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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KKAIDO DETAIL 北海道详情

北海道是日本四个主
要岛屿中第二大，最
北端和最不发达的岛
屿。冬季气候严峻
，降雪量大，低于零
温度，海面结冰，而
夏季则不如该国其他
地区炎热潮湿。

北海道自然未被破坏
，吸引了许多户外爱
好者，包括较冷季节
的滑雪者和单板滑雪
者。

当然六月（JUNE）
至九月（SEPT）适
合远足者，骑自行车
的人和露营者。

Hokkaido (北海道, Hokkaidō) is the second largest, northernmost and least developed of Japan's 

four main islands. Its weather is harsh in winter with lots of snowfall, below zero temperatures and 

frozen seas, while in summer it does not get as hot and humid as i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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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中,商人第一次被看重大約在400年前的江戶時代,以這個時代為主題,將商人形成的文化中、具
有人氣的遊樂或表演、街頭演出等,加以再現的時代主題樂園,其他還有以象徵江戶時代的忍者和名妓為主角的設
計。

Noboribetsu Date Jidai Mura Village - Learn about the people’s daily lives during Edo Period at Nagaya area. 

Learn how to throw ninja stars, knives, or arrows at Taiken Dojo.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500 for every round 

but hit the bullseye and you’ll get a prize.

2. ITINERARY 行程

登别伊达时代村



2. ITINERARY 行程

从函馆山顶俯瞰，就能观赏到被《米其
林绿色指南•日本》评为三星的景观，
三星为最高评价，意为“值得专程一游”。

Awarded the highest rating of three stars 
in the "Michelin Green Guide Japon", the 
view from Mt. Hakodate is described as 
"worth taking time out to see."

函館山からの夜景
Hakodateyama karano Yakei

第三天 HAKODATE – NOBORIBETSU 函馆 -登别

提起海鮮，大家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大名鼎鼎的築地市場，怎麼會想到還有這麼一個超越築地市場的存在？至今
已屹立71年的「函館早市」，是來北海道旅遊絕對不可錯過的地方。
Hakodate Asaichi (Morning Market) boasts approximately 250 stores offering take-home souvenirs, in 
particular, seafood products. 

Hakodate Morning Market



2. ITINERARY 行程

Noboribetsu Onsen (登別温泉) 
is Hokkaido's most famous Hot Spring resort. A large amount of Noboribetsu's many types of hot spring 
water surfaces in the spectacular Jigokudani or "Hell Valley". Noboribetsu is part of Shikotsu-Toya National 
Park. 登别地狱谷是日和山火山喷发时形成的爆裂火山口遗迹，也是登别温泉最大的源泉。泡沫从温泉口和喷气孔喷
涌而出，泉水翻滚沸腾的景象，如同“恶魔栖息的地狱”一般，因而得名为地狱谷。

昭
和
新
山
&
熊
牧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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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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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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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TINERARY 行程

余市蒸餾所
Nikka Whisky Yoichi Distillery

Nikka whiskies have been recognized to 
rank among the world's best single malt 
whiskies and have won numerous 
awards.

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竹鹤对品质和传统的
坚持。从日果建厂以来，如论市场如何
变化，他对品质的追求，对酿造最纯正
的威士忌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从这个角
度讲，竹鹤政孝，“日本威士忌之父”，
清酒商的儿子，骨子里从未改变过。

第四天小樽/札幌 Around Otaru & Sapp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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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幌钟楼

Clock Tower (Tokeidai)



2. ITINERARY 行程

北海道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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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rmer Hokkaido Government Building is a red 

brick, dome-topped, American Neo-Baroque structure that 

was built in 1888 and declar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perty i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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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小路购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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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ukikoji Shopping Arcade

第五天 SAPPORO/札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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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TINERARY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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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hronological table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Farm Tomita through photos, from 1897 (Meiji 30), 

when Tokuma Tomita started plowing the 

wilderness of Nakafurano. He is the grandfather of 
Tadao Tomita, who launched lavender cultivation.

富田农场 x 拼布之丘
Tomita Farm x Patchwork Hill

パッチワークの路

遼闊爾美麗的丘陵地帯令遊客陶醉。
美瑛還是日本CM廣告和招貼海報裡經常出
現的日本著名外景地，可觀賞一年四季變換
無窮的美麗動人的大自然的優美風景，感受
北海道大自然的美麗，是日本北海道旅遊經
久不衰的觀光熱點。



2. ITINERARY 行程

MITSUI OUTLET PARK

拍照打卡累了吗？
那么就带你们SHOPPING够够力~

第七天
酒店前台领了早
餐后，一同前往
机场办理登记回
马，结束了这美
好又难忘的旅程。
Breakfast will be 

prepare from 

HOTEL & take 

away to Airport.

3. HOTEL 酒店

三井奧特萊斯購物城

函館 HAKODATE we will choose

皇家酒店 Hotel Hakodate 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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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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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4*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吃到饱日式刷刷锅

しゃぶしゃ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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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ホッケ或ほっけ

必 TRY 的道地美食

*花鱼一夜干？是什么？

烤成金黄色调，开动！魚肉的鹹淡
正好，不使用了醬油也很好吃呢！

*图片仅供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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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天4晚北海道彩季节之旅

出发日：02，09，14，16 JUL 2020

7天5晚北海道（札幌+函馆）彩季之路

RM 6298/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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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TRY 的道地美食

*花鱼一夜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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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