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國境之北～您所不知道的日本 道北跳島秘境慢旅 
北海道稚內．利尻島 禮文島 夢幻雙島 網走 知床五湖 東藻琴芝櫻 九日 
 

 

   
 

 

【行程特色】 
◎搭乘華航 777 新航機直飛札榥。 

◎市場唯一同遊『利尻禮文沙羅別國立公園』日本極北の島～利尻島、花の浮島～禮文島，及暢遊網走、

知床，並且入住島上 GRAND HOTEL。 

◎上湧別町鬱金香公園 https://www.town.yubetsu.lg.jp/tulippark/big5/index.html 

上湧別町鬱金香公園內，爭相盛開的鬱金香，花名皆取自童話中「金太郎」、「桃太郎」、「輝夜姬」、「白 

雪公主」，還有從原產地荷蘭直接進口的稀有品種，合計多達 120 萬株。 

◎東藻琴芝櫻公園, 園區內有約 10 萬平方公尺的丘陵地被芝櫻覆蓋住,芝櫻盛開的時節，整個公園的山坡 

染上一層粉紅，美麗而夢幻，一開始是由當地的「中鉢末吉」先生一株一株種植，花了約八年時間完 

成的壯舉。 

 

 

   
 

 

◎一般旅行團不會入住的溫泉度假飯店： 

※星野集團名宿（台灣谷關星野飯店一晚住宿 NTD.25,000-.） 

※GRAND HOTEL 集團溫泉飯店。 

※北海道名旅店～佐呂間湖 鶴雅 

https://www.town.yubetsu.lg.jp/tulippark/big5/index.html


※知床第一溫泉飯店 

◎精緻、道地、豐富的餐食安排。享用飯店內的宴席料理『懷石料理』或自助餐，安排三大螃蟹料理...... 

絕對令您盡享日本料理的色、香、味與視覺的饗宴。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新千歲空港－旭川 
行  程 本日集合於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後，搭機飛往日本北海道新

千歲空港。 

【旭川】以雄偉的大雪山為背景，眾多河川匯集流過而有著「河的城市」之稱。旭川同時也

是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從旭川車站前筆直延伸的和平通買物公園裡隨處可見景觀噴泉

與城市塑像。我們為您選擇的飯店備有空中景觀大浴池，讓您能從最佳的視野一覽這座藝術

之都的美麗夜景。 

【和平通買物公園】日本最早的「步行者永久專用道」。這條步行者專用道路是旭川市民熟

悉愛戴的主要道路，專用道兩旁有百貨公司、各種專門店、美容院和拉麵店等各式各樣的店

舖鱗次櫛比，是許多市民和觀光客們購物及集會的場所。 

飯  店 星野 OMO07 旭川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貴賓專屬餐點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自助餐 或 日式定食 

 

 

第二天 旭川－【北海道遺產】留萌花田家番屋～明治時期漁夫之家－日本唯一馴鹿牧

場～幌延町馴鹿觀光牧場－野寒布岬～觀賞夕陽的著名景點★特別贈送★前往

寒流水族館 －JR 日本鐵道最北終點站紀念標示地寫真留念 

行  程 【留萌花田家番屋】建於明治 38 年左右，是日本最北端的「重要文化財」，也是北海道境內

現存的番屋（崗哨）中規模最大的一座，被認定為是「北海道遺產」。這座番屋在極盛時期

曾是雇員多達 200 多人的大型鰊（NISHINN）魚漁家，過去漁伕們所使用漁具、食堂和花田

家的典雅的起居室都被妥善的保留下來，在與道之駅（休息站）結合之後，成為終年都可以

讓遊客入內參觀的景點。目前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幌延町馴鹿觀光牧場】全日本唯一飼育芬蘭純種馴鹿的觀光牧場，佔地 1 萬平方公尺，放

