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高爾夫球專案】 

伊豆半島 五天三場 享受溫泉、美食的勝地 

 

本公司高球團的專業特色與優勢： 
1. 唯一官方（伊豆半島觀光協會與靜岡縣駐台辦事處）支持［靜岡伊豆高爾

夫球假期］。 

2. 伊豆半島高爾夫球場的全力支持與高度的配合度，並免費提供多樣化的特

色高球午餐選擇。 

3. 唯一安排高爾夫球專用遊覽車，車體大、車箱大空間，安全置放您的珍貴

球具。這點很重要哦！ 

4. 全新高球專用遊覽車，與日本人同部使用。 

5. 觀光協會推薦的溫泉飯店，配合度也超高！ 

6. 稻取地區溫泉美食，是日本三大知名溫泉，來打球、千萬別錯過！ 

7. 除了打高爾夫，別忘了遊覽伊豆半島的美景。我們也配合伊豆半島觀光協

會特別安排當地最有名的景點，讓貴賓都能帶著美好的回憶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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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起週日出發)  

特別提醒: 本報價出團人數必須達到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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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1. 中華航空公司直飛富士山機場來回團體機票（團去團回不得改期及退票）。 
2. 靜岡市區飯店 1 晚, + 溫泉飯店 3 晚(1 泊 2 食)。晚餐每日不同菜單。 
3. 伊豆大仁高爾夫球場 1 場球（果嶺費、保險、球車四人一部、沒有桿弟）。 
4. 稻取高爾夫球埸 36 洞(島、海 、山、森) 共 2 場球（果嶺費、保險、球車四人一部、沒有桿弟）。 
5. 含 200 萬旅遊契約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讓您全程有保障。 
6. 三場球場的午餐(球場定食)。(球場要求完成前九洞後，必須休息約 1 小時用餐休息) 

7. 導遊、司機服務費及小費。 

不包含： 1. 預約桿弟費 (部份球場可以預約桿弟，請於訂團時預約；每位桿弟費用約日幣￥16000元，四位平分) 
   2.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飯店內個人行李小費。 
   3. 搭乘中華航空公司行李總重限30公斤,超重請自行負擔超重費。 
   4. 若遇日本國定連續假期，住宿和打球費用漲價，團費亦隨之調整。 
   5. 指定住宿單人房，請補費用新台幣8000元。 

 

【航班】僅供參考，以實際之航班為主: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 起飛時間 降機地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168 桃園機場 14：50 富士山空港 18：40 

中華航空 CI169 富士山空港 19：25 桃園機場 22：20 

 

【飯店介紹】 

靜岡市區 Associa飯店 : 
坐落於葵區的中心地帶，靜岡 Associa 飯店是遊覽靜岡的最佳下榻飯店。 在這裡，旅客們可輕鬆前往

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15層樓的建築裡提供 250間別緻客房，舒適的布置讓人有如家般的

體驗。在飯店內可找到桑拿三溫暖, Spa, 按摩等多種精彩的娛樂設施。 靜岡 Associa 飯店是來靜岡旅

遊的最佳留宿飯店，為您提供一站式高品質服務。 

 

 

 

 

 

 

 

 

 

 

 

 

《靜岡世紀飯店》http://www.centuryshizuoka.co.jp/tw/index.html 

http://www.centuryshizuoka.co.jp/tw/index.html


隸屬於小田急飯店集團。位於 JR 靜岡站外側，擁有 222間客房和各種宴會廳，是一家國際化城市型飯

店。樓高 25 層，提供一覽無遺的靜岡夜景，天氣晴朗時還可看到美麗的富士山景。 

 

 

熱川王子溫泉酒店 http://www.atagawa-prince.co.jp/ 

熱川王子飯店是位於伊豆半島著名的熱川溫泉的日式高級溫泉酒店。熱川王子酒店位於

熱川溫泉的高坡上，由所有客房可眺望遠處的伊豆大島一帶的美麗海景。熱川王子酒店

提供高級日式榻榻米客房與附帶室內私人露天浴池的日式客房，客房內提供溫泉浴，另

有 12處室內、露天溫泉浴池等溫泉大浴池。 

 

 
 

 

 

 

 

稻取東海飯店湯苑  http://tw.tokai-h.co.jp/ 

http://www.atagawa-prince.co.jp/
https://www.e-japannavi.com/syuyu/shizuoka/index.shtml
https://www.e-japannavi.com/onsen/chubu/index.shtml
https://www.e-japannavi.com/hotel/shizuoka/atagawa_prince/atagawa_prince02.shtml
http://tw.tokai-h.co.jp/


