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旅情~北海道 

道北祕境~禮文利尻雙島雙宿極北稚內 七日 
 

■日本最北端～宗谷岬紀念碑～★贈送『到此紀念證明卡』日本最北端宗谷岬紀念碑參觀，是宗谷岬

地區最受重視與標，而建立在海岬最北端一小塊填海陸地上的“日本最北端“之地紀念碑。以北海道

道章的“北極星”之一部分星芒為主題，紀念碑是一個位在圓形平臺上、總高 4.53米的三角形建築

物，其精確位置為北緯 45度 31分 22秒，東經 141度 56分 11秒，在天氣晴朗時可以由紀念碑這

頭遙望到俄國「薩哈林州」的陸地。 

 

■利尻島 200萬年前從海底火山爆發所形成的海上小島，位於距北海道稚內的南西方約 20公里的日

本海面上。以漁獲為主，尤以海膽味道特別鮮美，據說是因食利尻昆布所致，故島周圍所採收的昆布

亦榮獲高評價。利尻島東町名源自阿伊努語的「rii•shiri」，意思為「高的島」，或衍生為「有高山的

島」，指的是利尻島中央海拔 1721 公尺的利尻山。 

 

■禮文島是一個南北延伸的細長形的小島，丘陵地廣闊，西海岸有斷崖絕壁及海蝕崖的奇岩景觀。日

本最北端的一個島嶼，島上最高峰為禮文岳（490米）。該島也是利尻禮文佐呂別國立公園的一部分。 



 

■稚內公園內的【冰雪之門】是園內最具有代表性的紀念碑，這是為了懷念身處異國(庫頁島)以及緬

懷埋 骨異鄉的親友而於 1963年建立的，在高達 8公尺的門後可以看到對岸庫頁島的島影，接著再

前往【開基百年紀念塔】參觀，在這個眺望塔裡可以望見整個稚內市容及大海和藍天。而在 1、2樓

的【北方紀念館】裡展示了稚內歷史的寶貴資料。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台北(桃園)／～千歲～層雲峽溫泉  CI130  0830/1315 

集合於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北海道千歲空港。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晚餐：日式御膳料理 或 飯店內自助式迎賓晚餐 

住宿：層雲峽溫泉 朝陽亭 

 

第 2 天 飯店 / 宗谷岬 / 野寒布岬(ノシャップ岬) / 稚內港 ～渡輪～(１４:４０/１３:２５一等

艙￥4500)～香深港 ～ 礼文島 

 

早餐後專車前往北海道最北端之岬—※宗谷岬，為日本最北端的地碑。在 45度 31分、位置在日本最北之地、能遠望サ

ハリン的島影。在岬方面以北極星的一稜為主題，在中央部表示【北】「N」的文字被設置著。觀光客無論如何也要到訪

之地標。周邊的宗谷岬平和公園是日俄戰爭的要賽【舊海軍望樓】為祈求世界永久和平的史跡。 

之後專車前往恵山泊漁港公園 可以看到野寒布岬(ノシャップ岬)，在稚内的西北端、從突出宗谷海峡的岬，可以遠望在

這裡可以看到在西邊的禮文島和利尻島，以及右方的宗介岬。海的全体染著橘色，利尻山的剪影浮在海面上的黃昏景觀。

它的名字在北海道愛奴族的語言中被稱為 Noshappu ，意思就是下巴突出來的岬角，在地圖上看 Noshappu ，你會

看到這個地方是突然從北海道岸邊突出來的一個尖且狹長的岬角。此外，這裡更是觀賞日落的好地方，由於是較北的關

係，太陽會比較早下山，冬天的時候 4 時 30 分左右便出現夕陽了，所以若想在這裡欣賞日落就得抓緊時間。  

之後專車前往※稚內港北防波堤巨蛋參觀延長 427M、柱 70根的半拱門形防波堤，對於稚內特有的強風、高波，從耐久

性之面來看是最適宜的構造建築，完成於 1936年的古代羅馬式建築，此處 2001 年被認定為北海道遺產。 

安排稚內港★搭乘渡輪<サイプリア宗谷>前往有花島之稱的禮文島香深港,抵達後接往飯店休息。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海鮮刺身或天婦羅風味餐    晚餐：禮文島漁師精緻和風御膳 

住宿：禮文島三井觀光大飯店或櫻井旅館 

 

第 3 天 礼文島 / 須古頓岬(スコトン岬 / (18min 9km)澄海岬 / 久種湖(16min 8km) / 剝海膽體

驗中心(￥500) / 桃岩展望台 / 香深港 / (13:25/13:55 )鴛泊港 / 利尻山見返台園台 / 利



尻島      

 

