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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最受歡迎的莫過於拉麵，元祖
味噌拉麵、旭川拉麵梅光軒、函館鹽
味拉麵老店、札幌拉麵 Yukiakari、拉
麵王華等等。十多家名店大集合，而
且就在新千歲空港裏頭，我們到了酒
店放下行李就到札幌最受歡迎的北
海道拉麵道場點了幾碗拉麵：有海鮮
拉麵、雞湯拉麵和味噌拉麵，價格從
八、九塊美元到十三塊美元不等。味
噌拉麵也是札幌招牌拉麵，最早起源
的是鹽味拉麵，但後來卻是味噌口味
成為代表。是日本各地風味拉麵中最
早獲得全國性知名度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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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爺湖遊覽船」
，約 40 多分鐘的航
程，遊覽船環遊由 4 個島嶼構成的中
島。在湖上，可以聆聽到被羊蹄山、昭
和新山、有珠山及大自然環抱湖面的
波浪聲，還可以餵食海鷗，盡情感受
當季之美！

第一站先到距離登別溫泉鄉很近的
登別地獄谷，登別地獄谷被指定為北
海道遺產，也是來登別必訪的重要景
點，其為火山爆發後由融巖所形成的
奇形詭異的谷地，是在約一萬年前所
形成的爆裂火山口遺跡，地獄谷是登
別溫泉的主要源頭，灰白與褐色岩
層，再加上許多地熱從地底噴出 而
形成相當特別的火山地形景觀。沿著
步道走可到鐵泉池，瀰漫著濃濃的硫
磺味，10 分鐘即可完成地獄谷之旅。

北海道最獨特的遺產之一「有珠山索
道」乘坐纜車觀賞大自然的壯麗美
景，感動人心。一面俯瞰洞爺湖及昭
和新山一面上升，有珠山空中纜車將
帶您到火山頂附近，由山頂的“有珠
山火口展望臺”可以眺望火山口。[昭
和 新 山] 是 世 界 上 罕 見 的 巖 塔 型 火
山。
洞爺湖，有珠山的周邊因為活火山使
大地變遷所構成的珍貴景象。
以洞爺火山口湖和有珠山等作為代
表的地質遺產，既有雄偉美麗的自然
遺產，也有繩文時期的歷史遺跡，是
值得一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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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生產著名的“NIKKA WHISKY”酒的「餘市酒廠」
，其以“煤炭直
火蒸餾法釀製。NIKKA WHISKY 配
上冰塊，非常醇香！
小樽位於北海道西部，昔日運河旁，
曾擁擠無數裝卸貨物的舢板，沿岸都
是保存青魚的倉庫，一派繁忙景象。
後來因漁業衰退，玻璃業陷入危機
期，後來有商家將祖父淺原久吉創立
的玻璃家業由實用玻璃轉化成藝術，
於一九五零年建立「北一玻璃三號
館」販售各式豐富玻璃藝品，與咖啡
館、餐廳結合，成為有複合商店，此舉
成功的帶動倉庫街的生命力！
之後，吸引更多玻璃工藝達人設立個
性工坊，受到矚目。至此，蕭條的小樽
活化成為一座古典又浪漫的玻璃工
藝城，每年吸引八百萬觀光客造訪，
旅客喜歡邊觀賞玻璃工藝，邊欣賞在
並排著明治、大正時代由紅色磚瓦所
建造的倉庫群小樽運河，感受在此散
發濃濃的古鄉味。

「熊牧場」
，牧場裏約有一百多頭純種
北海道棕熊，包括全日本最大的陸地
動物“蝦夷棕熊”
，可以自行購買蘋
果、紅蘿蔔或餅幹，親自體驗餵熊的
樂趣，可愛的熊群們會拍手，但是熊
群很懶！即是你扔下東西給牠吃，牠
也懶得動！張大嘴巴等吃。很多人對
準熊群嘴巴扔下食物，熊也會單手接
住遊客扔下的食物。有一個大熊特別
有趣！還會向人招手打招呼呢！

【羊蹄山湧泉】
，自羊蹄山所流下來的
雨水及雪水滲透至地底下，經過自然
的過濾過程，而凝聚成甘甜的泉水。
活火山，海拔 1893 公尺，由於美麗的
外形酷似富士山，所以有「小富士」的
外號。羊蹄山屬於支笏洞爺國立公
園，山中除了有野鳥、北狐等 百多種
動物外，還有稀有的高山植物。

