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編號 G-19009

輕井澤高爾夫紀行五日
輕井澤 72 入山 G.C & 中輕井澤 C.C. & 輕井澤高原 G.C.
輕井澤素有「小瑞士」之稱，1886 年夏天加拿大傳教士 Alexander Croft Shaw 來訪，覺得此地景色很
有故鄉多倫多的味道，於是 1888 年時便在這裡興建了別墅，並向友人廣為宣傳，開啟了輕井澤作為避
暑勝地的歷史新頁。同年，信越本線的長野段開通，設置了輕井澤站。1893 年翻越碓冰峠的鐵路繼之
竣工，從此可直通東京，山明水秀的輕井澤遂拜交通便利之賜，很快地吸引了許多傳教士、知識份子、
文化人的到訪，一躍而為知名的避暑勝地。1918 年西武鐵道率先進行計畫性開發，1945 年東急電鐵也
投入資本開拓，輕井澤更進一步進化為休閒、渡假勝地。輕井澤觸目所及皆是綠意盎然，自明治時期就
是上流階級和文人雅士愛好的避暑勝地，至今仍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人間仙境。遊輕井澤的方式非常多樣，
賞花、避暑、紅葉、滑雪、泡湯、高爾夫、Shopping…等，加上自然美景與散發出的文藝氣息，令每個
旅人都能享受心曠神怡的假期。想悠閒的盡覽這片高原美景，租輛單車遊覽是最佳選擇。輕井澤觀光區
有舊輕井澤、新輕井澤、南輕井澤及鹽澤等，尤以車站附近的舊輕井澤與新輕井澤最熱鬧。南輕井澤及
鹽澤則以自然風景為主，並集合了各種美術館。在造訪輕井澤的名人中，披頭四成員之一的約翰·藍儂自
披頭四解散後到 1980 年去世為止，幾乎每年夏天都會攜眷至此長期渡假。另外今上天皇明仁與皇后美
智子當年（1958 年）命運的邂逅正是在輕井澤。在東京沒有過足血拼的癮？輕井澤一樣能滿足您！車
站南口的輕井澤 Price Shopping Plaza 是遠近馳名的名牌 Outlet，多達 36 種世界頂尖品牌，相當值得
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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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球場：


日本具代表性的避暑地，輕井澤 72 高爾夫俱樂部由東、南、西、北共六個球道、108 洞所組成，
設計師為 R.T. Jones Jr。 東球場分別是入山 (Iriyama course) 18 洞全長 6941 碼，另一個是押立
(Oshitate course)18 洞全長 6857 碼，2014 年世界業餘錦標賽場地，大會選擇這裡自然富有挑戰
性。南球場 18 洞全長 6598 碼，球場在設計上球道相當起伏與池塘沙池組成的佈局手法相當不錯
確實難打，西球場也是 36 洞，一個叫黃金球道 Gold course 全長 6824 碼，而另一個叫 藍球道
Blue course 全長 6725 碼。這 3 座球場不設球僮但有 GPS 搖控球車非常方便易用，沒有桿弟服
侍的揮桿擊球，考驗自我對球道的解讀能力。北場全長 7076 碼，每年夏天舉辦 NEC 職業女子選手
錦標賽的場地，輕井澤 72 高爾夫 108 個球道，由初學者到低差點的球友們，都能在此愉快的享受
揮桿擊球的樂趣。



中輕井澤鄉村俱樂部 1996 年 7 月 20 日開場，佔地 877251 平方公尺，以淺間山為背景 18 洞，標
準 72 桿，總長 6846 碼，運用輕井澤的自然森林、水做為素材，球道地形變化豐富，景色優美，
佔地廣大視野開闊挑戰性十足，展現出特有的風格，使您能夠充分享受到揮杆時的輕鬆與寫意。



輕井澤高原高爾夫俱樂部球場位於海拔 1,222 公尺的高原台地上,由建造世界百大球場「川奈富士」
的「大成建設」主持設計。球場的設計以輕井澤的地標；著名的活火山「淺間山」為背景巧妙的運
用輕井澤北部的自然地貌特點，結合藝術和競技兩特性所設計出的觀景球場。1995 年 7 月 7 日開
場，在佔地面積 118 萬平方公尺的高原台地上擘劃出 18 個寬廣的球道，總長 7,031 碼，標準 72
桿,每個球道都有不同的景觀及挑戰，其中第 18 洞的島嶼果嶺以及果嶺後面連綿的群山、優美的球
場會館，為球手增添了高爾夫之外的視覺享受。

2

行程編號 G-1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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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國際空港／輕井澤(車程 3.3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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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東京成田國際機場。抵
達後，專車穿過東京都經上信越自動車道前往長野縣輕井澤渡假高原，入宿渡假村內。展開 5 天 3 場
球敘的高爾夫渡假之旅。
早餐：早：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餐點