以溫泉棟湯苑最上層的舟形檜木露天風呂為主，還有大浴場、1F的波打際貸切露天風呂

等 10種類的湯船。從這裡能看到相模灣、伊豆七島的美麗景色。所有客房皆能看到海景，

可邊聆聽太平洋的海浪聲，邊享受入浴時光！館內提供的海鮮料理則使用稻取漁港的新

鮮海產烹製。 
 

 
稻取莊溫泉飯店 http://www.inatoriso.com/ 

稻取莊溫泉旅館地處伊豆半島中部東伊豆稻取溫泉，瀕臨海岸，與伊豆七島遙遙相望，

所有客房面對窗外碧波粼粼的太平洋。稻取莊的客房全部為日式和室榻榻米客房，並擁

有一棟 8層的溫泉樓，設有室內溫泉與室外露天各式溫泉浴池，可洗浴各種溫泉，另有

供包租的私人溫泉浴室。由客房或溫泉浴池觀太平洋日出日落，美麗壯觀。近鄰伊豆最

大漁港稻取港，溫泉海鮮料理豐盛。 
 
 
 
 
 
 
 
 
 

 

高球團專屬好禮:                       ◆高球專用遊覽車  
凡參加高球團者，即贈 

高爾夫球球套乙個(限打球者)   

 

 
 

 

 
 

 

 
 

【球場介紹】 

http://www.inatoriso.com/
https://www.e-japannavi.com/syuyu/shizuoka/index.shtml
https://www.e-japannavi.com/syuyu/shizuoka/inatori01.shtml
https://www.e-japannavi.com/hotel/shizuoka/inatoriso/inatoriso02.shtml
https://www.e-japannavi.com/hotel/shizuoka/inatoriso/inatoriso02.shtml


伊豆大仁高爾夫 
伊豆大仁鄉村俱樂部在 1976年成立，設有三個 9洞的球場，分別為箱根、

富士、天成球場。北邊依靠著秀麗的富士山，南邊緊連天城連山，不僅能遠

眺山峰相連著天的山稜線，順著山稜線，伊豆箱根國立公園內豐富的自然美

景延伸在廣大的樹海中，在伊豆大仁鄉村俱樂部可以享受到有如渡假村的視

野與氣氛。 

一望無垠的球道，保養有道的草皮及白沙眩目的沙坑，在設計師和泉一介

巧妙地安排之下，讓三個球場各具有不同風格的變化與挑戰，豐富及趣味

性兼具，讓球友能體驗高爾夫的真正快感，徹底享受箇中樂趣。 

伊豆大仁鄉村俱樂部在過去 12 年為女子

世界盃公開賽舉辦球場，雖然是位於伊豆

群山之中，但球道上下起伏幅度小，平均

在每個果嶺上可以推出 40～60公尺的距離，可以在此豪爽地揮擊，然

而一個不注意就會飛到了沙坑中，是需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稻取高爾夫球俱樂部 
 

海洋球場 : 

球道是四過程中應用最為廣泛，有 20000平方米廣闊的池塘，這已經

成為稻取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特產。 寬敞平坦，也足夠有趣。 您可以

欣賞精彩的射門。 擁有一支優秀的觀看海洋的看法，使得遠伊豆

Shichito和瞇著眼睛可以眺望到下田方向。 9洞，可以享受伊豆獨特

的風景。 

 

山地球場 : 
將帶有無處不得天獨厚的天然水，沙坑和球道，有趣的景觀起伏的池

塘和我們在同一時間延長的戰略。 格林也許是艱難的歷程和準確的拍

攝成為需要推出無。 Soredakeni，9洞與能夠利用各種技術的響應。 

 

 

島球場: 
巧妙地安置碉堡，風易患本課程將走高端戰略。  

向上和向下和狗瀝許多玩路線的決定是困難的，共存，就像“危

險”，“報酬”，會激起玩家的挑戰貪婪。  

可以欣賞到伊豆 Shichito ...伊豆獨特的漂浮在雄偉的湛藍的海

水，九洞不愧為“島”的名稱的位置。 

 
森球場: 



膨脹是通過航道包圍 MidoriYutaka 森林，抑鬱症，服用天然起伏，如坡度的造型，這是與周圍風景秀

麗的同化過程中的優勢。  

總體來說是建於緊張，綠也把壓力相對較小的玩家一點。  

由於課程，集中在一個緊湊的，會說的“短指猴的得分技術和精密和 Agureshibbu挑戰精神下您做出重

要”。  

本課程適合剛剛被稱為“森林”是流傳在森林裡輸入分割的 9洞。 

 

 
【球場圖片】 

伊豆大仁高爾夫: 

稻取高爾夫球俱樂部 



 

第一天  桃園 靜岡富士山空港 =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乘豪華客機前往日本【富士山機場】。 
 

