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先賣五星春櫻北海道.洞爺湖.熊牧場.海洋公園.Nikka 威士忌.企鵝遊行.
小樽浪漫遊.北海道神宮.螃蟹吃到飽溫泉五日
出發日期：2019/5/5.6.7.9.12.13.14.16.19.21.23.26.27.28.30
現金優惠價：32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登別櫻花隧道【賞櫻情報：約５月中旬～５月下旬】專車路經登別櫻花隧道，從登別車站前往登別溫泉街
的公路上，欣賞路旁兩岸約 2000 株的櫻花並木。
★圓山公園【賞櫻情報：約４月下旬～５月中旬】約 1500 株的櫻花樹，是札幌市內櫻花名所。
★北海道神宮【賞櫻情報：約４月下旬～５月上旬】明治 2 (1869) 年 9 月 1 日，奉明治天皇的詔令，創建北
海道神宮，北海道神宮為北海道守護神、開拓之神的祭祀之處。
★【精選優質飯店】★★【保證入住一晚國際五星希爾頓集團【二世谷】飯店～含露天風呂】★
二世谷希爾頓是一間可感受四季不同風貌之美，且身心靈都能充分放鬆的大型度假飯店。從飯店可飽覽羊蹄
山豐富的大自然景色；夏季則可體驗許多戶外活動，像是：騎馬、高爾夫、網球、泛舟、越野車、登山等等；
冬季不可錯過的是二世谷那世界級的雪粉，盡情享受滑雪的樂趣，不論是大人小孩都適合喔。
★【保證入住一晚登別溫泉飯店～舒緩身心～溫泉之夜】★『登別溫泉』自然湧出量每天達一萬噸，溫度為
45℃-90℃的高溫，而且含有 11 種的豐富泉質因而被稱為溫泉百貨公司，自古即用來療養傷病，更被視為消
除疲勞或是養身的地方。如遇【名湯之宿 PARK 雅亭 溫泉飯店】滿房，則升等入住【登別馬可波羅 溫泉飯店】
★【特別安排～貼心企劃】★『登別海洋公園尼克斯～國王企鵝大遊行～北歐浪漫水族館』
★『小樽市【小樽運河、北一硝子館、歐風蒸氣鐘、小樽音樂盒堂博物館】』
★『昭和新山熊牧場～贈每人一袋熊食用蘋果或餅乾』
★【最佳嚴選～美味佳餚】★★特別加碼兩餐【螃蟹】吃到飽 螃蟹種類以當日提供為主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05/05

日

長榮航空

BR116

桃園機場

10:10

札幌新千歲機場

2019/05/05 15:00

2019/05/09

四

長榮航空

BR115

札幌新千歲機場

16:00

桃園機場

2019/05/09 19:1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保證入住登別溫泉區～享受日本出泉量前三名★ 台北北海道千歲機場→路經登
別櫻花隧道【賞櫻情報：約５月中旬～５月下旬】→入住登別溫泉鄉、傳統溫泉商店街～溫
泉之夜～極樂通閻魔王變臉秀
帶著輕鬆的心情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直接飛往北海道門戶新千歲機場。
◆【登別櫻花隧道】
【賞櫻情報：約５月中旬～５月下旬】從登別車站前往登別溫泉街的公路上，欣賞路旁兩
岸約 2000 株的櫻花並木，享受不同的櫻花饗宴。
今晚夜宿登別溫泉鄉，晚餐過後，您可自由前往●【登別溫泉街】內散步，在極樂通內有個招牌景點●【閻
魔堂】，每晚有特別的閻羅王變臉秀，您可盡情感受特有的北國溫泉鄉風情；登別溫泉出泉量是日本前三名，
更是日本少數擁有傳統熱鬧溫泉街氣氛的溫泉聖地。
＊＊＊【特別說明】＊＊＊
＊閻羅王變臉秀表演有時會因大雪等氣候因素或基於安全因素等關係而停止表演。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 : 飯店內晚餐★贈螃蟹吃到飽
住宿 : 保證入住登別溫泉鄉

