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日本印象北海道全覽 | 

札幌+登別+大沼+函館+洞爺湖+小樽 7天5晚遊  

    

 溫泉美食之旅  

    

產品資訊 

團號 CTSCTS7   

出發城市 札幌 Sapporo   

目的地城市 札幌 Sapporo 途經地點 北海道 Hokkaido 

行程天數 7 天 5 晚 交通工具 汽車  

接/送機 接機 送機  

    

產品價格 

單人入住：$19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2029 

房間數:1;遊客數:1; 

基礎價格:1 x 1999 = 1999 

【6天】燃油附加費:1 x 30 = 30 

兩人入住：$1499 / 人 

加上團費餘額，所有人總費用 3058 

房間數:1;遊客數:2; 

基礎價格:2 x 1499 = 2998 

【6天】燃油附加費:2 x 30 = 60 

    

出發班期 

 01/13/2023開始，每週五出發  

兩人額成團，保證出發。  

    

產品特色 

季節限定之在春夏秋冬遇見不同的特約美景 

  

  

春天櫻花之約❄遇見函館五棱郭公園的最美櫻花季  

  

  



夏天絢爛花火❄觀看洞爺湖花火大會中在夜空中綻放的燦爛花火 

  

  

秋天紅葉如錦❄走進北海道登別，賞紅葉穀最奇幻的秋景 

  

  

冬天浪漫雪景❄跟著《情書》去小樽賞美得宛如置身童話世界的雪景 

  

  

  

  

  

【0購物純玩】不進購物店，100%純玩高品質團。景點門票、小費一價全含。 

  

  

【豪華酒店】安排Booking 4-

5星以及8.0分以上酒店：兩晚大沼王子溫泉酒店，日本百選溫泉之洞爺湖溫泉酒店，札幌市區五星酒店。 

  

  

【精選美食】全程盡享豐富日式美食：溫泉料理、函館海鮮蓋飯、石狩鍋料理、小樽壽司定食、歡送晚宴：品

嘗三大螃蟹（帝王蟹、松葉蟹、毛蟹）自助套餐和用時令素材製作的各種美食。 

  

  

【尊享旅途】遊覽北海道最精彩部分：在火山口遺跡『登別地獄穀』的煙霧繚繞中體會硫磺溫泉的特色，日本

第一座星形要塞城郭『五陵郭公園』，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函館山夜景』，『新山熊牧場』近距離接觸 160 

頭純種北海道棕熊，日本最美城市之『小樽』，白色戀人的生產地和展示地『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札幌標

誌性建築『時計台』。 

  

  

【小眾網紅】北海道的文化遺產『札幌啤酒園』，『網紅八幡阪』路的盡頭便是海，『函館朝市』當地特色的

大型海鮮市場，『北海道神宮』守護北海道做為開拓北海道之神，『森林精靈陽臺』童話世界裡的王國。 

  

  

【溫泉體驗】百選溫泉鄉—

洞爺湖溫泉特有的“軟湯”是源泉純碎的溫泉，一定可以讓您放鬆舒緩，穿日式浴衣，享和風之情。 

    

參/離團地點 



參團地點 

札幌新千歲機場 (CTS)； 

免費接機時間：14:00、18:00、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的

時間，逾時不候。 

    

離團地點 

札幌新千歲機場 (CTS)；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可自行打車前往。 

    

行程介紹 

Day 1 家園 - 飛機 - 日本札幌 

全天   

懷著輕鬆愉快的心情，行囊中裝滿無限憧憬，貴賓自行前往機場，跨洋航機帶您前往日本札幌。 

三餐自理，夜宿飛機上。 

 

    

    

Day 2 抵達札幌 

全天   

今天您將抵達日本札幌，導遊將在機場等候您的到來，接到您後將安排您前往酒店入住休息，為接下來的美妙

旅程養精蓄銳。如您航班較早，您可以自行遊覽札幌。您可以自行前往狸小路吃吃逛逛或者探索遊客絡繹不絕

的薄野歡樂街。 

  

免費接機機場：札幌新千歲機場 (CTS) 

免費接機時間：14:00、18:00、21:00，此時間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處拿到行李後與我司工作人員匯合的

時間，逾時不候。 

三餐自理。 

 

