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9/5                                                  團費：每人/NT34,300 起 

       9/15                                         每人/NT3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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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爺湖花火大會：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花火大會。從 4 月 28 日到 10 月 31 日，每天晚上都會有 350 發的煙火飛舞在

洞爺湖的上空。由於煙火是在行駛在湖面的船隻上釋放的，所以在整條溫泉街的旅館內和露天風呂中都能看到，非常受到

遊客的青睞。 

特別安排貴賓搭乘花火觀賞船，欣賞湖畔花火盛會(施放時間約 15～20 分鐘)。 

 



▲函館山百萬夜景(纜車來回)：在山頂展望台，欣賞與香港、拿波里並稱《世界三大夜景》的函館夜景。夜晚釣墨魚船在

海面上形成點點漁火，如夢似幻美不勝收。 

▲小樽運河旅情：兩岸平排而建的舊式紅磚倉庫群，被倒影於運河的河水中央。歐洲式的建築風格，令到小樽運河更添色

彩。在這充滿羅曼蒂克的環境之下，小樽運河成為遊客的最佳遊玩地方。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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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大約 350 種 11,000 隻海洋生物。 

註：遇例行性休園，行程將改走伊達時代村(養生蒸籠有機料理+日式丸子點心)，敬請見諒！ 

函館朝市：即使不買任何海鮮，光看一隻隻鮮紅肥美得帝王蟹一字排開。很是過癮。沿途陳列蟹肉、醃海膽、鮭魚卵等名

產令您大開眼界。  

▲昭和新山：標高為 402 公尺；遊客可從昭山紅褐色的山脈中見到地熱白煙噴發，山下有昭和新山美化中心，展示昭和新

山形成過程的各種模型和相關資料。 

▲熊牧場：飼養著 100 頭左右、身長約 2 公尺的棕熊。牧場裡有販賣作為飼料的蘋果餅乾，可以親自餵食棕熊。已經適

應人類的棕熊，知道有食物可以吃時，撒嬌的模樣十分可愛。 

註：每位貴賓贈送兩顆蘋果或一袋餅乾，可供餵食熊使用，這是熊最愛的水果跟餅乾，可別跟牠搶！ 

▲五陵廓城跡：百餘年前明治時代箱館戰爭的西洋城，早在西元 1857 年為防衛北領土為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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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修道院：位於函館的女子修道院，是日本第一家，也是最古老的女子修道院，位於函館市的外圍，靠近湯川溫泉，

至今仍有數十位修女過著修道生活。 



註：贈送北海道牛奶冰淇淋品嚐。  

▲大沼、小沼國立公園：位於函館的北方、是由 126 個小大島 32 湖灣所組成，周邊有大沼、小沼、專菜沼三個高山湖，

以及駒岳火山，形成一個景色絕美，富有歐洲風味的風景，可在湖畔漫遊，以及觀賞火山生態與水鳥生態。 

【飯店安排】 

登別溫泉(或定山溪溫泉或 KIRORO 渡假村溫泉)：登別溫泉自古即為溫泉療養地，用來療養傷病，近年溫泉的功效，更被

現代人視為恢復疲勞或是養身的地方。  

住宿函館：函館最著名的景色，就是函館山的夜景，它與義大利拿坡里，香港太平山並稱為《世界三大夜景》。特殊的扇

形地形，可以說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洞爺湖溫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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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邊是泉量豐富的溫泉地，到處都設有可入浴泡湯的設施。 

【風味餐食】 

札幌：日式燒烤(或涮涮鍋)+北海道三大蟹吃到飽+酒水暢飲。 

小樽特別安排：小樽握壽司+天婦羅+海鮮風味鍋+甜品御膳。 

【貼心好禮】 

起司魚板點心乙份+乙瓶礦泉水+北海道香濃冰淇淋+北果樓泡芙(1人1個)+銀之鐘咖啡館品嚐歐風咖啡+精巧咖啡杯+小

樽限定特色小禮物(1 人 1 個)，讓您帶回滿滿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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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札幌~起司魚板點心乙份+乙瓶礦泉水(車上享用) 登別溫泉(或洞爺溫

