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CTS018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北海道~道東三大名湖、知床秘境八日遊 

《摩周湖、屈斜路湖、阿寒湖、富良野、入住星野渡假村》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購物行程，節省旅遊時程，安排新式遊覽巴士搭乘★★★ 

《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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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札幌：VESSEL INN 或同等級 

    

札幌：札幌城市飯店 Tmark City Hotel Sapporo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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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雲峽：層雲峽觀光 或同級 

    

知床：王子大飯店 或同級 

    

阿寒湖：新阿寒飯店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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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良野酒店 

    

●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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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千歲機場→札幌 

行       

程         

內

容 

今日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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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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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機場十勝豬肉丼飯定食 

/住宿飯店：札幌東武(或)札幌東急 REI(或)札幌東急 EXCEL(或)THE B 札幌 

SUSUKINO (或)札幌 APA RESORT(或)札幌紅色星球(或)北廣島 CLASSE (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出發→《約 153公里，車程約 2.3小時》→旭川動物園→旭川拉麵村午

餐→《約 72 公里，車程 1.3 小時》→大雪山國家公園纜車~層雲峽/黑岳五

合目、銀河流星瀑布→層雲峽溫泉 

行       

程         

內

容 

【旭山動物園】必遊人氣景點，日本最北的動物園，西元 1967 年 7 月 1 日開園，

1999 年開始冬季營業，歷經多次的變故關園，在 2002 年北極熊館的開幕，海豹館

的開幕之後，入園人數超越東京上野動物園，又加上 NHK 和富士電視台的宣傳下

成為日本當紅的動物園，園區裡的海豹館，可以清楚的看見海豹悠遊的景象，企鵝

館的企鵝隧道可以讓你和企鵝零距離的接觸，如同一起在海裡逍遙，這也是日本第

一間動物園裡有的企鵝隧道，冬季期間 12 月開始還有企鵝的散步秀，這也是園區

為企鵝貼心的安排，避免他們肥胖過度，除此之外還有今年夏天剛開幕的猩猩園區，

讓你見識猩猩的成長過程。除此之外每年都有不一樣的驚喜。 

※如遇年末休館或夏冬換季間休園，則改走旭川雪的美術館，敬請見諒。 

※國王企鵝遊行僅限冬季期間舉行(歷年 12 月-隔年 3 月底)，敬請見諒。 

【旭川拉麵村】(在此可自理挑選 10 多家自己喜好的拉麵店品嚐不同的拉麵風味)每

年吸引萬人到訪，拉麵村中各家歷史悠久且各自背負傳承責任的老店不僅店面外觀

維持平穩內斂，只求以口味奪人的傳統樣貌，不同流派於此爭鋒搶客更是讓難得來

訪的一眾饕客作收漁翁，一家接一家，一碗接一碗，大飽口福。 

【黑岳登山空中纜車】從峽谷底部慢慢攀升至標高 1300 公尺的黑岳五合目，在這

裡往下可鳥瞰樹海中的石狩川，抬頭可仰望黑岳山頂，景致令人懾服，大雪山黑岳

搭乘纜車一段，秋天之時，可隨纜車緩緩上升，俯看整個層雲峽內的楓葉美景，一

邊欣賞楓葉片片轉紅整座山自然風光，以及大雪山國家公園的自然優美，紅葉如詩

似畫。 

《特別報告》旭岳纜車、黑岳纜車會依紅葉轉紅狀況由旅行社安排擇一前往纜車如

遇當天風太大，氣候不佳，或是纜車故障或臨時維修保養時，基於安全因素，則退

費大人(含佔床小孩)日幣 1700 円，不佔床小孩日幣 1000 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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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銀河、流星瀑布】層雲峽有許多垂掛在柱狀紋路絕壁上的瀑布，其中最出名的是

