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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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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    

桃桃園園／／千千歲歲——《《新新生生活活火火山山》》昭昭和和新新山山－－洞洞爺爺湖湖溫溫

泉泉街街－－洞洞爺爺湖湖溫溫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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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洞爺爺湖湖町町洞洞爺爺湖湖温温泉泉 77条条

88丁丁目目   

TTEELL::00114422--7755--22221111  

FFAAXX::00114422--7755--22775533  

第2天 
22001144//44//2200

((日日 ))    

洞洞爺爺湖湖溫溫泉泉－－《《有有熊熊出出沒沒！！！！》》熊熊牧牧場場－－羅羅曼曼蒂蒂克克

天天堂堂～～小小樽樽【【小小樽樽運運河河、、北北一一硝硝子子館館、、音音樂樂博博物物館館、、

銀銀之之鐘鐘咖咖啡啡館館加加贈贈((點點心心++咖咖啡啡))－－定定山山溪溪溫溫泉泉鄉鄉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山山山山山山山山溪溪溪溪溪溪溪溪 GGGGGGGG RRRRRRRR AAAAAAAA NNNNNNNN DDDDDDDD飯飯飯飯飯飯飯飯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瑞瑞瑞瑞瑞瑞瑞瑞苑苑苑苑苑苑苑苑         

北北 海海 道道 札札 幌幌 市市 南南 区区 定定 山山

渓渓温温泉泉東東 44丁丁目目332288    

TTEELL::001111--559988--22221111  

FFAAXX::001111--559988--55221111  

第3天 
22001144//44//2211

((一一 ))    

札札幌幌－－白白色色戀戀人人博博物物館館－－千千歲歲三三井井購購物物商商場場－－免免

稅稅店店－－札札幌幌市市區區巴巴士士觀觀光光（（車車經經：：時時計計台台、、舊舊道道廳廳））

－－大大通通公公園園－－札札幌幌   
  

札札札札札札札札幌幌幌幌幌幌幌幌 AAAAAAAA PPPPPPPP AAAAAAAA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北北海海道道札札幌幌市市南南区区川川沿沿 44

条条 22丁丁目目   

TTEELL::001111--557711--33111111  

FFAAXX::001111--557722--33446611  

第4天 
22001144//44//2222

((二二 ))    

贈贈送送北北斗斗列列車車體體驗驗((大大沼沼~~函函館館~~))－－【【新新日日本本三三景景】】

大大、、小小沼沼國國定定公公園園‧‧白白鳥鳥のの湖湖－－函函館館－－金金森森赤赤レレンン

ガガ倉倉庫庫   自自由由散散策策（（金金森森倉倉庫庫群群區區、、八八幡幡坂坂、、天天主主

教教元元町町教教會會、、元元町町異異人人館館街街））－－函函館館山山展展望望台台【【加加

贈贈搭搭乘乘ロローーププウウェェイイ纜纜車車往往復復】】－－湯湯之之川川溫溫泉泉((溫溫

泉泉之之夜夜))  
  

湯湯湯湯湯湯湯湯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啄啄啄啄啄啄啄啄木木木木木木木木亭亭亭亭亭亭亭亭         

函函館館市市湯湯川川町町 11丁丁目目 1188番番

1155號號   

TTEELL::00113388--5599--55335555  

FFAAXX::00113388--5599--55338833  

第5天 
22001144//44//2233

((三三 ))    

住住宿宿飯飯店店－－函函館館朝朝市市《《可可自自費費品品嚐嚐超超美美味味新新鮮鮮海海膽膽

oorr 牡牡丹丹蝦蝦》》－－《《箱箱根根戰戰爭爭－－新新選選組組終終焉焉之之地地》》五五

稜稜廓廓城城跡跡－－函函館館空空港港／／桃桃園園中中正正機機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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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家溫暖的家溫暖的家溫暖的家    

 

＊為配合航空飛行安全作業，敬請各位貴賓在航空公司團體櫃台，辦理『個人行李CHECK IN』， 

【領隊將協助各位辦理】手續，並請稍待及確認行李托運無誤。  

＊金 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伍仟元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陸萬元整。＊行 李：以一大件

不超過20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約新台幣170元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為原則。＊國外旅遊期間：均有支付服務費的習

慣。甚至是一種禮貌與風度的表現，對於司機、導遊、領隊等人替我們服務，應酌量給予服務費以表感謝，依團天數，每人

每天給予導遊及司機台幣$250元。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服務電話：03-3982143、第二航廈服務電話: 03-3983274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PS：本公司於過年、旺季期間有權更改飯店。  

