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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州州長長崎崎高高爾爾夫夫渡渡假假五五日日  
琴海 C.C. & 海洋皇宮 G.C & PENINSULA OWNERS G.C.  

長崎 NAGASAKI 

長崎位於日本九州最西部，三面環海擁有許多島嶼，包括五島列島、壹歧、對馬等離島，還有 83 個港

灣，海岸線總長僅次於北海道，排名日本第二。長崎的面積為 4105 平方公里，大約是台灣的 1/9，人

口約 141 萬人，人口密度不高，十分悠閒。主要可分為佐世保•平戶、大村•諫早、雲仙•島原、長崎市、

離島等五個區域。長崎臨海，有暖流經過，因此氣候屬於溫暖，溫差小，七月雨量最多，最炎熱則是八

月，一月最冷，平均低溫不會到零度以下。一年四季分明，可賞花、享受綠意、賞楓或欣賞山區雪白世

界，盡情感受自然變化。長崎距離朝鮮半島和中國很近，7 世紀開始就已和朝鮮、唐朝等國有戰爭，到

了奈良、平安時代則有派遣到隋朝、唐朝的使節經由長崎的離島前往中國。16 世紀時開始有葡萄牙的

船抵達平戶，最有名的就是名叫法蘭西斯柯．薩比耶魯傳教士上岸開始傳教，從此成了日本重要的貿易

港都，江戶時代長崎成為日本鎖國政策下唯一允許對外國貿易的港口，奠定了長崎的繁榮基礎。 

 

 精選球場：五天三場球，安排長崎渡假球場！ 

球場簡介： 

1.【琴海鄉村俱樂部】九州頂級指標性的球場，透過設計大師「藤井義將」，打造出全國屈指的海濱球場，

可以眺望大村灣一年四季豐富多彩的景色。2010 年的日本職業高爾夫選手賽日清杯麵盃、2015 年的第

48 屆日本女子高爾夫選手賽柯尼卡美能達盃…等眾多錦標賽曾在此球場舉行。球道中有 3 個洞跨越海峽，

其中第 3 洞被評列為日本最佳球道之一，堪稱球場的代表。高貴典雅的會館、擁有 70 個舒適房間的住

宿飯店吸引著海內外球友到此渡假享受揮桿的樂趣。 

 

 

2.【長崎海洋皇宮高爾夫球場】屬海濱球場，座落於大村灣的半島上，佔地 83 萬平方公尺，球道總長

6,495 碼、18 洞、標準 72 桿。球道伸入海面橫跨峽灣，岬角、小島，大村灣美麗的景觀盡收眼底，是

九州高人氣球場。由於天然海風及獨特地形，稍不注意球便隨風飄向大海，如果能挑戰海洋皇宮球場成

功，那麼去挑戰排名日本第一「川奈球場」將不是難事。球場還有附屬飯店，歐風古堡建築，59 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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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所有設備及設施一應具全，晚餐供應有燒烤，海鮮及壽喜鍋料理等可供選擇。  

 

3.【PENINSULA OWNERS 高爾夫俱樂部】1998 年開業，位於長崎尾戶半島突出到寧靜的內海大村灣

上的丘陵球場。俱樂部的主題是提供球友在寬敞、平坦的球道上享受儘情揮捍的樂趣，它是長崎少數難

得的平坦而寬敞的球場。設計師巧妙的利用天然的地形擘劃出 18 個球道，總長 7022 碼，標準 72 桿。

因為球道平坦寬敞，看視容易，但上果嶺的這一桿卻隱藏著困難度等待您去挑戰。在這裡的每個球道都

可以俯瞰浮在寧靜的大村灣及形上灣上的島嶼的秀麗風光，達到運動及放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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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國際機場／福岡國際機場／西海珍珠海洋遊覽區（九十九島遊覽船、海閃閃水族館）

／長崎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出國手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九州福岡國際機場。抵達後，

專車前往 

【西海珍珠海洋遊覽區】佐世保和平戶間約 25 公里長的海上，有全數約 170 到 200 個大小島，密度

為日本第一，景觀之美無與倫比！其中以北松浦半島至佐世保之間大大小小島嶼蜿蜒交錯的裏亞式海

岸，是西海國立公園的代表地，俗稱「九十九島」，絕大多數島上沒有人居住，保留完整的大自然風

貌。搭乘【仿古海賊船】在 50 分鐘的航程中可觀賞到錯綜複雜的地形卻風平浪靜的海灣及夕陽沈入大

海等大自然的壯麗景觀。 

【海閃閃水族館】這是一座將九十九島海洋原樣重現的水族館，名為海閃閃指的就是如同海上最耀眼

的光芒一樣。水族館戶外的大型水槽內有豐富的水中生物悠遊，讓人彷彿漫步在海中世界，群生的魚

類還會一起表演水中龍捲風。可以和海豚盡情交流的「九十九島海豚戲水池」深受遊客歡迎，有寬紋

海豚和花紋海豚的精采演出。還有堪稱日本最大的「水母交響樂廳」。是利用充滿幻影的燈光、悠揚

的音樂和水母優雅暢遊的畫面，讓人全身都感到放鬆，就像聽了一場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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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早：溫暖的家 午餐：日式套餐 晚餐：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西海橋可拉頌渡假飯店 或同級 

Day 02 飯店／海洋皇宮高爾夫俱樂部(車程 0:35) (※本日球場備有球車四人一部，桿弟服務)／長

崎 

 

