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北海道-自行車饗宴之旅(美瑛、富良野、旭川季) 

騎乘總距離：201 KM ／運動指數: (挑戰級) 

～捷安特旅遊 0800-717333～ 

 

     北海道夏天 披上溫柔陽光 踏上拼圖般丘陵 

     和我們到北海道探索「四季彩之丘」 

     嬌豔紅 柔嫩黃 舒爽白 浪漫紫 

     以時速 20 公里的速度 

     無法自拔地 享受美食與大自然的美！ 

    【全程約 201KM  平均時速約 15-20 KM】 

 

 

 

 

             

 

 

 

 

 

 

 

 

         

Day1 

8/3 

(三) 

 

桃園-北海道千歲機場 

班機時間: 台北/千歲(CI130)08:40/13:30 

當日特色 

【集合地點】自行於 0620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2B 櫃台集合 

登機手續：報告集合－繳交護照、領取登機證與機票－行李與自行車秤重－

－出關檢查－免稅商店血拼趣－登機門。 

【整備愛駒】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晚上利用 30 分鐘將自行車整裝完備。 

【旭川市】 

一年一度的旭川季活動，深入當地最熱鬧的慶典，為這趟北國單車之旅拉開

序幕~ 

早餐 自理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旭川特色晚餐(大雪山啤酒廠) 

住宿 旭川客樂森酒店： http://www.hotel-cr.com/ 

http://www.hotel-c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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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8/4 

(四) 

 

 
飯店-忠別川自行車道-就實之丘-美瑛拼布之路 -白金溫泉 公里數 81K 

當日特色 

【美瑛之丘、拼布之路】 

視野所及之處，美的如詩如畫般，這裡是專業攝影師眼中最愛之處，宏偉的

自然風景展現出四季不同的迷人風貌，碩大之美的田園風情，沿途田園風景

讓您有置身於歐洲之感。 

【忠川別自行車道】 

綿延位於忠別川左岸 15.2 公里的自行車道、迎面而來的是壯麗的大雪山連

峰、忠別川的涔涔流水、莊園般的田園風景、白樺樹林等多彩繽紛的景色、

另外途中所遇到的四座橋上都可以看到非常特別的雕刻 

【白金溫泉】 

以拼湊狀散佈著丘陵的美瑛町東南部的溫泉並可一覽十勝岳連峰的山麓。於

1950 年湧出溫泉水，並在溫泉泥裡發現了貴重的白金，因此命名為白金溫

泉。到白金溫泉的道路上，是連綿 4km 的白樺樹，因此被稱為「白樺街道」。

這裡還以作為十勝岳・美瑛岳, 美瑛富士等的登山基地而聞名，受到很多徒

步旅行者的青睞。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美瑛咖哩麵 晚餐 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 白金溫泉飯店 http://www.biei-hotelparkhills.com/hantai/index.html  

 

     

              自行車道                  青池              處處美景               騎乘風景 

    

---------------------------------------------------------------------------------------- 騎乘風景一隅

http://www.potatovillage.com/
http://www.biei-hotelparkhills.com/hanta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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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8/5 

(五) 

 

 
白金-青池--富良野-忠別湖-東神樂町 公里數 75KM 

當日特色 

「青池」 

是因建造水庫攔砂壩而造成的美麗錯誤，此處樹林因為美瑛川水流回堵形成

一個小型湖泊，這與台灣的「忘憂森林」有些類似，而這裡美瑛川中的礦物

質和土砂質成份加上陽光照耀，使得湖水呈現出青綠色的色澤，再搭配上枯

木樹林這種空靈的美感實在很難用筆墨來形容，白金青池的美景照片還被

Apple 公司 MacBook Pro 拿來製成的電腦桌面呢! 

  

【富田農場】 

這是北海道風景明信片裡，最常出現的地方，除了夏天美麗的彩虹花田，秋

冬亦有溫室的薰衣草可以欣賞；花人之舍～Dry Flower 之舍，乃是請歐洲的

造景建築家特別設計的，在廣大似海的，延綿不斷的丘陵盆地裡，是觀景的

最佳之處。 

 

【忠別湖】 

遠眺旭岳，一覽美麗山景與湖景，震撼人心。騎乘沿途盡是美麗山水，沉浸

於美麗大自然裏，運氣好時，還會遇到許多野生動物。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簡餐 晚餐 飯店晚餐 

住宿 花神樂溫泉飯店 http://hanakagura.co.jp/ 

--------------------------------------------------------------------------------------沿路盡是驚喜-- 

