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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飛行安全考量，每班次的嬰兒皆有搭乘人數限制，如旅客有 2 歲以下嬰兒同行，請務必提供嬰兒姓名、出生年月日及父母
(同行者)名單，待服務人員與航空公司回覆預訂 OK 後，方完成訂位 。
※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亦不接受嬰兒佔位使用成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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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134

中華航空

高雄

千歲(札幌)

13:00

第五天

CI 135

中華航空

千歲(札幌)

高雄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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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大學、銀杏隧道 ◎10 月下旬~11 月中旬◎ 北海道大學為明治時期最早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札
幌、函館各地都有許多的學術研究。北海道大學腹地約有 38 座東京巨蛋的廣大，在這之中有每年吸引許
多人前往的銀杏並木，全長 380 公尺，兩旁植有 70 株銀杏，每到秋天一起染成金黃色的隧道，讓人流
連忘返。
■
■

遇大學周遭交通管制無法停車，則安排步行前往，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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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貴賓於報名前自行斟酌衡量，謝謝您。

支芴湖 ◎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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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晴公園 ◎紅葉約莫 10 中旬~11 月初◎ 起源於明治 31 年的正統日式風景庭園。庭園溪流紅磚溫室讓庭園
空間更寬廣，有大廣場或林間散策道路，秋天的紅葉也甚是美麗。位於湯之川溫泉街山側的見晴公園為
富豪岩船家於 1890 年代建造。混合和風與異國洋風的風景庭園～香雪園，總面積超過四萬坪，極富魅
力。秋天此處即變成紅葉名勝地，許多當地人都會到訪。以楓葉為主約 150 種的樹木，慢慢散步其中會
讓人忘記時間。

豐平峽 ◎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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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電動巴士，開放日期請依官網公告為主，如遇尚未開放則退費 600 日幣。

小樽運河：曾經為北海道經濟發展中心，沿著運河沿岸而建的紅磚倉庫群，倒影於運河裡更為小樽添加時空色
彩。

音樂鐘館：夢幻音樂盒專賣店，館內陳列 3,000 種以上世界各國的精緻音樂盒，從古典到現代的設計應有盡有，
門口有著電動式蒸氣時鐘，每 15 分鐘會以蒸氣譜出 5 個音階的旋律，彷彿置身在優雅的氛圍裡。

北一硝子館：硝子為玻璃的日文，北一哨子館為玻璃工藝中心，擺放著風格獨特又精緻的玻璃手工藝品，晶瑩奪
目。★贈送每人一顆泡芙。

函館山百萬夜景 ◎晚間觀賞函館山百萬夜景(含纜車來回)◎ 為函館最著名的景色，就是函館山的夜景，特殊的扇
形地形，可以說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遇纜車維修停駛時，則改搭乘巴士前往(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巴士也無法通行)則現
場退費。

函館歷史廣場：這裡是明治時期的紅煉瓦倉庫，搖身一變成為人氣觀光地。
金森洋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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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之庭渡假村 MORI NO SORANIWA 位於被大自然環繞的北湯澤溫泉區，2018 年 4 月 28 日重新開幕，以明
亮開放的大廳迎接旅人們。

室外天然溫泉海灘：占地 1500 平方公尺，以海島南國為造景，並設有滑梯，讓大人小孩可共度時光，彷彿在海
攤一樣。

室內溫泉游泳池：全長 25 公尺，並使用溫泉水，讓您可邊游泳邊享受泡湯。
溫泉大浴場：除溫泉外，更備有桑拿及按摩浴池，並有於露天溫泉可欣賞北湯澤自然風光。
■

以下為飯店提供之示意圖僅供參考，所有變更以飯店實景為主。

■

飯店保有溫泉開放時間調整，請依當日入住狀況為主。

童趣餐廳，小小遊樂園餐廳以湯姆歷險記為主題，設計了一個小小遊樂園自助餐餐廳，料理以五大營養素為主
題:蛋白質、糖質、脂肪質、維他命、礦物質並現場烹飪，讓大人小孩都有得吃有得玩。

■ 以上圖片為飯店提供之示意圖僅供參考，所有變更以飯店實景為主。

■ 若受班機抵達時間影響，無法於住宿飯店享用晚餐時，則另外就近安排外用晚餐，敬請見諒。
■ 北海道的佔地較廣故車程較長，所以在安全考量下會適度調整行程景點，敬請理解。
■ 北海道團體所使用的團餐大部份皆以鍋類或自助餐為主,敬請貴賓入鄉隨俗並開心遊玩！
■ 日本的素食非肉即素(包含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因此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水果等食材料理為主；
海外團體素餐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可以自行準備自身可食用素食罐頭或泡麵
等，以備不時之需。
■ 本行程為經濟超值團型，所使用的飯店皆以簡單經濟實惠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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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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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高雄千歲機場～登別溫泉(或洞爺溫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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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貴賓於報名前自行斟酌衡量，謝謝您。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北方空港。
■【北海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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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X
■ 午餐：機上輕食

■ 晚餐：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或 燒肉(或涮涮鍋吃到飽)+沙拉壽司+軟飲無限

■ 住宿：登別 PARK 雅亭溫泉飯店

第2天

或

登別石水亭

或

登別萬世閣

或

洞爺湖畔亭

或 同級旅館

飯店登別地獄谷(紅葉) 五陵廓城跡金森倉庫群函館百萬夜景(纜
車來回) 函館(或大沼)

