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
中部地区
Belmonte
Quinta da Bica Golf
地址： Quinta da Bica - EN 18 Km19,7 6250 Belmonte
電話： +351 935 069 609
子

真： +351 275 414 434

件: quinta-da-bicagolf@sapo.pt

区:
; 果岭;
特色とサービス:
; 立年: 2003; 作家/建筑家: Carlo Corsini;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27;

比

球

距离: 437 m;

Cantanhede
Campo de Golfe de Cantanhede
地址： Clube de Golfe de CantanhedeComplexo Desportivo de
Cantanhede3060-197 Cantanhede
電話： +351 968 203 111 / +351 231 027 338
子 件: geral@golfecantanhede.pt 网站
http://www.clubegolfecantanhed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立年: 2009;
作家/建筑家: Fernando Fragoso;
比 球 距离: 1200m (P&P) / 1950
(PAR 3); 男子
球 距离: 1200m (P&P) / 1950 (PAR 3);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54; 女子
球 距离: 1200m (P&P) / 1950 (PAR 3);
区:
; 果岭; 切削区;
時刻表と予約:
:: 否;

Curia
Curia Golf
地址： Largo da Estação
電話： +351 231 516 891
子

3780-541 Curia
真： +351 213 516 831

件: info@curiagolfe.com 网站 http://www.curiagolf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立年: 2004;
作家/建筑家: Jorge Santana da Silva;
比 球 距离: 2485 m;
男子
球 距离: 2048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35; 主要活 ::
Curia P.G.A Open Portugal - Troféu GANT - A.E.A Pro Am;
区: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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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bidos
Bom Sucesso Design Resort, Leisure & Golf

Praia D'El Rey Golf & Beach Resort

地址： Lugar do Bom Sucesso / Vau 2510-662 Óbidos

地址： Vale de Janelas - Amoreira 2510-451 Óbidos

電話： +351 262 965 310

電話： +351 262 905 005

子

真： +351 262 969 690

件: golf@bomsucesso.net 网站 http://www.bomsucesso.ne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SET/2008; 作家/建筑家: Donald Steel;
比 球 距离: 6228 m;
男子
球 距离: 4842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Provas da Federação Portuguesa de Golfe, Torneios Patrocinados;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Royal Óbidos Spa & Golf Resort

真： +351 262 905 009

子 件: golf.reservations@praia-del-rey.com 网站 http://www.praia-delrey.com
其它信息:
注册: 25/2007;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7; 作家/建筑家: Cabell B. Robinson;
比 球 距离: 6434 m;
男子
球 距离: 4874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3;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地址： Cabeço da Serra 2510-665 Vau, Óbidos
電話： +351 262 965 220
子 件: golf.reservations@royalobidos.com 网站
http://www.royalobido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12; 作家/建筑家: Severiano Ballesteros;
比 球 距离: 6.692 m;
男子
球 距离: 5.96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Torres Vedras
Campo Real
地址： Campo Real 2565-770 Turcifal (Torres Vedras)
電話： +351 261 960 899
子

真： +351 261 960 894

件: golf@camporeal.pt 网站 http://www.camporeal.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5; 作家/建筑家: Donald Steel;
比 球 距离: 6009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Torneios de vários clubes nacionais;
Ladies Open 2010 e 2011;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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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eu
Golfe Montebelo
地址： Farminhão 3510-643 Viseu
電話： +351 232 856 464
子 件: golfemontebelo@montebelohotels.com 网站
http://www.golfemontebelo.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7; 作家/建筑家: Mark Stilwell & Malcon Kenyon;
比 球 距离:
6317 m; 男子
球 距离: 5718 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Circuito Nevada Bob´s Golf; Ranking Montebelo/Carlsberg;
Internacional Pairs; BPI Challenge; Expresso BPI Golf Cup; Circuito
Liberty; Corporate do Benfica; Taça Duque do Porto; Associação de
Seniores de Portugal.女子
球 距离: 5134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速尔群
Ilha Terceira
Clube de Golfe da Ilha Terceira
地址： Fajãs de Agualva - Caixa Postal 159760-909 Praia da VitóriaIlha
Terceira
電話： +351 295 902 444 真： +351 295 902 445
子 件: info@terceiragolf.com; reservas@terceiragolf.com 网站
http://www.terceir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 立年: 1954 / 2005;
作家/建筑家: Arquitectos da Força Aérea Americana / K.K.Design;
比 球 距离: 5695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区:
; 果岭; 切削区;