牧近 55 頭馴鹿。在日本唯有此地才能看到這麼多馴鹿。每年初夏有馴鹿寶寶誕生，同時有

「虛構之花」之稱的藍色罌粟花開著。在冬季可體驗馴鹿拉雪橇。 

【野寒布岬】位於北海道稚內市的西北部，可以一眼瞭望薩哈林島，利尻島和美麗絕倫的夕

陽景色，從而成為人氣的觀光勝地。 

★特別贈送～寒流水族館：是日本最北端的水族館，水族館中飼養約 100 種、1500 多隻海中

生物，讓旅客輕鬆欣賞多采多姿的北方水生動物，楊琪是大型迴遊水槽中，有夢幻之魚美稱

的伊富魚以及多樣魚種，另人目不暇給。 

【JR 最北端車站】車站月台北端設有一「JR 日本最北端的車站」立碑，上面記錄有車站的

緯度(北緯 45 度 24 分 44 秒)。除此之外，在鐵軌最北的末端還設有一「最北端的線路」木牌

看板，上面註明 JR 系統最北端車站(宗谷本線稚內車站)與最南端車站(指宿枕崎線西大山車

站)之名稱與兩車站的設置日期。這兩個立碑與木牌已經成為來到稚內的觀光客一定會留影的

觀光名勝。 

飯  店 稚内 GRAND HOTEL   或  Dormy inn 稚內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或 日式風味餐 

 

 

第三天 稚內－［跳島漫遊～利尻島］－北海道利尻山－［姬沼展望台］～OTATOMARI

沼～眺望利尻富士山(標高 1,721 公尺)～北海道銘菓「白色戀人」包裝圖案的拍

攝地－［仙法志御崎公園］～遠眺利尻富士的好地方、偶遇海鷗與海豹－［利

尻博物館］－利尻島 
行  程 【跳島漫遊～利尻島】位於日本北海道北部，日本海上的一座形狀幾乎為圓形的島嶼，面積

182.11 平方公里，是日本面積第 18 大的島嶼，著稱為「利尻富士山」的利尻山，海拔 1,721

http://omo-hotels.com/asahikawa/
http://www.wakkanai-g-hotel.jp/
http://www.hotespa.net/hotels/wakkanai/


公尺，從稚內的西岸遠望，浮在海上的利尻山非常壯觀。在晴朗的日子，從山上往下看，島

內美麗的沼澤和森林等一覽無餘，而利尻山也正是北海道知名特產白色戀人巧克力包裝上的

山峰。 

【姬沼展望台】位於利尻山山腳，以近乎天然、未被破壞的大自然著名，沿著約 1 公里長的

環沼步道約 20 分鐘即可輕鬆遊覽湖岸風光，欣賞百分百的利尻島景致，感受被一大片原生

林擁抱的寧靜祥和，聆聽野鳥鳴叫。天氣晴朗時，清淨的水面可看到利尻富士的水面倒影「逆

富士」。 

【OTATOMARI 沼】是利尻島最大的湖泊，擁有日本最北限的赤蝦夷松原生林，夏季開滿了

橙黃色的蝦夷甘草、紫色的檜扇文目，是高山植物的寶庫。這裡見到利尻山萬年雪景，比起

阿爾卑斯山毫不遜色，這也是展望利尻富士的人氣景點之一；充滿開放感的湖泊。由此眺望

的利尻山，也成為北海道銘菓｢白色戀人｣的包裝設計。 

【利尻博物館園】館內詳細介紹利尻島的地理、歷史、文化、生活、農漁業……等等，了解

當地居民的在地生活。 

飯  店 北國 GRAND HOTEL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或 日式風味餐 

有  料 登上極地雙島指定一等座席(￥8480)及汽車運費(￥6000)，已含在團費裡。 

 

 

