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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英與晴道在高中時造訪的回憶之地 也英常去的西洋料理店圓環 丁香花樹所在的牧場

天狗山纜車

Otaru Tenguyama Ropeway

小樽市最上2丁目16-15

西洋軒

Seiyouken

千歳市千代田町１丁目1-7

Heidi牧場

Heidi Farm

夕張郡長沼町東９線南２

1 札幌站前通

Sapporo Ekimae-dori

2 札幌站南口

Sapporo Station

3
大丸札幌店5樓 
萬寶龍專櫃
Daimaru Sapporo 5F MONTBLANC

Sapporo Community Plaza Odori Bus Center Sapporo Factory

4 札幌市民交流中心 5 大通巴士中心 6 札幌工廠

札幌市中央区北5～北１

計程車司機也英日夜駕車行駛於這條市中心大街

札幌市北区北6条西4丁目1-1

晴道抱著丁香花衝進了這裡的計程車招呼站

札幌市中央区北５条西４丁目７

也英在這間百貨公司尋找要送給小綴的禮物

札幌市中央区北１条西1丁目

晴道工作的地方──北極光大廈

札幌市中央区北1条東1丁目5

也英與旺太郎去過的巴士總站

札幌市中央区北2条東4丁目1-2

流星王子的簽名會會場

小樽市

旭川常盤圓環

Asahikawa Tokiwa Rotary

旭川市常盤通1丁目

旭川市 千歳市 長沼町



7 大通公園

Odori Park

8 電視塔前人行天橋

Pedestrian bridge in front of TV Tower

9 西4丁目十字路口

4-Chome Intersection

Sapporo Streetcar Sapporo Pancake & Parfait Last MINT Taxi station in front of Rei Hotel

10 札幌路面電車 11 12
札幌東急 REI飯店前 
計程車招呼站

Sapporo Pancake & 
Parfait  Last  MINT

FLAIR BAR es

FLAIR BAR es Robatayaki Utari Fujiya

13 14 15爐端燒 Utari Fuj iya商店

Nakajima Park Sapporo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Sapporo Park Hotel

16 中島公園 17 札幌市天文台 18 札幌公園飯店

中央区大通西1～11丁目

晴道與優雨相約見面的公園

札幌市中央区大通東１丁目

晴道尋找自助洗衣店時走過的天橋

札幌市中央区西4丁目

小綴與也英相約見面的地點

小綴搭的路面電車

札幌中央区南2条西3丁目12-2 
トミイビル No.37 2F

愛瑠與晴道一起去過的咖啡廳

札幌市中央区南4条西5丁目1

也英在這個計程車招呼站載客

札幌市中央区南4条西4丁目16 恵愛ビル8F

也英與小詩一起去過的 KTV
 ※本店原為酒吧，拍攝時塑造成 KTV的模樣。

札幌市中央区南5条西5丁目1

也英與旺太郎一起吃蝦子的爐端燒居酒屋

札幌市中央区南5条西3丁目2

也英去過的菸品店

札幌市中央区中島公園

也英與晴道偶遇的公園

札幌市中央区中島公園１－１７

也英與晴道一起在這座天文台度過火星最接近的夜晚

札幌市中央区南10条西3丁目1-1

晴道與垣美兩家人互相見面的會場



19
Sapporo Chikagai Aurora Town

20 平岸計程車公司

Hiragishi Taxi

21 札幌聖心女子學院

Sapporo Sacred Heart School

Juno Wedding Food Variety Sugihara Sunpiazza Theater

22 JUNO 札幌店 23
Foods Variety
Sugihara

札幌地下街極光城

24 Sunpiazza劇場

Soba ・Udon Ryokoku Hokkaido Youth Center Compass Monami Park・Toyohira River

25 兩國蕎麥麵與烏龍麵館 26 北海道青少年會館 27 藻南公園・豊平川

RUTH LOWE Moiwa Horohira Bridge Baluko Laundry Place Higashinaebo

28
RUTH LOWE
藻岩店 29 幌平橋 30

Baluko Laundry Place
東苗穗

也英通勤路上的 ATM

札幌市豊平区平岸2条4丁目5-15札幌市中央区大通西2丁目

也英工作的熒星交通

札幌市中央区宮の森2条16丁目10-1

也英同父異母的姊姊就讀的名門高中

札幌市中央区宮ケ丘3丁目2-2 
乙井宮ヶ丘ビル1F・2F

晴道與垣美去過的婚紗店

札幌市中央区宮の森1条9丁目3-13

晴道與小綴一起購物的超市

札幌市厚別区厚別中央2条5丁目7-2

高中時的也英與晴道在這觀賞了《鐵達尼號》

札幌市厚別区厚別中央２条５丁目６－１

北極光大廈附近的蕎麥麵館

札幌市南区真駒内柏丘7丁目8-1

也英高中時代表學校參加演講比賽的會場

札幌市南区川沿10条4-2

晴道年幼時與家人一起去過的河畔

札幌市南区藻岩下3丁目1-17

也英與小綴一起用餐的餐廳
 ※已歇業。「藻岩下 BRICK」咖啡廳預定於2023年5月在此全新開幕。

札幌市中央区南16条西1丁目1

也英與晴道一起在這座橋上看日出

札幌市東区東苗穂3条1丁目3-45

也英住的公寓附近的自助式洗衣店

 ※校園內禁止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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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電影委員會從本劇初期的準備階段便開始參與，包含與製作組一同洽

