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02- 2563-4633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北海道】星野度假村２晚、滑雪教練教學、三大螃蟹 5 日
12/02、12/04、12/09、12/11
12/05、12/06、12/12、12/13

NT:47,8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NT:48,800 元/人 含稅 (不含導領小費)

行程特色
【12/1 起就可滑雪囉】針對初學者企畫的滑雪行程
【包含 2 個小時專屬教練(中文)+ （滑雪＋雪鞋＋滑雪杖＋滑雪服）或（雪地滑板＋雪地滑板雪鞋＋
滑雪服）＋小物品套裝（手套、滑雪鏡、帽子）+滑雪吊椅 1 次】教練是 10 人一組,小組教學,不怕學
不會，小小孩(3-6 歲)也不用怕 備有小小孩專屬教練 安全又好玩

參考航班
天數
第1天
第5天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08:40
13:30
桃園 / 新千歲
中華航空
CI 130
15:00
18:10
新千歲 / 桃園
中華航空
CI 131
＊ 以上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仍需確認以當團之班機為主 ＊

飛行時間
3 小時 50 分
4 小時 10 分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北海道新千歲國際空港→星野度假村（ＴＯＭＡＭＵ）
【星野度假村】
有 40 個大安森林公園大小的星野 TOMAMU 渡假村，是個擁有飯店、滑雪場及高爾夫球場的渡假村，佔地
幅員寬廣，擁有全日本最大的人工海浪泳池。
【自費推薦~安藤忠雄‧水之教堂】是世界級的建築大師「安藤忠雄」的經典教堂建築名作與梁靜茹
【崇拜】MV 拍攝之地。巧妙運用清水混凝土、幾何形狀、光與影、固體與流體等對比，呈現安藤大師
的獨特建築概念與風格。在此立下誓約，似乎更能表達戀人們永恆貞堅的愛情。
【木林之湯】坐落在森林裡的露天大浴場，天氣晴朗的夜晚可以望見滿天星斗；下雪的季節裡，被近
在咫尺的白雪圍繞，十足的夢幻情境。
【微笑海灘】日本最大的室內人造海浪游泳池，長 80 公尺寬 30 公尺，不管陰晴雨天，無論四季變
換，置身其間，一波波浪花就像記憶中的熱帶雨，為您帶來一陣陣教人舒暢身心的節奏和溫度。
特別說明
1. 水之教堂敬請【自行前往】參觀，開放時間：21:00~21:30，若遇有婚禮舉行基於新人家族隱私
則取消入內參觀，敬請理解。
2. 水之教堂是日本極有人氣的結婚會場，常有婚禮舉行，為了不打擾神聖幸福的儀式，僅能在教會
外面進行參觀；敬請抱著祝福的心情安靜地參觀；若要拍攝新人及其家族，務必先徵得其同意，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3. 木林之湯營業時間為 15:00~23:00（最後入場時間為 22:00），備有浴巾。住客可免費使用木林
之湯，請向浴場櫃檯出示 check-in 時交付的 free pass。
4. 木林之湯為露天風呂，並非溫泉，敬請注意。
5. 微笑海灘營業時間為 11:00∼20:00，備有浴巾。住客可免費使用微笑海灘，請向浴場櫃檯出示
check-in 時交付的 free pass。但未包含浴袍、游泳圈等自費租借物品。
6. 微笑海灘不接受有紋身、刺青客人入場，尊重日本當地風土民情，敬請見諒。
7. 冬季設施 ICE VILLAGE 愛絲冰城＆冬季雪上活動 之實際開放日期以及營業時間以官網公布為
準。
8. 星野度假村經常滿房，若因飯店超賣致使無法入住，改住其他飯店時，則每人退費ＮＴ２００
０，敬請諒解。
X：溫暖的家