名湯之宿 PARK 雅亭 溫泉飯店

第二天 ★一座充滿北歐浪漫氣氛和海洋幻想的海洋主題樂園【歡樂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
★登別地獄谷→登別海洋公園尼克斯～國王企鵝大遊行～北歐浪漫水族館→洞爺湖展望台
→昭和新山→昭和新山熊牧場（★贈每人一袋熊食用蘋果或餅乾）→羊蹄山名水公園→★保
證入住五星希爾頓集團【二世谷】飯店～露天溫泉
小●【登別地獄谷】位於登別溫泉街的東北側，是火山爆發後由融岩所行成的一個奇形詭異的谷地，無數的
噴氣孔噴出天然瓦斯及熱水，為登別最大之泉源，依地點不同，湧出之水質亦不相同，可達 11 種之多，雖然
無法靠近其中心部，但在周圍設有約 600 公尺的徒步走道，可讓您就近參觀。
◎【登別海洋公園尼克斯】是以生命誕生泉源，海洋為主題的樂園，位於中心部的尼克斯城，是四層樓高之
新型水族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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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 AQUA 隧道，穿越其
中，您可親身體驗類似海中散步的感覺。每日還有非常特別的【企鵝遊行】活動，成群的企鵝在您面前散步
逛大街，可愛討喜的模樣令人感動。
●【洞爺湖展望台】觀賞這座寬闊的火山口湖，20 世紀初火山爆發頻繁，陷沒後形成了這座湖泊。由於地處
溫泉區，湖面在冬天也不會凍結，是日本最北端的不凍湖。
●【昭和新山】不時還冒出白煙，是北海道的活火山於 1943 年大地震時火山爆發所隆起的小山，原高度只有
270 公尺，後地殼不斷活動使山的高度不斷增加，至今仍是一座正在成長的新山，在紅褐色的山脈中可見到
地熱白煙嬝嬝。
◎【昭和新山熊牧場】，在此您可觀察熊的生態，並看到可愛逗趣的大熊與幼熊，牠們會搖晃拍手、單手接住
要餵牠們吃的東西，十分可愛逗趣。
●【羊蹄山名水公園】位於羊蹄山麓 (蝦夷富士) 的名水公園，又名京極吹出公園，天然湧出的泉水，是山上
的雨水或雪融化後滲入地下在此湧出，純淨清涼，已列入日本百選名水之林。
＊＊＊【特別說明】＊＊＊
＊企鵝遊行的表演活動，有可能因企鵝的身體不適或風雪過大等氣候因素而突然停止。

＊如遇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年度檢修日【可參考景點連結】或臨時休園，行程將改前往【登別伊達時代村】。
＊如遇昭和新山熊牧場休園日，改於前往【登別熊牧場】。
＊昭和新山熊牧場贈每人一袋熊食用蘋果或餅乾部分，恕無法指定。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日式壽喜燒
晚餐: 飯店內晚餐★贈螃蟹吃到飽
住宿 : 保證入住國際五星

二世谷 希爾頓 飯店

第三天 ★北海道最浪漫景點之一：小樽運河★醉人余市 Nikka 威士忌北海道工廠～唯一手
工木炭蒸餾～余市蒸餾所建築物群【有形文化財產】→小樽市【小樽運河、北一硝子館、歐
風蒸氣鐘、小樽音樂盒堂博物館】→免稅店→札幌拉麵聖地～元祖札幌拉麵橫丁
◎【余市 Nikka 威士忌北海道工廠】日本威士忌創業者竹鶴政孝在蘇格蘭留學後，回到北海道後，便在余市
打造跟蘇格蘭一模一樣的蒸餾廠，會選擇余市也是因為這裡的空氣水質和蘇格蘭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於是
在 1934 年打造余市 Nikka 威士忌，開始釀造和蘇格蘭一模一樣的威士忌。NIKKA 威士忌酒廠堅守著炭火蒸餾
法，也是在是日本唯一保留歷史、手工木炭蒸餾的威士忌廠，更是全世界仍保留木炭加熱技術的工廠，曾經
在 2008 年，由余市出品的單一純麥威士忌，在威士忌雜誌（Whisky Magazine）國際評比中，打敗了蘇格蘭威
士忌。
日本唯一，富有歐洲風情之●【小樽運河】參觀，在此可與家人朋友漫步於古老運河街道裡，周圍並排著明
治時代開始，由紅磚灰瓦所建造的倉庫群，運河旁寧靜中飄流著悠悠氣息。
以玻璃工房盛名，得獎常勝軍的●【北一硝子館】，參觀精緻多樣的玻璃藝術工藝。
●【歐風蒸汽鐘】，是與加拿大溫哥華市內觀光勝地「Gastown」的蒸氣時鐘同型，於 1977 年由加拿大著名鐘
錶工匠以青銅打造，蒸氣鐘是電動式時鐘，以電腦控制讓鍋爐沸騰產生蒸氣。每小時整點報時之外，每隔 15
分鐘以蒸氣奏出 5 個音階旋律；位於小樽音樂盒堂前，充滿古典歷史風味的蒸氣鐘，成了拍照留念的最佳景
點。
●【小樽音樂盒堂】，展示千種以上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音樂盒，讓您環繞在幽美節奏裡。
●【免稅店】購物，豐富的北海道物產與親切的中文服務，您可自由選購。(停留時間約一小時)
●【元祖札幌拉麵橫丁】，源自札幌拉麵的誕生，在 1946 年至 1947 年左右，開始有路邊攤以賣拉麵維生。在
被稱為拉麵城市的札幌，現今已擁有超過 1,000 家拉麵店，除了路邊四處可見的拉麵店之外，最有名的莫過
於元祖麵條橫丁，這條拉麵街也是日本全國知名鬧區薄野的旅遊聖地。札幌拉麵的特徵，麵條又粗又捲，呈
現出非常獨特的金黃色，口感鮮 Q 彈牙、咬勁十足，充滿了道地北海道風味。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保證入住札幌