談拍攝場地、協助拍攝工作。在招募臨演志工時，應徵人數遠遠超過原本

的預期，由此可見本劇受到大眾的高度關注。拍攝本劇時，為討論如何呈

現做為故事舞台的札幌，我們與行政機關、各交通機關、計程車協會、各

計程車公司等眾多組織及企業進行協調，此外也獲得了各市町及當地民眾

的全面協助。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也發生必須更改拍攝行程或取景地的

狀況，在此深深感謝札幌市民等眾多人士提供協助，使我們得以順利完成

此作品。

本劇的其中一大看點是，應製作組的要求，我們首次在札幌市內進行了無

人機的夜景拍攝。

本劇屬於「札幌市影像製作補助作品」，身負推動札幌市品牌化、吸引觀光

客的任務。長時間的拍攝也帶動許多當地的需求，大幅活絡了地方經濟。

期待影集播出後，這部充分描繪札幌多樣魅力的作品能被許多人青睞，也

希望觀眾朋友們能實地走訪札幌各地的取景地，親身感受《First Love 初戀》

的世界。

札幌電影委員會

野口 也英／滿島光

15歲時命中注定般地與晴道相

遇︑相戀，卻因不幸的意外與

晴道分開︒後來，她經歷了種

種的相遇與離別，現以開計程

車為生，身邊有一群善良體貼

的同事︒雖然沒走上夢想中的

道路，她仍然樂觀積極地過著

每一天，但某個秘密令她內心

深處懷抱著遺憾︒

並木 晴道／佐藤 健

15歲時命中注定般地與也英相

遇，卻因不幸的命運被迫在人

生的道路上與也英分道揚鑣︒

當過航空自衛隊的飛行員後，

現在在大樓保全公司工作︒他

很珍惜自己的戀人，卻始終未

能徹底忘卻那場未果的初戀，

無法下定決心步入婚姻︒接著

就在某一天，他和也英命運般

地重逢了……

〒003-0005 札幌市白石区東札幌5条1丁目1-1 札幌市產業振興中心
TEL.011-817-5711　info@screensapporo.jp　https://www.screensapporo.jp

發行：札幌電影委員會 發行年月：2022年12月 ※本誌未經許可禁止轉載、使用或轉售一般財團法人札幌產業振興財團 映像產業振興課

CASTS T OR Y

◎導演︑編劇　寒竹百合

Netflix影集《First Love 初戀》
演員：滿島光 佐藤健／八木莉可子 木戶大聖／夏帆 美波 中尾明慶
荒木飛羽 山田葵／濱田岳 向井理 井浦新 小泉今日子
Inspired by songs written and composed by Hikaru Utada／宇多田光
導演︑編劇：寒竹百合
執行製作人：坂本和隆　製作人：八尾香澄
製作公司：C&I entertainment　原案︑企劃︑製作：Netflix
播映：2022年11月24日（四）起於 Netflix獨家播出

【Netflix作品頁面】www.netflix.com/firstlove

1998年，在北海道的鄉下，也英與晴道相遇了，彷彿命中注定般。

兩人很快地墜入愛河，一起度過燦爛的高中時光。也英從小就夢想能成為空服員

去環遊世界，畢業後為了實現夢想，她到東京讀大學；晴道則成為航空自衛隊學員，

兩人因而分開。

後來，由於生活境遇的不同，雙方漸行漸遠。某天，久別重逢的兩人為了一些小

事起了爭執，最終不歡而散。回家的路上，也英出了交通意外……

從那之後，雙方的人生再也沒有交集，將近二十年的歲月就這樣過去。

現在的也英以開計程車為生，晴道已經從自衛隊退伍，在一間保全公司工作。

巧的是，兩人正好在同一座城市過著各自的人生。一場未果的初戀，在已經長大

成人的兩人心中留下深刻的遺憾，二十年的光陰轉眼流逝，命運再次牽引兩人相

遇。也英與晴道的初戀故事，還在持續著──

電影導演與編劇。1982年出生於東京都，主要活動於東京與山梨。2004年就讀日本大學藝術學部
電影學系時，以廣播劇《Lasse Hallstrom ga-umaku-ienai》（池脇千鶴主演）作為編劇出道。
2009年的《天使之戀》（佐佐木希主演）是其執導的首部長篇院線電影。隔年，其執導的 AKB48
首部紀錄片《AKB48：夢想起飛》上映。同時也涉獵 MV、廣告及電視劇等多種領域的創作，並以
在韓國取景拍攝的電影《A case of eggs》（秋素英、村上淳主演）獲得夕張國際奇幻電影節評審
團特別獎。

於1998年12月9日發行出道單曲《Automatic》︒

出道隔年的1999年3月發行首張專輯，創下日本銷售紀錄︒

其中的專輯同名歌曲《First Love》，以及相隔19年後發行

的歌曲《初戀》，為 Netflix影集《First Love初戀》的製作

靈 感 來 源 ︒ 於 出 道 紀 念 日 1 2 月 9 日 發 布《 F i r s t  L o v e

（2022Mix）》︑《初戀》杜

比 全 景 聲 版 以 及《 初 戀

（2022Remastering）》歌曲

音源，此外亦會限量發售

《FirstLove／初戀》的7吋

黑膠唱片雙碟組︒

宇多田光

Sapporo film commission’s support 《First  Love 初戀》與札幌電影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