早餐後，專車前往須古頓岬是禮文島最北端的海岬。從布滿野花與野草的展望台眺望，深遂的藍色大海鋪陳眼前，充滿

北國大自然的氣勢。 

11月到 4月可以看到對面的「海獅島（トド島）」上頭，有數十隻野生海獅棲息。周邊是草原台地，花期時盛開著高山

野花。 

禮文島優沃的自然環境中生息著大約 300種的繁花。在本州 2,000公尺的高山才能觀賞得到的「高山野花」在此卻盛開

在海拔 0公尺處。宛如桃子的桃岩，是高 250公尺的奇岩，周邊便是高山野花的群生地。島內規劃了數條可欣賞綻放在

腳邊繁花的健行路線。花期為 6月起至 8 月，是最適合的觀光時期。 續往澄海岬(すかいみさき)若用英文發音來解讀 意

指"天空之岬"相傳在天氣晴朗的時候 其海水之清澄如同天空一般美麗湛藍被包圍在西北部的斷崖的小入江上簡直像寶

石一樣，為日本海創造出之秘境。 

▲久種湖周邊覆蓋於溼地中，在禮文島姍姍來遲的春天裡，成為水芭蕉的群生地，亦為水鳥等候鳥的樂園。落日餘暉下

的湖面亦為美景。 

隨後專車前往參觀うにむき体験センター 體驗★剝紫海膽的樂趣，你可親自剝挖海膽並可品嘗自己挖出的活海膽美味。 

續往※桃岩展望台登上展望台,可觀賞奇特外型的桃岩及貓岩，眼前遼闊的高山植物群是通往繽紛多彩花田的入口。 

利尻富士及禮文島融入 360 度的繁花美景之中。以此為起點至知床的路線稱為「繁花道路」，是高山植物花田的聞名景點。 

之後前往★香深港搭船前往夢之島又名海膽島的利尻島，抵達後驅車前往利尻山見返台園台標高 500公尺， 5合目登山

口的見返台園地。向西鳥瞰，是利尻海岸線全景，向東望去，利尻山的雄姿映入眼簾，被濃密的原生林層層包裹的利尻

山，顯得格外青翠壯麗。之後前往利尻飯店休息。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海鮮或季節丼定食    晚餐：利尻島海之幸會席御膳(海膽.蟹.刺身) 

住宿：利尻MARIN 觀光溫泉飯店 

 

第 4 天  利尻島 / 姬沼(40Min 20km)オタトマリ沼(泊沼) / (12min 7km)仙法志御崎公園 / 

(16min 8km)人面岩、寢熊之岩 / 鴛泊港 / (62 便一等￥4080 17:45/19:25)稚內港 / 

稚內 

 

早餐早餐後，專車※[姬沼]被巨木和原始林環抱的神秘沼湖，是觀看利尻山倒影最美的地點。 



之後續往※[泊沼]位於島的南側位置的沼湖，周圍有日本最北限的廣大紅蝦夷松原生林。同樣可以欣賞利尻山的倒影，而

公路臨海的一邊，為奇岩怪石的「雷伯奇岩」礁岩地帶。 

之後續往※[仙法志御崎公園]是一座臨海的公園，古時候利尻山火山爆發,噴出的溶岩經由海水冷卻後,自然形成的公園,有

美麗的礁岩風光，還可以欣賞礁岩縫隙中的游魚。為利尻最南端位置觀賞夕日的名所。 

之後續往※人面岩、寢熊之岩觀賞島西岸富於變化散在的奇岩怪石，看似人面的人面岩，彷彿守護著大海一般，有著和

藹安詳的表情及從橫看似熊在睡覺的寢岩。 

專車前往鴛泊港★搭船前往稚內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干貝或蟹肉和風味套餐        晚餐：飯店內四季彩溫泉御膳 

住宿：稚內全日空 SURFEEL 飯店 

 

第 5 天 稚內港北防波堤－稚內公園～冰雪之門(路經九人少女碑‧樺太犬紀念碑)‧北方紀念館‧開拓

百年紀念塔－特別安排～JR 最北終點站紀念標示地寫真留念－幌延町馴鹿觀光牧場－留

萌花田家番屋(北海道遺產)～明治時期漁夫之家－定山溪或札幌     

  

