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4月 24
                   5月 8, 15, 22, 29
                   6月 5, 12, 19, 26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5 晚札幌酒店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BLOCKSEATS

札幌/札幌 + 溫泉  6天

Hotel Room Type ABF Semi Double Share Twin Single Room TWN+Extra Bed

5559 5999 6199 --Comfort Sapporo  
www.choice-hotels.jp/cfsps3w9/
地下鐵南北線「薄野」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  1-30/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TWN) $100 / (Other room type) $80

7159 8259
Standard $80p.p 6799 Large Twin

7499
Quad 4 人一房

6999
7159

 1-30/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SB/TRP) $110 / (Other room type) $140

Keio Plaza Hotel 札幌京王
www.keioplaza-sapporo.co.jp
JR 札幌站步行 5 分鐘

可乘坐 ChuoBus 機場巴士直達酒店

酒店步行約 5 分鐘可到車站、百貨公司

 No DBL provided on Standard Floor

 1-27/4 入住  減收  $70 (每人每晚)

6459 6799 7559 6799Hotel Gracery Sapporo
(ex.Sapporo Washington)
www.gracery.com/hotels/sapporo/
JR 札幌站南口對面

去車站可經地下街不經地面，十分方便

Standard $90p.p
 7-28/5 期間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入住附加費  $110 (每人每晚)
 1-30/6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

(SSB) $80 / (Other room type) $150

 1-27/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  減收  $100 (每人每晚)

6199 6659 7199 6199Mitsui Garden Sapporo 
www.gardenhotels.co.jp/sapporo/
JR 札幌站西口步行 4 分鐘

$100p.p  1-2/6, 5-9/6, 12-16/6, 19-23/6, 26-30/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
(SGL) $380 / (Other room type) $240

 28/4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GL) $300 / (Other room type) $230
 8-13/5 入住附加費  $40 (每人每晚)

 3-27/4 入住  減收  (每人每晚 ) : (SSB/TWN) $70 / (SGL/TRP) $120

6159 6399 7359 6359Best Western Hotel Fino    
www.bwjapan.co.jp/finosapporo
地下鐵札幌站北口步行約 3 分鐘

$100p.p
 1-8/6, 12-30/6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

(SGL) $270 / (Other room type) $140
 9/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 (SGL) $290 / (Other room type) $230

 5-27/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  減收  $40 (每人每晚 )

8299
6999 7159 Quad

6559
6799Cross Hotel Sapporo      

www.crosshotel.com/sapporo/index.html
JR 札幌站步行約 5 分鐘

$100p.p

 1-2/6, 5-9/6, 12-16/6, 19-23/6, 26-30/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
(TRP/Quad) $160 / (Other room type) $200

 3-7/4, 10-14/4, 17-21/4, 24-27/4 入住  減收  $100 (每人每晚 )

8359
-- 7359 Quad

7199
7199Century Royal Sapporo 

www.cr-hotel.com
JR 札幌站，地下鐵南北線，東豐線札幌站地下直達

Standard $100p.p
 8-13/5 入住附加費  $80 (每人每晚)
 1-2/6, 5-9/6, 12-16/6, 19-23/6, 26-30/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

(SGL) $270 / (Other rom type) $240

 1-28/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  減收  $150 (每人每晚)

4月份出發︰
多包5天Telecom Square 
流動 WIFI router 租用服務
(每2-4位成人一部，訂房確認後自行網上預約)

26/6 出發須補附加費每位 $750 (成人) / $560 (小童)

4月份出發減收每位 $200 (成人) / $150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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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更多溫泉酒店及租車產品
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3/4 晚入住札幌市區酒店

Hotel Gracery Sapporo  
(ex.Sapporo Washington)

www.gracery.com/hotels/sapporo/
JR 札幌站南口對面，去車站可經地下街不經地面，十分方便

早餐 $90 p.p
 7-28/5 期間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入住附加費 $110 (每人每晚)
 1-30/6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SB) $80 / (Other room type) $150

 1-27/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 減收 $100 (每人每晚)

溫泉 完成入住

日期
房類 溫泉晚數 Semi Double Share Twin 3 人一房 (每位)

4 成人一房 (每位)
(SPK 市中心

安排 2 TWN)

7099 7399 7299 72991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3-5 歲 5859 / 6-11 歲 5999

7499 7699 7559 7499

Noboribetsu Daiichi

Takimotokan
登別第一瀧本館
www.takimotokan.co.jp
JR登別站乘車約 15 分鐘

至 31/5
西館 / 南館

和室/洋室

ROH

2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3-5 歲 5799 / 6-11 歲 6099
多包來回札幌至飯店的巴士費用 (需預約)
札幌站前開 14:00   第一瀧本館開 10:00

