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幌出发一日游/半日游
＜预约方法＞ 通过email接受预约。
→ info@bluesky-travel.co.jp

※「小孩」指3岁到11岁。2岁以下的小孩需要坐席时收小孩的费用。
※所有的路线不设汉语导游，如果客人需要导游的话加收汉语导游派遣费。费用包括派遣费、巴士费、餐费。

截止到乘车日前10天。

※有 多语言 标志的路线以「多语言导览系统 (日文、英文、中文、一部分路线也有韩文)」进行车窗观光导览介绍。
※我们收预定手续费（540日元/路线）。札幌市内提供免费送票服务。到新千岁机场送票服务另收3,000日元的费用。

【札幌市内路线】
行程名称

说明

行程简介

出发日

所需时间

费用(日元）
大人
小孩

多语言
北海道著名巧克力饼干“白色恋人
”制造工厂的主题公园以及“北海
上午路线
A1
白色恋人公园和场外市场 道神宫”、海鲜市场 “场外市场”
以4小时的时间巡游这些观光景点。

9:30札幌站巴士总站～ 北海道神宮 <25分钟>～白色恋
人公园巧克力工厂 <65分钟>～中央批发市场场外市场
(购物 自由午餐) <65分钟> ～时计台（钟楼）巴士站
〈13：3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3：35到达〉

4/1～10/31
每天

4小时

2,600

上午路线
A2
大仓山＆羊之丘路线

8:50札幌站巴士总站～大仓山跳台滑雪竞技场〈65分钟
〉～札幌羊之丘展望台〈30分钟〉～札幌巨蛋体育馆〈 4/20～11/11
11：35〉～薄野〈12：10〉～时计台（钟楼）巴士站〈
每天
12：15〉～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2：20到达〉

3.5小时

2,600

1,300

1,300

・ 4月20日大仓山吊椅式缆车将进行定期
检查 ，无法乘坐。
・ 举办夏季跳台比赛的时候无法乘坐吊
椅式缆车。另付300日元的入场费（自
21,600
费）的话可以参观比赛。
・ 札幌巨蛋体育馆举办活动的期间，并
不提供参观活动因此不会顺路接送。回
市区的费用需自行承担。

1,300

・ 在中央市场场外市场就餐，则餐费由
客人自理。
・ 饮食店的营业时间一般到15：00截
止，但也有临时歇业的饮食店。
21,600
・ 因为白色恋人公园从4月1日开始维修
工程、无法参观制造车间（预定播放制
造过程的录像）。商店和院子（玫瑰庭
院）可以入场。

1,300

・ 4月9日到4月20日期间，大仓山吊椅式
缆车将进行定期检查 ，无法乘坐。
21,600 ・ 举办夏季跳台比赛的时候无法乘坐吊
椅式缆车。付300日元的入场费（自费）
的话可以参观比赛。

多语言
北海道著名巧克力饼干“白色恋人 13:10札幌站巴士总站～中央批发市场场外市场(参观、
”制造工厂的主题公园以及“北海 购物) <55分钟>～ 北海道神宮 <25分钟>～白色恋人公 4/20～10/31
下午路线
A3
每天
白色恋人公园和场外市场 道神宫”、海鲜市场 “场外市场” 园巧克力工厂 <60分钟> ～时计台（钟楼）巴士站〈

4小时

2,600

以4小时的时间巡游这些观光景点。 17：15〉～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7：20到达〉

多语言

A4

下午路线
大仓山＆羊之丘路线

参观札幌人气观光地“大仓山跳台
滑雪竞技场”以及因为有为开拓札
幌做出贡献的“克拉克博士”的雕
像而有名的“羊之丘展望台”的行
程。

14:10札幌站巴士总站～大仓山跳台滑雪竞技场〈60分
钟〉～札幌羊之丘展望台〈40分钟〉～薄野〈17：30〉
～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7：35〉～札幌站前巴士总
站〈17：40到达〉

4/1～11/30
每天

3.5小时

2,600

备 注

・ 因为白色恋人公园从4月1日开始维修
工程、无法参观制造车间（预定播放制
21,600 造过程的录像）。商店和院子（玫瑰庭
院）可以入场。
・ 午餐费由客人自理。