第四天 利尻島－［花之浮島～禮文島］～北緯 45 度、最北端島嶼－［禮文島最北端～

須古頓岬］～全日本最北限、最北廁所、最北商店 －［中島美雪 MV 拍攝地～

澄海岬］～清澈海水一望無盡 －［桃岩展望台(桃岩‧貓岩) ］－稚內 
行  程 【花之浮島～禮文島】位於日本海中，是一個南北延伸的細長形、日本最北的島嶼。面積約

82 平方公里， 屬於平緩的丘陵地形，西海岸冬季受到嚴寒的偏西風，陡峭的斷崖絶壁迆邐

不絕，東海岸是平緩的山巒，峰峰相連至海邊。該島本身位處於高緯度，約有 300 種高山野

生植物，「禮文敦盛草」和雪絨花的同類植物「禮文薄雪草」等，開了許多在這裡才看得到

的高山植物，是一座充滿大自然的花之島，尤如一座「花的浮島」。此外，因為四面環海，

所以能夠捕獲新鮮的海產，像是「海膽」和「花鯽魚」等，滿足老饕的味蕾。 

【須古頓岬】須古頓岬位於禮文島的最西北角，是日本的最北限之地，須古頓意思著阿伊努

語的“大山谷中的海灣”，正前面是無人島─海驢島，在此也有一間全日本最北的廁所，歡

迎大家使用。 

【澄海岬】澄海岬是在禮文島西北部的瞭望點，以擁有透明的藍色大海的南國海灘為氣氛而

聞名，從岬上向下看去，清澈的海水和自然形成的海湾堪稱绝景。 

【桃台貓台展望台】桃岩展望台是同時能展望桃岩和貓岩的地方，桃岩和貓岩是和地藏岩一

起並稱為禮文島三大奇岩，望向山這一邊，是呈巨大桃子形狀的「桃岩」；望向海岸，是模

樣像貓弓著背眺望水平線的「猫岩」，眺望高山植物的花田和利尻富士的景致堪稱一絕。 

飯  店 稚内 GRAND HOTEL  或  Dormy inn 稚內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自助餐 或 日式風味餐 

 

 

第五天 稚內－［宗谷岬紀念碑］～日本最北端之地－［KUTCHARO 湖］～天鵝之湖－

［紋別‧鄂霍次克流冰科學中心］～流冰城市、流冰小天使－［上湧別町鬱金

香公園］～歐洲風格建築下的彩色花田－［網走］ 
行  程 【宗谷岬紀念碑】以雄偉的大雪山為背景，眾多河川匯集流過而有著「河的城市」之稱。旭

川同時也是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從旭川車站前筆直延伸的和平通買物公園裡隨處可見

景觀噴泉與城市塑像。我們為您選擇的飯店備有空中景觀大浴池，讓您能從最佳的視野一覽

這座藝術之都的美麗夜景。 

【KUTCHARO 湖】稚內市東南部的濱頓別町的鹹水湖，位於北鄂霍次克海道立自然公園內，

http://www.kitaguni-gp.com/
http://www.wakkanai-g-hotel.jp/
http://www.hotespa.net/hotels/wakkanai/


該湖自 1989 年以來被指定為拉姆薩爾公約濕地，被選了為 500 日本重要濕地之一。

KUTCHARO 在阿伊努語中的意思是「湖水流出的河口」，一年四季都可看到各種的野生鳥類

的蹤跡，可以說是名符其石的「天鵝湖」。 

【紋別‧鄂霍次克流冰科學中心】全年皆可觀賞流冰的科學館，了解到流冰是從哪來又是如

何生成的，館內還設有零下 20 度的嚴寒體驗室，還有 130 種以上的冷凍真魚標本值得一看；

此外，常設展示室設有大型流冰天使魚缸，可供觀賞可愛的流冰天使。 

【上湧別町鬱金香公園】每年 5 月上旬至 6 月上旬大受歡迎的鬱金香博覽會，花名皆取自童

話中「金太郎」、「桃太郎」、「輝夜姬」、「白雪公主」、「小木偶」……等，也有從產地荷蘭直

接輸入的珍貴品種，共有 120 個品種、120 萬株；在北海道雄偉的大自然及清澈的天空之下，

慢慢地欣賞色彩鮮豔的大地。 

飯  店 佐呂間湖 鶴雅  或  網走 湖莊  或等同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溫泉會席料理 或 自助餐 

