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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kaido is considered winter for one third of the year, and it will 

officially enter the summer climate from July to August. In the early 

summer season, various flowers began to bloom, and Xu Feng 

was quite comfortable. Areas near the Pacific Ocean are often 

covered by clouds and fog, so they feel colder.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apporo, Asahikawa and Hakodate will reach 

around 23 ° C.

1. HOKKAIDO DETAIL 北海道详情

去北海道赏花的最佳季节
是什么时候？天气情况？

北海道堪稱一年有3分之1都
是冬天，7～8月就會正式進
入夏天的氣候。初夏季節來
臨，各式各樣的花卉開始盛
開，徐風吹拂相當舒適。靠
太平洋側的地區常有被雲、
霧覆蓋的日子，所以有體感
較冷的時候。札幌、旭川和
函館等地的平均氣溫將會來
到23℃左右。



第一天
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集合后，与我们LV专业领导一同乘坐亚航X航空前往千岁机场。

Meet out with our LV friendly Tour Leader and depart from KLIA 2

第二天 简单梳洗后，我们将前展开我们的北海道之旅啦~~~ START TOUR

登別伊達時代村可以說是北海道內最具日本傳
統模樣的地方了。整個村莊就是一個大型戶外
攝影棚，怎麼拍都好看。时间配合到的话，还
可以觀賞許多精彩表演呢~

Noboribetsu Date Jidai Village likes a outdoor 

studio, it also a highlighting the Edo Period of 

Samurai town.

JIGOKUDANI (HELL VALLEY)

登别地狱谷”，它是火山爆发后，由
熔岩所形成的一个奇形诡异的谷地；
灰白和褐色的岩层加上许多地热自地
底喷出，形成特殊的火山地形景观。

450 metres wide crater formed by 

Volcanic eruptions.

登别伊达时代村

2. ITINERARY 行程

地狱谷



2. ITINERARY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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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HOWA SHINZAN

•昭和新山是一座位於日本北海道有珠郡壯瞥町的火山。
昭和新山的山體正在逐漸縮小中。它的附近呢。也就
是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熊熊牧场了~

SHOWA SHINZAN BEAR RANCH

•牧場裡面的熊大約有100隻左右。牠們的名字叫蝦夷
棕熊，裡面的區域有不少。依年紀來作區分。完全不
怕生，看到有人來就會自動站起來招手，模樣相當的
可愛。還會為了討食，會出現站立雙手拜託拜託的景
象，可爱到爆炸！

第三天 SAPPORO
小樽 跑跑 ~  札幌市区游~

Hokkaido Otaru 
小樽运河

小樽最出名的玻璃工业，也让这个城市有“灯的故乡”等
美誉，看精致的玻璃工艺，是小樽另一种浪漫。

Otaru's most famous glass industry also gives the city its 
reputation as "the hometown of lights."

OTARU MUSIC BOX MUSEUM
小樽音乐盒博物馆



白い恋人Chocolate factory是白色恋人巧克力夹心饼
干和冰淇淋的生产地和展示地，更是一座洋溢着英
伦气息的欧式古典城堡。它为主题的观光景点，可
以随便拍照，随便打卡。

2. ITINERARY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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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觀光勝地之一。是一棟聳立在街道中大樓之間
的美麗歷史建築物，按照欣賞的角度和拍照方式，也
會使魅力倍增。拍出來的照片不僅如畫一般，還可以
充分的學習到時鐘的裝置和構造與歷史喔！

札幌钟楼

Clock Tower (Tokeidai)
is a symbol of Sapporo. The building was constructe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Sapporo's development 
in 1878 as a drill hall of the Sapporo Agricultural 
College.



以“红砖厅舍”的爱称而闻名的砖结构建筑，建于1888年，
是美国风格的新巴洛克式建筑。当地人昵称为「红砖
楼」。然后前往狸小路于地下购物街及毗邻的百货商店
区购物，这里有超过150家的流行服饰店、餐厅、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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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TINERARY 行程

The Former Hokkaido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 is a red brick, 

dome-topped, 

American Neo-

Baroque structure that 

was built in 1888 and 

declar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perty in 

1969.

第四天 SAPPORO/札幌

酒店早餐后，自由活动。
After breakfast, FREE & EASY by own leisure.

Tanukikoji is one 

of Sapporo's most 

famous spots. At 

this shopping 

arcade, you’ll be 

able to 

experience 

shopping and 

tasting various 

Hokkaido 

specialties.



2. ITINERARY 行程

如果普羅旺斯太遙遠，呵呵~ 那麼必定要来到富良野尋
找傳說中的薰衣草花海吧~  而讓富良野和薰衣草劃上
等號的不得不提「富田農場 FARM TOMITA」& 拼布之
丘 PATCH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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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打卡累了吗？
那么就带你们SHOPPING够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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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TEL 酒店

新雪谷 NISEKO we will choose

Hilton Niseko Hokkaido 5*

札幌 SAPPORO we choose

Hotel Lifort Sapporo 4*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3. HOTEL 酒店

北广岛KITAHIROSHIMA we will choose

KITAHIROSHIMA Classe 4*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焼肉 + 品尝3种螃蟹

特別安排優質餐食，品嘗北國著名
三大螃蟹(帝王蟹+毛蟹+長腳蟹) 不
吃，拍照都很腻害！

*图片仅供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

江戶時代著名的《料理物語》就
有提到燒肉的作法，主要是將肉
燒烤後，沾著醬油、味噌、味醂
和砂糖所製成的醬料。



4. FLIGHT 航班

D7550 2330 – 0805 KUL – CTS

D7551 0920 – 1700 CTS – KUL 

出发日： 12, 19 JULY 2020

6天4晚北海道彩季节之旅 RM 5698/全包

吃到饱日式刷刷锅

しゃぶしゃぶ

涮涮锅有时候所使用的
汤底是用柴鱼或鸡骨、
大骨去熬的，再加以盐
或者味增简单调味。

This particular way of 
eating hot pot dining 
originated in Osaka 
during the 1950s but has 
since spread all across 
Japan and even to other 
countries.

一夜干则是源自北海道特有的渔获保存方式，
将当日新鲜捕获的花鲫鱼剖开去内脏后再以
低温盐水浸泡，经浸泡过的渔获风干于北海
道冷风。经过一夜冷风吹，鱼肉则变得扎实，
鱼体内含有的脂肪经过盐水腌制及风干处理，
鱼肉不仅不油腻还增添风味。

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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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TRY 的道地美食

*花鱼一夜干？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