流星和銀河瀑布。流星瀑布從 90 公尺高的斷崖上一口氣俯衝傾瀉而下，轟隆的水

聲夾帶無數的水花，宛如千軍萬馬奔騰一般，聲勢懾人。它的左邊是落差 120 公尺

的銀河瀑布，像拉著銀絲般的水流姿態，顯得柔和而美麗。有人說流星瀑布是男瀑

布，而銀河瀑布是女瀑布，把這兩座瀑布合稱為夫妻瀑布。在「日本瀑布百選」中

均榜上有名。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拉麵村自理~發現金券￥1200  

晚餐：飯店內和洋自助餐 

/住宿飯店：層雲觀光(或)層雲朝陽亭(或)層雲朝陽 RESORT(或)層雲大雪(或)或同級 

第三天 

飯店出發→《約 60 公里，車程 1小時》→北見狐狸牧場→《約 83 公里，車

程 1.5小時》→鄂霍次克流冰館+流冰體驗室+天都山展望台→《約 76 公里，

車程 1.3 小時》→世界遺產*大地盡頭*～知床國立公園祕境★搭乘觀光船*

極光號*(約 1 個半小時)→知床五湖*散策*(一湖)→OSHINKOSHIN 瀑布～雙

美瀑布→知床溫泉 

行       

程         

內

容 

【北見狐狸牧場】運氣好的話，在北海道的野地上不難見到北國狐狸的蹤影，但只

有來北見狐狸牧場這裡，才  能保證你絕不會錯過與牠相見。你可以在此仔

細觀察牠們的美麗身影與族群生活。雖然牠們早已被養馴而不怕與人類接觸，但是

為了防止意外，這裡是禁止餵食的。您可在園內與可愛的狐狸合影並購買當地紀念

品。 

【天都山流冰館+天都山展望台~眺望網走市區、壯闊鄂霍次克海峽】參觀流冰館，

在攝氏零下 15 度的流冰體驗室，固定展示著鄂霍次克海的冬季景致～流冰，並展

示著海豹、海獅等極地動物，也可直接與牠們接觸。還有世界第一座廣角高畫質劇

場之生動逼真的影像，以及您非看不可的 110 吋畫面，將美麗的鄂霍次克海的四季

景觀，生動地呈現出來。在其館內並可觀賞到稱為「流冰天使」的魚類，日本人亦

稱冰之精靈。 

【知床國立公園】面積 386 平方公里，是日本僅存最原始且神秘的地方，而有「日

本最後祕境」之稱。蝦夷人(北海道的原住民)稱之為「大地的盡頭」，這一帶整個都

劃為國立公園。棲息半島附近的棕熊、狐狸、尾白鷲、大鷹、海獅、海豹等動物，

更是知床半島的一大特色。 

【搭乘觀光船*極光號*】從知床觀光船極光號可以眺望那人跡罕至的原始境地。 

那 200 多米高的峭立懸崖以及猶如旋轉木馬一樣，呈現出奇形怪狀的海水侵蝕的洞

窟。還有那許許多多的注入鄂霍次克海的清清澈澈的瀑布，四季應時的知床峰巒，

色彩明豔，讓你們飽覽大自然的無窮魅力。 

◎如遇知床風浪大無法搭乘觀光船，則退費￥2000 元並改前往參觀知床旅客服務中

心。 

【知床五湖】是知床半島遊客最多的風景名勝。腹地分布著原生林，可以觀察知床

山脉、動植物和鳥。高架樹道全長約 800 公尺，能到一湖湖畔。湖上映照的知床連

綿的群山和遙遠地擴展的鄂霍次克海等，能輕鬆愉快地體驗知床五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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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流冰館日式簡餐  