＊日本全域氣象情報：http://www.wni.co.jp/cww/index.html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日本001-800-0885-0885  

◎因應航空公司安檢要求： 旅客手提行李中不得攜帶任何液體、凝膠體、乳液或類似物品(例如飲料、洗髮精、防曬油、乳

液、牙膏、髮膠等。尤其務必通知女性客人化妝包、化妝品交付托運以免在登機門前檢查站被沒收。  

◎ 自2007年11月20日起，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開始實施外國人入境日本需提供個人識別資訊，即本人指紋及臉部照片拍攝

之規定；倘若拒絕提供者將不獲准進入日本並令其離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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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   11   天天   桃桃 園園 ／／ 千千 歲歲 —— 《《 新新 生生 活活 火火 山山 》》 昭昭 和和 新新 山山 －－ 洞洞 爺爺 湖湖 溫溫 泉泉 街街
－－ 洞洞 爺爺 湖湖 溫溫 泉泉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桃桃桃桃桃桃桃桃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際際際際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 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5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旅旅旅旅旅旅旅旅 ..         

【【 新新 千千 歲歲 空空 港港 】】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際際際際 、、、、、、、、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航航航航航航航航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門門門門門門門門 。。。。。。。。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千千千千千千千千 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候候候候候候候候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樓樓樓樓樓樓樓樓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呈呈呈呈呈呈呈呈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圓圓圓圓圓圓圓圓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候候候候候候候候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樓樓樓樓樓樓樓樓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11 層層層層層層層層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際際際際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抵抵抵抵抵抵抵抵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廳廳廳廳廳廳廳廳，，，，，，，，22 層層層層層層層層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際際際際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廳廳廳廳廳廳廳廳 ，，，，，，，， 33～～～～～～～～ 44 層層層層層層層層 還還還還還還還還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賓賓賓賓賓賓賓賓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酒酒酒酒酒酒酒酒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千千千千千千千千 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層層層層層層層層 ，，，，，，，， 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JJRR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電電電電電電電電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連連連連連連連連 ，，，，，，，，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電電電電電電電電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         

【【 昭昭 和和 新新 山山 】】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洞洞洞洞洞洞洞洞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 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乃乃乃乃乃乃乃乃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震震震震震震震震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稱稱稱稱稱稱稱稱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27700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尺尺尺尺尺尺尺尺 ，，，，，，，，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殼殼殼殼殼殼殼殼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斷斷斷斷斷斷斷斷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活活活活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動動動動 ，，，，，，，，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增增增增增增增增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 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仍仍仍仍仍仍仍仍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座座座座座座座座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長長長長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 ，，，，，，，， 且且且且且且且且 被被被被被被被被 歸歸歸歸歸歸歸歸 類類類類類類類類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罕罕罕罕罕罕罕罕 見見見見見見見見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塔塔塔塔塔塔塔塔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     

【【 洞洞 爺爺 湖湖 溫溫 泉泉 】】         
溫 泉 的 泉 源 是 在 1910 年『 有 珠 山 』的 火 山 爆 發 而 湧 出 的 大 量 溫 泉 所 形 成，入 住
於 湖 畔 的 飯 店 搭 配 絕 美 的 洞 爺 湖 景 ， 堪 稱 一 大 享 受 ， 讓 每 位 來 此 住 宿 的 旅 客 記
憶 深 刻 。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宿宿宿宿宿宿宿宿 ：：：：：：：： 洞洞洞洞洞洞洞洞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畔畔畔畔畔畔畔畔 亭亭亭亭亭亭亭亭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XXXXXXXX ：：：：：：：： 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XXXXXXXX：：：：：：：：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緻緻緻緻緻緻緻緻 套套套套套套套套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豐豐豐豐豐豐豐豐 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   第第   22   天天   洞洞 爺爺 湖湖 溫溫 泉泉 －－ 《《 有有 熊熊 出出 沒沒 ！！ ！！ 》》 熊熊 牧牧 場場 －－ 羅羅 曼曼 蒂蒂 克克 天天 堂堂
～～ 小小 樽樽【【 小小 樽樽 運運 河河、、北北 一一 硝硝 子子 館館、、音音 樂樂 博博 物物 館館、、銀銀 之之 鐘鐘 咖咖 啡啡 館館 加加 贈贈 ((點點
心心 ++咖咖 啡啡 ))－－ 定定 山山 溪溪 溫溫 泉泉 鄉鄉         

