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安心／歡迎來北海道」宣傳活動（10/24時點） 

＜①瞭解北海道＞ 
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綱走市 
・為了吸引遊客來訪綱走，並且突顯綱走魅力，召開以綱走市內美景或旅行回
憶為題材的攝影比賽 

10/1～12/15 網站 

函館朝市 
・開展函館朝市“促銷活動”，即在店頭張貼POP，邀請海內外遊客拍攝照片，

並通過遊客使用的各大SNS發表狀態， 
10/12～ 函館朝市 

東日本旅客鐵道 
・以“將旅行化為力量！絕品絕景~北海道”作為本公司，開展支援復興宣傳

活動，設立私人網路站展開資訊，在車站・新幹線車內・在來線車內等加強
宣傳北海道 

10月上旬～2019
年3月 

本公司所在地區
內以主要車站、
新幹線、在來線
車內、東北地區
為中心的傳播媒
體。 

北海道旅客鐵道 ・作成獨有的宣傳海報，廣泛宣傳 
10/11日明確海報
設計，準備好之後
相繼展出 

北海道內外個車
站 

北海道旅客鐵道 
・委託JR東日本給予協助，在首都圈、東北圈內，加強北海道方面的宣傳 
（在JR東日本區域內的各站張貼海報、在車內雜誌“Trainvert”上刊登，在
Train Channel播放、通過JR東日本網站發佈資訊） 

隨時實施 首都圏、東北等 

北海道旅客鐵道 

・計畫以“青森・函館”作為重點地區展開宣傳，積極實施宣傳活動 
 
・海報、網上廣告之外，在青森・函館兩地區的報紙、交通工具上張貼廣告，

設立介紹青森縣旅遊景點的宣傳櫃檯，積極發佈資訊。 

10月～2月 
10/12日開始宣傳
活動 

北海道旅客鐵道 
・“函館liner”連接 有“通往北海道鐵路大門”之稱的新函館北斗與函館，快

速airport”連接 有“航空大門”之稱的新千歲機場和札幌，在這兩列列車
上，張貼帶有宣傳標示的貼畫，宣傳北海道的安全性。 

準備好之後實施 
快速airport、函
館liner各一列 



  

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北海道內的主要車站，設立介紹北海道觀光的特殊櫃檯，積極宣傳北海道

觀光 

10/10日在新千歲
機場站設立展櫃，
之後預計依次展開 

北海道內主要車
站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JR北海道製作的海報、宣傳冊等上面，積極張貼宣傳標識，宣傳該活動。 
青函宣傳海報（計
畫10/12日開始張
貼）之後依次展開 

北海道內各站 

北海道旅客鐵道 

・為了讓國外遊客瞭解北海道的正確資訊，使用JR北海道海外版官網、SNS、
手機郵件等，積極發佈資訊。 

・冬季旅遊期間，受到外國人歡迎的觀光列車（SL、流冰物語號等）等傷，也
積極發佈資訊 

隨時發佈 

Okhotsk紋別機場大樓股份
有限公司 

・官網上刊登北海道復興支援連接集，支援復興活動、展開宣傳 9/23～年內予定 
Okhotsk紋別機
場大樓股份有限
公司官網 

新千歳機場Terminal 
Building股份有按公司 

・通過觀光網站「LIVE JAPAN PERFECT GUIDE HOKKAIDO」，發佈北海道
內、新千歲機場航站樓恢復情況的相關資訊 

待定 網上發佈資訊 

新千歳機場Terminal 
Building股份有按公司 

・與航空公司、地方自治體、觀光組織等各相關機構合作，使用在機場內設置
數字標牌，發佈北海道內、新千歲機場航站樓恢復情況的相關資訊。 

待定 新千歲機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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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農林水產省 