泉)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抵達北海道千歲機場。 

抵達後，貼心準備品嚐北海道獨特的起司魚板點心乙份+乙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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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各的有各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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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美食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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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安排入住溫泉飯店享受泡湯樂趣。 

(早餐) 甜蜜的家 (午餐) 機上輕食  (晚餐) 自助式迎賓晚餐 或 外用日式燒烤(或海鮮石狩鍋+陶板鍋定食) 

住宿：登別馬可波羅(大廳有 WIFI/房間無)自助晚餐 或 登別第一瀧本(大廳有 WIFI/房間無)會席料理 或 登別萬世閣溫泉

飯店(大廳有 WIFI/房間無)自助晚餐 或 洞爺太陽皇宮溫泉飯店(大廳有 WIFI/房間無)自助晚餐 或 同級旅館 

第 2天  溫泉飯店地獄谷尼克斯海洋公園(企鵝遊行)五稜廓城跡金森倉庫群
函館百萬夜景(含纜車) 函館(或大沼) 

【登別地獄谷】：這是火山爆發後，由融岩所形成的一個奇形詭異的谷地;灰白和褐色的岩層加上許多

地熱自地底噴出，形成特殊的火山地形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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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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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斯

城兩旁的表演池裡每天有海豚以及海獅的表演秀，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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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人喜愛。註:如遇例行性休園,行程將改走伊達時代村(養生蒸籠有機料理+日式丸子

點心)，敬請見諒！ 

【五陵城廓】：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城堡，建於西元 1864 年，城廓呈五角星形。城堡完工之後的第四年

發生《箱館戰爭》，效忠德川幕府的臣子榎本武揚率領部下佔據此城，和明治天皇的部隊相持不下，

一個月後，榎本投降。這城堡如今只剩城的外廓，城堡內被改闢為花園；城廓內現建有函館博物館，

裡面收藏當年戰爭中使用的武器，以及染有血跡的軍裝。五稜廓，現在不僅成了民眾的休閒公園，也

是一個觀光的美麗景點。  

【金森倉庫洋物館】：安政 6 年（1859 年），函館與橫濱、長崎一起作為日本最初國際貿易港而開港。

港口帶動了市街的繁榮，金森紅磚倉庫是在函館開設的首個營業倉庫，時至今日，金森紅磚倉庫依然

很好地保留著昔日海運繁榮時期的面貌，作為函館灣區域的象徵之一，金森紅磚倉庫將一直見證函館

的歷史變遷，不斷給訪遊這裡的人們留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個性化商店林立，網羅手工藝品、以

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緻禮品，充滿羅曼蒂克的倉庫群是您為自己與親朋好友添購紀念品與名產的好地

方。  

晚餐後，帶您搭乘纜車登上函館山觀賞與香港，義大利拿波里並列為世界三大夜景的【函館山百萬夜

景】。因得天獨厚的獨特地形，函館的夜景近似對稱，觀來宛如落在黑絲絨上的鑽石橋，繽紛絢麗而

迷人。註：遇纜車停駛或維修日則改為乘坐巴士上下山，費用採現場退費方式，敬請理解。  

今晚安排入住溫泉飯店享受泡湯樂趣。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壽喜鍋  (晚餐) 飯店內用晚餐 或 飯店外用晚餐 

住宿：函館啄木亭溫泉旅館(大廳有 WIFI/房間無)自助晚餐 或 函館平成館溫泉旅館(大廳房間皆無 WIFI)自助晚餐 或 湯

川觀光(祥苑館)(大廳房間皆無 WIFI)自助晚餐 或 大沼王子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函館元氣朝市女子修道院(贈送每人北海道香濃冰淇淋) 大、小沼國立公園
昭和新山熊牧場晚間搭乘花火觀賞船(20:30，船程約 30分鐘)欣賞夜間煙火
洞爺溫泉區飯店(或登別溫泉) 

