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裡 
約40分鐘 
嘟嘟房中正旗艦站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1段808號(台四線及航勤北路口)　作業10分鐘 
約5分鐘到第一航廈 
出發 …5 櫃台, 第一航廈1樓 
最晚一點出門 
 
 
成田機場第三航廈 
 

 
台灣大哥大 
簡訊回傳 
「PA1G」至823 
效期結束前加購500MB 
回傳「PA1G500」至823 
 
 
成田機場 
可領取免費SIM卡的機場 



 



輪椅、嬰兒車租借 
在航站樓內的各指南櫃台有免費出借輪椅、嬰兒車的服務。用後請歸還到附近的指南櫃台。到達的旅客能

在入境審查後區域使用。 
 
明信片代寄服務 
由於在出國審查後的區域未設有郵箱，我們在出國審查後的咨詢櫃臺提供代寄明信片的服務。 
問訊櫃臺的職員會替顧客將要求代寄的明信片投寄到出發大廳的郵箱里。 
另外我們準備了可以蓋在明信片空白處的成田機場原創印章。歡迎用來留下一個旅行的小紀念。 

 
 

 



 

 
 
★如果有巴士券 

 

 



 
 
下車：距離數寄屋橋十字路口50米左右。「宝くじ」（彩票中心）的前面。 
 
成田ＳＫＹ ＡＣＣＥＳＳ線 58分鐘 
 



 
 

 
1. SKY ACCESS（橘色）成田機場第二航廈第一月台到淺草、東銀座 7：50、8：45 ，

1330JPY，1小時13分 
2. 京成本線(快速特急)（紅色） 成田機場第二航廈第三月台 08：01，1140JPY，青砥

站轉乘，1小時30分 
3. 08:20 京成本線(快速特急) [前往 西馬込] 不用轉乘直達 1140 JPY，1小時26分 
4. 成田機場第二航廈第三月台 Morning liner76號(行經京成本線) ，青砥站轉乘， 一

般車票車資合計 1,550日圓，1小時 22分鐘，指定席，須買票 7:39 
 

 

 
 
 



 
 
自助登機專櫃  日本國內線  
取得登機證操作方式簡單。 
 
開放使用時間與機場櫃檯相同，預定起飛的90分鐘之前至30分鐘之前。 
辦理登機手續須出示行程表上之QR code及訂位代號，請務必留意。 
 
香草航空網頁  日本國內線  
讓您安坐家中或辦公室，亦可在香草航空網頁辦理登機手續，省時又便利。 
 
預定起飛時間前48小時～2小時之前，仍可在香草航空網頁上辦理登機手續。 
僅限於使用電腦操作。 
網上完成辦理登機手續後，請自行列印登機證前往機場 
 
東京成田機場報到19:15 飛札幌 

 
 



 

 
淺草有車 17:31、18：18 
 
上野的車次沒有Access特快 
下午5:14 (星期六) - 下午6:41 
下午5:34 (星期六) - 下午6:57到成田 
下午5:54 (星期六) - 下午7:17 

 
 
 



 
 
★成田機場2航廈拿sim卡 
http://trip-free.com/pickup/narita_2 
 
★上野車站的The Garden超市購買的車站便當 
 
★derikapakupaku(便當) 
 
地址：東京都 台東區 淺草 1-43-8 
營業時間：24小時 
定休日：無休 
信用卡：無 
其他語言：無 
最近站：Tsukuba Express淺草站徒歩1分 
價格帶：250日元(不含稅)~ 
電話：03-3844-8304 
 