・實施旅遊體驗 
①由臺灣的普通消費者（或者有影響力的知名人士），前往北海道的農泊

地區體驗（4日3萬） 
②由香港的普通消費者以及有影響力的知名人士，前往北海道的農泊地區

體驗（4日3萬） 

①11月中旬 
②12月中旬 

北海道濃泊地區 

農林水產省 
・參與旅遊體驗的人員，通過SNS發佈資訊 
・在上述旅遊體驗活動期間內，參加者通過SNS發佈與農泊地區的魅力相關
的資訊 

同上 同上 

農林水產省 
・體驗者回國後，舉辦座談會 
・參加上述旅遊體驗的人員歸國後，需在面向普通消費者座談會上，談談自

己的農泊體驗 
１月下旬 

①臺灣 
②香港 

經濟產業省 
・同百貨店、中小機構、工商會等合作，舉辦活動 
（例 北海道展銷會10/12-14@池袋sunshine） 

經濟產業省 ・伊藤忠食品 2018年綜合食品展（名古屋） 1/23～1/24 
港口展銷會名古
屋 

經濟產業省 ・車站促銷會（臨時稱呼） 3/13～3/14 K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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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JETRO ・在日本-越南交流展銷會上（越南），特別設立北海道支援震災復興展臺 1/19～1/20 越南 

JETRO ・在AEON（馬來西亞）舉辦“北海道展銷會” 10月 馬來西亞 

 
JETRO 

・在YATA（香港）舉辦“北海道展銷會” 1月 香港 

JETRO ・在EC網站“Red Mart（新家坡）”設置北海道專櫃 2～3月 新加坡 

JETRO ・在AEON（香港）舉辦“北海道展銷會” 3月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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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ANA 
・為了鼓勵從各地前往北海道旅行，下調東京/大阪/名古屋至北海道往返航班

的費用 
因運費種類不
同而有差異 

ANA 
・為了喚起外國遊客訪日旅行的需求，外國遊客的機票”ANA Discover 

JAPAN Fare”最大下調5成 

優惠券發放期
間： 
9/27~10/27 
使用期間： 
10/26~ 

ANA 
・為了促進利用假期回鄉或者利用自由時間出去旅行，針對老年人以及年輕人

的機票費用下調約4成 
使用期間： 
10/1〜11/30 

JAL ・全面下調北海道往返國內各航線機票（包含北海道內航線） 
使用期間：
10/28～3/30 

JAL 
・為了促進從首都圈內入境的外國遊客來北海道旅遊，針對往返達北海道的外

國遊客，國內機票下調約3成左右。 
使用期間：
10/1～12/15 

Jetstar-Japan 
（捷星日本） 
 

・在新千歲機場國內航線中，實施“關西札幌應援促銷”活動，單程888日元
起 

活動開始時
間：9/21～ 
 
使用期間：
10/30～2/7 
（售完為止） 

Jetstar Japan ・新千歲機場國內航線實行單程1990日元~3990日元的特價優惠活動 

銷售期間： 
12月前定期實施  
使用期間 
11月～3月 
※每次銷售的機
票價格及試用期
間有所不同 

＜②來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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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春秋航空日本 
・成田-新千歲路線實施北海道應援促銷活動，單程1737日元起 
・針對首都圈及訪日中國遊客，開展北海道宣傳活動 

使用期間：
9/21 12:00～ 
9/26 12:00 
 
使用期間：
10/1～1/31 

日本春秋航空 ・針對首都圈以及訪日中國遊客，開展北海道促銷活動 

春秋航空 ・上海-新千歲航線的機票下調約3成（持續中） 

春秋航空 
・設立宣傳北海道的私人網路站，向1500萬名春秋航空的微信粉絲（其中
500~800萬名購買機票的粉絲）發送北海道主題的宣傳資訊。 
・計畫從下周起，依次向春秋航空的會員發送北海道宣傳資訊。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促進北海道旅遊事業，實施特定航班機票優惠“AIRDO特惠
75/55/45/28/21”以及“DO VALUE3(A,B,C等級)/1”降價活動 

對象期間： 
10/28～3/30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早日復興、回復到從前，並且向歸鄉等在北海道內外移動的北海道人民
提供支援，開展AIRDO特有的 “道民優惠”活動，在限定期間內，下調機票價
格 

対象期間： 
10/1～12/20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促進訪日外國遊客來北海道旅行，在限定期間內，下調訪日外國遊客專
用 的“Welcome to HOKKAIDO Fare”的機票價格 