王子飯店【客室 WIFI 免費】

第四天 ★北海道第一大城風光：札幌市區遊覽★ 札幌市區觀光【路經札幌市鐘樓、舊道
廳】→大通公園→安排貍小路商店街購物→北海道神宮【賞櫻情報：約４月下旬～５月上旬】
→圓山公園【賞櫻情報：約４月下旬～５月中旬】→北海道 OUTLET 購物廣場【札幌北廣島
三井暢貨園區】
◆【札幌市鐘樓】札幌市區最知名的景點，是北海道少數保存至今的美式建築，在日本 19 世紀時引進西方教
育與北海道開墾時期的象徵。
◆【舊道廳】是建於明治 21 年，也是北海道第一座美國風味建築的政府所在地。
●【大通公園】，全長 1500 公尺、寬 105 公尺，它不僅是市民及遊客遊憩的好場所，亦是一年四季各種熱門
活動的主要場地。
特別安排前往札幌最熱鬧的傳統商店街●【貍小路】自由逛街購物，感受北國夜生活的熱鬧風情。
●【北海道神宮】
【賞櫻情報：約４月下旬～５月上旬】明治 2 (1869) 年 9 月 1 日，奉明治天皇的詔令，創建
北海道神宮，北海道神宮為北海道守護神、開拓之神的祭祀之處。此後，第二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將來
自東京神祇官的開拓三神之靈位奉戴至此，以船運送至北海道。再從箱館(現在的函館)由開拓判官---島義勇將
靈位親自背負至札幌，於明治 3 (1870)年 5 月，在札幌市北 5 條東一丁目建立了一座神殿，然後於明治 4(1871)
年 5 月定名為札幌神社，同一年的 9 月，將其供奉在現在的圓山之地。於昭和 39 (1964)年時，因為增祀明治

天皇而改名為北海道神宮，之後即成為北海道名副其實的「總鎮守」(總守護神)而受到日本人的崇敬。
●【圓山公園】【賞櫻情報：約４月下旬～５月中旬】約 1500 株的櫻花樹，是札幌市內櫻花名所。
●【札幌北廣島三井暢貨園區】，這裡網羅了近 130 家世界一流品牌，有女裝、男裝、童裝以及運動和戶外、
時尚、生活用品等。此外，還有容納 650 個席位的大型美食街，彙集豐富名產和當地農產品的“北海道本地
農場樂園”，提供您新型態的購物環境。
＊＊＊【特別說明】＊＊＊
＊如遇三井 OUTLET 購物廣場年度休園或班機時間關係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下無法前往時，則改至 RERA 購物中
心。
晚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 苫小牧或定山溪

WING 國際飯店

或同級

第五天 支芴洞爺國立公園～支芴湖～全日本第二深的湖泊→北海道千歲機場台北
支芴洞爺國立公園之●【支芴湖】是日本僅次於田澤湖之第二深的美麗湖泊，是一個約在 3 萬 2 千年前因為
火山爆發，直到 9 千年前左右才形成的火山口湖。四周約有 42 公里，最大深度為 363 公尺，透明度達 25.3
公尺，平均最高水溫只有 3.6 度，同時亦為眾所皆知日本水溫最低且最北方的不凍湖。
專車續往新千歲空港搭乘客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這次豐富的北海道之旅。
晚餐 : 機上精緻簡餐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日式風味餐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