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 THE BEST OF JAPAN, 
HEAD NORTH.



5TH LARGEST IN JAPAN

SPORTS CITY

GOURMET CAPITAL



JAPAN’S BIG NATURE

UNIQUE VENUES

GREEN SEASON WHITE SEASO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hoheika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sapporo-bier-garte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okurayama-jump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elm-garde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moiwayama


HOTEL

CONVENTION 
FACILITIES

MODEL COURCES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facilities.html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facilities.html#conventio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model_courses.html#gree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model_courses.html#white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hoheika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sapporo-bier-garte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okurayama-jump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elm-garde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venue.html#moiwayama


INCENTIVE IDEAS

HOW WE CAN HELP
内

COOKING SNOW ACTIVITY TREASURE SNOWMAN YOSAKOI

SWEETS NATURE CULTURE LIGHT UP SHOPPING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cooking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snow-activity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treasure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snowman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yosakoi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sweets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nature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culture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light-up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tw/planners_guide/incentive_ideas.html#shopping


DATA
基本數據

HOKKAIDO
北海道

面積
/

83,424 km² (約占日本的

22%)

人口 / 5,267,762人 (2020)

人口密度 / 63.1 人 / km²

首府 / 札幌市 SAPPORO
札幌

面積 / 1,121 km²　※約同香港

人口 / 1,973,432 人 (2020)

人口密度 / 1,760 人 / km²

經緯度 / N��°E���°

DATA
數 據



4月～5月

SPRING
平均氣溫(最高/最低)：14.4℃/ 5.6℃

6月～8月

SUMMER
平均氣溫(最高/最低)：24.3℃/ 16.4℃

9月～11月

AUTUMN
平均氣溫(最高/最低)：15.7℃/ 7.7℃

12月～3月

WINTER
平均氣溫(最高/最低)：1.4℃/ -5.2℃

WITH EXPERIENCE
豐富的舉辦經驗

札幌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會議和獎勵旅遊舉辦經驗。例如G�北海道洞爺湖高峰會、APEC貿易部長會議等世界級會議活動，以

