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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列車遊覽

北海道之旅特集

安雅
Carol Lin

特派記者

部落格 臉書

UPDATE 2013.7.25

安雅，屬於不出國會死的人種之一，藉由旅行讓自己維持更多

的生活動力，喜歡事先作功課讓旅程得以完善，卻也享受著行

程的意外驚喜。若不是在旅行中，便是紀錄旅行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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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月底至7月初堅持北海道旅行的原因，來自於這裡有最肥美的帝王蟹美食、世界

上最美的函館夜景、小樽處處隨風叮噹響聲的風鈴，還有一望繽紛色彩的薰衣草花

海，若仔細嗅著，空氣中還有淡淡的花草香氣。北海道幅遠遼闊，城市之間藉由搭

乘JR為一小時多的時間，亦可享受自駕租車旅遊的樂趣，隨時停靠下來，拍攝下遠

方廣美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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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海 道

函館

札幌 富良野

旭川

函館機場

新千歲機場

釧路機場

帶廣機場

旭川機場

北海道What́s 函 館・札 幌・富 良 野？
以北海道內最大的都市-札幌為首，自古以來作為港口城市而繁榮興起的函館，以五顏六

色盛開的薰衣草花田聞名的富良野等地，在台灣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觀光地區。北海道

雖然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下雪，其實每個城市都擁有各自的特色，隨著四季變化呈現出不

同的風貌，隨時都能讓人體會到不同的感動。而且還有以螃蟹、烏賊、海膽、鮭魚卵等

新鮮美味的海鮮為首，運用了雄偉浩瀚的大自然所孕育而出的乳製品所做出的甜點、以

函館拉麵（鹽口味）、札幌拉麵（味噌口味）為代表性的當地特產拉麵等，也是非常出

名的美食寶庫。北海道充滿了美食、景觀、文化等各式各樣的迷人魅力。

http://anja1013.pixnet.net/blog/category/1875475
https://www.facebook.com/anjapapago


抵達北海道函館機場，下機後

立刻感受到有別於台灣熱力的

微涼，函館機場完成入關手續，

機場出口右方有往來市區的接

駁公車，非常便利，建議運用

不同點進出，讓旅程更多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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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町地區有許多洋式建築，函館區公會堂是知名散步景點之一，搭乘地上電車至廣町站，隨意步行來此，

外觀淺藍底色輔以鵝黃色相襯，內有20世紀初的西式家具，值得入內一觀(入館費用大人300圓日幣)。

另外，舊英國領事館又為函館開港紀念館，館內多珍藏當時函館開港時的影像、文物，館外還有一處

玫瑰花園，種植著多款品種玫瑰花，加上噴水池、休憩區等，可以散策漫步後稍做休息。(入館費用大人

300圓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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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最著名美食料理帝王蟹，蟹肉的肥美與鮮嫩，抓緊時間

一探函館早市，果然處處店家販售新鮮帝王蟹，也點了一碗最

好吃的海鮮丼飯，開啟這一日的美食味蕾，人生至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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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函 館 函館機場搭巴士約20分。交通



札幌著名地標環繞著大通公園一帶，包含時計台、電視塔等，

而時計台與北海道廳都屬於洋式建築，始於19世紀的重要文化

財產，排上半天時間慢慢逛逛，享受愜意的下午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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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戀人位於札幌的觀光工

廠，是一座美麗的城堡，有

完善生產線參觀見學，甚至

還可以報名體驗製作甜點！

此外館內也有豐富的各色茶

具收藏，累了也不妨在此品

嚐美味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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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著名地標環繞著大通公園一帶，包含時計台、電視塔等，

而時計台與北海道廳都屬於洋式建築，始於19世紀的重要文化

財產，排上半天時間慢慢逛逛，享受愜意的下午時光。

大通公園附近 白色戀人工場

地址：

交通：

HP：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大通西1～12

從札幌站步行圈內

（繁体中文）
http://www.sapporo-park.or.jp/odori/cn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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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札 幌 洞爺站 札幌
洞爺湖站搭乘北斗（特急）約1小時45分。交通