 

 

第六天 網走－［東藻琴芝櫻公園 芝櫻季］～櫻色粉紫地毯－［知床五湖］～靜謐之湖、

圍繞原生林、人間仙境－［雙美瀑布］～依山伏瀧懸絹綢、百選名瀑－［ORONKO

岩］～知床八景、巨石坐陣、蔚藍鄂霍次克海 
行  程 【東藻琴芝櫻公園】於北海道網走地區的藻琴山，在每年 5 月上旬至 6 月下旬，綻放著粉紅

色和白色的花朵，如同櫻花一般，色彩亮麗，有童話世界般的夢幻，遠看那原本青翠的山頭，

換上了一襲紫紅色的外袍，彷彿是踏著紅地氈似的，沉浸在粉紅浪漫中。「芝櫻」其實不是

櫻花的品種，屬草本科植物，一莖分成多枝，覆蓋地面，這些單瓣的小花兒，因色澤與形態

與櫻花相近而得「櫻」名；而所謂「芝」，在日文中乃指「蔓生的野草」，「芝櫻」之名由此

而來。 

【知床半島】向鄂霍次克海伸出的知床半島被認為是日本最後的祕境。在北海道原住民愛奴

族的語言裡，「知床」的意思是「大地盡頭」，於 2005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半島的中央地方

有千島火山帶貫穿著，海岸線受到巨浪的切割與侵蝕。冬天知床為流冰與陸地接岸世界最南

端之地。流冰會帶來大量豐富的浮游生物至知床半島附近海域，鮭魚等無數的魚群會棲息於

此地。 

【知床五湖】知床八景之一，知床五湖是被佇立的原生林包圍著的五大湖總稱，是自然形成

的大面積水域，其周圍沒有出入的河流，湖水全部源自地下泉水，為火山噴發後的堰塞湖；

由於生態保護良好，呈現出未受到破壞的自然風貌，能看到許多的植物、動物；漫步遊覽於

五湖外圈的遊園道、擁抱大自然，周圍的樹林和知床連綿的群山倒映在湖面，此景色如詩如

畫一般彷彿仙境，仿如仙境。 

【雙美瀑布】知床八景之一，因為 OSHINKOSHIN 瀑布在途中會兵分二路成二條支流，所以

也被稱為「雙美瀑布」。走過一小段步道探訪這個無源頭的瀑布，絹細水流從斷崖壁中冒出，

神秘始源讓人好奇不已，瀑布以磅礡氣勢直瀉而下，因岩壁造型奇特，瀑布在中間一分為二，

橫切國道蜿蜒地流入鄂霍次克海，故有「雙美瀑布」之稱，瀑布上的展望台是眺望鄂霍次克

海及知床連峰最佳地點，登上瀑布半腰處，更能感到迫力萬千的氣勢。OSHINKOSHIN 瀑布

也入選為「日本百大瀑布」。 

【ORONKO 岩】知床八景之一，很久以前有原住民「OROKKO 族」曾經住在這附近，所以

才會取為 ORONKO 岩這個名字。ORONKO 岩是它靠近宇登呂港，是塊高達 60 公尺的巨大岩

石。爬上約 170 階的陡峭石階後，山頂一片翠綠平坦，鄂霍次克海海水清澈湛藍，暗礁透明

清楚可見、宇登呂的街道、知床群山的美景皆可一覽無遺。 

飯  電 知床第一飯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溫泉會席料理 或 百匯自助餐 

 

 

http://www.s-tsuruga.com/
http://www.abashirikoso.com/index.html
http://shiretoko-1.com/