及大規模的獎勵旅遊等。接待環境非常完善。

加盟 ICAA 加盟GDS-Movement

LEED for Cities and

Communities

Platinum certi�cation

SDGs 未來都市 獎勵旅遊最大接待能力

SUSTAINABILITY
永續發展

繼2008年環保型G�峰會於北海道洞爺湖召開之後，札幌建立了日本首個環保型MICE支援制度，並於2015年開始參與國際環

境城市指標GDS-Index的評測，走在了亞洲前列。 

同時，碳中和、食物里程、削減食物浪費等項目亦在各種MICE活動中得到了實際的運用。目前，面向企業獎勵旅遊的CSR活動亦

在積極開發之中。



CORE INDUSTRIES
基礎產業

AGRIBUSINESS
農企業

北海道廣大的農山漁村孕育出豐富的農林水產

品。北海道經濟中樞之都的札幌，食品製造業及

國內外流通機能齊聚，是北海道食品的一大集

積地。依賴北海道的初級產品發展起來的農企

業備受各界矚目。

TOURISM
觀光旅遊

札幌是亞洲著名的國際觀光都市。以250萬多

人次造訪的「札幌雪祭」為首，一整年都有眾多

海內外觀光客蒞臨。良好的治安和完善的接待

環境，為舉辦商業活動提供了安心的環境。 

最近更 是充分利用北海道得天獨厚的 自然資

源，積極發展戶外探險旅遊。



CREATIVE INDUSTRY
創意產業

札幌是亞洲第一座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

意城市網絡—媒體藝術之都」的城市（2013

年）。札幌雪祭等活動中所使用的光雕投影就是

數碼科技運用於媒體藝術的代表實例之一。



HEART OF THE CITY
大通公園周邊地圖

路面電車

札幌的路面電車有著一百年的歷史，線路周邊

是懷舊風情洋溢的街區。行駛的電車種類多種

多樣，有昭和風情的老電車、色彩鮮豔的包裝電

車，以及最 新型的「POLARIS（北極星）」電車

等。行駛1周約1小時，還可以包租電車，享受電

車派對的樂趣。

大通公園、狸小路商店街

大通公園位於札幌的正中央，全年都有可以享

受季節及美食的活動。例如活力洋溢的

YOSAKOI索朗祭、日本最大型的露天啤酒園、

慶祝收成的秋季豐收節、聞名世界的札幌雪祭

等。此外，大通公園南邊還有人氣超旺的狸小路

商店街。





INTERNATIONAL 
DIRECT FLIGHTS

國際直飛航線

東京轉機

飛抵札幌所需時間

※所需時間為最短估算值，包括東京中轉時間(JAL/ANA)。視航空公司、機型、時期及天候等情況而異。（2019/7現況）

新加坡 10h

胡志明市8.5h

雅加達 11h

雪梨 12.5h

杜拜 14h

洛杉磯 14h

紐約 16.5h

法蘭克福14h

倫敦 14.5h

赫爾辛基12.5h

ACCESS
交通

SMOOTH ACCESS
便捷的交通

新千歲機場擁有發達的空中交通網絡，便捷連接海內外各地。東京-札幌航線僅需90分鐘，每天有70

多架航班起降，堪稱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線。從新千歲機場前往札幌，搭乘電車只需37分鐘，駕車60分

鐘。札幌市內的交通網絡也四通八達，地下鐵、巴士、路面電車、共享單車等非常方便。



DOMESTIC FLIGHTS
國內直飛航線

國內線

前往札幌所需時間及每日航班數

※所需時間為估算值，視航空公司、機型、時期及天候等情況而異。（2019/7現況）

羽田機場1h 30min

53架次 / 日

成田國際機場1h 40min

19架次 / 日

關西國際機場1h 50min

12架次 / 日

中部國際機場 

新特麗亞

1h 40min

19架次 / 日

福岡機場2h 20min

5架次 / 日

NEW CHITOSE AIRPORT
空中大門  新千歲機場

旅客吞吐量居旅客吞吐量居旅客吞吐量居旅客吞吐量居    

日本第3位日本第3位日本第3位日本第3位

旅客吞吐量旅客吞吐量旅客吞吐量旅客吞吐量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2,3002,3002,3002,300萬萬萬萬人次以上人次以上人次以上人次以上

全球最繁忙的航線全球最繁忙的航線全球最繁忙的航線全球最繁忙的航線    

「東京-札幌」「東京-札幌」「東京-札幌」「東京-札幌」

旅客搭乘數旅客搭乘數旅客搭乘數旅客搭乘數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 900900900900萬萬萬萬人次以上人次以上人次以上人次以上

※2018年現況



新千歲機場PORTOM多功能會議廳  
NEW CHITOSE 
AIRPORT PORTOM HALL

主會議廳設有330個座位的移動式觀眾席，整座設施可滿足

從中小規模會議到展覽會、招待宴會等多種需求。

主會議廳：500㎡（劇院式 405人） 

研討室：386㎡

www.portom-hall.jp/en

容納能力 /

URL /

Sapporo 
A Walkable City

漫步札幌

札幌中心部的街區以東西方向的大通公園為中心，呈規整的棋盤狀排列，布局十分緊湊。半徑１公里內各種等級的飯店齊聚。由

於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一時間被積雪覆蓋，市中心區更是建有不受季節影響、安全舒適的地下步行空間。

200家飯店 

(集中在市中心半徑1km以內)

28,000間客房

可接待54,000人
Sapporo City 

Wi-Fi 薄野  

日本著名的繁華娛樂街

※截至2019年3月31日

INFORMATION



CENTRAL SAPPORO

Hotels Unique Venues

1. 札幌啤酒園

2. 札幌藻岩山空中纜車

3. Elm Garden

1. 札幌全日空皇冠假日酒店

2. 札幌JR大厦日航酒店

3. 札幌京王廣場飯店

4. 札幌美居酒店

5. 普樂美雅飯店-TSUBAKI-札幌

6. 龍伊頓札幌大酒店

7. 札幌格蘭大飯店

8. 札幌公園飯店

9. 札幌王子大飯店

10. 札幌豪景酒店大通公園



SAPPORO AREA
札幌地區

宴會場地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大倉山跳台滑雪競技場
1972年札幌冬季奧運的舞台

現在仍有眾多國際性大賽在此舉辦，也可進行夏季跳台比賽。乘

坐吊椅登上海拔307公尺的跳台起點，即可飽覽札幌街景及延伸

至遠方地平線的全景。

60人

餐廳 ‘Nouvelle Pousse’ 