■【登別地獄谷】◎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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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陵廓城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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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館歷史廣場】這裡是明治時期的紅煉瓦倉庫，搖身一變成為人氣觀光地。
■【金森洋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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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館山百萬夜景】◎晚間觀賞函館山百萬夜景(含纜車上下山)◎ 為函館最著名的景色，就是函館山的夜景，
特殊的扇形地形，可以說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遇纜車維修停駛時，則改搭乘巴士前往(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巴士也無
法通行)則現場退費。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日式風味海鮮定食 或 日式風味料理
■ 住宿：湯之川觀光溫泉飯店

第3天

或

■ 晚餐：飯店內用自助晚餐 或 日式海鮮御膳料理

函館福朋喜來登

或

大沼王子溫泉

或

大沼 Greenpia 溫泉

或 同級旅館

飯店女子修道院見晴公園(紅葉) 大、小沼國立公園(紅葉) 洞爺
湖(壯瞥溫泉) 昭和新山森之庭溫泉渡假村

■【女子修道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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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自行選購修女們的手工藝品。★遇不定期修館日時，改安排在原安排之五陵廓城跡行程中，加贈登塔觀
景，敬請見諒。

■【見晴公園】◎紅葉◎ 起源於明治 31 年的正統日式風景庭園。庭園溪流紅磚溫室讓庭園空間更寬廣，有
大廣場或林間散策道路，秋天的紅葉也甚是美麗。位於湯之川溫泉街山側的見晴公園為富豪岩船家於
1890 年代建造。混合和風與異國洋風的風景庭園～香雪園，總面積超過四萬坪，極富魅力。岩船家於
1927 年開放香雪園讓市民免費參觀，2001 年依文化材保護法成為名勝，為北海道唯一國家指定文化財
庭園。一到秋天，此處即變成紅葉名勝地，許多當地人都會到訪。以楓葉為主約 150 種的樹木，慢慢散
步其中會讓人忘記時間。

■【大沼、小沼國立公園】◎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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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爺湖】位於北海道西南部，屬於支笏洞爺國立公園。二十世紀初葉火山爆發頻繁，陷沒後形成了這
座湖泊。洞爺湖由於湖面較寬闊，相比之下外輪山離湖面的比較低，只有 200～500 米，所以給人一種
十分廣闊的感覺。湖岸近處有昭和新山，這是 1943 年在地震造成的斷層處而隆起的一塊新地形，至今還
在噴發白煙。周長爲 43 公里的破火山口湖畔有著名的洞爺湖溫泉。而洞爺湖八景指的是圍繞著洞爺湖的
八個景點，特別帶您到八景之一的壯瞥溫泉的立牌前觀賞天然的景色。讓人心礦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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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日式風味海鮮鍋風味餐 或 日式陶板燒定食
■ 住宿：森之庭溫泉渡假村

■ 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或 同級旅館

.

第4天

飯店豐平峽(紅葉) 小樽運河旅情

(運河工藝館、音樂鐘館、北一硝子館)

免稅商店北海道三大蟹吃到飽+酒水暢飲札幌

■【豐平峽】◎紅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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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電動巴士，開放日期請依官網公告為主，如遇尚未開放則退費 600 日幣，
敬請見諒。

■【小樽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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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時分，兩旁的煤氣燈是
小樽運河獨有的特色，再加上歐洲式的建築，令到小樽運河更添色彩。在這充滿羅曼蒂克的環境之下，小
樽運河成為小情侶的最佳遊玩地方，散步於此更加羅曼蒂克。★贈送北菓樓泡芙(1 人 1 個)。
■【北一硝子館】創辦人其實是九州人，學得九州薩摩切子的工夫後，渡海來北海道/北海道旅遊發展，結
果成就北海道最有規模也是最有歷史的玻璃工房，每年吸引數百萬觀光客造訪。土界町通上有北一重要的
玻璃製品展示館、玻璃現場示範工房、酒藏、餐飲等綜合的賣場。五號館是和音樂、燈飾、香味相關的玻
璃專門店，並有許多種玻璃手工藝品可自由選購。
■【免稅商店】自由選購精美禮品，回台饋贈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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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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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讚為北國屈指可數的歡樂街。★團體旅遊難免受到一些時間上的限制，貴賓可能無法逛的盡興，
敬請諒解。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敬請自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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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自助餐+三大蟹吃到飽+酒水暢飲
■ 住宿：RESOL 札幌

第5天

或

札幌 T-MARK CITY

或

PREMIER 中島公園

或

東急 REI

或 同級旅館

札幌北海道大學(紅葉) 秋色支芴湖(紅葉) OUTLET 購物廣場(午餐
自理)

千歲機場高雄

■【北海道大學銀杏隧道】◎10 月下旬~11 月中旬◎ 北海道大學為明治時期最早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札
幌、函館各地都有許多的學術研究。北海道大學腹地約有 38 座東京巨蛋的廣大，在這之中有每年吸引許
多人前往的銀杏並木，全長 380 公尺，兩旁植有 70 株銀杏，每到秋天一起染成金黃色的隧道，讓人流連
忘返。★如遇大學周遭交通管制無法停車，則安排步行前往，敬請見諒。
■【支芴湖】◎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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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羅許多知名品牌及日常藥粧，是北海道的人氣購物商場。您可自由採購禮物贈
送親友。專車前往千歲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敬請自理

■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 住宿：溫暖的家

A.新辦護照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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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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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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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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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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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本行程應付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或等值外幣。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