対象期間： 
10/1～12/20 

AIRDO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促進北海道旅遊事業，在限定期間內，下調針對老年人使用當日空座位
的“當日senior65”的機票價格 

対象期間： 
10/1～11/30 

新日本海輪渡有限公司 ・開展北海道應援輪渡 10/1～10/21 通航船內餐廳 

川崎近海汽船有限公司 ・ “平成30年北海道膽振東部地震”支援復興優惠活動 9/18～10/31 銷售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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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NPO法人阿寒觀光協會， 
城市促進組織 
阿寒湖溫泉旅館工會 

・考慮對於居住一晚的遊客贈送優惠券的活動 待定 各住宿設施 

（一社）小樽觀光協會 

・（一社）在小樽觀光協會，同小樽市內住宿設施負責人合作，策劃“北海道應援
方案” 

・發佈安全的小樽的資訊，同時祈求北海道可以儘早全面恢復，共同實施受災地的
支援活動 

9/14～9/30 
※根據情況，預計
延長期限 

市內住宿設施 

自然公園財團支笏湖分部 ・支笏湖溫泉停車場停車費用優惠 10/7 
千歲市支笏湖溫
泉 

摩周湖觀光協會 ・10月份在報紙廣告中發佈住宿券，其他優惠折扣活動計畫通過報紙做廣告宣傳 待定 弟子屈町內 

札幌電視放送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全民電子公司 
阿寒摩周國立公園廣域觀光
委員會 

・在臺灣（台中）的百貨店（TOPCITY）開展觀光宣傳活動“復興應援宣傳活動
（臨時稱呼）” 

11月中旬 
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TOPCITY 

奧塔魯奈背包客旅館 

・“線上預約”Mbook“”時，一晚的住宿費用中分出（3000日元→2500日元）
500日元和杜之樹的500日元，共計1000日元作為 “北海道膽振東部地震”的
捐款捐出 

※一日最多2名 

9月～10/17 
線上預約
"Mbook" 

札幌格蘭德飯店 ・銷售住宿套餐“北海道加油”（臨時稱呼），繳納受災捐款 10月～(待定) 
札幌格蘭德飯店 
（住宿） 

札幌格蘭德飯店 ・實行針對國外富裕層的，國外個人遊客的特別優惠活動 9月～3月 
札幌格蘭德飯店
（住宿） 

木二世穀飯店 ・住宿費用五折優惠 9月〜11月 木二世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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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東日本旅客鐵道 
・“將旅行化為力量！絕品絕境-北海道-”作為本公司最新宣傳語，開展支援復

興活動、通過建立私人網路站傳遞資訊，強化車站、新幹線車內、在來線車內
等北海道的宣傳內容。 

10月上旬～2019
年3月 

本公司管轄範
圍內，以主要
車站、新幹線、
在來線車內、
東北地區為中
心的大眾媒體 

東日本旅客鐵道 ・購買當地額外旅遊項目“函館BUFFET”的遊客，贈送其小禮品 
10月下旬～12月 
售完為止 

派送至住宿賓
館等 

東日本旅客鐵道 
・設定“Ekinet・Mobile Suica“的特別商品(五折優惠) 
緊急設定北海道支援商品“Ekinet實惠的特別商品、Super Mobile Suica特急券
特別商品 

10/29～11/4 

網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館北斗之
間 

東日本旅客鐵道 
・設定“Ekinet・Mobile Suica”特別商品（五折優惠） 
在函館Christmas fantasy之際，設定“Ekinet實惠特殊商品Super Mobile特急
券特殊商品” 

11/20～12/25 
網上出售 
仙台~新函館北
斗之間 

東日本旅客鐵道 
・設定“Ekinet・Mobile Suica”特殊商品（五折優惠），為了紀念Ekinet使用
者破1000萬人・Mobile Suica使用者破500萬人，設定Eekinet實惠特殊商品・
Super Mobile Suica特急券特殊商品” 