第七天 知床－［開陽台展望台］～親眼見證地球是圓的秘密－［養老牛山本牧場］～

香甜、濃郁、養老牛放牧牛乳－［釧路濕原展望台］－［幣舞橋］～北海道三

大名橋之一、四季女神像－［釧路漁人碼頭 MOO］～世界三大夕陽美景－［釧

路］ 
行  程 【開陽台展望台】開陽台是位於北海道中標津町，海拔 271 公尺高的一座丘陵，在展望台可

環視 330 度超廣角視野，可看見地平線竟呈現出微微彎度的球狀弧線，親眼見證「地平線是

圓的」地科知識，也可俯瞰已被列入北海道遺產的根釧台地「格子狀防風林」，天氣晴朗時

可以看到知床山脈、野付半島和國後島。 

【養老牛山本牧場】山本牧場的地理位置是屬於夏季高溫、冬季嚴寒，但是養牛的方式採取

放牧法，除了擠牛乳之外，其他時間都讓牛隻自由生活在戶外，食用完全天然無農藥的牧草，

飲用世界第 2 高透明度摩周湖的地下水，在這樣的養育條件下，應對四季氣候的多樣變化及

挑戰，讓牛隻變得更健康、強壯，所產生的牛乳是被北海道廳認定為「北方的高級食品」的

「養老牛放牧牛乳」，開心享受濃郁冰淇淋和牧場直送鮮奶的悠閒時光。 

【釧路濕原展望台】釧路濕原是日本最大濕原，是觀賞植物與鳥類生態最佳場所，容納著北

海道鹿、白尾雕等兩千種動植物，途中您可欣賞大自然景緻的奧妙、由廣大泥炭層堆積成的

高層濕原，從展望台可眺望濕原、釧路川、湖沼群，美麗的景色如詩如畫。 

【幣舞橋】專車行經。這是與札幌的豐平橋、旭川的旭橋並列為北海道三大吊橋，橋欄分別

佇立了四尊象徵「春夏秋冬」四季的青銅女神雕像，站在這即便只是一盞街頭路燈，也會讓

人有一種好像置身於倫敦街頭一樣的異國情懷產生。尤其在嚴冬時節，夕陽、迷霧、雪花紛

飛籠罩的幣舞橋，其美景更是讓全國各地來的觀光訪客們流連忘返。 

【釧路漁人碼頭 MOO】是面向釧路川河口的大型商業設施，分為商業設施 MOO 和植物園

EGG 兩區。MOO 位於北海道三大名橋之一的幣舞橋附近，在時髦的設施裡可以購買到北海

道特產以及在釧路最具規模的餐廳區裡享受北海道美食，是個購物及逛街的好去處。釧路漁

人碼頭 MOO 共有五樓；1 樓分為市場區、美食區及 EGG；2 樓有路邊攤村「港灣路邊攤」(港

の屋台)；釧路漁人碼頭 MOO 聚集了螃蟹、魚卵等北海道新鮮海鮮，也有哈密瓜、甜美蔬菜

等北海道特產。在美食方面，秋刀魚、魚卵飯、十勝産大豆製作的餅乾、六花亭及柳月等著

名品牌的糕點等，北海道好吃的東西是應有盡有。植物園 EGG 是全天候綠地，鄰接著 MOO，

在此栽培了生長於關東以北約 35 種樹木。MOO 和 EGG 隨時都會舉辦活動。EGG 以音樂會

為主而 MOO 則以學習或使用身體的活動等為主。MOO 是 Marine Our Oasis 的縮寫，有「海

是我們休息的地方」的意思。作為鄰接名橋幣舞橋的港灣區的象徵，可以令人連想釧路之夢

（日文可念為 mu），以及釧路的風物詩的霧（日文可念為 mu）。名稱是由公開招募作品中被

選出。 

飯  店 天然溫泉幣舞之湯 LA VISTA 釧路川  或  釧路王子大飯店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溫泉會席料理 或 百匯自助餐 

 

 