多语言
参观札幌人气观光地“大仓山跳台
滑雪竞技场”以及因为有为开拓札
幌做出贡献的“克拉克博士”的雕
像而有名的“羊之丘展望台”的行
程。

汉语导游
加收费用

A5

札幌一日路线

A6

A7

札幌夜景晚餐路线
（藻岩山&大仓山）

巡游札幌市主要景点的路线。带午
8.5小时
9:40札幌站巴士总站～中央卸卖市场场外市场 购物、
餐。（札幌拉面横丁的拉面）
参观（45分钟）～白色恋人公园（70分钟）～薄野 在
拉面横丁吃午餐（45分钟）～札幌羊之丘展望台〈35分
钟〉～藻岩山缆车、MORISU缆车（往返）（75分钟）～ 4/27～10/31
大仓山跳台滑雪竞技场（60分钟）～时计台（钟楼）巴 （8/10～8/13
士站〈18：1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8：15到达〉
停运）
带晚餐路线（继续）～札幌啤酒园 成吉思汗烤肉晚餐
在以上“一日路线”的基础上还附 （70分钟畅吃）～时计台（钟楼）巴士站〈20：00〉～
带晚餐的路线。晚餐是札幌啤酒园 札幌站前巴士总站〈20：05到达〉
10.5小时
的成吉思汗烤肉自助餐（70分
钟），含一杯啤酒或软饮。

在欣赏过藻岩山的夜景后，在位于
大仓山跳台滑雪竞技场的餐厅吃晚
餐。边欣赏灯火辉煌的美丽夜景边
享用晚餐，一定会成为您特别美好
的回忆。

推荐给想要深入了解北海道的各位
游客。参观北海道博物馆，在北海
北海道博物馆・ 羊之丘展 道博物馆可以观赏丰富多彩的与北
A8 望台・ 大仓山跳台滑雪竞 海道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展示。另
技场・ 白色恋人公园路线 外，还能周游羊之丘展望台、大仓
山、白色恋人公园等在札幌具有代
表性的景点。

A9 札幌市内快速巴士

2.5小时的车程中，沿途从车窗欣赏
札幌名胜的特别路线。对于想先把
握札幌的全体概况，找出兴趣所
在，随后再自己去那里好好游玩的
人来说，这个路线再合适不过了。

6,500

3,850

8,800

6,150

・ 没有含餐的价格为大人5,600日元，小
孩2,950日元。
・ 在拉面横丁可以享用900日元以内的拉
32,400 面。若是另外加钱也可享用900日元以上
的食品。
・ 由于大风等恶劣天气导致藻岩山缆车
停运的情况下，用现金退回缆车票价。
・ 举办夏季跳台比赛的时候无法乘坐大
仓山吊椅式缆车。另付300日元的入场费
（自费）的话可以参观比赛。
・ 跳台滑雪竞技场的营业时间到18点截
止，因此，若是堵车等原因迟到的情况
35,600 下，无法保证60分钟的参观时间。
・ 4月27日、28日大仓山吊椅式缆车无法
乘坐。4月27日-30日奥运博物馆无法参
观。

18:00札幌站巴士总站～藻岩山缆车、MORISU缆车（往
返）<70分钟>～大仓山跳台滑雪竞技场<85分钟>（LAMB
DINING 晚餐：成吉思汗羊肉烤肉、蔬菜70分钟随便吃+
甜点，自由参观大仓山夜景）～时计台（钟楼）巴士站 4/21～11/3
〈21：4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21：45到达〉
（8/10～8/13 3.5小时
※由于大风等恶劣天气导致藻岩山缆车停运的情况下，
停运）
将由以下行程运行。 18:0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大仓山
跳台滑雪竞技场（LAMB DINING 晚餐）<85分钟>～札幌
市时计台（钟楼）<20:2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20:25>

5,000

4,000

・ 由于大风等恶劣天气导致藻岩山缆车
停运的情况下，用现金退回缆车票价。
・ 晚餐包括一杯啤酒或软饮。追加的饮
21,600
品将由客人自己负担。
・ 一人单独参加的情况，有可能与另外
一个单独参加的顾客坐在同一桌。