晚餐：日式御膳 或 和洋式自助餐 

/住宿飯店：知床王子 或 知床地一 或 知床 GRAND 或 北 KOBUSHI 或知床飯店 

第四天 

飯店出發→《約 102公里，車程 2小時》→靜躺在神山懷抱的神秘之湖～摩

周湖*散策摩周湖→《約 23 公里，車程 30 分鐘》→屈斜路湖~砂湯、硫磺

山、美幌峠→《約 79公里、車程 2小時》→阿寒湖 

行

程

內

容 

【神秘火山湖~摩周湖】海拔 351 公尺，水質透明度為世界罕見的火口湖，因霧氣

多而顯得寧靜神祕。湖的中央有座東西 105 公尺、南北 50 公尺、高 23 公尺的神之

島，像極了可愛的小酒窩。東邊看到粗曠聳立的摩周岳，湖面倒映著它的山影。 

【屈斜路湖砂湯（體驗足浴砂湯）】屈斜路湖是日本面積最大的火口湖，也是釧路川

的源流。這座周圍廣達 57 公里的大湖，四周被美麗的森林圍繞，湖畔還有數個溫泉

湧出，因此成為道東地區最具人氣的觀光景點。在屈斜路湖畔的砂岸邊，只要向地

下一挖即會有溫熱的泉水湧出，馬上就能享受溫泉的熱力，大人或小孩都能親自體

驗這種動手造溫泉的樂趣。同時此地在冬季時會有為數眾多之西伯利亞白天鵝前來

渡冬，展現不同之景觀。 

【硫磺山】硫磺山是大約 1,700 年前火山噴發之後的中央火口丘之一，硫磺山在阿

伊努語中被稱爲阿特薩努普利（裸山），到處是裸露岩面的特異山容，現在仍然在頻

繁地爆發噴氣。 

【美幌峠】指的是位於日本北海道美幌町與弟子屈町交界的最高點，海拔約 525 米，

是個可以遠眺屈斜路湖與硫黃山的絕佳景點。是電影《非誠勿擾》其中一個外景地。

從展望台可眺望到屈斜路湖和阿寒群山許多受歡迎的景點，如果來到這裡，一定要

帶上廣角鏡頭留好下美好的景象。(在冬季暴風雪時會禁止通行)。 

【阿寒湖溫泉】阿寒湖溫泉，泉質屬於單純泉，對恢復疲勞、神經痛、關節炎有極

佳療效。阿寒湖被雌雄阿寒岳所環抱的菱形火口湖，湖泊內生長著名的國家指定保

育之稀有植物綠球藻，大而完整的綠球藻在世界上難得一見，彌足珍貴。眺望雄阿

寒岳優美的景色、周圍的原生林以及四周的溫泉旅館，集結成阿寒湖獨特的魅力。

湖畔至今還保存有不少古愛奴人生活的痕跡。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北海道名物御膳 

晚餐：飯店內和洋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飯店：新阿寒 或 阿寒之森鶴雅飯店 或同級 

第五天 

阿寒湖→《約 109 公里，車程 2 小時》→十勝~池田葡萄酒城(古堡內藏玄

機，參觀釀酒製造的過程)→《約 40公里，車程 50分鐘》→幸福駅 →《約

80公里，車程 1.2 小時》→星野渡假村～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所設計的【水

教堂】 

行

程

內

容 

【池田葡萄酒城】，外觀像中古世紀的古堡，可觀葡萄酒的製造過程及貯藏庫等並

可試飲。之後前往於舊釧路川河口沿岸的【釧路 Fisherman’s Wharf MOO】，集合

眾多飲食店與茶館等的綜合體（如:俄羅斯餐廳、手工藝品），而一樓的釧路市場約

有數十家陳列當地新鮮魚貝類與海產加工的商品，都是絕不可錯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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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車站】幸福車站一度「開往幸福」的車票在當時超人氣，目前因鐵道停駛

成為鐵道公園開放參觀，旁邊有賣紀念車票。就像我們台南的「永保安康」車票

一樣深受歡迎！來到此站，你可以將祝福的話寫在紙條或名片上，並隨意放置在

車站裡外的任何角落，祈求心想事成，所祝福的人都能得到幸福。 

◆渡假村內其他自費活動項目： 

《 美食體驗》 

1. 北海道麵包工坊(7/1-8/31)： 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之下將發酵後的麵團仔細揉捏成

自己喜愛的造型再放入烤箱內烘烤。香香軟軟的麵包這樣熱騰騰的出爐囉！所需

時間：1 小時 (含烘焙時間)費用 1575 日圓/組(1-2 人份) 

