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佐賀高爾夫之旅–5 天 3 場 
暫忘公務，遠離塵囂 

到日本最純樸、最有溫度的佐賀 
享受溫泉、美食、高爾夫的優雅生活品味 

●行程特色● 

1. 台灣獨家推出，二位旅遊行家加上佐賀觀光連盟聯合規劃，每一細節均經審酌再三，品質保證。 
2. 嚴選當地最獲好評球場，包括日本 LPGA 現役場地若木球場，享受優質的高爾夫揮桿品質。 
3. 造訪 1,300 年前佐賀藩主御用的溫泉勝地，下榻溫泉旅館、體驗「一泊二食」的日式優雅渡假文化。晚

餐均採會席料理，菜色中涵蓋當地特產佐賀牛，精緻美食琳琅滿目，令您目不暇給。 
4. 球敘之暇，順道走訪優質景點，帶您深入淺出了解佐賀在地文化，讓您在高爾夫之外也享有旅行的樂趣。 
 
預定班機時間 (出發日期 7/27˙8/3˙8/10˙8/17˙8/24˙8/31) ★16 人成行★ 

台灣虎航 出發(四) IT2246 07:25 桃園－佐賀 10:35 返國(一) IT2247 14:00 佐賀－桃園 15:35 

 ※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公告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每人每航段享有一件 30kg 托運行李、10kg 手提行李、及機上簡餐一份；如需額外行李重量需事先購買。 

挑戰球場 
天山鄉村俱樂部(本場) 
天山是橫亙於九州北部的筑紫山脈的一支。顧名思義，這裡是一

座典型的山地球場。雖有天山環伺，但起伏其實不會太劇烈，球

道前段寬廣，不同程度球友都可以放心使用Driver。真正的挑戰，

在狗腿洞以及一些四桿洞所設置的障礙。 
球場誕生於 1975 年，出自名匠小笹昭三之手。為確保擊球品質，

每一洞均設置了雙果嶺。而不同梯台的難度也有明顯的差距，球

友們可以好好體會。 
 
若木高爾夫俱樂部 
1993 年開幕，出自著名的英籍設計師 Desmond Muirhead 之手。

Muirhead 在七○年代曾與金熊尼克勞斯合作，在美國設計了不

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八○年代後期獨立創業，他的思維相當有創

意，喜歡在設計中賦予造型的元素，將高爾夫球場當做是一件藝

術作品來雕琢。 
本球場完美承襲了設計師的一貫風格。它揉合了日式球場的山林

之美與蘇格蘭濱海的 Links 風貌，從第八洞果嶺前特別設計的沙

坑造型「獅子張口」、第十洞球道「校長鼻子」小丘，以及第九

及十八洞的雙果嶺設計，在在令人驚豔。這是一座充滿創意與挑

戰的極品，保證前所未見、引人入勝。 
這座球場在佐賀縣 22 座球場中排名第一，也是佐賀縣唯一舉辦過日本 LPGA 賽事的球場。由知名高爾夫
集團 PGM 經營管理，會館設有露天風呂，在挑戰 18 洞之後，可以好好的紓壓療癒一番。 

武雄-嬉野鄉村俱樂部 
典型的日式風格球場，球道遊走於群山之間，樹木修剪得

宜，打來深富禪意。位於知名的茶產區，打球過程中可以

欣賞周圍美麗的茶園。會館甫於 2016 年重新改裝，空間

明亮寬敞。由於地處「日本三大美肌の湯」嬉野温泉，會

館內就設有溫泉浴池，打完球可以紓解身心。 



下榻飯店 
武雄溫泉 大正ロマンの宿 京都屋 
武雄溫泉的歷史已逾 1300 年，這裡遺有江戶時代

佐賀藩主專屬的私人浴室，並有出身佐賀的國寶級

建築師辰野金吾於大正年間(1914)所設計的樓門，

是享譽全國的溫泉渡假地點。 
與前一晚所住的飯店不同，位於武雄溫泉的這家京

都屋是傳統的日式旅館，擁有溫泉、和室臥房、以

及「一泊二食」的服務型態。開業超過 100 年，大

廳的佈置仍保留大正浪漫時期的和洋融合風味，獨

具復古情懷。 

佐賀市新大谷飯店 
1976 年開幕，佐賀市最高級飯店，歷經歲月洗鍊，

流露舊式飯店的迷人風貌。獲裕仁、明仁二代天

皇及家族多次下榻。位於佐賀縣廳附近，距 JR
佐賀駅步行 25 分鐘，是絕佳的城市夜遊起點。 

行程簡述 
Day 1  
• 挑戰：天山鄉村俱樂部 
• 入住：武雄溫泉 大正ロマンの宿 京都屋 
• 晚餐：旅館會席料理 
• 夜晚：(建議)武雄溫泉散步 

Day 2  
• 挑戰：若木高爾夫俱樂部 
• 「佐賀超級阿嬤」電視劇拍攝地 
• 晚餐：旅館會席料理 

Day 3 
• 挑戰：武雄˙嬉野高爾夫俱樂部 
• (球敘後建議行程) 