    

下午   

狸小路商店街 Tanukikoji Shopping Street 

狸小路商店街是位於札幌市的一條商業街，也是北海道較大的一條商業街，擁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商業街分為7

個街區，而向西一丁目至七丁目間約有200多間店鋪，它貫穿了札幌市地下鐵車站至薄野站車站的中間位置，與



薄野地區的繁華街連成了一片。街上彙集了無數的時裝、電器商店、遊藝廳、電影院以及餐廳，深受著年輕人

的喜愛。商業街上還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店，可以買到一些紀念品。逛狸小路商店街非常的隨性，你可以逛完去

吃碗傳統日式拉麵，然後去遊戲廳裡玩一會。或者逛路邊特色小店，尋找自己喜歡的紀念品，當然，在飯點的

時候不妨去居酒屋體驗一番。到了晚上街上還會有街頭藝人的表演，你可以駐足停留，看完再接著逛。 

 

薄野歡樂街 Susukino 

薄野歡樂街是東京以北最大的歡樂街。這裡有4000至5000家店鋪，到了週末一直到黎明時分顧客出入絡繹不絕

。歡樂街本地特色菜館為主，還有酒館、俱樂部、酒吧、卡拉OK、拉麵店等，是一條滿足各種廣大需要的歡樂

街，全國也屬新奇罕見。同時又由於治安良好也被眾人所周知。在周邊還有地下街和百貨商店等，白天也有很

多顧客仍顯得非常熱鬧。 

 

 

    

晚上   

酒店：札幌王子酒店 Sapporo Prince Hotel 或 普樂美雅飯店- TSUBAKI-札幌 Premier Hotel -Tsubaki- Sapporo 或 同級 

    

    

Day 3 札幌 - 汽車 - 登別 - 汽車 - 大沼 

全天   

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這裡不僅可以參觀、還能親自動手製作白色戀人巧克

力餅乾，快來和我們一起親自體驗製作巧克力的樂趣吧！隨後我們將前往火山口遺跡登別地獄谷，四處冒著白

色的氣體，有時甚至會看到沸騰的岩漿和硫磺溶液，非常震撼，詭異的火山谷地景觀一定讓您終生難忘！最後

我們前往大沼國定公園參觀遊覽。公園內有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茂密蓊鬱的綠林，還可提供豐富的休閒活動

，是大自然愛好者的遊玩天堂。 

  

行程安排： 

札幌 → 登別 → 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60分鐘）→ 登別地獄谷（60分鐘）→ 大沼 → 大沼國定公園（60分鐘） 

  

【季節限定】秋天紅葉如錦❄走進北海道登別，賞紅葉穀最奇幻的秋景 

9月下旬~10月下旬楓葉季期間，登別地獄谷將改為登別奧羅富紅葉嶺參觀，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影響，請

以實際所見為准，敬請理解。 

 

    

全天   

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 Shiroi Koibito Park 

“白色戀人”是北海道很出名的白巧克力甜點，而白色戀人公園就是以它為主題的觀光景點。在這裡不僅可以參

觀工廠、看到流水線上巧克力製作的全過程，更能親自動手製作白色戀人巧克力餅乾。走進公園，會看到一棟



像童話城堡的紅磚大樓，裡面就是巧克力工廠了。外頭有一座活動人偶鐘塔，每到整點會有“巧克力嘉年華”，

鐘塔上的人偶開始唱歌跳舞，非常歡樂。 

 

登別地獄谷 Noboribetsu Jigokudani 

登別地獄谷其實是一個火山口遺跡，在這裡我們可以一睹這詭異的火山谷地景觀。入口處有個小神社，繼續向

前還會看到鬼的塑像。走在景區內的棧道上，兩邊是被熔岩侵蝕過谷地，四處冒著白色的氣體，還有被岩漿燒

灼過的黑色石塊。途中你會發現數個泉眼及流動的泉水，有時甚至會看到沸騰的岩漿和硫磺溶液，非常震撼。

如果是秋天來，周圍的山上會開滿紅葉，與谷地形成很大反差，看點十足；而冬天則有白雪覆蓋，又是另一番

美景。景區內還有個展望台，可以在此好好觀賞一下周圍的景象。還有“鐵泉池”，是一處間歇泉。這個泉眼水

溫達80℃，有週期變化。你若來得巧，會看到它從平靜到沸騰的景象。請注意，泉水會濺得很高，還有撲面而
來的熱氣，要保持一定距離。 

 

