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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ㄧ女 1977 級 60 慶生同學會 
北海道五日行 May 7-11, 2019  

 

u 享受三晚北國各具特色的溫泉旅館 ; 

u 賞觀曾列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函館千萬鑽石夜景 ; 

u 特地安排提早入宿洞爺湖邊溫泉旅館，讓同學有機會漫步湖邊從露天風呂眺望一望無際的

洞爺湖 ，並且有較多時間享受旅館的溫泉; 

u 為了譲同學有足夠的時間享受優質景點，精心挑選了當地的精華勝地，避免走馬看花不盡

興的感受; 

u 高質量的餐飲及住宿安排，客制化輕鬆悠閒的行程，給同學足夠的時間欣賞美麗的風景，

即使您曾經走訪過類似的行程，絕對值得您再度重遊與昔日的好友共渡美好的時光。 
 

特別贈送 

- 品嚐北海道超人氣甜點～北菓樓夢不思議大泡芙！ 

- 每人一盒北海道名物白色戀人巧克力！ 

  P.S 以上飯店已先預約，如有飯店異動會立即告知貴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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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起抵地 班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5 月 7 日 桃園機場 Q千歲空港 BR116 10:10 15:00 3h50m 

第五天 
5月11日 千歲空港 Q桃園機場 BR115 16:00 19:15 4h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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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數 行 程 旅 館 

第一天 

5/7 

 

台北 Q千歲空港  ð登別溫泉鄉(日本最代表性の浪漫溫泉街

道，泉質最佳，硫化水素泉)、登別極樂通傳統街 

登別 

馬可波羅 

或 同等級 

 

108 年 05 月 07 日(二)8 時 10 分集合於桃
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
抵達★北海道千歲空港。 

• 【登別傳統商店街】可自由選購精緻的手
工藝品。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下飛機有供應點心 

晚餐/綠衣之夜 
飯店內迎賓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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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5/8 

 

搭乘登山空中纜車～熊牧場 ð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充滿北歐

浪漫氣氛和海洋幻想的主題樂園～國王企鵝大遊行 ð路經噴火

灣  ð金森倉庫群  ð函館山 (世界三大夜景之一 )～贈送搭乘纜車

欣賞函館『千萬夜景』 

函館 

平成館 

或 同等級 

• 【登別熊牧場】搭乘登別纜車至標高 549公尺，山上有飼養 180 多頭
熊，號稱世界最大的熊牧場，並有世界唯一熊博物館讓你更了解熊的一
生。 

• 【尼克斯海洋公園】位於設施中心的美麗城尼克斯城，其設計仿中世
紀文藝復興時期興建的城堡，使用了最新科技建造 4層樓高的水族館，
展示大約 350種 11,000隻海洋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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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A 隧道。魚就在遊客的頭
頂上游來游去，根本就像走在海底一樣。從 2樓到 4 樓挑高空間的手扶
梯，可以欣賞在大型水槽裡優游的魚群。在尼克斯城兩旁的表演池裡每
天有海豚以及海獅的表演秀，以及大受歡迎的可愛企鵝遊行，在遊客面
前搖搖晃晃的行進散步，惹人喜愛。 

• 路經整個從海底至山嶽皆為火山所環抱的灣口，稱為【噴火灣】，又稱
內浦灣。 

• 【金森倉庫群】這裡是由以前港區倉庫改建而成，一連五棟有餐廳、
購物街、小型音樂堂等。金森洋物館是金森倉庫群佔地最廣的，聚集超
過 20家精品店，多半為世界各國進口雜貨。 

• 【函館山千萬夜景】為函館最著名的景色，就是函館山的夜景，它與
拿坡里，香港太平山並稱為《世界三大夜景》；特殊的扇形地形，可以
說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PS.如遇登別登山空中纜車～熊牧場休館，則改至洞爺湖熊牧場+有珠山纜車。 
    PS.如遇尼克斯海洋公園休館，則改前往登別伊達時代村。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海鮮壽喜鍋 
或 石狩海鮮火鍋 

晚餐/自助式晚餐 
或 日式御膳料理 

第三天 

5/9 

 

五稜廓城跡～歐洲五星城堡式的西洋軍用基地～★獨家贈送★

登上展望台俯瞰五稜廓星形公園 ð函館朝市  ð日本新三景～

大、小沼國立公園（特別安排遊船）ð洞爺湖畔*散策* ð洞爺湖

溫泉 

洞爺湖 

SUN PALACE 

露天溫泉旅館 

或 同等級 

•  【五陵廓城跡】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城堡，建於
西元 1864 年，城廓呈五角星形。城堡完工之後
的第四年發生《箱館戰爭》，效忠德川幕府的臣
子榎本武揚率領部下佔據此城，和明治天皇的部
隊相持不下，一個月後，榎本投降。這城堡如今
只剩城的外廓，城堡內被改闢為花園；城廓內現
建有函館博物館，裡面收藏當年戰爭中使用的武
器，以及染有血跡的軍裝。 