✽特色節目:夏季跳台滑雪表演 

✽另有可容納100人左右的活動廳

okurayama-jump.jp/en

宴會場地 餐飲需外送

豐平館
北海道開拓使興建的歷史性西式迎賓館

1881年明治天皇視察札幌及北海道時開館，此後陸續接待過大

正天皇和昭和天皇，歷史悠久。在這座日本指定的重要文化資產

建築內，可以演繹出特別時空的派對。

80人

西式大廳

www.s-hoheikan.jp/en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VENUES
特色活動場地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宴會場地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札幌啤酒園
用釀酒廠直送的生啤酒乾杯

充滿北海道開拓史風情的紅磚造建築物，是 可享受工廠直送生

啤酒和成吉思汗烤羊肉的啤酒屋。在毗鄰的啤酒博物館，可以了

解札幌啤酒的歷史，盡情體驗札幌這個啤酒之城的魅力。

450人

各種會廳可接待從少人數到多人數的團體

www.sapporo-bier-garten.jp/global/english.html

宴會場地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ELM GARDEN
擁有3,300㎡廣大日本庭園的和式空間

ELM Garden前身是 於 1946 開業一直經營到 2005 年春季的高

級日料餐廳「ELM山莊」。使用當季食材的 新式日 本料理與和式

空間創造出充滿風趣的餐會。利用 日 本庭園舉辦的派對也非常

有人氣。

112人

日式庭園派對

www.elm.cc/en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宴會場地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札幌藻岩山纜車THE
JEWELS餐廳
札幌最高的餐廳

海拔531公尺的藻岩山座落於札幌市的中央位置，山上被繁茂的

原生林所覆蓋。從山頂可以將整個札幌街景盡收眼底，入夜後登

場的日本新三大夜景更加引人入勝。

40人

展望餐廳

mt-moiwa.jp/en

宴會場地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莫埃來沼公園  L'enfant qui
reve 
（夢想未來的少年）
沉醉在20世紀著名雕塑大師野口勇的設計世界

由世界著名雕塑大師野口勇設計的莫埃來沼公園占地 188.8 公

頃，是一座將垃圾填埋場經過綠化建成的環保型都市公園。公園

的象征性建築是 一座高達32米的變形玻璃金字塔，隨著時間的

變換呈現出不同的優美姿態。

50人

舉辦過聯合國及日本政府系列國際會議的宴會 

*冬季休業（包場宴會可商洽）

lenfant-qui-reve.com/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宴會場地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體驗型農園   
八劍山果樹園
在遼闊大自然中享用農園BBQ燒烤

坐落在八劍山麓的果樹園距離札幌市中 心僅40 分鐘車程。在這

裏不僅可以享用新鮮采摘的本地無農藥蔬菜等食材的農園BBQ

燒烤，還可以體驗太陽能烹飪等環保型團隊訓練活動。

88人

新鮮采摘的本地無農藥蔬菜燒烤 

*冬季休業（11月～4月）

www.hakkenzan.jp/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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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https://www.ihg.com/crowneplaza/hotels/us/en/hokkaido/spkja/hoteldetail
https://www.jrhotels.co.jp/tower/english/
https://www.keioplaza-sapporo.co.jp/english/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7023-mercure-sapporo/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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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subaki.premierhotel-group.com/sapporo/english
https://www.daiwaresort.jp/global/royton/
https://grand1934.com/en/
https://park1964.com/en/
https://www.princehotels.com/sapporo/
https://www.viewhotels.jp/sapporo/


戸

1,415m 764m

288
2

512
2

http://www.gateauxkingdom.com/en/
https://www.hotel-emisia.com/sapporo/en/
http://www.anahisapporosusukino.com/lang/eng/
http://www.cr-hotel.com/english/
https://clubby-sapporo.jp/english/
https://www.okura-nikko.com/japan/sapporo/hotel-jal-city-sapporo-nakajima-park/
https://www.hotelmonterey.co.jp/en/sapporo/
https://www.hotelmonterey.co.jp/en/edelhof/
https://www.mystays.com/en-us/hotel-mystays-sapporo-aspen-hokkaido/
https://www.mystays.com/en-us/hotel-mystays-sapporo-nakajima-park-hokkaido/
https://www.mystays.com/en-us/hotel-mystays-premier-sapporo-park-hokkaido/
https://www.okura-nikko.com/japan/sapporo/hotel-okura-sapporo/
https://www.keioprelia.co.jp/sapporo/en/
https://newotanisapporo.com/


https://premier.premierhotel-group.com/nakajimaparksapporo/english/
https://www.tokyuhotelsjapan.com/global/sapporo-e/?_ebx=dc8c147mk3.1600419636.7fkxvnl
https://www.marriott.com.au/hotels/travel/ctsfi-fairfield-sapporo
https://www.tokyuhotelsjapan.com/global/sapporo-r/?_ebx=dc8c147mk3.1600419636.7fkxvyy


