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海道+東北風情遊
Valid: April ~ October
行程特色：
我們為何安排北海道+東北？什麼是東北？
日本東北地區是指本州最北端的6 個縣（青森、秋田、岩手、宮城、山形、福島），是本
州最晚開發的地區。本區
幅員廣大，以秀麗的山川美景和多樣的優質溫泉著稱，同時因為開發較晚，仍保持相當純
樸的傳統風貌，是個非
常值得推薦的地方。我們特別精心設計北海道+東北之行程，讓您在最短的時間內，一次
玩完兩地最精華的地方。
• 全程使用當地最知名的酒店。（函館面海，十和田面湖，松島面海灣）。
•住宿4 晚溫泉旅館（登別，函館，十和田湖，繫溫泉），1 晚藥泉旅館（松島）。
每家旅館景觀不同（山景，海景，湖景，林景，灣景），泉質不同，情趣各異。
•餐食安排：超值旅遊一貫的高標準，高規格，高品質。好吃，有變化，有當地特
色，吃 些什麼？來就知道啦！
• 大沼公園騎自行車環湖。
• 搭乘函館山空中纜車，欣賞函館百萬夜景。
• 參觀函館朝市。
• 搭乘青函海底隧道火車，由函館→青森。
• 搭乘遊覽船，遊松島海灣。
• 松島觀瀾亭，一面品茶、一面觀賞海灣風光。
• 搭乘新幹線，仙台→東京。
第一天: 美國USA / 加拿大Canada → 經中轉城市 → 日本札幌Sapporo, Japan
飛往成田新東京國際機場(NRT)、關西國際機場(KIX)或其它亞洲城市轉機飛往札幌新千
歲機場(CTS)。
第二天: 抵達日本成田新東京機場Narita airport 轉機飛往 → 新千歲機場Sapporo Chitose
airport → 札幌Sapporo → 飯店【晚餐】超值旅遊專員新千歲機場接機, 搭乘專車前往飯店。
全體團員會齊於飯店內晚餐。
第三天: 札幌Sapporo → 小樽Otaru [小樽運河Otaru Canal 散步] → 堺町Sakaimachi [參觀：
北一硝子館Kitaichi Garasukan，小樽音樂盒堂Otaru Music Box Museum] → 午餐 (燒烤海鮮)
→ 札幌Sapporo [市區觀光：北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紅磚館舊道廳Old City Hall，

時計台Tokeidai，大通公園Odori Park 散步] → 市區購物自由活動 → 晚餐(螃蟹全餐) → 飯
店【三餐】
第四天: 札幌Sapporo → 北海道神宮Hokkaido Shrine → 大倉山Okurayama 滑雪跳台競技場
[參觀：札幌冬季運動博物館Sapporo Winter Sport Museum；搭乘大倉山空中纜車Passenger
Lift] → 午餐(涮涮鍋) → 白老 [參觀：白老愛奴族村 Shiraoi Ainuzoku Village] → 地獄谷
Jigokudani → 登別Noboribetsu Onsen 溫泉旅館 (自由參加溫泉鄉散步及晚餐於飯店享用北
海道海鮮自助大餐) 【三餐】
第五天: 登別Noboribetsu → 洞爺湖Lake Toya [搭乘有珠山纜車Usuzan Cable Car (會因天候
問 題 而 作 適 當 變 更 ) ， 眺 望 昭 和 新 山 Mt. Shyowashin-zan] → 大 沼 國 定 公 園 Onuma
Seminational Park → 函館Hakodate → 湯之川YunokawaOnsen 溫泉旅館 (溫泉浴後，享用溫