9月份天氣與穿搭 

9月平均氣溫 24.4 度 / 平均最高溫度 27.7 度 / 平均最低溫度 21.9 度 

東京因為緯度較高的關係，可以感受到與台灣相當不同的四季分明氣候。不像台灣的九月仍像夏天一

樣保持著 30 幾度的高溫，東京一進入九月，平均溫度就會迅速降溫至 24 度左右，體感溫度相較台灣

來說是相當舒服的月份。不過九月因為容易有颱風的關係，降雨量是一整年中第二多的，比梅雨季節還

要多。所以這段期間如果到東京旅遊，記得隨時注意氣象，隨身攜帶折傘比較保險。雖然九月颱風有颱

風但通常不會直接侵襲東京，因此不用太過擔心，不過近年來因熱島效應的影響，有時候會在小範圍內

出現 1 小時 100 毫米以上的降雨，這種難以預測「局部性大雨」雖然令人措手不及，不過通常都是下得

急但很快就停了。如果碰巧遇上了，不妨就暫時到附近的咖發廳躲雨吧，說不定也會遇上意外的驚喜

呢！還有9月開始進入秋季所以早晚溫差開始變大。白天可以穿短袖，但早晚最好再加一件薄外套喔。 

http://trip-free.com/pickup/narita_2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https://livejapan.com/zh-tw/go-summer/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9 月女生服裝選擇建議： 

針織外套、短袖T-shirt、薄長袖T-shirt、薄雪紡紗、長裙 

配件＆鞋類：球鞋、娃娃鞋、防曬用品、傘 



 

9 月男生服裝選擇建議： 

薄襯衫、短袖或長袖T-shirt、薄長褲、短褲、牛仔褲 

配件＆鞋類：球鞋、傘、手帕或小毛巾 

10月份天氣與穿搭 

10月平均氣溫 18.7 度 / 平均最高溫度 21.6 度 / 平均最低溫度 15.3 度 

 

10月應該就是一整年中最最舒服的季節了，氣溫不但是最適合人體的 18 度，也不太容易下雨，剛剛好

就是所謂秋高氣爽的好天氣呀！十月也還不會像春天或冬天那麼乾冷，讓習慣海島型氣候的台灣人，

覺得皮膚太乾冷或容易被靜電電到。是一個不論逛街、踏青都相當合適的月份。不過因為 10 月中旬開

始輕井澤或是日光的楓葉就轉紅了，所以許多旅人來到東京時也會順道至這兩處欣賞楓葉，10月去輕

井澤或是日光賞楓時，就已經是台灣冬天的溫度囉！尤其晚上氣溫還會驟降，所以如果 10 月中後的東

https://livejapan.com/zh-tw/go-spring/
https://livejapan.com/zh-tw/go-winter/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https://livejapan.com/zh-tw/go-winter/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京行有安排到這兩處熱門景點賞楓，記得要帶保暖衣物，輕便的發熱衣、圍巾或是輕型羽絨衣，都相當

推薦唷！ 

 

10 月女生服裝選擇建議： 

針織上衣、牛仔褲、厚雪紡紗、襯衫、風衣、牛仔外套 

配件＆鞋類：球鞋、娃娃鞋、薄圍巾、薄披肩 

https://livejapan.com/zh-tw/in-pref-tokyo/spot-list/area-al1301/


 

10 月男生服裝選擇建議： 

一般襯衫、七分袖或長袖T-shirt、薄外套、牛仔褲 

配件＆鞋類：球鞋、手帕或小毛巾 

 

9月：北海道(札幌)的平均氣溫 18.1℃、平均最高氣溫(High)22.4℃、平均最低氣溫

(Low)14.2℃ 



 

雖然9月初旬北海道還有著像是夏天一般的氣候，但是從9月中旬開始體感溫度快速下降，每

到夕陽時分就可以看見穿著夾克、背心或者是毛衣的人。 

★築地市場吃早餐 

6號館 

寿司大 壽司 3.92(498)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8/  

大和寿司  壽司 3.63(393)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9/ 

小田保    洋食 3.63(358)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6535/  

八千代   炸物 3.59(468)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6/  

天房 炸物 3.58(200)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7/ 

丼匠 海鮮蓋飯   3.54(44)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91847/ 

福せん   鰻魚/燒鳥 3.51(69)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5550/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22_sushidai/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8/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17_daiwa/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9/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19_odaya/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6535/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21_yachiyo/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6/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24_tenfusa/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87/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44_dontaku/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91847/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5550/


おかめ　壽司         3.51(64)  https://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583/ 

やまざき    壽司  3.5(40)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3020/ 

愛養 咖啡砌茶 3.40(49)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0524/ 

晶    壽司          3.09（7） https://tabelog.com/tokyo/A1301/A130101/13204803/ 

8號館 

鳥藤   鳥料理 親子丼 3.58（258）   https://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117868/ 