  

【【 昭昭 和和 新新 山山 熊熊 牧牧 場場 】】         

擁擁擁擁擁擁擁擁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 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百百百百百百百百 隻隻隻隻隻隻隻隻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赤赤赤赤赤赤赤赤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且且且且 並並並並並並並並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鐵鐵鐵鐵鐵鐵鐵鐵 籠籠籠籠籠籠籠籠 困困困困困困困困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牧牧牧牧牧牧牧牧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體體體體體體體體 驗驗驗驗驗驗驗驗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赤赤赤赤赤赤赤赤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壯壯壯壯壯壯壯壯 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 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百百百百百百百百 磅磅磅磅磅磅磅磅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赤赤赤赤赤赤赤赤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招招招招招招招招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 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見見見見見見見見 。。。。。。。。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裡裡裡裡裡裡裡裡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赤赤赤赤赤赤赤赤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隻隻隻隻隻隻隻隻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嬰嬰嬰嬰嬰嬰嬰嬰 兒兒兒兒兒兒兒兒 誕誕誕誕誕誕誕誕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季季季季季季季季 較較較較較較較較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氣氣氣氣氣氣氣氣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 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供供供供供供供供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賞賞賞賞賞賞賞賞

參參參參參參參參 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牧牧牧牧牧牧牧牧場場場場場場場場可可可可可可可可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購購購購購購購購買買買買買買買買《《《《《《《《餵餵餵餵餵餵餵餵食食食食食食食食用用用用用用用用蘋蘋蘋蘋蘋蘋蘋蘋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袋袋袋袋袋袋袋袋》》》》》》》》￥￥￥￥￥￥￥￥ 220000--330000((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您您您您您您您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擲擲擲擲擲擲擲擲準準準準準準準準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可可可可可可可可購購購購購購購購買買買買買買買買《《《《《《《《餵餵餵餵餵餵餵餵食食食食食食食食用用用用用用用用餅餅餅餅餅餅餅餅乾乾乾乾乾乾乾乾 //包包包包包包包包》》》》》》》》￥￥￥￥￥￥￥￥ 110000((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驗驗驗驗驗驗驗驗兇兇兇兇兇兇兇兇猛猛猛猛猛猛猛猛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動動動動動動動動物物物物物物物物也也也也也也也也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可可可可可可可可愛愛愛愛愛愛愛愛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面面面面面面面面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 小小 樽樽 運運 河河 】】         

帶帶帶帶帶帶帶帶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運運運運運運運運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繁繁繁繁繁繁繁繁 榮榮榮榮榮榮榮榮 ，，，，，，，，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運運運運運運運運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逐逐逐逐逐逐逐逐 漸漸漸漸漸漸漸漸 沒沒沒沒沒沒沒沒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岸岸岸岸岸岸岸岸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依依依依依依依依 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運運運運運運運運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 倉倉倉倉倉倉倉倉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貌貌貌貌貌貌貌貌 。。。。。。。。 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曼曼曼曼曼曼曼曼 蒂蒂蒂蒂蒂蒂蒂蒂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 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滿滿滿滿滿滿滿滿 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曼曼曼曼曼曼曼曼 蒂蒂蒂蒂蒂蒂蒂蒂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氣氣氣氣氣氣氣氣 氛氛氛氛氛氛氛氛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 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旁旁旁旁旁旁旁旁 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滿滿滿滿滿滿滿滿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俄俄俄俄俄俄俄俄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歐歐歐歐歐歐歐歐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別別別別別別別別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番番番番番番番番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味味味味味味味味 ！！！！！！！！           

【【 北北 一一 硝硝 子子 館館 】】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樽樽樽樽樽樽樽樽 運運運運運運運運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細細細細細細細細 膩膩膩膩膩膩膩膩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玻玻玻玻玻玻玻玻 璃璃璃璃璃璃璃璃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聞聞聞聞聞聞聞聞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優優優優優優優優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獨獨獨獨獨獨獨獨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輪輪輪輪輪輪輪輪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奐奐奐奐奐奐奐奐 ，，，，，，，，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愛愛愛愛愛愛愛愛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釋釋釋釋釋釋釋釋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適適適適適適適適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挑挑挑挑挑挑挑挑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採採採採採採採採 購購購購購購購購 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紀紀紀紀紀紀紀紀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贈贈贈贈贈贈贈贈 予予予予予予予予 朋朋朋朋朋朋朋朋 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 1199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紀紀紀紀紀紀紀紀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葉葉葉葉葉葉葉葉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樽樽樽樽樽樽樽樽