泉旅館海鮮自助大餐) → 函館山Mt. Hakodate [搭乘函館山纜車t.Hakodate Cable Car，欣賞
函館夜景] 【三餐】
第六天: 湯之川Yunokawa → 函館車站Hakodate Station [參觀：函館朝市Hakodate Morning
Fair；搭乘海底隧道火車Underwater Tunnel Train] → 青函海底隧道Seikan Underwater
Tunnel → 青森Aomori → 十和田八幡平國立公園Towada-Hachimantai National Park → 城倉
大橋Jogakura Bridge → 奧入瀨溪流Oirasekeiryu [溪流步道漫遊] → 十和田湖 Lake Towada
溫泉旅館 (溫泉浴後，著和服浴袍於大宴會場享用溫泉旅館大餐) 【三餐】
第七天: 十和田湖溫泉Lake Towada Onsen → 盛岡Morioka [參觀：盛岡手工藝村Morioka
Handicraft Village] → 田沢湖Lake Tazawa → 角館Kakunodate [參觀：武家屋敷Bukeyashiki]
→ 繫溫泉Tsunagi Onsen 旅館 【 三餐 】
第八天: 繫溫泉Tsunagi Onsen → 平泉Hiraizumi [參觀：中尊寺Chusonji Temple] → 松島
Matsushima [參觀：五大堂Godaido，觀瀾亭Kanrantei，品茗日本抹茶，搭乘松島遊覽船
Matsushima Sightseeing Boats] → 飯店 【 三餐 】
第九天: 松島Matsushima → 仙台車站Sendai Station [搭乘新幹線Bullet Train] → 東京Tokyo
→ 成田新東京國際機場Narita airport → 目的地Next destination 【 早、午餐 】
景點介紹：
小樽：由於日本明治政府將小樽指定為特別輸出港 , 從此小樽不單成為當時北海道的經濟
金融中心, 更是日本的主要對外貿易港口, 享有北國華爾街之稱。小樽運河的煤氣燈、倉庫
群的紅磚、商店內的水晶玻璃、充滿異國情調的懷舊街道, 都讓人回味。
小樽運河：北海道最迷人的城市是小樽，而小樽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充滿浪漫懷舊的小樽
運河。別忘了在小樽運河最佳的拍攝位置－淺草橋上留影紀念 !
堺町：聚集了許多風格特殊的商店 , 是小樽最熱門的商業景點。

北一硝子館：小樽最有名的紀念品是玻璃藝品 , 而玻璃藝品中最有名氣的就是北一硝子 。
硝子的日文讀音為Garasu ( ガラス) , 就是玻璃之意 。
小樽音樂盒堂：樓高兩層的紅磚建築物，是 1912 年所建。全館以原創的音樂盒為主要商
品。您不妨在此製作屬於您自己獨一無二的音樂盒，做為您小樽之旅的紀念品。
札幌：原為愛奴族居住地。1839 年由日本開拓使直接管轄， 開拓時代的北海道歷史就從
這時開始算起。現在已發展成北海道第一，日本第五大的城市，為北國的流行發信地，擁
有北方大地開朗的城市風格。散佈於市中心的明治時代舊式建築，古樸典雅， 充分展現
札幌人文歷史情調的一面。
北海道大學：創立於 1876 年的「北海道大學」，原為 札幌農學校，現在為日本面積最大
的大學。
紅磚館舊道廳：建於明治 21 年(1888 年) ，其紅色磚塊建築保留了明治時期的建築特色，
是開拓時代的代表建築物。現改為北海道立圖書館，為國家級的保護文物。