9：00札幌格兰饭店～ 北海道博物馆<90分钟>～羊之丘
4/21～10/31
展望啤酒园（午餐）<60分钟>～羊之丘展望台<45分钟>
（每周一
～大仓山跳台滑雪竞技场<60分钟>～白色恋人公园<110
停运）
分钟>～札幌格兰饭店<18：00到达>

7,000

5,500

34,500

1,300

・ 停运日：6/4～6/14、8/26、10/7
・ 4/27～5/6、7/1～8/31期间每天出发
（除了8/26以外）。除此之外只在周五
18,000
、六、日运行。
・ 若途中离团，则返回札幌市中心的路
程由客人自理，不返退车费。

札幌格兰饭店～电视塔札幌电视塔～札幌市钟楼～JR塔
～北海道政府旧址～狸小路～薄野拉面街～创成川～丰
平川～中岛公园～藻岩山（远景）～圆山原始林～北海
道神宫～大仓山滑雪竞技场（呆40分钟 可以离团）～ 4/20～10/31
圆山动物园～圆山公园～札幌中央批发市场场外市场
参照备注
（呆20分钟 可以离团）～北海道大学白杨木林道（远
景）～北大植物园～大通公园～札幌格兰饭店
1天2班 ①10:00～12:30 ②13:30～16:00

9小时

2.5小时

2,500

・ 本线路最低限15人参团方可发团。人
数未达到15人时中止行程。

【小樽路线】
行程名称

说明

行程简介

配置了英文、中文、韩文多语言导
览系统，可以更了解小樽的風土民
情！这个路线安排日语导游，为各
位导览介紹。介绍导览中加入了许
多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道消息，
无论外国人、日本人都可以体验全
新的小樽的观光路线。

9:15札幌站巴士总站～小樽站巴士总站<10:05>（从这
里可以参团）～葡萄酒坊 小樽BINE(试饮‧购物)<15分
钟>～小樽运河总站(自由观光附近)〈60分钟〉 ～小樽
君乐饭店(西餐‧中餐‧甜点自助午餐)、在Wingbay小
樽购物<85分钟> ～田中酿酒厂(工厂参观‧试饮) <30
分钟> ～北一玻璃、小樽音乐盒堂 、北菓楼(自由参
观)<90分钟> ～小樽天狗山缆车、玻璃工作室（乘坐缆
车，自由参观)<60分钟> ～ 小樽站巴士总站<17：10>
（可以离团）～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8：15>～札幌
站巴士总站 <18：20到达>

这是下午出发的路线。在小樽观光
的主要街道“堺町通”，吃使用北
海道产食材的美味自助餐后，前往
天狗山山顶欣赏北海道三大夜景之
一的小樽夜景。可以在小樽站前的
巴士总站上车或下车。

14:55札幌站巴士总站～小樽站巴士总站<15:45>（从这
里可以参团）～葡萄酒坊 小樽BINE(试饮‧购物)<15分
钟>～北一玻璃、小樽音乐盒堂 、北菓楼〈90分钟〉～
Grand Park小樽（自助餐晚餐）〈80分钟〉～小樽天狗
山缆车（来回乘坐缆车)<50分钟>～小樽站巴士总站
<20:45>（可以离团）～时计台（钟楼）巴士站<21:50>
～札幌站巴士总站 <21:55到达>

多语言

B1 小樽港口故事

B2

小樽自助餐晚餐&
小樽天狗山夜景路线

出发日

4/1～11/20
每天
请参照备注

6/1～9/10
每天

白色恋人公园&
B3
小樽散步、余市路线

10：00札幌站巴士总站～白色恋人公园〈60分钟〉～小
本路线自由时间充足，游客可以自
樽运河・ 北一玻璃・ 威尼斯美术馆・ 北果楼（自由观
行安排时间享受在小樽观光的乐趣
4/22～7/14,
光）<155分钟>～余市Nikka威士忌蒸馏所（观光、购
。另外，还能顺路去因电视剧而出
8/11～10/31
物）<50分钟>～小樽站巴士总站<16:55>～时计台（钟
名的余市Nikka威士忌北海道工厂。
楼）巴士站<18:00>～札幌站巴士总站<18:05到达>