 或者  

登別奧羅富紅葉嶺 

登別奧羅富紅葉嶺海拔1231米，在絕對的高度下鳥瞰四周，視角之廣在日本罕見。近看滿山白樺樹的白色枝幹

和深淺不一的紅葉形成強烈對比，遠眺羊蹄山、洞爺湖等雄壯風景，迷人景色叫人意猶未盡。 

 

大沼國定公園 Ōnuma Quasi-National Park 

大沼國定公園由大沼、小沼和散落的小島組成，風光優美，空氣清新，特別適合散步、釣魚，或者租一輛自行

車騎行，放鬆下自己的心情。夏天可以乘坐遊船或摩托艇，冬天有一些雪上項目可以遊玩，如：冰釣等，此時

公園內還能看到冰雕和雪雕。 

 

 

    

晚上   

酒店：函館大沼王子酒店 Hakodate-Onuma Prince Hotel 或 函館國際酒店 Hakodate Kokusai 

Hotel（酒店內有溫泉） 或 同級 

    

    

Day 4 大沼 - 汽車 - 函館 - 汽車 - 大沼 

全天   

享用早餐後，首先我們將乘車前往五棱郭公園。公園內遍植櫻花樹，是北海道有名的賞櫻勝地。每到櫻花綻放

時，這裡便猶如一朵巨大的五角星形的粉色花朵，非常漂亮，絕對是不容錯過的一大美景！隨後前往北海道非

常熱鬧的集貿市場之一函館朝市，濃郁的市井風情朝市的店鋪從清晨營業至中午，十分熱鬧，在這裡您可以買

到新鮮的水產品，還能在海鮮餐廳裡大快朵頤。之後我們前往元町公園參觀遊覽。公園有著日本文化和西方文

化交融的獨特氣氛，風景秀麗，安靜優美，是函館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接著我們前往函館灣區域的標誌之一金



森紅磚倉庫。金森紅磚倉庫一直見證函館的歷史變遷，不斷給到訪這裡的人們留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之後

我們將打卡網紅八幡阪。八幡阪是日本最有名的斜坡，路燈盡頭便是海，夜晚亮燈之後的夜景更加好看。晚上

我們將前往函館山欣賞美麗的夜景。站在展望台上可以眺望函館港與街市，南至下北半島、津輕半島都能盡收

眼底，充滿浪漫氣息，堪稱為人間一大絕景。 

  

行程安排： 

大沼 → 函館 → 五棱郭公園（60分鐘）→ 函館朝市（90分鐘）→ 元町公園（40分鐘）→ 

金森紅磚倉庫（30分鐘）→ 函館八幡阪（30分鐘）→ 函館山夜景（60分鐘）→ 大沼 

  

【季節限定】春天櫻花之約❄遇見函館五棱郭公園的最美櫻花季  

五棱郭公園櫻花季在4月下旬到5月中旬，五棱郭公園紫藤花季在5月中旬到6月下旬，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

影響，請以實際所見為准，敬請理解。 

  

特別說明： 

1. 

函館山上夜晚風大較冷，請記得攜帶防寒保暖衣帽。如遇函館空中纜車年度維修、天候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而

無法搭乘時，則改搭專車上山。 

 

    

全天   

五棱郭公園 Goryokaku Park 

五棱郭公園位於五棱郭內。五棱郭是江戶時代建造的一個星形要塞城郭，以西洋建築方式建造而成，這座曾見

證歷史的城堡如今只剩下了城牆的外廓，內部則被改辟為一座城市公園，即五棱郭公園。公園內部遍植櫻花樹

，是北海道有名的賞櫻勝地。每到櫻花綻放時，這裡便猶如一朵巨大的五角星形的粉色花朵，非常漂亮。公園

內現建有一處箱館奉行所，裡面收集了當年戰爭中使用過的武器、染有血跡的武士戰衣及許多建築的復原模型

等。此外，在公園外還立有一座五棱郭塔，登塔可以俯視五棱郭公園的全貌，五角星芒的形狀清晰可見，更能

遠眺函館市街景。每年冬季，這裡還會舉行名為“五棱星之夢”的夜間亮燈活動，冰凍的護城河上堆積著皚皚的

白雪，公園的星形圖案更加清晰、漂亮，沿著星形城郭漫步非常浪漫。 

 