【函館朝市】：即使不買任何海鮮，光看一隻隻鮮紅肥美得帝王蟹一字排開。很是過癮。沿途陳列蟹

肉、醃海膽、鮭魚卵等名產令您大開眼界。 

【女子修道院】：位於函館的女子修道院，是日本第一家，也是最古老的女子修道院，位於函館市的

外圍，靠近湯川溫泉，當初創建這家修道院的是 1898 年時，法國派遺八名修女來此傳道時所創建而

成，至今仍有數十位修女過著修道生活。 

註 1：遇休館日時，則改在原安排之五陵廓城跡行程中，加贈登塔觀景。 

註 2：贈送北海道牛奶冰淇淋品嚐。 

【大沼、小沼國立公園】：位於函館的北方、是由 126 個小大島 32 湖灣所組成，周邊有大沼、小沼、

專菜沼三個高山湖，以及駒岳火山，形成一個景色絕美，富有歐洲風味的風景，可在湖畔漫遊，以及

觀賞火山生態與水鳥生態。在楓紅時期滿山滿野的紅綠景緻是您不容錯過的。  

【昭和新山】：昭和 18 年大地震時火山爆發所隆起的山嶺，原本高度只有 270 公尺，後來因為地表不

斷的活動，山的高度一天天增加，仍是一座在成長的新山，現今標高為 402 公尺；遊客可從昭山紅褐

色的山脈中見到地熱白煙噴發，山下有昭和新山美化中心，展示昭和新山形成的各種模型和相關資

料。 

【熊牧場】：飼養著 100 頭左右、身長約 2 公尺的棕熊。牧場裡有販賣作為飼料的蘋果餅乾，可以親

自餵食棕熊。已經適應人類的棕熊，知道有食物可以吃時，撒嬌的模樣十分可愛。在棕熊的領地內設

有《人籠》，可以感受棕熊的震撼力。此外，還有浣熊牧場和小熊幼稚園等。 

註：安排每位貴賓贈送兩顆蘋果或一袋餅乾，可供餵食熊使用，這是熊最愛的水果跟餅乾，可別跟牠

搶。  

【洞爺湖】：圓形火口湖湖中有中島、觀音島、弁天島、饅頭島等四個小島，為野鳥及蝦夷鹿棲息所。

晚間安排貴賓搭乘花火觀賞船，欣賞湖畔花火(煙火)盛會。  

【洞爺湖花火大會】：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長期花火大會。從 4 月 28 日到 10 月 31 日，每天晚上都

會有 350 發的煙火飛舞在洞爺湖的上空。由於煙火是在行駛在湖面的船隻上釋放的，所以在整條溫泉

街的旅館內和露天風呂中都能看到，因此特別受到遊客的青睞。 

註：安排貴賓搭乘花火觀賞船，欣賞湖畔花火(煙火)盛會(施放時間約 15～20 分鐘)。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海鮮鍋料理 (晚餐) 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住宿：洞爺萬世閣溫泉飯店(大廳有 WIFI/房間無) 或 洞爺太陽皇宮溫泉飯店(大廳有 WIFI/房間無) 或 洞爺湖畔亭溫泉飯

店(大廳有 WIFI/房間無) 或 登別第一瀧本(大廳有 WIFI/房間無)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飯店小樽運河旅情(運河工藝館、音樂鐘館、北一硝子館) ~銀之鐘咖啡(香醇咖啡+贈送咖啡