CONVENTION FACILITIES

容纳人數





AREA MAP
區域地圖

札幌周邊有許多富有特色的地方，可以充分感受北海道的文化、自然和美食魅力。距離札幌只需1～2小時車程，非常適合一日

遊。

※所需時間為駕車或搭乘巴士的估算時間（利用高速公路），依時期、天氣和路況等有變動的可能。

REGIONS
道央地區

https://www.conventionsapporo.jp/j/planners_guide/resources/img/p-infobox/map-hokkaido-tw@2x.png


AREA MAP
區域地圖

從札幌驅車約1個小時便可到達富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小樽、余市地區。 精致浪漫的港口城市小樽在歷史上曾經繁華一時，被譽

為「北方的華爾街」。 余市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果樹栽種地，也是日本國產蘇格蘭威士忌的發源地。

Hotels Unique Venues

1. 小樽藝術村

2. 鯡魚御殿 小樽貴賓館（舊青山別邸）

1. 小樽君樂酒店

2. 小樽歐森酒店

3. 小樽朝里克拉瑟酒店

4. 銀鱗莊

OTARU / YOICHI
小樽、余市地區



NIKKA威士忌  

北海道工廠余市蒸餾所

因為余市幹燥清爽的氣候與蘇格蘭極為 相

似，NIKKA威士忌的創始人竹鶴政孝於1934

年 開始在余市釀造威士忌。到訪者除了可 以

參觀余市蒸餾所 的工廠，還可品嘗這裏釀造

的正宗威士忌。

www.nikka.com/eng/

OTARU
小樽

小樽運河和鱗次櫛比的復古歷史建築，散發出

濃濃的懷舊魅力。小樽堺町通商店街上的北一

硝子和小樽音樂盒堂的傳統工藝品、港都特有

的新鮮海產品、北海道的特色甜點等，各式各

樣的店鋪熙熙攘攘、生氣蓬勃，千萬不要錯過。

YOICHI
余市

緊鄰小樽的余市是日本國產蘇格蘭威士忌的

誕生地。這裏海山環繞，地理條件優越，是北海

道首屈一指的果樹栽種地，因此葡萄酒釀造業

也很興盛。近幾年正在積極投入葡萄酒觀光事

業。

www.town.yoichi.hokkaido.jp/wine

-tourism/

URL /

URL /



UNIQUE VENUES
特色活動場地

小樽 宴會場地 餐飲需外送

小樽藝術村
小樽藝術村是由昔日小樽為北海道經濟中心的昌盛時代所建造

的４棟歷史建築物，以及多功能花園所構成的複合式藝術空間。

藝術村內的彩色玻璃美術館、新藝術與裝飾藝術玻璃展覽室、日

本畫與西洋畫展覽室內，展覽著眾多 美術品及工藝品。「舊三井

銀行 小樽分 行」是映襯小樽「北方華爾街」繁華時代的歷史性建

築，在此充滿歷史氣息的建築內舉行宴會，一定令人不由得發出

驚嘆。

200 人

舊三井銀行小樽分行

www.nitorihd.co.jp/otaru-art-base/en/

小樽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鯡魚御殿  小樽貴賓館  
（舊青山別邸）
鯡魚御殿「舊青山別邸」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歷史建築物，被指

定為「國 家登錄有形文化資產」，由鯡魚捕撈業巨賈青山家族自

1917年起花費６年半時間所興建。在附設的餐廳，可一邊眺望日

本海美景，一邊在舒適富麗的氣氛中享用鯡魚料理。

500 人

附設餐廳（全館最多約可接待500人）

www.otaru-kihinkan.jp/en/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小樽地區

小樽君樂酒店

小樽市築港11-3

+81(0)134-21-3111

www.parkhotelgroup.com/en/otaru

682m  最大宴會廳

小樽地區

小樽歐森酒店

小樽市稲穂2丁目15-1

+81(0)134-27-8100

www.authent.co.jp/english

130m  最大宴會廳

小樽地區

小樽朝里克拉瑟酒店

小樽市朝里川温泉2丁目676

+81(0)134-52-3800

www.ambix.co.jp/en/asariclasse/

250m  最大宴會廳

小樽地區

銀鱗莊

小樽市桜1丁目1番地

+81(0)134-54-7010

www.ginrinsou.com/en/

136m  最大宴會廳

HOTELS / RYOKAN
酒店

地址 /

TEL /

URL /

296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195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120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17 客房數

