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扶輪社高爾夫球隊
日本伊勢半島度假村、百花之里 5 日
(三場球)
出發日期:201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1:45

15:40

TPE/NGO 桃園/名古屋

國泰航空

CX-530

第

5

天

16:45

19:15

NGO/TPE 名古屋/桃園

國泰航空

CX-531

(1) 保證住宿 伊勢半島 高爾夫渡假村內。
(2) 展望溫泉風呂是日本三大名湯之一對治療腸胃病、婦女病、皮膚病，頗具效果
(3) 全程在渡假村內使用豪華晚餐，餐標日幣 4500 元 每日安排不同菜色，高級和牛涮涮鍋、高級和牛
炭火燒烤餐、高級霜降和牛壽喜鍋、日式海鮮蒸籠御膳，全是使用當季食材做出足以自豪的逸品料理。
(4)每位團員都可搭乘渡假村內巡迴巴士 免費使用 SPA 溫泉游泳池、戶外游泳池、佔地廣達 250 萬平方
公尺，位於日本三重縣 南紀半島，鄰近交通便利為一處集合高爾夫球、會議、休閒、娛樂等複合式大
型渡假村，渡假村內主要阿薩利亞飯店、夏特菲尼克斯飯店及小別墅等 3 個主要區域組成，並提供多樣
化的住宿及天然溫泉 與日本當地美食
(5)果嶺保養有 PGA 國際標準 連三輪車球友都會停球
(6)果嶺費贈送包含午餐費用 1080 日幣

第一天

台中－桃園國際機場→中部國際空港→大型超商→渡假村

今日集合桃園國際機場，本行程特別安排搭乘國泰航空午去晚回豪華客機，飛往日本中部國際機場。由
於中部國際機場為海中之島，交通方式為陸運及海運兩種，由專人接送前往伊勢半島渡假村，映入眼簾
的是充滿熱帶風情的度假村飯店 。靜謐的道路兩旁，可愛的南洋椰子樹正在向各位貴賓致敬，歡迎您
的到來。擁有伊勢半島最豪華的夏威夷風味高爾夫球場。
【伊勢半島白山渡假村】渡假村位於日本三重縣旅遊勝地南紀半島的白山，由夏特菲尼克斯渡假酒店和
阿薩利亞渡假酒店組成的大型渡假村，渡假村內除酒店、溫泉外，還擁有占地 250 萬平米 36 球道的大
型高爾夫球場等，人稱日本小夏威夷。由大阪和名古屋乘近鐵電車 1 小時 15 分直通，由近鐵神原溫泉
車站下車乘酒店接送巴士 5 分可至酒店。白山渡假酒店，是一家集會議、休閒、娛樂為一體的大型高檔
复合渡假村酒店。渡假村內擁有 2 座酒店、別墅、250 萬平米 36 球道的高擋高爾夫球場、網球場、游泳
池、溫泉浴等多種設施，可同時容納 500 人。
●餐食：【早餐】中壢永和豆漿吃報飽

【午餐】機上精緻餐點

【晚餐】高級霜降和牛涮涮鍋 (餐標日幣￥4500)
●住宿：白山渡假村 COTTAGE 王子小木屋

第二天

渡假村→【三重白山高爾夫俱樂部】→自由利用飯店溫泉設施及麻將間

渡假村早餐後，前往高爾夫球場，由名匠鈴木正一設計，配置在平穩的丘陵上 18 洞富有挑戰個性，無
逆光的絕佳地形，可遠眺美麗的青山高原，顯現無比的魅力，並考驗球友的力量和技巧，知性和勇氣，
讓各位一展球技，享受高爾夫的醍醐味。球敘結束，稍作休息之後，即返回渡假村內自由使用三溫暖、
溫泉等各項設施。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CLUB HOUSE 內用餐

【晚餐】伊勢海鮮蒸籠御膳(餐標日幣￥4500)
●住宿： COTTAGE 王子小木屋

第三天

渡假村→【鳳凰高爾夫球場】

渡假村早餐後，前往鳳凰高爾夫球場，球場負責人福田純一說，這是一座走夏威夷風格的休閒球場，在
渡假村的三座高爾夫球場當中，以鳳凰高爾夫俱樂部最為年輕，今年只有七歲而已。在藍空和綠草之間
兩旁的椰子樹中，整座球場像置身於常夏的夏威夷島內一般，讓各位球友一展球技，享受揮桿的樂趣。
球敘結束，稍作休息之後，即返回渡假村內使用飯店各項設施。
●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 CLUB HOUSE 內用餐