函館朝市 Hakodate Morning Market 

函館朝市位於JR函館站西口不遠處，是北海道非常熱鬧的集貿市場之一，也是當地特色的大型海鮮市場，大大

小小的店鋪有幾百家。朝市的店鋪從清晨營業至中午，十分熱鬧，到處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商家們不絕於耳

的叫賣聲。運貨車和購物客令狹窄的過道顯得擁擠不堪，濃濃的市井風味。市場中的店鋪老闆都十分熱情，常

常邀請遊客試吃蟹腳等。在這裡除了能買到剛上岸的魷魚、帝王蟹、海膽、鮭魚等新鮮水產，還能到在海鮮餐

廳裡大快朵頤，品嘗新鮮出爐的海鮮料理。螃蟹、烏賊等都強烈推薦，愛吃海膽的朋友可別錯過朝市內的生海

膽，將海膽剖成兩半加上芥末和醬油生吃，十分鮮美！另外在這裡也可以淘到物美價廉的昆布、干貝等特產，

帶回家做菜或當手信都很不錯。 

 



元町公園 Motomachi Park 

函館元町曾是江戶時代奉行所的設置地，是北海道南部的行政中心，日本開放後作為開放城市聚集了各國領事

館、教堂、洋館等.至今仍保留了很多當時的洋館，分佈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街道上。在末廣町站下車沿基阪而上

，就是元町公園。元町公園曾是“函館奉行所”、“開拓史函館支廳”等的所在地，是函館元町的中心地區。公園內

至今仍保留著象徵北海道開拓歷史的紅磚建築“舊開拓使函館支廳書籍庫”、文藝復興樣式的洋館“舊北海道廳函

館廳 

”，舊北海道廳函館支廳現在被用作元町觀光問訊處和照片歷史館。元町周邊還有舊英國領事館等珍貴西洋建築

，有的還可以進入室內免費參觀。 

 

金森紅磚倉庫 Kanemori Red Brick Warehouse 

金森紅磚倉庫已經成為了函館港口的象徵，見證著時代的變遷。金森紅磚倉庫如今已經被改造成了熱鬧的購物

區，其中也設立了一個函館歷史廣場，有著濃郁的明治時期的風格，利用六棟相連而成的金森倉庫群的一部分

而構成，有來自全國約20家的精品店所組成的購物區是較大的賣點。其他還有餐廳、啤酒廳等。 

 

函館八幡阪 Hachiman-zaka Slope 

八幡阪是函館市的一條坡道，由於直接與海邊相連，且坡度很大，形成了一道獨特的視角，可以從坡上一眼望

向港口，景色極佳，也成了為不少影視劇的取景地。當年函館八幡宮就設在這裡，因而得名“八幡阪”，現如今

八幡宮已遷至谷地頭町，而不能被遷走的八幡阪依舊在原地。以石塊鋪成的路面兩旁綠樹成蔭，筆直通向大海

，看起來有種歐美海港城市的感覺。而且，這一帶的街區林立著教會和西式洋房，優雅閒適的歐式風情撲面而

來。 

 

函館山夜景 Mount Hakodate 

函館山是函館市內知名的山丘，海拔334米，其山頂是俯瞰函館夜景及津輕海峽風光的好地點。函館的夜景與維

多利亞港、義大利那不勒斯的夜景並稱為“世界三大夜景”，是函館觀光不可錯過的內容。函館山夜景的精彩之

處在於城市的兩邊呈現出兩條弧形的海岸線，閃爍的都市燈光與黑暗的海面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妙迷人。山頂

有一個展望台，在這裡鳥瞰函館，白天的市區街景盡顯異國情調，入夜後的都市建築及街道車流的燈光閃爍耀

眼，充滿了浪漫的氛圍，夜幕降臨後30分鐘左右便能欣賞到夜景。據說如果和心愛的人一起看函館夜景，在夜

景中發現“心”形的圖案或文字，並許下願望的話，就會帶來幸福哦，你不妨也試試看吧。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函館海鮮蓋飯 

