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館市簡介
函館市是位於日本北海道渡島支廳的港口城市。

函館市是依據神奈川條約於1854年為外國貿易而開放其港口的日本第一

個城市，後成為北部日本最重要的港口。在1934年發生大火災之前，本
市一直是北海道最大的城市。

截至2011年7月31日，本市統計人口為143,221戶，279,851人，人口

密度為每平方412.84人。總面積為677.77平方公里。現在，本市是僅
次於札幌市和旭川市的北海道第三大城市。

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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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問我們，「為什麼是函館？」。我們理解他們所提出的質疑。但我們希望他們明白函館是日本最有

魅力的城市之一。儘管函館市為一個鄉村小城鎮，但擁有很多充滿魅力的景點和物品，如：溫泉、美麗

的公園、夜景和美食海鮮等等。下面為您介紹「函館風格」。「函館風格」不僅在拍攝照片期間、在逗留

和度假期間均能享受。

長期以來，可以從函館山看到的夜景吸引了
眾多的遊客。一些遊客說：「這是價值一百
萬美元的夜景」。您肯定知道香港也以其夜
景聞名。但香港的夜景與我們函館的夜景有
所不同。

去看夜景之前，請您確認天氣預報。

從函館山看夜景

∼遊客的反映∼

10月來函館遊覽的Cheng先生說：「鄉村對
任何一個香港人都是最有吸引力的」。在秋季，
整個森林遍染紅色和黃色，您可以在紅葉地
毯上信步而行。

有時，走路地面太潮溼，小心不要弄濕
運動鞋。

大沼公園

∼遊客的反映∼

函館為日本最好的海鮮市場之一。而且價格
也不貴。可以盡情享受美味可口的生魚片。

如果您想要品嚐最好的海膽，可到位於
海鮮市場附近的「UNI MURAKAMI」。
它是吃海膽最好的餐館。

海鮮市場

∼遊客的反映∼

您知道「函館風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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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一個最適合您的攝影師，最好先決定喜愛的照片風格。如：時髦、浪漫、妖豔、摩登

等。函館擁有許多不同的攝影師。下面列出在函館活躍的攝影師。每個攝影師都具有獨自的方

案和攝影路線。馬上查看一下吧。

攝 影師

我是以京都為基礎的婚禮專業攝影師。WPPI （婚

禮和人像攝影師國際）成員，在2009年WPPI亞洲

上也做過演講。我創新的拍攝手法，可以為您的婚

禮照片提供時尚而傳統的作品。不僅在京都、大阪

和神戶等日本國內各地，而且還可以在海外進行拍

攝。也可以應對商務領域或家庭照片領域的拍攝。

受獎經歷：2007神戶Biennale、5次卓越的婚禮照

片和人像、商業照片的受獎（WPPI）、個人作品展

覽會：2008 Rabbit Coffee、2010 《果實的照片》。

攝影師 No.001

Kentaroh Mishima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kentaroh mishima

http://mishimaoffice.co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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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館出生。從時裝照片開始，以全世界居民為主題在

1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拍攝。當前以北海道為現場從

事許多外景拍攝。尤其重視與模特兒的溝通。曾經出

版過《函館》、《大沼國定公園》、《單色》等作

品。日本攝影家協會會員、日本旅行攝影家協會會

員。

80,000日元∼

攝影師No.002

丸山達也

攝影師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婚禮照片攝影的經歷達20年以上。尤其擅長人物的外

景攝影。海外外景拍攝的經驗也很豐富。在函館市內

擁有兩個照相館。不分四季及惡劣天氣都可進行拍

攝。位於西部地區的「舊小林寫真館」是日本最古老的

照相館（有100年歷史的建築物），在這裡拍攝據說可

以有「好運」，因此在日本人中也很受歡迎。曾榮獲

1994年內閣總理大臣獎，2006年北海道知事獎。

55,000日元∼

攝影師No.003

Akira Tanisugi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函館現存的最古老的照相館（建成100年）。在融合

了日式與歐美風格的傳統攝影棚進行室內拍攝，因此

不受季節和天氣的影響。在本照相館進行紀念拍攝將

成為日本照相發源地函館的旅遊紀念。尤其是以懷舊

和摩登為創意觀點的、擁有獨特質感的婚禮照片很受

歡迎。攝影費用包括服裝（婦女禮服、晚禮服、和

服、單和服等）費用。拍攝所需時間約為1小時。

40,000日元∼

攝影師No.004

舊小林寫真館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mail@tokit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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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國際性大獎的攝影師。在函館從事婚禮照片的攝

