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本州+北海道 8 日路线

【深度漫步·一网打尽北国风光】



行程目录

D1 沈阳-东京

D2 富士山

D3 东京-函馆

D4 函馆

D5 洞爷湖

D6 登别

D7 小樽-札幌

D8 千岁市-沈阳



行程特色：

※洞爷湖景山色，小住守候鹿群

※昭和新山熊牧场，小心熊出没

※登别地狱谷，弥漫火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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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东京

沈阳机场集合，乘坐飞机抵达东京。

接机后前往浅草寺、皇居游览。

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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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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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成田国际机场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成田国际机场原名为新东京国际机场，简称成田机场，2004 年起，为了和

羽田机场（东京国际机场）区别而更名，主要运作国际航线，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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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国际航空港。机场与东京市中心相距遥远，即使乘坐最快的交通

工具到市中心也要 1 小时左右。

联系方式

+81 476-34-8000

地址

日本千叶县成田市

到达方式

前往市中心：机场巴士，2,900 日圆；JR 直通车：2,940 日圆

KeiseiSkyliner 直通车：1,920 日圆（前往上野）

出租车：（至少）20,000 日圆(66 公里/41 英里)

与羽田机场中转

机场线快速特快（直达）约 105 分钟费用 1560 日元机

场线特快（青砥站转特快）约 110 分钟费用 1560 日元

机场巴士约 70 分钟费用 3000 日元

主页

https://www.narita-airport.jp/ch1/

浅草寺

SensŌ-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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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内历史最悠久的古刹，创建于 628 年。据传最初由渔民捕鱼时

打捞起一座金观音像而就地建塔供奉，由此成为浅草寺。江户初年，

奉德川家康之命重建，扩大成现今规模。

挂着两个巨大灯笼的山门就是浅草寺的入口——雷门，是浅草乃至全

日本的象征之一。雷门左右两边各立有一尊凶神恶煞一般威严的塑

像，名为雷神与风神，这也是雷门的学名“风雷神门”的由来。

穿过长长的商品街即可看到浅草寺的正殿，因德川家康将此处指定为

幕府的祈愿之处而逐渐兴盛，成为浅草地区的文化中心。寺内西南角

有高达 53 米的五重塔，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东北角有建于平安时

期的浅草神社，建筑造型古朴典雅，雕刻精美。

浅草最热闹的莫过于每年 5 月举办的江户三大祭之一的三社祭了。起

源于江户年间的三社祭充分展现了江户时代的传统风俗人情，“抬神舆”
是祭典中最热闹的重头戏，几十人一组、以旧时造型抬着神舆从各个

方向汇集于浅草寺。

小贴士：

开放时间：4 月-9 月 6:00-17:00，10 月-次年 3 月 6:30-17:00；

仲见世商店街一般为 9: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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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4 月至 9 月 6:00-17:00；10 月至 3 月 6:30-17:00

游玩时长

1 小时

联系方式

+813-3842-0181

地址

東京都台東区浅草二丁目

到达方式

東武晴空塔線:淺草車站徒步 5 分鐘東京地鐵銀座線:淺草車站徒步 5

分鐘筑波特快:淺草車站徒步 5 分鐘都營地下鐵淺草線:淺草車站 A4

出口徒步 7 分鐘

主页

http://www.senso-ji.jp/about/index_c.html

皇居

Tokyo Imperial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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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包括皇居前广场、二重桥、皇居外苑及皇居东御园在内的区域，

南接日比谷站、北至大手町站。明治维新时期开城，因天皇由京都移居

至此而得名“皇居”。目前部分区域作为公园供旅行者参观。

很难想象黑瓦白墙的皇居居然位于现代化大楼林立的东京站附近，依

旧保持着江户时代沿留下来的韵味。作为东京代表性的名胜景点，见

证了时代的变迁，守护着东京的江户之子们。

沿着护城河绕城而行，江户城的墙垣依旧可见，镰仓时期的武将楠正成

的塑像威风凛凛，大手门入口还可以看到旧时屋檐边精雕细琢的装饰

物，田安门作为北之丸公园的大门至今仍迎来送往，在东御苑内的二之

丸则可以看到江户时代巨大的将军别宅和精致庭院。

开放时间

皇居外苑全天开放，皇居东御苑 9:00-16:45，北之丸公园日出-19:00

联系方式

+81 3-3213-1111

地址

Japan, 〒100-0002 Tōkyō-to, Chiyoda-ku, Kōkyogaien,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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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sankan.kunaicho.go.jp/guide/kouk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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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富士山