晚餐 : Buffet
 晚餐提升至 Deluxe 膳會席料理 (餐廳) : 成人 $300 / 小童 $220

 28/4 入住附加費 $220 (每人每晚)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5 晚酒店住宿或5晚住宿連早晚餐 (札幌酒店+溫泉)

入住登別、洞爺湖溫泉酒店︰
包每人登別熊牧場入場券
連來回登山纜車費用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入場券

4月份出發︰
多包5天Telecom Square 
流動 WIFI router 租用服務
(每2-4位成人一部，訂房確認後自行網上預約)

入場券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BLOCKSEATS

札幌/札幌 + 溫泉  6天

Page 2 of 4* Please refer to page 4 for remarks,  terms & conditions*

Hotel Room Type ABF Semi Double Share Twin Single Room TWN+Extra Bed

Sapporo Grand 札幌格蘭
www.grand1934.com
地下鐵札幌站步行 10 分鐘 /

可於札幌站前通地下步行直達,十分方便 !步

$120
p.p.

--
Annex Standard

<21sqm>

6599
Main Building

<20sqm>

7559

Main Building
Standard
<27sqm>

6799
Annex floor No DBL provided

 28/4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GL) $150 / (Other room type) $110
 1-30/6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TWN) $250 / (SGL) $290 / (TRP) $330

-- 5999 6399 5859ANA Holiday Inn
Sapporo Susukino  
www.ihg.com
地下鐵薄野站步行約 1 分鐘

極方便 !
$90p.p  8-12/5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TWN+Extra Bed) $110 / (Other room type) $170
 1-2/6, 5-9/6, 12-16/6, 19-23/6, 26-30/6 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GL) $430 / (Other room type) $350

出發日期︰4月 24
                   5月 8, 15, 22, 29
                   6月 5, 12, 19, 26

4月份出發減收每位 $200 (成人) / $150 (小童)

26/6 出發須補附加費每位 $750 (成人) / $560 (小童)



尚有更多溫泉酒店及租車產品
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3/4 晚入住札幌市區酒店

Hotel Gracery Sapporo  
(ex.Sapporo Washington)

www.gracery.com/hotels/sapporo/
JR 札幌站南口對面，去車站可經地下街不經地面，十分方便

早餐 $90 p.p
 7-28/5 期間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入住附加費 $110 (每人每晚)
 1-30/6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SB) $80 / (Other room type) $150

 1-27/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 減收 $100 (每人每晚)

溫泉 完成入住

日期
房類 溫泉晚數 Semi Double Share Twin 3 人一房 (每位)

4 成人一房 (每位)
(SPK 市中心

安排 2 TWN)

7259 7559 7399 7459
1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3-5 歲 5999 / 6-11 歲 6299

登別 Mahoroba 溫泉酒店

www.h-mahoroba.jp
JR 登別站轉乘巴士

7859 8059 7759 7899
多包來回札幌至飯店巴士服務

(額滿即止；札幌電視塔開 1315；溫泉飯店開 1000)

指定和室

 提升至

展望風呂付

和洋室

+$730
(每人每晚)

2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3-5 歲 6059 / 6-11 歲 6699
晚餐︰Buffet (提供北海道三大名蟹任食)

 提升至會席料理 (餐廳個室) 附加費 $240 (每人每餐)  28/4 入住附加費 $500 (每人每晚)

7399 7699 7559 74591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6499

8259 8459 8259 7999

The Lake View Toya
http://nonokaze-resort.com

乃之風為洞爺湖溫泉區最新開業之溫泉旅館之一。

其現代設計揉合日式傳統風格。每房皆可享受展望洞爺湖景。

其溫泉 - 天空露天風呂更擁整片洞爺湖美景。

另一個溫泉昭和之湯設計更是帶有「昭和年代」的氣色。

有別於傳統的溫泉旅館。

2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6999
晚餐 : Buffet

SPA
Resort 館

洋室

(2 人用) /
和洋室

(3-4 人用)

 24-27/4 入住 減收 $60 (每人每晚)
去程巴士（札幌站南口） 回程巴士（洞爺湖畔亭發車）

札幌站南口出發 乃之風 乃之風 札幌站南口到達

13:30 16:00 10:00 12:30

可代安排

札幌接駁

巴士
(必須與

套票一同

預訂)

JR 札幌站 – JR 特急 Super 北斗︰

至洞爺站下車 (約 105 分鐘) 於洞爺站前乘的士或道南巴士約 15 分鐘

巴士集合點 (札幌)