晚餐：酒店內和洋中自助餐

住宿：HOTEL 輕井澤 1130 或同級

Day 02 飯店／輕井澤高原高爾夫俱樂部(車程約 0:15)(※本日球場備有球車四人一部)／飯店
(觀光：輕井澤／輕井澤高原 G.C.／鬼押出園／榆木休憩露台／白絲瀑布／輕井澤高原 G.C.／輕井澤)

早餐後，前往【輕井澤高原高爾夫俱樂部】球場位於海拔 1,222 公尺的高原台地上,由建造世界百大球
場川奈富士的大成建設主持設計。以淺間山為背景巧妙的運用自然地貌特點，結合了藝術和競技兩特
性擘劃出 18 個寬廣球道的觀景球場，球道總長 7,031 碼，標準 72 桿，每個球道都有不同的景觀及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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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譬如：OUT 的第一洞 5 桿長洞暢快的揮出第一桿後，第 2 桿面臨由左伸延到球道的水池障礙，果
嶺前兩邊各有砂坑作保護挑戰度滿點，景觀享受如第 18 洞的島嶼果嶺以及果嶺後面連綿的群山、優美
的球場會館，增添了許多的視覺享受。
觀光景點簡介：
【鬼押出園】是 1783 年(日本天明 3 年)淺間山爆發時噴出來的熔漿、猶如大塊岩石互相重疊凝固而得
的自然風景，劇烈的火山爆發讓當地居民恐怖的聯想到鬼在火山口鬧事將岩石往下推，因而得名。因
激烈的火山爆發所製造出的奇特景觀，如今被列為世界 3 大奇景之一，也成為了位於上信越高原國立
公園內的淺間高原的知名風景名勝。
【榆樹街小鎮】是隸屬於星野度假村的設施，建在木板搭成的平台上，被美麗的榆樹包圍，屬於開放
式的商店街，不限定星野飯店的客人。榆樹街小鎮裡面共有 14 間店鋪，包含了許多輕井澤的名店，如
丸山咖啡、川上庵等。
【白絲瀑布】 位於輕井澤北部，湯川的源流，高 3 公尺、寬 70 公尺，在黑色的岩壁上掛著數百條的
水流，由於是地下水從岩石的表面湧出的瀑布,如同白絲一般的高掛而下，透明度高的水如細絲般，充
滿纖細優美的的姿態。特別是在新綠或楓紅的季節，水中倒映著美麗的景色，是輕井澤的風景名所。
到了秋天紅葉和瀑布的對比形成美麗的景色。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遊玩、球場自理 晚餐：日式精緻會席(御膳)料理

住宿：HOTEL 輕井澤 1130 或同級

Day 03 飯店／輕井澤 72 高爾夫俱樂部 東入山(車程 0:36)(※本日球場備有球車四人一部)／飯店
(觀光：輕井澤 72 東入山 G.C／雲場池／銀座散策／聖保羅教堂／輕井澤 72 東入山 G.C.／飯店)

輕井澤 72 東 入山/押立コ-ス

網址：

http://www2.princehotels.co.jp/golf/karu72/east/course.html
早餐後，專車前往隸屬西武集團所擁有的【輕井澤 72 高爾夫俱樂部】由東、南、西、北共六個球道、
共 108 個球洞所構成，本日安排東 COURSE 的「入山」球道球敘，1971 年 7 月 4 日正式營業，球場
佔地 119 萬平方公尺、總長 13779 碼、36 洞、標準 144 桿。2014 年為了迎接「世界業餘男、女選手
錦標賽」重新設計整理球道加強了軟硬的設備使其更符合了職業級比賽場地的水準，球場雖然地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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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台地上，但球道卻寬廣起伏平緩、其中安置了水池、砂坑、樹林…等障礙，加上高原不定的風向。除
了多樣性的球技外，進攻策略決定桿數的多寡。『東球場-入山/押立』