影25年。作為本地攝影師，對四季風景變化無窮的函

館瞭如指掌。在其景致中拍攝的照片，將為您留下終

生難忘的印象。還可以進行視頻攝影。讓我們分享美

好的時光。

315,000日元∼

攝影師No.005

Takayuki Miyata

攝影師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本攝影室為位於神社場地內的非常稀有的攝影室。可

以在具有日本傳統的神社及日式庭院中進行外景拍

攝。當然我也擅長禮服的外景拍攝。以快樂而自然

的、美麗而充滿戲劇效果的攝影，為您留下珍貴的回

憶。務必請前來參觀本攝影室。

40,000日元∼

攝影師No.006

ASAKAZE照相館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1966年出生。1990年畢業於日本攝影專門學校。

2001年，懷著對北海道大自然的嚮往從大阪移居至

此並以婚禮攝影為主展開工作。擅長強調函館的自然

和街景的攝影，期待能夠將洋溢著幸福的兩位攝入鏡

頭中。

40,000日元∼

攝影師No.007

PHOTO TAKE函館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將致力於拍攝新郎新娘自然而幸福的時刻。

36,750日元∼

攝影師No.008

加藤幸治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標識
餐飲

住宿

照相 服裝/化妝

接送 口譯

函館以北國旅遊城市而聞名。有優美的景致、溫泉、海鮮、美麗的公園、親切的居民等。函館

不僅宜於拍攝婚禮照片，還可以盡情地享受假日快樂時光。我們還為您準備有一些任選方案。

如：舒適的酒店服務、方便的交通運輸、熟練的美容師、和服租借等。

任選方案

接待人員推薦的包租攝影師方案

熟知本地的接待人員嚴格甄選和推薦的包租攝影

師的外景拍攝旅遊。在征求新郎新娘意見後，為

您推薦與四季吻合的場地進行拍攝。以西裝為

主，也有可任選的和服。我們將以體貼入微的服

務，為兩位留下人生中最美麗的紀念。另外，還

準備有攝影師推薦的早晨外景拍攝的方案，及在

不受天氣影響的照相館內進行拍攝的任選方案。

350,000日元∼

任選方案No.001

株式會社
函館觀光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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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kentaroh mishimakentaroh mishima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任選方案

可以遇到甜美笑容的地方【Loisir Hotel函

館】

從函館機場坐汽車15分鐘。從函館站步行1分

鐘。函館早市也在附近，最適合於觀光。Loisir 

Hotel函館位於函館市中心地區，不管您到什麼

地方都很方便。化妝、服裝、豪華轎車、攝影等

全部任選方案齊全。是一所高檔的城市酒店。

370,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2

Loisir酒店函館

位於湯之川溫泉街的具有酒店功能的日式溫

泉旅館。

位於離函館機場坐汽車5分鐘的湯之川溫泉、擁

有60多年歷史的溫泉旅館。邁進大廳，眼前展

現的庭院中會有四季應時的花草五綵繽紛。館內

兩處有大浴室，請您盡情享受庭院露天浴場為首

的各種浴室。菜餚為充分發揮當地海鮮、大地自

然恩惠優勢的高級日式菜餚。客房是可以感受木

頭的暖意和榻榻米的溫情的日式房間。請在這裡

盡情享受酒店的舒適和只有旅館才有的的細膩服

務。

259,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3

花菱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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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面向津輕海峽的客房，設有日本扁柏制溫泉

露天浴池，可以在入浴時聆聽海潮聲、感受

海的氣味。

兩間日式客房面向大海的窗戶邊設有可伸腳暖

桌，晚餐可以在這裡邊看著大海進餐。

28,5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4

平成館潮騷亭　別館花月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info@hanabishihotel.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任選方案

提供的士、豪華轎車等，為您嚮導充滿浪漫

的函館。

從機場、酒店、拍攝場地的接送、函館觀光，請

利用方便的包租汽車。從價格合理的「小型的

士」、可乘坐9人的「大型的士」到日本最長車

身的8.6m「第一豪華汽車」，為您提供豪華的感

覺。有導遊資格的司機將為您服務。如果借用顧

客的照相機，可以在您的外景攝影中為您拍下現

場花絮。請隨時吩咐。

7,95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5

道南包租汽車株式會社

港口城市函館的豪華酒店。從JR函館站步

行3分鐘。

全部客房設有觀景浴室、陽台，到各主要旅遊景

點交通方便。客房面積超過41平方米。最高層總

統套房最適合於具有特殊意義的紀念日等。從陽

台可以眺望函館市區。高速LAN設施完善。

30,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6

函館男爵俱樂部
HOTEL &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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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專為婚禮服務的服裝店。從日本傳統的「和服」

到「結婚禮服、晚禮服」多種用途均有準備。請

從中選擇符合兩位需求的一件。另外，挑選服裝

時，如您需要可以配備口譯人員。

126,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7

若松屋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mailto:info@smile-taxi.com
mailto:info@danshaku-club.com
mailto:office@bridal-wakamatsuya.co.jp