靜岡縣大致位於日本的中央，它是「東海道」大道上東西文化的交通要衝，
也是政治、文化的先進地區。靜岡縣南部面臨太平洋，海岸線連綿不斷；北
部聳立著以富士山為首，高達 3000 公尺的山巒；
東部為伊豆半島，以溫泉、瀑布和美麗的海岸等聞
名遐邇；西部有濱名湖，是眾所皆知的休閒渡假
處。擁有海、山、湖等各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是靜岡的魅力所在。而日本標誌之一的富士山，於

2013 年登錄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就在靜岡縣境內。 
抵達後，專車前往享用日本當地有名的拉麵餐廳；餐後搭乘專車前往
飯店休息。 
 

早餐：X 午餐: 自理 晚餐:機上輕食 & 日式拉麵 (日幣￥1000) 

住宿: 靜岡市區 Associa飯店、靜岡世紀 或同等級 

 

第二天 【伊豆大仁高爾夫球】  開球時間 : 上午 10:00 

伊豆大仁高爾夫球場 http://www.izuohito.com/ 

早餐後驅車前往伊豆半島。抵達球場隨即準備打球；前九洞球敘後請享用午餐。打球後專車前
往溫泉渡假飯店，享受半島的溫泉美食或享受酒店設施!  
 

早餐：飯店內 午餐: 打球--球場定食 晚餐: 飯店內日式料理 

住宿: 熱川王子溫泉飯店 或 稻取東海溫泉飯店或同等級 

第三天    【稻取高爾夫球場   島 Course +海 Course 】開球時間 : 上午 9:30 

稻取高爾夫球俱樂部 http://izu-kamori.jp/inatori-gc/ 

起床後於酒店享用早餐。專車前往稻取高爾夫球場安排打球；前九洞球敘後請享用午餐。打球
後驅車前往市區溫泉飯店，繼續享受半島的溫泉美食或享受酒店設施! (本日車輛安排：由飯店
或球場專車接送服務) 
 

早餐：飯店內 午餐: 打球--球場定食 晚餐: 飯店內日式料理 

住宿: 熱川王子溫泉飯店 或 稻取東海溫泉飯店或同等級 

 

第四天  【稻取高爾夫球場   山 Course +森 Course】開球時間 : 上午 9:30 

稻取高爾夫球俱樂部 http://izu-kamori.jp/inatori-gc/ 

起床後於酒店享用早餐。餐後 Chcek out 再專車前往稻取高爾夫球場。抵達球場後直接安排打
球；前九洞球敘後請享用午餐。打球後專車前往溫泉渡假飯店，享受半島的溫泉美食或享受酒
店設施!  (本日車輛安排：由飯店或球場專車接送服務) 
 

早餐：飯店內 午餐: 打球--球場定食 晚餐: 飯店內日式料理 

http://www.izuohito.com/
http://izu-kamori.jp/inatori-gc/
http://izu-kamori.jp/inatori-gc/


住宿: 稻取莊溫泉 或 熱川王子溫泉飯店 或 稻取東海溫泉飯店 或同等級 

第五天  大室山 -富士山空港 桃園 

起床後於酒店享用早餐，專車前往參觀伊東市區最著名的風景區—
大室山。被稱為伊豆的乳房，曲線柔和，無論籨哪個角度望去都宛
如一隻倒扣著的碗，是一個輪廓優美的休眠火山。火山口海拔 580
米直徑 300 米。午餐後安排於伊東市區購物大街，輕鬆採購； 
隨後驅車前往富士山空港，途經東名高速公路沿途欣賞世界文化遺
產—富士山美景，並於最佳眺望富士山的地點--富士市高速公路休
息站旁，近距離的目睹美景；亦可在此地商店儘情的採購紀念品。
隨後繼續前往國際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 日式定食(日幣￥1500)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１.本行程使用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無法延長天數、更改航班及日期，旅客若於途中脫隊，視同自願放棄，無法另外退費。 

２.飯店及航班皆不可指定，最終確認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３.本行程使用之票種為團體機票，因此無法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航空公司是依照乘客之英文姓名之字母先後順序作訂位紀錄以及機上座位排序。 

4.日本飯店房型除和式房外，皆為兩張小床，如需一張大床之房型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我們將為您向飯店提出需求。

但大床房數有限，是否住得到大床房需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敬請見諒！ 

5.日本飯店床頭無須放小費，除茶包免費外，客房內或冰箱放置的零食、酒或飲料等，使用後請自行登記並至櫃台結帳。 

6.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不同，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辣椒、蛋、奶等食材，與國人之

素食習慣有所不同。日本團體用餐除了華僑開 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皆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火鍋為主。若為飯店

內用自助餐或在外一般餐廳用餐，料理變化較少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 類主食。敬告素食旅客前往日本

旅遊，可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