《 自然體驗》 

1.花鳥楓果自然體驗(7/14-8/31)：讓導遊帶著您一邊漫步 TOMAMU 森林，一邊體驗

自然。需事先預約(前一日 17:00 前)雨天中止，所需時間 1 小時，費用成人 2100 日

圓，兒童(4-12 歲 1050 日圓) 

2.水下生態觀察(7/14-8/26)：在池塘及小河中有著許多的生物,一起進入水裡補捉、觀

察水生昆蟲或蝌蚪,追尋蜻蜓的足跡。需事先預約(前一日 17:00 前)，所需時間 1.5 小

時，費用成人 2100 日圓，兒童(4-12 歲 1050 日圓) 

3.夜間高爾夫球車探險(7/14-8/31)：夜晚開著球車到高爾夫球場內尋找動物的蹤跡

吧！除了蝦夷鹿及雪兔的足跡外，運氣好的話說不定還可以遇到本尊哦(因露水關

係,請穿著防水性較高的鞋子)！※需事先預約(前一日 17:00 前)雨天中止，所需時間

1 小時，費用 6300 日圓/台 

《 村內活動》 

1.北海道高爾夫(18 洞迷你高爾夫 7-1-10/8)：在北海道廣大年齡層內擁有絕大人氣的 

Park Golf 運動！以 TOMAMU 山為背景，爽快地揮杆！(18 洞/72 杆)，費用成人 1050

日圓，兒童(4-12 歲 735 日圓) 

2.家庭垂釣(7-1-10/8):  一起來挑戰在森林中的釣魚池裡用魚餌釣魚吧！虹鱒、山女

魚、雨鱒都以極接近自然方式繁殖。（釣起後，記得要放回哦!!），費用釣竿租借費

用 2100 日圓 

3.網球(7/1-10/16)：白樺樹圍繞的網球場中，恣意的揮拍吧！免費出租球拍及網球。

費用 1 小時 2100 日圓 

《餐食介紹》 

【晚餐】Hal 自助晚餐：約 50 道和、洋、中式料理搭配上甜品跟湯品與季節水果跟

茶飲等，無限品嘗，讓您可以親自感受北海道新鮮食材所烹煮的道地各式風味料理，

絕對讓您贊不絕口。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式御膳 晚餐：渡假村內豪華自助餐 

/住宿飯店：星野 TOMAMU 渡假村或同級 

第六天 

星野渡假村~纜車直至山端的雲海平台→《約 80公里，車程 1.3 小時》→富

田農場(富良野的代表，以薰衣草和七彩花田聞名)～上富良野 FLOWER 

LAND(搭乘遊園車遊覽花田風光)→《約 20-公里，車程 30 分鐘》→青池→

富良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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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平台】搭乘纜車前往海拔 1088 公尺的高峰，腳底下的是有如白色絨毯般的日

高及十勝山脈，欣賞北海道群山環繞壯麗之美，微風拂來，您亦可點杯咖啡，感受

夏天北國早晨的悠閒。(纜車運行時間為 05：30～08：30，最終搭乘時間為 08：00)