やじ満 拉麵 3.58(237)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5228/ 

和食かとう  魚料理   3.58(211)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69/ 

高はし 魚料理    3.58(208)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03/ 

米花      鰻魚 3.58(139)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4887/ 

大江戸 海鮮蓋飯  3.56(102)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5427/ 

センリ軒 洋食 3.53(105)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18/ 

鮨文 壽司 3.51(105)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22/ 

寿司弁富 壽司 3.48(41)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14806/ 

岩田  喫茶店   3.35（49） https://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108798/  

仲家 海鮮蓋飯 3.3(127)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10/ 

市場すし 壽司 3.09(29)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3244/ 

★水果蛋糕 HARBS 

ハーブス上野店 

日本〒110-0005 Tōkyō-to, Taitō-ku, Ueno, 3 Chome−24−６ パルコヤ 

〒110-0005 東京都台東区上野３丁目２４−６ パルコヤ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39_okame/index.htm
https://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583/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20_yamazaki/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3020/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0524/
https://tabelog.com/tokyo/A1301/A130101/13204803/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47_toritoh/index.htm
https://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117868/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29_yajiman/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5228/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28_katou/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69/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2303/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31_yonehana/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24887/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41_ooedo/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5427/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36_senriken/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18/
http://www.tsukijinet.com/tsukiji/kanren/susibun/index.shtml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22/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43_bentomi/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14806/
https://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108798/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46_nakaya/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07610/
http://www.tsukijigourmet.or.jp/40_ichiba/index.htm
http://r.tabelog.com/tokyo/A1313/A131301/13043244/


星期六 10:00–20:00 

 

★淺草半日遊  Ngoc Hoang and Anne 

 

店名：きびだんご あづま 

平均價位：團子 5 串 ¥330 日圓、飲料一杯 ¥110 日圓 

電話：+81-3-3843-0190 

地址：東京都 台東区 浅草 1-18-1（仲見世通裡排隊的就是了） 

備註：不可以邊走邊吃，買完想立即吃光的話要走到店後方的長桌站著吃 



 

淺草小吃：淺草炸豬肉餅 (浅草メンチ)  
地址：東京都台東区浅草2丁目3-3 
交通：東京metro銀座線【淺草站】6號出口，步行約3分。 
營業時間：10:00~19:00 
 
★人形燒 
 
★L-Breath オリナス錦糸町店 買登山露營用品 
住所 〒130-0012 東京都墨田区太平4-1-5　オリナスコア１Ｆ 
TEL 03-5610-8758 
営業時間 10:00-21:00 
 
アクセス 
JR錦糸町駅(北口)　徒歩10分 
地下鉄錦糸町駅(出入口4)　徒歩7分 
 
 
★16：45 從阿卡將離開搭火車到機場 



 
★18:15到成田機場逛 
 
http://www.new-chitose-airport.jp/tw/access/jr/timejr/ 
新千歲機場到札幌時刻表 

 
 
札幌住宿： 
- BUILDING NAME and ADDRESS 
KC南8条ビル 
〒064-0808 Hokkaidō, Sapporo-shi, Chūō-ku, Minami 8 Jōnishi, 10 
Chome−1277 
〒064-0808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８条西１０丁目１２７７ 
By railway(JR) 
New Chitose Airport ->Sapporo station(35min.) ->10min. by taxi 
By subway 
New Chitose Airport->Sapporo station(35min.)->Nanboku line(（日語：南北線／な

んぼくせん) for Susukino(薄野車站（日語：すすきの駅) or Nakajima-park 
station(5min.)->12min. by walk from Susukino or 15min. by walk from 
Nakajima-park 
南北線地鐵末班車： 
 

23時 00 09 17 26 36 44 52 

0時 01 09 

http://www.new-chitose-airport.jp/tw/access/jr/timejr/


 
By tram 
Odori or Susukino area 
->take 外回り(outbounds) tram and get to Yamahana 9jo station(10min.) 
->5min. by walk from Yamahana 9jo station 
電車時間表：http://www.city.sapporo.jp/st/time/documents/sotosc23.pdf 

 
 
貍小路  札幌 大約10:00營業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南2條及南3條之間的街道西1丁目~西7丁目 
 