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玻玻玻玻玻玻玻玻 璃璃璃璃璃璃璃璃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藝藝藝藝藝藝藝藝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 汽汽汽汽汽汽汽汽 油油油油油油油油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漁漁漁漁漁漁漁漁 網網網網網網網網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浮浮浮浮浮浮浮浮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隨隨隨隨隨隨隨隨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需需需需需需需需 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減減減減減減減減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衰衰衰衰衰衰衰衰 退退退退退退退退 ，，，，，，，，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11997700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注注注注注注注注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 現現現現現現現現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琉琉琉琉琉琉琉琉 璃璃璃璃璃璃璃璃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裝裝裝裝裝裝裝裝 飾飾飾飾飾飾飾飾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緻緻緻緻緻緻緻緻



優優優優優優優優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具具具具具具具具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很很很很很很很很 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們們們們們們們們 喜喜喜喜喜喜喜喜 愛愛愛愛愛愛愛愛 ，，，，，，，，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己己己己 喜喜喜喜喜喜喜喜 歡歡歡歡歡歡歡歡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琉琉琉琉琉琉琉琉 璃璃璃璃璃璃璃璃 紀紀紀紀紀紀紀紀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           

【【 音音 樂樂 鐘鐘 博博 物物 館館 】】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盒盒盒盒盒盒盒盒 博博博博博博博博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119911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樑樑樑樑樑樑樑樑 磚磚磚磚磚磚磚磚 壁壁壁壁壁壁壁壁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盒盒盒盒盒盒盒盒 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座座座座座座座座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55 ..55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蒸蒸蒸蒸蒸蒸蒸蒸 汽汽汽汽汽汽汽汽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鐘鐘鐘鐘鐘鐘鐘鐘 ，，，，，，，， 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隔隔隔隔隔隔隔隔 1155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鐘鐘鐘鐘鐘鐘鐘鐘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汽汽汽汽汽汽汽汽 笛笛笛笛笛笛笛笛 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般般般般般般般般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緻緻緻緻緻緻緻緻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盒盒盒盒盒盒盒盒 ，，，，，，，，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妨妨妨妨妨妨妨妨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腳腳腳腳腳腳腳腳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 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經經經經經經經經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盒盒盒盒盒盒盒盒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清清清清清清清清 脆脆脆脆脆脆脆脆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諧諧諧諧諧諧諧諧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浪浪浪浪浪浪浪浪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 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幸幸幸幸幸幸幸幸 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宿宿宿宿宿宿宿宿 ：：：：：：：：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溪溪溪溪溪溪溪溪 温温温温温温温温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 GGGGGGGG RRRRRRRR AAAAAAAA NNNNNNNN DDDDDDDD ))))))))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 ：：：：：：：：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 ：：：：：：：：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樽樽樽樽樽樽樽樽 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司司司司司司司司 套套套套套套套套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豐豐豐豐豐豐豐豐 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   第第   33   天天   札札 幌幌 －－ 白白 色色 戀戀 人人 博博 物物 館館 －－ 千千 歲歲 三三 井井 購購 物物 商商 場場 －－ 免免 稅稅 店店 －－
札札 幌幌 市市 區區 巴巴 士士 觀觀 光光 （（ 車車 經經 ：： 時時 計計 台台 、、 舊舊 道道 廳廳 ）） －－ 大大 通通 公公 園園 －－ 札札 幌幌         

  

【【 白白 色色 戀戀 人人 歐歐 風風 庭庭 院院 】】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廠廠廠廠廠廠廠廠 改改改改改改改改 裝裝裝裝裝裝裝裝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戀戀戀戀戀戀戀戀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歐歐歐歐歐歐歐歐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庭庭庭庭庭庭庭庭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鋪鋪鋪鋪鋪鋪鋪鋪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紅紅紅紅紅紅紅紅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磚磚磚磚磚磚磚磚 塊塊塊塊塊塊塊塊 ，，，，，，，，

另另另另另另另另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濃濃濃濃濃濃濃濃 濃濃濃濃濃濃濃濃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歐歐歐歐歐歐歐歐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堡堡堡堡堡堡堡堡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庭庭庭庭庭庭庭庭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盡盡盡盡盡盡盡盡 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戀戀戀戀戀戀戀戀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 ，，，，，，，， 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乎乎乎乎乎乎乎乎 已已已已已已已已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詞詞詞詞詞詞詞詞 。。。。。。。。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參參參參參參參參 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         

