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D5N北海道
(每周日抵达)
第一天

出發地 > 千岁空港 > 酒店
(早/午/晚餐)
宿：千歳全日空皇冠廣場或同级级

抵达日本新千岁空港后自行前往酒店入住休
息(可乘坐机场至酒店的付费巴士)，养精蓄
锐，准备开始日本的精彩行程。

第二天

千岁 > 登别地狱谷 >
有珠山索道 > 昭和新山 >
可爱熊牧场 > 洞爷湖游船
(早: 酒店内享用 / 午: 海鲜锅或日式定食 /
晚: 酒店内享用)
宿：二世古希爾頓酒店或同级

[登别地狱谷] 火山爆发后由融岩所形成的奇
形诡异的谷地，为北海道遗产之一。地狱谷
是在约一万年前所形成的爆裂火山口遗迹，
从地底下冒出滚滚的热水和水蒸气，以及火
山强烈喷发出的气体，使得这一带的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硫磺味。
[有珠山缆车] 有珠山缆车大自然的壮丽美景,
感动人心搭乘缆车从昭和新山到有珠山顶附
近,单程约6分钟,全长1370公尺。乘著缆车一
面俯瞰洞爷湖和昭和新山一面上升。有珠山
空中缆车将带您到火山顶附近，由山顶的“有
珠山火口展望台”可以眺望火山口。
[昭和新山] 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岩塔型火山。
因它为昭和初年所爆发的活火山故称昭和新
山，火山爆发所隆起的山嶺，原本高度只有
２７０公尺，后來因为地壳不断地活动，山
的高度日益增加，至今它仍是一座成长中的
「新山」；从昭和新山红褐色的山脉中見到
地热白烟喷出。

[熊牧场] 牧场里约有160头纯种北海道棕熊，
您可自行购买苹果或饼干，亲自体验喂熊的
乐趣，可爱的熊群们会拍手，也会单手接住
要喂他们的食物。
[洞爷湖游览船] 游览船环游由4个岛屿构成的
中岛。在湖上，可以聆听到被羊蹄山、昭和
新山、有珠山及大自然环抱湖面的波浪声，
尽情感受四季之美。

第三天

五棱郭公園 >
百年女子修道院 > 金森倉庫 >
函館夜景
(早：酒店内享用 / 午：日式定食 /
晚：酒店内享用)
宿：南北海道鹿部皇家酒店或同級

[五棱郭公園] - 五棱郭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
由江户幕府在虾夷地的箱馆（现北海道函馆
市）郊外建造的一座星形要塞，与同一时期
建成，位于长野县佐久市的龙冈城同样被称
为 “五棱郭” ，但是多数提及五棱郭便是指位
于函馆的城迹。五棱郭获日本政府指定为特
别史迹，并且作为 “五棱郭与箱馆战争的遗
构” 而入选北海道遗产。与此同时，五棱郭
是由文化厅管有的国有财产，由其授权予函
馆市，并且交由函馆市住宅都市施设公社（
指定管理者）负责管理。
[百年女子修道院] - 這是一所天主教修道
院。現有的教堂建築始建於 1927 年，兼具哥
特式和羅馬式建築風格，例如，磚結構的外
牆和半圓拱形的窗戶就兼具這兩種風格。
[金森倉庫] - 這是函館的一個典型旅遊設
施。該磚結構倉庫建於 1909 年，現已經過全
面整修。七個倉庫有紀念品商店及餐廳等共
計50餘家。
[函館夜景] - 函館山的璀璨夜景依四季變化
各展風情，秋季天晴空氣明淨，視野更為遼
闊；而到了冬季，街燈及五光十色的霓虹燈
反射在街道潔白的積雪之上，為夜景增添繽
紛光彩；在易於起霧的夏季，則可欣賞彷彿
罩上面紗般的迷濛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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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免税店] 种类繁多的商品，提供给您送
人自用皆宜最佳的购物选择
[狸小路]（停留时间大约为60分钟左右）狸
小路商店街已经有120年以上的历史，早在
明治年代，这个区域就已经是商家云集的繁
华街道，当时负责拉客的是脖子涂满白粉的
女孩，宛如狐狸般的样貌，因此早期这里被
称之为狐小路，后来才改名为狸小路。狸狸
小路位于札幌市中心南2条～3条至西1～7丁
目一带的北海道最大的商店街，狸小路商店
几乎与簿野一带的繁华街连成一片，宽敞干
净，头顶是玻璃天棚，明朗透亮，购物环境
舒适。
[蟹的本家] 高级料理，用不同的烹饪方法料
理最新鲜的螃蟹，