NIKKA威士忌的故乡
B4
余市和小樽路线

本路线访问因电视剧而出名的余市
NIKKA威士忌北海道工厂以及小樽。
自由时间充足，游客可以自行安排
时间享受观光的乐趣。还能顺路去
田中酒造（日本酒酿造厂）。

【富良野

9：00札幌格兰饭店～HOTEL NORD小樽（从这里可以参
4/21～5/31,
团）～余市NIKKA威士忌蒸馏所（观光、试饮、午餐）
6/1～6/30,
<195分钟>～小樽自由观光<120分钟>（可以离团）～田
8/1～8/31
中酒造（观光、试饮）<35分钟>～札幌格兰饭店<17:00
请参照备注
到达>

所需时间

9小时

7小时

8小时

8小时

费用（日元）
大人
小孩

6,000

7,300

4,500

6,200

汉语导游
加收费用

备 注

3,900

・ 天狗山缆车4/1～4/18，11/5～11/20
停运，无法乘坐。这个期间的费用为
5,200日元/人，小孩3,400日元/人。
・ 可以在札幌公园饭店、札幌格兰饭店
33,400 上/下车。详细的时间清咨询。
・ 君乐饭店的午餐基本上从12点开始，
但也有因各种原因而变更到13点开始的
情况。届时，参观的顺序有所变动。
・ 玻璃工作室周二休息。商店不休。

4,300

・ 由于恶劣天气等原因，可能无法从天
狗山上看到夜景。此外，因天气原因缆
车停止运行的情况下，将换成纪念品赠
29,800
送给顾客。
・ 6月～8月由于日落时间推迟，可能无
法看到夜幕完全降临之后的夜景。

2,600

・ 因为白色恋人公园从4月1日开始维修
工程、无法参观制造车间（预定播放制
32,500
造过程的录像）。商店和院子（玫瑰庭
院）可以入场。

4,900

・ 本线路最低限15人参团方可发团。人
数未达到15人时中止行程。
32,500
・ 6/24停运
・ 即使在小樽参团/离团也费用不变。

美瑛路线】

行程名称

C1 富良野、美瑛 四季故事

说明

行程简介

出发日

所需时间

9:00札幌站巴士总站～岩见泽高速服务区(休息)～
campana六花亭<25分>～新富良野王子饭店（自助午餐/
这是巡游“富田农场”“四季彩之 观光森林精灵阳台、风之花园等）<100分钟>（8/22～
6/1～6/26、
丘”等风景如画的花田的人气路线 10/15 110分钟）～富田农场<55分钟>（8/22～10/15
10.5小时
8/7～10/14
。您可以欣赏到当季的各种鲜花。 45分钟）～四季彩之丘<40分钟>～砂川高速服务区（休
息）～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9：25〉～札幌站前巴
士总站〈19：30到达〉

费用
大人

7,300

小孩

4,900

汉语导游
加收费用

备 注

・ 参观风之花园需另外收费（大人700日
元 小孩500日元）
38,800 ・ 由于季节及生长状况等未开花或已收
割的情况下，在路线沿线的花田有可能
没有看到花。

9:00札幌站巴士总站～岩见泽高速服务区（休息）～新
富良野王子饭店（自助午餐/观光森林精灵阳台、风之
花园等）<100分钟>～富田农场<75分钟>～四季彩之丘
<45分钟>～砂川高速服务区<20分钟休息>～札幌
FACTORY<19:20>～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9：25〉～
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9：30到达〉

C2 富良野薰衣草故事

游览在海外游客中人气极高的富良
野地区，和以富有北海道风情的广
大丘陵风景而闻名的美瑛的最受欢
迎的路线。大片的紫色薰衣草花田
是夏天北海道的代表景色。

C3 富田农场与青池、美瑛

薰衣草季节(6/27～8/6)
8:20札幌站巴士总站～北西之丘<25分钟>～青池<40分
钟>～后藤纯男美术馆（午餐）<75分钟>～富田农场<80
参观游览美瑛地区的丘陵地带，神
分钟>～岩见泽高速服务区（休息）～时计台（钟楼）
秘的青池，后藤纯男美术馆和富田
巴士站〈18：45〉～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8：50到达〉
农场。途中的美景和艺术让人陶
（6/1～6/26， 8/7～8/31）
醉，心旷神怡。
参观时间将做如下调整。后藤纯男美术馆的参观时间增
加5分钟，富田农场减少20分钟。18：35到达札幌站前
巴士总站。