【【 三三 井井 OOUUTTLLEETT 購購 物物 中中 心心 】】         

網網網網網網網網 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近近近近近近近近 百百百百百百百百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牌牌牌牌牌牌牌牌，，，，，，，，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暢暢暢暢暢暢暢暢 貨貨貨貨貨貨貨貨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商商商商商商商商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牌牌牌牌牌牌牌牌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質質質質質質質質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俱俱俱俱俱俱俱俱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歡歡歡歡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迎迎迎迎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購購購購購購購購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裡裡裡裡裡裡裡裡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買買買買買買買買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價價價價價價價價 33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88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         
【【【【 時 計 台時 計 台時 計 台時 計 台 】】】】  
為 一 棟 5 層 樓 的 白 色 鐘 塔。1878 年 作 為 北 海 道 大 學 的 前 身 ─舊 札 幌 農 校 的 演 武
場 而 建 ， 是 日 本 最 古 老 的 鐘 塔 ， 當 年 的 齒 輪 等 主 要 零 件 都 仍 在 繼 續 使 用 ， 是 極
為 罕 見 的 時 鐘。1966 年 市 議 會 作 出 了 永 久 保 存 的 決 定，儘 管 周 圍 現 代 化 的 樓 宇
高 聳 林 立，它 仍 不 改  1 世 紀 前 的 雄 姿 和 音 色。據 說 市 內 一 鐘 錶 店 的 父 子 兩 代 為
保 養 鐘 塔 而 默 默 付 出 ， 功 不 可 沒 。   

【【 舊舊 道道 廳廳 】】         

11888888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麻麻麻麻麻麻麻麻 薩薩薩薩薩薩薩薩 諸諸諸諸諸諸諸諸 塞塞塞塞塞塞塞塞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議議議議 廳廳廳廳廳廳廳廳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模模模模模模模模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洛洛洛洛洛洛洛洛 克克克克克克克克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近近近近近近近近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莊莊莊莊莊莊莊莊 嚴嚴嚴嚴嚴嚴嚴嚴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 ，，，，，，，，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受受受受受受受受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拓拓拓拓拓拓拓拓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熱熱熱熱熱熱熱熱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麼麼麼麼麼麼麼麼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烈烈烈烈烈烈烈烈 ，，，，，，，，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裡裡裡裡裡裡裡裡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拓拓拓拓拓拓拓拓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11888866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止止止止止止止止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約約約約約約約約   1199   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 供供供供供供供供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閱閱閱閱閱閱閱閱 。。。。。。。。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棟棟棟棟棟棟棟棟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 據據據據據據據據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總總總總總總總總 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百百百百百百百百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紅紅紅紅紅紅紅紅 磚磚磚磚磚磚磚磚 ，，，，，，，， 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暱暱暱暱暱暱暱暱 稱稱稱稱稱稱稱稱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 紅紅紅紅紅紅紅紅 磚磚磚磚磚磚磚磚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 ，，，，，，，， 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           

【【 札札 幌幌 免免 稅稅 店店 】】         

琳琳琳琳琳琳琳琳 瑯瑯瑯瑯瑯瑯瑯瑯 滿滿滿滿滿滿滿滿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 讓讓讓讓讓讓讓讓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份份份份份份份份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購購購購購購購購 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朋朋朋朋朋朋朋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         

【【 大大 通通 公公 園園 】】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綠綠綠綠綠綠綠綠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稱稱稱稱稱稱稱稱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 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11..55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長長長長長長長長 、、、、、、、、 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貫貫貫貫貫貫貫貫 穿穿穿穿穿穿穿穿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紫紫紫紫紫紫紫紫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榆榆榆榆榆榆榆榆 樹樹樹樹樹樹樹樹 組組組組組組組組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綠綠綠綠綠綠綠綠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波波波波波波波波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贈贈贈贈贈贈贈贈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BBeennssoonn--nnoo--mmiizzuunnoommii””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數數數數數數數數 紀紀紀紀紀紀紀紀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春春春春春春春春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 紫紫紫紫紫紫紫紫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爭爭爭爭爭爭爭爭 奇奇奇奇奇奇奇奇 鬥鬥鬥鬥鬥鬥鬥鬥

