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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 5 晚 北海道 - 秋季/赏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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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支笏湖国立公园 ~ 洞爷湖温泉 

 
支笏湖国立公园 

是日本第二深的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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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红叶将湖面染成一片红艳, 宛如镜子染上鲜丽的艳红。 

洞爷湖花火节 

搭乘花火观赏船，观赏难得的湖上烟火大会 
 

早餐：机上套餐    // 午餐：北海道拉面  或  日式风味料理    //  晚餐：酒店自助餐 

酒店：洞爷  .  SUN PALACE  太阳宫殿  (温泉)     或同等级 
 

第 3 天   洞爷湖果园摘果吃到饱 ~ 洞爷湖国立公园/昭和新山/SAIRO 展望台 ~ 羊蹄山名水公园 ~ 定山溪温泉 

 
洞爷湖果园摘果 

特别赠送独家行程洞爷湖果园，摘苹果 或 葡萄吃到饱 
 

 
洞爷湖国立公园/昭和新山 

昭和 18 年时曾发生过一次地震，此次地震使得地壳拢起发生了变化，拢起了一座小山

的洞爷湖地区，自此便多了这一坐标高 407 公尺的昭和新山。远看有如一片大草地的昭

和新山，不时的冒出缕缕白烟，就好像随时都汇火山爆发一般，气势惊人。 

SAIRO 展望台 

位在洞爷湖北边一座小山丘上，与湖中岛面对面，不但可将洞爷湖上的大岛、小岛、观

音岛、馒头岛全景一览无遗，更可以180度欣赏洞爷湖迷人的湖光山色。 
 

 

 
名水公园 

位于北海道羊蹄山北边山腰，山上所流下的雨水渗透至地底下，进自然的过滤凝聚成甘

甜泉水，此水质晶莹剔透，甘淳清凉，在 1985 年被环境厅指定为日本百选名水之一，

出水口名水公园又名京极吹出公园，原生森林和自然生态，潺潺的流水声，就像是大自

然最美妙的声音。 

早餐：酒店 // 午餐：洞爷湖干贝风味餐   // 晚餐：酒店自助餐 

酒店：定山溪.  第一   JOZANKEI DAIICHI HOTEL (温泉)     或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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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天   定山溪温泉区 ~ 男山造酒厂 ~ 雪之美术馆 ~ 层云峡 流星银河夫妻瀑布 ~ 层云峡温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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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叶期大约 9月20日至10月20日之间，视天气状况】流星瀑布从90公尺高的断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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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座瀑布合称为夫妻瀑布，

名列日本百选瀑布之中。 

早餐：酒店    //    午餐：   日式风味餐           //     晚餐：饭店内豪华总汇自助餐 

酒店：层云峡 GRAND HOTEL   (温泉)   或同等级 
 

第 5 天    层云峡  ~  大雪山黑岳丘乘缆车 ~ 美瑛丘陵 ~ 小樽运河 ~~ 札幌 

 
大雪山黑岳丘, 搭乘缆车 

搭乘层云峡温泉街的高空缆车和吊椅到大雪山群峰的黑岳。因为坐吊椅就可到标高

1984公尺的7合目，就算不是真正的登山，也可以瞭望壮阔的景色。自标高1300公尺可

看到360度的全景。【★枫叶期大约 9月20日至10月20日之间，视天气状况】 

 
美瑛丘陵. 拼布之路 

一望无际的耕地在眼前平缓地展开，马铃薯花田、绿油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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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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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幌  susukino 薄野 : 百货公司、地下街 

晚上前往 susukino 薄野欢乐街，在这里约有 4000 家的小

吃店、小酒店闻名全日本，不夜城内的拉面横町（拉面

街），可做为晚上夜游的好去处。 
 

早餐：饭店内 // 午餐：小樽特有福给鱼+海鲜锅   // 晚餐：居酒屋风味餐  ( 任吃)               

酒店：札幌 .  EXCEL 东急 HOTEL     或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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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天    札幌 :  海鲜市场-二条市场 ~ 市区观光 ~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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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包含入内参观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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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饮料  ( 任吃)              //   晚餐：3 大螃蟹(帝王蟹.松叶蟹.毛蟹) + 饮料  ( 任吃)                

住宿：札幌EXCEL东急     或同级 

 

第 7 天     札幌 /曼谷/吉隆坡          TG 671 (1030/1530)+ TG 417 (1640/1950)      

前往千岁机场，搭乘豪华客机返回吉隆坡。   ( 早餐    // 午餐：机上套餐    ) 

 
********************************************************************************************************************* 
Tour Fare (Twin Share) : ( Included airport tax, tips , Travel Insurance & 20” trolley  )  

Early Bird Promotion : 

 RM 7688 per person –  30 SEP   &  15 OCT  2017 (楓葉期 Maple Leaf) ※  By Thai  Airw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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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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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拉面套餐 Hokkaido Ramen Set meal                                             日式风味餐     Japanese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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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式烧肉自助餐+饮料 ( 任吃)        Japanese BBQ( eat all you can )           

                                       
 
日式居酒屋风味+饮料 ( 任吃)  Local Gourmet at Japanese Tavern+ drinks  ( eat all you c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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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酒店如下 】 

 
 

★【洞爷 SUNPLACE HOTEL 】 

 
 

 

★【定山溪 JOZANKEI DAIICHI HOTEL】 

 
 

 

★【层云峡 GRAND HOTEL】 

 
 

 

★【札幌 EXCEL 东急饭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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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