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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海海道道高高爾爾夫夫揮揮桿桿五五日日  

北北海海道道鄉村俱樂部、、登登別別鄉村俱樂部、、苫小牧高爾夫渡假村 Emina高爾夫俱部樂部 

直飛日本國土的最北端「北海道」、美食、名湯、瀟灑揮桿 

    北海道位在日本最北端，四面環海，在廣闊的大地上呈現出多樣的風情。面積約 834 萬公頃(含北

方領土)幾乎與澳地利面積差不多。約佔日本國土面積的 22.1％、在日本 47 個行政單位中為都道府縣的

第一位。島的數目包含北海道本島共有 509 個。提到北海道最大的魅力就是其獨特的自然環境，這裡有

綿延至地平線的濕原及草原、像是有神仙常駐的群山，花園裡綻放著令人愛憐的花朵，野生動物也在深

山裡遊玩。北海道擁有 6 座國立、5 座準國立自然公園、12 座道立自然公園，國立公園的面積約 86 萬

公頃，自然環境保護區約 3 萬公頃。日本全國的高爾夫球場將近 2500 座之多，而北海道的高爾夫球場

為數是日本第一，共有 173 座，9 月中旬北海道各地進入秋天平均氣溫在 17℃前後，正所謂秋高氣爽。

也是各種農漁產的收獲季節，值此佳節正是三五好友相互邀約至北海道球場揮桿、泡溫泉、享受美食、

賞紅葉的好時機。 

 精選球場：五天三場球，安排北海道渡假球場！ 

NOBORIBETU COUNTRY CLUB 登別鄉村俱樂部 

距離登別溫泉區車程僅 10 分鐘，交通十分便利 1988 年開業，佔地 37 萬坪廣大的地基，屬丘陵球場，

球   道坡度平緩，2011 年經日本著名選手「深堀圭一郎」將球道重新配置，充分地運用 30 種以上林

木的原始林與溪谷的雄壯景觀做為背景的 18 洞 COURSE，標準桿 72 桿；長 7035 碼。是一座可以享盡

情捙桿樂趣的球場。 

 

 

TOMAKOMAI GOLF RESORT72 Emina Golf Club 苫小牧高爾夫渡假村 Emina 高爾夫俱部樂部 

離新千歲機場約 20 分鐘。寬廣的平原上佔地 462 萬平方公尺，四周為落葉松和白樺林所圍繞全國屈指

可數的 4 個場共 72 洞的大規模球場。的草原上無論是初學者或老手，都有適合您的球場，在北海道雄

偉大自然下，享受高爾夫球的樂趣。2007 年～2009 年是 LPGA AXA 女子高爾夫巡迴賽場地。 

http://www.noboribetsu-cc.com/index.html
http://www.tomakomai-golfresort7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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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KAIDO GOLFCLUB 北海道高爾夫俱樂部 

球場位於北海道苫小牧市郊，距千歲空港車程 30 分，登別溫泉區開車 40 分鐘，1991 年 3 月 8 日開業，

設計師「加藤俊輔」在佔地 287 萬平方公尺的丘陵地上，規劃出總長 6,644 碼，平垣寬廣球道上配置以

池塘障礙為主的濃濃美國風 18 洞標準桿 72 桿的 EAGLE COURSE 及以球道充滿坡度起伏、大小山丘及

長草及障礙的英格蘭風球道 LION COURSE 全長 7,028 碼 18 洞，標準 72 桿。 

 

 全程住宿飯店，均為【二人一室】，不必擔心與其它團員共住的麻煩與尷尬。 

 精心企劃行程內容，全程【專業資深導遊】貼心為您服務，讓您享受輕鬆、歡樂的行程。 

 依日本球場規定，分為前九洞與後九洞，中午約有一個小時午餐休息時間，敬請各位球友配合。 

 

Day 01 台北／札幌千歲機場／登別地獄谷／登別溫泉 

集合於中正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出國手續，搭乘客機飛往日本北海道千歲機場。抵達後，專車前往

http://hgc.classicgolf.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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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別地獄谷】是一個長 450 公尺的巨大的舊火山爆裂口，常年冒著熱氣騰騰的滾水，是登別溫泉最

