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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球之旅——长崎、佐贺、福冈计划                 NO:80144 

 

 

 

 

 

 

 

 

 

日本主要由 4 个岛组成，其中位于最西南的岛就是九州地区。九州由福冈、佐贺、长崎、冲绳等 8

个县构成，为日本海、东中国海、太平洋所环抱。气候一年四季都很温暖，西南诸岛、冲绳县还被认为

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22℃前后，全年都不太有温差。 

福冈是九州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一带有很多深受大家青睐的购物、美食、观光等方面的著名地

方。在购物方面,能享受地下街购物的天神及海鹰城、博多运河城、玛利诺阿城福冈等地方最为有名。在

美食方面,九州最大的闹市中洲最为有名,在那里聚集着许多饮食店和露天摊子(移动式饮食店)。这里的博

多拉面、辣味明太子等特产也非常有名。除此之外还有福冈塔及大濠公园、海中道等众多的旅游胜地。

每年五月举行当地最有名的祭典博多 DONTAKU 祭时,云集来自各地的众多游客。 

长崎县位于九州的西北部，平坦地甚少，到处是山岳和丘陵起伏，海岸线则由许多岬、湾、半岛组

成。气候上由于暖流对马洋流的流入，所以是温暖且冷暖差别小的地区。被认为曾是《蝴蝶夫人》舞台

的长崎港，自从 1550 年葡萄牙船在平户靠岸以来，成为将基督教、西餐等外国文化传入日本的发源地。 

在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下，作为幕府政府批准出港的唯一国际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代，在县内次于

长崎市而位居第二的城市佐世保，造船业发达；在岛原半岛所在地云仙普贤岳，由于 1990 年开始的火山

活动形成了平成新山。945 年 8 月 9 日，长崎市被投放原子弹，成为继广岛之后第二个原子弹爆炸地。长

崎受到欧洲、中国等异国文化的影响，发展了独特的饮食和文化，有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游客到此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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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行程靓点： 

 

 

    1、挥杆设计大师杰克•尼克劳斯先生的得意作品——豪斯登堡乡村俱乐部和英籍著名设计师斯蒙德-

穆海德(Desmond Muirhead)操刀的超人气的若木高尔夫俱乐部。 

 

    2、长崎、福冈市内观光，到九州最大的闹市——中洲享受九州名吃。 

 

    3、九州大型购物娱乐场所免税店等购物。 

 

    4、一晚度假村、一晚入住日式温泉旅馆，在大自然与的怀抱中放松身心。 

 

 

 

                    

天  数    交  通 日       程 餐食 酒   店 

第一天 

星期一 

    上海 

    长崎 

乘坐国际航班，赴长崎国际机场（12:25 到达）， 

★  下午可到哥拉巴公园、大浦天主教堂、和平公

园等地观光。 

X 

X 

酒店 

（长崎市内） 

第二天 

星期二 
    长崎 

★ 早餐后,赴长崎公园乡村俱乐部挥杆 18 洞。 

 

★ 结束之后可选择赴西海珍珠海游乐园等地观

光，然后入住豪斯登堡度假村 

早餐 

X 

X 

 豪斯登堡度假村 

第三天 

星期三 

 长崎 

 佐贺 

★ 早餐后，赴豪斯登堡乡村俱乐部挥杆 18 洞，体

验著名球场设计家杰克•尼克劳斯的力作。 

★ 不打球的客人可畅游豪斯登堡 

 

★ 结束之后赴日本三大美肤温泉之一的嬉野温泉

体验，放松身心。 

 

晚上入住日式温泉旅馆和多屋别莊 

早餐 

X 

晚餐 

   和多屋别莊 

第四天 

星期四 

佐贺 

福冈 

★ 早餐后,赴若木高尔夫俱乐部挥杆 18 洞。结束后

可选择赴太宰府天满宫、海中道海洋世界等地观

光，晚上到九州最大的闹市——中洲享受九州名

吃。 

 

早餐 

X 

 X 

日航酒店 

（福冈） 

第五天 

星期五 

福冈 

上海 

★ 早餐后，到福冈玛丽诺亚城享受购物、用餐、娱

乐等带来的乐趣。然后欢送至福冈国际机场，结

束愉快行程！ 

早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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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包含： 

  1、住宿：日本酒店普通标准间 3 晚及日式温泉旅馆 1 晚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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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崎公园乡村俱乐部                http://www.accordiagolf.com/guide/3503420/ 

