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tn: 行程編號 :  2720

《14老客戶專案》  日本伊豆半島+河口湖(靜岡進出)高爾夫五日三場豪華遊

有效日期 2013/5/31 最低成行人數 16

建議5月11日週日出發

全市場首推也是球友最想挑戰的日本第一球場『伊東川奈』隆重推出

想知道為何川奈大島5700碼及川奈富士6100碼的球道距離，卻能久居日本第一

文筆無法去形容，只有親身走一回才能深深體驗球場渾然天成鬼斧神工般的極品設計

宿伊豆半島豪華歐風高爾夫渡假村『天城湯島 』+ 河口湖湖景飯店『富之湖』

另外再安排極致景點『 修善寺 + 富士天際之路 + 細覽河口湖』

☆ 竹中校友隊 ☆

全市場最平價的豪華伊豆半島川奈球場揮桿之旅
另外備有<不打球隨行觀光組行程報價> ( 請參考備註說明 )

台北／靜岡  華航  CI-0168  14:50 / 18:351
靜岡／台北  華航  CI-0169  19:35 / 22:102

天城湯島渡假村  IZU-YUGASHIMA RESORT
【伊豆湯島高爾夫渡假村】位於伊豆半島中部千年溫泉山林區，初來訪此會以為是到了歐洲的城堡，渡假村豪
華的設備並設有標準18洞的高爾夫球場環繞於旁。典雅華麗的建築加上四周可直眺富士山及天城連峰的景觀，
讓本渡假村一直以來成為關東地區最豪華的渡假村之一。一切設計皆以歐洲古典風味為主但又配合著和風的典
雅，來此度假打球可以說是相當豪氣與奢華。

住宿飯店 伊豆旅館所在地：

富之湖飯店  FUJINOKO HOTEL
【富士之湖飯店】在河口湖畔眾多飯店當中可以說是最高人氣的代表飯店之一，由於地處觀光勝地中心處房間
不像一般渡假村來得寬廣，但是絕佳的地理位置，飯店直接面對河口湖並能直眺富士山，尤其當天氣好的時
候，富士山景直接倒映於湖面的極致景色，讓本飯店一直以來終年經常是一房難求，房間難得的是採用洋式房
間，晚餐只提供最自滿的和洋式Buffet料理，地處富士山景觀區，頂級的溫泉水質也是最高級的享受之一，到
訪河口湖本處絕對是首選的住宿飯店之一。

住宿飯店 河口湖旅館所在地：

伊豆湯島俱樂部  【熱海伊豆地區最豪華及人氣最高的豪華球場】伊豆球場1
【伊豆湯島俱樂部】初來訪時就會被華麗的渡假村建築物而發生錯覺，以為是來到歐洲來打球，然而球場設計
卻非常的充滿日本山林的風味，一切雖然依自然地形而設計但是起伏卻讓人感覺到意外的平坦，球場的品質與
維護絕對會讓您印象深刻，富士山盼有如此多的球場但是次處卻是絕對不能錯過的好球場之一。

中伊豆葛林俱樂部  【伊豆地區僅次於川奈球場的PGA大賽球場】伊豆球場2
【中伊豆葛林俱樂部】在此特別告知沒有三兩三切勿上梁山，將近七千碼的球道距離的確是一大挑戰，第四洞
的長洞將近620碼及第六洞短洞將近200碼的距離，讓許多發球距離不遠的球友們感嘆不已。本球場也是關東地
區許多培訓職業選手的指定球場，球場設計較一般標準球場佔地為一倍半之多，不管距離豪情場打非常過癮，
當然球場設備與設施相當豪華，近年由於開放來賓擊球後，年年都列入靜岡縣超人氣的頂級球場。

川奈高爾夫球場(大島)  【世界百大全日本排名第一的ＰＧＡ大賽頂級球場】伊東球場3
【川奈高爾夫球場(大島)】久居世界百大及全日本排名第一的ＰＧＡ大賽頂級球場，座落於伊豆半島之東部伊
東地區，球場雖然緊鄰太平洋但卻又是由伊豆半島眺望富士山最美之所在地，具有如此極致美景卻又能設計出
頂級的球道設計，一直以來是日本所有球場望塵莫及之原因。舉辦過無數次世界級的大賽經歷，是許多球友心
中朝聖的夢幻球場首選之一。自2011年起球場開始全面開放非會員及國外球友到訪打球，總算可以滿足了台灣
球友們前來挑戰的期待。