2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https://grandparkotaru.com/
https://www.authent.co.jp/
http://www.classe-hotel.com/
https://www.ginrinsou.com/


AREA MAP
區域地圖

札幌南邊是自然景色雄偉的山岳地帶，分布有三大度假區。冬天以世界最棒的粉雪吸引著海內外的滑雪愛好者，夏天則是參加

泛舟、高爾夫球等冒險和休閑活動的綠色天堂。

Hotels

1. 希爾頓新雪谷度假酒店

2. 新雪谷柏悅HANAZONO酒店

3. 東山新雪谷度假村-麗思卡爾頓隱世精

品度假酒店

4. 留壽都威斯汀度假酒店

5. 北海道初雪谷臻品之選度假酒店

6. 喜來登北海道喜樂樂度假酒店

NISEKO / RUSUTSU / KIRORO
新雪谷、留壽都、喜樂樂地區



SNOW SEASON
雪季

新雪谷擁有優質的粉雪和全長超過48公里的滑

雪道，可在齊腰的粉雪上自由滑翔，堪稱世界至

極的粉雪樂園。留壽都距離札幌90分鐘車程，被

三座山峰環繞，年間降雪量高達13公尺，浩瀚的

雪原一望無垠。滑雪自是不在話下，雪上戶外活

動也很豐富齊全。喜樂樂地理位置佳，距離札幌

60分鐘、距離小樽40分鐘車程。豐富多彩的滑

雪道整備完善，從初級者到高手都可以非常盡

興。

GREEN SEASON
綠色季節

夏季的度假區擁有樂趣無窮的戶外活動，例如

在山間蜿蜒的河流中進行泛舟、皮划艇、釣魚等

水上活動，或者挑戰騎馬、徒步旅行、自行車、熱

氣球等森林活動，親密接觸北海道的美麗大自

然。



UNIQUE VENUES
特色活動場地

新雪谷 可以包場

SOMOZA
SOMOZA是由150年歷史的古民房移建而成，傳統與新潮交織，

醞釀出超越時光的特別氛圍。背倚雄偉的 新雪谷群山的咖啡廳

和展覽室是精彩亮點。獨創性的茶室撼動造訪者的心弦。

～50人（立餐）／30人（就坐）

www.somoza.jp

新雪谷

新雪谷中央倉庫群
「新雪谷中央倉庫群」傳承著新雪谷的農業發展史，是 日 本僅存

的幾處產業遺產之一。歷史氣息濃厚的牆面、地板、梁柱包圍的

寬闊空間內，可以舉辦展示會、招待會等各種商業活動。

舊澱粉工廠178㎡ ， 1號倉庫288㎡ ， 室外廣場約1,80

0㎡

www.facebook.com/niseko.soukogun

容納人數 /

URL /

面

積

/

URL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新雪谷地區

希爾頓新雪谷度假酒店

虻田郡新雪谷町東山温泉

+81(0)136-44-1111

www.hilton.com/en/hotels/ctsnvhi-hilton-nisek

o-village/

820 m  最大宴會廳

新雪谷地區

新雪谷柏悅HANAZONO酒店

虻田郡倶知安町字岩尾別

+81(0)136-27-1233

www.hyatt.com/en-US/hotel/japan/park-hyatt-n

iseko-hanazono/ctsph

203 m  最大宴會廳

新雪谷地區

東山新雪谷度假村-麗思卡爾頓隱

世精品度假酒店

虻田郡新雪谷町字曾我919-28

+81(0)136-44-3491

www.ritzcarlton.com/en/hotels/japan/higashiy

ama

- m  最大宴會廳

留壽都地區

留壽都威斯汀度假酒店

虻田郡留寿都村字泉川133

+81(0)136-46-2111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ctswi-the-west

in-rusutsu-resort

110 m  最大宴會廳 ※附屬體育館1,646m

HOTELS
酒店

地址 /

TEL /

URL /

506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100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50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210 客房數
2 2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https://www.hilton.com/en/hotels/ctsnvhi-hilton-niseko-village/
https://www.hyatt.com/en-US/hotel/japan/park-hyatt-niseko-hanazono/ctsph
https://www.ritzcarlton.com/en/hotels/japan/higashiyama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ctswi-the-westin-rusutsu-resort