早餐后前往富士山游览，晚住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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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殿场奥特莱斯

Gotemba Premium Outlets

御殿场奥特莱斯是日本最大的名牌折扣店，坐落于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

中，可眺望富士山，拥有欧风式的建筑外观。自开业以来，这里就聚集了

许多日本国内外著名品牌专营店，加上距离富士山、箱根等度假地距离很

近的优越条件，所以是很多海外游客日本之旅的必经之地。

开放时间

3 月至 11 月 10:00-20:00；12 月至 2 月 10:00-19:00；2 月第三个周

四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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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81-550-813122

地址

〒412-0023 静岡県御殿場市深沢，深沢 1312

到达方式

可以乘坐从 JR 御殿场站或东名高速御殿场出口出发的 “免费穿梭巴

士”

主页

http://www.premiumoutlets.co.jp/gotemba

富士山

Mt F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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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是日本第一高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海拔 3776 米，

屹立于本州中南部，距东京 80 公里。这座被日本人奉为“圣岳”的山峰自

1707 年最后一次喷发后休眠至今。山顶上的两个火山口形成了两个美丽的

火山湖，山麓处还有火山喷发后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山洞，有些仍在不断喷

气。富岳风穴内的洞壁上则结满了钟乳石似的冰柱，被称为“万年雪”。坐落

在顶峰上的圣庙──久须志神社和浅间神社则是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的主

要风景区。富士山北麓有富士五湖，湖光山色十分宜人。河口湖中所映的

富士山倒影，被称作富士山奇景之一。湖东南的忍野村则有“忍野八海”，与

山中湖相通。南麓则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牧场，绿草如茵，牛羊成群。这里

夏季可露营、游泳、钓鱼等，冬季可滑雪滑冰。据说，在山顶的火山湖中

沐浴一下，能消灾免祸。

小贴士：

价格:成人 280 日元

门票价格

成人 280 元，儿童 130 元

开放时间

8:00 - 17:00

地址

位于东京西南方约 80 公里处

到达方式

乘 JR 中央线至大月车站，再转富士急行线，在富士吉田车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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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浅间神社

这座神社建于 865 年，据说是以 9 世纪后期发生的火山喷发为契机

建立的。现在这里仍然会举办与富士山密切相关的祭祀活动。

新仓山浅间公园在富士吉田市，是屈指可数的富士山观光景点之一。

樱花和枫叶盛开的季节，为了将富士山和樱花和枫叶一同摄入镜头，

摄影师、家族、情侣，形形色色的人们来到公园，并为不胜美景而喜

笑颜开。在公园入口有新浅仓山浅间神社，参道上灯光明亮。

地址

山梨県南都留郡富士河口湖町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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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东京-函馆

早餐后乘车返回东京，后乘坐新干线前往北海道。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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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滨松町站

JR Hamamatsu Station

浜松町车站

地址

〒105-0013 港区浜松町

JR 函馆站

Jr Hakodat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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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馆车站（日：函馆駅）是日本北海道函馆市的主要铁路车站，隶属于北海

道旅客铁道（JR 北海道），是函馆本线的起点与行经海峡线（津轻海峡

线）的各列车之北端终点站，也是北海道地区铁路里程的计算起点。函馆车

站是个拥有 4 个[[岛式月台]]、8 条铁路路线的地上车站。虽然曾经一度

有过最大 6 月台 11 线的路线配置，但在修筑第五代的车站大楼时为了取

得站体建筑用地而将原本的第一与第二号线撤除，并将原本的第三第四号线

易名第一第二号线，依此类推。所有行驶於[[函馆本线]]、[[江差线]]与

[[海峡线]]上的列车如欲通过函馆车站，都需采由五稜郭车站方向驶入函馆

车站停靠，然後再倒退回五稜郭车站的[[折返式]]（Switchback）行车方

式。与大部分的端点式车站同样，函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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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台与车站大楼之间并不需要靠[[人行过街天桥|天桥]]或[[地下

道]]的方式连结，而是采全平面的方式配置，旅客进出非常便利。

地址

Hokkaido Prefecture 日本

到达方式

JR 函馆本线，由北海道的“函馆”开始，途经小樽、札幌、岩见泽、龙

川，至旭川市“旭川站”的铁道路线，全长 423.1km，共 97 站。函馆

本线有两条支线，分别是砂原线（大沼站～森站，35.3km）和藤城

线（七饭站～大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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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函馆