    

晚上   



酒店：函館大沼王子酒店 Hakodate-Onuma Prince Hotel 或 函館國際酒店 Hakodate Kokusai 

Hotel（酒店內有溫泉） 或 同級 

    

    

Day 5 大沼 - 汽車 - 洞爺湖 

全天   

今天我們將告別大沼，來到美麗的洞爺湖畔。首先我們將前去遊覽至今仍然在生長中的昭和新山，您可以在此

近距離感受活火山的生命力。新山附近的熊牧場也不容錯過，牧場里數百只棕熊憨態可掬，還會用各種小把戲

向遊人討食，十分可愛。之後前往日本三大溫泉之一的洞爺湖溫泉，足湯體驗可以一洗旅途中的疲累。最後來

到洞爺湖邊的塞露展望台，一覽周圍湖光山色的秀麗美景。 

  

行程安排： 

大沼 → 昭和新山（40分鐘）→ 昭和新山熊牧場（60分鐘）→ 洞爺湖足湯體驗（30分鐘）→ 

洞爺湖塞露展望台（60分鐘） 

  

【季節限定】夏天絢爛花火❄觀看洞爺湖花火大會中在夜空中綻放的燦爛花火 

洞爺湖花火大會是日本舉辦期間最長的煙花大會,預計從毎年的 4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晚上 20:45-21:05 

都會有 450 發的煙花在夜空中施放，具體施放請以當天天氣以及觀光廳安排為准，敬請理解。 

 

    

全天   

昭和新山 Shōwa-shinzan 

昭和新山位於日本北海道有珠郡壯瞥町，為昭和初年所爆發的活火山，故而得名。原本山的高度只有270米，後

來因為地殼不斷地活動，山的高度日益增加，至今它仍是一座正在成長的“新山”，且被歸類為世界上罕見的岩

塔型火山，在紅褐色的山脈中仍能見到地熱白煙噴出。如今昭和柔佛巴魯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景區了，建有

珠火山纜車、熊樂園、火山災害館、昭和新山觀景台等等。 

 

昭和新山熊牧場 Showa Shinzan Bear Ranch 

昭和新山熊牧場裡約有數百頭純種北海道棕熊。牧場面積很大，棕熊們按照年齡段被分在幾個相對固定的區域

中。每個牧場入口處都設有為棕熊們準備的食品櫃檯。您可以在這裡購買蘋果、餅乾之類的食物，體驗喂熊的

樂趣。已經適應了人類的棕熊，知道人們來餵食，撒嬌的模樣著實可愛。有些熊看到你手裡拿著蘋果，就會後

爪站立，用前爪向你招手示意，還有些熊會給你作揖，還有的乾脆躺在地上，做一些滑稽的動作，以吸引你的

注意。 

 

洞爺湖溫泉 Toyako Onsen 

位列北海道三大景觀之一的洞爺湖，因為曾經火山的頻繁噴發，形成極佳的溫泉區。洞爺湖溫泉是潤爽肌膚的

弱鹽性溫泉，對腸胃病、慢性肌肉風濕也有效。在這裡泡湯，還可以遠眺被稱為“蝦夷富士”的羊蹄山，在放鬆



身體的同時舒緩心情。 

 

洞爺湖塞露展望台Toyako Sairo Tenbodai 

塞露展望台是全景拍攝洞爺湖的最佳去處，近水遠山飄眇動人，在此可以飽覽湖心島、羊蹄山、昭和柔佛巴魯

，有珠山等洞爺湖周邊所有的自然景觀。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石狩鍋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溫泉料理 

    

晚上   

酒店：洞爺湖萬世閣酒店 Toyako Manseikaku Hotel Lakeside Terrace 或 北海道洞爺太陽宮酒店 Toya Sun Palace 

Resort & Spa 或 同級 

    

    