札幌市中央區北 5 條西 2 丁目

長途車總站 EAST 大樓 2 層，

出發 30 分鐘前開始集合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5 晚住宿連早晚餐 (札幌酒店+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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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登別、洞爺湖溫泉酒店︰
包每人登別熊牧場入場券連來回登山纜車費用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入場券

4月份出發︰
多包5天Telecom Square 
流動 WIFI router 租用服務
(每2-4位成人一部，訂房確認後自行網上預約)

入場券

入場券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BLOCKSEATS

札幌/札幌 + 溫泉  6天
出發日期︰4月 24

                   5月 8, 15, 22, 29
                   6月 5, 12, 19, 26

4月份出發減收每位 $200 (成人) / $150 (小童)

26/6 出發須補附加費每位 $750 (成人) / $560 (小童)



套票包括：
來回香港航空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5 晚住宿連早晚餐 (札幌酒店+溫泉)

備註：
[1] 以上價錢以每位計算，乘坐香港航空。訂位由本公司負責，機票為電子機票。
[2] 小童佔半房或加床照成人價錢減 $1000 (只適用於札幌市中心產品)。
[3] SHARE TWIN: 2張床房/ SINGLE ROOM: 單人房/ DOUBLE: 大床房/
     SEMI DOUBLE: 房間面積比正式TWIN/ DOUBLE 細小或相等於SINGLE，並非正式大床 (只限兩人入住)/
     SHARE TWIN + EXTRA BED: 2張床房加床或大床房加床。
     如要求DOUBLE或DOUBLE加床，或須繳付附加費。
[4] 日本酒店普遍只有TWIN (2張床房)， 如要求DOUBLE (大床房) ，
     顧客在報名時可向職員要求，但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5] 如客人非持有香港身份證，請向本公司職員查詢。
[6] 轉換其它札幌酒店，每人每晚可減︰(SSB) $320 / (TWN) $380 / (TWN+Extra bed) $380 (只適用於札幌+溫泉產品)。

注意事項：
[1] 所有價目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此套票須受本公司「報名及責任細則」約束，
     詳情請瀏覽本公司網頁或向分行職員查詢。
[3] 航班資料僅供參考，航空公司保留調動航班編號及時間之權利。
[4] 刊登圖片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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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出發︰
多包5天Telecom Square 
流動 WIFI router 租用服務
(每2-4位成人一部，訂房確認後自行網上預約)

香港站 $180 $144
九龍站 $160 $128
青衣站 $110 $ 88

BLOCKSEATS

札幌/札幌 + 溫泉  6天
出發日期︰4月 24

                   5月 8, 15, 22, 29
                   6月 5, 12, 19, 26

4月份出發減收每位 $200 (成人) / $150 (小童)

26/6 出發須補附加費每位 $750 (成人) / $560 (小童)

3/4 晚入住札幌市區酒店

Hotel Gracery Sapporo  
(ex.Sapporo Washington)

www.gracery.com/hotels/sapporo/
JR 札幌站南口對面，去車站可經地下街不經地面，十分方便

早餐 $90 p.p
 7-28/5 期間逢星期六及日本公眾假期前夕入住附加費 $110 (每人每晚)
 1-30/6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附加費 (每人每晚) : (SSB) $80 / (Other room type) $150

 1-27/4 期間逢星期日至五入住 減收 $100 (每人每晚)

溫泉 房類 溫泉晚數 Semi Double Share Twin 3 人一房 (每位)
4 成人一房 (每位)

(SPK 市中心

安排 2 TWN)

7499 7799 7699 7599
1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6199

8459 8699 8499 8299
2 晚

小童不佔床不包早餐  6659

Shogetsu Grand Hotel

定山溪章月格蘭
www.granvista.co.jp/shogetsu
JR 札幌站乘巴士至定山溪，約 70 分鐘 酒店 Lounge 供應“蜂蜜放題”

(超過 20 種蜜糖選擇)
每日下午 3 時至 10 時

和室

(10 疊)

 24-28/4 入住附加費 $190 (每人每晚)
 1-3/6, 5-9/6, 12-16/6, 19-23/6, 26-30/6 入住附加費

$100 (每人每晚)

7359 7699 7659 7659
1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3-5 歲 5799 / 6-11 歲 6499

8159 7399 8399 8399

函館湯之川平成館

潮騷亭

Hotel Heiseikan
Shiosai - tei
www.shiosai-tei.com
路面電車函館站乘車至「湯之川溫泉」下車

<車程約 30 分鐘>，再步行約 8 分鐘
2 晚

小童佔床包早晚餐 3-5 歲 5859 / 6-11 歲 7259
早晚餐︰Buffet

和室

 提升入住至本館露天風呂付客室附加費 $380 (每人每晚)

 28/4 入住附加費 $150 (每人每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