第八天 釧路－［白色戀人公園～夢幻歐風城堡、童趣人偶時計塔、浪漫英式庭園］～

西洋鐘樓、甜點物語－［北海道廳舊本廳舍－時計台鐘樓－大通公園］－［札

幌］～夜遊狸小路、薄野鬧區、拉麵橫町、藥粧小舖 
行  程 【白色戀人公園】中庭的英式庭園讓您彷彿置身歐洲國度，冬季造訪，白雪紛飛，更是美的

像在夢幻童話世界一般。還有白色戀人販賣店，可購買到北海道的名菓子－白色戀人、年輪

蛋糕、香濃巧克力飲品等等，更有只在白色戀人館販售的白色戀人特製餅乾盒，讓您可以與

親朋好友分享話題十足的伴手禮，共享美好的回憶。 

【北海道廳舊本廳舍、時計台鐘樓、大通公園】專車行經北海道具代表性的歷史建築「北海

道廳舊本廳舍」、重要文化財「時計台鐘樓」以及「大通公園」。 

【札幌】人口超過 180 萬的北海道第一大都市，豐富的綠地及充滿城市機能的購物街與百貨

公司、聞名世界的札幌拉麵及 Sapporo 啤酒……等等，都讓札幌在一年四季散發出迷人的觀

http://www.hotespa.net/hotels/kushirogawa/
http://www.princehotels.com/zh-tw/kushiro/


光魅力。札幌車站不只有轉運的功能，更成為全方位的購物商城，並成為札幌的新地標。 

飯  店 LAGENT STAY 札幌大通  或同等級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餐 或 自助餐      晚餐：三大螃蟹 

 

第九天 札幌－［小樽］～紅磚倉庫群、北一硝子館、音樂盒博物館－［新千歲空港］

～北國最大機場、ROYCE 巧克力工房～巧克力櫥窗派對、HELLO KITTY、千歲

空港獨家商品/桃園國際機場  
行  程 【小樽】電影『情書』及日劇『將太的壽司』拍攝地點。興建已近百年的小樽運河，在北海

道開拓時期肩負著輸出入的重要樞紐地位，湧入的各國異國文化交織出小樽運河迷人的韻

味，運河旁的懷舊建築及歐洲中古時期的煤油氣燈，彷彿帶您走入了歷史的時光隧道。您可

前往參觀硝子工藝館、歐風蒸汽鐘、音樂盒博物館；硝子，即為玻璃的意思；北一硝子品味

細膩的設計感、精雕細琢的手工技術交融著歷史蛻變的痕跡，打造出聞名全國的小樽硝子藝

術精品，不輸水晶琉璃之美。位於小樽『童話交叉路口』的小樽音樂盒本館是由日本明治 45

年道內屈指可數的米穀商店木骨磚造的建築改建而成，店內一、二樓擺放著精緻的音樂盒，

佇立在外的歐風蒸汽鐘每隔 15 分鐘以蒸氣奏出 5 個音階旋律，造型充滿古典歷史風味。 

（建議行程）可漫步前往仿古建築銀之鐘咖啡，自費品嚐香醇咖啡和名氣泡芙，悠閒享受小

樽風情。 

【新千歲空港】為北海道最大機場，若時間允許，您可自行前往參觀 ROYCE 巧克力工房，

家喻戶曉的北海道 ROYCE 巧克力。光是參觀還無法滿足對巧克力的渴望，不妨直接前往旁

邊商店恣意購買美味無比的巧克力。此外，機場內還囊括了 HELLO KITTY JAPAN 專賣店、

收藏傳統玩具的和風古玩博品館、旭川花林糖，花林糖是一種糖霜酥餅；豐富多元的飲食選

擇、流行藥妝、生活逸品，讓您流連忘返。接著由本公司專業導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

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此次豐盛愉快的北海道五日渡假之旅。 

飯  店 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為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http://www.princehotels.co.jp/sappo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