喜樂樂地區

北海道初雪谷臻品之選度假酒店

余市郡赤井川村常盤128-1

+81(0)135-34-7111

www.kirorohokkaido.com/en

1,125 m  最大宴會廳

喜樂樂地區

喜來登北海道喜樂樂度假酒店

余市郡赤井川村常盤650

+81(0)135-34-7111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kdsi-sheraton

-hokkaido-kiroro-resort

- m  最大宴會廳

地址 /

TEL /

URL /

281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140 客房數
2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https://www.kirorohokkaido.com/en/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hkdsi-sheraton-hokkaido-kiroro-resort


AREA MAP
區域地圖

洞爺、登別和白老地區以其獨特的火山資源和原住民文化而聞名。「世界地質公園」有珠山、遠古火山噴發形成的大裂谷「登別地

獄谷」，以及原住民愛努人的文化聖地「白老」，都能令人深切體會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和賦予人類的慷慨恩惠。此地區有很多種

類的溫泉，是日本最著名的溫泉鄉之一。

Hotels Unique Venues

1. 有珠山空中纜車

2. 登別伊達時代村

1. 洞爺溫莎Spa度假酒店

2. 洞爺湖太陽宮酒店

3. 第一瀧本館

4. 登別石水亭

TOYA / NOBORIBETSU / SHIRAOI
洞爺、登別、白老地區



JIGOKUDANI
登別地獄谷

登別是位列日本十大溫泉鄉之一的溫泉勝地。

登別地獄谷是登別溫泉最大的源泉地，每分鐘

湧出 的溫泉量高達3000 公升，讓人充分感受

到活火山的驚人能量。

地獄谷中遍布著數不勝數的溫泉噴湧口和噴氣

孔，處處可見熱氣滾滾、白煙繚繞的光景，仿佛傳

說中鬼怪棲息的地獄一般，地獄谷也因此得名。

UPOPOY
UPOPOY（民族共生象徵空間）

2020年7月於白老町開業的UPOPOY是一座

致力於愛努文化復興和發展的國家級中心設

施。園區內設有日本最北端同時也是日本第一

座以原住民愛努族的歷史文化為主題的國立

博物館，以及各種體驗型交流設施，可以欣賞

和體驗愛努族的傳統歌舞、飲食文化及傳統手

工藝品製作等，充分感受愛努文化的獨特魅

力。

URL / ainu-upopoy.jp/en/



UNIQUE VENUES
特色活動場地

洞爺

有珠山空中纜車
洞爺湖有珠山地質公園受活躍的火山活動影響，景觀地貌每幾

十年逐漸發生改變，堪稱世界罕見的「變動之大地」。搭乘前往山

頂的纜車享受6 分鐘空中漫步之後，映入眼簾的 是昭和新山、羊

蹄山、洞爺湖等絕美全景。

50 人

山頂BBQ

usuzan.hokkaido.jp

登別 設有餐廳 可以包場

登別伊達時代村
時代村逼真再現了江戶時代（17～19世紀）的城區景觀，威嚴的

武士宅邸和機關暗布的忍者屋等沿街林立。還有引人 入勝的忍

者秀和投擲飛鏢體驗、古裝租賃等活動，樂趣無窮。

580人 

2處會場（300人+280人）

只供應午餐（每個團體限1小時以內）

www.edo-trip.jp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容納人數 /

宴會場地 /

URL /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洞爺地區

洞爺溫莎Spa度假酒店

虻田郡洞爺湖町清水

+81(0)142-73-1111

www.windsor-hotels.co.jp/en/

870m  最大宴會廳

洞爺地區

洞爺湖太陽宮酒店

有珠郡壮瞥町字洞爺湖温泉7-1

+81(0)142-75-1111

www.toyasunpalace.co.jp/en/

500m  最大宴會廳

登別地區

第一瀧本館

登別市登別温泉町55番地

+81(0)143-84-2111

takimotokan.co.jp/en/

450m  最大宴會廳

登別地區

登別石水亭

登別市登別温泉町203-1

+81(0)143-84-2255

www.sekisuitei.com/en/

510m  最大宴會廳

HOTELS / RYOKAN
酒店

地址 /

TEL /

URL /

386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324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395 客房數