洞爺湖，一個經過火山運動形成的湖泊。因著火山的熱力，不

僅湖面冬季不結冰，還為北海道帶來溫泉，而湖面上有四座小

島，搭乘觀光船往來欣賞山光水色，還可登島參觀博物館。

洞爺湖，一個經過火山運動形成的湖泊。因著火山的熱力，不

僅湖面冬季不結冰，還為北海道帶來溫泉，而湖面上有四座小

島，搭乘觀光船往來欣賞山光水色，還可登島參觀博物館。

洞爺湖，一個經過火山運動形成的湖泊。因著火山的熱力，不

僅湖面冬季不結冰，還為北海道帶來溫泉，而湖面上有四座小

島，搭乘觀光船往來欣賞山光水色，還可登島參觀博物館。

迎接夏季到來，洞爺湖上展開

為期六個月的夏日煙火施放，

每天晚上8:45準時舉行，而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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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

大人1320圓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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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洞爺湖溫泉 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

函館 洞爺站 洞爺湖溫泉 從函館搭乘北斗（特急）約1小時30分，
洞爺站下車，搭巴士約20分。

交通

http://www.laketoya.com/


小樽運河食堂內共計有10間餐廳，從海鮮料理到拉麵、燒肉等一應

俱全，內部以懷舊復古氣氛做裝潢布置，中間一區則是販售北海道

知名伴手禮，讓我們有的吃有的買，很方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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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樽站走路約10分

　　　　　　　　　　　　（日文）http://www.comsen.jp/ot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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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貴賓館是是從事漁業而富盛的青山一家所建造的別墅，其

內外建築、家具皆為一流，保有多幅知名畫作、書法等，適逢

館外牡丹花園盛開，讓我們一起感受到時代富貴人家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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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http://www.otaru-kihinkan.jp/index.html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http://www.otaru-kihinkan.jp/index.html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http://www.otaru-kihinkan.jp/index.html

地址：

營業間時：

定休日：

入場料：

交通：

HP：

北海道小樽市祝津3-63

9:00～17:00（1～3月～16:00）

無休

1,000圓日幣

從小樽站搭乘巴士約20分，祝津3丁目下車，走路約5分

　　　　　　　　　　　　　　　　（日文、英文）

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小 樽 札幌 小樽 從札幌搭乘JR函館本線約40分，
或者搭乘JR 快速AIRPORT約40分

交通

位於札幌站旁的拉麵共和國，目前進駐10家人氣拉麵店家，每個月

會由民眾票選當月拉麵王，加上各店家共同推出「夏季拉麵」！我們

選了當月人氣王「拉麵空」，果然美味至極阿！

位於札幌站旁的拉麵共和國，目前進駐10家人氣拉麵店家，每個月

會由民眾票選當月拉麵王，加上各店家共同推出「夏季拉麵」！我們

選了當月人氣王「拉麵空」，果然美味至極阿！

位於札幌站旁的拉麵共和國，目前進駐10家人氣拉麵店家，每個月

會由民眾票選當月拉麵王，加上各店家共同推出「夏季拉麵」！我們

選了當月人氣王「拉麵空」，果然美味至極阿！

位於札幌站旁的拉麵共和國，目前進駐10家人氣拉麵店家，每個月

會由民眾票選當月拉麵王，加上各店家共同推出「夏季拉麵」！我們

選了當月人氣王「拉麵空」，果然美味至極阿！

拉麵共和國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HP：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5條區北5條西2丁目ESTA10F

11:00～22:00（最後點餐21:45）

JR札幌站直通

（繁體中文PDF）

http://www.sapporo-
esta.jp/page/ramen/images/information/ramen_pamphlet.pdf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HP：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5條區北5條西2丁目ESTA10F

11:00～22:00（最後點餐21:45）

JR札幌站直通

（繁體中文PDF）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HP：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5條區北5條西2丁目ESTA10F

11:00～22:00（最後點餐21:45）

JR札幌站直通

（繁體中文PDF）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HP：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5條區北5條西2丁目ESTA10F