Ilha de São Miguel
Campo de Golfe da Batalha

Campo de Golfe das Furnas

地址： Rua do Bom Jesus - Aflitos9545-234 Fenais da LuzPonta
Delgada
電話： +351 296 498 559 真： +351 296 498 612

地址： Achada das Furnas9675-000 PovoaçãoIlha de São Miguel

子 件: info@azoresgolfislands.com 网站
http://www.azoresgolfisland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6; 作家/建筑家: Cameron Powell;
比 球 距离: Course A 3206m | Course B - 3206m | Course C - 3082m; 男子
球 距离:
Course A - 3122m | Course B - 3108m | Course C - 2949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Açores Ladies Open & Azoren Pro-Am球童;
女子
球 距离: Course A - 2679m | Course B - 2645m | Course C 2571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電話： +351 296 584 651 / +351 296 584 341
子 件: info@azoresgolfislands.com 网站
http://www.azoresgolfisland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36; 作家/建筑家: Mackenzie Ross / Cameron & Powell;
比 球 距离: 3118 m; 男子
球 距离: 299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Azores ProAM球童; 女子
球 距离:
2648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info@visitportugal.com

3/18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波尔

和北部地区

Amarante
Golfe de Amarante
地址： Quinta da Deveza - Fregim
電話： +351 255 446 060

4600-593 Amarante

真： +351 255 446 202

子 件: geral@golfedeamarante.com 网站
http://www.golfedeamarant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7; 作家/建筑家: Jorge Santana da Silva;
比 球 距离: 5030 m;
男子
球 距离: 4089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68; 主要活 ::
Audi Quattro Cup; International Pairs; Campeonato do Norte.;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Chaves
Vidago Palace Golf Course
地址： Parque de VidagoApartado 165425-307 Vidago
電話： +351 276 990 980

真： +351 276 990 912

子 件: golfreservations@vidagopalace.com 网站
http://www.vidagopalac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36 / 2010; 作家/建筑家: Mackenzie Ross (1936) / Cameron & Powell
(2010);
比 球 距离: 6308 m; 男子
球 距离: 590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Torneios Mensais; Semanas
do Golfe em Setembro e Outubro
手推 ; 女子
球 距离: 4797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必 ;

Espi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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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orto Golf Club
地址： Paramos 4500 Espinho
電話： +351 22 734 20 08
子

真： +351 22 734 68 95

件: oportogolfclub@oninet.pt 网站 http://www.oportogolfclub.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手推 ; 个人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890;
作家/建筑家: Desconhecido;
比 球 距离: 5640 m;
男子
球 距离: 4969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主要活
Taça Skeffington (desde 1891); 球童;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

Fafe
Campo de Golfe de Rilhadas
地址： Quinta do Cancelo - Lugar Santo Novo - Arões 4824-952 Cepães
Fafe
電話： +351 253 591 916 / 914 969 022
子

件: clubegolf@rilhadas.com 网站 http://www.rilhada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个人 程; 集
程;
Lencastre; 球 洞数: 9; 球
区:
; 果岭; 切削区;

的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José
准杆: 62;

Ponte de Lima
Axis Golfe de Ponte de Lima
地址： Quinta de Pias - Fornelos
電話： +351 258 743 414
子

4990-620 Ponte de Lima

真： +351 258 743 424

件: reservas@axisgolfe.com 网站 http://www.axishoteisegolf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5; 作家/建筑家: David e Daniel Silva;
比 球 距离: 6005 m;
男子
球 距离: 4719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主要活 ::
Taça Fundação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Póvoa de Varz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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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la Golf Club
地址： Lugar do Rio Alto - Estela
電話： +351 252 601 614
子