2019年2月 

網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館北斗之
間 

東日本旅客鐵道 ・新增設JR東日本dynamic rail pack等網上價格訴求型旅遊商品 
10月中旬～2019
年3月 

網上銷售（一
部分店鋪有銷
售） 

東日本旅客鐵道 
・開展贈送禮物的宣傳活動，向使用北海道“VIEW”商品的顧客，贈送北海道

特產 
10月下旬～2019
年3月售完為止 

網上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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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東日本旅客鐵道 ・新開通支援復興 “團體專用臨時新幹線”，制定旅遊商品 12月中旬的週末 
運行區間：上野
~新函館北斗間
（單程） 

東日本旅客鐵道 ・面向成人休息日俱樂部會員，新制定支援復興旅行的商品 
10月中旬～2019
年3月 

網上銷售 

東日本旅客鐵道 ・新制定“成人休息日周遊券東日本・北海道特別商品” 2019年3月前調整 

本公司管轄區域
內主要的車站，
“VIEW”廣場
等 

東日本旅客鐵道 ・在“成人休息日俱樂部周遊券・周遊券旅遊商品”方面集中宣傳、促進銷售 
11/29～12/11 
1/17～1/29 

本公司管轄區域
內主要的車站，
“VIEW”廣場
等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JR東日本的協助下，為了便於在北海道←→東北・首都圈地域旅，在新函

館北斗~東北・首都圈地區內，制定“Ekinet”特別商品（五折優惠） 
※緊急制定支援北海道商品（首都圈・仙台~新函館北斗之間） 

10/29～11/4 
網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館北斗之間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JR東日本的協助下，為了便於在北海道←→東北・首都圈地域旅行，在新
函館北斗~東北・首都圈地區內，制定“Ekinet”特別商品（五折優惠） 

※在函館、仙台等冬季活動之際制定（東北~新函館北斗之間） 
 

11/20～12/25 
網上出售 
仙台~新函館北
斗之間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JR東日本的協助下，為了便於在北海道←→東北・首都圈地域旅行，在新
函館北斗~東北・首都圈地區內，設定“Ekinet”特別商品（五折優惠） 

※2月左右制定，以促進北海道新幹線的使用率（首都圈・仙台~新函館北斗之
間） 

2月左右 
網上出售 
首都圈・仙台~
新函館北斗之間 

Jumbotours股份有限公司 
・同JAL合作，開展“JAL×北海道旅行應援商品 讓我們通過旅行、支持北海道
吧”的活動，即贈送每人價值約4000日元的旅行優惠券 

10/1～12/21 
有覆蓋北海道整
個區域的各項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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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NEXCO東日本 
・實施”北海道旅遊應援巴士”活動，，即該周遊定額巴士，可在2~3日內，

隨便使用北海道3個地區（道北、道東、道南）的高速公路 
10/31～4/1 

網上申請 
北海道內的高速
公路 

NEXCO東日本 
北海道支店 

・作為“交通安全宣傳“的一環，11月~在北海道內的高速公路出入口（IC）、
服務區（SA）、停車場（PA）10處場所，由北海道員警、地方幼稚園兒童、
中小學生、地方宣傳車共同聯手，向途徑高速路的人們發放宣傳頁或小禮品、
宣傳北海道的復興，以吸引遊客 

 

11月～ 

北海道內的高速
公路出入口
（IC）、服務區
（SA）、停車場
（PA） 

北海道巴士協會 ・會員企業的車輛上粘貼圖示、在營業所、公交總站處張貼海報 準備好後實施 公交總站等 

北海道汽車租賃協會 ・會員企業的車輛上粘貼圖示、在營業所張貼海報 準備好後實施 

北海道地區汽車租賃協會聯
盟 

・會員企業的車輛上粘貼圖示、在營業張貼海報 準備好後實施 
會員企業 
 

札幌汽車租賃協會 ・同札幌觀光協會合作，考慮面向國外遊客的計程車拼車業務 待定 

WILLER（株） 
・舉辦復興與觀光發展協商會議，銷售JR釧網本線和到達地交通聯合的道東周

遊券Nature Pass 

10/22,23（協商會
議）、～10/31
（道東周遊方案） 

網走市、弟子屈
町、釧路市等 

Jalan ・發行住宿代金券，通過Jalan net預約住宿時可使用 
9/14～10/30 
（預約數到達上限
時隨即中止） 

樂天旅遊 ・發行住宿・機票聯票、租車優惠券，可在樂天旅遊上使用。 11月～2月 

＜③來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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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北海道內行駛JR北海道特有的列車，提供有魅力的旅遊商品 
・10月，由JTB旅物語和JR北海道共同企劃，將“北方彩虹EXP”作為租借列