11:00～22:00（最後點餐21:45）

JR札幌站直通

（繁體中文PDF）

http://www.sapporo-
esta.jp/page/ramen/images/information/ramen_pamphlet.pdf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5條區北5條西2丁目ESTA10F

11:00～22:00（最後點餐21:45）

JR札幌站直通

（繁體中文PDF）

地址：

營業時間：

交通：

HP：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5條區北5條西2丁目ESTA10F

11:00～22:00（最後點餐21:45）

JR札幌站直通

（繁體中文PDF）

從札幌到富良野我們搭乘JR富良野薰衣草特快車，是夏季才行駛的列

車，內裝共計五節車廂，中間車廂還有休息區，上面也販售各式輕食

飲料，大大的玻璃窗還能看到遠方美景處處。

從札幌到富良野我們搭乘JR富良野薰衣草特快車，是夏季才行駛的列

車，內裝共計五節車廂，中間車廂還有休息區，上面也販售各式輕食

飲料，大大的玻璃窗還能看到遠方美景處處。

從札幌到富良野我們搭乘JR富良野薰衣草特快車，是夏季才行駛的列

車，內裝共計五節車廂，中間車廂還有休息區，上面也販售各式輕食

飲料，大大的玻璃窗還能看到遠方美景處處。

從札幌到富良野我們搭乘JR富良野薰衣草特快車，是夏季才行駛的列

車，內裝共計五節車廂，中間車廂還有休息區，上面也販售各式輕食

飲料，大大的玻璃窗還能看到遠方美景處處。

富 良野薰衣草 特 快車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札幌的新千歲機場～富良野

6月8日（六）～8月31日（六）的每日，9月1日（日）～

10月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9月、10

月是行駛富良野賞楓特急列車※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chinese/index.html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札幌的新千歲機場～富良野

6月8日（六）～8月31日（六）的每日，9月1日（日）～

10月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9月、10

月是行駛富良野賞楓特急列車※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札幌的新千歲機場～富良野

6月8日（六）～8月31日（六）的每日，9月1日（日）～

10月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9月、10

月是行駛富良野賞楓特急列車※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chinese/index.html

札幌的新千歲機場～富良野

6月8日（六）～8月31日（六）的每日，9月1日（日）～

10月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9月、10

月是行駛富良野賞楓特急列車※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札幌的新千歲機場～富良野

6月8日（六）～8月31日（六）的每日，9月1日（日）～

10月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9月、10

月是行駛富良野賞楓特急列車※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富良野 札幌 富良野
從札幌搭乘富良野薰衣草特快車約2小時交通

http://www.comsen.jp/otaru/
http://www.otaru-kihinkan.jp/index.html


地址：

交通：

HP：

園區內種植各色花卉，一片又一片拼繪出夏日最美的花地毯，你

可以選擇搭乘遊園車繞行，也可以兩人駕駛一台小車，此外園區

內還有飼養草泥馬，適合親子旅遊安排的景點之一。

園區內種植各色花卉，一片又一片拼繪出夏日最美的花地毯，你

可以選擇搭乘遊園車繞行，也可以兩人駕駛一台小車，此外園區

內還有飼養草泥馬，適合親子旅遊安排的景點之一。

園區內種植各色花卉，一片又一片拼繪出夏日最美的花地毯，你

可以選擇搭乘遊園車繞行，也可以兩人駕駛一台小車，此外園區

內還有飼養草泥馬，適合親子旅遊安排的景點之一。

園區內種植各色花卉，一片又一片拼繪出夏日最美的花地毯，你

可以選擇搭乘遊園車繞行，也可以兩人駕駛一台小車，此外園區

內還有飼養草泥馬，適合親子旅遊安排的景點之一。

四季 彩 之丘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繁體中文）
http://www.shikisainooka.jp/hantai/index.html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
http://www.shikisainooka.jp/hantai/index.html
（繁體中文）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新星第3

8:30～18:00 (4、5、10月9:00～17:00、11、3月

9:00～16:30、12～2月9:00～16:00)