4570-242 Póvoa de Varzim

真： +351 252 612 701

件: geral@estelagolf.pt 网站 http://www.estelagolf.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88;
作家/建筑家: Duarte Sotto Mayor;
比 球 距离: 6155 m;
男子
球 距离: 5265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Open do Atlântico Vinho Verde ‒ 1990; Open de Portugal ‒ 1991;
Campeonato Internacional Amador Europeu ‒
1992/2000/2001/2003/2005/2008; XIII Campeonato Europeu de Seniores
‒ 1994; European Club Cup Trophy Men ‒ 2010;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Santo Tirso
Vale Pisão Nature Resort
地址： Rua das Laranjeiras - Água Longa 4825-102 Santo Tirso
電話： + 351 229 692 122 / 229 698 550
子

件: golfe@valepisao.com 网站 http://www.valepisao.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Jorge Santana da Silva;
比 球 距离: 3288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74;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Vila Nova de Gaia
Club de Golf Miramar

Golfe Quinta do Fojo

地址： Avenida Sacadura Cabral 4405-013 Arcozelo VNGAIA

地址： Quinta do Fojo - Canidelo 4400-232 Vila Nova de Gaia

電話： +351 22 762 20 67

電話： +351 22 772 70 70 / 80

子

真： +351 22 762 78 59

件: cgm@cgm.pt 网站 http://www.cgm.pt

子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32;
作家/建筑家: Frank Gordon ;
比 球 距离: 2759 m;
男子
球 距离: 2393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70; 主要活 ::
Trofeu Alfredo Cunha, Taça Ruy Portela; 球童;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真： +351 22 772 70 89

件: geral@golfojo.com 网站 http://www.golfojo.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7; 作家/建筑家: D. Duarte de Sottomayor, Stuart Woodman;
比 球 距离: 2760 m; 男子
球 距离: 2760 m; 球 洞数: 6 /
12/ 18; 球 的 准杆: 60; 主要活 :: Taça Weelington / Torneio Cabral
Machado;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里斯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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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is
Clube de Golfe Quinta da Marinha

Quinta da Marinha, Oitavos Dunes, SA

地址： Rua das Palmeiras - Quinta da Marinha 2750-715 Cascais

地址： Quinta da Marinha Casa da Quinta nº 25 2750-004 Cascais

電話： +351 21 486 01 80

電話： +351 214 860 600

真： +351 21 486 90 32

子 件: golf@quintadamarinha.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amarinha.com

子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84; 作家/建筑家: Robert Trent Jones;
比 球 距离: 5870 m;
男子
球 距离: 475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主要活 ::
Em 1988, Ladies Masters, prova que integrava o Circuito profissional de
Senhoras; Em Outubro de 2002, PGA Seniors Tour Championship; Em
Junho 2007, Challenge Tour ;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真： +351 214 860 609

件: info@oitavosdunes.pt 网站 http://www.oitavosdunes.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1; 作家/建筑家: Arthur Hills;
比 球 距离: 6303 m;
男子
球 距离: 457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主要活 ::
Open de Portugal 2005, 2007, 2008 e 2009 ;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Costa de Caparica
Aroeira I

Aroeira II

地址： Herdade da Aroeira, Fonte da Telha 2820-567 Charneca da
Caparica
電話： +351 212 979 110 真： +351 212 971 238

地址： Herdade da Aroeira, Fonte da Telha 2820-567 Charneca da
Caparica
電話： +351 212 979 110 真： +351 212 971 238

子

件: golf.reservas@aroeira.com 网站 http://www.aroeir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73; 作家/建筑家: Frank Pennink;
比 球 距离: 6044 m;
男子
球 距离: 5186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Open de Portugal; diversos Ladies Open; Qualifying School Ladies
European Tour;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子

件: golf.reservas@aroeira.com 网站 http://www.aroeir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0;
作家/建筑家: Donald Steel;
比 球 距离: 6367 m;
男子
球 距离: 4805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Ladies Open de Portugal; Qualifying school ladies European Tour;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Golf Aldeia dos Capuchos
地址： Largo Aldeia dos Capuchos 2825-017 Capuchos / Costa da
Caparica
電話： +351 212 909 046 / 926 606 899 真： +351 212 909 016
子 件: golf@aldeiadoscapuchos.com 网站
http://www.aldeiadoscapucho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Jorge Santana da Silva;
比 球 距离: 1402 m;
男子
球 距离: 1053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29; 主要活 ::
Torneios de Clubes Nacionais; Trofeu Aldeia dos Capuchos;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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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oril
Golf do Estoril
地址： Av. da República2765-273 Estoril
電話： +351 214 680 176
子