時計台：建於明治 11 年(1878 年) ，前身為 札幌農學校演武場的時計台，現為札幌歷史館，
是札幌的標記，也是國家級的保護文物。
大通公園：在明治時代規劃為札幌市區分隔南北的中間防火區，全長1.5 公里，是一個供
市民大眾休憩遊樂的公園。每年2 月在此舉行的雪祭，更是聞名世界。
大倉山滑雪跳台競技場：1972 年冬季奧運會在札幌舉行，為奧運所興建的這座超高水準
的大倉山滑雪跳台，在今日看來仍是世界頂級。
札幌冬季運動博物館：一樓的體驗區，設有花式溜冰、飛彈滑雪、滑雪跳遠、競速滑雪
等多項最新的模擬機器設備，讓您親自體驗一下當奧運選手的滋味！視聽劇場所播放的影
片，讓您享受冬季體育運動樂趣的影片外，還有世界各國奧運選手縱馳於會場上的精采紀
錄短片。
大倉山空中纜車：坐上空中纜車，經過5 分鐘的空中散步之後，抵達展望廳，由標高300
公尺的地方，展望札幌市街或石狩平原、石狩灣。從險陡的斜面滑行引道正上方看下來，
還可以體驗跳台的起跳線就在眼前的感覺。
白老愛奴族村：愛奴為北海道原住民族。白老愛奴村中獨特的茅草屋設計，成排掛在桿
子上曬鮭魚的畫面，愛奴人擅長的木雕工藝，以及全然手工的優佳良織讓您感受原住民傳
統文化藝術的風格。

登別溫泉：被稱為「溫泉百貨公司」的登別溫泉，最大的魅力在於富含共十一種不同泉
質的溫泉。北海道的溫泉佔日本全國的十分之一，溫泉設施居日本第一，而北海道最具代
表性的溫泉，就屬登別溫泉。
地獄谷：乃登別溫泉的源頭，有硫磺泉、食鹽泉和鐵質泉等多種泉質，是火山爆發後形
成的谷地。谷內寸草不生，佈滿白色火山灰的岩層，冒著陣陣白煙，其所流出的泉水正是
具有特殊療效的溫泉。沿著木棧步道穿梭於外圍，可遠觀這奇特的景象。
洞爺湖：因火山爆發而形成 , 為日本第三大的火山口湖。附近有 有珠山、 昭和新山等活
火山。湖水平靜無波, 湛藍清澈, 給洞爺湖添上了寧靜神秘之美。湖面在冬天也不會凍結,
是日本最北端的不凍湖。
有珠山纜車：有珠山是一座在300 年間有過九次爆發紀錄的知名活火山，現在仍有火山口
冒著白煙。搭乘有珠山纜車上有珠山頂，可以在展望台遠眺1975 年火山爆發時所殘留下
的荒涼景觀，並可一眼望盡洞爺湖、羊蹄山和昭和新山的遼闊美景。
昭和新山：原本是一片長滿農田的平地，昭和18 年(1943 年)一場大地震後，這塊土地突
然隆起，並在之後2 年間的數百次餘震中，形成現在標高407 公尺的活火山。因為是昭和
年間形成的山岳而取名為昭和新山。
大沼國定公園：是道南唯一的國定公園，「日本新三景」之一。境內大沼、小沼、蓴菜
沼和8 個小島都是因駒之岳火山爆發而形成。園內的自然生態及湖沼都保留了大自然原始
的一面。您可騎自行車在原生植物的林間小徑漫遊，感受世外桃源的景境。
函館：日本三大國際港之一，也是北海道到本州必經之地。它隔著津輕海峽與東北的青
森市遙遙相對，兩地以著名的青函海底隧道直接連通。
湯之川溫泉：距函館僅15 分鐘車程，與登別、定山溪並列北海道三大著名溫泉。湯之川
面臨太平洋，在這裡您可享受一面泡溫泉，一面欣賞海洋風光的情趣。
函館山纜車：函館夜景與香港、義大利拿波里，並列為世界三大夜景，由函館港和大森
海濱延伸過來的細頸曲線海灣，形成了函館獨一無二的扇型地形輪廓。搭乘函館山纜車上
標高334 公尺的函館山，眺望號稱是百萬夜景的函館夜景，是至函館不可錯過的旅遊重點。
函館朝市：由400 間食堂、店舖構成的市集，販售各式各樣讓人眼花的螃蟹、烏賊、墨魚、
海膽等海產(螃蟹和墨魚是到函館必吃必買的名物)。函館早晨從這裡開始，有「函館市民
廚房」的美譽。