無休

免費

從美瑛站車程約12分　

（繁體中文）

Seven Star之木因為以前做為日本製香菸Seven Star廣告的拍攝地，

而以此命名。矗立的柏樹襯著一片片麥田，是我覺得美瑛極美的景點，

望著遠方的藍天白雲，吹著微風，劃下北海道旅行最棒的句點。

Seven Star之木因為以前做為日本製香菸Seven Star廣告的拍攝地，

而以此命名。矗立的柏樹襯著一片片麥田，是我覺得美瑛極美的景點，

望著遠方的藍天白雲，吹著微風，劃下北海道旅行最棒的句點。

Seven Star之木因為以前做為日本製香菸Seven Star廣告的拍攝地，

而以此命名。矗立的柏樹襯著一片片麥田，是我覺得美瑛極美的景點，

望著遠方的藍天白雲，吹著微風，劃下北海道旅行最棒的句點。

Seven Star之木因為以前做為日本製香菸Seven Star廣告的拍攝地，

而以此命名。矗立的柏樹襯著一片片麥田，是我覺得美瑛極美的景點，

望著遠方的藍天白雲，吹著微風，劃下北海道旅行最棒的句點。

Seven Star之木

北海道美瑛町北瑛第3

美瑛站車程約13分

　　　　　　　　　　　　（日文）http://www.biei-hokkaido.jp/

地址：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北瑛第3

美瑛站車程約13分

　　　　　　　　　　　　（日文）

地址：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北瑛第3

美瑛站車程約13分

　　　　　　　　　　　　（日文）http://www.biei-hokkaido.jp/

地址：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北瑛第3

美瑛站車程約13分

　　　　　　　　　　　　（日文）http://www.biei-hokkaido.jp/

地址：

交通：

HP：

北海道美瑛町北瑛第3

美瑛站車程約13分

　　　　　　　　　　　　（日文）

搭行走於美麗花田和山丘中的慢車號列車（Norokko）「富良野-美瑛

慢車號（Norokko）」。通過6月～10月停車的臨時站「薰衣草花田

站」，再前往石造的站舍美瑛站，美瑛站的大自然令人感動。

搭行走於美麗花田和山丘中的慢車號列車（Norokko）「富良野-美瑛

慢車號（Norokko）」。通過6月～10月停車的臨時站「薰衣草花田

站」，再前往石造的站舍美瑛站，美瑛站的大自然令人感動。

搭行走於美麗花田和山丘中的慢車號列車（Norokko）「富良野-美瑛

慢車號（Norokko）」。通過6月～10月停車的臨時站「薰衣草花田

站」，再前往石造的站舍美瑛站，美瑛站的大自然令人感動。

搭行走於美麗花田和山丘中的慢車號列車（Norokko）「富良野-美瑛

慢車號（Norokko）」。通過6月～10月停車的臨時站「薰衣草花田

站」，再前往石造的站舍美瑛站，美瑛站的大自然令人感動。

富 良野-美 瑛Norokko號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富良野-美瑛～旭川

6月8日（六）～8月31日（六）每天，9月1日（日）～10月

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chinese/index.html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富良野-美瑛～旭川

