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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球之旅——千岁、札幌、洞爷湖计划               NO:80127 

 

 

 

 

 

 

 

北海道是位于日本北端的岛屿，为太平洋、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所环抱。并且，在 47 个县中是唯一

称作“道”的县。气候冬冷夏凉、湿度低，是日本罕见的几乎不受梅雨和台风影响的地区。在北海道的

中心札幌有很多看点，作为旅游度假处也非常具有人气。札幌电视塔、象征开拓民历史的札幌市时钟台、

北海道厅旧本厅舍、在悠闲怀旧的气氛中行使在街中的市电等，可谓看点多多。2 月举办世界闻名的札幌

冰雪节，大小各异的冰雕林立，非常多的游客从国内外来此。美食方面也有札幌拉面、咖喱汤、烤肉、

札幌啤酒等，札幌美食可谓丰富。另外，多种多样店铺密集的薄野，是在当地和游客中都颇有人气的夜

生活去处。 

洞爷湖为北海道三大景观之一，位于支笏洞爷国立公园内。是周长 43km 的火山口湖。周边有被成为

蝦夷富士的羊蹄山、昭和新山、有珠山、洞爷湖温泉等，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旅游景点。漂浮在湖中央

的中岛上生长着野生的北海道鹿。每年 4 月下旬～10 月末都会召开“洞爷湖长期焰火大会”，还可以登上

洞爷湖游览船欣赏焰火。走在路程为 60 分钟的“西山火口散步路”上，可以近距离看到因为地壳变化而

隆起的地面、地热、喷烟以及 2000 年 3 月喷发的火山口。环绕着洞爷湖，还有一座长达 43km 的野外雕

刻公园“洞爷湖环湖雕刻公园”，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洞爷湖大自然中的共 58 座艺术作品。让我们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悠然挥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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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行程靓点： 

 

 

    1、挥杆日本超大规模的札幌北广岛高尔夫俱乐部，体验著名设计家罗伯特·琼斯等名家的倾心力作。 

 

    2、札幌市内观光，到札幌拉面代表店品尝酱汤拉面。 

 

    3、北海道大型购物场所免税店购物。 

 

    4、洞爷湖悠闲观光，充分享受大自然带来的乐趣。 

 

    5、入住洞爷湖畔日式温泉旅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松身心。 

 

 

 

 

 

                    

天  数    交  通 日       程 餐食 酒     店 

第一天 

星期二 

    北京 

    札幌 

乘坐国际航班，赴新千岁国际机场（12:50 到达）， 

★  下午可到元祖拉面街、札幌啤酒博物馆、北海

道开拓村、札幌市时钟台、羊丘展望台等地观光 

X 

X 
NOVOTEL 札幌 

第二天 

星期三 

    札幌 

北广岛 

★ 早餐后,赴阳光公园札幌高尔夫球场挥杆 18 洞。 

 

★ 结束之后可选择赴北海道最大的奥特莱斯购物

中心“MITSUI OUTLET PARK 札幌北广岛”

和定山溪温泉地体验（自选收费项目） 

早餐 

X 

X 

北广岛 Classe 酒店 

第三天 

星期四 
北广岛 

★ 早餐后，赴著名设计家罗伯特·琼斯亲自操刀的

札幌北广岛高尔夫俱乐部挥杆 18 洞。 

 

★ 结束之后可选择赴千岁鲑鱼故乡馆参观（自选收

费项目） 

早餐 

X 

X 

北广岛 Classe 酒店 

第四天 

星期五 

   北广岛 

   千岁市 

   洞爷湖 

★ 早餐后,赴新千岁乡村俱乐部挥杆 18 洞。然后赴

洞爷湖周边观光。 

 

晚上入住日式温泉旅馆洞爷 Sunpalace 

早餐 

X 

晚餐 

洞爷 Sunpalace 

第六天 

星期六 

洞爷湖 

千岁 

北京 

★ 早餐后，可选择昭和新山熊牧场参观或继续散步

洞爷湖畔。然后欢送至新千岁机场，结束愉快行

程！ 

早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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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包含： 

  1、住宿：3 晚日本酒店普通标准间和 1 晚日式温泉旅馆住宿（两人一间） 。 

  2、用车：全程使用专车接送球场和往返酒店之间。 

  3、打球：三个球场 72 洞（含果岭、球车、等费）。 

  5、用餐： 4 酒店自助早、1 晚温泉旅馆日式会席料理晚餐。 

    7、导游服务：日本当地华语导游服务。 

  

  

