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北海道道東全覽14天自由行】
本行程每日概要：
01 桃園 / 北海道新千歲 / 札幌
02 札幌 / CLUBMED TOMAMU
03 CLUBMED TOMAMU / 十勝川
04 十勝川 / 釧路
05 釧路 / 根室
06 根室 / 屈斜路湖
07 屈斜路湖 / 知床
08 知床 / 網走或紋別
09 網走或紋別 / 層雲峽或旭川
10 層雲峽或旭川 / 稚內
11 稚內 / 禮文島或利尻島
12 禮文島或利尻島 / 稚內 / 富良野
13 富良野 / 札幌
14 札幌 / 北海道新千歲 / 桃園

報價 : 兩人成行 / 每人NTD 119,000
(報價不含各旅館現場收取之城市過夜稅，請於當地旅館現場支付)
***此價格僅供參考，最後價格以機票及飯店確認為準***

報價金額包含服務項目：
01
02
03
04
05
06

桃園/北海道新千歲來回經濟艙機票含稅
表列旅館13晚兩人一室含早餐(部份住宿溫泉飯店時含早晚餐)
伍百萬身故+二十萬意外醫療旅行社責任保險
二人一台WIFI
詳細操作手冊 + 旅館地圖標示
含JR北海道7日鐵路周遊券

每日行程內容概述 : (總天數 14 天)
DAY1 桃園 / 北海道新千歲 / 札幌
期盼已久的北海道之旅今天要出發囉，今日搭機飛往台
日友好的---北海道，首先我們將前往此次旅遊的第一
站：北海道首都---札幌。請您養足精神，明日開始精
彩的北海道道東全覽之旅。

DAY2 札幌 / CLUBMED TOMAMU
在札幌養足精神後，您可以選擇自駕至 TOMAMU 或
是坐 JR 北海道至 TOMAMU。
途中您可以至富良野看看夏天美麗的薰衣草，或是富
良野有名的起司工房體驗製作起司。
在富良野，還可以品嚐這裡當季水果-哈蜜瓜。
當然還可以至富良野的六花亭還可以挖寶六花亭的
季節限定商品哦！

DAY3 CLUBMED TOMAMU / 十勝川
十勝帶廣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帶廣豬丼，這碗滿滿的用甜鹹醬
汁所調味出的厚片豬肉蓋飯，就是源自於北海道十勝地區帶
廣市的豬肉蓋飯。在十勝地區，豬肉蓋飯是常會出現在餐桌
上，媽媽平時就會做的一道家常料理。來這裡最不能錯過的
美食。

【幻之橋】丹珠別川橋
樺木林川之橋為架於北海道上士
幌町糠平湖上的混凝土拱橋。每到
6 月，糠平湖水量開始增加，橋身
便會漸漸沒於水中，8 月至 10 月
左右，將完全沉入湖水之中（每年

沉入水中時間會有所不同，視當年降水量而定）
。隔年 1 月，糠平湖水量減退，橋身才會重現於
結冰的湖面之上，因此有著幻之橋的美稱。
DAY4 十勝川 / 釧路
【心型湖】豐似湖
從湖畔或是地面上其實是看不到完
整的湖泊以及心形的外觀。
但除了外型特色之外，湖周邊可享受
散步森林浴，也看到能見度很高的湖
中魚兒優遊的姿態，湖中水深最深處
約 18 公尺。
俯瞰心形湖的方法：要看到藏在森林
中唯一的心形湖，可以另外付費參加
直升機環湖一周行程是最方便的。但
直升機行程會視天氣及季節關係決
定是否起航。
釧路美食
｢爐端燒｣的炭烤海鮮。釧路是海鮮爐端燒的發祥地。
從圍著地爐以熟練技法品嚐烤得鮮嫩多汁的海產的
傳統爐端燒店，到自己燒烤食材品嚐的｢岸壁爐端燒｣
等，各種各樣的爐端燒店林立。歡迎蒞臨日本國內屈
指可數且漁獲量傲人的釧路，盡情品嚐此地特有的美
味鮮魚、近海牡蠣等貝類，以及鮮蝦、螃蟹等當地才
品嚐得到的素材美味。