6月8日（六）～8月31日（六）每天，9月1日（日）～10月

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富良野-美瑛～旭川

6月8日（六）～8月31日（六）每天，9月1日（日）～10月

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chinese/index.html

富良野-美瑛～旭川

6月8日（六）～8月31日（六）每天，9月1日（日）～10月

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行駛區間：

行駛日：

HP：

富良野-美瑛～旭川

6月8日（六）～8月31日（六）每天，9月1日（日）～10月

14日（一、例假日）的六、日、例假日 ※2013年的資訊

（繁體中文）

搭乘四國汽船的渡輪約50分
(510圓日幣／1天5班)美瑛 美瑛富良野
從富良野搭乘富良野-美瑛Norokko號約1小時交通

富田農場為富良野最佳賞花的景點，以我七月初造訪時，一片片薰衣

草淺紫色佔滿，薰香風氣是一種極為舒適的味道，此外這裡也販售特

產哈密瓜，品嚐起來口感香甜不膩亦多汁。

富田農場為富良野最佳賞花的景點，以我七月初造訪時，一片片薰衣

草淺紫色佔滿，薰香風氣是一種極為舒適的味道，此外這裡也販售特

產哈密瓜，品嚐起來口感香甜不膩亦多汁。

富田農場為富良野最佳賞花的景點，以我七月初造訪時，一片片薰衣

草淺紫色佔滿，薰香風氣是一種極為舒適的味道，此外這裡也販售特

產哈密瓜，品嚐起來口感香甜不膩亦多汁。

富田農場為富良野最佳賞花的景點，以我七月初造訪時，一片片薰衣

草淺紫色佔滿，薰香風氣是一種極為舒適的味道，此外這裡也販售特

產哈密瓜，品嚐起來口感香甜不膩亦多汁。

富田 農 場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http://www.farm-tomita.co.jp/tw/index.html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http://www.farm-tomita.co.jp/tw/index.html

地址：

營業時間：

公休日：

入場費：

交通：

HP：

http://www.biei-hokkaido.jp/


腳下那一片由白雲所編織而成的絨毯，

美不勝收令人感動。一邊沐浴在朝陽中

，一邊乘坐纜車享受空中散步，所抵達

的目的地，就是眼下一片遼闊的雲海及

日高，十勝等群山所構成的超現實空間

。纜車單程約需13分。

星野 RESORT  TOMAMU「雲海露天平台」(Unkai Terrace)星野 RESORT  TOMAMU「雲海露天平台」(Unkai Terrace)

腳下那一片由白雲所編織而成的絨毯，

美不勝收令人感動。一邊沐浴在朝陽中

，一邊乘坐纜車享受空中散步，所抵達

的目的地，就是眼下一片遼闊的雲海及

日高，十勝等群山所構成的超現實空間

。纜車單程約需13分。

星野 RESORT  TOMAMU「雲海露天平台」(Unkai Terrace)

北海道占冠村字中TOMAMU

從JR TOMAMU站搭乘免費接駁巴士約5分

纜車來回票大人1,800圓日幣(含稅)、小學生1,200圓日

幣(含稅)

7月1日～10月6日/5:00～8:00  (上山最後乘車)/(下山最7月1日～10月6日/5:00～8:00  (上山最後乘車)/(下山最

後乘車 9:00)、10月7日～10月28日/6:00～8:00 (上山最

後乘車/(下山最後乘車 9:00)、7月27日～9月1日/11:00

～13:00 (上山最後乘車)/(下山最後乘車14:00)