東側球道分為押立及入山兩個

COURSE。且東側入山球道是曾舉辦過女子職業選手競賽的場地，因此在高爾夫球選手界裡也是非常
有人氣。其寬廣遼闊的場地讓球有一定的飛行距離，是個自然且極有挑戰性的專業級球道。還有標準
桿 6 的超長球洞等您挑戰喔 ...
● 輕井澤 72 高爾夫球場禁止使用金屬釘鞋。
● 高爾夫球車駕駛者請務必攜帶台灣駕照正本。
觀光景點簡介：
【雲場池】又名“天鵝湖”被譽為「輕井澤三大觀光名勝」之一，佔地達 2000 坪，池塘水清澈見底，
湖面映照出的四季景觀色彩斑斕，美輪美奐。綠意盎然的初夏和紅葉紛飛的清秋是最佳觀賞時節。潺
潺的清泉從附近的樹林湧入池中，讓池水如珍珠般飽滿、清澈。池周圍鋪設了步行 20 至 25 分鐘即可
環池一週的林蔭小道，是漫步於大自然的絕佳場所。雲場池是輕井澤景區中必看的名勝景點。
【舊輕井澤銀座大街】(旧軽井沢銀座通り、Kyu Karuizawa Ginza Dori)又簡稱舊輕銀座大街，是條長
約 600 公尺，地面由紅磚鋪成，街道兩旁為 1、2 層低矮的房舍，有像木造歐風建築，也有新美術館簡
約現代的建築，新舊並存，相容協調又各有特色，大小巷道內至今仍留有舊輕井澤雕刻的家具店、麵
包店、果醬店等西洋文化的氣氛。集合購物、美食與娛樂的人氣商店街。
【輕井澤聖保羅教堂】是美國建築家安東尼・雷門(Antonin Raymond)以歐洲的鄉間教堂風格所建造
的教堂。木造的建築與水泥石板混合素材讓這個教堂獲選現在摩登建築 the DOCOMOMO 100 之選。
優美的森林搭配古典的教堂建築，形成一種浪漫唯美的畫面。三角形屋頂和尖塔已經成為輕井澤的象
徵。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遊玩、球場自理 晚餐：日式精緻會席(御膳)料理

住宿：HOTEL 輕井澤 1130 或同級

Day 04 飯店／中輕井澤鄉村俱樂部(車程 0:40) (※本日球場備有球車四人一部)／東京
(觀光：輕井澤／中輕井澤 C.C.／鹽澤湖塔列辛／輕井澤王子購物廣場(OUTLET)／輕中輕井澤 C.C.／
東京)
早餐後，專車前往【中輕井澤鄉村俱樂部】佔地面積 877,251 平方公尺，在茂密的原始林間展開總長
6846 碼，18 洞、標準 72 桿，球道被自然的落葉松…等樹林所圍繞，巧妙的利用地形的起伏及傾斜加
上水池及砂坑的障礙，視野上略顯狹窄、精準的落球點是攻略此球場的決定關鍵。整座球場以溶入輕
井澤大自然為設計主軸，會館正面迎向綠意盎然的原始林，木頭及陶瓦的露台式開放建築，陽光與空
氣自然的流動，令人精神抖擻。在球場內可以欣賞到橫跨在長野縣群馬縣之間、標高 2568 公尺、世界
著名圓椎型的活火山「淺間山」的明媚風光，結束球敘後驅車經關越自動車道前往東京住宿酒店。
觀光景點簡介：
【鹽澤湖塔列辛】是融合大自然與文化的遊樂區，與其說是遊樂區，不如說這裡是另外一種充滿書香
與藝術品的世外桃源，就連在這裡走著呼吸著都是一種悠閒的生活步調。Taliesin 塔列辛是威爾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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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譯為”發光的前額”，也是 19 世紀威爾斯詩人的名字，建築大師萊特將他的個人工作室蓋於美國威
斯康辛州綠村城的一個小山坡上，命名為 Taliesin 塔列辛，期許這裡能夠成為藝術理想國，也算是另外
一種藝術家的烏托邦。
【輕井澤王子購物廣場】是一座座落於受豐饒絕美的大自然環繞四周，日本屈指可數的高原渡假聖地
“輕井澤”的渡假型購物中心，集結了全世界的頂級品牌。設施方面從高級品牌到時尚、雜貨、運動
戶外用品等等，高達約 240 間多樣而豐富的商店全都齊聚在輕井澤車站南口側的寬敞地帶。 由飯店、
婚禮、高爾夫、滑雪、娛樂設施等構成的“輕井澤王子格蘭渡假村”裡，是一片能將生活風格點綴得
更加優質且精彩豐富的奢華商業天地，總是讓無數的人們為它沉醉不已。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球敘遊玩、球場自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或居酒屋料理

住宿：東京巨蛋 新宿京王廣場酒店 或同級

Day 05 飯店／自由活動(自費)建議您可選擇搭乘電車前往東京地區自由觀光或訪友／免稅店／
成田／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前往【免稅店】參觀，您可自由購物送給親朋好友。準備行李，搭乘巴士前往機場，搭機返回
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一充滿美麗回憶的日本東京輕井澤高爾夫度假之旅。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Ｘ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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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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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球果嶺費、球車費、衣櫃費。
2. 包含住宿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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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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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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7. 自費行程費用。
8. 若要租用球具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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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程，觀光行程參加的旅客，需配合開球時間，擊球與觀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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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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