車，乘坐遊玩。 
・11月17日苗穗站新站開業之際，運行North Rainbow Express“安全・ 
安心 北海道號”列車 
・關於使用JR北海道特有觀光列車宣傳一事，也可考慮其他方案 

10月： 
同JTB旅物語共同
策劃、實施 
“安全・安心北海
道號”將於11/17
日運行 

北海道旅客鐵道 
・在北海道內的主要車站，滿懷對來訪北海道遊客的感激之情，舉辦迎接或贈

送小禮品等歡迎活動（※第一彈，決定在改裝中的新千歲機場站召開） 
 

10/21 新千歲機場站 

北海道旅客鐵道 
・針對外國遊客的“北海道周遊券”。採取加大優惠力度等、促進外國遊客的

使用（針對購買北海道周遊券的遊客，贈送JR塔T38展望室優惠券） 
11/1～12/31 

北海道旅客鐵道 
・為了使北海道居民輕鬆旅行，在北海道內各城市間的“Ekinet”上，維持或

者新追加“實惠”商品 
※札幌~帶廣制定“實惠”商品 

～11/30 網上銷售 

北海道旅客鐵道 
・為了使北海道居民輕鬆旅行，在北海道內各城市間的“Ekinet”上，維持或

者新追加“實惠”商品 
※札幌~旭川的“實惠”商品裡新追加“kamui” 

10/1～ 網上銷售 

北海道旅客鐵道 
・為了使北海道居民輕鬆旅行，在北海道內各城市間的“Ekinet”上，維持或

者新追加“實惠”商品 
※計畫新增設札幌～稚內的“實惠”商品 

調整中 網上銷售 

北海道旅客鐵道 
・為了使北海道居民輕鬆旅行，制定“札幌一次性用品套裝”等廉價的旅行商

品 
10/1～11/30 

在北海道內旅行
中心等地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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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旭川機場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迎合11月22日旭川機場國際航站樓的開放，11月23日~25日期間，將以旭
川機場作為會場開展活動 

・活動實施期間，計畫開展銷售首發航線城市的美食、當地美食、設立周邊地
區宣傳櫃檯，在機場館內遊覽、進行表演等活動 

11/23～11/25 
旭川機場旅客 
航站樓樓內外 

Okhotsk綜合振興局 
網走市、北見市、大空町、
美幌町 

・在女滿別機場，由振興局長、市長等迎接，並且發放精美禮品 9/20 女滿別機場 

道南ISABIRI鐵道 ・在函館機場向來訪北海道的外國遊客宣傳（發放禮品、宣傳冊等） 9/22～23 函館機場 

岩見澤市觀光協會（一社） 
・以優惠的價格實施“空知紅酒計程車”旅遊活動，該項目可遊覽釀酒廠、葡
萄園裡美麗的葡萄田，或者玫瑰園、農家餐廳、遊樂園、英式花園、陶藝體驗
等 

～10/31 
岩見澤市出發、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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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若狹度假村 ・乘坐纜車的遊客，可享優惠 10月から 