Day 6 洞爺湖 - 汽車 - 小樽 - 汽車 - 札幌 

全天   

今天我們將一次性打卡小樽和札幌的各大特色地標，首先前往北海道最古老的一條運河——

小樽運河，它是北海道拓荒歷史的象征，又因電影《情書》爾聞名，是來到小樽不得不去的景點之一。之後來

到機具歐式風情的童話十字路口，打卡“玻璃工坊”北一硝子館和音樂盒博物館，無論是漫步街頭，還是欣賞復

古精美的八音盒和手工玻璃製品，您都能感受到置身童話世界的美妙，定格美好瞬間。您還可以在銀之鐘一號

館小坐，享用美味的下午茶。戀戀不捨地告別復古小鎮小樽后，乘車返回札幌繼續遊覽。紅磚砌成的北海道舊

道廳，白色外觀的時計台，在不同時節、不同天氣的背景下，呈現出不同特色的趣味。最後我們將前往熱鬧的

大通公園，這裡一年四季節日活動不斷，一定讓您流連忘返！ 

  

行程安排： 

洞爺湖 → 小樽 → 小樽運河（60分鐘）→ 北一硝子館（20分鐘）→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20分鐘）→ 

童話十字路口（20分鐘）→ 銀之鐘一號館（30分鐘）→ 札幌 → 北海道廳舊本廳舍（30分鐘）→ 

時計台（20分鐘）→ 大通公園（30分鐘） 



  

【季節限定】冬天浪漫雪景❄跟著《情書》去小樽賞美得宛如置身童話世界的雪景 

小樽是日本十大浪漫城市之一，在冬季（11月下旬~3月上旬）邂逅小樽的冰雪，永遠是最夢幻的。不少人都因

岩井俊二導演的電影《情書》認識和愛上小樽，在電影中這座小城被皚皚白雪覆蓋，美得宛如童話世界，電影

中的臺詞“你好嗎”“我很好”，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經典場面。冬季積雪景觀情況受即時天氣氣候影響，請以實際所

見為准，敬請理解。 

 

    

全天   

小樽運河 Otaru Canal 

小樽運河是北海道的一大標誌性景觀，因電影《情書》而聞名，四季景色各不相同，尤其以冬季最為別致。運

河開通之初用來裝卸貨物，現在運河沿岸被改造成了各類工藝品商店。運河沿岸的煤油路燈、復古的磚石倉庫

，極具復古風情，有不少藝術家在岸邊作畫、拍照。 

 

北一硝子館 Kitaichi Glass Crystal Kan 

北一硝子館素有“玻璃工坊”的盛名，這裡除了日本本土原創的玻璃製品以外還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玻璃製品

，各個技藝精巧，古雅別致。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 Otaru Orgel Museum 

音樂盒是小樽的名產之一，小樽音樂盒博物館不僅是北海道極具人氣的紀念品商店，也是日本歷史最久，規模

最大音樂盒博物館。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種音樂盒，其中包括很多目前市面上幾乎看不到的傳統音樂

盒，非常具有觀賞性。走進博物館，寬敞典雅的空間裡擺放著各種音樂盒，有用小樽特產玻璃製造的，也有木

質的、陶瓷的、金屬的；造型十分多樣化，在悅耳的音樂盒聲中隨意逛逛，令人陶醉。 

 

童話十字路口 Marchen Intersection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主館所在的十字路口被稱為“童話十字路口”，是小樽的代表性特色街景。街道兩旁完整保留

了許多日本明治到大正年間的歐式風格建築，童話氣息十足，讓人仿佛置身夢幻的童話世界一般。 

 

銀之鐘一號館 Ginnokane 

銀之鐘是指館外的銀色鐘，本名為“開拓之鐘”。銀之鐘的得名源于冬天白雪覆蓋鐘面時閃閃發亮的銀白色。建

築物樓高兩層，一樓發售小樽的紀念品及食品，二樓是咖啡室，在銀之鐘喝下午茶是特別享受，因為特設可拿

走餐具套餐，顧客可將杯子帶走留為紀念。 

 

北海道廳舊本廳舍 Former Hokkaido Government Office 

位於札幌市中心的舊道廳原本是北海道最高行政機關大樓，建於1888年。這座紅磚綠瓦的巴羅克風格建築是北

海道開拓時代的象徵，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紅磚房”，也是札幌的一大地標性景觀。這棟紅磚房的前庭裡有花

壇、池塘及古樹，是散步休閒的好去處。夏季時這裡鮮花盛開，綠樹成蔭，紅磚牆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耀