艷艷艷艷艷艷艷艷 。。。。。。。。 夏夏夏夏夏夏夏夏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候候候候候候候候 ，，，，，，，， 沁沁沁沁沁沁沁沁 涼涼涼涼涼涼涼涼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販販販販販販販販 賣賣賣賣賣賣賣賣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產產產產產產產產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烤烤烤烤烤烤烤烤 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帶帶帶帶帶帶帶帶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番番番番番番番番 熱熱熱熱熱熱熱熱 鬧鬧鬧鬧鬧鬧鬧鬧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象象象象象象象象 。。。。。。。。         

【【 夜夜 遊遊 自自 由由 活活 動動 建建 議議 行行 程程 】】         

★★★★★★★★狸狸狸狸狸狸狸狸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路路路路路路路路：：：：：：：：具具具具具具具具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12200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歷歷歷歷歷歷歷歷史史史史史史史史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店店店店店店店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處處處處處處處處都都都都都都都都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和和和和和和和和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具具具具具具具具、、、、、、、、樂樂樂樂樂樂樂樂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家家家家家家家家用用用用用用用用電電電電電電電電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衣衣衣衣衣衣衣衣服服服服服服服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店店店店店店店店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當當當當當當當當熱熱熱熱熱熱熱熱鬧鬧鬧鬧鬧鬧鬧鬧。。。。。。。。   

★★★★★★★★薄薄薄薄薄薄薄薄野野野野野野野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札札札札札札札札幌幌幌幌幌幌幌幌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內內內內內內內內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名名名名名名名名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歡歡歡歡歡歡歡歡樂樂樂樂樂樂樂樂街街街街街街街街，，，，，，，，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百百百百百百百百貨貨貨貨貨貨貨貨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地地地地地地地地下下下下下下下下街街街街街街街街，，，，，，，，白白白白白白白白天天天天天天天天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觀觀觀觀觀觀觀觀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客客客客客客客客採採採採採採採採購購購購購購購購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處處處處處處處處，，，，，，，，晚晚晚晚晚晚晚晚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在在在在在在在在這這這這這這這這裡裡裡裡裡裡裡裡約約約約約約約約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44000000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小小小小小小小小酒酒酒酒酒酒酒酒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名名名名名名名名聞聞聞聞聞聞聞聞全全全全全全全全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本本本本本本本本。。。。。。。。也也也也也也也也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觀觀觀觀觀觀觀觀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常常常常常常常常逛逛逛逛逛逛逛逛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地地地地地地地地方方方方方方方方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麵麵麵麵麵麵麵麵橫橫橫橫橫橫橫橫町町町町町町町町：：：：：：：：各各各各各各各各種種種種種種種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味味味味味味味味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札札札札札札札札幌幌幌幌幌幌幌幌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麵麵麵麵麵麵麵麵，，，，，，，，瞭瞭瞭瞭瞭瞭瞭瞭解解解解解解解解道道道道道道道道地地地地地地地地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麵麵麵麵麵麵麵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味味味味味味味味。。。。。。。。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愛愛愛愛愛愛愛愛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麵麵麵麵麵麵麵麵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可可可可可可可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過過過過過過過過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地地地地地地地地點點點點點點點點 。。。。。。。。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宿宿宿宿宿宿宿宿 ：：：：：：：： 札札札札札札札札 幌幌幌幌幌幌幌幌         AAAAAAAA PPPPPPPP AAAAAAAA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 ：：：：：：：：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燒燒燒燒燒燒燒燒 烤烤烤烤烤烤烤烤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涮涮涮涮涮涮涮涮 涮涮涮涮涮涮涮涮 鍋鍋鍋鍋鍋鍋鍋鍋 ++++++++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蟹蟹蟹蟹蟹蟹蟹蟹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飽飽飽飽飽飽飽飽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燒燒燒燒燒燒燒燒 烤烤烤烤烤烤烤烤 ++++++++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蟹蟹蟹蟹蟹蟹蟹蟹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飽飽飽飽飽飽飽飽         
  



★★   第第   44   天天   贈贈 送送 北北 斗斗 列列 車車 體體 驗驗 ((大大 沼沼 ~~函函 館館 ~~))－－ 【【 新新 日日 本本 三三 景景 】】 大大 、、
小小 沼沼 國國 定定 公公 園園 ‧‧ 白白 鳥鳥 のの 湖湖 －－ 函函 館館 －－ 金金 森森 赤赤 レレ ンン ガガ 倉倉 庫庫   自自 由由 散散 策策 （（ 金金
森森 倉倉 庫庫 群群 區區 、、 八八 幡幡 坂坂 、、 天天 主主 教教 元元 町町 教教 會會 、、 元元 町町 異異 人人 館館 街街 ）） －－ 函函 館館 山山 展展
望望 台台 【【 加加 贈贈 搭搭 乘乘 ロロ ーー ププ ウウ ェェ イイ 纜纜 車車 往往 復復 】】 －－ 湯湯 之之 川川 溫溫 泉泉 ((溫溫 泉泉 之之 夜夜 ))         