早餐後專車前往【稚內港北防波堤】參觀，細長呈半圓狀的防波堤以仿古希臘的柱石設計，共有 72條柱子，而防波堤的

圓頂更於 2001 年被指定為北海道遺產。續前往【稚內公園】遊覽:【冰雪之門】是園內最具有代表性的紀念碑，這是為

了懷念身處異國(庫頁島)以及緬懷埋骨異鄉的親友而於1963年建立的，在高達8公尺的門後可以看到對岸庫頁島的島影。

接著再前往【開拓百年紀念塔】是紀念稚內市開拓百年而建造的建築，可以望見整個稚內市容及大海和藍天。而在 1、2

樓的【北方紀念館】裡展示了稚內歷史的寶貴資料。續著前往特別安排【JR 最北端車站】參觀，車站月台北端設有一「JR

日本最北端的車站」立碑，上面記錄有車站的緯度（北緯 45度 24分 44秒）。除此之外，在鐵軌最北的末端還設有一「最

北端的線路」木牌看板，上面註明 JR系統最北端車站（宗谷本線稚內車站）與最南端車站（指宿枕崎線西大山車站）之

名稱與兩車站的設置日期。這兩個立碑與木牌已經成為來到稚內的觀光客一定會留影的觀光名勝。接著前往【幌延町馴

鹿觀光牧場】全日本唯一飼育芬蘭純種馴鹿的觀光牧場，佔地 1萬平方公尺，放牧近 55頭馴鹿。在日本唯有此地才能看

到這麼多馴鹿。每年初夏有馴鹿寶寶誕生，同時有「虛構之花」之稱的藍色罌粟花開著。在冬季可體驗馴鹿拉雪橇。再

前往【留萌花田家番屋】建於明治 38 年左右，是日本最北端的「重要文化財」，也是北海道境內現存的番屋（崗哨）中

規模最大的一座，被認定為是「北海道遺產」。這座番屋在極盛時期曾是雇員多達 200多人的大型鰊魚（NISHINN）漁

家，過去漁伕們所使用漁具、食堂和花田家的典雅的起居室都被妥善的保留下來，在與道之駅（休息站）結合之後，成

為終年都可以讓遊客入內參觀的景點。目前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隨後特別安排前往【貍小路】商店街購物。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海鮮+鰊魚鮭魚卵定食          晚餐 : 飯店內迎賓自助百匯 

住宿：定山溪豪景 VIEW 溫泉飯店 

 

第 6 天 飯店 / 豐坪峽水壩(搭乘電瓶環保車) /小樽運河*散策* (紅色磚瓦倉庫群)－音樂盒博物館

－小樽北一硝子館～玻璃工房－銀之鐘咖啡屋★贈送 SPECIAL COFFEE AND HELLO 

KITTY COFFEE CUP～小樽運河 (安排品嘗咖啡+紀念杯+小蛋糕) /免稅店 / 自由前往貍

小路商店街購物 

 

早餐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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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前往日本唯一僅存古色古香，並富有歐洲風情之【小樽運河】，在此可與情人漫步於羅曼蒂克之古老街道，周圍並排

著明治、大正時代由紅色磚瓦所建造的倉庫群，寧靜中漂流著鄉愁的氣息。再前往參觀四千種各式各樣的音樂盒【音樂



盒博物館】聆聽幽美的節奏。轉往素有(玻璃工房)盛名的【北一硝子館】，是明治時期所建造的石材建築而成的倉庫、經

過改裝後，參觀精巧的彩繪玻璃藝術，此地常吸引無數觀光客注目。 

之後前往【免稅店】自由購物。 

★特別贈送安排前往銀之鐘咖啡屋品嚐香純美味的咖啡，品嚐後還可將精巧可愛的咖啡杯帶回紀念，留下美好的深刻回

憶。 

 

早餐：飯店內    午餐：石狩鍋+干貝燒風味套餐   晚餐 :涮涮鍋吃到飽+北海道三大蟹+飲料．啤酒．日本酒無限暢飲 

住宿 : 札幌 EXCEL 東急飯店 

 

第 7 天 飯店 /北海道神宮 /  千歲空港 / 台北(桃園 )  CI131  1500/ 1810 

 

早餐後~前往【北海道神宮】位於圓山公園裏的北海道神宮是奉明治天皇的詔令，為祭祀開拓北海道的守護神(也稱開拓

之神)—大國魂神、大那牟遲神及少彦名神，於 1869 年(日本明治 2 年)創建於東京的神宮。 

爾後專車前往千歲空港。搭乘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    午餐：空港拉麵自選      晚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注意事項 

※團費注意事項： 

1. 團費不含：導遊、司機服務費 (建議每天新台幣 300元/人)  

2. 團費不含：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 團費不含：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特別事項： 

1. 本行程為航空公司之團體機位，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行程及航班，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不論任何原因，已繳

付之團體訂金恕無法退還，視為個人放棄預訂之機位處理。 

2. 班機起降參考時間，會因日本政府實際核准時間而有差異，故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以航空公司為最後確認。 

3. 免費行李服務包含：每人 10公斤手提行李 1件+托運行李(去/回程 20 公斤)。 

4. 包含來回機上餐食 

5. 繳交訂金後，本公司將依觀光局所規定之【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精神保障您的權益。 

6.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內所附之正

確行程。  

7.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敬祝您 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