 报价不含： 

  1、往返日本的机票。 

  2、全程司机、当地旅行顾问、行李员、餐厅服务员等小费。 

   3、报价包含项目中未列明的餐费、酒水费用或其他个人消费。 

  4、行程中未列明的其他项目和任何费用。 

   5、自选收费项目的旅游内容及门票费用。 

 

 备 注： 

  1） 以上行程及报价仅供您参考，并不代表实际的预定状态及最终确认价格。 

  2） 以上报价是基于 8 位贵宾出行来计算的，如遇人数变化，需重新报价。 

   3） 根据航班状况以及各地酒店的实际预订情况可能会对行程、以及使用的酒店做出调整，以保证

您的顺利出行；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差，我们将根据实际发生费用， 减少或增加相关报价，请谅解。 

    

 

日本旅签所需资料： 

1、护照（末页须有本人签名）；2、两张白底大 2 寸护照相片；3、在职证明（公司抬头纸加盖公章）或

学生证、退（离）休证复印件；4、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5、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印在一张 A4 纸上）和

全家户口本复印件；6、签证申请表（须有本人签名） 

 

  日本签证办理需要 5-7 个工作日；另根据日本当地政府规定，持国外护照，非日本免签国家，也需办

理日本签证。 

 

球场网址：   阳光公园札幌高尔夫球场            http://www.pacificgolf.co.jp/sun-park/index.asp 

             札幌北广岛高尔夫俱乐部            http://www.pacificgolf.co.jp/kitahiroshima/index.asp 

             新千岁乡村俱乐部                  http://www.pacificgolf.co.jp/shinchitose/index.asp 

酒店网址：   NOVOTEL 札幌                    http://www.novotelsapporo.com/ 

             北广岛 Classe 酒店                  http://kitahiroshima.classe-hotel.com/ 

             日式温泉旅馆洞爷 Sunpalace         http://www.toyasunpalace.co.jp/ 

 

 

 

 

 

 

 

 

http://www.pacificgolf.co.jp/sun-park/index.asp
http://www.pacificgolf.co.jp/kitahiroshima/index.asp
http://www.pacificgolf.co.jp/shinchitose/index.asp
http://www.novotelsapporo.com/
http://kitahiroshima.classe-hotel.com/
http://www.toyasunpalac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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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公园札幌高尔夫球场是一个丘陵球场，开始营业与 1998 年，共 27 洞，由三井建设依据在大自

然的广大平坦如镜的土地上富有战略性的配置大小不同的水池的理念来设计的。各洞之间由土山来明确

区分开来，东 1 号洞给人的印象最深。虽然有直线的布局但是两侧有水池和小河以及树木的拥挤。看起

来非常漂亮但是难度很高，很需要战略性的一个洞。另外西 6 号的有些距离的中间洞，微风吹来使人感

觉有不可到达的距离感，更加体会到大自然的雄伟壮丽。 

     

 

札幌北广岛高尔夫俱乐部是在充满诗意的北国之都——札幌市郊外的广大土地上拥有总面积 280 万

平米的宽阔的球场，开始营业与 1976 年，共 54 洞，由著名设计家罗伯特•琼斯等名家设计。南 Course 需

要十分精确的打击，根据自然地势起伏而诞生的东 Course，以及可以尝试连续打 18 洞的西 Course，希望

富有趣味和个性的北海道球场能给大家带来特别的乐趣。 

     

 

新千岁乡村俱乐部是一个丘陵球场，开始营业与 1975 年，共 36 洞，由日本设计师土肥勇设计。

Hamanasu Course 是由白桦树和红松分离开，根据地势的起伏变化击球的难易度也不同，因为开球区很宽

阔可以随时决定开球。Horoka Course 的距离虽然有点短，美好区变得比较狭窄所以要求比较精确的击打。

另外，果岭周围沙坑很多，要尽量避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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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广岛 Classe 酒店由北海道式的奢侈大自然环绕的度假酒店，这里远离都市的嘈杂，在绿色环抱的

北海道式的世界中尽享别样乐趣。最高层的餐厅，在以 360 度欣赏层层叠叠的天空和大地绝景的同时，

品尝北海道的美味。温泉则是源泉 100%的美肌温泉，在本地客人中也颇有人气。还备有露天浴池等低温、

高温 2 种大浴场以及桑拿、岩盘浴等，种类丰富。请在这里慢慢享受舒适时光。 

     

札幌市时钟台是 1878 年作为札幌农学校（现北海道大学）的演武场而建，3 年后的 1881 年设置了时

钟。时钟台的时钟，是利用钟锤作动力的摆钟，正点则敲响相应次数(1 点 1 次、2 点 2 次･･･)的钟声。120

多年前创建当时所用的时钟现在还在工作，1970 年被指定为了重要文化遗产。 

北海道开拓村是一座室外博物馆，可以学习开拓时代的生活、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历史，1983 年为