X：機上套餐

飯店內自選餐

星野 TOMAMU 渡假村 HOSHINO RESORT RISONARE TOMAMU 或星野 TOMAMU 度假村
(TOWER) HOSHINO RESORT TOMAMU THE TOWER 或同等級旅館

第 2 天 住宿飯店霧冰纜車(冬季限定)(預定 2018/12/01-2019/04/03)(自行
前往)→全日雪場滑雪活動【包含 2 個小時專屬教練(中文)+ （滑雪＋雪鞋＋
滑雪杖＋滑雪服）或（雪地滑板＋雪地滑板雪鞋＋滑雪服）＋小物品套裝
（手套、滑雪鏡、帽子）+滑雪吊椅 1 次 】
【全日滑雪活動】由專業教練提供初次滑雪的客人相關學習技巧、並陪同練習與修正滑行姿勢；擁有
滑雪經驗的人也能從初級技巧得到進階技術的學習建議、並一同挑戰中級難度以上的雪道。
特別說明

1.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
賓，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接受
報名，不便之處，請見諒謝謝。
2. ★本行程為雪場套票活動(SKI 全套、滑雪吊椅、教練) 恕無法拆開報價謝謝。
3. ★本行程共包含(滑雪吊椅)一日 《請妥善保管，遺失無法補發》。
4. ★本活動採團體教學，孩童上課下限為國小一年級以上(含)；但小三以下孩童需要家長陪同，以
協助處理突發狀況。
5. ★10-12 人小班制分級教學，中文滑雪教練教您正確的滑雪技巧。
6. ★滑雪教學為您的安全考量限 6 歲以上兒童參加。
7. ★出發前一星期要告知選擇的滑雪裝備，因為課程安排的緣故，在外站不可更改，敬請見諒。
8. ★請於出發前一星期提供身高、體重、腳長(公分)，以利滑雪器具租借前置作業，謝謝 。
貼心提醒
TOMMAU 開放滑雪期：2018 年 12 月 1 日∼2019 年 4 月 1 日
消費抵用券(日幣
方便遊玩∼敬
飯店內
3800 元)可於渡假
請自理
村內自選餐廳使用
星野 TOMAMU 渡假村 HOSHINO RESORT RISONARE TOMAMU 或星野 TOMAMU 度假村
(TOWER) HOSHINO RESORT TOMAMU THE TOWER 或同等級旅館

第 3 天 住宿飯店→藍白美冬∼美瑛（聖誕之樹．七星之樹．親子之木．Ken
& Mary 之樹．Mild Seven 之丘∼青池∼藍河鐵橋∼白鬚瀑布→【名瀑百選】
流星 銀河瀑布→層雲峽溫泉或溫根湯溫泉或旭川市區
【沁藍青池】青池度過長久的冬季，正在等著殘雪融化，但清晨氣溫仍然寒冷，有時還會出現水面凍
結的現象。結凍的水面就像白沙般，發揮對比的作用，讓結冰水面隙縫間的深藍色澤更顯動人美麗。

飯店內

日式海鮮鍋
定食

和洋式自助
百匯或溫泉
會席料理或
燒肉自助餐

層雲峽溫泉 朝陽亭飯店 SOUNKYO CHOYOTEI HOTEL 或層雲峽溫泉 觀光大酒店
SOUNKYOU KANKOU HOTEL SAIKA 或層雲峽溫泉 大雪飯店 HOTEL TAISETSU 或層雲
峽溫泉 層雲閣格蘭大飯店 SOUNKAKU GRAND HOTEL 或星野旭川 OＭＯ７飯店 或
旭川藝術酒店 Art Hotels Asahikawa 或旭川 客樂森(CRESCENT)飯店 HOTEL
CRESCENT ASAHIKAWA 或同等級旅館

第 4 天 住宿飯店→小樽運河浪漫紀行（北一硝子館、音樂盒本堂、銀鐘咖
啡屋【品嘗冰或熱咖啡+小點心＆杯子帶回家】、北 樓【贈送夢不思議泡芙
一個】）→札幌摩天輪 nORIA→免稅店→札幌市區或北廣島市區或定山溪溫
泉
【小樽運河】開鑿於 1914 年，共花費 9 年時間於 1923 年完工，全長 1,140 公尺、寬 20 公尺~40 公
尺，沿岸紅磚倉庫鱗次櫛比，印證小樽昔日媲美紐約華爾街的繁榮景象，各國文化的湧入，交融出小樽