6/1～8/31
每天

10.5小时

8:40札幌站巴士总站～～岩见泽高速服务区（休息）～
campana六花亭<20分钟>～富良野Wine House（午餐 小
富田农场与四季彩之丘、 本路线为今年新设的，一天之内可 芝士火锅和汉堡套餐）<50分钟>～富田农场<60分钟>～
C4
以巡游富良野和美瑛的有名景点。 四季彩之丘<45分钟>～青池<25分钟>～砂川高速服务区
青池
（休息）～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9：05〉～札幌站
前巴士总站〈19：10到达〉

6/15～8/20
每天

10.5小时

6/27～8/6
每天

10.5小时

4,900

・ 参观风之花园需另外收费（大人700日
元 小孩500日元）
38,800 ・ 由于季节及生长状况等未开花或已收
割的情况下，在路线沿线的花田有可能
没有看到花。

7,300

4,900

・ 美术馆提供多语言的导游装置（英
语，中文，韩语）。出示定期巴士票后
300日元。（数量有限）
38,800
・ 由于季节及生长状况等未开花或已收
割的情况下，在路线沿线的花田有可能
没有看到花。

7,300

4,900

・ 由于季节及生长状况等未开花或已收
38,800 割的情况下，在路线沿线的花田有可能
没有看到花。

7,300

多语言

多语言

北海道全景之行
C5
富良野、美瑛、旭山

C6

富良野・ 美瑛饱览
1DAY号

*6/1～6/26，8/7～10/11
8:45札幌站巴士总站～砂川高速服务区（休息）～
Resthouse雪之村（午餐）、参观旭山动物园<180分钟>
～富田农场<50分钟>～岩见泽高速服务区（休息）～时
一天时间内游览北海道的夏季人气
计台（钟楼）巴士站〈19：1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
景点，富良野富田农场、美瑛、旭
19：15到达〉
山动物园。
*6/27～8/6
8:45札幌站巴士总站出发，在旭山动物园的参观时间
为160分钟、在富田农场的参观时间为70分钟，19：15
到达札幌站前巴士总站

札幌市内指定酒店<8：00-8：50>～砂川高速服务区
（休息）～拼布之路（从车窗观览）～四季彩之丘（观
巴士将从札幌市内7个酒店出发，十
光、自由午餐）<70分钟>～美马牛小学（从车窗观览）
分方便。参加本线路，您可以欣赏
～富田农场<80分钟>～富良野奶酪工房<30分钟>～岩见
到最美时节的美瑛和富良野。
泽高速服务区（休息）～札幌市内指定酒店<18：2018：50到达>

6/1～10/11
每天

6/16～8/26
每天

10.5小时

10小时

7,600

7,800

5,050

・ 初中学生费用：6,800日元
・ 由于季节及生长状况等未开花或已收
38,800
割的情况下，在路线沿线的花田有可能
没有看到花。

6,800

・ 札幌市内指定酒店：ANA皇冠广场饭店
札幌/JR Tower酒店日航札幌/札幌世纪
皇家饭店/札幌王子大饭店/札幌东急REI
35,000 饭店/东急札幌卓越大酒店/HOTEL
MYSTAYS PREMIER 札幌公园
•富良野奶酪工房将赠送客人由牛奶工
房出品的牛奶冰激凌一份。

【旭山动物园路线】
行程名称

D1 旭山动物园一日游路线

D2

旭山动物园和富良野
1 DAY 郊游

说明

行程简介

出发日

所需时间

本路线是去往旭山动物园的一日
游，旭山动物园在日本全国最具人
气动物园之争中长居前两名。参观
地点只有旭山动物园一个，因此您
可以在园内停留3个多小时，尽情逛
逛这个动物园。费用中包含动物园
入场门票。

9：20札幌站前巴士总站～砂川高速服务区（休息）～
旭川动物园（215分钟）（参观，午餐自理）～砂川高
速服务区（休息）～钟楼巴士站（18：00）～札幌站前
巴士总站（18：05到达）