•  【函館朝市】提供了各種新鮮的海產及漁貨，喜歡吃海鮮的人，可不
要錯過了哦，也有販售一般日用品與新鮮蔬果及日本人最擅長的醬菜，
更有北海道當地的民藝品等等，感受朝市人們的蓬勃朝氣。 

•  【大沼、小沼國立公園】西元 1958 年 7 月 1 日時，被指定成為渡島
半島東側的國定公園，面積約 9083公頃，是北海道面積最小的國定公
園。範圍包括了大沼湖及附近的小沼和蓴菜沼，還有 126個大、小島嶼
及 32湖灣，再加上海拔約 1133米的美麗山峰-駒岳山，成為日本新三
景之一。景色怡人且又不需要門票的大沼國定公園，更是戶外活動的大
寶庫。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海鮮生魚片定食 

或 日式海鮮火鍋+炸蝦+飲料 
晚餐/北海道風味自助海鮮晚餐 

或 飯店內會席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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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上述行程的航班時間及住宿飯店，以最後通知的飯店一覽表資料為準。 
 

第四天 

5/10 

 

小樽運河(紅色磚瓦倉庫群)～★特別贈送★品嚐北海道超人氣甜

點～北菓樓夢不思議大泡芙 ð音樂盒博物館 ð路經小樽北一硝

子館 ～玻璃工房+歐風煤油燈咖啡館  ð銀之鐘咖啡屋★贈 送

SPECIAL COFFEE AND COFFEE CUP ð免稅店 ð自由前往
札幌貍小路商店街購物 

札幌 

ROYTON 

或 同等級 

• 路經【小樽運河】兩岸平排而建的舊式紅磚倉
庫群，被倒影於運河的河水中央，兩旁的煤氣燈
是小樽運河獨有的特色，再加上歐洲式的建設，
令到小樽運河更添色彩。在這充滿羅曼蒂克的環
境之下，小樽運河成為小情侶的最佳遊玩地方，
散步於此更加羅曼蒂克。 

« 【音樂盒博物館】裡頭有四千種各式各樣的音樂盒，可聆聽幽美的
節奏。 

« 路經【北一硝子館】是明治時期所建造的石材建築而成的倉庫、經
過改裝後，參觀精巧的彩繪玻璃藝術，此地常吸引無數觀光客注目。 

« 特別贈送～安排前往【銀之鐘咖啡屋】品嚐香純美味的咖啡，品
嚐後還可將精巧可愛的咖啡杯帶回紀念，留下美好的深刻回憶。 

• 【免稅店】自由購物。 

• 【札幌貍小路】商店街自由購物。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香烤花魚定食 

或 燒烤餐 

晚餐/日式烤肉餐 或 涮涮鍋+
啤酒飲料無限暢飲 並★特別贈

送～長腳蟹、帝王蟹吃到飽 

第五天 

5/11 

 

札幌大通公園、路經時計台、路經舊道廳 ð白色戀人石屋工廠見

學～★贈送每人一盒白色戀人巧克力 ð千歲空港 Q台北 

溫暖的家  

• 【大通公園】不僅是市民及遊客遊憩的好場所，亦是一年四季各種祭
祀活動的主要場地。 

• 路經【計時台】明治 11年所遺留下來，為以前舊札幌農學校，之後成
為現北海道大學的前身。這裡曾經是北海道開拓時代的一所學校，後被
指定為日本國家的重要保護文物，現已成為札幌的一個象徵。 

• 路經【舊道廳】建築於明治 21年日本第一座美國風味的政府所在地，
是一座位於札幌市中心用紅磚建造的巴羅克風格的歐式建築，被當地人
親切地稱為《赤煉瓦(紅磚樓)》，是日本國家指定的重要保護文物。 

• 【白色戀人石屋工廠】整個工廠建築就像是童話故事裡的糖果屋，巧
克力博物館裡詳細介紹巧克力發展的起源、還有西洋古董杯的收藏、精
巧的包裝藝術收藏品、天花板還有大片的彩繪玻璃；還有一些 19 世紀
末至 20 世紀初的西洋糖果餅乾的盒子與包裝，宛如身至糖果世界之中。 

• 回程 14 : 00 回到千歲空港搭乘豪華客機回台灣，預計台灣
時間 19：15 回到桃園機場。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日式定食 或 烤肉餐 

