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北海道歡樂頌】北國馬牧場.尼克斯海洋公園.函館百萬夜景.五稜郭塔 5 日

成團人數» 1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15,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KHCCI480412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3 月 31 日前付訂送小費(限 6/14、15、16 出發)
◎優惠僅限全程參團，湊票、JOIN TOUR、嬰兒不適用此優惠！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交通
時間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CI 中華航空

CI134

2018/04/12
13:0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2018/04/12
18:15

札幌(CTS)北海道千歲
機場

04:15

回

CI 中華航空

CI135

2018/04/16
19:15

札幌(CTS)北海道千歲
機場

2018/04/16
22:45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04:3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北國馬牧場】在佔地 15 萬坪的公園裡，可以騎馬或乘坐馬車周遊公園，讓第一次騎馬的人感受「第一次騎馬樂趣」
外，還可以在馬廄觀賞不同品種的馬以及曾經得名的名馬。在 1,200 公尺的調教路線上，平日上午還有眾馬魄力奔馳的情
景，十分壯觀。
※ 安排前往北海道最大海洋世界王國~北歐浪漫奇觀~【尼克斯海洋公園】~國王企鵝大遊行。
※ 世界三大夜景之首～函館百萬夜景，從山上可欣賞萬家燈火在腳下閃爍，海面映著街燈，光影隨著波浪，如萬道金蛇翻
騰，列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
※【五稜郭塔】高約 60 米的暸望塔，從塔頂可俯瞰整個五稜郭的星型。結構於 2006 年六月完全拆除，新的五稜塔高約
107 米，一樓是介紹函館歷史與箱館戰爭資料，還有一個五稜郭 250 分之一的模型，五稜郭塔不僅可俯瞰整個五稜郭公
園，連函館山和市區也歷歷在目，在晴朗的日子裡還能眺望到津輕海峽。
※ 大小沼國定公園～大沼公園是位於道南的國家公園，風景秀麗，大沼湖上有 126 個浮島，公園內建有 18 座橋連結較大
的島嶼，漫步其中，波光粼粼，美景環繞， 季節色彩變化無窮，春有水芭蕉，夏生蓮花，秋季紅楓片片，漫天蓋地的飛舞
在湖畔，冬天湖面結了厚冰，瑞雪紛飛，十分浪漫，四季各種美麗風情都值得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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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浪漫小樽運河風情相遇咖啡館～著名的『銀之鐘咖啡座』， 您可以在此一邊體會浪漫美好的回憶。贈送精巧咖啡杯，讓
您留下美好的回憶及贈送北菓樓的「夢不思議」泡芙，外層細緻糖霜，內餡飽滿綿密，好吃！)
※ 享受北海道道地的溫泉泡湯紓解您平常忙碌生活的壓力。特別安排北海道螃蟹專賣店,品嚐鮮美的【三大螃蟹】豪華自助
餐吃到飽+果汁.可樂無限暢飲+燒烤。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千歲空港－登別溫泉或苫小牧或千歲
【國際機場】集合於小港機場由專人辦好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由高雄直飛雪的故鄉－北海道，抵達北海道的空中大門
－千歲空港，入境後，隨即由專車接往酒店辦理入住手續。北海道地大物博，除了雄偉的大自然景觀，螃蟹、海膽等大自
然所帶來的豐富的絕妙風味令人垂筵欲滴。夏季紫色薰衣草盛開，秋天則可興賞滿山的紅葉，而雪祭、流冰及雪上活動更
是北海道冬季最吸引人的活動，使北海道綻放無止境的魅力。
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展開雪國體驗之旅。
【食】早餐：XXX 午餐：機上輕食晚餐：和洋風味料理或燒烤料理吃到飽
【住】登別 萬世閣、雅亭、石水亭、MAHOROBA 或 室蘭 或 千歲 或 苫小牧 或 同級