早餐後，前往【海洋皇宮高爾夫俱樂部】屬海濱球場，座落於長崎內海大村灣的半島上，佔地 83 萬平

方公尺，球道總長 6,495 碼、18 洞、標準 72 桿。球道伸入海面橫跨峽灣，岬角、小島，跨越海灣、

海峽的擊球是球場最有人氣的挑戰，由於獨特的地形隱藏著天然的海風，略顯狹窄的球道，稍不注意

球便隨風飄向大海，如何精準的將球控制在落在球道上，比距離更顯重要，是攻略這球場首要考慮的

因素。發球的梯台上邊望著岬灣對岸的球道，一邊欣賞大村灣明媚的風光。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球場自理 晚餐：日式會席料理 

住宿：西海橋可拉頌渡假飯店 或同級 

Day 03 飯店／PENINSULA OWNERS GOLF CLUB (車程 0:35)(※本日球場備有球車四人一部，

沒有桿弟服務)／長崎 

 

早餐後，專車前往【PENINSULA OWNERS 高爾夫俱樂部】1998 年開業，位於長崎尾戶半島突出到

寧靜的內海大村灣上佔地 132 萬平方公尺的丘陵球場。俱樂部的主題是提供球友在寬敞、平坦的球道

上享受儘情揮捍的樂趣，它是長崎少數難得的平坦而寬敞的球場。設計師巧妙的利用天然的地形擘劃

出 18 個球道，總長 7022 碼，標準 72 桿。因為球道平坦寬敞，看視容易，但上果嶺的這一桿卻隱藏

著困難度等待您去挑戰。在這裡的每個球道都可以俯瞰浮在寧靜的大村灣及形上灣上的島嶼的秀麗風

光，達到運動及放鬆的效果。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球場自理 晚餐：日式精緻會席(御膳)料理 

住宿：PASSAGE 琴海渡假酒店  或同級 

Day 04 飯店／琴海鄉村俱樂部（※本日擊球有桿弟、有球車）／長崎 

 

http://www.corazonhotel.jp/
http://www.corazonhotel.jp/
http://passage-kinka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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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專車前往【琴海鄉村俱樂部】球場面向大村灣的丘陵地，佔地面積 830,000 平方公尺，球道

總長 7107 碼，18 洞、標準 72 桿，巧妙的利用地形的起伏及傾斜加上水池、砂坑、海灣及峽灣的障礙，

打造出全國屈指的海濱球場，在 18 個球洞中有 3 個是跨海的球道，球道寬廣距離長，業餘球友 6517

碼，不但要求擊球距離，峽灣隱藏性的海風也會影響擊球的結果，更增加了它的挑戰樂趣。除了高爾

夫俱樂部以外，這裡還有一座著名的渡假酒店，可以眺望大村灣一年四季豐富多彩的景色。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球場自理 晚餐：日式精緻會席(御膳)料理 

住宿：PASSAGE 琴海渡假酒店  或同級 

Day 05 飯店／御船山樂園(杜鵑花 4 月上旬～5 月上旬、紅葉 11 月上旬～12 月上旬)／柳川運河

扁舟／免稅商店／太宰府天滿宮／福岡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前往【御船山樂園】佐賀縣武雄市的象徵御船山，因為山形似唐朝時期的海船故而命名為「御

船山」。山腳西側相傳是武雄藩第 28 代藩主鍋島茂義為了建設別莊，而耗費 3 年時間建造出來的庭園，

現為御船山樂園。春天有 5 千多株的櫻花、20 萬多朵的杜鵑花齊開爭艷，以御船山的斷崖為背景，有

如中國的山水畫般形成壯麗的景觀。秋天之時有 15 萬坪楓紅，從御茶屋可觀賞到一整片楓葉與山、湖

間的倒影，為人氣知名景點。 

 

【柳川遊船】乘坐小舟沿著護城河順流而下，悠閒的航行在柳川城四周的護城河，白色的海鼠壁、紅

磚建築的並倉、刻上各個文人詩詞的石碑、加上水道綠樹林蔭，聆聽竹竿划水聲，頭戴草笠，身穿古

典服飾的船夫掌舵技術絕妙高超，一邊搖船一邊以愉悅的神情姿態的又唱傳統民謠，體驗穿過水門和

橋下的水鄉旅情。爾後前往【免稅商店】店內有馳名豐富的禮品琳瑯滿目的物產供您選購。 

【太宰府天滿宮】是全國天滿宮的總本宮，祭祀日本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公元 901 年右大臣菅原道

真突然被貶至太宰府為役人，兩年後客死於此，後人在其墓地上修建了現在的天滿宮；每年有近 700

萬人前來參拜，祈禱學業上進、袚除災難、家人平安。之後前往福岡機場，搭乘客機返回台灣。感謝

各位貴賓的愛護與支持，祝大家健康快樂。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柳川名物鰻魚飯 晚餐：Ｘ 

住宿：溫暖的家 

 

 

【售 價 表】 

http://passage-kinka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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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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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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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報名時請提供 6 個月效期護照影本。 

3. 凡經本公司報名確認，且當地球場確認 OK 後，即不可取消，如欲取消者，需付擔取消費用! 

4. 不打球之貴賓每人退費 NT$ 電洽 .-(3 場球)。 

5. 尾款請於出發前 10 日付清。 

6. 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房間差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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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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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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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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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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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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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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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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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支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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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日 NT$250.-。 

7. 自費行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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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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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注意，本行程以高爾夫擊球活動為主，如有安排觀光行程的旅客，需配合開球時間，與擊球的

團員同一部遊覽車由同一位導遊陪同，一同前往球場，安排開球後，再前往觀光景點遊覽，爾後配合

擊球結束時間回到球場，接上打球的團員後再一起回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