※ 雲海纜車營運時間為 5/25-10/28，纜車為飯店住宿配套方案，如遇天候狀況不佳

或機械維修暫停營業恕不退費。冬季更換滑雪盆活動。(活動隨季節更換)。雲海平

台的乘車券還是可當成「雲海回憶明信片」(含郵資)喔！ 搭上纜車至上頂，蓋上特

製的圖章投進山頂的郵筒裡，把回憶寄給自己和家人吧！ 

【富田農場】整個富良野地區最成功的薰衣草農場就屬富田農場，它以創新的經營

和薰衣草相關的開發，使它成為薰衣草的最佳代名詞。富田農場分成五大花田: 花

人之田、幸福花田、香水之田、薰衣草田和彩色花田。不斷創新與研發的富田農場，

為了讓許多不是薰衣草季也能觀賞到薰衣草，經過多年研究，於 2000 年秋天終於讓

薰衣草也能在下著雪的冬天開花。冬天在富田農場內的 Green House 溫室木屋內中

可欣賞到薰衣草，冬天來到富良野將不會有遺憾。 

【上富良野 FlowerLand 花田】以十勝岳為背景的 FlowerLand 花田，是可以滿足您多

方感觀的大花田，各季不同色彩炫麗的花朵，在無限的山丘上展開，季節性美麗的

花田展現在眼前，為您留下美好回憶。 

美瑛之丘：視野所及之處，美的如詩如畫般，這裡是專業攝影師眼中最愛之處，宏

偉的自然風景展現出四季不同的迷人風貌，碩大之美的田園風情，沿途田園風景讓

您有置身於歐洲之感。 

【青池】北海道美瑛町的東南部，1988 年間的十勝岳火山噴發,當時為防止岩漿向下

漫流影響而破壞美瑛，當地政府於隔年修整水坭堤壩來防治，此工程於 1994 年間建

成後，藍色的川流被截流成這美麗的池塘。瀑布的水中,鋁成份含量很高,和其他河

水相互混合後，形成了微小顆粒，顆粒在陽光照射下，形成陽光中藍色光波，於是

倒映成藍色，陽光越強，藍色就越耀眼，所以稱為青池，景色優美宛如人間仙境!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和風精緻定食或自助餐料理 

晚餐：富良野農家自助餐 

/住宿飯店：富良野那圖瓦德飯店(HOTEL NATURWALD FURANO) 或同級 

第七天 

飯店出發→《約 115公里，車程 2.2 小時》→札幌~北海道神宮、大通公園、

狸小路 

行

程

內

容 

【北海道神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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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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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廳舊道廳】曾經是北海道的行政機關北海道廳的辦公場所，建立於 1888 年，

以美國州議會為範本所建造的新巴洛克式建築。其八角形的大圓屋頂、尖狀屋頂、

窗框等，看起來相當有格調。廳舍前的池塘如明鏡般，倒影非常美麗，老樹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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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散步休閒的好地方。 

【狸小路】您可自由夜訪頗負盛名又熱鬧的狸小路逛街，這裡約有 130 年悠久歷史，

從服飾店、土產店市場到飲食店共有 200 多家，每家店都各有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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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式御膳  

晚餐：三大螃蟹吃到飽+燒烤或火鍋~飲料無限暢飲  

/住宿飯店：札幌東急 REI 飯店 或 宜必思尚品札幌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飯店出發→《約 38公里，車程 50 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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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贈小甜點

或蛋糕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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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5 公里，車程 1 小時》→北廣

島 Outlet Mall→《約 37公里，車程 50 分鐘》千歲機場→高雄 

行

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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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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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et Mall】(日本最大的 Outlet Mall 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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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井

OUTLET PARK 札幌北廣島，在北海道美麗自然風光的懷抱下，溫馨的園區內聚集

了多間富有吸引力的店鋪。其中，能容納 650 人的大型美食廣場和農產品直銷特別 

具有魅力，是個備受遊客和當地居民歡迎的「極具北海道特色的特賣商場(Outlet)」。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式御膳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本行程適合旅遊季節~每年 04 月中旬~06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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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醒》： 

1.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

便之貴賓，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

陪同參團，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2.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

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

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3.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

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

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

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

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4.因氣候無法預測，故若遇大風雪、火山、颱風、地震等情況，則會以行程安全順利為

考量，採緊急行程應變措施，敬請見諒。 

5.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

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

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6.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

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

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因受限日本當地法令之限制，巴士有行駛時數及公里數之限制若遇不可抗力之情況：

如天候、交通事故、航班、船舶等，致影響行程、景點、餐食、飯店等有所變更或取消，

將依日本當地法令，及現場情況彈性調整之，會以旅客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不另

行退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

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自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

(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如因塞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行車時間與日本

國土交通省制訂之法規有相抵觸情況時，以日本國土交通省法規為主。如有造成不便

之處，敬請見諒!(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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