真： +351 214 682 796

件: geral@golfestoril.com 网站 http://www.palacioestorilhotel.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1929 / 1936; 作家/建筑家: Jean Gassiat / Mackenzie Ross;
比 球 距离: 5189 m; 男子
球 距离: 5189 m; 球
9; 球 的 准杆: 69; 球童; 女子
球 距离: 4602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

立年:

洞数: 18 +

Lisboa
Clube de Golfe do Paço do Lumiar
地址： Urbanização Quinta dos Alcoutins - Rua Principal, 79 - Lumiar
1600 Lisboa
電話： +351 217 591 719 真： +351 217 591 720
子 件: golf@golfepacodolumiar.pt 网站
http://www.golfepacodolumiar.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0;
作家/建筑家: Gary Grandstaff;
比 球 距离: 3122 m;
男子
球 距离: 2704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29;
区:
; 果岭;

Palmela
Campo de Golfe do Montado
地址： Urbanização do Golfe do Montado, Lote 1 - Algeruz 2950-051
Palmela
電話： +351 265 708 150 真： +351 265 708 159
子 件: geral@golfdomontado.com.pt 网站
http://www.montadoresort.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2; 作家/建筑家: Duarte Sottomayor & Jorge Santana da Silva;
比 球 距离: 6330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Challenge Vap";
区:
; 果岭; 切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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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imbra
Quinta do Peru Golf & Country Club
地址： Alameda da Serra, 2
電話： +351 212 134 320

2975-666 Quinta do Conde
真： +351 212 134 321

子 件: club@golfquintadoperu.com 网站
http://www.golfquintadoperu.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94;
作家/建筑家: Rocky Roquemore;
比 球 距离: 6036 m;
男子
球 距离: 470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Final Challenge Tour UAP, Campeonato Nacional Clubes;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

Sintra
Belas Clube de Campo

Lisbon Sports Club

地址： Alameda do Aqueduto - Belas Clube de Campo
電話： +3541 21 962 66 40
子

2605-193 Belas

真： +351 21 962 66 41

地址： Casal da Carregueira - Belas
電話： +351 21 431 00 77

件: golfe@planbelas.pt 网站 http://www.belasclubedecampo.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7-98; 作家/建筑家: William "Rocky" Roquemore;
比 球 距离:
6109 m; 男子
球 距离: 488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Grand Final do Challenge Tour, Outubro 1998;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子

2605-213 Belas

真： +351 21 431 24 82

件: geral@lisbonclub.com 网站 http://www.lisbonclub.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22;
作家/建筑家: Hawtree #E̲COMERCIAL#amp;amp; Sons;
比 球 距离: 5303 m; 男子
球 距离: 463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69; 主要活 :: "Lisbon Cup"; Coronation Cup; Selby Cup;
Taça VIII Centenário;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Penha Longa Golfe
地址： Estrada da Lagoa Azul - Linhó2714-511 Sintra

Pestana Beloura Golf Resort

電話： +351 219 249 011

地址： Rua das Sesmarias, 3 ‒ Quinta da Beloura 2710-692 Sintra

真： +351 219 249 007

子 件: resort.penhalonga@penhalonga.com 网站
http://www.penhalonga.com

電話： +351 21 910 63 50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92 /
1995; 作家/建筑家: Robert Trent Jones Jr.;
比 球 距离: 6290 m;
男子
球 距离: 5414 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Open de Portugal - 1994, 1995, 2010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真： +351 21 910 63 59

子 件: beloura.reservas@pestana.com 网站
http://www.pestan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1; 作家/建筑家: Rocky Roquemore;
比 球 距离: 5716 m;
男子
球 距离: 5094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3; 主要活 ::
Semana de Golfe Costa do Estoril - Torneio da PGA Portugal;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阿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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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feira
Pine Cliffs Golf & Country Club

Salgados Golf Course

地址： Pine Cliffs Resort Praia da Falésia - PO BOX 644 8200-909
Albufeira
電話： +351 289 500 113 真： +351 289 500 117