第 2 天 登別溫泉－登別地獄谷－尼克斯海洋公園*海獸表演、水母館、可愛國王企鵝遊行(尼克斯海洋
公園如逢例行檢查休館~則改走伊達時代村)－函館金森倉庫群～明治館.波止場－函館山纜車～世界三
大夜景『函館百萬夜景』
【登別地獄谷】登別溫泉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地獄谷，火山氣體從灰黃色的岩石表面向外噴出，周圍空氣中充滿了濃烈的
硫磺異味，簡直是一幅地獄中的景象。山谷是直徑爲 450 米的爆裂火口，溫泉的出水量每分鐘高達 3000 立升。
【尼克斯海洋公園】是一座以北歐羅馬風格和海洋神話為主題的海洋公園，主建築包括一座北歐風味的尼克斯城堡和大型
水族館登別海洋世界，共有 400 種、1 萬隻以上的生物。精彩的海豚海獅秀及企鵝散步千萬不要錯過。城內有可以體驗海
底散步的水中隧道、可以觸摸水中動物的展覽區、海豚及海獅表演等，大人到小孩都能享樂；地下層樓的巨大水槽「銀河
水槽」飼養著 1 萬隻沙丁魚及鯊魚，可以觀察到鯊魚圍捕沙丁魚、沙丁魚陷入一片混亂而成群逃亡的自然奇觀。｢水母館｣
的櫥窗隨著水母的優雅姿態打上不同的燈光、配上夢幻系列音樂很療癒喔~小心不要睡著了~在此請放鬆心情看著大小水母
們的各種姿態變化及燈光的顏色幻化...像是欣賞一門藝術作品。
(登別尼克斯休館日預計為:2018 年 4 月 09 日～4 月 13 日)
(尼克斯海洋公園如逢例行檢查休館~則改走伊達時代村)登別伊達時代村展示精巧妖怪人偶的「妖怪驚奇小屋」，貓妖怪鬼
屋「御貓寺」，重現了江戶時代的古街「商家街」，由忍者設計不可思議的迷宮「忍者怪怪迷路」，可體驗投擲忍者手裏
劍及弓箭等的「體驗道場」，重現了江戶時代大眾房屋的「熊先生長屋」，可以穿著和服變身為殿下或公主的「UTSUROI
館」，以及吹箭、套圈圈遊戲的「遊戲館」，不單孩童可以充分的享受時代遊樂氣氛，即使大人，也有瞬間重回少年時代
的感動。
【金森倉庫群】佇立在 Bay Area 的紅磚倉庫群，建於明治末期，是為保管從船上卸下的水產品而設的倉庫。昭和 63 年
(1988 年)年進行大規模維修，成立了俱複合設施的「函館歷史廣場」。有「金森亭海鮮餐廳」、可喝到直接從工廠送來的
啤酒的「函館啤酒廳」、進口雜貨的購物中心「金森洋物館」、俱多功能場所的「金森廳」等等，擁有各式各樣的設備。
也是電影、電視拍攝外景的場所。
【函館山夜景】標高 334 公尺又稱「臥牛山」的函館山，從山上可欣賞萬家燈火在腳下閃爍，海面映著街燈，光影隨著波
浪，如萬道金蛇翻騰。日本人稱此為「百萬夜景」，列為世界三大夜景之首。備註:(如遇氣候因素或機械安檢纜車停駛則替
代行程改走元町散策--舊函館區公會堂:並退費大人¥1000~小孩退費¥500)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午餐：日式壽喜鍋料理或海鮮鍋料理晚餐：迎賓會席或自助式料理
【住】IMAGINE RESORT、湯之川 啄木亭、平成館、ラジェント、觀光 或 函館 ROYAL 或 大沼王子或同級

第 3 天 函館－函館朝市－五稜郭塔(獨家贈送上塔眺望五稜郭城跡)－大沼.小沼國立公園～大沼湖畔
【月見橋】－昭和新山～熊牧場－洞爺湖－定山溪溫泉或小樽 KIRORO 溫泉
【函館朝市】，此處乃集結了北海道的各季節新魚的魚貝類為主，到處並排呈列著水產加工品、鹽漬物、乾貨、蔬果等所
有食材。您可隨意輕鬆到處走走看看，感受北海道當地居民的熱情與活力。
【五陵郭塔】高約 107 米的暸望塔，從塔頂可俯瞰整個五稜郭的星型。五稜郭塔不僅可俯瞰整個五稜郭公園，連函館山和
市區也歷歷在目，在晴朗的日子裡還能眺望到津輕海峽。星形的十邊狀的城廓，於 1857 年為了防衛北方領土為目的，歷經