DAY5 釧路 / 根室
根室市是北海道最東端區域，名稱
來自阿伊努語的「ni-moy/ni-muy
（樹木海灣）或「ni-mu-oro」
（樹
木繁茂的地方）或
「mem-or-o-pet」（在有泉水的
地方的河流）
，是日本最東的城
市。除了本島之外，也掌管了北方
外海的島嶼，包含充滿爭議的國後
四島。
遊客來到此，可以站上納沙布岬，
左邊眺望鄂霍次克海，右邊眺望太
平洋，看著兩片海洋交會的潮起潮
落，隨著時間點不同，潮水的顏色
也會稍有不同，天氣好的時候，甚
至可以看到北方四島，擇捉島（択
捉島）
、國後島（国後島）
、色丹島、齒舞群島（歯舞群島）等島嶼，同時這裡也是日本最早看到

日出的地方。根室因為緯度較高、時區也比東京早一些，通常在夏日期間三點就天亮，一天的日
照時間可長達 15 小時，總歸一句，這裡的風景，真的是純淨的讓人流連忘返。
DAY6 根室 / 屈斜路湖
北海道阿寒摩周國立公園最深的湖泊，屈斜路湖是一個火山口湖。從許多地方可以欣賞湖泊美
景，例如在美幌峠展望台，湖泊之美能夠盡收眼底；電影《你的名字》也曾經在此地取景。
屈斜路湖也是賞鳥者們會喜歡的地方。冬天，大天鵝經常出現於古丹溫泉和砂湯溫泉。這些區域
位於弟子屈町屈斜路古丹愛奴民俗資料館附近（需付費）。
砂湯附近的湖邊有一個免費的足浴區，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地方，可以一邊泡腳一邊觀賞鳥兒在
湖岸上嬉戲。

DAY7 屈斜路湖 / 知床
【通往天堂的道路】
位於世界自然遺產知床半島上，是一條全長約
28.1 公里的直線道路。其名稱的由來，是因為筆
直的道路無限延伸至遠方，道路的盡頭彷彿到達
了天際，就像是能夠開著車順著此路直達天上。
道路兩旁盡是知床半島遼闊的自然美景與田地，
而這裡不只白天的景色很美，也是熱門的欣賞美
麗夕陽地點，特別是從 9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左
右，夕陽沉入道路中央，筆直的道路好像朝著夕
陽一直延伸，呈現出一種令人感動的光景。
【北海道唯一的世界自然遺產】知床
知床國家公園位於延伸入鄂霍次克海的半島，名
稱來自愛努語的「知床（Shiretoko）」
，也就是「大
地的盡頭」
。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知床，其海洋
和森林是各種野生動植物的家園。從海上划艇、
健行到流冰漫步，這裡有無數的冒險體驗等著

您！

DAY8 知床 / 網走或紋別
北浜車站是最接近鄂霍次克海的車站，由北
海道旅客鐵道所經營於 1924 年開始營業，
是一座木造的車站，後來 1984 年改成無人
站，車站不大但裡面有洗手間、候車室，還
有一個取名為停車場的餐廳。