（繁體中文）http://www.tomamu.com.tw/index_green.html

地址：

交通：

費用：

營業時間：

HP：

擁有約9083公頃的傲人面積的大沼國

定公園。除了散步之外，還可以租借自

行車遊湖一圈，划小船或搭遊覽船等

盡情欣賞大自然優美風光。

大沼公園大沼公園大沼公園

北海道七飯字大沼町

從JR大沼公園站走路5分

（日文）http://www.onuma-guide.com/

地址：

交通：

HP：

從札幌要前往旭山動物園交通方便的「旭山動物園號」，從7月13日起將以新面

貌隆重登場。於列車的臉的部分畫上了「長頸鹿」及「北極熊」的圖案。車內也

重新裝潢成更加充滿樂趣的列車，在日本也是備受矚目的焦點。到8月底為止每

天運行，而9月則是週六、週日及例假日運行。10月以後也預定營業。詳情請參

見網站介紹。

超人氣觀光 列 車 「旭山動 物園號」
以嶄新面貌 問 市 ！

＋α

推薦北海道甜點＆土產資訊

追 加 資 訊 ！

夏季的北海道熱夯冰品非薰衣草冰淇淋莫

屬，幾乎富良野、美瑛熱門花田都有販售，

吃起來讓口中有著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加上

口感濃稠，是這次旅行中每每必吃的甜點。

薰衣草冰淇淋

富良野有幾處葡萄酒釀製工廠，不僅有其一

區廣大的葡萄園，還能夠讓我們參觀釀製過

程，以及現場品嚐北海道獨有的葡萄酒，若

不善飲酒，可以買純釀葡萄汁，冰鎮起來風

味極佳。

富良野葡萄酒

北海道人氣特產就屬於薯條三兄弟，一盒有

十小包，每一包都是香脆的馬鈴薯條，因此

在北海道知名景點上都還蠻能看到此特產，

是買回去給小朋友或同事們最佳伴手禮。

薯條三兄弟

http://www.tomamu.com.tw/index_green.htm


（繁體中文）

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chinese/index.html

（繁體中文）http://www.ana.co.jp/asw/wws/tw/ch/

全日空

台北―新千歲航線每天飛行航班。

北 海 道 的 旅 遊 便 利 手 冊

新千歲機場

北海道最大的機場。從JR札幌站搭快速AIRPORT（約每

隔15分發一班車），最快36分即可抵達。

（日文・英文）http://www.airport.ne.jp/hakodate/index.shtml

函館機場

觀光道南地區的最佳選擇。離JR函館站搭巴士只要20分

，交通非常方便。

（日文）http://www.aapb.co.jp/

旭川機場

旭川當然就不在話下，這裡更是前往美瑛及富良野等觀

光地也相當便利的機場。另外，還有前往JR旭川站及旭

川動物園等地的直達巴士。

（繁體中文）

http://www.tokachiobihiro-airport.jp/index.html.ch

帶廣機場

做為道東地區的觀光甚為便利的機場。搭聯絡巴士前往

JR帶廣站，約40分抵達。

（繁體中文）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index.html

中華航空

台北―新千歲航線每天飛行航班。

（日文）http://kushiro-airport.co.jp/

釧路機場

以釧路濕原為首的各國家公園等，也是能夠接觸大自然

東北海道的入口。搭巴士抵達釧路市內約40分。

（繁體中文）http://www.tna.com.tw/index.aspx

復興航空

台灣―旭川航線每週四飛行。台北-釧路航線則每週五一

次航班，台灣-帶廣航線則為包機。

（繁體中文）http://www.evaair.com/zh-tw/index.html

長榮航空

台北―新千歲航線為每日飛行航班，台北―函館航線則

每週飛行4次航班（週一、三、五、日），台灣―旭川航

線則每週飛行三次航班（週二、四、六）。

（繁體中文）http://www.new-chitose-airport.jp/tw/

導入可觀賞動物的行動及生活的「行

動展示」方式，讓遊客可近距離地觀

看動物們的動態、泳姿、飛翔的模樣

等。積雪期間還有企鵝散步及鷲鷹生

態講座等，可享受欣賞許多北方動物

園特有展示的樂趣。

旭山動物園旭山動物園

導入可觀賞動物的行動及生活的「行

動展示」方式，讓遊客可近距離地觀

看動物們的動態、泳姿、飛翔的模樣

等。積雪期間還有企鵝散步及鷲鷹生

態講座等，可享受欣賞許多北方動物

園特有展示的樂趣。

旭山動物園

北海道旭川市東旭川町倉沼

9:30～17:15

（入園至16 :00為止、營業時間依季節而有所變動）

年末年初～新年期間

大人（高中生以上）800圓日幣、中學生以下免費

從JR旭川站搭巴士約40分

(日文)