【晚餐】霜降和牛壽喜燒(餐標日幣￥4500)
● 住宿：白山渡假村 COTTAGE 王子小木屋

第四天

渡假村→【皇后高爾夫球場

KING & ROYAL】

此擁有 36 洞之本 COURSE 球場的魅力連職業選手都讚揚有加，由 9 洞所構成 QUEEN 、 PRINCE 、
KING 、 ROYAL 4 個 CURSE 各有其趣富有變化的戰略性風格，配置在不同的景色 250 萬平方公里的廣
大面積內。設計師鈴木正一巧妙利用地形原貌，球道順著山勢由高往下走，創造了三十六洞的球場。地
勢較低的皇后和王子，當初施工時還使用過炸藥，為了就是要打造出皇后隨伺在國王旁的溫柔婉約；球
道環抱著杜鵑花酒店 鳳凰城堡、獨立小木屋，以及村內的主要設備風格迥異於國王和皇家的十八洞，
享受高爾夫的醍醐味。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 CLUB HOUSE 內用餐

【晚餐】霜降和牛炭火燒烤餐(餐標日幣￥4500)
●住宿：白山渡假村 COTTAGE 王子小木屋

第五天

渡假村→百花之里→中部空港→桃園國際機場-台中

【百花之里】建在長良川畔的夢幻小村落，一年四季皆被繽紛的顏色所包圍。此處占地廣闊，滿布絢爛
的花朵、迷人的建築、小橋流水等美景，引人入勝。佔地約 1 萬 3 千坪日本最大的花園廣場，可說是這
一個小村落最吸睛的地方，花園裡最有名的熱拍點，是一座唯美的村落教堂，清澈的水面映照出教堂的
景緻，宛如童話中的場景重現；漫步來到「安地斯秋海棠花園」區內，華麗的秋海棠爭奇鬥豔，美不勝
收，每個角度都是明信片美景。3 月~5 月上旬開滿鬱金香等鮮豔的春季花卉；9 月下旬~11 月中旬則換
上了波斯菊等大片花海。 除此之外，占地約 3000 坪、擁有 330 棵左右梅樹的梅園，及 5 月下旬~7 月上
旬前後的繡花球、菖蒲花的賞花時節都為這個夢幻之處添上不同時節的美麗色彩。此外，在此可以享受
足湯泡腳，天然溫泉水讓您盡抒身心。如夢似幻的風景盡收眼底令人難忘，來感受那特殊的花海之旅吧！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餐

【午餐】日式套餐或發現金日幣 2000 元/人

【晚餐】機上套餐+台灣中式合菜$3000/桌
●住宿：溫暖的家

乾隆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23279309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 141 號
交觀甲第 6702 號
網站http://www.cltour.com.tw

傳真：04-23275583
品保中字 0241 號

出發日期:201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16 人以上不派領隊有當地導遊(三場球含一場假日)$42900；不打球$34900
※16 人以上派領隊(三場球含一場假日)$44900；不打球$34900
※如未滿 16 人不派領隊有當地導遊(三場球含一場假日) $42900；
不打球$34900(4 人一組/8 人兩組/12 人三組都可出發)
------------------------------------------------------------------以上報價含$1000/人水酒費；含球車、果嶺費、三餐全含及最後一天旅遊(含百花之里門票)；
含台中-機場接送、去程早餐及回程晚餐

※報名時每人請繳交訂金＄10000 元※
費用包含：1.機 票：全程搭乘豪華客機經濟艙
2.機場稅：機場稅、含稅險及燃油費
3.保險費：每位團員投保新台幣伍佰萬元之意外險含二十萬醫療
4.酒店：採用豪華級酒店(全程二人一室)；單人房差小木屋四晚須另補 10000 元
5.含機場、酒店、球場間之接送
6.日本導遊小費
7.全程酒店內享用早餐及晚餐
8.含果嶺費包含加送午餐一份(1080 日圓)及第五天午餐￥2000
9.含三場球場果嶺及高爾夫球車(2 人或 4 人一部球車)(日本打球無桿弟)
10.接送：台中-桃園國際機場來回接送＄800 元

費用不含：1.護照費：$1400 元(首次申請護照民眾請本人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
※申請人別確認章需準備:
(1)申請者本人身份證正本
(2)兩吋白底彩色大頭照相片 2 張(近半年內照片)
(3)小孩未滿 18 歲，必須大人父或母陪同。(陪同者需帶本人身份證正本)
2.假日擊球果嶺費；一場每人需加 2000 元費用
3.不含行李超重費
4.日本無桿弟(一場一個桿弟費用台幣 5600 元/可 1 對二或 1 對四 平分費用)
有護照者:
1.護照正本

2.身分證影本

3.聯絡電話

無護照（包含護照過期）者:
1.身份證正本
2.兩吋相片 3 張（頭部高度要 3.2 公分）※照片背景一定要白色
3.改過名字者，需備 3 個月內申請之戶謄 1 份
4.舊護照(一定要附上)
5.小孩未滿 18 歲需附上父或母身份證正本
6.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