日本文青最夯亮點–武雄市図書館 
武雄市図書館週自由漫步及購物 

• 晚餐：旅館會席料理 

Day 4 
• ►觀光建議 

太良竹崎溫泉、肥前濱宿「酒蔵通」散步、

酒造參訪–肥前屋 ………. 
• ►加打建議 富士鄉村俱樂部 

1988 年開幕，由知名的熊谷組設計與建造。 
這是一座丘陵球場，但起伏不會很大，球

場的景觀隨四季而變換，並採用 Bent 草果

嶺，是一座可以輕鬆享受高爾夫樂趣的場

地。另有南球場 9 洞，就較具難度。 
球場剛好位於雄之川溫泉(老湯溫泉)，所以

在會館的浴室裡也可以享受到溫泉。是九

州北部的知名球場，除了佐賀當地之外，

也吸引車程一小時外的福岡球友經常前來

光顧。 
• 入住：佐賀市新大谷飯店 
• 晚餐：佐賀縣廳頂樓會席料理暨光雕秀 
• 夜晚：佐賀の夜散策 

Day 5 



早餐後，前往九州最大 Outlet–鳥栖 Premium Outlets，體驗超低價瘋狂購物的樂趣，搭機賦歸。 
特別安排不打球眷屬觀光行程 10 人成行，請來電詢問，另行報價 

Day 1 
• 佐賀銘菓「小城羊羹」博物館 
• 佐賀市歷史散步 (with 和服＋嬉野茶體驗) 
Day 2 
• 伊万里陶瓷體驗暨午餐 
Day 3 
• 茶園見學「手もみ体験・茶つみ体験」 
• 嬉野茶染體驗 

 

團費 5 天 3 場球每位 39,800 元 
團費包含：來回包機費用、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飯店二人一室住宿、行程中所規畫之早午晚餐、

球場果嶺費+球車、當地接送、500 萬元契約責任險及 20 萬元意外醫療險、導遊領隊

小費。 
單人房差：加 6,000 元（單數報名旅客如無法分配雙人住宿，仍需支付單人房差） 
不打球眷屬團費與打球相同。 

※ 旅行社聲明：以上項目及行程以外之費用均為自付，包括辦理護照、球場桿弟、個人開支、及

購物等；攜帶酒類至餐廳飲用可能必須支付額外費用。任何時候，在球場未關場的情況下而放

棄擊球，可能必須付出取消費用，概依球場規定辦理。行程所安排景點、飯店、餐食，以出發

前所確定之內容為主。如旅客不參加行程內活動，將不予退費。行程中如因故而致飯店、餐食

及景點之改變，旅行社得彈性安排同級內容因應。球場如遇比賽休假日或客滿時，以同等級球

場更換。若遇季節、匯率、當地假日而致價格變動，承辦旅行社擁有最終決定權。以上報價不

適用於日本地區假日、長假等特殊連續假日，熱門時段另行報價。本合約團費報價以目前匯率

為基準，實際團費會因匯率球場調價而有所變動，請於出團時再行確認。報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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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航空公司規定： 

團票包含每人一件 30kg 托運行李，10kg 手提行李，行李若有需要加重，在台灣先買，單程加

5kg 每人只需加 250 元，如現場超重罰金每公斤 700 元。 
團票包含機上餐點(特殊餐只有：不吃牛、素食)，不提供兒童餐。 
起飛 2 小時前報到，機場櫃檯起飛前 1 小時關櫃，無法再辦理任何登機手續。 
團體票成行率 100%無法退票轉讓。若取消直接收取全額票款 12,000 元再收取消費。 
團體票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 
航班異動、時間變更皆以航空公司為主，若無法接受請勿報名。 
團體票團進團出，不得延回。 

※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 元。訂金支付後名額即予保留。確認入帳後，方展開一切正式預約作

業。實際預約狀況以飯店及球場回覆為主。 
 

備  

註 

為方便作業，報名時請繳交訂金及附上護照影印本，謝謝！ 

※以上旅程中所預訂之時間，照片僅供參考，當地交通由飯店安排. 

此份行程報價有效日期至 2017 年 09 月 30 日止（因國際油價及匯率波動都會影響相關報

價） 

 
 



  ※特別說明： 

1.行程中之球場不可隨意更改或要求退費，若球友於當地取消打球，視同自願放棄，恕不退

費。 

2.本公司有權在球場舉辦比賽封場時，做球場前後調整。 

3.本行程、照片為示意模式，僅供參考。 

4.若有特殊要求、報名同時請務必告知客服人員。 

5.此行程為自由行，為個人自主行程，請注意個人切身安全。 

6.飯店內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7.若旅客不欲參加行程內之活動，將視同放棄，恕不予以退費。 

8.行程、班機時間、降落城市及住宿飯店，均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9.如遇不可抗拒之現象，本公司將保留旅遊點、交通住宿及餐食地點種類之權利。 

10.報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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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行程以打球行程為主。 

12.若遇季節、匯率、國定假日不同有不同價格變動，實際報價本公司擁有最後決定權，敬請

見諒。 

13.航班滿位：行程預約時遇班機滿位，本公司有權更改至其他航班，若有差價客戶需負擔不

足部分。 

※ 【桿弟費】以上報價皆不包含桿弟費，配屬球車服務(4人一車)。 

※ 【飯店晚餐】住宿飯店之晚餐由飯店決定季節性料理，出發前一個月將可得知用餐內容。 

※ 【團費訂金】行程每人訂金為NT$10,000元，  

注意說明 :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  

場稅也會有所差異。(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

費用，以相關單位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 

※ 以上內容，請詳細閱讀確保個人權利義務。請您務必確定能接受後再做購買。一但您下訂，

即視同您已了解並同意接受前述情況。 

 
 
 
 
 
 

 行程設計與執行 行程審定 

 
第三家旅行社負責人 資深高爾夫媒體工作者 
旅行業資歷 27 年 台灣首次蘇格蘭高爾夫朝聖之旅策畫人(2002) 
擁有數百次頂級旅遊安排經驗 富邦金控 VIP 雪梨之行共同策畫人(2010) 

旅遊承辦 第三家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專線 02-25017728 交觀甲 6383 品保北 1399 

熱誠服務 詹玲 0975-538087 婷婷 0933-200-218  阿煇 0903036060  傳真 02-25011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