昭和柔佛巴魯熊牧場 ・來本牧場的遊客，可享優惠 10月から 

飯店・旅館相關人員 
（北海道所有地區） 

・入住兩處以上的遊客，可享優惠 10/1～ 

雄武町 等 ・計畫在Okhotsk紋別機場舉辦歡迎活動（贈送小禮品） 9/28 
Okhotsk紋別機
場 

函館市企業局 
・計畫10月6~7日舉辦飲食主題的活動，以取代之前因地震中止的“函館美食

廣場2018”。 
10/6～10/7 函館綠色廣場 

SPC函館本町開發 
・Sharestar函館飲食12家店鋪，以“加油北海道支援復興宣傳活動”為題，

開展優惠折扣 
9/15～10/31 Share Star函館 

GREENPIA大沼 
・GREENPIA大沼以“加油！北海道 秋日感恩節”為題，遊玩設施的費用給予

優惠折扣 
9/15～9/17 

GREENPIA大沼 
 

北海道旅遊服務中心札幌狸
小路 

・對在SNS上發送“北海道很安全”的外國遊客，贈送壽司鑰匙扣 9/21～ 
北海道旅遊服務
中心札幌狸小路 

音更町十勝川溫泉觀光協會 
・為在音更町指定飯店住宿的旅客，提供每人每日2000日元的優惠 
（※每人單次可享受2晚（4000日元）的優惠，但無次數限定） 

10/30～12/６期間
除休息日前一天之
外的周日~週四 

太平原飯店 
笹井飯店 
十勝川溫泉三餘
庵 
十勝川國際飯店
筒井 
觀月苑 
富士飯店 

Steak&hamburg HIGE 
函館五稜郭店 
 

・餐飲費用給予優惠折扣 9/22～29 
Steak&hambur
g HIGE函館五稜
郭店 

＜④來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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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STEAK+WINE HIGE BAR
函館元町店 

・餐飲費用給予優惠折扣 9/22～29 
STEAK+WINE 
HIGE BAR函館
元町店 

  
札幌autumn fest（秋日集
會）執行委員會 

・札幌autumn fest復興應援！Line支付可享半價優惠 
 

～9/30 
札幌autumn 
fest（秋日集會）
會場 

札幌autumn fest（秋日集
會）執行委員會 

・Autumn fest2018，以地震受害較嚴重的厚真町、新日高町為代表、聚集北
海道內各地的當季食材及當地美食，通過美食，廣泛宣傳北海道・札幌安全、
安心的一面 

9/15～9/30 札幌市內 

Itadakimasu-company 

・ 
Itadakimasu-company 提供十勝農田郊遊之旅服務，在此活動中，針對至少

包含1名北海道在住人員在內，4人以上的成人團體，可享受“北海道本地人
的特別優惠，即”點心之旅、午餐之旅的半價優惠活動。 

9/15～10月末 十勝 

支笏湖慶典執行委員會 
・10/7日舉辦第42屆支笏湖紅葉節，可享受支笏湖名產優惠折扣，支笏湖的名

產為帶有姬鱒和蘑菇的味增湯 
10/7 

千歲市支笏湖溫
泉 

丸駒溫泉旅館 ・9/30前，對來丸駒溫泉旅館一日游的遊客，贈送免費洗浴券，可下次使用。 〜9/30 
千歲市支笏湖幌
美內 

休假村支笏湖 ・9/30前，對來休假村支笏湖一日游的遊客，贈送免費洗浴券，可下次使用。 〜9/30 
千歲市支笏湖溫
泉 

定山溪觀光協會 
・作為“大家一起泡溫泉”宣傳活動的第一彈，可半價享受定山溪溫泉9設施

一日洗浴費用 
9/12～9/30 定山渓 

定山溪觀光協會 
・作為“大家一起泡溫泉”宣傳活動的第二彈，贈送2000日元優惠券一張，可

在一名成人洗浴時使用 
 

9/17～完売次第終
了 

定山渓 

洞爺湖町、狀瞥町辦事處 
・利用洞爺湖周邊餐飲店或者休閒設施等的遊客，只要在前臺提供 餐飲店收據

或者休閒設施門票票根、發票等，即半價購買溫泉一日遊券。 
9/15～9/30 洞爺湖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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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洞爺湖町辦事處 ・在指定地點住宿的遊客，贈送其一份秋季蔬菜拼盤 9/15～9/30 洞爺湖溫泉 