眼。而到了冬季，屋頂、地面及樹木都被白雪覆蓋，也別有一番風味。 

 

時計台 Sapporo Clock Tower 

時計台是位於札幌市中心的一座鐘樓，始建於1878年，是北海道大學的前身——

札幌農學校的演武場，也是北海道少數保存至今的美式建築。作為日本19世紀引入西方教育以及北海道開懇時

期的象徵，時計台的鐘聲鳴響持續了百餘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產，現已成為札幌的象徵之一，與

附近的舊道廳同為札幌市中心的地標建築。 

 

大通公園 Sapporo Odori Park 

大通公園位於札幌市中心，東西走向，從中央區大通西1丁目到大通西12丁目，長約1.5公里。這裡有許多城市

雕塑、噴水池、丁香樹和槐樹，札幌電視塔和札幌資料館也位於公園內。公園還是札幌各種節慶活動的舉辦地

，比如初夏的YOSAKOI索朗節、夏天的露天啤酒花園祭、冬天的德式聖誕集市和札幌雪祭等等。 

 

 

    

下午  午餐 

包含午餐         

 

壽司定食 

    

晚上  晚餐 

包含晚餐         

 

歡送晚宴：我們精心為您準備的歡送晚宴，您可以品嘗到三大螃蟹（帝王蟹、松葉蟹、毛蟹）自助套餐、和用

時令素材製作的各種美食。在這特別推薦口感嫩滑的蟹肉，味道甜美、入口即溶，使人吃過之後就沒齒難忘。  

    

晚上   

酒店：札幌王子酒店 Sapporo Prince Hotel 或 普樂美雅飯店- TSUBAKI-札幌 Premier Hotel -Tsubaki- Sapporo 或 同級 

    

    

Day 7 札幌 - 汽車 - 家園 

全天   

今天我們將結束愉快的日本旅程，您可根據自己需求預定合適的航班離開札幌新千歲機場 (CTS)。 

我司工作人員僅早上8:00 

提供一次從酒店出發的送機服務；如果客人航班較早，需要在8點前離開酒店去機場，可自行打車前往。 

 

    



    

  

  

費用說明 

費用包含 

1. 兩晚大沼王子酒店、一晚洞爺湖溫泉酒店、兩晚札幌市區五星酒店。 

  

  

2. 中文導遊及服務費。 

  

  

3. 行程中所含項目用車。 

  

  

4. 

酒店內早餐，五頓特色餐：溫泉料理、函館海鮮蓋飯、石狩鍋料理、小樽壽司定食、歡送晚宴：品嘗三大螃蟹

（帝王蟹、松葉蟹、毛蟹）自助套餐和用時令素材製作的各種美食。 

  

  

5. 行程中的景點門票：白色戀人巧克力工廠、函館山夜景往返纜車、新山熊牧場。 

 

 

費用不含 

1. 行程中部分午餐和晚餐。 

  

  

2. 全程機票、簽證費及辦理費用。 

  

  

3. 境外個人消費（包含但不限於酒店內洗衣、理髮、電話、傳真、收費電視、飲品、煙酒等個人消費）。 

  

  

4. 以上服務內容中未提及的其他費用。 

 

 



  

預訂須知 

預定須知： 

1.18歲以下未成年人或兒童必須由成人陪伴參團。單獨旅行的未成年人或兒童不能參加旅遊團。參團兒童的監

護人必須提供監護證明或者提供父母授權的參團同意書。若陪伴兒童的成人既不是兒童父母也不是兒童監護人

，需要從兒童父母或監護人那裡獲取同意書，同意陪同兒童過境。同意書中需注明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及聯繫

方式。 

2.請您在預定時務必提供準確、完整的資訊，包括姓名、性別、有效的證件（如護照、簽證等），有效的聯繫

方式（最好是手機，如有問題，方便通知）、準確的航班資訊或參團地點等，以免產生預定錯誤，影響出行。

如因您提供錯誤資訊而造成損失，由您自行承擔。 

3.日本酒店住宿安排兩人一室，房型不可指定。遇日本連休期，酒店十分緊張，如房間爆滿時，則部分酒店有

權免費為客人升級為一人一間單間入住，或調整酒店入住前後順序、酒店區域、酒店等級等。另外每個酒店都

有不同的收取押金的方式，需要參團客人根據不同規定給予配合。保證客人的用房數量，但不保障具體房間類

型和所處位置。 

4.參團客人需跟團上導遊購買門票，不可自行帶票或使用CityPass。景點的門票費和團上餐費可能會根據景點官

方的臨時通知而變動，以當日景點公佈的價格為准。 

5.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對行程順序進行適當調整以確保旅遊團順利進行，但不會減少行程中應包含