杯)~贈送北果樓泡芙(1人 1 個) 免稅商店北海道三大蟹吃到飽+酒水暢飲
札幌 

【小樽】：北海道西岸第一港灣都市。於明治、大正時期，以身居北海道的物流、經濟據點為起源，而

漸次發展成繁榮一時的城市，又以古色古香並富有浪漫風情之小樽運河最富盛名。  

沿著運河兩旁的倉庫群，是由明治中期至昭和初期由紅色磚瓦建造而成的建築，石造的牆垣，刻劃出

當時的歷史情緒，寧靜中漂流著淡淡的鄉愁氣息。走在歐洲建築、海風微彿，羅曼蒂克的古老街道上，

浪漫不已。後參觀素有玻璃工房盛名的北一硝子館，是見學其中最著名的玻璃工廠，以精巧的彩繪玻

璃藝術，吸引無數觀光客的注目；然後再參觀北一硝子館附近的音樂博物館。 

註：贈送北果樓泡芙(1 人 1 個)。  

小樽【銀之鐘咖啡館】，贈送每人一客香醇的歐風咖啡：洋溢著旅情的浪漫及快樂，留下無限美好的回

憶。註：贈送精巧咖啡杯；贈送小樽限定特色小禮物，讓您帶回滿滿回憶。 

【免稅商店】：可自由選購贈親友的小禮物。 

自行前往夜訪：貍小路或日本全國最有名拉麵街或前往薄野區盡情閒逛或購物。 

【薄野】是位於札幌市中心南 4~8 條，西 2~8 丁目一帶的繁華街的統稱。由大通公園步行可至。這

裡除各種俱樂部、酒吧外，還聚集了拉麵館、居酒屋等約 5000 多家各式餐廳，入夜，霓虹燈閃爍，

可謂是燈紅酒綠。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小樽握壽司+天婦羅+海鮮風味鍋+甜品御膳  (晚餐) 日式燒烤+三大蟹吃到飽+酒水暢飲 或 涮

涮鍋+三大蟹吃到飽+酒水暢飲 

住宿：文藝復興(大廳有 WIFI/房間無) 或 大倉(大廳有 WIFI/房間無) 或 喜來登 或 東急 EXCEL 或 京王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札幌大通公園(路過時計台、舊道廳) 支芴湖(日本第二深湖泊) OUTLET 購物商場
(發餐費代金日幣 1500元) 札幌高雄 

【大通公園】：它不僅是市民及遊客遊憩的好場所，亦是一年四季各種祭祀活動的主要場地。再路過明

治 11 年所遺留的計時台為以前舊札幌農學校，之後成為現北海道大學的前身與建築於明治 21 年日本

第一座美國風味的政府所在地～北海道舊道廳。  

【時計台(車經) 】：札幌市內的時計台是札幌的著名觀光景點，始建於 1878 年，這里曾經是北海道開

拓時代的一所學校，後被指定為日本國家的重要保護文物，現已成為札幌的一個象征。在鐘樓屋頂上

方是一座擁有 4 面表盤的報時鐘，造型別緻，過去每到整點，鐘樓的報時鳴鐘便會響徹札幌市內。札

幌鐘樓內設有關於鐘樓歷史的小型展覽，作為觀光客攝影留念的場所極受人歡迎。  

【舊道廳(車經) 】：北海道廳舊本廳舍是一座位於札幌市中心用紅磚建造的巴羅克風格的歐式建築，被

當地人親切地稱為《赤煉瓦(紅磚樓)》。北海道廳舊本廳舍免費對遊客開放，館內基本保持了當年的風

貌，並設有展示有關北海道開發歷史的資料和各種有關實物，還有北海道立文書館，可以閱覽有關北

海道的歷史文件。北海道廳舊本廳舍是日本國家指定的重要保護文物。  

【支芴湖】：北方不凍湖也是日本第二深湖泊。此湖深 360 公尺，湖水透明度 30 公尺以上，可遠眺樽



前山、惠庭岳及風不死岳等活火山。  

【OUTLET 購物廣場】：網羅近百家世界名牌、是北海道最新的大型購物商場。您可採購精品禮物。 

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闊別已久的台灣，結束此一愉快北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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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發餐費代金日幣 1500元 (晚餐) 機上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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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18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