             豪斯登堡乡村俱乐部                http://www.accordiagolf.com/guide/3570033/ 

             若木高尔夫俱乐部                  http://www.pacificgolf.co.jp/wakagi/news/index.asp 

              

酒店网址：   豪斯登堡度假村                    http://www.huistenbosch.co.jp/ 

             和多屋别莊                        http://www.wataya.co.jp/ 

             日航酒店（福冈）                  http://www.hotelnikko-fukuo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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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崎公园乡村俱乐部是一个丘陵球场，开始营业与 1994 年，共 18 洞。由日籍设计师小林光昭来设计。

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让人充分感受自然氛围的宽阔的美好区，有可以轻松享受挥杆乐趣的地方，也有需要

越过水池或山谷来接受挑战的场地。需要跨过眼睛桥的 18 洞是非常著名的。 

     

      豪斯登堡乡村俱乐部是一个丘陵球场，开始营业与 1991 年，共 18 洞。由著名球场设计家杰克•尼

克劳斯（Jack Nicklaus）亲自操刀设计。是一个风景优美并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的球场。每个洞都是独立

的，不会遭到从其他洞来的骚扰可以保持很好的挥杆心态。每个洞的地势基本上都有点起伏，是从每个

发球台都可以看到果岭的公正的设计。设计者从打出好球有奖赏、失误了有惩罚的理念出发，每个洞的

距离都不同和难易度经过很好的整理，使 14 根杆都能够得到很好使用的球场。果岭的倾斜度很难发觉一

定要慎重。 

     

若木高尔夫俱乐部是一个丘陵球场，开始营业与 1993 年，共 18 洞，由英籍著名设计师斯蒙德-穆海

德(Desmond Muirhead)设计。看起来像狮子口似的 8 号洞和‘校长鼻子’的 10 号洞、9 号和 18 号洞的双

果岭等能让球手们体会到在圣安德鲁斯球场打球的乐趣，是将游乐的心和传统的战略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球场。瞄准地方和落下地方都是限定的，想打出标准杆或小鸟准确的挥杆是必要的。容易让人犯错的深

沙坑和水池以及有斜面的美好区都不能让人掉以轻心，果岭上随地势起伏的波纹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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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登堡的欧洲大饭店是海天相间、山水相依、传统而优雅的高级大饭店，客房外观格调高雅,洋溢

着了 19 世纪欧洲公馆的气息。传统而不失优雅,每一个角落都让您感到温馨而舒适。这里不仅有正宗的法

国菜、日本菜,还有精致酒吧的美酒与咖啡,欧洲大饭店将为您留下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和多屋别莊是坐落在佐贺县嬉野市嬉野川河畔的温泉旅馆。它建在群山之中，绿水之畔，故而可观

赏到前来戏水啄鱼的各种鸟类。旅馆使用当地产的新鲜蔬菜以及来自有明海和玄界滩的新鲜海味，为五

湖四海的来宾提供可感受四季特色的佳肴。旅馆完全采用自源泉涌出的约 85℃的温泉水，而且“不煮沸

（加热）”、“不稀释（加水）”，只用特制冷却机调节水温。因而，可让您充分享受自然状态的温泉。在此，

您可通过自己的肌肤直接感受温泉所具有的自然力量，尽享“正宗温泉”的乐趣！ 

     

 

Hotel Nikko Fukuoka 是福冈市最为华丽的饭店，无论商务还是度假旅客，均可以优惠房价入住 12 及

14 楼的豪华客房，并享有吸烟或无烟房的选择权。饭店设有多个宴会厅，总共可容纳 2,000 名宾客，是

举办商务或社交活动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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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巴公园是以苏格兰贸易商托马斯·B·哥拉巴的旧官邸为中心,把分散在市内的西洋建筑物迁筑到

此地而建成的公园。1858 年根据各国的要求,日本不得不废止长期维护下来的锁国政策,开放了国门。长

崎港也随之开放,之后很多外国人开始居住在此地。哥拉巴也是其中的一位商人。园内的哥拉巴旧官邸是

1863 年完工的现存日本最古老的木制西洋建筑物。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通过园内许多的复元建筑

物可以了解到当年外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景。 

     

 

大浦天主教堂竣工于 1865 年,是一座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建筑物,也是唯一的被指定为国宝的西

洋建筑物。正式名称为日本 26 圣人殉教圣堂。此名由来于根据丰臣秀吉 1597 年发出的基督教禁教令而

被处死的 26 名殉教圣人。丰臣秀吉发出禁教令之后,长达约 250 年的岁月中在大浦之北的浦上地区背地里

一直传承基督教的教徒由于访问这里的大浦天主教堂而被发觉。这个有名的故事被称为「信徒发觉」。 

     