的項目。 

6.實際出行過程中，導遊或司機有權根據天氣、交通等情況，適當調整景點的遊覽順序、停留時間或集合時間

以確保行程順利進行。 

7.如遇景點臨時關閉或節假日休息等，導致無法參觀，導遊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為外觀或以其他景點代替以確

保行程的豐富性。各景點及國家公園的開放時間及流量控制會因疫情不時變化，如影響行程屬不可抗力因素，

敬請諒解。 

8.行程中眾多旅遊景點需要參團人具備基本的健康條件。殘疾人士報名參團前請提前聯繫獲取相關政策資訊。

若沒有及時通知，我司不能保證為客人提供輪椅升降巴士或安排合適的座位。 

9.客人需自備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時所需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能否出入境以各國海關的決定為准，無法入境

屬不可抗力因素，已付團費不能退還。 

10.由於油價的大幅上漲，車輛使用成本大大增加，2022年4月1日起，所有的巴士團產品需加收燃油附加費$5/人

/天，請下單時和團費一起支付。 

  

出行須知： 

1.為保障行程順利完整，遊客有責任嚴格遵守導遊給出的集合時間。如果距離集合時間超過十分鐘，車子將離

開不予等待。竭誠提供準時准點服務，但如遇到天氣、交通、機械故障、罷工、政府停擺以及戰爭和恐怖襲擊

等不可控因素，我司無法保證按時按點到達接送地點。由此原因導致的行程延誤進而給客人帶來任何的不便或

產生相關航班、火車或大巴費用以及其他旅遊費用等額外費用的，我司概不負責。 

2. 有權在方便出團操作的情況下，在途中將遊客從原車換到另一輛車並指派不同導遊和司機提供服務。 

3. 以下建議會幫助您更快更好的登記報到：需攜帶有效身份證件( 內附照片)；請出示紙質版或電子版行程單。 



4. 根據日本觀光局的規定，跟團行程期間，遊客不得脫離團隊行程而自行活動，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5.行程中的贈送項目，如因交通、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不能贈送的、或因您個人原因不能參觀的，費用不

退，敬請諒解。 

6.根據相關法律，參團期間車上禁止吸煙，絕大多數酒店房間也禁止吸煙；酒店的清潔人員都受過專業訓練，

保安人員也會專業的留下證據，一旦被發現，會產生清潔費用。這項費用由客人自己承擔，我司概不負責。若

有吸煙需要，請到專門的吸煙區。 

7. 所有行程一律不允許帶寵物和動物參團。 

8.過境時需檢查行李。遊客需要在過境處向海關申報需繳納關稅的物品。對過境的行李不承擔看管責任。遊客

必須在過境處認領所有的行李才能繼續行程。沒有遊客認領的行李不能過境。若不幸遊客被拒絕入境，不提供

免費巴士送客。故請在參加跨境團前備齊相關證明和文件。 

9.團隊行程中如有自由活動安排，如客人有自己的安排行程，請一定注意財務與人身安全。千萬不可與當地非

正規旅行社私自接洽活動項目，若由此產生人身傷害、法律責任或財產損失等等，均由客人自行承擔相應責任

。 

10.根據日本國情，日本人都非常有節能環保的的意識，鑒於此司機對旅遊大巴車輛啟動空調的時間亦有要求，

旅遊者可能結束遊覽後，進入旅遊大巴時，溫度冷熱還不太適宜，請平靜下來等待空調調整溫，不變之處情景

理解。 

11.境外行程中客人自行購買的物品，屬遊客個人消費行為，根據日本商品管理條例，商品一經賣出，概不退換

，請各位貴賓在買之前，仔細考慮清楚。如因此產生的商品糾紛或損失，請貴賓自行承擔責任，旅行社不承擔

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