不同於日本其它港都的異國風情。後因空、陸運發達而逐漸沒落，但街道上依然保存當時運河、倉庫等
石造建築風貌，散步於此更感羅曼蒂克。到了傍晚時分，石板街道和兩旁亮起的汽油燈使城市充滿了懷
舊氣氛。
【小樽音樂盒堂】音樂盒專賣店，店裡陳列展示及販賣由世界各國收集、共有 3,000 種以上精緻的古
董與現代的音樂盒，另外還有極具收藏價值的洋娃娃音樂盒以及自動演奏的音樂盒等，真是琳瑯滿目，
美不勝收。
【特別贈送~銀鐘咖啡屋】特別安排品嚐香醇美味的咖啡＆小點心一份，品嚐後還可將精巧可愛的咖啡
杯帶回作紀念，留下旅途中最深刻的美好回憶。
【北一硝子】小樽是日本最先引進玻璃製品的，因此以日本玻璃工藝聞名，除了原創的玻璃製品外還
有來自世界各地玻璃製品，燈罩與飾品，個個都帶有溫馨或古拙的氣息；最著名的是絕不漏滴的典雅醬
油瓶。現在北一硝子昔日的倉庫改裝為復古風的咖啡館。
【札幌摩天輪 nORIA】繁華商圈薄野附近的複合式商業大樓「NORBESA」。映入眼簾的巨大摩天輪
nORIA 就在 7 樓屋頂上，不只有從山上才能一覽札幌的風景，搭乘摩天輪也可在札幌來趟空中散 ，可
看見北海道百年紀念塔、札幌巨蛋、札幌藻岩山空中纜車、札幌電視塔等地標。
特別說明
1. 特殊安排：於【銀鐘咖啡屋】品嘗冰或熱咖啡，不喝咖啡者可換茶或果汁一杯。每個時段提供的
杯子及小點心各有不同，請懷抱著驚喜的心情，看看這次您會拿到什麼樣的咖啡杯呢？再加碼贈
送：每人一個【北菓樓∼夢不思議鮮奶泡芙】。
2. 門票景點：札幌摩天輪 nORIA￥５００
3. 入內參觀：小樽音樂盒本堂、銀鐘咖啡屋、北一硝子館。
飯店內

小樽石狩鍋+烤花魚
涮涮鍋或日式燒肉+三大
定食（或握壽司和
螃蟹吃到飽＆酒水無限
食膳）
暢飲
札幌 宜必思尚品札幌酒店 IBIS STYLES SAPPORO 或東急札幌卓越大飯店 SAPPORO
EXCEL HOTEL TOKYU 或札幌 奎因特薩酒店 QUINTESSA HOTEL SAPPORO 或 LA’
GENT STAY 札幌大通 LA’GENT STAY SAPPORO ODORI 或札幌 艾米西雅酒店(原札
幌喜來登) HOTEL EMISIA SAPPORO 或札幌 東急 REI 酒店 SAPPORO TOKYU REI
HOTEL 或札幌 提馬克城市飯店 T MARK CITY SAPPORO 或札幌 北廣島 CLASSE
HOTEL SAPPORO KITA HIROSHIMA CLASSE HOTEL 或定山溪溫泉 鹿之湯飯店 HOTEL
SHIKANOYU 或同等級旅館

第 5 天 住宿飯店→北廣島三井暢貨中心→新千歲國際空港/桃園國際機場
【北廣島三井暢貨中心】北海道最大規模的暢貨園區，除了海外奢侈品牌外，從各種時裝，到運動用
品、生活雜貨等包羅了國內外人氣品牌約 130 家店鋪。此外，容納 650 個席位的大型美食街，以及匯集
熱門甜點、豐富名產的「北海道開心農莊」等也受到了本地顧客和觀光客的青睞。
心
飯店內

X：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X：機上套餐

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
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