函馆游览结束后，乘车前往洞爷湖，车程 2.5 小时，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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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棱郭公园

Goryōkaku Park

五棱郭是日本江户时代建造于现今北海道函馆市的一个星形要塞城郭，

也是日本第一个以西洋建筑格式所建造的一个城堡。五棱郭原本是指这

座建造呈五角星状的城郭，并非其城堡的本名。1854 年（嘉永 7 年）

日本和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又名：日美和亲条约）决定开放北海道

箱馆港口，为了增加防卫能力以及解決官方行政中心的设立问题，由德

川幕府的征夷大将军下令建造五棱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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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棱郭奉行所（明治元年冬撮影）1868 年 10 月 26 日在箱馆爆发了戊辰

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箱馆战争（又称五棱郭之战）。戊辰战争后期时江户幕

府的海军奉行榎本武扬拒绝交出江户幕府的舰队，所以率领土方岁三、大鸟

圭介等北上占领箱馆，并以五棱郭为根据地，得到法国与英国领事的承认，

建立“虾夷共和国”成为总裁，副总裁为松平太郎。1869 年 5 月 11 日当时

的新政府军队开始对五棱郭发起总攻击，土方岁三枪战中死亡。同年 5 月

18 日由新政府军陆军参谋黑田清隆进行终战调停，终于使五棱郭开城降

服，榎本武扬与大鸟圭介被捕后结束了这场内战。五棱郭是由当代知名的军

事学者武田斐三郎所设计，在 1857 年开始动工建造，历经八年多的时间，

终于在 1866 年建造完成。当时的战争已经多数使用大炮，所以采用了欧洲

城堡式的西洋要塞建筑方式设计，并且以 5 个 V 字状打造成星型的形态建

造。这座曾见证历史的城堡如今只剩下了城墙的外廓，城堡内被改辟为花

园，遍植樱花，成为北海道有名的赏樱胜地。樱花绽放时，犹如一朵巨大的

五角星形的粉色花朵。

城廓内现建有函馆博物馆，里面收集了当年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以及

染有血迹的武士战衣。后在城堡外立有一座“五棱郭塔”，高 60 米，游

客可登塔俯视五棱郭的全貌，看出城郭特殊的五星形城廓，还可远眺函

馆市街景。

门票价格

0.00

联系方式

0138 51 2864

地址

函馆市五棱郭町 44

到达方式

从 JR 函馆站前搭乘“五棱郭塔直行巴士”，或从函馆机场搭乘机场循

环巴士“游子号”，在“五棱郭公园入口”站下车，步行 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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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goryokaku-tower.co.jp

函馆市营热带植物园

Hakodate Shiei Nettai Shokubutsuen

函馆热带植物园是函馆一处可以观赏热带植物的植物园，当然，对于

旅行者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还属位于植物园内的温泉猴山，每年 12

月至次年 5 月间，植物园内饲养的一群日本猕猴会来到温泉池里泡

澡，经常一泡就是一整天，看着这些猴子快活惬意的样子，真的是很

让游人们羡慕呢。

小贴士：

开放时间：9:30-18:00(冬季较短，11 月至次年 3 月 9:30-4:30)。

门票： 300 円(约 18 人民币)。



D4

门票价格

18

开放时间

12-5 月

游玩时长

1-2 小时

联系方式

+81138-57-5787

地址

日本 〒042-0932 北海道函館市湯川町３丁目１－１５

到达方式

JR 函馆站乘函馆有轨电车(市电)汤之川方向(湯の川)至终点汤之川

下车，向南徒步约 15 分。

主页

http://www.hako-eco.com

函馆山

Hakodateyama Ya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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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馆山位于日本北海道函馆市的市区西端的沙颈岬（沙洲，大陆和大

的岛和陆地毗连的岛）。海拔高 334m，方圆约 9 平方千米。外观好

像牛躺卧一样，因此也被叫做卧牛山。

山顶设置有展望台，从山麓开始，有函馆山 rope way 和普通道（普

通车夜间和冬季不能通行）。白天，晴天的日子，不用说眼下的函馆

市街，就连夹隔在津轻海峡的下北半岛也能眺望到。夜间，在沙颈岬

中间，细长的市街上闪耀的街灯和漆黑的海形成对比，钓墨斗鱼的渔

船上点燃的油灯（聚鱼灯）编织成美丽的夜景，十分有名。一般认

为，在夜景中发现“喜欢”和“心”的文字的话，就会变得幸福。同香港、

那不勒斯（Napoli，意大利）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夜景”。

徒步上山其实是比较推荐的方式，因为您将有机会观察到沿途的 600

多种植物和 150 种野鸟哦。

山顶上开有几间餐厅，让大家能更悠闲的欣赏夜景。

门票价格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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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040-0000 北海道函馆市函馆山