【網走監獄】
想要深度了解北海道拓荒歷史，來到網走監
獄准沒錯。此館完美重現當初網走監獄的景
象，可以想像當時日本政府利用犯人勞力，
在北海道進行拓荒工程的情景，還有假人為
各位展現獄中生活樣貌，行程最後還可以品
嘗「牢飯」，聽說樸實，卻意外地美味。
DAY9 網走或紋別 / 層雲峽或旭川
【大雪之森公園】
緩步仔細地欣賞庭園大約需要 1 個半小
時左右，就算看得匆忙也要將近 1 小時的
時間。從中途起變成碎木步道，建議最好
穿著無跟的鞋子。另外，使用輪椅或推娃
娃車的遊客，從入口到半途左右的花田
（森之花園、森之迎賓館）有舖設好的步
道。園區內，有三國清三主廚掌廚的餐
廳，還有小木屋與銷售原創限定商品的可
愛花園商店，以及可以好好欣賞庭園風光
的花園咖啡館。
DAY10 層雲峽或旭川 / 稚內
【日本最北之國度】稚內
「稚內」地名乃自北海道原住民艾努族語，意思
為冷水的小溪。稚內西臨日本海，北面宗谷海峽，
雖然位於北緯 45 度全日本最北方，但因為靠海的
關係，所以稚內的冬天比起北海道內陸地區還要
溫暖，且夏天涼爽，超過 25℃以上的日子不多。

稚內二月均溫為-4.7℃，八月均溫為 19.6℃，年間風強，沿岸的風力發電機是代表風景之一。
DAY11 稚內 / 禮文島或利尻島
【離島享受大自然】
在北海道最北端的城市稚內附近，有著利尻島和禮文島這些離島，島上自然風光無限，絕對值得
一遊。從利尻島中央攀起的美麗山巒貌似富士山，遊客可在夏天登山，冬天體驗野外探險。五月
的禮文島花團錦簇、百花齊放，讓這座小島有了「花之浮島」美名。遊客在冬季時可以徒步走過
結凍的湖水水面，無論初來乍到或是閱歷豐富的遊客都能盡情享受一番。

DAY12 禮文島或利尻島 / 稚內 / 富良野
【北海道中心點】富良野
富良野位在北海道正中央，被稱之
為「北海道肚臍」。是個被大雪山
山系十勝岳連峰、芦別岳、夕張岳
等等高聳山脈包圍、自然景色豐富
的城市。
有趣的戶外活動相當多，像是春天
有泛舟、登山健行、冬天有滑雪和
滑冰等冬天戶外運動。另外，有許
多遊客也是為了觀賞每個月都有
不同花卉綻放的花海而來。
特別有名的是也能稱之為富良野
代名詞的薰衣草。每每到了花期最美的七月中旬，全鎮就像是被紫色地毯覆蓋一般。
另外，就位在富良野旁的美瑛，也是一個擁有高低起伏地勢丘陵地形的美麗城鎮。最推薦春至夏
季的好天氣時，從美瑛一路騎著腳踏車到富良野。

【品嘗北海道的白玉米】
白玉米的培育相當的困難，為了不讓其他品種的玉米花粉干涉成
長，需要特別隔離來培育養成。有一段期間因為產量過少，還一度
被稱做是「世界最珍貴的玉米」。這個品種的特徵是相當的甘甜，
有著一般玉米沒有的風味，非常推薦生吃，吃了一次就知道白玉米
的美味！
DAY13 富良野 / 札幌
札幌市內的有名觀光景點幾乎走路都可以前往，譬如說代表札幌觀光景點之一「大通公園」
、
「札
幌電波塔」
、歷史性的建築物「札幌時計台」
、
「北海道廳舊廳舍（紅磚瓦廳舍）」
、繁華街「薄野」
等，從札幌站走路前往各個景點大約都在 10～20 分鐘以內就能抵達。
其他有名的觀光景點，譬如說夜景出名的「藻岩山、以甜點聞名的主題樂園「白色戀人公園」
、
著名雕刻家‧ISAMU NOGUCHI 所設計的「莫埃來沼公園」等，想前往這些景點的話，基本上就
要搭乘地下鐵、路面電車、巴士、計程車，或是這些交通工具互相轉乘。在札幌漫遊觀光景點時，
除了郊區或是山裡之外都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不需要再特別去租車。

DAY13 札幌 / 北海道新千歲 / 桃園
今日班機飛抵台灣，帶著裝滿行囊的紀念品和腦海中滿滿的風景回憶，趕緊回到溫暖的小窩休息
吧。歌德曾說: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很榮幸
能為您此趟北海道之旅盡份心力。期待下次為您服務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