 

西海珍珠海游乐园内有珍珠海中心、游览船候船大厅。珍珠海中心是一综合设施，由再现九十九岛

海域的水族馆、和介绍 25 艘人力和风力船只等世界船舶展品的船舶展示馆组成。乘坐游览船“Pearl Queen”

可以巡游地形复杂的各类岛屿。另外，一年四季都举办各种活动，特别是夏季可以体验在海上划爱斯基

摩皮艇、驾驶帆船等海上休闲。设施内还有采用各种新鲜海鲜的餐馆、礼品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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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斯登堡是以中世纪欧洲为背景而建造的,她再现了 17 世纪荷兰的街道风情,是一座适合旅居的大型

综合度假城。经过特别批准,她成功再现了当今荷兰女王陛下居住的宫殿豪斯登堡,因此也被授予了这个高

贵的名字—豪斯登堡。"HUIS TEN BOSCH"在荷兰语中是"森林之家"的意思。城堡内的剧场、商店、餐厅、

酒店、公开出售的住宅等每一处建筑物都充满了个性,在绿色森林与古老运河的环绕中,争相辉映,使豪斯登

堡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家"。 

总面积为 152 公顷的豪斯登堡,几乎与摩纳哥一般大小。这座世界最美的花园度假城,不论春夏秋冬,

各色的时令花卉,都将街道装点得五颜六色,格外妖娆。这座拥有四季脸庞的欧风度假城,随着季节的更替,

变幻无穷。请尽情的享受春、夏、秋、冬所带给您的不同的感动吧! 

 

     

 

有田和伊万里位于佐贺县西部，均为久负盛名的陶瓷之乡。有田作为日本瓷器的发祥地，有着 400

年的骄人历史。著名的柿右卫门窑就在有田，以别具特色的柿右卫门式彩瓷绘制手法而闻名。伊万里位

于有田以北，江户时代凭借装卸陶瓷的港口地位而成为繁华之地。过去，在大川内山地区建造了锅岛藩

御用窑，专门烧制供奉给将军家的高级陶瓷。在这一带，砖砌的烟囱等仍保留着旧日风貌，让人感受到

其中的历史余韵。从有田和伊万里往东，则有代表佐贺的温泉乡嬉野温泉及传说中剑侠宫本武藏泡过的

武雄温泉。 

嬉野温泉位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茶叶产地嬉野。8 世纪前后编纂的《肥前风土记》中就有记载，历史

悠久。江户时代曾作为长崎街道的旅馆街获得了发展。泉水手感柔滑，具有很好的美容效果，入浴后肌

肤倍感润滑。当地有很多气氛颇好的旅馆、附带温泉包间的旅馆等，最近在女性客人中人气颇高。只要

购买“汤游券”，还可以尽情享用市内所有的入浴设施。名特产是使用温泉水制作的“嬉野温泉水豆腐”。

加热之后柔软之极，入口即化，堪称豆腐中的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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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海中道是指博多湾和玄界滩之间的半岛,和连接漂浮于其顶端部位的志贺岛之间的沙滩的通称。

其中最著名的设施有国营海中道海滨公园和海中道海洋世界,穿过沙州的道路两旁展现给人们望无边际的

湛蓝的大海风景。在它顶部的志贺岛里曾经发掘过已被指定为国宝的金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名的岛屿。 

 

     

 

中州是一条全日本非常有名的福冈市内的闹市。中洲意味着夹在河与河之间的岛屿状土地的意思。

被夹在博多河和那珂河之间的该地区里各种饮食店和风俗店一间挨着一间,露天摊子也加入到熙熙攘攘的

闹市中。 

 

     

福冈玛利诺阿是以名品特惠店为中心，聚集了各种专卖店、餐厅、巨型摩天轮等的综合性设施。九

州最大的名品特惠中心有 160 多家各式商店，可以带着寻宝的心情获得超值的购物享受。周末和暑假的

时候在名品特惠中心的空地上会举办各种活动。面向大海的东侧区域林立着众多汽车用品、体育用品、

家庭用品等的大型店。从高 60m 的摩天轮 Skywheel 上可以眺望海景，是一处很受欢迎的浪漫景点。此外

还设有餐厅和咖啡厅，还为孩子们提供了游戏道具，非常适合与家人朋友共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