2

地址 /

TEL /

URL /

248 客房數

2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https://www.windsor-hotels.co.jp/en/
https://www.toyasunpalace.co.jp/en/
https://takimotokan.co.jp/en/
https://www.sekisuitei.com/en/


Culinary Activities
舌尖上的札幌

COOKING
廚藝大比拼

團隊成員同心合力，來將北海道的山珍海味變成一道

道豐盛的美食吧！既可從中分享食物的美味與烹調的

喜悅，又能增強團隊凝聚力，並透過廚藝比拼提高創

造力與溝通能力。

SWEETS
手工製作札幌甜點

札幌周圍坐落著眾多的果園、牧場和農園，素有「甜點

王國」之稱。用剛剛采集的新鮮牛奶製作冰淇淋，或是

烤製人氣伴手禮 「白色戀人」的原創餅乾等，自己親手

製作的甜點別有一番風味。

INCENTIVE IDEAS
團隊訓練方案



Immersive Experience
札幌特色體驗

SNOW ACTIVITY
同心協力雪中運動會

200%享受札幌冬季樂趣的團隊訓練。每5～6人為一

組，挑戰「雪中搶旗」、冰淇淋製作接力等遊戲。最後全

員一起開個BBQ派對，加強團隊的凝聚力！

SNOWMAN
堆雪人創意比賽

分組堆雪人並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為雪人進行裝

飾，按作品的精彩程度進行評比。從雪人的設計方

案到具體制作過程都需要組員共同出謀劃策、分

工合作。完成作品時將獲得巨大的成就感和凝聚

力。

YOSAKOI
YOSAKOI索朗舞林大會

活力四射的北海道YOSAKOI索朗舞開啟你的熱情模

式！看似簡單的舞步動作，若想達到整個團隊整齊劃

一，還真需要不懈的練習。舞動你的身體，感受北海道

的傳統文化，同時打造最團結的團隊！

CULTURE
感受愛努族原住民文化

透過日本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資產的愛努古式舞

蹈，深入感受愛努文化。還有用現代風格演奏愛努

族傳統樂器的「愛努藝術表演」，也極具文化魅力。



Deep Dive into Sapporo
札幌魅力新發現

TREASURE
大通公園尋寶

在札幌市中心的大通公園周邊，一邊散步一邊解開謎

題，完成各項任務尋獲寶藏！解謎所需的靈活思考能

力將受到考驗。完成任務後為勝利乾杯，讓團隊的凝

聚力達到最高峰。

NATURE
暢享札幌的大自然

從札幌市中心駕車向南40分鐘，就可以望見山頂

峭壁聳立的八劍山。遼闊的山麓下坐落著7公頃的

果園、釣魚池和BBQ區。除了采摘鮮果、騎馬等戶

外活動之外，還可以參加生態團隊訓練。

SHOPPING
留名狸小路

繁華的狸小路商店街位於大通公園以南幾條街之外

的地方。這條拱廊商店街已有145年的歷史，東西長約

1公里的街道上林立著200多家店鋪，是札幌的必遊景

點之一。商店街在6個路段各設有「狸貓願景」大螢幕，

可以放映定制訊息。相信一定可以帶給逛街中的團隊

成員大大的驚喜！

LIGHT UP
點亮札幌電視塔

坐落在札幌市中心大通公園的札幌電視塔是這座

城市的地標建築，與東京塔同由一位建築師所設

計。選擇一種色彩將札幌電視塔點亮，把札幌的象

徵占為己有！



GREEN SEASON
綠色季節

從札幌中心部的精彩景點到南部地區的自然風光，同時涵蓋小樽、余市等北海道人氣觀光區域的充實方案。

50  人 5  日遊

Day 1

Welcome to Hokkaido

抵達新千歲機場

北國優駿公園
遊園馬車&騎馬體驗等 

歡迎晚宴

抵達新千歲機場後，乘坐巴士僅需15分鐘即可抵達北國優駿公園。約47

萬㎡的園內飼養著約80匹駿馬。在廣闊的公園內，可以悠閑享受遊園馬

車和騎馬等各種各樣的戶外活動。使用北海道在地食材的花園餐廳，還可

以舉辦歡迎宴會。