纪念北海道一百周年而建。大面积的场地分为市区、渔村、农村和山村群，移建和复原了住宅、学校、

工厂和商家等 50 多栋珍贵建筑。当时的交通工具如马车铁路、马雪橇等还在场地内运行，可以乘车游玩。 

     

羊丘展望台在札幌市街东南的丘陵上，从位于辽阔牧草地中的展望台望去，札幌巨蛋近在眼前，札

幌市街、石狩平野等可以一望无余。夏季有人在此牧羊，虽处于札幌市内，却是非常悠闲的地方。丘陵

上建有克拉克博士像，与博士留下的“Boys be ambitious”名言一同成为羊丘展望台的标志。 

元祖拉面街汇集了北海道四大拉面之一札幌拉面的近 20 家名店。要说札幌拉面，味噌拉面最具代表

性，那是因为札幌是味噌拉面的发祥地。拉面街备有各种活动、限期特供拉面等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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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I OUTLET PARK 札幌北广岛”是北海道最大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包括海外奢侈品牌在内

的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共有 128 家店铺进驻与此，具体有女装、男装、童装以及运动和户外用品、时

尚用品、生活用品等。其中，包括首次进驻日本的 9 家店铺在内共有 58 家店铺是初次登陆北海道。此外，

容纳 650 个席位的大型美食街，以及汇集丰富名产和当地农产品的“北海道本地农场乐园”，受到了本地

顾客和观光客的青睐。 

     

定山溪温泉位于距札幌市区 30 分钟左右车程的丰平川上游，许多设施沿溪谷而建。源泉有 56 处，

从丰平川的河岸或河底的岩石裂缝处自然涌出。定山溪温泉很早就为阿伊努民族所知，江户时代开设了

温泉旅社。此处温泉水对五十肩、跌打损伤等极为有效。此地被称作札幌的后大厅，包括丰平峡水库、

札幌国际滑雪场等，周围旅游设施丰富，加上定山溪周围的颇多群山溪谷等，常因众多游客的到来而呈

现一派热闹景象。 

     

    位于千岁川河畔车站的“鲑鱼公园千岁”内的鲑鱼水族馆。在 20 个鱼缸里，饲养并展示着以鲑鱼类

为中心的 60 种北方淡水鱼。馆内有一个高 5m、宽 12m、总水量 266t 的大鱼缸，里面的伊富鱼、白鲟等

的泳姿气势逼人。在可以透过玻璃观察千岁川里的情况的“千岁川水中观察室”，3 月可以看到鲑鱼的幼

鱼，6 月可以看到石斑鱼和红点鲑，8 月下旬到冬季可以看到为了产卵而逆流而上的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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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爷湖为北海道三大景观之一，位于支笏洞爷国立公园内。是周长 43km 的火山口湖。周边有被成为

蝦夷富士的羊蹄山、昭和新山、有珠山、洞爷湖温泉等，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旅游景点。漂浮在湖中央

的中岛上生长着野生的北海道鹿。每年 4 月下旬～10 月末都会召开“洞爷湖长期焰火大会”，还可以登上

洞爷湖游览船欣赏焰火。走在路程为 60 分钟的“西山火口散步路”上，可以近距离看到因为地壳变化而

隆起的地面、地热、喷烟以及 2000 年 3 月喷发的火山口。环绕着洞爷湖，还有一座长达 43km 的野外雕

刻公园“洞爷湖环湖雕刻公园”，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洞爷湖大自然中的共 58 座艺术作品。 

     

洞爷湖温泉位于北海道西南部的火山口湖洞爷湖的湖畔。周边有过去 100 年观测到４次喷发的活跃

活火山有珠山、昭和新山等。此处温泉据说诞生于 1910 年有珠山周边的火山喷发活动。1917 年开业的首

家温泉旅馆，至今仍在营业。这里的温泉是润爽肌肤, 对肠胃病、慢性肌肉风湿也有效的弱盐性温泉。

     

洞爷湖火山科学馆, 以 1977 年的火山喷发, 2000 年 3 月的火山喷发为重点, 用影像、解说, 及体感装

置等为游客介绍距今为止已反复数次的有珠山的火山活动。录像用多种语言播放。附近的灾害遗迹步行

道展示出当时受灾的情况，能实地感受在科学馆观看的录像中的情景。 

     

 

                                                             （资料仅供参考，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