到达方式

巴士或缆车。

主页

http://www.334.co.jp/j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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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洞爷湖

洞爷湖-昭和新山车程 40 分钟，后前往登别入住，车程约 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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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爷湖中岛

Toyako Nakashima Oushima

岛上栖息着数百头虾夷梅花鹿，可以乘船眺望，运气的话就可以看到来

到湖边喝水的鹿群。

门票价格

成人 1420 円(约 120 人民币)，儿童半价。

开放时间

9:00-16:00 (4 月到 10 下旬)

地址

北海道洞爷湖町洞爷湖温泉町 29 番(码头地址)

到达方式

从位于洞爷湖温泉的码头出发，岸边码头乘船可到达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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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toyakokisen.com/price

洞爷湖

Lake Toyako

洞爷湖（日语：とうやこ）是位于日本北海道，横跨虻田郡洞爷湖町

和有珠郡壮瞥町两町的一个湖泊。属二级河川长流川水系。洞爷湖所

在的支笏洞爷国立公园一带形成了洞爷湖有珠山地质公园，并被选入

日本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此外，洞爷湖也被选入日本百景、新

日本旅行地 100 选、美丽的日本 想走走看的城镇 500 选。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洞爷湖游览船 4 月下旬-10 月 8:00-16:30（每 30 分钟一班），

11 月-次年 4 月上旬 9:00-16:00（每 60 分钟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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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81-142-752446

地址

洞爷湖，日本

到达方式

搭乘 JR 室兰本线、函馆本线至洞爷站下车，再换乘道南巴士至洞爷湖

温泉（约 20 分钟）下车即可。也可以从札幌直接搭乘高速大巴前往。

主页

http://www.jnto.go.jp

昭和新山熊牧场

昭和新山熊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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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新山熊牧场里约有 100 头纯种北海道棕熊。牧场面积很大，棕熊

们按照年龄段被分在几个相对固定的区域中。每个牧场入口处都设有

食品柜台，为棕熊们准备的。游客可以在这里购买苹果、饼干之类食

物，体验喂熊的乐趣。

已经适应了人类的棕熊，知道人们来喂食，撒娇的模样着实可爱。有

些熊看到你手里拿着苹果，就会后爪站立，用前爪向你招手示意，还

有些熊会给你作揖，还有的干脆躺在地上，做一些滑稽的动作，以吸

引你的注意。

另外，如果游客想和憨态可掬的棕熊近距离接触，可以到棕熊领地内特

别设置的“人笼”（特别观察室）去体验一下。人和熊仅隔一扇小窗，可

以感受到棕熊的震撼力，甚至可以感觉到它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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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开

放时间：

元旦 10:00-15:00， 1 月 2 日-

3 月 31 日 8:30-16:30，

4月 8:30-17:00，

5月-10 月 8:00-17:00，

11 月-12 月 30 日 8:30-

16:30，大晦日 8:30-15:00。

门票价格

43

开放时间

元旦 10:00-15:00，1 月 2 日-3 月 31 日 8:30-16:30，4 月

8:30-17:00 5 月-10 月 8:00-17:00， 11 月-12 月 30 日 8:30-

16:30， 大晦日 8:30-15:00。

联系方式

+81 142-75-2290

地址

〒052-0102 北海道有珠郡壮瞥町昭和新山 183 番地

到达方式

洞爷湖巴士

主页

http://kumakum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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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登别

乘车从登别前往小樽，车程约 3.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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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别地狱谷

Noboribetsu Hot Spring

位于登别温泉景区内，沿着温泉街步行至尽头即可到达。地狱谷是一处

常年弥漫着火山气体，四处喷涌着不同种类温泉的活火山喷发遗迹，因

当年喷发时过于剧烈，火山口从山脊侧面形成，形成了一片沸腾的山

谷。地狱谷周边有很多可供步行的栈道的山路，到了秋天，栈道的一边

是满目疮痍的地谷，山路两旁是满山遍野的红叶，反差极大的景观也是

一大看点。大汤沼在地狱谷的深处，沿着栈道徒步 10 几分钟即可到

达，大汤沼有可供泡脚的足浴处，走累了可以泡脚放松一下足底神经。

小贴士：

每年夏日的夜晚，地狱谷展望台都举行【手筒烟花及太鼓表演】，身着

“赤鬼”和“青鬼”的表演服饰敲打太鼓，旅客席地而坐，或是挑着灯笼，

非常有夏日祭的气氛。表演结束后，可以跟着大伙儿走【鬼火之路】，

这是当地专门开发的一条夏季的夜间游览路线，沿着木栈道观赏夜间的

地狱谷，比起白天的气氛，更添一份神秘和诡异。（登别观光协会网

址：http://www.noboribetsu-sp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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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联系方式