◆大眾運輸 
・由札幌市營地鐵南北線或東西線「大通」站徒歩約3分鍾即可抵達。 
・由東豐線「大通」站徒歩約5分鍾即可抵達。 
・由地鐵南北線「薄野」(すすきの)站徒歩約3分鍾即可抵達。 
 
◆自行開車 
 在札樽道「札幌北交流道」下高速公路，行經國道5號4公里約30分鍾即可抵達。 
 
沒有附設停車場，請利用指定收費停車場。利用指定收費停車場，凡購買2,000日圓以上

可享免費停車1小時之優待。 
 
電車內環（逆時針） 
西線9条旭山公園通 – にしせんくじょうあさひやまこうえんどおり – Nishisen kujō 
asahiyama kōen dōri 
到 
纜車入口站停留場（日語：ロープウェイ入口停留場／ロープウェイいりぐちていりゅ

うじょう ） 
 
★洋菓子店「霞慕尼（Chamonix）」（由於售賣瑞士卷，有「西線卷」之名） 
 
 

「KINOTOYA」是在1983年誕生於北海道・札幌的洋菓子甜點店。北海道是各種甜點材料的一大產地。大
量使用這片大地所孕育而得的豐富恩賜，重視每樣素材的原味，並持續不斷地用心製作僅有此地北海
道獨有的甜點。不辭一切一個個用心製作，就是「KINOTOYA」的風格。持續不斷提倡用甜點來品味札幌
理念的超人氣洋菓子甜點店。 

●  

http://www.city.sapporo.jp/st/time/documents/sotosc23.pdf


●  

●  

 
Kinotoya Bake (Pole Town) 
地址： 日本〒060-0063 Hokkaido, Sapporo, Chuo Ward, Minami 3 Jonishi, Sapporo-Ekimae 
Dori, 4 Chome 
開放時間： 營業中 ⋅ 結束營業時間：20:00 
電話： +81 120-246-161 
 
 
Moiwa Ward 
日語 
星期日 10:00 am 先舉行聖餐聚會 
16-1-5 Minami Nijujo Nishi, Chuo-ku 
SAPPORO, 064-0920 
Japan 
81 1-1561-7175 
 
電車內環（逆時針） 
山鼻9條停留場（日語：山鼻9条停留場／やまはなくじょうていりゅうじょう） 
到 
狸小路站 
 
業務超市 
業務スーパー すすきの狸小路店 
日本〒060-0062 Hokkaidō, Sapporo-shi, Chūō-ku, Minami 2 Jōnishi, 2 Chome, 南２条西２丁

目 おくむらビル 
09：00～22：00 
 
 
北海道最大超市 



 
Ario Sapporo アリオ 
官方網站樓層介紹 
地址：〒065-8518 札幌市東区北7条東9丁目2番20 
 
伊藤洋華堂Ito Yokado イトーヨーカドー アリオ札幌店 
官方網站 http://blog.itoyokado.co.jp/shop/233/index.html 
經緯度：43.072034, 141.370690 
 

★租車 
預約號碼 101240865  
密碼 8ec9a5d9 
預訂登記日 2018/7/29(日) 22:56:41 
取車日 2018/9/23(日) 13:00 
還車日 2018/9/25(火) 17:00 
租車公司 Times租車公司 
取車地點 札幌SUSUKINO店(TEL:011-530-5656) 
取車店舖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4条西6-5 タイムズステーション札幌すすきの1F 
還車地點 千歳機場(TEL：0123-45-8756) 
機場接送（送機） （ 班次）　TR 893 
車型 【禁煙車】demio同等級(C-1) 
車輛數  
1台  14,200圓 ×1  14,200圓 
其他選項  
第1輛 機場接送（送機） 0日圓 ×1 0日圓 
 兒童安全座椅(1～3歲) 1,080日圓 ×1 1,080日圓 
 
道民最愛的飯糰早餐 
名稱：飯糰九桑 
地址：札幌市東區北9東1丁目3番10号 
電話：+81 11-788-2221 (日本國內011-788-2221) 
時間：10:00～19:00（週日、國定假日17:00打烊） 

