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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五晚 北海道 - 富良野赏花、温泉名汤、螃蟹美食
第 1 天 吉隆坡/曼谷 /北海道

TG 418 (2055/2205) + TG 670 (2345/0830+1)

★6:30pm 于机场办理 check in，经曼谷转机飞往北海道
第 2 天 ( 0830am) 抵达北海道 ~ 男山造酒厂 ~ 雪之美术馆~银河流星瀑布
【男山造酒厂：品尝日式清酒】

【雪之美术馆】

【层云峡银河.流星夫妻瀑布】流星瀑布从 90 公尺高的断崖上一口气俯冲倾泻而下，轰
隆的水声夹带无数的水花，宛如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声势慑人。它的左边是落差 120 公
尺的银河瀑布，像拉着银丝般的水流姿态，显得柔和而美丽。有人说流星瀑布是雄瀑
布，而银河瀑布是雌瀑布，这两座瀑布合称为夫妻瀑布，名列日本百选瀑布。

早餐：机上套餐 //
午餐：北海道拉面 或 日式风味料理 //
住宿：层云峡观光饭店 Sounkyo Kankou Hotel (温泉饭店) 或同等级

晚餐：酒店自助餐

第 3 天 富良野 : 美瑛丘陵 ~ 四季彩之丘 ~ 富田农场
【美瑛丘陵. 拼布之路】四周开满熏衣草, 向日葵及各种花
草, 一望无际的耕地、花田、麦田所形成的各种色彩的田
园，就像大自然的拼布图一般，硕大之美的田园风情，有
如置身于欧洲，此处较有名的景点有：Mild Seven之丘、
亲子之木、Ken and Mary之木、Seven Star之木等，都是
电视广告或电影的拍摄地。
【四季彩之丘】四周开满熏衣草, 向日葵及各种花草

【Flower Land 】罗列色彩缤纷的花田
赠送: DIY 熏衣草香花安眠枕，乘观景车欣赏美丽的熏
衣草花田并品尝熏衣草冰淇淋

【富田农场】四周开满熏衣草及罗列色彩缤纷的花田

※ 熏衣草季节 : 6月底 ~ 8月 // 太阳花季节 : 7 ~ 8月
早餐：饭店内 //
午餐：Herb Hill(香草之丘)自助餐 + 哈密瓜吃到饱 // 晚餐：酒店自助餐
住宿：定山溪. Jozankei hotel ( 温泉饭店 ) 或同级
第 4 天 采果(樱桃) ~ 洞爷湖国立公园: 展望台/昭和新山/ 熊牧场 ~ 羊蹄山山麓: 名水公园
【特别赠送果园采樱桃 或 梅子 】

【洞爷湖国立公园展望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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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8 年因大地震及一年内连续 18 次的余震，形成一活火山，山头仍
飘着栩缭轻烟。

【熊牧场】

★【羊蹄山山麓 (北海道最高峰)、名水公园】：羊蹄山山脉左右对称，壮丽宏伟，外形
酷似日本第一高山富士山，因而有「虾夷富士」（虾夷是北海道的古称）之称。位于羊
蹄山东北麓的名水公园，是落在羊蹄山的雨水或雪水渗进地底形成地下水，经过了数十
年后，再涌出一种富含矿物质的甘醇水质，名列为日本十大名水之一。

早餐：饭店内 // 午餐：日式海鲜锅 或 日式风味餐

// 晚餐：酒店自助餐

住宿： 洞爷 Sun Palace ( 温泉饭店 ) 或同级
第五天 小樽运河~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札幌 免税店
【小樽运河】日本唯一仅存古色古香，并富有欧洲风情的古老街道。★享受咖啡并赠送
Hello Kitty 咖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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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包含入内参观门票

免税店 : 前往免税店为亲朋好友挑选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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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内

//

午餐：日式风味料理

住宿：札幌 . EXCEL东急

// 晚餐：居酒屋风味餐

或同级

第六天 札幌 : 海鲜市场-二条市场 ~ 市区观光 ~札幌啤酒厂~ Outlet ~ 狸小路商店街
【札幌海鲜市场：二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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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厂】

【Outlet】

【狸小路商店街】又称狸街，是一条有天棚的商店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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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内
// 午餐：日式烧肉
住宿：札幌EXCEL东急 或同级
第七天 札幌 /曼谷 /吉隆坡

// 晚餐：3 大螃蟹(帝王蟹.松叶蟹.毛蟹) + 饮料

TG 671 (1030/1530) + TG 417 (1640/1950) ( 早餐 // 午餐：机上套餐)

*************************************************************************************************************
Early bird promotion : Tour Fare (twin share): (Included airport tax, tips , 20” trolley & Travel Insurance)
RM 7688 per person – 09, 16 , 30 JUNE & 28 JULY & 18, 25 AUG 2018 - By Thai Airways
RM 7888 per person –14, 21 JULY - By Thai Airways
★ Child with bed: less RM 300 / child without bed: less RM 800
★Hello’s Tour Leader (English / Mandarin/Malay speaking) + local guide guide (Mandarin spea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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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餐食及酒店参考图片如下]

北海道拉面套餐 Hokkaido Ramen Set meal

日式风味餐

日式海鲜风味锅 Japanese seafood steamboat

洞爷湖干贝风味餐

Lake Toya scallop cuisine

小樽特有福给鱼+海鲜锅

Otaru Fuge Fish+Seafood Pot

3 大螃蟹 料理+饮料 ( 任吃)

日式烧肉自助餐+饮料 ( 任吃)

3 Types Crab Cusine +Drinks ( eat all you can )

Japanese BBQ( eat all you can )

日式居酒屋风味+饮料 Local Gourmet at Japanese Tavern+ drinks

【餐食图 仅供参考,依季节可能有调整 // meals subject to change 】

Japanese Cuisine

【酒店参考图如下】



层云峡观光饭店 (温泉)



定山溪.鹿之汤饭店 (温泉)

 洞爷 Sun Palace 饭店 (温泉)

 札幌 . EXCEL 东急饭店

Sounkyo. Kankou Hotel (Hot Spring)

Jozankei . Shikanoyu Hotel (Hot Spring)

Toya. Sun Palace Resort (Hot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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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