  

【【 大大 小小 沼沼 國國 立立 公公 園園 】】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倚倚倚倚倚倚倚倚 駒駒駒駒駒駒駒駒 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賞賞賞賞賞賞賞賞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駒駒駒駒駒駒駒駒 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匹匹匹匹匹匹匹匹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駒駒駒駒駒駒駒駒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奔奔奔奔奔奔奔奔 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姿姿姿姿姿姿姿姿 ，，，，，，，， 順順順順順順順順 沿沿沿沿沿沿沿沿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畔畔畔畔畔畔畔畔 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112266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浮浮浮浮浮浮浮浮 島島島島島島島島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橋橋橋橋橋橋橋橋 樑樑樑樑樑樑樑樑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連連連連連連連連 結結結結結結結結 。。。。。。。。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圍圍圍圍圍圍圍圍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樹樹樹樹樹樹樹樹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環環環環環環環環 繞繞繞繞繞繞繞繞 ，，，，，，，，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秘秘秘秘秘秘秘秘 且且且且且且且且 寧寧寧寧寧寧寧寧 靜靜靜靜靜靜靜靜 。。。。。。。。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見見見見見見見見 野野野野野野野野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動動動動動動動動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棲棲棲棲棲棲棲棲 息息息息息息息息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畔畔畔畔畔畔畔畔 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扶扶扶扶扶扶扶扶 疏疏疏疏疏疏疏疏 ，，，，，，，，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季季季季季季季季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迴迴迴迴迴迴迴迴 異異異異異異異異 ，，，，，，，，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麗麗麗麗麗麗麗麗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         

【【 金金 森森 倉倉 庫庫 群群 】】         

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末末末末末末末末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倉倉倉倉倉倉倉倉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荒荒荒荒荒荒荒荒 廢廢廢廢廢廢廢廢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改改改改改改改改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倉倉倉倉倉倉倉倉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磚磚磚磚磚磚磚磚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 ，，，，，，，，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又又又又又又又又 稱稱稱稱稱稱稱稱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 赤赤赤赤赤赤赤赤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倉倉倉倉倉倉倉倉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乏乏乏乏乏乏乏乏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廳廳廳廳廳廳廳廳 、、、、、、、、 購購購購購購購購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

《《《《《《《《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啤啤啤啤啤啤啤啤 酒酒酒酒酒酒酒酒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 供供供供供供供供 應應應應應應應應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廠廠廠廠廠廠廠廠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啤啤啤啤啤啤啤啤 酒酒酒酒酒酒酒酒 。。。。。。。。 《《《《《《《《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森森森森森森森森 洋洋洋洋洋洋洋洋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森森森森森森森森 倉倉倉倉倉倉倉倉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佔佔佔佔佔佔佔佔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廣廣廣廣廣廣廣廣 ，，，，，，，， 聚聚聚聚聚聚聚聚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 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2200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雜雜雜雜雜雜雜雜 貨貨貨貨貨貨貨貨 。。。。。。。。《《《《《《《《 費費費費費費費費 莉莉莉莉莉莉莉莉 絲絲絲絲絲絲絲絲 摩摩摩摩摩摩摩摩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誕誕誕誕 博博博博博博博博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 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某某某某某某某某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伯伯伯伯伯伯伯伯 爵爵爵爵爵爵爵爵 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近近近近近近近近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誕誕誕誕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關關關關關關關關 飾飾飾飾飾飾飾飾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但但但但但但但但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見見見見見見見見 識識識識識識識識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誕誕誕誕 擺擺擺擺擺擺擺擺 飾飾飾飾飾飾飾飾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稍稍稍稍稍稍稍稍 稍稍稍稍稍稍稍稍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亞亞亞亞亞亞亞亞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誕誕誕誕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   【【【【【【【【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郵郵郵郵郵郵郵郵 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改改改改改改改改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11991111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窗窗窗窗窗窗窗窗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板板板板板板板板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築築築築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貌貌貌貌貌貌貌貌 。。。。。。。。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欣欣欣欣欣欣欣欣 賞賞賞賞賞賞賞賞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盒盒盒盒盒盒盒盒 ，，，，，，，，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玻玻玻玻玻玻玻玻 璃璃璃璃璃璃璃璃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房房房房房房房房

