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io Plaza
www.keioplaza-sapporo.co.jp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6699 每位 $6699 每位 $6699

札幌駅步行約5分鐘

Dormy Inn Annex
www.hotespa.net/hotels/sapporo_ax

2人行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DOUBLE

每位 $6599 每位 $6599 每位 $6599

札幌駅步行約15分鐘

Sunroute New Sapporo
www.sunroutenewsapporo.jp

2人行
SEMI DOUBLE

3人行
TRIPLE

4人行
2*SEMI DBL 

每位 $6399 每位 $6399 每位 $6399

薄野駅步行約5分鐘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 香港至札幌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 3 晚札幌市住宿
◆ 包賞花全天遊連便當午餐*共乘車*

◆ 無線寬頻上網
◆ 專業旅遊顧問提供行程安排建議
◆ 0.15% 旅遊業協會賠償基金
◆ 所有格價均以現金為準
◆ 套票價格不包括任何稅項
◆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24-31Aug +700 Sunroute, Dormy 

Fri, Sat
13-15Jul,
10-12Aug

+200

5-7Jun, 27-30Jun +1400
Keio Plaza / Okura
JR Tower +400

11Jul-23Aug +2200

札幌4天自遊行 出發日期: NOW - 6 AUG 19

不可錯過北海道賞花季

出發時間: CX 580 0915-1450
回程時間: CX 581 1600-2055

PKG CODE: CTS_TOU1_5/24/2019
Copyright©2019-2020 Muse Travel Ltd. -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富田農場 美瑛四季彩之丘
1日 全天 拼車 自遊團

免小費

*景點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取消或縮短參觀時間,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理解

包一天全天遊
札榥 → 富田農場 → 美瑛・四季彩之丘*含便當午餐* → 
白金・青池 → 深山嶺展望台 → 富良野市場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旺 角 9299 0108                                                               9010 2698 銅鑼灣電話: 2388 5222 電話: 2388 5233                                                              : 853-6310 2857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19樓D室 : 86-155 075 66892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musetravel                                    www.musetravel.com                               info@musetravel.com

https://goo.gl/JWM9Jk
https://goo.gl/JWM9Jk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5dtsXW
https://goo.gl/9fkhGZ
https://goo.gl/9fkhGZ


【0830 JR 札幌站】JR 札幌站北口 鐘之廣場準時集合 **6 月 27,28,30 日、7 月 1,6,9,17,22,27 日、8 月 1 日改為 07:40 出發**
【富田農場】停留約120分鐘, 探訪夢幻的紫色薰衣草花海. 全日本規模最大的薰衣草田，寬廣到園內還提供「薰衣草巡迴巴士」，帶遊客輕鬆造訪農
場內各處花田
【美瑛・四季彩之丘】停留約30分鐘*含便當午餐* , 這裏不佐有薰衣草，還有金魚草、秋明菊、牽牛花等多達數十種的花卉，照顏色分門別類地排列
在美瑛山坡。從6月花季開始由鬱金香打頭陣，直到7月的薰衣草、8月的秋明菊等…
【白金・青池】停留約30分鐘, 又稱「白金青池」、「美瑛白金青池」。 以其青色的水池顏色而著稱. 到如今廣為人知的熱門景點，許多到美瑛一遊的
民眾，都想來窺視青池之美
【深山嶺展望台】停留約30分鐘, 眺望十勝岳山脈美景的絕好的觀景點。在群山的背景下，熏衣草和罌粟花田的五彩繽紛的自然風景更顯獨特動人
【1930 JR 札幌站】解散 *下車位置或會因周圍交通情況影響而與上車位置不同, 詳細情形請於當天向領隊查詢*

包全天遊 隨英語/國語司機
札榥 → 富田農場 → 美瑛・四季彩之丘*含便當午餐* → 白金・青池 → 
深山嶺展望台 → 富良野市場

*景點遊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取消或縮短參觀時間,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敬請理解

提供您最貼心的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大通公園 】札幌的招牌景點，公園內四季的景色各異，不同的花卉林木呈現不同的風情
【電視塔】白天與晚間呈現不同的顏色與型態，不要以為電子鐘是24小時服務，它在每天晚間12:00至早上5:00左右區間是會熄燈的 (熄燈時間會依日
出日落時間會做調整)，主要是為了節省能源保護地球
【鐘樓】札幌時計台外觀為80年代美國西部木造建築

香港 札榥 → 大通公園 → 電視塔 → 白金・青池 → 深山嶺展望台 → 富良野市場

【北之森花園 】這裡除了餐廳、土產店外還有一個熊牧場
【滝上町・瀧上芝櫻公園】200多個品種色彩繽紛的鬱金香綻放淋漓盡致每年茫茫7公頃garden. 每年5月1日至六月上旬，當暮春來到了鄂霍次克地區
，鬱金香博覽會公園舉行，吸引了眾多遊客

北之森花園 → 滝上町・瀧上芝櫻公園

札榥市區自由觀光→機場 香港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圖片僅供參考◆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旺 角 9299 0108                                                               9010 2698 銅鑼灣電話: 2388 5222 電話: 2388 5233                                                              : 853-6310 2857
彌敦道582-592號信和中心2105室 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19樓D室 : 86-155 075 66892

澳門熱線

國內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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