+81143-84-3311

地址

日本 〒059-0551 北海道登別市登別温泉町

到达方式

从登别温泉小镇徒步前往地狱谷。

主页

http://www.noboribetsu-spa.jp/

登别伊达时代村

Noboribetsu Date Jidai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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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主题文化园，其中会有艺伎表演和走秀，以及

武士道表演。园内建筑仿造伊达家，设有学堂，酒馆等江户时代的大众

建筑。

小贴士：

2016 年 3 月 7～10 日将闭村休整。

门票价格

成人票价（中学生以上）：普通个人 2900 日元，团体（8 人以上）

2500 日元/人，残疾人 1800 日元；

儿童票价（小学生）：普通个人 1500 日元，团体（8 人以上）1300

日元/人，残疾人 900 日元；

幼儿票价（四岁~未就学幼儿）：普通个人 600 日元，团体（8 人

以上 500 日元/人，残疾人 900 日元；

老年人（65 岁以上）：2100 日元

开放时间

夏季（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9:00~17:00，冬季（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9:00~16:00

联系方式

+81-143-833311

地址

53-1 Nakanoboribetsuchō,Noboribetsu-shi,Hokkaidō 059-0463 日

本

主页

http://www.edo-trip.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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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小樽-札幌

小樽游览后，乘车约 1.5 小时，前往札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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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雪灯路

Otaru Yukiakarinomichi

每年冬季大约在 2 月左右，北国的小樽迎来万里雪飘的季节，小樽运

河上会浮著一颗颗过往系在鱼网上的玻璃浮球（浮き球），浮球里点著

蜡烛，在波平如镜的运河水面上闪耀著迷人的烛火，与雪景相映成小樽

冬季最美丽浪漫的景色。

小贴士：

主会场：手宫线、小樽运河沿岸

副会场：朝里川温泉

开放时间

每年 2 月初约十天，点灯时间为 17: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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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小樽运河沿岸

到达方式

就在小樽内,只需从小樽车站徒步 8 分钟

主页

http://otaru.yukiakarinomichi.org

小樽音乐盒堂本馆

Main Building of The Otaru Music Box Museum

明治 45 年（1912 年）建造。是日本最大最具人气的纪念品商店，拥

有 3400 种以上的八音盒，是来小樽旅游的必去之地。其中还包括了

极具收藏价值的洋娃娃音乐盒以及自动演奏的音乐盒等，都是相当有

纪念价值与收藏价值的。目前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的传统型的音乐

盒，在小樽的音乐盒堂内都看的到。此外，音乐盒堂内也有一些音乐

盒是供游客选购的，让喜爱音乐盒的游客也可以带回家做纪念。

建筑本身也很有特色，是小樽少见的欧式砖造建筑，内部以木架构造。

之前是 1891 年创始的共成株式会社（当时北海道屈指可数的粮食商）

的所在，是小樽的历史保护建筑。

开放时间

9:00-18:00(年中无休，夏季周五、周六，节假日前营业时间延长至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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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134-22-1108

地址

小樽市住吉町 4-1

到达方式

小樽站前乘坐散策巴士マリンコース线在メルヘン交叉点（Meruhen

十字路口） 站下

主页

http://www.otaru-orgel.co.jp

北海道神宫

HokkaidŌ Ji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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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宫、神社和日本人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每年 1 月 1 日，

在日本有“初詣”(新年第一次参拜)的习惯，祈求一年平安顺利。另外，

祈求出行平安、升学顺利、姻缘等等也都会来到神明的面前参拜。在

北海道神宫里，祭祀着四柱神明——大国魂神、大那牟遲神、少彦名

神以及明治天皇。对于游客来说，来到神宫更多的是感受一下气氛，

如果有兴趣可以带几个护身符(お守り)送给亲朋好友。

小贴士：

开放时间：元旦：0:00-19:00；1 月 2 日-1 月 3 日：6:00-18:00；1 月

4 日-1 月 7 日：6:00-16:00；1 月 8 日-2 月 14 日：7:00-16:00；2 月

15 日-3 月 31 日：7:00-16:30；4 月 1 日-10 月 15 日：6:00-17:00；10

月 16 日-10 月 31 日：6:00-16:30；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7:00-16:00.