 
Shugakuso shiroishi 
秀岳荘 白石店 
營業時間：AM10:00 - PM07:00 
 
★㈱北菓楼 砂川本店 
地址： 19 Chome-2-1 Nishi 1 Jokita, Sunagawa, Hokkaido 073-0161日本 
星期日 09:00–19:00 
電話： +81 125-53-1515 

 
 
★上川記得加油 
 
2018/9/23（日）住宿 17：00前到達不然天黑很麻煩 
 

http://blog.itoyokado.co.jp/shop/233/index.html


 
層雲峽溫泉雲井旅館 (Sounkyo Onsen Kumoi)  
Sounkyoonsen, Kamikawa-cho, Kamikawa-gun, 層雲峽, 旭川, 日本, 078-1701 
 
大函 30分 
瀑布群 2.5小時 
 
★晚餐 
 
 
2018/9/24（一） 
黑岳 2小時 
 
七星之木  
Map Code 389 157 129 
 
親子之木 
Map Code 389 128 033 
 
Ken & Mary 之木 
Map Code 389 071 72 
 
北西之丘展望公園 
Map Code 389 070 315 
 
七星淡菸之丘 
Map Code 389 036 599 
 
聖誕樹之木 
map Code 349 788 146 
 
童話之丘 
Map Code 349 790 677 
 
新榮之丘展望公園 
Map Code 349 790 676 
 
三愛の丘展望公園 
Map Code 349 792 477 
 

天狗山夜景 
小樽運河夜景 
 
2018/9/25（二） 
小樽運河 



 
 
【白い恋人パーク 白色戀人觀光工廠】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西区宮の沢2-2-11-36 
▏電話：011-666-1481 
▏Map Code：9 603 300  
▏門票：大人600円; 中学生以下200円 (進入花園、商店不需門票) 
▏營業時間：商店 09:00-19:00 
                 〖白い恋人製造ライン〗 09:00-18:00 (最終入場 17:00) 
                 〖白い恋人鉄道〗09:20-17:20 (每 20 分鐘) 
                 〖札幌からくり時計塔〗 09:00-18:00 整點 
▏停車：只要有消費即可免費停車 (停車票券蓋章) 
▏網址：http://www.shiroikoibitopark.jp/  
 
★Sankaku Central Market 
小樽三角市場 
 
★吃湯咖喱 
北海道激推 札幌湯咖哩 
名稱 ピカンティ札幌駅前店 
地址 〒060-0002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２条西１丁目,日本 
聯絡電話 +81 11-271-3900 
 
 
★Hokkaido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地址 : 札幌・狸小路商店街 5 丁目 (札幌市中央区南3西5) 
位置：七福神商店旁 
電話 : +81-(0)11-218-2005 
免費浴衣試穿 
 
★貍小路的土產店九折免稅 買六花亭、ROYCE 



 
★札幌秋季豐收節 大通公園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大通西1、4、5、6、7、8、10、11丁目 
營業時間 每年9月初至9月底(2017.9.8～9.30) 10：00～20：30 
建議停留時間 2小時 
最近車站 地下鐵大通站、西11丁目站 
 
★超豪華二十種料海鮮丼 
名稱：海鮮処魚屋の台所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２条東２丁目 小西ビル１階 
電話：(011) 251-2219 
時間：7:30~17:00 
 
 
★日本札幌聖殿 
日本札幌市厚別區大谷地西1丁目6-1 
拍照30分鐘 
 
17：00 還車 
北海道千歳市柏台南1丁目3番2 
 
機場採買 
 

HORI哈蜜瓜果凍 

 
 
 YOSHIMI 札幌大通公園  Oh! 燒玉米 



 
薯條三兄弟 

 
ROYCE巧克力薯片 



 
十勝牛乳做成的牛奶糖 

 
左一是成吉思汗烤肉口味,味道怪怪的不好吃(大家俗稱的"雷"), 左二是昆布

口味,帶有一點點昆布粉味道,! 右二是金森倉庫群的,味道就一般般,右一是哈

密瓜口味 



 
  北海道玉米茶包 TSURUHA 

 
小樽 六花亭的奶油葡萄夾心餅乾 



 
 
日本限定資生堂 SHISEIDO MOILIP 護唇膏

 



 
 

 



 
 
★熊出沒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