MODEL COURSES
示範行程



Day 2

Sapporo Classics

札幌市內觀光
大通公園&札幌電視塔 

札幌市鐘樓 

北海道神宮

八劍山
生態團隊訓練

ELM GARDEN

札幌市中心有非常多必遊景點，每一處都不可錯過。在時尚浪漫的圓山地

區探訪北海道神宮，感受濃濃的日本文化。下午前往自然豐沛的南部地

區，實施以環保體驗為焦點的團隊訓練。夜晚在坐擁日式風情庭園的ELM

GARDEN享用精美的日本料理。



Day 3

Beyond Sapporo

小樽
小樽運河 

小樽堺町通商店街

余市
NIKKA威士忌北海道工廠 

余市蒸餾所 參觀工廠&試飲

離開札幌前往別具意趣的港口城市小樽。在小樽運河散步，或是到堺町通

商店街享受購物之樂。小樽代表性景點的小樽音樂盒堂、北一硝子，以及

美味的甜點和海鮮也不容錯過。然後將腳步延伸到隔壁的臨海小鎮余市，

前往NIKKA威士忌北海道工廠余市蒸餾所參觀工廠並試飲正宗威士忌。



Day 4

Sports City Sapporo

札幌市內自由活動

大倉山跳台滑雪競技場
札幌奧林匹克博物館

狸小路商店街

豐平館(晚宴)

大倉山跳台滑雪競技場山頂展望台的景觀美不勝收。札幌地標自不在話

下，還可遠望到石狩灣的地平線。在札幌奧林匹克博物館可以了解1972

年札幌冬季奧運等奧運遺產。館內設有奧運項目的體驗模擬器，可以親身

感受專業運動員的比賽。在狸小路商店街享受購物樂趣之後，前往日本重

要文化資產「豐平館」享用難忘的晚宴。

Day 5

Sweets Kingdom Sapporo

甜點製作體驗
使用新鮮牛奶製作冰淇淋 

製作白色戀人原創餅乾

前往新千歲機場

旅程的最後一天是甜點王國札幌特有的甜點製作體驗行程。使用新鮮牛

奶製作冰淇淋，或是製作札幌知名伴手禮白色戀人的原創餅乾。然後帶著

5天的甜蜜回憶，前往新千歲機場踏上歸程。



WHITE SEASON
雪季

既能遊覽札幌的精彩景點，又能暢享雪上活動和溫泉的動感方案。

100  人 5  日遊

Day 1

Welcome to Sapporo

抵達新千歲機場

札幌啤酒博物館 

札幌啤酒園
（歡迎晚宴）

札幌啤酒博物館的建築別具意趣，可以感受北海道的開拓歷史。了解完啤

酒歷史之後，品嚐現釀的啤酒會感到格外可口。園內設有5家餐廳，可以接

待從少人數到大人數的團隊在此享用人氣料理成吉思汗烤羊肉。



Day 2

Japanese Culture

YOSAKOI索朗舞團隊訓練

市內中心自由活動、 

購物
狸小路商店街 

北海道神宮 

選項：日本文化體驗

透過演練北海道初夏祭典「YOSAKOI索朗節」的舞蹈，進行團隊訓練。體

驗完北海道熱情洋溢的文化之後，漫步欣賞市內景觀。除了琳瑯滿目的百

貨公司之外，北海道最古老的狸小路商店街設有拱廊，即使冬天也可安心

逛街。還可以租賃美麗的和服散步遊覽，感受濃濃的日本文化。



Day 3

Winter Wonderland

前往新雪谷

新雪谷
雪上活動

離開札幌，前往以粉雪聞名的新雪谷。接近新雪谷時，羊蹄山的美麗風姿

即會出現在眼前。在雄偉的大自然中暢享雪上活動的樂趣。除了滑雪以

外，還有雪上泛舟、雪上摩托車、大腳雪鞋健行等多彩活動，一定能讓所有

人都玩到盡興。



Day 4

Hot Spring

新雪谷
雪上活動

登別
溫泉泡湯 

歡送會

盡情享受完雪上活動之後，前往溫泉勝地登別。在別具意趣的溫泉旅館

內，享受優質溫泉的泡湯樂趣，悠然度過舒療的時光。最後在和風宴會廳

參加日式風情的歡送晚宴。



Day 5

Farewell Hokkaido

登別
溫泉街、地獄谷遊覽

前往新千歲機場

離開登別之前一定要去地獄谷。沿著峽谷有很多溫泉湧出口和噴煙孔，熱

氣滾滾、白煙繚繞的光景十分震撼。結束溫泉街遊覽之後，前往新千歲機

場踏上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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