７年的歲月，花費鉅資所興建的日本最初洋式城廓，明治元年夏本武揚曾以此城為舞台，上演日本內戰－箱館戰爭，現在
則成為設備完善的五稜廓公園。
【大沼、小沼】是由 126 個小大島 32 湖灣組成。以駒岳背景，湖上有浮島，由橋樑相連結，四季景緻千變萬化。
參觀【昭和新山】位於洞爺湖畔，於昭和 18 年爆發的最新火山，目前還冒著濃煙，因地殼不斷的活動，至今山的高度仍一
天天的增高當中。
【熊牧場】位於昭和新山旁，飼養著 100 頭左右、身長約 2 公尺的棕熊。牧場裡有販賣作為飼料的蘋果餅乾，可以親自餵
食棕熊。已經適應人類的棕熊，知道有食物可以吃時，撒嬌的模樣十分可愛。在棕熊的領地內設有「人籠」，可以感受棕
熊的震撼力。此外，還有浣熊牧場和小熊幼稚園等。
【洞爺湖】位於海拔 84 公尺的高原上，是個圓形的火山湖，湖深 183 公尺，圓周 43 公里，是不凍湖的最北界限，洞爺湖
在愛奴語中即是湖的丘陵之意。在數萬年前火山爆發後，形成的火口湖。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午餐：日式海鮮風味定食料理晚餐：迎賓會席或自助式料理
【住】定山溪 萬世閣、GRAND、鹿之湯、VIEW 或 小樽 DORMY INN 或 KIRORO RESORT、HILTON 或 同級

第 4 天 定山溪溫泉或小樽 KIRORO 溫泉－羅曼蒂克小樽運河旅情～北一硝子、銀之鐘咖啡＊(贈送精
巧咖啡杯&北菓樓的「夢不思議」泡芙) ～音樂盒博物館－免稅店－狸小路－札幌
【小樽運河】日片“情書”的拍攝場地，在日本明治大正時代極為繁榮，因空路運之發達而逐漸沒落之海岸之城，至今街道依
然保存當時的運河、倉庫等，石造建築風貌，散步於此更加羅曼蒂克。
【北一硝子館】日本玻璃工藝而聞名的北一硝子館，除了原創的玻璃製品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玻璃製品、燈罩與飾品，並
有許多種玻璃手工藝品可自由選購。
【銀之鐘咖啡】著名的「銀之鐘咖啡座」，您可以在此一邊體會浪漫氣息，一邊品嚐著名的香醇咖啡及可口的小蛋糕（並
贈送精巧咖啡杯，讓您留下美好的回憶及贈送北菓樓的「夢不思議」泡芙，外層細緻糖霜，內餡飽滿綿密，好吃！)
【音樂盒博物館】初建於明治４５年，目前已變成日本最大的音樂盒專門店。店內陳擺約三千種一萬件的音樂盒，供遊客
選購。門口前有一座號稱世界最大的蒸氣時間，不時冒出白煙，並且每 15 分鐘噴氣報時一次，蒸氣時鐘上面的五支氣笛，
會發出深沈美妙的音樂。
【免稅店】參觀選購紀念品、北海道名產…。
【札幌購物天堂～狸小路】可自由前往擁有 123 年歷史的狸小路散策(北海道最大的商店街)，從一丁目到七丁目，總共有兩
百多家的專門店，整個商店街上方都有頂蓋，所以不管是刮風下雨，甚至是下雪，完全都不會受到干擾。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午餐：小樽風味定食料理晚餐：燒烤(烤肉)自助餐總匯(或海鮮燒銬)+三大螃蟹.飲料無限享用
【住】札幌 QUINTESSA、新大谷 INN、BEST WESTERN、EXCEL 東急、東急 REI、 ｲﾋﾞｽ 、NOVOTEL、PRINCE、喜
來登 或 同級

第 5 天 札幌－車經時計台~舊道廳－大通公園－北國馬牧場(獨家贈送騎車或乘坐馬車二選一)－盡情
GO！時尚精品百貨購物廣場～千歲『OUTLET MALL 』－千歲空港－高雄
【時計台】上午行車經過鐘塔，建於 1878 年，原本是舊札幌農學校的練武場，是一個美式的二曾木造樓房，經整修之後被
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同時這裡也是旅遊札幌市區最主要的出發點。
【舊道廳】行車經舊道廳，建於 1888 年，外觀具有美國式新巴洛克建築的磚瓦結構，可見池塘、樹木、花壇與古典風格的
廳舍建築，展示著完美的結構設計。列為國家文物財，提供參觀。
【大通公園】位於市中心，東西長約１．２公里、寬約６５米的帶狀綠地，有草地、花壇、噴水池等，是市民們休憩的場
所。冬天是「雪祭」的會場。每年 5 月下旬至 6 月更是札幌市市花「丁香花」的最佳賞花時節，公園內植有約 400 株的丁
香花，隨著初夏的暖風吹來，空氣中彌漫著丁香花甜蜜的香氣。設置於站前大道廣場或大通公園會場的札幌白色燈節，造
形特殊的燈飾以３７萬個燈泡妝扮四周的樹木，點綴著皚皚白雪，璀璨奪目，彷若置身於銀樹火花之中。
【北國馬牧場】「馬兒、大地與人類的共依共存」為其主題，實際佔地面積約 50 公頃的複合式的旅遊休閒區，在廣大的牧
場園區內，可以體驗騎馬的樂趣。馬兒們在遼闊的牧場上悠閒地咀嚼著嫩草及馬兒們狂奔的放牧風光在此一覽無遺。您可
選擇乘坐於馬上欣賞這田野風光之美外，也可選擇乘坐遊園馬車，在此悠閒地穿梭在春陽新綠間，感受北海道最自然清柔
的脈動。
【OUTLET MALL】廣場內近百家世界名牌、精品、美食更是饕客的最愛；是北海道最新的大型購物商場，琳琅滿目的商品