簡易行程

桃園國際機場→靜岡機場→湯島高爾夫渡假村(入房)1 早餐 X  中餐 X  晚餐 O

早餐→湯島球場→遊靜蓮瀑布→豪華和風會席料理2 早餐 O  中餐 O  晚餐 O

早餐→中伊豆葛林球場→遊修善寺→關東和風宴會料理3 早餐 O  中餐 O  晚餐 O

早餐→離房→川奈球場(大島)→河口湖富之湖飯店(入房)→山梨風味和洋Buffet4 早餐 O  中餐 X  晚餐 O

早餐(離房)→細覽河口湖→御殿場Outlet→靜岡機場→桃園機場5 早餐 O  中餐 X  晚餐 X

果嶺物語 嘉聯旅行社 TEL:02-2571-2002 FAX:2571-7166  業務熱線: 0986-613566



備註

       ★ 桃園靜岡直飛每周兩班次(周日及周五)，本行程報價單以【周日出發靜岡進出】為主報價 ★ 

     ★ 行程也可改由【台北松山東京羽田進出】，每日皆有航班，價格將有追加，請參考下列說明 ★ 

******************************************************************************************************

【計價人數】以上表所列成行人數為準，低於此人數將另行報價，打完球後若要追加觀光行程將另行估價。

       隨行不打球團員費用不包含觀光費用，若需要另外安排觀光行程將另行報價，惟人數至少需10人以上。

【FOC機票】由於團體機票16人以上，航空公司將會提供一張免費機票稱FOC機票，此部分本公司於成本計

                      算已經平均攤分至每人成本，人數不足16人將影響成本結構必須另行報價。

【桿弟費】以上報價皆不包含桿弟服務，但配屬球車服務(4人一車)。

【國定假日擊球】將有假日住宿及打球差價追加，每日每人： 2000元 ( 含住宿及擊球 )。

【國定假日】2014年上半年度日本國定假日為 1/1 ,1/11-13,2/11 ,3/21-23 ,4/29~5/6, 7/19~21日。

【服務費】請於當地繳付，費用已包含當地駐在員服務費及司機、飯店、球場等工作人員小費。

【團費訂金】配合航空公司及日本即時鳥專案規定，訂金為10000元並於確認入帳後即刻展開正式預約作業。

******************** 【第四晚變更住宿至東京台場格蘭太平洋飯店之追加】 **********************

                              每人追加：1500 元 - 追加內容為交通費增加成本及飯店之差價

                            若遇滿房之替代 同級飯店  ● 東京巨蛋飯店 ● 東京皇家庭園 ●

------------------------------------------------------● 隨團觀光行程與報價 ● ------------------------------------------------------

        ● 觀光組：每人特價 ４２８００元( 包含第2~4天觀光日之中餐 ) -- 人數不得低於8人●

--------------------------------------------------------- 

kamori.co.jp------------------------------------------------------------------------------------------

                          (第一日) 桃園國際機場→靜岡機場→湯島高爾夫渡假村(入房)                        

                          (第二日) 早餐→遊南伊豆→豪華和風會席料理

                          (第三日) 早餐→遊西伊豆→遊修善寺→關東和風宴會料理

                          (第四日) 早餐→離房→遊東伊豆→河口湖富之湖飯店(入房)→山梨風味和洋Buffet

                          (第五日) 早餐(離房)→細覽河口湖→御殿場Outlet→靜岡機場→桃園機場

                     -----------------------------------------------------------------------------------------------------------------

                                                                        --------南伊豆----------

【湯島淨蓮瀑布】為日本瀑布百選之一的瀑布落差高度25公尺、寬度7公尺，壯麗的水瀑、磅礡的氣勢，為伊

豆最大的瀑布，據傳日本昭和天皇曾經為此讚嘆。淨蓮瀑布自古流傳著女郎蜘蛛傳説，頗具神秘感，瀑布周圍

茂密的原始林之中震人心弦的瀑布聲更是添增了淨蓮瀑布神秘的氣氛。

【下田】市位於伊豆半島東南部，是南伊豆的中心城市。19 世紀，日本實行了拒絕與海外交流的鎖國政策，美

國爲了要求和日本通商，一支稱爲黑船的美國艦艇駛進了該港。由此該城鎮廣爲人知。市內有日本全權大使林

大學和當時的美國海軍提督裴裏簽署日美親善條約的了仙寺，寺院裏留有描寫簽約時情景的寫生畫。

                                                                          --------西伊豆----------

【土肥金山】於天正5年（1577）被發現、為採崛幕府直轄的金礦，使用了慶長小判的地金。慶長年間（1596－

團費

NT$45,800
兩人一房(含稅險)

NT$53,800
一人一房(含稅險)

NT$42,800

行程編號 :  2720

隨團不打球觀光(含稅)