大的泉源地。火山活動非常的發達，四周一眼望去全是赤銅色的絕壁，地層中的高溫高壓的熱水沸騰

著湧出地表，不斷噴發出來，漫步在木頭的遊步道上，雖無法近觀噴氣孔的威力，卻仍能感受到火山

活動的威力，在此也可看到最真實的火山地貌。今晚入住道內首屈一指有「溫泉天國」之稱的【登別

溫泉】，日本有 226 個溫泉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登別。這裡曾經作為日、俄戰爭時，日本傷兵

的療傷養生地，隨著時間巨輪的前進轉變為全日本著名溫泉區的登別溫泉，擁有 11 種豐富的泉質（硫

磺泉、食鹽泉、鐵泉、明礬泉…等），溫泉的自然湧出量每天達 1 萬噸，溫度為 45℃～90℃的高溫，

因而被稱為「溫泉百貨公司」，也是日本第二大溫泉區，也是北海道最著名的溫泉區之一。因其溫泉

多且種類相異，並有治療風濕病的功能，因此海外的知名度甚高。  

 

早餐：早：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享用 晚餐：酒店內道產和洋自助餐 

住宿：馬可波羅溫泉飯店 或 第一瀧本館溫泉飯店 或登別格蘭溫泉飯店 或同級 

Day 02 登別溫泉／苫小牧高爾夫渡假村 72 TOMOKOMAI GOLF RESORT 72※本日擊球有桿

弟、四人一部球車／登別 

       

早餐後，前往車程約 60 分鐘左右，苫小牧市郊北海道著名的【苫小牧高爾夫渡假村 72 EMINA 高爾

夫俱樂部】挑戰創建於 1973 年深具地方代表性的球場，分別有東 COURSE 代表性北海道球場特色，

以距離長著稱球道總長 7051 碼，業餘球友 18 洞 6426 碼；標準 72 桿，南 COURSE 業餘球友 18

洞 6344 碼；標準 72 桿，球道為白樺林所包圍，佐以沙坑、水池…等障礙，景色優美，兼具放鬆的球

場，西 COURSE 18 洞 6503 碼；標準 72 桿，球道彎曲多變，各洞開球的第一桿落地，決定第二桿上

果嶺的命運。結束 18 洞的揮桿，回到住宿區泡湯或享受其他設施或三五好友小酌一下。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球場內自理 晚餐：飯店內自選餐或日式宴席料理 

住宿：馬可波羅溫泉飯店 或 第一瀧本館溫泉飯店 或登別格蘭溫泉飯店 或同級 

Day 03 登別／登別鄉村俱樂部 NOBORIBETU COUNTRY CLUB※本日擊球有桿弟、四人一部

球車／洞爺湖溫泉 

 

早餐後，前往位於登別溫泉近鄰的【登別鄉村俱樂部】屬丘陵球場，佔地 37 萬坪廣大的地基，球道

坡度起伏平緩，1988 年開業，2011 年經日本著名選手「深堀圭一郎」將球道重新配置後，充分地運

用 30 種以上林木的原始林與溪谷的雄壯景觀做為背景的 18 洞 COURSE，標準桿 72 桿；長 7035 碼。

是一座可以享盡情捙桿樂趣的球場。結束 18 洞的揮桿後，隨即前往支笏洞爺國立自然公園【洞爺湖】

洞爺在愛奴語中即是湖的丘陵之意。位在海拔八十四公尺的高原上，是形近圓形的火山湖。深一百八

十三公尺，圓周四十三公里，據說是不凍湖的最北界限。湖中浮有四島，此四島總稱為中島，島上充

滿自然林，被指定為鳥獸保護區，島上的綠影映在湖面蔚為奇觀。【洞爺湖溫泉鄉】是北海道頗具傳

統及規模的溫泉區。由於臨近洞爺湖，四周群山環繞，在此不只可單純的泡湯，更可邊享受處在山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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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離世靜寂，或遠眺洞爺湖，欣賞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洞爺湖溫泉屬於弱食鹽性泉質，泡過之後，

可使皮膚光滑，且對於胃腸病或慢性筋肉痠痛有不錯的功效。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球場內自理 晚餐：飯店內和洋中道產自助餐 或日