絕對另您耳目一新盡情 GO！另外，這裡有各具特色的餐飲，寬敞的空間充滿了新鮮美味的魅力，您不仿品嘗各種美食會更
增添您購物意想不到的樂趣。
爾後前往千歲機場，帶著豐盛的行囊以及依依不捨的心情，揮別此行難忘的北海道之旅，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國門。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餐午餐：燒烤料理或涮涮鍋料理或定食套餐晚餐：機上輕食套餐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旅遊景點如遇天候不良或休園無法參觀如無法找替代行程時~將採當場退費方式處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成團人數必須達到 16 人以上，方可成團。團體必須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累計哩程數。
※如遇行程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遇『如：天侯不佳、交通阻塞、、、等』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
之權利。若有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遊覽行程全部使用合法綠牌車、安全有保障。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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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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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恕無法指定，請依出發前
之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並保留導遊領隊依當地實際狀況前後調整行程之權利) 。
※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有於本行程回國日算起 6 個月以上之效期。
※此行程平均餐標：中餐用￥1500～；晚餐用￥1800～2000.或溫泉飯店內用餐。
※報名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將依契約內容辦理。
※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全程 2 人一室(含溫泉區)。如逢日本旺季期間(例如：黃金週 4/26~5/6、盂蘭盆節 8/9~17、日本新年 12/27~1/3..等)時，
原定住宿溫泉飯店如遇客滿則需改住市區飯店，請恕不另退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外籍旅客敬請自行備妥回程
【離台】之機票航班等相關資料。
※敬請貴賓攜帶有效之護照。(例如：曾報遺失之護照請勿攜帶)。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
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全程綠牌營業車(投保一億日幣保險)安全有保障；專業導遊 服務，安全、貼心、有保障。
※本行程已投保觀光局規定之最高 6800 萬元履約特約險內附加之每人 500 萬元意外死殘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生病不屬於意外險之理賠範圍】(依法規定 15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 萬意外醫療險)
※報名付訂金時請一併告之特殊餐食及分房表(未滿 12 歲以下之小孩是否佔床??)~例如:全程素食或不吃牛肉或其它….等
等。【最晚出發 7 天前如無告知者(不含休假日) ，日本將無法接受處理特殊餐食及房型變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叮嚀：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團體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雙人房+加床一間房)作業處理~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個人(單獨一位)報名時~請補單人房差~等最終團體報名結止~有其他同性別旅客可安排同一組分房~則可免除此項費用之
收取~繁複流程~敬請旅客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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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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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將於當地採緊急行程應
變措施，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行程於國外如遇旺季或連休日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
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導遊將於當地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基於安全考量，自由前往使用游泳池、溫泉湯時，請勿單獨前往，務必攜伴同行。
※本行程所訂定之飯店費用皆以持"台灣護照"旅客為報價，若您是外籍人士或持外國護照參團，報價另加 NT2000。(join
tour 同等之) PS:並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因考量消費者安全並為維護團體旅遊品質與行程順暢，建議有行動不便、年滿 68 歲以上、未滿 2 歲之貴賓(之隨行家長)
或長者，可依個人需求選購自由行、親子團或其他為貴賓們量身打造之旅遊商品；如有行動不便或年滿 68 歲以上之貴賓或
長者欲參與本團體行程，必須至少有一個可相互照料之同行家人或友人隨同參團，且經貴我雙方確認後，確實並無不適於
參加本團體行程之虞者，方可接受報名，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 年 6 月 27 日)發表資料，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勞駕駛緊急因應對策，每天行車時間不
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至回抵車庫時間為基準），（發表單位：日本國土交通省）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貼心提醒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食材，與台灣素食習慣完全不同，參加日本團體旅遊，貼心提醒
您:素食旅客建議自行準備些許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
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菜色簡單，敬請諒解。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侯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