隨團自由行不包含行程外之觀光行程，若要另外安排觀光行程，請參考備註說明
團費包含：

● 往返經濟艙機票及機場稅+燃料稅及匯率調動

● 飯店住宿、早餐及行程所列中晚餐

● 交通接送及觀光

● 三場平日擊球費用(含球車費用)

● 旅遊平安、意外醫療及行李遺失險

● 當地飯店球場服務人員及司機五日服務費

團費不包含：

★ 中餐 (非打球日)
     ※ 川奈球場不提供包含中餐服務
★ 桿弟費
★ 單人房住宿追加

果嶺物語 嘉聯旅行社 TEL:02-2571-2002 FAX:2571-7166  業務熱線: 0986-613566



1615）最為繁華、幕府認可的妓樓到處皆是、土肥港則以金塊運輸的葵定紋千石船為繁榮的起源。昭和40年廢

坑、一部坑道的設備如今轉換成觀光設施，可見當時採掘的模樣。也有可體驗採集砂金的「砂金館」。另外、

這裡也有被登錄在世界金氏紀錄的世界最大200公斤的金塊的展室，大家可與台灣九份金礦博物館之金塊互相

比較，那一個是亞洲第一。

【戀人岬】位在750ｍ左右富士見遊歩道的先端、越過駿河灣，在此最美的景色莫過於眺望海天一色的駿河海

灣的海景及遠端矗立的富士山景。當然來此也絕對不能錯過最負盛名的「愛之鐘l」，鐘鳴之時唸著自己最深愛

人的名字，相傳若是初戀將會開花結果，若是已婚將會白頭偕老愛情永存，是絕對不能錯過的體驗。

                                                                             --------東伊豆----------

【大室山】位於伊東市郊，形似覆盆，滿山綠草如茵，海拔851公尺，乘坐登山纜車約8分鐘扺逹山頂，天氣晴

朗時，由此可眺望富士山．伊豆天城山脈及太平洋上的伊豆七島全景大室山本身像個倒蓋的碗形，此為火山爆

發後形成的火山口，在千年之前曾經爆發過，造就半島沿線都是礁岩石壁，也讓整個半島處處是溫泉。

【一線天橋】位於伊豆半島東部之東部海壁處，是伊東地區極富盛名的天然景點處，在海壁處的絕岩當中建構

起的一線天橋於當地享有最高人氣，太平洋海天一色的自然景觀加上波濤洶湧的海浪衝擊景觀，讓人驚嘆大自

然的雄偉之美。

----------------------------------------------------  共同觀光行程景點簡介  ----------------------------------------------------------

【天城湯島】為日本天皇御用的溫泉區，日本最受歡迎的民謠曲”天城山越”，就是敘述此處有如仙境般的溫

原鄉景色，當然頂級的溫泉水質才是本處享有全日本溫泉之尊稱號的原因之一。【箱根蘆之湖】是40萬年前火

山爆發而形成的火口湖，本處位於熱海，伊豆及箱根三處交會處，本處最迷人的旅遊就是座臨富士山下，直接

眺望日本第一名山富士山，四周的美景堪稱日本十大絕景之一，到訪箱根此處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修善

寺溫泉】是中伊豆屈指的大溫泉，氣氛與周圍環境十分調和，自古以來深受衆多的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喜

愛。【湯島淨蓮瀑布】為日本瀑布百選之一的瀑布落差高度25公尺、寬度7公尺，壯麗的水瀑、磅礡的氣勢，

為伊豆最大的瀑布，據傳日本昭和天皇曾經為此讚嘆。淨蓮瀑布自古流傳著女郎蜘蛛傳説，頗具神秘感，瀑布

周圍茂密的原始林之中震人心弦的瀑布聲更是添增了淨蓮瀑布神秘的氣氛。

                                                                               -----細覽河口湖-------

【河口山梨寶石博物館】是日本唯一，開設博物館的是從事寶石加工的企業，為了讓人認識美麗的寶石而成

立。博物館的建築外觀讓人彷彿造訪歐洲美術館，館內的展示空間以黑色為主，襯托需要光源照亮更顯耀眼迷

人幻彩的寶石。【河口湖卡其登山纜車】想一覽湖光山色，沒什麼比得上纜車。搭乘河口湖卡其登山纜車，登

上高1104公尺的展望台，碧綠的河口湖、似近又遠的富士山、火柴盒般的富士吉田市街，都在眼前；天氣晴朗

時，更遠的南阿爾卑斯連峰、青木原樹海、山中湖等也一覽無遺呢。【河口忍野八海】是位於山梨縣忍野村的

湧泉群。富士山的雪水流經地層數十年過濾成清澈的泉水，由8處滲出因而形成池塘。其秀麗的田園風光，池

水波光潾潾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其情其景，美不勝收，除了被選為名水百選，也被認定為天然記念物及