门票：免费。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6:00-17:00(根据季节略有变化)。

联系方式

+8111-611-0261

地址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宮ヶ丘 474

到达方式

乘搭地铁东西线，在圆山公园站下车，再步行约 15 分钟。

主页

http://www.hokkaidojingu.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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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Shiroi Koibito Park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Shiroi Koibito Park)是白色恋人巧克力夹心饼

干和冰淇淋的生产地和展示地，更是一座洋溢着英伦气息的欧式古典城

堡。 白色恋人，象征着北海道长达半年的皑皑白雪和对爱人的期待，

除了是著名巧克力甜点外，它的生产地更是一个魔幻神秘的代名词。其

色彩鲜艳的砖墙、造型各异的尖顶、气势恢宏的城堡、古朴典雅的钟

楼，每一处都突显庄重大方的气息。

工厂内不仅有展示巧克力发展史和制作过程的巧克力博物馆，还有能够

买到正宗的“白色恋人”的商铺，最令人惊喜的是可以亲身体验自制巧克

力的过程与乐趣。在店员的指导下，就能制作出各式各样美味的巧克力

甜点，作为传递爱意的礼物送给恋人最适宜。

门票价格

中学生以上 600 日元，中学生以下 200 日元，3 岁以下免费，缴

费后可获白色恋人公园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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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18:00(最晚入馆时间 17:00，商店营业到 19:00)

游玩时长

2 小时

联系方式

(81-11)6661481

地址

札幌市西区宫之泽 2 条 2 丁目

到达方式

选择乘坐地铁的游客可搭乘地铁东西线，在宫之泽站下车，再步行约

7 分钟即到；

选择乘坐巴士的游客，可以从 JR 札幌站巴士终点站搭乘开往小樽方向的

中央巴士或 JR 巴士，在西町北 20 丁目站下车，再步行约 5 分钟即

到

主页

http://shiroikoibitopark.jp

狸小路购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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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海道札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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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千岁市-沈阳

经中转地转机，乘坐飞机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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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岁机场

New Chitose Airport

新千岁机场位于日本北海道千岁市与苫小牧市交界，是札幌市的主机

场，也是日本国内面积第一大的机场。目前，大中华地区飞往新千岁之

航空业者有中国国际航空（北京）、中国东方航空（上海浦东）、中国

南方航空（沈阳、大连、广州白云）、中华航空与长荣航空（台北桃

园），以及国泰航空（香港）。

小贴士：

要从日本机场里面挑选杰出代表，并不是 MUJI 负责软装的成田国际

机场，而是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新千岁机场是札幌市的主机场，作

为日本国内面积第一大的机场，这里吃喝玩乐一样不落！

▼多啦 A 梦空中乐园

这里除了有 20 个半人高的多啦人偶，这里还有各种多啦 A 梦主题

店、夹娃娃区、商店、咖啡厅、儿童乐园、手工作坊、图书馆。一定要

品尝只有这里才有卖的蓝色多啦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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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ce'Chocolate World
《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是许多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着的魔幻童趣电影，不仅

是因为画面美妙剧情有趣，也是因为那些美味的糖果，让人情不自禁想去

这个美味世界逛一逛。在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也有一家叫做

Royce'Chocolate World 的巧克力工厂，聚集了现在风靡亚洲最美

味、最可爱的巧克力，比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更诱人哟！

Royce 是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巧克力品牌，在开设在机场内的

Royce'Chocolate World 中，展示着各种与巧克力有关的产品，有珍

藏版的古董巧克力包装盒，有告诉你巧克力从何而来的可可树，有制

作巧克力的全过程大公开，当然也有只能在机场才可以买到的限定版

Royce 巧克力。

▼新千岁机场温泉

仁川机场有汗蒸桑拿，北海道怎么能缺了温泉呢？24 小时营业的新千

岁机场温泉是日本国内首个应用天然温泉的机场，它引流的是含盐分

的氯化钠温泉，对皮肤颇有好处。温泉里还有躺卧的集体休息室，也

有小憩的专用室。

联系方式

+81123-23-0111

地址

1388-7 Heiwa, Chitose-shi, Hokkaidō 066-0044 日本

到达方式

JR 新千岁站

主页

http://www.new-chitose-airport.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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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