洞爺湖溫泉觀光協會 ・每天20分鐘，在船上放約450發煙花 ～10/31 洞爺湖溫泉 

（一社）釧路觀光協會 ・原計劃9/7~9日舉辦的“釧路大漁花火”，延期至10/21~22舉辦 10/20～21 
釧路市觀光國際
交流中心前 

喝酒大會執行委員會 ・原計劃9/6日舉辦的“釧路末廣飲酒大會”，延期至10/3日舉辦 10/3 

釧路市內榮町平
和公園及末廣町、
榮町、川上町商
業街 

札幌格蘭德飯店 ・飯店內的3家餐廳，提供套餐、會席料理的優惠服務 9/17～9/30 
札幌格蘭德飯店 
（餐廳） 

札幌格蘭德飯店 
・針對淡季來訪北海道的遊客，推銷“札幌欲望夜景遊覽（臨時稱呼）”， 贈

送雞尾酒・啤酒券。 
10月から 

札幌格蘭德飯店
（住宿） 

烤肉物語 牛若 ・制定特別套餐等，提供餐飲優惠折扣服務 9/15～10/31 烤肉物語 牛若 

成吉思汗物語Ram-Waka ・制定特別套餐等，提供餐飲優惠折扣服務 9/15～10/31 
成吉思汗物語
Ram-Waka 

野口觀光集團 ・野口觀光集團全部17處設施，實施“北海道加油”特別應援方案 9/15～ 
野口觀光集團全
部17處設施 

湯之川溫泉旅館一乃松 ・11月底之前，在湯之川溫泉旅館一乃松，提供平日特別優惠活動 9/15～11/30 
湯之川溫泉旅館
一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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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者團體名稱 活動內容 期間 場所 

Sea Borne飯店 ・北海道居民可享特別優惠 ～9/30 Sea Borne飯店 

La Jolie 元町by WBF ・提供住宿、租衣服體驗的特別活動 9/22～12/30 
La Jolie 元町by 
WBF 

湯之濱飯店 ・9月期間推行特別活動 ～9/30 湯之濱飯店 
札幌王子飯店 ・餐飲費用給予優惠折扣 9/22～ 札幌王子飯店 

小樽港觀光船推進委員會 
・觀光船“鑽石・公主”號懸掛支援復興的橫幅，駛入小樽港 
・在小樽港，為了彰顯北海道的活力，進行潮大鼓大型表演 
・演奏之外，還可體驗敲鼓、身著法被拍影留念 

9/30 小樽港 

公主號・觀光船 
・觀光船“鑽石・公主”號上，張貼寫有乘客及乘務人員應援留言的橫幅 
・10/1日在函館港，舉辦移交儀式，將由船長將寫有留言的橫幅贈予函館市市

長。 

9/19, 
9/25～10/1 

函館港、釧路港、
小樽港 

三井奧特萊斯札幌北廣島 ・出示護照，即可獲得奧特萊斯優惠券 ～3/31 
三井奧特萊斯札
幌北廣島 

三井房地產商業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贈送餐飲等數家商店的優惠手冊 ～3/31 紅瓦 露臺 

小樽市 
小樽觀光協會北海道紅酒股
份有限公司（一社） 

・之前的“紅酒狂歡節in小樽”的活動因地震而終止，此次將豐富其內容，召
開“復活版！北方收穫慶典紅酒狂歡節with小樽歡樂的夥伴們”活動。 

10/13 
北海道紅酒股份
有限公司SL廣場 

TOHO RESORT 
HANOMA HOTELS 
萬世閣HOTELS 
十勝川溫泉第一飯店 
KITAKOBUSHI SHIRETOK
集團 
大雪飯店集團 
鶴雅集團 

・只要在各集團旗下30家飯店（北海道內15個溫泉勝地）中在兩家飯店住宿，
即可參與抽獎活動，有機會獲得雙人住宿券或羽田—新千歲之間的雙人機票、
土豆和洋蔥套餐。 

10/1～12/21 

下述北海道15個
溫泉勝地的各集
團旗下30家飯店 
（溫泉地：宇登
呂、綱走、佐呂
間、層雲霞、阿
寒湖溫泉、十勝
川溫泉、旭岳溫
泉、旭川、定山
渓溫泉、支笏湖、
登別溫泉、洞爺
湖溫泉、二世穀、
大沼、函館湯之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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