   

---------------------------------------------------有別於台灣的路況、美食、美景、小吃、贊啦！-- 

 

 

http://www.wretch.cc/blog/kenfoto/11169809
http://hanakagur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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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8/6 

(六) 

 

 
東川-道草館-旭川季活動-市區逛街 公里數 45 KM 

當日特色 

【購物趣】 

今日我們順著自行車道一路下滑至旭川拉麵村，除了品嚐道地拉麵外，還可

再付近商店街自由購物(超商、UNIQLO、藥妝店)，滿足你親朋好友的需求。 

【旭川季】 

一年一度的旭川季活動，熱鬧有趣。今年我們特別參與本次活動，一同深入

日本旭川夏季最有趣的活動，為自已這趟跨國的旅程，留下美美的回憶！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旭川拉麵村 晚餐 日本居酒屋 

住宿 旭川客樂森酒店： http://www.hotel-cr.com/ 

Day5 

8/7 

(日) 

 

 

旭川-北國優駿公園-新千歲機場-桃園 

班機時間: 千歲/台北(CI131)15:00/18:05 

當日特色 

【The Sun 藏人】黑糖饅頭 並木蛋糕 超人氣甜點 

位於旭川南部的神樂岡公園旁，建築外觀像倉庫的「The Sun 藏人洋果子

店」，最有人氣的甜點就是包著豆沙餡的「黑糖饅頭」（每個 100 日圓，約台

幣 31 元），和外皮做成白色樹皮狀的圓形長條「並木蛋糕」（每條 1250 日圓，

約台幣 392 元）。店長說，該店採用的食材多半是北海道原產的牛奶、紅豆、

甜菜糖等，因此糕點絕對新鮮、甜而不膩。 

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北海道之旅。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日式西餐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 溫暖的家 

 

   

                    富良野花田                   3 年級也行             來趟身心的饗宴吧

http://www.hotel-c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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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說明】： 

本活動 20 人以上成行。 

 單人房 雙人房 

20 人  成團每人價格 NT$61,800 起 NT$56,800 起 

※ 本活動為特殊國外專案行程，消費者需自備自行車，自行組裝、打包自行車。 

※ 如有單車需求：捷安特可提供 27 段變速平把公路單車，租金含運含裝計 4,800 元/5 日 

※ 單車活動 3 日期間，配備：1 台小巴士、1 台小補給車、領騎壓隊人員 3 員。 

 

■ 費用包含：  

1. 中華航空桃園/新千歲機場來回機票。 

2. 新千歲機場往返飯店及飯店到表列景點的巴士接送費用。  

3. 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20 萬醫療險。  

4. 兩地機場稅、燃油費、所有工作人員費用。  

 

■ 費用不含：  

1.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 等。  

2.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投保，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遊平安保險。  

3.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得自費。  

4. 請自行準備相關單車補修物料。  

5. 自行車裝箱打包，自行車至桃園機場來回運送等相關費用。  

6. 航空行李託運，超重費用。  

7. 證照費用。  

 

■ 備註：  

1. 請特別注意護照到期日須為半年以上，護照最後一頁切記必需先親自簽好個人姓名。 

2. 請自備自行車，到門市裝箱打包、安全帽、自行車服裝等標準配備。  

3. 請自行安排前往桃園機場集合與返國之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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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住宿飯店及行程路線之確認，以網站活動公告為主，如遇預約狀況不同，需變更住宿點，將以

同等之飯店作變更。 

2.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活動最終之說明權利，有權臨時變更行程，如有離隊

放棄行程者，恕不退費。 

3. 因單車活動騎乘難度較高，不適合慢性、急性疾病患者參加（如心血管疾病…等），請考量自

我身體狀況。 

4. 本活動包含 500 萬履約險、500 萬人身意及、20 萬醫療險之旅遊責任險，理賠申請時必須開

具診斷證明及收據正本，保額不足者請自行投保。 

 

■ 活動相關資訊： 

首發團騎乘影音分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7VQuopFpZ0&feature=channel 

首發團騎乘感言分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IB_PVZIcOQ&feature=channel 

                                           

■ 補充資料： 

北海道騎乘路線為丘陵地，Day2 騎乘難度最高，騎乘約計 81km，住宿海拔 580m 之白金飯店， 

整体騎乘難度相當於台灣北宜公路。 

Day2 騎乘路線與等高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7VQuopFpZ0&feature=channe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IB_PVZIcOQ&feature=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