地址： Herdade dos Salgados8200-917 Albufeira

子 件: golf.algarve@luxurycollection.com 网站
http://www.luxurycollection.com/golfalgarve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1;
作家/建筑家: Martin Hawtree;
比 球 距离: 2227 m;
男子
球 距离: 1805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32;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電話： +351 289 583 030 / 911 032 723 / 925 268 859
子 件: info@salgadosgolf.com; bookings@salgadosgolf.com 网站
http://www.nauhotels.com/golfe.html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4; 作家/建筑家:
Pedro Vasconcelos;
比 球 距离: 6079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Almancil
Pinheiros Altos

Quinta do Lago Norte

地址： Sitio dos PinheirosQuinta do Lago8135-163 Almancil

地址： Quinta do Lago 8135-024 Almancil

電話： +351 289 359 910

電話： +351 289 390 700

真： +351 289 394 392

子 件: golf@pinheirosaltos.pt; golf@jjwhotels.com 网站
http://www.pinheirosalto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92 /
2007; 作家/建筑家: Ronald Fream & Jorge Santana da Silva;
比 球 距离: 6028 m; 男子
球 距离: 4797 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Pinheiros Altos Sunshine Classic"球童;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真： +351 289 390 701

件: golf@quintadolago.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olago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74; 作家/建筑家: William Mitchel; Joseph Lee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Rocky Roquerome ;
比 球 距离: 6126 m; 男子
球 距离:
4975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San Lorenzo Golf Course

Quinta do Lago Sul

地址： Quinta do Lago 8135-901 Almancil

地址： Quinta do Lago8135-024 Almancil
電話： +351 289 390 700

子

電話： +351 289 396 522

真： +351 289 390 701

真： +351 289 396 908

子 件: sanlorenzo@jjwhotels.com 网站
http://sanlorenzogolfcourse.com

子 件: golf@quintadolago.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olago.com/pt/golfe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74;
作家/建筑家: William Mitchell;
比 球 距离: 6488 m;
男子
球 距离: 516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Open de Portugal por 8 vezes/ Primeira edição da Final Mundial da BMW
Golf Cup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88;
作家/建筑家: Joseph Lee and Rocky Roquemore;
比 球 距离: 6247
m; 男子
球 距离: 5171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The Jimmy Tarbuck Golf Classic. The Daily Telegraph Juniors.;
区:
; 果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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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ro Marim
Castro Marim Golfe & Country Club

Quinta do Vale Golf Resort

地址： Apartado 70

地址： Eiras da Achada - Apt.137 8950-909 Castro Marim

8950-909 Castro Marim

電話： +351 281 510 330

真： +351 281 510 338

電話： + 351 281 531 615

子 件: info@castromarimgolfe.com 网站
http://www.castromarimgolfe.com

子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1; 作家/建筑家:
Terry Murray;
比 球 距离: 5265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区:
; 果岭; 切削区;

真： + 351 281 531 776

件: golf@quintadovale.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oval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Severiano Ballesteros;
比 球 距离: 6511 m;
男子
球 距离: 4801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East Algarve Trophy;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Lagoa
Gramacho Pestana Golf Resort

Vale da Pinta Golf Course

地址： Apartado 10118401-908 Carvoeiro - Lagoa

地址： Apartado 10118401-908 Lagoa

電話： +351 282 340 900

電話： +351 282 340 900

子

真： +351 282 340 901

件: info@pestanagolf.com 网站 http://www.pestan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1; 作家/建筑家: Ronald Fream #E̲COMERCIAL#amp; Nick Price;
比 球 距离: 6107 m; 男子
球 距离: 4777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Ladies Open 2007 ;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真： +351 282 340 901

子 件: info@pestanagolf.com 网站
http://www.pestanagolf.com/en/golf/vale-da-pinta/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2; 作家/建筑家: Ronald Fream;
比 球 距离: 6127 m;
男子
球 距离: 4866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European Seniors Tour qualifying school;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Vale de Milho Golf
地址： Apartado 1273 - Praia do Carvoeiro
電話： +351 282 358 502

8400-911 Carvoeiro (Lagoa)

真： +351 282 358 497

子 件: reservas@valedemilhogolf.com 网站
http://www.valedemilho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90; 作家/建筑家: Dave
Thomas;
比 球 距离: 926 m; 球 洞数: 9X2; 球 的 准杆: 27+27=
54;
区:
; 果岭; 切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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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os
Boavista Golf & Spa Resort

