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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交流．山口縣宇部 72 高爾夫體驗之旅 
2020 年 3 月 15 日出發 (第 001 團)  

往返航班 

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航班 起飛 抵達 抵達地點 

3/15 (日) 桃園國際機場 星悅航空 7G800 11:40 14:55 北九州國際機場 

3/19 (四) 北九州國際機場 星悅航空 7G801 15:55 17:40 桃園國際機場 

  (起飛及抵達皆為當地時間，日本較台灣快 1 小時) 

☆☆台台灣灣首首發發，，最最高高規規格格規規劃劃，，保保證證滿滿意意☆☆  

行程特色  

1. 體驗西日本最大、深具貴族色彩、台灣名將陳志忠、陳志明在此奪冠的宇部

72 高爾夫球場群。 

2. 早午晚餐及小費全含，包括二場晚宴。 

3. 造訪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地「春帆樓」歷史場景，在全世界第一家獲有許可的

河豚餐廳享用美味的河豚大餐。 

4. 全程搭乘精品級星悅航空，加大座位，新穎舒適。 

5. 下榻溫泉旅館湯田温泉西の雅常盤以及城市飯店 ANA 皇冠假日，領略

不同風情，交通便利，方便外出漫步。 

6. 安排景點觀光以及賣場購物，豐富您的旅遊行程。 

7. 鳳凰旅遊、高爾夫文摘專業策畫，山口縣觀光連盟全力支持，保證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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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日) 台北北九州門司山口 飯店：湯田温泉 西の雅 常盤 

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有「日本精品航空」美譽的星悅航空，飛往日本九州及本州交界

的北九州機場，展開為期 5 天的台日交流．山口縣首發之旅。星悅航空座位寬敞、服務貼心、

機上餐點精緻，保證令您備感貼心。 

 

抵達北九州機場後，首先來到北九州市的港區門司，這裡是整個九州的最東端，與對岸的下

關隔著關門海峽互為門戶，控制九州與本州之間的往來交通，1890~1930 年代，港區的商業

鼎盛，大樓、官署、倉庫林立，繁榮一時，後因戰亂而沒落，20 多年前重新整理，變成懷舊

的文創區域。區內新舊建築並陳，洋溢著異國風味，是一處很適合步行遊歷的區域。 

 

在門司走走，紓解飛行的勞頓，接下來我們將由關門大橋越過海峽，進入山口縣。晚間抵達

縣治所在的山口市，下榻於歷史逾 600 年的湯田溫泉區內的溫泉飯店，在這裡接受山口縣各

界的晚宴接待歡迎。 

 

中餐：機上   晚餐：歡迎晚宴 (湯田温泉 西の雅 常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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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山口宇部山口 飯店：湯田温泉 西の雅 常盤 

今天造訪宇部 72 鄉村俱樂部的旗艦場地–万年池東球場。這是一座頗具貴族質感的球場，1966

年由日本首相岸信介親自揭幕，歷經歲月淬鍊，呈現成熟風韻，球道富於變化，植草豐美，

是一座令你誠心折服的歷史球場。 

 
代表洞 第 12 洞 155 碼 Par 3 

日本的高爾夫文化是打完九洞之後休息用餐，餐後續打後九洞。會館的餐飲皆具有當地風

味，精美可口，每位球友的午餐可以抵用日幣 1,200 圓，超額部分可自付。 

球敘結束後，我們將順路在宇部市的知名高爾夫賣場 Golf 5 稍事停留，讓大家可以有機會看

看或是入手高爾夫用品。之後返回下榻的飯店享用自製晚餐(一泊二食)。餐後您可以自由外

出走走，感受位於城市之中的湯田溫泉所獨有的氛圍。 

早餐：飯店   中餐：球場   晚餐：湯田温泉 西の雅 常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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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二) 山口宇部 飯店：ANA 皇冠假日 宇部 

今天來到宇部 72 鄉村俱樂部的万年池西球場。這是一個優雅的丘陵，原作為牧場之用，以

起伏和緩而受到女性喜愛。曾舉辦日本女子公開賽(1995)以及多次日巡賽，我國名將陳志明

(1985)陳志忠(1991)均曾在此奪冠。漫步此間，一面打球，一面緬懷當年台灣健兒們的歷史

腳步，深覺韻味無窮。 

 

球敘結束後，我們將轉往宇部市內，下榻同屬宇部興產集團的 ANA 皇冠假日酒店。晚餐前，

您可以到附近的 TRIAL 連鎖超市，採購零食飲料等日用品。晚餐後還可以前往飯店附近按

摩，自由漫步市區，感受不同於前二晚的城市風情。 

 