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賞賞賞賞賞賞賞賞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玻玻玻玻玻玻玻玻 璃璃璃璃璃璃璃璃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     

【【 函函 館館 百百 萬萬 夜夜 景景 】】 ((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乘乘乘乘乘乘乘乘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纜纜纜纜纜纜纜纜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333355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尺尺尺尺尺尺尺尺 ，，，，，，，，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臺臺臺臺臺臺臺臺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眺眺眺眺眺眺眺眺 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當當當當當當當當 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際際際際際際際際 ，，，，，，，，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凡凡凡凡凡凡凡凡 街街街街街街街街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 ，，，，，，，， 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晀晀晀晀晀晀晀晀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夜夜夜夜夜夜夜夜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納納納納納納納納 波波波波波波波波 里里里里里里里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般般般般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麗麗麗麗麗麗麗麗 。。。。。。。。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烏烏烏烏烏烏烏烏 賊賊賊賊賊賊賊賊 漁漁漁漁漁漁漁漁 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點點點點點點點點 綴綴綴綴綴綴綴綴 ，，，，，，，， 被被被被被被被被 譽譽譽譽譽譽譽譽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夜夜夜夜夜夜夜夜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賞賞賞賞賞賞賞賞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便便便便便便便便 永永永永永永永永 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懷懷懷懷懷懷懷懷 。。。。。。。。         

【【 湯湯 之之 川川 溫溫 泉泉 】】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 擁擁擁擁擁擁擁擁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百百百百百百百百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歷歷歷歷歷歷歷歷 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濱濱濱濱濱濱濱濱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輕輕輕輕輕輕輕輕 津津津津津津津津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峽峽峽峽峽峽峽峽 沿沿沿沿沿沿沿沿

岸岸岸岸岸岸岸岸 ，，，，，，，，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眺眺眺眺眺眺眺眺 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麗麗麗麗麗麗麗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宿宿宿宿宿宿宿宿 ：：：：：：：： 湯湯湯湯湯湯湯湯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 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啄啄啄啄啄啄啄啄 木木木木木木木木 亭亭亭亭亭亭亭亭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 ：：：：：：：：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 ：：：：：：：：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 鐵鐵鐵鐵鐵鐵鐵鐵 板板板板板板板板 燒燒燒燒燒燒燒燒 套套套套套套套套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OOOOOOOO ：：：：：：：： 飯飯飯飯飯飯飯飯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豪豪豪豪豪豪豪豪 華華華華華華華華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餐餐餐餐餐餐餐餐         
  

★★   第第   55   天天   住住 宿宿 飯飯 店店 －－ 函函 館館 朝朝 市市《《 可可 自自 費費 品品 嚐嚐 超超 美美 味味 新新 鮮鮮 海海 膽膽 oorr 牡牡
丹丹 蝦蝦 》》－－《《 箱箱 根根 戰戰 爭爭 －－ 新新 選選 組組 終終 焉焉 之之 地地 》》五五 稜稜 廓廓 城城 跡跡 －－ 函函 館館 空空 港港 ／／ 桃桃
園園 中中 正正 機機 場場         

  

【【 函函 館館 朝朝 市市 】】 《《《《《《《《 免免免免免免免免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產產產產產產產產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產產產產產產產產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 》》》》》》》》         

帶帶帶帶帶帶帶帶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逛逛逛逛逛逛逛逛 逛逛逛逛逛逛逛逛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 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 札札札札札札札札 幌幌幌幌幌幌幌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 釧釧釧釧釧釧釧釧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鮮鮮鮮鮮鮮鮮鮮鮮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 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統統統統統統統統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場場場場場場場場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朝朝朝朝朝朝朝朝 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 兩兩兩兩兩兩兩兩 旁旁旁旁旁旁旁旁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樣樣樣樣樣樣樣樣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鮮鮮鮮鮮鮮鮮鮮鮮 雜雜雜雜雜雜雜雜 貨貨貨貨貨貨貨貨 ，，，，，，，， 讓讓讓讓讓讓讓讓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眼眼眼眼眼眼眼眼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但但但但但但但但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費費費費費費費費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嚐嚐嚐嚐嚐嚐嚐嚐 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滿滿滿滿滿滿滿滿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鮮鮮鮮鮮鮮鮮鮮鮮 味味味味味味味味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膽膽膽膽膽膽膽膽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 還還還還還還還還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唷唷唷唷唷唷唷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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