http://www5.city.asahikawa.hokkaido.jp/asahiyamazoo/

地址：

營業時間：

休演日：

入園費用：

交通：

HP：

Copyright（C）Asahikawa City

雲霄飛車系列的設施有八大種，在綠

意盎然中乘坐雲霄飛車令人精神氣爽

。除此之外，還擁有北海道內號稱規

模最大的超級巨無霸泳池及網球村、

附有4座球場72個球洞的公園高爾夫球

場等，非常充實的各種戶外活動設施。

留壽都度假區留壽都度假區

雲霄飛車系列的設施有八大種，在綠

意盎然中乘坐雲霄飛車令人精神氣爽

。除此之外，還擁有北海道內號稱規

模最大的超級巨無霸泳池及網球村、

附有4座球場72個球洞的公園高爾夫球

場等，非常充實的各種戶外活動設施。

留壽都度假區

北海道虻田郡留壽都村字泉川13

平日9:00～16:30，週六、週日、例假日9:00～17:00（

7月26日～8月25日期間則～20:30）※其他，依時期不

同而有所變動

1 0月下旬～隔年4月中旬，每年2次關園整修。

大人1日券4,800圓日幣、小學生3,800圓日幣、大人1日券4,800圓日幣、小學生3,800圓日幣、4歲～學

前、銀髮族1,000圓日幣

從札幌搭乘免費接駁巴士120分

（日文）http://www.rusutsu.co.jp/

地址：

營業時間：

休業：

入場費用：

交通：

HP：



（繁體中文）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t

函館市電

迎接運行百年慶的路面電車。至今仍是函館市民們的代

步工具。

（日文）

http://www.city.sapporo.jp/st/shiden/route-map/route-map.html

（日文）http://www.city.sapporo.jp/st/

札幌市營地下鐵

擁有3條地下鐵路線，其轉換車則以札幌或大通為主。相

較於其他都市的地下鐵，較為平穩不搖晃為其特色。

（繁體中文）http://www.ryokan.or.jp/tw/08/

（日文・英文）http://www.yokoso-japan.jp/tc/index.html

YOKOSO Japan Tour

可預約從北海道出發的巴士旅遊行程。可享受現摘水果

等日本獨特的文化樂趣。

（繁體中文）http://www.chuo-bus.co.jp/sightseeing.tw/

北海道中央巴士

設有中文、英文等多種語言的導覽功能的觀光巴士正在

營運中。可預約從札幌站及千歲機場等地出發的當天來

回巴士旅遊行程。

（繁體中文）
http://www.japanican.com/Traditional-Chinese/select/hokkaidou/

JAPANICAN.com北海道特集

可預約北海道的飯店或巴士旅遊行程（中文）等。還刊

載了北海道的景點介紹等旅遊資訊。

（繁體中文）http://www.ryokan.or.jp/tw/01/

日本國際觀光旅館聯盟 [ 北海道 ] 

若想體驗和風情趣的話，建議可選擇住宿溫泉旅館。北

海道地方的旅館資訊請參見此處。

（繁體中文）http://tw.visit-hokkaido.jp/

北海道觀光振興機構

整體介紹北海道觀光旅遊資訊的入口網站。許多觀光景點

、活動資訊等應有盡有。

（繁體中文）
http://www.welcome2japan.tw/location/regional/kagawa/i
ndex.html

函館市官方觀光資訊

以當季最夯的資訊、推薦景點等魅力十足的內容來介紹

函館。

（日文）http://sapporo-kankou.jp/

札幌觀光指南從

必去的招牌觀光景點到郊外，廣泛地刊載介紹了各種札幌

的觀光資訊。 （日文、英文）http://otaru.gr.jp/

OTARU PORTAL

詳細地介紹了小樽市及其附近的觀光景點。

（有繁體中文自動翻譯功能）

http://www.minami-hokkaido.jp/

歡迎來到南北海道

主要以函館為中心，介紹著南北海道的觀光資訊。

（繁體中文）http://www.furanotourism.com/cn/

富良野觀光協會官方網站

介紹富良野附近的推薦觀光旅遊路線、薰衣草的開花資訊

、富良野滑雪場等旅遊資訊。

（日文）
（繁體中文）

http://www.biei-hokkaido.jp/

美瑛町觀光資訊網站

介紹山丘之地、美瑛的魅力所在，傳遞四季不同的美麗瞬間。
http://www.welcome2japan.tw/location/regional/hokkaido
/asahikawa.html

JNTO北海道

詳細地介紹整個北海道的觀光景點。

（繁體中文）

http://www2.jrhokkaido.co.jp/global/chinese/index.html

（繁體中文）http://www.ana.co.jp/asw/wws/tw/ch/

全日空

台北―新千歲航線每天飛行航班。

http://www.ryokan.or.jp/search/map2/local/A.html
http://www.hakodate.travel/cht/
http://www.welcome2japan.tw/location/regional/hokkaido/asahikaw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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