第六天

(早: 酒店内享用)

千岁空港 > 出發地

宿：温暖的家 预祝 旅途愉快！

第四天

羊蹄山湧泉 >
第五天 北海道開拓村 >
余市酒廠 > 小樽運河散策 >
舊道廳 > 時計台(車窗) >
銀鐘咖啡館下午茶(贈可愛咖啡杯) 免稅店 > 狸小路散策
(早: 酒店内享用 / 午: 蟹本家 / 晚: 自理)
> 定山溪
(早: 酒店内享用 / 午: 烤肉餐 / 晚: 自理)
宿： 定山溪鹿之湯或同級

[羊蹄山湧泉] - 自羊蹄山所流下来的雨水及雪
水渗透至地底下，经过自然的过滤过程，而
凝聚成甘甜的泉水。此水经过经年累月的累
积，含有各式各样的养分，因此在1985﹙昭和
60年﹚年被环境厅指定为名水100选之一。
[余市酒廠] - 北海道【余市蒸馏所】以“煤炭
直火蒸馏法”生产著名的“NIKKA WHISKY”酒。
威士忌酒的生产对环境的要求很严格，余市
的自然环境与威士忌的故乡苏格兰也十分相
似，所以选择在此地建厂。
[小樽運河散策] - 在此可与情人漫步于罗曼
蒂克之古老运河街道里，周围并排着明治、
大正时代由红色砖瓦所建造的仓库群，宁静
中漂流着乡愁的气息。
[銀鐘咖啡館下午茶] (贈可愛咖啡杯) - 银之
钟是指馆外的银色钟，本名为[开拓之钟]。[
银の钟]的得名源于冬天白雪覆盖钟面时闪闪
发亮的银白色。小憩片刻，喝一口醇香的饮
料，那个可爱的咖啡杯就是你的咯!
[定山溪] - 定山溪温泉位于札幌市的街道向
南26km的地方，在支笏洞爷国立公园内，绿
色泉水丰富之美名。定山溪历史悠久，修验
道·美泉丁山始于庆应2年（1866年）在阿依
努人的带领下相遇泉源之时。克服重重困难
才奠基了这样的温泉基础，基于此功绩，此
地被命名为“定山溪”

宿：東急札幌卓越大飯店或同级

[北海道开拓村] http://www.kaitaku.or.jp/ (
停留时间大约为60分钟左右）北海道开拓村
是一座室外博物馆，可以学习开拓时代的生
活、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历史，1983年为纪
念北海道一百周年而建。大面积的场地分为
市区群、渔村群、农村群和山村群，移建和
复原了住宅、学校、工厂和商家等50多栋珍
贵建筑。当时的交通工具如马车铁路、马雪
橇等还在场地内运行，可以乘车游玩。同时
这里也是赏枫的好去处。
[旧道厅]
为红砖建造的巴罗克风格欧式建
筑；因为过去为北海道最高行政机关北海道
厅所在地，又称为旧道厅或北海道厅旧厅
舍，或依其外貌直接称为红砖，为北海道的
象征。现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文物财
[时计台] 是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著名地标，
亦是北海道少数保存至今的美式建筑，为日
本19世纪引入西方教育以及北海道开垦时期
的象征，现已列为重要文化遗产。

特色美食：
海鲜锅，成吉思汗烤肉，蟹本家 - 高级螃
蟹料理http://www.kani-honke.co.jp
购物店：
综合免税店
费用含指定自费：
有珠山索道，洞爷湖游船，熊牧场，
银钟咖啡，北海道开拓村

费用不含：

国际/国内机票及其税项，导游小费
48/PAX(需全额支付，大小同价)，
个人旅游、医疗保险，签证费用一
切纯属私人性质的消费；因私人原
因及航班延误等或其他不可抗拒的
因素引起的额外费用
旅客必须完成所有行程安排，假如
旅客要求中途自行离团，視同全程
放棄，飯店將會被取消，旅行社有
权力向旅客收取脫隊费用SGD70 / 每
位/每天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如果遇到天气
或交通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各景
点可能作出调整或更動前後次序，
本公司保有一切修正行程的權利；
酒店等级皆以当地标准为根据，所
有参团者被视作同意以上条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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