任選方案

位於旅遊景點中心的酒店，從客房可以享受

絕佳景色。

這是一個可以在函館百萬美元夜景圍繞之中度過

您的休閒時光的海邊酒店。由於位於旅遊景點中

心地區，購物、觀光全部在徒步圈範圍內。市營

電車就在眼前，出行極為方便。

42,8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8

勝利酒店

提供只有函館才能品嚐的可口魚貝類的旅館

本旅館以使用北海道南部豐饒的土地培育的蔬菜

和水果，以及津輕海峽的金槍魚等應時撈起的新

鮮魚貝類的菜餚而感到自豪，並致力於提供全本

地產品本地消耗的菜餚。相應四季變化，菜單每

年更換四次。

日餐廚師長和西餐主廚精心烹調的套餐內容豐

富，兼備嶄新而細心的搆思，推薦以往的函館所

沒有的具有新意的高級日式菜餚。

33,750日元∼

任選方案 No.009

望樓NOGUCHI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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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可以眺望優美大自然的大沼和秀麗駒嶽的度

假酒店。

從函館坐車約30分鐘，位於新日本三景之一

「大沼國定公園」內的度假酒店。令您肌膚滋潤

的溫泉、高爾夫球場、大自然中的散步、自行車

觀光等的配套設施應有盡有。整個牆壁為玻璃窗

的、開闊的主餐廳，與大沼四季應時的景色一

起，可以盡情品嚐來自北海道各地的新鮮材料烹

制的獨創菜餚。

38,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10

函館大沼王子飯店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bourou-hakodate@noguchi-k.co.jp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任選方案

函館第一家導遊公司。居住在函館的經驗豐富而

取得導遊執照的導遊將陪您遊覽。熱情友好、了

解外國文化的導遊陪您同行。衷心期待更多的遊

客利用本公司的服務，進一步增加對函館的認

識。

銷售單位：株式會社函館觀光接待中心

6,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11

函館旅遊計劃

在函館擁有4年外景拍攝經驗的工作人員將陪您

遊覽深受歡迎的景點。除了攝影師之外，如有要

求會有教堂工作人員陪同（免費），利用顧客的

照相機為您拍攝旅遊情景。旅遊結束後，您肯定

可以看著所拍照片回憶那快樂的時刻，度過美好

的一夜。

銷售單位：株式會社函館觀光接待中心

330,0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12

函館聖母瑪利亞教堂

8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香港、台灣、上海等地擁有店舖的WATABE婚禮

公司經營。採用現場出租服裝、化妝美發、口譯

等服務，為您提供價格合理而簡潔的在函館進行

的婚禮前拍攝的方案。根據希望備有兩種方案。

每一種均能在現場選擇服裝，無需攜帶任何東西

即能拍攝。對於攝影之外還希望觀光函館的兩個

人，是值得推薦的選擇。所拍攝的數據將存儲在

CD-ROM中後提供。

銷售單位：株式會社函館觀光接待中心

157,500日元∼

任選方案 No.013

華德培婚禮Afite函館

直接問詢請點擊這裡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mailto: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常見問答集 (FAQ)

關於本網址使用方法

有關攝影師或任選方案之外的質疑如何提出？

請向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發送電子郵
件寫下您的質疑。您將會在兩三天內獲得答覆。

Q

A

如何預約？可以利用本網址進行嗎？

各攝影師和任選方案提供業者的聯繫資訊盡數列於本

網址，請利用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繫並進行預約。

Q

A

要不要付押金？

要付押金。如果進行預約，則須以日元付押金。有關

款額，請分別與攝影師和任選方案提供業者聯繫。

Q

A

關於攝影師

Q

我希望穿和服照相，但我不知道如何穿和服。

不要擔心。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專業人員幫您穿

著。

Q

A

攝影師拍攝多少張照片？

因攝影師不同而有不同。請分別垂詢。

Q

A

到函館的交通

直接問訊處

我們想觀光一些景點。主要旅遊景點遠不遠？

眾多遊客高度評價函館的旅遊資源佈局緊湊。購物、

餐飲和觀光都合理佈置。

您可以預約遊覽觀光景點，或租借汽車以自己的進度

觀光景點。

大沼國定公園為稍微遠離市區的景點。

我們可以回答來自遊客的一般質疑。

關於本網址、函館旅遊或其他任何事項，如果有什麼質

疑，請發電子郵件到下列網址：

kobayashi@hakodate-concierge.com

我們將盡可能迅速答覆您所提出的質疑。答覆需要24小

時到48小時的時間。

Q

A

怎樣可以到達函館？

從東京（羽田機場）到函館機場的航班約需要1小時

20分鐘。函館機場離市區不遠，利用公共汽車或的士
約需要30分鐘。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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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攝影師以及照相館的照片和方案的版權均屬於各照相館。如果對其內容
有質疑，請分別與各照相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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