4/28～11/3
每天

8.5小时

札幌市内指定酒店（7：35-9：05）～砂川高速服务区
札幌市内8处指定的酒店出发到热门
(休息)～旭山动物园<150分钟>※参照备注～拼布之路
的旭山动物园的一日往返巴士旅行
（从车窗观览）～Flower Land上富良野<30分钟>※参
。顺路到花田可以观赏美丽的景色
照备注～岩见泽高速服务区(休息)～札幌市内指定酒店
。费用中包含动物园入场门票。
(18:20～19:30到达)

费用(日元）

汉语导游
加收费用

备 注

大人

小孩

4,900

2,100

32,400

4,900

・ 6/24～8/20到“富田农园”参观。参
观时间为60分钟。呆动物园的时间缩短
30分钟。
・ 札幌市内指定酒店～Gateaux Kingdom
38,800 札幌酒店/HOTEL MYSTAYS札幌Aspen/札
幌世纪皇家饭店/ANA皇冠广场饭店札幌/
新大谷Inn酒店/札幌东急REI饭店/东急
札幌卓越大酒店/HOTEL MYSTAYS
PREMIER 札幌公园

4/28～11/3
每天

10.5小时

6,500

出发日

所需时间

费用(日元）
大人
小孩

・ 初中学生费用：4,100日元
・ 午餐由客人自理。周末、节假日以及
暑假期间，动物园内的食堂及商店会非
常拥挤，推荐自带便当。

【其它地域路线】
行程名称

说明

多语言

E1

支笏湖、洞爷湖巡游

E2 絶景積丹神威岬路线

行程简介

本路线在一天时间内游览北海道两
大十分有代表性的湖泊，非常划算
。在参观过日本屈指可数的以透明
度闻名的支笏湖后，再前往以温泉
地而出名的洞爷湖。搭乘有珠山缆
车尽享雄伟宏大的景色。

8:35札幌站巴士总站～支笏湖<60分钟>（可选择支笏湖
观光船 30分钟）～蘑菇王国 大泷店（休息）<25分钟>
～洞爷湖万世阁饭店（猪肉火锅午餐、自由泡温泉）
<85分钟>～有珠山缆车（乘坐缆车、自由观光昭和新山
玻璃馆、昭和新山熊牧场等）<90分钟>～筒仓展望台
4/14～4/27,
10.5小时
<15分钟>～中山山岭<15分钟>～定山溪温泉<18:15>
5/7～11/18
（可以离团）～札幌公园饭店<18:50>～HOTEL MYSTAYS
PREMIER 札幌公园<18:52>～JASMAC PLAZA酒店<18:53>
～薄野<18:55>～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9：00〉～
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9：05到达〉

走访积丹半岛延伸地带・ 神威岬的
路线。神威岬的停车场至散步人行
道已修建完成，一路步行去岬的末
端可以欣赏绝美的景色。另外，乘
坐项目积丹水中展望船，可以观赏
到被指定为二世谷积丹小樽海岸国
定公园的断崖绝壁和翡翠般碧绿的
海景。

8:30札幌站巴士总站～小樽站巴士总站<9:20>（从这里
可以参团）～余市Nikka威士忌蒸馏所（观光、购物）
<45分钟>～岛武意海岸<25分钟>～鱗晃荘（午餐 螃蟹
火锅、刺身等海鲜）<45分钟>～神威岬（观光）<70分
钟>～積丹水中展望船<65分钟>～余市道之站<20分钟>
～小樽站巴士总站<17:40>（可以离团）～时计台（钟
楼）巴士站〈18：45〉～札幌站前巴士总站〈18：50到
达〉

5/15～9/30
每天

10.5小时

7,100

8,000

汉语导游
加收费用

备 注

5,000

・ 支笏湖观光船、洞爷湖泡温泉和熊牧
场为自由选择项目。出示车票时的优惠
价格为；观光船1200日元/人，泡温泉
500日元/人，熊牧场750日元/人。
・ 支笏湖观光船的营业日期为4/15～
38,800
11/4，其它的日子没法乘坐。观光船停
运的期间呆在支笏湖的时间缩短25分
钟，最后18：40到达巴士总站。
・ 由于大风等恶劣天气导致缆车停运的
情况下，将代替赠送给客人纪念品。