Espiche Golf

地址： Urbanização Quinta da BoavistaSítio da Atalaia8601-906 Lagos

地址： Espiche Campo de Golfe SASítio dos Matos Brancos, 701 ‒
N8600-114 Espiche, Lagos
電話： +351 282 688 250

電話： +351 282 000 100
子

真： +351 282 000 150

件: info@boavistaresort.pt 网站 http://www.boavistaresort.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2002; 作家/建筑家: Howard Swan;
比 球 距离: 6145 m;
男子
球 距离: 5737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女子
球 距离: 4718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

子
立年:

件: reception@espichegolf.pt 网站 http://www.espiche-golf.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2012; 作家/建筑家: Peter Sauerman;
比 球 距离: 5862 m;
男子
球 距离: 545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女子
球 距离: 5026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立年:

Onyria Palmares Beach Golf Resort
地址： Apartado 74Monte PalmaresMeia Praia8601-901 Lagos
電話： +351 282 790 500
子

真： +351 282 790 509

件: golf@onyriapalmares.com 网站 http://www.onyriapalmares.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10; 作家/建筑家: Robert Trent Jones Jr.;
比 球 距离: 6314 m;
男子
球 距离: 4886 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Europro tour; Torneio das Amendoeiras em Flor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Loulé
Ocean Golf Course

Royal Golf Course

地址： Vale do Lobo - Resort Turístico de Luxo S.A. 8135-864 Vale do
Lobo
電話： +351 289 353 464 真： +351 289 353 003

地址： Parque do Golfe8135-864 Almancil

子

件: golf@vdl.pt 网站 http://www.valedolobo.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 立年: 1985; 作家/建筑家: Sir Henry
Cotton ;
比 球 距离: 6137 m; 男子
球 距离: 5024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3; 主要活 :: Amateur Week (Fevereiro) /
Foursomes Week (Maio);
区: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電話： +351 289 353 463
子

真： +351 289 353 003

件: golf@vdl.pt 网站 http://www.valedolobo.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97;
作家/建筑家: Sir Henry Coton; Rocky Roquemore;
比 球 距离:
6059 m; 男子
球 距离: 4909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Amateur Week (Fevereiro) / Foursomes Week (Maio)
区: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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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hão
Colina Verde Golf Maragota
地址： Sítio da Maragota 8700-078 Moncarapacho
電話： +351 289 790 110

真： +351 289 791 245

子 件: reservations@golfcolinaverde.com 网站
http://www.golfcolinaverde.com
区:
果岭; 切削区;
特色とサービス:
租球杆; 手推 ; 个人 程; 集
作家/建筑家: António Cavaco;
球 的 准杆: 3;
手推 ;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2;
比 球 距离: 1145 m; 球 洞数: 9;

Portimão
Morgado Golf Course

Penina Resort & Academy Courses

地址： Morgado do Reguengo8500 Portimão

地址： P.O.Box 146 - Penina 8501-952 Portimão

電話： +351 282 402 150 / 966 634 824 / 927 990 172

電話： +351 282 420 200

子 件: info@golfedomorgado.com; bookings@golfedomorgado.com
网站 http://www.nauhotels.com/morgado̲golf.html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2003; 作家/建筑家: European Golf Design, Russel Taley;
比 球 距离: 6399 m; 男子
球 距离: 4824 m; 球
球 的 准杆: 73;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

立年:

洞数: 18;

電話： +351 282 420 200
子

真： +351 282 420 300

件: penina@jjwhotels.com 网站 http://www.penin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72; 作家/建筑家: Sir Henry Cotton;
比 球 距离: 2987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35; 主要活 :: "Open Portugal" (5); "Open
Algarve"; Camp. Mundial Juniors;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Pestana Alto Golf