早餐：飯店   中餐：球場   晚餐：宇部 ANA 皇冠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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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三) 宇部 飯店：宇部 ANA 皇冠假日 

今天來到宇部 72 鄉村俱樂部的江畑池球場。這是集團中最年輕的場地，2000 年開幕，出自

「光影魔術師」Robert Von Hagge 之手，呈現不同於集團其它球場的新式風格，揉合了 Links

以及所有高爾夫的元素，呈現出一種奇妙的氛圍，進攻有賴於精密計算。 

 

第 18 洞 441 碼 Par 4 

球敘結束後，我們將來到宇部市知名景點常盤公園觀光。1916 年開園，占地遼闊，超過二座

高爾夫球場，初期有了宇部興產集團創辦人渡辺祐策捐贈湖畔週邊土地而發展至今日規模，

內有動物園、博物館、裝置藝術公園、神社等多項設施，是來到宇部市不容錯過的景點。 

這是行程的最後一晚，離情依依，山口縣各界將再次舉辦惜別晚宴，為大家餞行，大家也可

以與這幾天所認識的台日好友把酒言歡，慶祝這一次難得的交流活動以及珍貴的友誼。 

早餐：飯店   中餐：球場   晚餐：宇部 ANA 皇冠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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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四) 宇部下關北九州台北 

今天離開飯店後，首先前往知名的藥妝綜合賣場血拚一番，接著來到下關的割烹旅館「春帆

樓」，這裡是 1895 年日清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的地點，現場特別建造了一棟紀念館，還

原當時的歷史場景，置身其間，恍如時間倒流，令人感觸萬千。 

 

拜首相伊藤博文之賜，春帆樓同時也是全日本第一家獲得政府許可的河豚料理餐廳。河豚是

日本料理的極致境界，多數人一生中難得有機會品嚐。此行，我們特別安排您親身來到日本

河豚料理的發源地，體驗這珍貴而難以言喻的美味，為山口之旅留下最鮮明的回憶。 

我們就帶著美味的河豚餘韻前往機場，回到溫暖的台北。 

早餐：飯店   中餐：春帆樓河豚料理 

此行下榻飯店 

湯田温泉 西の雅 常盤 

有別於過去您所造訪位於市郊的溫泉，湯田溫泉就坐落於山口

縣的政經中樞山口市內。而這家以現代和風型式打造的飯店則

是此溫泉區的代表性旅宿，它最出名的就是擁有六種不同型式

的溫泉，喜愛泡湯的朋友來到這裡一定樂不思蜀。而日本每一

家旅館所擅長的當地當季料理也不在話下，下榻於此，您可以

好好感受這種「一泊二食」的獨特體驗。 

宇部 ANA 皇冠假日 

1983 年問世，由山口縣代表企業宇興產投資經營，與企業總

部屬同一建築群，係宇部市最高的建築，出自一代名匠村野

藤吾(1891-1984)之手，是全日本第 12 家 ANA 皇冠假日酒店，

共有 140 間舒適客房，當今天皇德仁於 2006 年 11 月皇太子

任內主持國民文化祭開幕式時曾下榻於此。坐落宇部新川駅

前的繁華地帶，附近有餐廳、居酒屋，機能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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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 

每位 NT$45,000。費用包含： 

1. 機票：團體來回機票，含機場稅。機票使用依照團體票之限制與規定。 

2. 飯店：2 人一室，含早餐。 

3. 球場：行程中所列 3 場球果嶺費及球車 (4 人一車，自駕)、及飯店與球場間之交通。 

4. 餐食：3 場球中餐(每餐補助日幣 1,200 圓)、4 晚飯店晚餐、春帆樓河豚套餐、。 

5. 行李：每人托運限重 30 公斤，手提 7 公斤；依航空公司規定。 

6. 依行程投保每人責任險 500 萬元，醫療險 20 萬元。(實支實付) 

7. 領隊、司機小費 NT$1,500。 

團費不含： 

1. 個人開支，如行李超重費、各項自選行程等。 

2. 球場中餐超出日幣 1,200 圓部分。 

3. 桿弟費。如需桿弟請事先提出，將另行報價。 

4. 護照工本費 (大人 NT$1,500)。 

※ 單人房加價：NT$8,500。不打球來賓減收 NT$6,500。 

僅有一團，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請支付新台幣 20,000 元訂金以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專線： 

02-25378255 鳳凰旅遊 余珮欣、呂承恩、許芝蓉 
 

線上洽詢訊請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