札幌拉麵主要成分都在湯頭，其他的
配料叉燒肉片、糖心蛋、玉米粒、蔥
花、已經不重要，一匙一匙濃 的湯喝
下胃裡，暖暖地有說不出的滿足感！
附近還有許多的餐館，生魚片、壽司、
創意日西餐。走到了角落有一排快餐
店，看看拉麵的價格盡然比北海道拉
麵道場的便宜幾百日元，也是幾美
元，望望他們的湯都是千遍一律，淺
淺的味噌湯，我們雖然多付幾美元還
是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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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本家」品嚐北海道頂級螃蟹料理，
用不同的烹飪方式料理最新鮮的螃
蟹。螃蟹腳蒸煮沾上佐料吃，螃蟹蓋
加上螃蟹肉焗烤，有精緻小菜和螃蟹
味噌湯配撘，還有 3 片大大塊的壽
司。豐富的一頓螃蟹宴，大家讚不絕
口。
日本溫泉，最棒的是戶外的裸湯，雖
然已經是 4 月下旬，你能想像一邊飄
雪一邊泡湯的滋味嗎？第一次嘗試雪
中泡湯，呼吸清新空氣，那又冷又熱
的感覺太難忘了。

「綜合免稅店」是一北海道最大的商
店街【狸小路】
，商店幾乎與簿野一帶
的繁華街連成一片，頭頂是玻璃天
棚，明朗透亮，購物環境舒適。我們又
加碼買了牛奶糖和馬油產品。至於他
們說非買不可的薯條三兄弟(三個味
道的薯條)和白色戀人(蛋糕撒下白糖
粉）
，我們沒有多大的興趣。
導遊是一位大陸年輕人，在日本讀
書，認識了日本太太，居住在當地，一
兩年多年前開過高級飡館招待國內
的來的達官貴人，後來習大大上台
後，沒有人敢來花公家的錢，生意做
不成，就改行做導遊。
回程在機場等候，倒不如又去北海道
拉麵道場再來幾碗麵：別以為日本人
輕聲細語，在拉麵道場各家的員工招
生意，在門口喊叫！聲音比夜市的叫
喊聲大一倍！

小樽每家的玻璃產品大同小異，燈
罩、杯、碗、吊燈、花瓶、醬油瓶、香水
瓶、小吊飾等等手工精緻、七彩繽紛。
下午茶時間，走到附近「銀之鐘」咖啡
店，小憩片刻，品嚐一下老闆自製可
口蛋糕，喝一口醇香的咖啡，下午茶
的套組最便宜的三、四美元起，店員
會給你一個小袋子跟紙盒子讓你喝
完咖啡就可以把杯子帶回家做紀念。
玻璃杯他們多的是。

「北海道開拓村」是一座室外博物館，
以開拓時代的生活、文化、產業和經
濟的歷史為背景的，郵局、酒店、辦公
室、舊車站等，紅磚建造的巴羅克風
格歐式建築，是北海道的象徵。

亞特蘭大

已經營三十年

Friday, September 23, 2016

進入拉麵店，看到隔壁坐著兩位附近
工作的年輕人（還穿著店裡的製服)，
點了墨魚汁湯頭的豬背脂鹽味拉麵，
黑呼呼的湯頭看到他們吃的津津有
味，當然也照樣來一碗，湯頭喝起來
意外的鮮味爽口，那湯頭上浮著的豬
肉碎發揮添加香氣，還有一粒糖心
蛋！記得，來到北海道，札幌拉麵一定
要吃，還有北海道螃蟹，刺身和配上
著名的“NIKKA WHISKY”……可惜
海膽遲半個月才
盛產，不然也可以大塊朶頣 一番啦！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三亞旅遊局和江西省旅遊局為了推廣當地旅遊，於今年十月二
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舉辨「
2016 年北美千人遊三亞江西」
，
歡迎美國及加拿大人參加。
食宿遊玩精彩，全程遊玩不包括美中來回機票只收費美元
$499.00,包括從美國芝加哥或西雅圖機票收費美元$1398.00。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無購物輕鬆玩！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美加只此一次千人遊，有興趣者請早日報名。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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