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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壽都溫泉高爾夫五天(三場球) 【二人成行專案】 
建議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航 程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每天 長榮航空 BR-116 桃園/千歲 10:00 15:00 

每天 中華航空 CI-130 桃園/千歲 08:40 13:30 

     每天 長榮航空 BR-115 千歲/桃園 16:00 19:15 

每天 中華航空 CI-131 千歲/桃園 15:00 18:10 

1,2,3,5,6飛 中華航空 CI-134 小港/千歲 13:00 18:15 

1,2,3,5,6飛 中華航空 CI-135 千歲/小港 19:15 22:50 

        日期 航班 時間自行搭配 我公司可代為訂位最便宜票價艙等 

天數 行 程 內 容  ※ 全程 NO SHOPPING 

１ 

台北(高雄)北海道（新千歲機場）－(100 分)留壽都  ※今日搭乘 17:20 渡假村接駁車往前

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吸

引觀光客前往探索這塊北方大地，除了參觀人氣觀光景點、泡溫泉、觀賞祭典、品嘗美食之外，

還可以體驗大自然，呈現出多樣的風情，其獨特的地方是北海道最大的魅力。隨後前往飯店辦

理入住手續，展開即將到來的高爾夫球之旅!  

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飯店內餐廳￥5400卷 

２ 

留壽都高爾夫俱樂部～(15分) River Course(平日 18 洞+球車 ) ※搭乘飯店接駁車※ 

早餐後，搭乘渡假村接駁車前往羊蹄山腳下的的球場擊球。 

(River Course & Wood Course 共用同一個 House) 

River Course：球道總長 6107 碼，共計 18 洞，二

旁雖有著茂密的松林，但是寬敞的球道，除了增加

美麗的視野，相對也隊球員們是出強大的善意，只

要偏差不是太多，都會有好成績的。 

網址：Http://rusutsu.co.jp/summer/nature/golf_course 

早餐：飯店內 午餐：球場自理 晚餐：飯店內餐廳￥5400卷 

http://rusutsu.co.jp/summer/nature/golf_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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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留壽都高爾夫俱樂部～(15分)Wood Course(平日 18 洞+球車 ) ※搭乘飯店接駁車※ 

早餐後，搭乘渡假村接駁車前往羊蹄山腳下的的球場擊球。 

(River Course & Wood Course 共用同一個 House) 

Wood Course：球道總長 6817碼，共計

18洞，其設計配合了多個天然的障礙

物，是一個具有高度戰略性的球場。在

這個舒服的季節，在令人陶醉的温度

下，請您務必體驗這個充滿挑戰精神的

球場。 

網址：     

Http://rusutsu.co.jp/summer/nature/golf_course 

早餐：飯店內 午餐： 球場自理 晚餐：飯店內餐廳￥5400卷 

4 

留壽都高爾夫俱樂部～Tower Course (18洞+球車 )              ※搭乘飯店接駁車※ 

早餐後，前往留壽都高爾夫俱樂部揮桿，此球場【共

計 72洞】球場是由知名的高爾夫職業球手尾崎將司

監製，並擁有北海道最大的 4個球場

(Tower,Izumikawa,River.Wood四個 Course)。請您

在雄偉的大自然環境裡,盡情享受在留壽都高爾夫

天堂打球的樂趣。球敘後返回飯店泡泡溫泉休息。  

 

早餐：飯店內 午餐： 球場自理 晚餐：飯店內餐廳￥5400卷 

5 
渡假村新千歲空港桃園機場(高雄)   ※今日搭乘 11:00渡假村接駁車前往機場. 

早餐後，可於渡假村自由活動，隨後前往新千歲國際空港，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一

充滿美麗回憶的日本北海道高爾夫度假之旅。 

早餐：飯店內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旅館  

適用日期  旅 館 名 稱 每人報價 單人房差價 

 
 留壽都渡假村 

(南/北館)x 4晚 
NT$ 24,900- NT$10,000  

費用包含項目 

01.酒店住宿 4 夜(二人一室)、旅館內早餐 

02.三場平日果嶺費+三場球車費 

03.當地機場-飯店-球場專車純接送服務(飯店接

駁車) 

04.飯店內晚餐值每餐￥5400x 4 餐 

05.500萬履約責任保險+20 萬醫療保險 

 
費用不含項目 

01. 台北/北海道 機票+稅金 

02. 全程午餐 

03.私人開銷費用 

04.假日果嶺價差,每場 NT1,200 

http://rusutsu.co.jp/summer/nature/golf_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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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選擇: (每餐￥5400 ,自由選擇以下餐廳) 

   

 
 

＊ 以上餐廳可自由選擇,每人每餐餐卷價值￥5400,超額部份現場自付 

＊ 如遇各餐廳休息日期 , 則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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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簡介： 

留壽都渡假村:擁有豐富的大自然、北海道最大規模滑雪場、72球洞高爾夫球場、網球場、室內

及戶外巨型游泳池和 60多種遊樂設施的大

型遊樂園。一年四季都可以提供多姿多采

的體育及戶外活動項目。高爾夫球場是留

壽都渡假區另外一個充滿魅力的設施。

Tower、泉川、River、Wood，四個（72 洞）

由知名職業高爾夫球手監修的球場，充分

融合在北海道的大自然裡，正等著您的挑

戰。高爾夫球場是由知名的高爾夫職業球

手監製，並在北海道擁有最大的 4個球場，

Izumikawa ( 泉川 ) Course，River ( 河 ) Course，Wood ( 木 ) Course，Tower ( 高塔 ) 

Course。 

北海道 留壽都渡假村 官方網站 : http://en.rusutsu.co.jp/zh-tw/ 

 
 
 

五福旅行社(主題旅遊事業群) 

台北：TEL～02-21750139  高雄:07-346-8668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87 號 7 樓  歡迎來電洽詢 

http://en.rusutsu.co.jp/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