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介紹： 

★美食饗宴★ 

※行程贈送在【小樽運河】品嚐咖啡，並加贈小甜點或蛋糕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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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蟹：行程中安排飯店內或餐廳中享受【無限量供應－品嚐『北海道蟹』】之美

味，滿足您的口慾。 

   

★季節活動★ 

※ 特別安排搭乘【破冰船】冬季限定開航，此船兩邊有巨大的破冰鑽能破冰而行，可

在廣闊冰洋之中感受到大自然造物的偉大力量，更能體驗征服流冰的神秘與喀吱作響

的真實感，揭開流冰的神秘面紗。 

※ 於完全結冰的阿寒湖上安排精彩【雪上活動】，您可體驗駕駛冰上摩托車或搭冰上香

蕉船，騁馳在銀白色的雪地上感受刺激及樂趣，或是體驗冰上釣小公魚及品嚐炸小公

魚甜不辣，皆讓您回味無窮！ 

  

★季節限定★ 

★北海道冬季點燈閃亮亮及祭典活動日期一覽★ 

◆【層雲峽冰瀑祭】◆2018 年 01 月 25 日 (水)～2018 年 03 月 20 日 (月) 

   

充滿震撼力的冰柱、冰隧道、還有高達 15 公尺高的冰製展望台等，層雲峽嚴冬自然力

量所形成的各式冰製建築林立眼前，可說是只有北海道才可能體驗的慶典。夜晚燈光

打照在冰製建築上，產生出與白天截然不同的夢幻氣氛。活動期間中，還有舉辦觀光

客可輕鬆參加的遊戲大會、煙火大會等。 



◆【阿寒湖冰上祭 ICE.愛.冬華美】◆2 月 1 日～3 月中旬 

   

可在完全結冰的阿寒湖體驗全家大小同樂的切冰體驗、迷你冰壺等活動之外，另外也

可以試試雪上摩托車、香蕉船等夜間雪上活動。在冬華美會場內，也設有美食專區可

以在寒冷的氣溫下喝上暖暖的飲品，在這裡每年都會吸引眾多遊客前來，熱鬧非凡！ 

◆【十勝川白鳥祭彩凜詩 SAIRINKA】◆開催期間 2018 年 1 月 21 日(土)～2 月 26 日(日) 

 

為慶祝天鵝飛臨過冬，在十勝川温泉每年都會舉行白鳥祭彩凜華 SAIRINKA，可以看

到超過 300 個大小三角錐燈籠，其中有七色光源閃爍，加上一些小燈和大圓燈球，可

說是一片七彩繽紛，彷彿走進夢幻的光感空間。再伴隨著音樂聲，隨即進行燈光秀，

閃出不同顏色，極為迷人！ 

◆【札幌白色燈樹節】◆南一條大道：2017 年 11 月 18 日〜2018 年 3 月 14 日 

   

在這期間從 JR 札幌站到市中心的大通公園道路，從下午的四點半到晚上十點道路兩旁

的樹木被 37 万個美麗的小燈泡裝飾的璀璨迷離各式各樣主題的燈飾，光之森、針葉

樹、宇宙的領域、雪人、、您將置身于光的幻影、迷醉在流光溢彩的札幌之夜！札幌

白色燈樹節您絕不能錯過！  

第一天 桃園機場/千歲空港／途經白雪皚皚的日高山脈／十勝川美人湯溫
泉～參觀冬季限定白鳥彩凛詩祭典:開催期間 2018 年 1 月 21 日

(日)～2 月 25 日(日)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專機飛往位於日本北海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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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後專車前往【十勝川溫泉美人湯】質屬於著名的植物金鞭草溫泉。在

日本只有十勝川，在全世界只有德國才有這種極為珍貴的泉質。所謂的金

鞭草溫泉，就是經過太古時期地下沉積的植物堆積層所湧出的熱水，這種

泉質含有豐富的植物精華及天然保濕成分，好像天然化妝水，只要浸泡過

金鞭草溫泉，肌膚就會變的光滑細緻，這就是美人湯的由來  

早餐：永和豆漿   午餐：機上精緻餐食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十勝川大平原溫泉或十勝川第一溫泉或同等級旅館 

第二天 十勝川－釧路鶴見台－阿寒湖冰上活動四合一【冰上摩托車+冰上

香蕉船+冰上四輪越野車+冰上釣小公魚體驗】－阿寒湖溫泉～溫泉
商店街自由散策 

 

【釧路鶴見台】北海道道東最大城市～釧路，前往鶴見台，觀賞以保護棲息地與繁

殖丹頂鶴（日本人譽為吉祥之鳥）之主要地點，冬季是觀賞丹頂鶴的好地點。※或【丹

頂鶴自然公園】，視天候狀況調整。 

【雪上活動四合一】  

【冰上摩托車】、【冰上四輪越野車】限繞行場地一圈(一次)，可單人騎乘，12 歲以

下兒童為了安全起見，務必有大人同乘。 

【冰上香蕉船】限繞行場地一圈(一次)，有別於東南亞盛行的水上橡皮艇，雪中的滑行

與晃動更具樂趣。 



【冰上釣小公魚體驗】在已有專人挖掘好的冰洞中垂釣，是個老少皆宜的活動，是北

海道冬天絕佳體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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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  午餐：日式和食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新阿寒或同等級旅館 

