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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 5 晚 北海道
（温泉名汤、螃蟹美食、芝樱/郁金香 赏花之旅）
第 1 天 吉隆坡 /曼谷 TG 418 ( 2055/2205 ) ★傍晚 6:30 于机场办理 check in，经曼谷转机飞往北海道
第 2 天 曼谷/北海道

TG 670 ( 2345/0830+1 ) ~ 日高树海道路 ~ 日胜岭 ~ 十胜川温泉
日胜岭
越过日高山脉，连接日高和十胜的 274 号国道素有「石胜树海路」之称。日胜岭以连续弯
路、交通不便而闻名，清水展望台视野辽阔，可俯瞰整个十胜 平原的田园风光。夜宿十胜川
温泉区十胜川温泉美人汤。

【柳月蛋糕工房】
先進的食品衛生管理系統，了解蛋糕的製作過程, 讓大家享用到更加安全及高品質的美味
甜品。

【十勝幸福車站】

早餐：机上用餐

// 午餐：北海道拉面 或 日式风味餐

住宿：十胜川温泉. 第一饭店 (温泉)
第3天

//

晚餐：酒店自助餐

或同等级

热气球搭乘体验 ~ 紫竹庭园 ~ 池田葡萄酒厂 ~ 阿寒国立公园 ~ 阿寒湖温泉
搭乘热气球
空中鸟瞰十胜平原的 360 度超广角视野。(若因气候影响以致热汽球超过安全起降标准时取
消、每位旅客退费日币 1000 元，敬请谅解。)

紫竹庭园
这是日本少有几座花草庭园之一。夏至秋季盛开着各种芬芳的药草和可爱的罂粟花。园内规
画成 20 个区域，四季均有不同的花种，游客在园内可欣赏百花齐放的美景，还有蔷薇花口
味的冰淇淋、压花蛋糕等点心，您可自由选购品尝。

池田葡萄酒厂
酒场的外型是仿德国古堡建造的，酒场后有一大片町营葡萄果园。场内除了酿酒例行工作及
瓶装作业外，游客还可参观排满了酒桶的贮藏库。场内设有试饮区，可免费试喝几种葡萄
酒。

阿寒国立公园
阿寒湖原是一个大湖泊，因为附近的雄阿寒岳的火山喷发，才会被分割成散落附近的五个
湖。

早餐：饭店内 // 午餐：赤门烧肉餐 或 日式风味餐
住宿：新阿寒饭店 NEW AKAN HOTEL 或同级
第 4 天

// 晚餐：酒店自助餐

阿寒湖~ 摩周湖~ 硫磺山~ 美幌岭~ 芝樱：东藻琴村~ 上涌别郁金香公园~ 层云峡温泉区
摩周湖
常有浓雾出现所以有「雾之摩周湖」之称。

硫磺山
欣赏喷出白烟的活火山、赠送温泉煮蛋

美幌岭
在此可观赏屈斜路湖全貌。

东藻琴村芝樱
缓缓的丘陵地如同铺上粉红色地毯。

上涌别郁金香公园
在公园里的荷兰水车周围可欣赏多彩多姿的郁金香满开。

早餐：饭店内
// 午餐：日式海鲜风味锅 或 日式风味餐
住宿：层云峡 朝阳 Resort Hotel (温泉酒店) 或同级

// 晚餐：酒店自助餐

第 5 天 层云峡 ~ 旭山动物园 ~ 小樽运河 ~ 免税店 ~ 札幌、自由夜访 susukino (薄野) 繁华

街．拉面横町

旭山动物园
和企鹅零距离的接触，还能看到北极熊，海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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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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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咖啡、并赠送 Hello Kitty 咖啡杯

免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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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级
第6天

// 晚餐：居酒屋風味餐

札幌市区观光 ~ Mitsui Outlet ~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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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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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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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内 // 午餐：日式风味料理
酒店：札幌 EXCEL 东急 或同级

// 晚餐：3 大螃蟹(帝王蟹.松叶蟹.毛蟹) + 饮料

第7天
札幌 /曼谷/吉隆坡
TG 671 (1030/1530)+ TG 417 (1640/1950)
前往机场，搭乘豪华波音喷射客机返回吉隆坡。

( 早餐 )

*************************************************************************************************************************
Early bird promotion : Tour Fare (twin share): (Included airport tax, tips , 20” trolley & Travel Insurance)

RM 7588 per person – 19, 26 MAY 2018 - By Thai Airways
★ Child with bed: less RM 300 / child without bed: less RM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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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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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 】
★ 十胜川 . 第一酒店 ( 温泉 ) / Tokachigawa . Daiichi Hotel (Hot Spring Resort)

★ 阿寒 . 新阿寒酒店 ( 温泉 ) / Akan . New Akan Hotel (Hot Spring Resort)

★层云峡. 朝阳酒店

( 温泉 ) / Sounkyo . Choyotei (Hot Spring Resort)

★札幌 . EXCEL 东急酒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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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