5,550

・ 由时间的关系，在余市蒸馏所无法参
观工厂。导游将为喝酒的游客提供试饮
券。喝饮料的游客不需要试饮券。
・ 项目积丹水中展望船不包含在行程中
需要另外付费。积丹水中展望船15：25
37,200
出发，所需时间约45分钟，成人1100日
元，小孩550日元。未能赶上15：25这趟
船的游客将无法乘船。
・ 积丹水中展望船停运的情况下，将在
17：55回到札幌站前的车站。

E3 巡游積丹半岛路线

10:10札幌站巴士总站～小樽站巴士总站<11:00>（从这
里可以参团）～余市道之站所（休息）～樱桃山（摘樱
巡游积丹半岛的路线。可以欣赏海
桃、午餐）<110分钟>～神威岬（观光）<60分钟>～岛
岸和神威岬的美景，还有可以享受
武意海岸<25分钟>～小樽站巴士总站<18:25>（可以离
摘樱桃的乐趣。
团）～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9：45〉～札幌站前巴
士总站〈19：50到达〉

由仁花园、
E4 北国马场主题公园和
甜瓜吃到饱

参观过日本国内最大的英国风庭院
“由仁花园”后，北海道特产“夕
张甜瓜”随便吃！随后在北国马场
主题公园欣赏牧场的景色。这是一
个可以充分领略北海道特色的路线
。回路上可以在新千岁机场、
0utlet商场RERA离团。

8:25札幌站巴士总站～由仁花园<85分钟>～参观哈密瓜
质量检查处（25分钟）～ 哈密瓜阳台（午餐，甜瓜吃
到饱）<70分钟>～北国马场主题公园<90分钟>～新千岁
机场国内航站楼<16:20>～国际航站楼<16:22>～南千岁
车站（0utlet商场RERA）<16:25>～轮厚高速服务区
（休息）～时计台（钟楼）巴士站〈17：40〉～札幌站
前巴士总站〈17：45到达〉

6/20～7/22
每天

6/15～8/20
每天

9.5小时

9.5小时

7,900

6,600

5,400

・ 午餐为成吉思汗烤羊肉。不含饮料，
买饮料自费。
・ 不吃羊肉的客人可以换海鲜。报名时
请通知我们。
36,700 ・ 3岁到5岁的幼儿的摘樱桃体验需要另
外付费（420日元）。在当地结账。
・ 樱桃农园不能带大包进去。只能带放
贵重物品的小包。大包放在车内或存放
在樱桃农园柜台。

3,600

・ 出示车票即可免费乘坐由仁花园里的
巡回巴士。
・ 6/15～19,8/11～20期间无法参观哈密
瓜质量检查。因此，回程时间会提早25
36,700 分钟。
・ 午餐时自助餐。5岁以下的幼儿的午餐
需要另外付费（600日元）。在当地结账
。
・ 甜瓜吃到饱只在午餐的时间内。

6,500

・ 本线路最低限15人参团方可发团。人
数未达到15人时中止行程。
34,500
・ 即使在登别温泉、新千岁机场离团也
费用不变。

1,800

16,200

多语言

支笏湖及昭和新山、
E5
洞爷湖、登别巡游

9：00札幌格兰饭店～支笏湖湖畔（散步）<40分钟>～
在一日之内周游人气观光地支笏湖 喷火亭餐厅、有珠山缆车、昭和新山（午餐、观光）
、洞爷湖、登别的路线。可以在登 <120分钟>～登别地狱谷<30分钟>（可以离团）～新千
别温泉、新千岁机场离团。
岁机场<16：35>（可以离团）～札幌格兰饭店<17：45
到达>

札幌出发
E6
支笏湖、新千岁机场号

4/28～10/13
出发札幌市内的饭店后观光支笏
周二、四、六
湖，最后送到新千岁机场的路线。 札幌市内指定饭店（8:05～8:30出发）～支笏湖（自由
、日
适合于当天回国或乘坐国内航班转 参观）<55分钟>～新千岁机场国内航站楼<11：15到达>
(6/15～8/29
移到东京、大阪等的旅客。
每天运行)

4/21～10/31
每天

8.5小时

3小时

8,300

2,800

・ 札幌市内指定酒店～札幌世纪皇家饭
店/札幌王子饭店//札幌东急REI酒店/东
急札幌卓越大酒店
・ 关于详细的出发时间请向我们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