式會席料理 

住宿：洞爺湖太陽宮殿溫泉飯店 或萬世閣溫泉飯店 或同級 

Day 04 札幌／北海道高爾夫俱樂部 HOKKAIDO GOLFCLUB※本日擊球有桿弟、四人一部球車

／免稅商店／札幌 

 

早餐後，前往車程約 45 分鐘，苫小牧市郊【北海道高爾夫俱樂部】佔地 287 萬平方公尺的丘陵地上，

同時擁有美國式平坦寬廣充滿人工修築障礙的球道及小山丘不斷、地形起伏多變，自然的長草區為障

礙的英國風球道，共 18 洞、球道長 7028 碼、標準 72 桿。結束 18 洞的揮桿後，搭車前往北海道的

首府；也是日本的第 5 大都會「札幌」。晚間您可自行前往「薄野」體驗北國都會的夜生活，或是逛

「狸小路」紀念品街。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球場內自理 晚餐：日涮涮鍋料理+鱈場螃蟹 或日式

燒烤餐 

住宿：札幌 格蘭登大飯店 或 札幌京王廣場 或 Best Western 札幌中島公園 或同級 

Day 05 札幌／自由活動／千歲機場／台北 

早餐後，您可利用短暫的自由活動時間，或前往百貨購物、或前札幌時計台、大通公園、舊道廳參觀、

或者是在飯店休息，中午時分集合於飯店，收拾行囊，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 ，前往千歲機場，搭乘

豪華客機返回台北，結束此一難忘的北海道之旅。再一次由衷感謝您的參加，在此祝您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再見。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備註：1.班機起飛時間、行程內容及飯店之最後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2.所有球場之順序，將會隨著預約情况而有所調動，敬請見諒。 

 

【售 價 表】 

16 人以上 ~ 台幣 NT$     元起     4 人成行 ~ 台幣 NT$ 電洽 元起 

假日加價： (若行程的球敘期間遇到週六或日，則另外加價。) 

【備    註】 

1. 報名時請每人繳付 NT$10000.-之訂金。(球場、機位、飯店之預約費用)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

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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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打球之貴賓每人退費 NT$ 8000.-(3 場球)。 

3. 尾款請於出發前 10 日付清。 

4. 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房間差額。 

5. 擊球日遇周六、日或連休假期，價格會有調漲，以實際予約情形酌收差價。 

6. 擊球以四人一組計算分担球車及桿弟費用，若為三人或兩人一組擊球時，則將酌收球車及桿弟差價。 

7. 日本球場擊球，有分 THROUTH－PLAY 和 HLF－PLAY 兩種情形，將以實際球場予約情況作調整。 

8. 若旅客有取消之情事發生時：(參照交通部觀光局所發布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二十七條) 

甲、 若於出發當日取消，旅客應賠償團費 100%。 

乙、 若於出發前 1 日取消，旅客應賠償團費 50%。 

丙、 若於出發前 20 日～2 日取消，旅客應賠償團費 30%。 

9. 如遇需門票之參觀景點休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進入時，皆以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10. 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11. 如因季節、氣候、假日、旺季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

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明會資料為主。 

12. 其餘不及詳述之事宜依照交通部觀光局所發布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處理之。 

 

【費用包含】 

1. 含三場球果嶺費、球車費、衣櫃費。 

2. 包含四個晚上住宿費用、團體來回經濟客艙機票。 

3. 行程表中註明之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機場來回接送。 

4. 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日 NT$250.-。 

5. 每人 200 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 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及海外急難救助。 

*已逾 80 歲以上之團員，無海外急難救助之服務，另旅遊平安保險部份請團員自行投保。 

【費用不含】 

1. 證照費用。 

2. 各項私人費用(例:行李超重費用…等)。 

3. 若使用單人房費用:請電洽/人。 

4. 若要搭乘商務艙(個人票)價格另議。 

5. 桿弟費：請電洽/每人每一場球。 

6. 自費行程費用。 

7. 若要租用球具 NT$ 電洽 .-/每人每場。因數量有限，請於報名時告知，以便作業，謝謝! 

【自費行程價目表】 

※是否參加自費行程，請於報名時告知，若於當地臨時決定，恕無法安排，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