或 自選餐(￥1500) 
晚餐/機上享用或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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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以下所列日期均以台灣日期為準 

 

台灣出發團費： (全程兩人一室) 
 

大人 小孩佔床 
(4-11 歲) 

小孩不佔床 
(4-11 歲) 

嬰兒 當地參團 
機票自理 

當地參團機票 
自理(不佔床) 

NT 38,500 元  NT 38,500 元  NT 34 ,500 元  NT 4 ,000元  NT 25 ,500 元  NT 21 ,500 元  

團費 NT$38500，包含領隊導遊小費（每人五天共$1250），餐點升級，綠衣之夜活動開支，客

製化團體行政服務成本 

 

團費明細說明： 
• 同房每位參加者在 11/20/18 前需繳交一萬台幣訂金，否則視為取消；  

• 尾款需在 2/28/19 前繳清。 

• 2-4 歲價格為 21,250 台幣/每位(其中已包含小費，但是不包含餐、門票、及不安排床位)。 

• 可需求三人一室，全程採用雙人房加床，但是每人收費與雙人一室相同。 

• 此行程不提供四人一室的安排。 

• 要求單人房者，每人團費需增加 10,000 台幣。 

• 上述團費已經包含小費;但是不包含證照、簽證費用。 

 

報名注意事項： 
• 持台灣護照報名： 
請提供護照中英文姓名、護照有效期截止日期、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護照號碼、出

生地、特殊餐食等資料。 

• 持外籍護照報名：  

需提供護照姓名、護照有效期截止日期、出生年月日、護照號碼、國籍、特殊餐食等資料。 

溫馨提醒 :  持台灣以外（例如美國）護照參團入境日本的同學，請隨身攜帶返程回

美的影本或電子機票，需出示機票以符合日本海關定和台灣出境管理局要求。 

• 免簽證國家：逗留時間在 90 日以內 安道爾，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 7），巴哈

馬，巴巴多斯（* 6），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智利，哥斯達黎加，克羅地亞，塞浦

路斯，捷克共和國，丹麥，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愛沙尼亞，芬蘭，前南斯拉夫的

馬其頓共和國，法國，德國（* 7），希臘，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香港（* 3），匈牙利，冰

島，愛爾蘭（* 7），以色列，意大利，拉脫維亞，萊索托（* 6），列支敦士登（* 7），立陶

宛，盧森堡，澳門（* 4），馬來西亞（* 1），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 7），摩納哥，

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韓國，羅馬尼亞，聖馬力諾，塞爾維亞，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蘇里南，瑞典，瑞士（* 7），台灣（* 5），突尼斯，土耳

其（* 6），英國（* 7），美國和烏拉圭，印度尼西亚（* 9） 

PS.如果該國籍沒有日本免簽，旅行社僅提供行程表、電子代號、團體名單文件給貴賓。由

貴賓親自辦理簽證手續。  

 

付款方式： 
1. 填寫刷卡單回傳（刷卡只接受參團人刷卡或參團人代刷團員團費、未參團者不能代刷信用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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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款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松江分行) 代號：815 帳號：002-01-009462-2-00 戶名：

大興旅行社有限公司 . 

3. 蒞臨大興旅行社台北總公司刷卡付費。 

 

取消規定： 
按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收取消費： 

第十三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解除契約者，應依乙方提供之收據，繳交行政規費，並應賠償乙方之損

失，其賠償基準如下： 

一、3/27/19 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3/28 /19～4/6/19 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4/7/19～4/16/19 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4/17/19～5/5/19 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5/6/19 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甲方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PS.如果是開票後取消！將會多收 3 ,000 元的退票手續費。 

例如：3/27/19 前取消費是 1 ,925+退票手續費 3 ,000＝合計 4 ,925 元  

 

其他說明： 
如報名後要更改團員名單，請於暫定開票日 12/15前提供給旅行社更換人員名單，請用書面告

知誰更換誰。開票後如果要更換名單，則是退票重開；要支付退票手續費以及補機票價差。 

PS.如果遇到班機客滿，退票後機位是變成候補機位，所以退票後就沒有機位了！要等航空公

司清出機位，才能再補新的機票差額。 

 
本產品包含旅遊責任險包含 2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實支實付）；全程使用 A 級 HTL

二人一室，採用營業綠牌車，保障您旅遊的安全。 

 

如果有行程，餐飲等任何與旅遊相關問題，請直接聯絡大興旅行社林岳佑

(skyyo11@gmai l .com) 手機：0983-014-988,  請註明  '北ㄧ女 1977 級 60 慶生北海

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