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Jalan Metro Pudu , Fraser Business Park ,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92222228
Fax: 03-92222298
E-mail: sales@HelloHolidays.com.my

7 天 5 晚 北海道 ( 雪花冰灯庆典 / 温泉名汤 / 螃蟹美食 )
第1天
吉隆坡 / 东京
JL 724 (2250/0640+1)
( 8:30 pm)于机场办理 check in，乘机经东京转机飞往北海道。
第2天

东京 (乘国内班机 )~ 北海道千岁空港 ~ Mitsui Outlet ~ 支笏湖国立公园 ~ 洞爷温泉饭店
Mitsui Outlet
无论什么样的季节或天气，客人都可以尽情在这里享受逛街的时刻。这里有着650座的美食广
场和售卖着当地蔬果和特色手信的“北海道当地农特产店”。

支笏湖国立公园
是日本最美的湖，第二深湖泊，也是日本最北端的不冻湖。湖的四周有惠庭岳及樽前山等标
高 1000m 左右的山。

早餐：机上用餐
// 午餐：北海道拉面 或 日式风味餐
酒店：洞爷 . 太阳宫殿饭店 (温泉)
或同级
第3天

// 晚餐：饭店内自助料理

洞爷湖 ~ 登别尼克斯海洋公园 ~ 函馆 : 昆布馆 / 元町港口 / 函馆夜景
登别尼克斯海洋公园
仿造丹麦中世纪的城堡外观。充满北欧浪漫气氛和海洋幻想的主题
乐园。

昆布馆
馆内有设备新颖直径十六公尺球型剧院，还有座昆布历史博物馆，可以在示范工厂内参观昆
布的加工过程，现场还有昆布制品的零售贩卖。

元町港口
是日本最早开港的港口街道。可以去参观位于元町公园内的旧北海道厅函馆支厅、函馆市写
真歴史馆，写真馆于昭和 60 年被指定为北海道的有形文化财产。在公园周边散散步，到处
都是西式建筑，彷佛让您置身西方国家。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教堂，都是与日本传统建筑截
然不同的景色。

函馆夜景
搭乘缆车上山顶展望台，欣赏价值百万美金的世界三大夜景。

早餐：酒店
//午餐：日式风味餐
酒店：函馆 . 汤之川啄木亭饭店 (温泉)

// 晚餐：饭店内自助料理
或同级

第4天

函馆 : 海鲜市场 /五棱廓 / 女子修道院 / 大沼、小沼国定公园 ~洞爷湖国立公园 : 昭和新山 / 熊牧场 ~ 定山溪
函馆海鲜市场

五棱廓
参考法国城堡设计，易守难攻的星形。现改建为公园

女子修道院 (★赠送美味冰淇淋)

洞爷湖国立公园
欣赏洞爷湖的湖光山色美景，湖中央有中岛、观音岛、馒头岛、并天岛，为野鸟栖息处！
并可达眺状似富士山的羊蹄山，山头终年白雪皑皑.美不胜收，此山别名称虾夷富士。

昭和新山
活火山，山头仍飘着栩缭轻烟。

熊牧场

早餐：酒店
// 午餐：日式海鲜风味锅 或 日式风味餐
酒店：定山溪 . 第一饭店 (温泉)
或同级

// 晚餐：饭店内自助料理

第 5 天 定山溪 ~ 划雪场半天玩雪 ~ 小樽 : 享受咖啡并赠送 Hello Kitty 咖啡杯 ~ 札幌自由夜访
划雪场半天自由玩雪
(玩雪活动各项目请自费)

小樽运河 (★享受咖啡 + 赠送 Hello Kitty 咖啡杯)
日本唯一仅存古色古香，并富有欧洲风情的古老街道。★北
一硝子馆--观赏各式各样的彩绘玻璃。是最有规模也最有历
史的玻璃工坊。★音乐博物馆--四千种各式各样音乐闻名。
馆前有一座世界最大的英国形式的蒸气时钟，每 15 分钟、
蒸气气笛就会发出报时的音乐，散发出浪漫的古意。

薄野繁华街．拉面横町
晚上可自由夜访，有地下街，百货公司可逛。薄野欢乐街不
夜城内的拉面横町，（拉面街）也可做为晚上夜游的好去
处。

早餐：酒店
//午餐：日式风味料理
酒店：札幌 . EXCEL 东急饭店 或同级
第6天

// 晚餐：居酒屋风味料理

札幌市区观光~(路过) 大通公园 &计时台~北海道旧道厅~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免税店 ~ 狸小路商店街
(路过) 大通公园
位于札幌市中心，花坛、喷水池、加上烧烤北海道之味的－
玉米小屋， 可谓色香味俱全.并有地下街，百货公司
(路过) 计时台
于明治 11 年所遗留， 为以前的北海道农业大学

北海道旧道厅
建筑于明治 21 年，日本第一座美国风味的政府所在地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含入内参观门票)

狸小路商店街
又称狸街，是有天棚的商店街，有各种不同型式的 商店，还有许多条和它相连的横街，
联结成一个购物区，其中一条横街专门出售 北海道的土产及土著爱奴人的衣物等，商店
本身的装饰也带有纯粹的北海道风味。

早餐：酒店
//午餐：日式风味料理
酒店：札幌 . EXCEL 东急饭店 或同级

// 晚餐：3 大螃蟹 料理+饮料

第7天
札幌 / 东京 / 吉隆坡
JL 3040 ( 0800 / 0930 ) + JL723 (1110/1810 )
前往机场，搭乘豪华波音喷射客机返回吉隆坡。

( 早餐 )

** 请注意：住宿酒店, 午晚餐及旅游景点若遇特殊情况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变更之权利与义务！**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



洞爷湖 . 太阳宫殿饭店 (温泉)



函馆 . 汤之川啄木亭饭店 (温泉)



定山溪 . 第一饭店 (温泉)



札幌 . EXCEL 东急饭店

Lake Toya . Sun Palace Hot Spring Resort

Hakodate . Yunokawa Takubokutei Hot Spring Resort

Johzankei . Daiichi Hot Spring Resort

Sapporo . Excel Tokyu Hotel

** 请注意：住宿酒店, 午晚餐及旅游景点若遇特殊情况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变更之权利与义务！**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