客面前搖搖晃晃的行進散步，實在讓人喜愛。 (※ 企鵝遊行預定

一日兩場：1100、1400，依天候而定，氣溫 25 度以上企鵝遊行可能取消。) 

※如遇海洋尼克斯休園，則改前往伊達時代村，目前公告休館日：2017 年 4 月 03 日~4 月 07 日。 

【登別地獄谷】 (紅葉期:10 月中旬-10 月底) ：是直徑 450 公尺、面積 11 萬公頃的爆發火山口。赤褐

色的絕壁被聳立的劍峰所圍繞，不斷地從地底激烈地噴出熱水、水蒸氣和一些氣體。強烈的硫磺味瀰

漫在周邊一帶，真的像地獄一樣。不妨到銜接龍地獄、大砲地獄、乙女地獄等的步道走一遍，實際感

受一下這個世界的地獄的震撼力。這裡也是登別溫泉的源頭，湧出量每分鐘是 3,000 公升，這些溫泉

會流到各飯店、旅館的浴槽裡。  

◎ 若入住登別溫泉時，可自由前往【登別季節活動～地獄谷．鬼火之路、幻想與神秘之谷】 

(活動期間：2017 年 5/1~11/30 天黑之後約每天晚上 7 點半~10 點，會場：地獄谷入口、展望台、遊步

道)：「鬼火之路」燈火搖曳，微弱的燈光照亮白煙、土壤，道路的最彼端是地獄谷的爆裂火口，充滿

了奇幻的氣氛。暗夜浮現的粗獷景色，令人不禁懷疑是否存在的現實，並感到大自然的驚奇。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園區內最高檔~海鮮火鍋(松葉蟹.帆立貝.鮮蝦.鱈魚)另加雞肉.季



節蔬菜.舞菇.烏龍麵等自由取用或園外用-日式燒烤料理  (晚餐) 飯店內日式會席料理或自助餐 

住宿：第一瀧本館、馬可波羅、GRAND、石水亭或同級 

第4天 登別溫泉 (途經)小樽運河(最浪漫的知名小鎮) ～銀之鐘咖啡館(贈咖啡杯．暢飲熱咖啡、熱

茶．尚有冷飲)～音樂鐘博物館(日本最早音樂鐘，每日展示 13000 件音樂盒)～北一硝子館(日本

玻璃最早製作場所) 免稅店札幌(北海道最大城市，大通公園、百貨公司或狸小路商店街散策) 
札幌(或定山溪) 

【小樽運河】：面臨日本海的小樽，從明治時代起就是國際港都，深受歐洲風情影響，整個市街呈現濃

厚的異國風情。運河兩旁的倉庫群，以及大正時代的建築群，共同烘托出小樽運河的風情萬種。而黃

昏時刻的小樽運河，則是專屬於戀人的，河畔煤氣燈則綻放出幽微的光芒，浪漫氣息達到極點。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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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銀之鐘咖啡館】：特別贈送貴賓品嚐香濃咖啡，讓您感受北國風情的浪漫氣氛，您也可以將可愛的

HELLO KITTY 咖啡杯帶回當作紀念。 

【音樂盒博物館】：收集有西洋、東洋、古典、現代的各式各樣音樂盒，讓您沈醉於美妙的音樂及典雅

的工藝之中。 

【北一硝子館】：「硝子」是日文即是玻璃之意。明治時期所建造的石材建築而成的倉庫、經過改裝後，

陳列手工製作而成的玻璃器皿以及北歐五國的燈具及玻璃工藝品…等，其中以洋食器及玻璃裝飾品為

主要販賣商品。以擁有 5 個館中最為古老的一座。在這裡可以買到掛在小樽運河邊同樣款式、大小不

一的煤氣燈。 

【大通公園】：寬一百公尺，長達 1.5 公里，是將札幌市的中心區，以一條帶狀綠地劃分為南北美麗的

街路公園，亦有「大通逍遙地」之稱，也是札幌市區最著名的祭典場地。公園內有一電視塔，高約一

百七十四公尺；春天的紫丁香祭、夏天的啤酒花園祭以及冬天白色燈飾節及雪祭，都吸引了各地的觀

光客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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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小樽 SEAPORT~海鮮鍋+三大螃蟹無限享用(帝王蟹,松葉蟹,毛蟹) 

價值：日幣 5400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札幌 VIEW HOTEL 大通公園 (原札幌東京巨蛋)、IBIS Styles Sapporo（原中島公園 BEST WESTERN)、札幌全日空、HOTEL 