青函海底隧道：世界最長的海底隧道，全長約53.9 公里(其中23.3 公里在海底下)，自1961
年3 月23 日開挖，至1988 年開通的。這條隧道使北海道正式與本州連成一體，而不再只
是一個北方的孤島。

青森：位於本州最北端的城市，一岸之遙，就是北海道。是本州通往北國的一個重要交
通樞紐。也是個日本盛產蘋果最有名的城市。
十和田八幡平國立公園：由八甲山、十和田湖、八幡平高原所構成的廣大區域，包含非
常豐富的自然景觀和生態。
城倉大橋：全長360 公尺，橫跨於山谷間。站在橋上可俯瞰122 公尺深的溪谷壯觀景色。
奥入瀬溪流：許多人一定曾在日本月曆或照片看過奧入瀨溪流的景色。溪中的激流和沿
途數十條大大小小的瀑布，構成一幅幅絕美的圖畫。奧入瀨溪流是東北絕景中最美的一個，
也是東北旅遊必至的景點。
十和田湖：日本文學家大町桂曾論日本絕景，說到山唯有富士，湖則只有十和田。湖岸
四週都是懸崖絕壁，隱沒在山林樹海中，尤其秋季來臨時，橘黃嫣紅，美不勝收。
盛岡：380 年前南部藩之藩城，現為東北岩手縣最大城。
盛岡手工藝村：可以直接體驗東北傳統的手工藝如南部鐵器、陶器、木工、民藝品、和
菓子…等，共有14 個工房，每個工房都可以觀看、伸手觸摸、甚至可以親手去製作。
田沢湖：靠近秋田縣東部火山口湖，水深423.4 米，居日本第一，水的透明度也居日本第
二位。湖的形狀近似正圓形，琉璃色的湖水微波蕩漾、神秘莫測，四周綿延不斷的山脈安
穩恬靜，充滿著一片明媚的氣氛。
角館：建於17 世紀初葉，有「陸奧的小京都」之稱。此地在江戶時代的領主是京都出身
的佐竹義鄰，他將京都的各種文化和文物融入了這個小城，從房屋的建造樣式，您可以體
會到一種雅致的風情。
武家屋敷大道：保存著許多武士住宅，是日本最能體現“城下町＂的城市佈局和武士住宅
風貌的小城之一。石黑家、青柳家、西宮家等都是典型的武士住宅。另外，寺院神社和商
家外塗泥灰的倉庫鱗次櫛比，將小城圍在裏面，讓遊人追溯角館淵遠流長的歷史。
繫溫泉：位於盛岡市西邊，是東北地區著名溫泉地。繫溫泉前有御所湖，後有岩手山，
以風光明媚著稱。
平泉：11 世紀至12 世紀的100 年間，此地是東北最繁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當時
統治這個地區的藤原氏，大量移植京都文化於此，建立許多佛寺、神社和廳堂。其中最有
名的就是中尊寺。
中尊寺：原寺建於西元850 年，於西元1105 年由藤原清衡重建成擁有21 座院舍的廣大佛
寺。不過，後來受到戰火波及，最初原始的院舍如今只剩金色堂和經藏兩院，遊客可從這
兩座院舍看出當年平泉文化的精美。

松島：「日本三景」之一(另外兩景是京都北部的天橋立和廣島附近的宮島)。松島面臨松
島灣，海灣內有許多島嶼，因為這些小島上有松樹，所以此地稱為松島。松島海岸景觀壯
闊無比，各小島又極富詩情畫意，是日本非常古典傳統的旅遊名勝。
五大堂：五大堂是松島的代表性觀光景點，松島的觀光海報幾乎都是以五大堂做為松島
的代表。五大堂建於近岸的一個小島上，和陸地間有兩座小橋相連。堂本身建在松林之中，
是一棟單層寶塔型建築，現被日本政府列為重要文化財產。
觀瀾亭：為歷代藩主觀海賞月的名勝。內部細緻輝煌的壁畫保存得相當完善。超值旅遊
特別安排面臨松島灣的榻榻米廣間，讓您體驗一面品茗日本抹茶，一面觀覽壯瀾美景的意
境。
松島遊覧船：搭乘穿梭於松島灣內大小島嶼間的遊覽船，是最能品賞松島絕景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