新富岳百景之一。

----------------------------------------------　川奈球場及中伊豆球場的球車　--------------------------------------------------------

川奈球場及中伊豆球場皆為日本知名的PGA大賽球場，球場雖不提供桿弟但都提供GPS液晶導航設備，準確度

相當高並備有詳細的果嶺說明圖。提供數據比備有桿弟更為準確。

      ---------------------------------------- 行程球場改打川奈富士球場追加  ----------------------------------------------

                           行程中，川奈大島球場若改打川奈富士球場，每人追加 4000 元 ( 平日 )

                           行程中，中伊豆葛林球場若改打川奈富士球場，每人追加 4500 元 ( 平日 )

   川奈大島球場無桿弟服務但提供衛星導航球車，川奈富士球場提供桿弟服務但不提供球車服務

                                                               【川奈高爾夫球場(富士)】

 為日本富豪大倉喜七朗(日本頂級連鎖飯店大倉飯店創始人)曾於英國劍橋求學，回到日本難忘英國海景及田園

的景色，於1930年聘請英國建築設計師查爾斯於川奈以眺望富士山及一覽太平洋為主軸，建造了英國莊園式的

海景高爾夫渡假村。極致的景色及精緻的設計，讓川奈球場多年來高居日本第一並為世界百大球場的盛名。球

場辦過無數次的PGA大賽自是不在話下，但是一直以來都正式無法開放海外球友前來大球是一大遺憾。然而川

奈大島球場終於於2011年首先正式開放台灣球友打球後，由於台灣球友的禮貌及開朗深深打動了川奈球場，

2013年開放與日本球有相同條件，只要住宿川奈附屬會員飯店，即可一圓挑戰川奈富士球場如朝聖般心情。

          ●  川奈富士球場至少需打球日兩個月前預約，取得確認的機率交高，一經確認將無法退款 ●

果嶺物語 嘉聯旅行社 TEL:02-2571-2002 FAX:2571-7166  業務熱線: 0986-613566



   

**************** 【行程變更至華航早去午回 台北松山東京羽田進出 - 追加價格】 ***************

  行程變更至 "台北松山東京羽田進出"：松山羽田 CI-220 09:00/13:05  - 羽田松山 CI-221 14:35/17:15

      第四晚住宿因交通移動關係，住宿飯店也將移至東京地區 (台場格蘭太平洋，東京巨蛋及皇家庭園 )

                                   晚餐之用餐內容也將變更於飯店內享用豪華和洋式Buffet料理

                                  ------------------------------------------------------------------------------

                 每人追加   4000 元    追加部分之內容 -  機票差價，第一晚之晚餐及第四晚飯店差價

                                                            ※ 本航班為每日出發航班  ※

                                 ------------------------------------------------------------------------------

               第一天     台北→靜岡→箱根蘆之湖→湯島高爾夫渡(入房)→和風會席晚餐

               第二天     早餐→湯島球場→豪華和風會席料理

               第三天     早餐→中伊豆葛林球場→遊修善寺→關東和風宴會料理

               第四天     早餐→離房→川奈大島球場→小田原城觀光→東京格蘭太平洋(入房)→豪華和洋式Buffet料理

               第五天     餐(離房)→東京台場自由活動及逛街購物 →靜岡機場→桃園機場

                                            -------------------------------------------------------------------------

            ※ 本變更行程由於航班時間關係將無法安排前往河口湖，將另行安排遊覽小田原城觀光  ※

★以上若沒有確切出發日期則僅為預估，確實報價單將依客戶指定出發日及要求條件另行　製作正式報價單。
★ 日本高爾夫旅遊報價單皆為量身訂做。相同行程內容，將會依出發日及人數或其他條件，而有不同之報價。
★ 若有任何優惠特價專案，務請依照所規定之訂金繳款期限前支付，否則將無法提供特惠條件。
★ 正式預約將於收達訂金後隨即展開，待所有預約項目確認完成後，務請按照規定期限前繳付剩餘款項。
★ 若遇預約項目爆滿(如航班，球場及飯店等 )而發生無法按原內容預約時，變更之項目前將會另行正式通知。
★ 預約期間人數未達上述所列最低成行人數標準，而影響團體成本支出；如人數未達團體機票或是住宿飯店之
　最低要求人數(一般團體為16人)，及影響每人交通分攤成本等，本公司將有權追收增加之成本差價。
★ 預約程序中，日本當地因飯店及球場預約狀況，有權變更前後順序（ 所有應有之內容項目將不會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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