MYSTAYS SAPPORO PARK、勞伊通、QUINTESSA HOTEL 札幌、TMARK CITY、香檳城堡、定山溪 VIEW、定山溪鹿之湯、定山

溪 HOTEL、定山溪瑞苑 GRAND、KIRORO RESORT 或同級 

第5天 札幌(或定山溪)  (途經)舊道廳北海道神宮(北海道唯一的神宮，供奉歷代天皇及開拓北海道功

臣) 鮭魚的故鄉(解開神秘鮭魚的身世之謎) 千歲 Rera Outlet Mall (北海道最大的 Outlet 

Mall，聚集各式高級名牌店、個性創意店以及使用當地食材製作的北海道風味料理、點心等，選擇眾多，應有

盡有) 新千歲機場(除了購買名產之外，若有時間也可前往位於聯絡通道 3 樓的哆啦 A夢空中樂園(須自



費 800日幣)或 Hello Kitty 快樂飛行公園 (須自費 800 日幣)、巧克力工廠、Steiff博物館等) 高雄小港機
場～結束本次浪漫．懷念的北海道之旅 

途經【舊道廳】：明治 21 年(西元 1888 年)，所建的美國風味洋樓，紅瓦建築為巴洛克型式，被日本政

府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當年北海道開拓設廳就在此地，是一棟具歷史意義的建築。一樓有部份為北

海道立圖書館，典藏一般書籍和北海道歷史相關資料及地圖，並有影片圖書室，二樓為以前開拓時期

官員的辦公室及紀念館，供一般遊客參觀；廳外廣大的荷花池也相當值得一看。 (※營業時間 8:45～

18:00，休館日 12/29~1/3) 

【北海道神宮】(賞楓期:9 月下旬至 10 月中下旬)：北海道唯一的神宮，位於圓山公園旁，古木參天，

環境優雅，氣氛莊嚴肅穆。奉祀歷代天皇及開拓北海道有功的間宮林藏及伊能忠敬，是百姓心靈寄託

的所在，誠心參拜可保佑身體健康；被層層大樹所環繞的神宮境內，有春榆和柏樹之類樹齡數百年以

上的大樹所形成的步道。 

【鮭魚的故鄉】：秋天溯游而上的鮭魚群，在人工架設的印地安水車中一一所捕獲。『千歲川』在日本

是近代鮭魚孵化放流事業發祥的河川，所以在千歲川河川邊建造『千歲川鮭魚的故鄉水族館』，為日本

最大的淡水魚水族館。由館中大大小小的水槽或大型電視牆近距離觀賞，也可從水中觀察室直接觀察

千歲川中的魚類活動。 ●年末年始休館 ：12 月 29 日〜1 月 1 日，全館維修保養休館：2018 年 2 月

13 日～28 日  

【千歲 Rera Outlet Mall】：2005 年 4 月新開的「Rera」暢貨中心，佔地 23,300 平方公尺，因二期擴

建裝潢，商店數成為 145 家，包括有一流品質的進口時尚高級名牌店和受歡迎的個性創意店，以及符

合所有顧客層需求的品牌店等等，為北海道最大的 Outlet Mall。為了讓大人小孩都能在此快樂地逛街，

Rera 內特別設置了小孩專用的遊戲間和廁所。另外，Rera 可容下 500 人的用餐空間，以北海道食材為

主的 6 家餐廳，並有齊聚 5 家拉麵店的「千歲拉麵博覽會」與甜點店，相當能吸引為美食而來的人。(營

業時間 10:00~20:00) 

由專車前往機場，在導遊安排辦理登機手續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為這次美好的

旅程，畫下休止符!! 

【新千歲機場】：新千歲機場內購買北海道知名土產和餐廳外，若有時間可前往位於聯絡通道 3 樓，有

多項新穎的設施。全球首座併設於機場的哆啦 A 夢遊樂設施。以「任意門」等哆啦 A 夢使用的秘密道

具為主題所設的【哆啦 A 夢空中樂園】（請自費 800 日幣），還設有販售多種限定點心以及原創商品的

紀念品商店，以:哆啦 A夢鯛魚燒'出名的咖啡店等設施。【Hello Kitty快樂飛行公園 】（請自費 800日幣），

新千歲機場航站新開的主題公園。與 Hello Kitty 化身的空服員一起出發，引領你踏上世界之旅。你將與

世界各地的三麗鷗主角相見。更能在拍照景點體驗旅遊的氣氛。公園另設銷售三麗鷗商品的商店，咖

啡廳和兒童遊樂區。有一些獨家銷售的產品。如果你是三麗鷗的粉絲，一定要選一件做為伴手禮。【Royce’ 

Chocolate World】有巧克力展示外，還可透過玻璃參觀工廠的實際生產情況。德國老牌玩偶廠商【Steiff

博物館】，讓您進入 Steiff 的動物玩偶世界。長達約 20 公尺，呈現德國街景的可活動玩偶展示、可乘坐

的大型玩偶及珍貴的泰迪熊收藏展示等。 

 

(早餐) 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 日式和食料理或燒烤自助餐 (晚餐) 機上精緻餐食 
住宿：甜蜜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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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本 2007 年 11 月 20 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

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敬請瞭解。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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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6.15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