第三天 阿寒湖溫泉－硫黃山(屈斜路湖東側的活火山～贈送火山溫泉蛋)－

網走．流冰觀光破冰船(體驗征服流冰的的神秘與喀吱作響的真實感)

－北見狐狸村(放牧著 100 多隻北國狐狸)－層雲峽溫泉※『層雲峽

冰瀑祭』:冬季限定 1 月 25 日～3 月 18 日   

   

【屈斜路湖】阿寒國立公園中最大的火山湖泊，面積 79.7 平方公里，湖周圍 58 公

里，最深部份是 117 公尺，屬於淡水湖。四週有砂湯、池之湯、仁伏、川湯及和琴等

溫泉湧出，南岸有和琴半島的延伸，湖中有火山噴出所形成丹錐形的小島「中島」，湖

底亦有溫泉噴出湖水酸性較高，一般水草較難生長。 

【硫黃山】位於屈斜路湖東側的活火山。附近皆因噴出的氣體而散發著硫磺氣味。是

川湯溫泉的源頭。 

【流冰觀光破冰船】安排搭乘破冰船(約 60 分鐘)，每年約 1 月中旬至 3 月下旬開航，

此船兩邊有巨大的破冰鑽所以能破冰而行，可在廣闊冰洋之中感受到大自然造物的偉

大力量，更能體驗征服流冰的神秘與喀吱作響的真實感，更深入了解鄂霍次克海的自

然景觀，揭開流冰的神秘面紗。 

※ 流冰觀光破冰船預計期間為 1/20~3/31，若因預約客滿或天候狀況不佳，或因溫室

效應導致冬季流冰延遲而停駛時，退費日幣 2500 元。 

【北見狐狸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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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北見狐狸村這裡，才能保證你絕不會錯過與牠相見。因為這座牧場裡居然放牧了 100

多隻的北方狐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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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狐狸村休園改走狐狸牧場。 

『層雲峽冰瀑祭』活動期間 2018/01/25－2017/03/18：在一萬平方公尺的會場利

用石狩川打造出充滿自然意態的冰柱建成冰的迴廊、冰的展望台、冰橋、冰瀑神社等，

遠遠看彷彿一座冰之城堡；夜間打上彩燈，更令人有如置身神秘的冰雪世界! 

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    午餐：海鮮鍋料理或日式和食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或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觀光、朝陽亭、朝陽 RESORT、大雪、層雲閣或同等級旅館 

第四天 層雲峽溫泉－銀河、流星瀑布(夫妻瀑布)－小樽運河(最浪漫的知名
小鎮)～銀之鐘咖啡館(贈限量咖啡杯．暢飲熱咖啡或熱茶)～音樂盒

博物館(日本最早音樂鐘，音樂盒+DIY)～天狗山纜車－免稅店－大

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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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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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小甜點或蛋糕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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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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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道三大夜景：搭天狗山纜車遇見夕陽下雲海夜景】：小樽是許多旅客到

北海道都會拜訪的城市，而要看清楚這座歷史之城的輪廓，就要搭一次天狗山纜車。 



【大通公園】：寬達一百公尺，是將札幌市的中心區，以一條帶狀綠地劃分為南北的

街路公園，亦有「大通逍遙地」之稱。公園內有一電視塔，高約一百七十四公尺；冬

天的雪祭，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光客慕名而來。 

餐食: 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    午餐：小樽限定 HOKKE 陶板+碳烤扇貝+暖暖

小鍋 

晚餐：海鮮鍋 + 三大螃蟹無限享用(帝王蟹、松葉蟹、毛蟹) 

宿 : 札幌東急或大和 route 或同等級旅館 

第五天 定山溪溫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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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三井 Outlet Mall (北海道最大的精品暢貨中心)－
新千歲空港/桃園機場～結束本次浪漫、懷念的北海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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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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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暢貨中心 Outlet」，是將世界各國名牌過季品或存貨，以 30%～

50%的價格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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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和洋中式豐盛自助餐或日式和風朝食料理 

午餐：發帶餐費日幣 1500  晚餐：機上精緻餐食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

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約 1000 元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小費另外支付 1250 元 

機場稅 含 另收 3000 元 

阿寒湖冰上活動四合一 包含 不一定 

硫黃山～贈送火山溫泉蛋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網走．流冰觀光破冰船、北

見狐狸村、層雲峽冰瀑祭 
包含 不一定 

銀河、流星瀑布(夫妻瀑布) 包含 不一定 

音樂盒博物館:DIY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北海道神宮 包含 不一定 

3 晚溫泉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三大蟹吃到飽 包含 不一定 

專業.風趣 DJ 導遊同行、贈

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