Penina Sir Henry Cotton Academy Course
地址： P.O. Box 146 - Penina

子

地址： Quinta Alto do ValeQuatro Estradas8501-906 Alvor

8501-952 Portimão

電話： +351 282 460 870

真： +351 282 420 300

件: penina@jjwhotels.com 网站 http://www.penin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77; 作家/建筑家: Sir Henry Cotton;
比 球 距离: 1851 m;
球 洞数: 9; 球 的 准杆: 30; 主要活 :: Daily Telegraph Seniorsʼ Match
Play (2000/1), a Final Nacional da Audi Corp, assim como grandes
competições internacionais e de caridade nomeadamente o Sir Henry
Cooper Charity Golf Classic e o Open de Portugal, o qual acolheu por 10
vezes.;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子

真： +351 282 460 879

件: info@pestanagolf.com 网站 http://www.pestan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1; 作家/建筑家: Sir Henry Cotton ;
比 球 距离: 6125 m;
男子
球 距离: 523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Open TAP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Álamos Golf Course
地址： Morgado do Reguengo Resort8500-000 Portimão
電話： +351 282 402 150 / 966 634 824 / 927 990 172 真： +351 282
402 153
子 件: info@golfedomorgado.com; bookings@golfedomorgado.com
网站 http://www.nauhotels.com/golfe.html
特色とサービ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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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6;
作家/建筑家: European Golf Design, Russel Taley;
比 球 距离:
5641 m; 男子
球 距离: 4291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Silves
Oceânico Faldo Course

Oceânico O'Connor Golf Course

地址： Amendoeira Golf ResortMorgado da Lameira8365-023
Alcantarilha
電話： +351 289 310 330 - 282 320 800 真： +351 289 310 393 - 282
313 760
子 件: agr.reception@oceanicogroup.com 网站 http://www.amendoeira
resort.com/pt/golfe/oceanico-faldo-course/;http://www.oceanicogolf.com

地址： Amendoeira Golf ResortMorgado da Lameira8365-023
Alcantarilha
電話： +351 282 320 800 真： +351 282 313 760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Nick Faldo;
比 球 距离: 6598 m;
男子
球 距离: 4703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子 件: agr.reception@oceanicogroup.com 网站 http://www.amendoeira
resort.com/pt/golfe/oceanico-oconnor-jnr/;http://www.oceanico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Christy O'Connor Jnr.;
比 球 距离: 6274 m;
男子
球 距离: 5242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Pestana Silves Golf
地址： Vila Fria8300 Silves
電話： +351 282 340 130
子

真： +351 282 440 130

件: info@pestanagolf.com 网站 http://www.pestan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7; 作家/建筑家: Fausto Nascimento;
比 球 距离: 5615 m;
男子
球 距离: 472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0;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Tavira
Benamor Golf

Monte Rei Golf & Country Club

地址： Quinta de Benamor8800-067 Conceição de Tavira

地址： Sesmarias - Apartado 118 8901-907 Vila Nova de Cacela

電話： +351 281 320 880

電話： +351 281 950 960

子

真： +351 281 320 888

件: secretaria@benamorgolf.com 网站 http://www.benamor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2000; 作家/建筑家: Sir Henry Cotton;
比 球 距离: 5497 m;
男子
球 距离: 5197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手推 ; 女子
球 距离: 4760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時刻表と予約:
:: 建 ;

立年:

子

真： +351 281 950 951

件: golf@monterei.com 网站 http://www.monte-rei.com

区:
; 果岭; 切削区;
特色とサービス:
租球杆;
; 个人 程; 集
程; 立年: 2006; 作家/建筑家: Jack
Nicklaus ;
比 球 距离: 6567 m; 男子
球 距离: 4845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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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a da Ria

Quinta de Cima

地址： Quinta da Ria

電話： +351 281 950 580

地址： Quinta da Ria8900-057 Vila Nova de Cacela
電話： +351 281 950 580

8900-057 Vila Nova de Cacela

子

真： +351 289 950 589

子 件: info@quintadaria.com; reception@quintadaria.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ari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2; 作家/建筑家: William Roquemore Jr.;
比 球 距离: 6053 m;
男子
球 距离: 4977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PGA Europro Tour in 2003 and 2004; Portugal Algarve Seniors Open
2005; European Seniors Tour Qualifying School in 2006, 2007 and 2008;
Portugal Algarve Ladies Open 2008;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真： +351 289 950 589

件: info@quintadaria.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aria.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2; 作家/建筑家: Rocky Roquemore;
比 球 距离: 6586 m;
男子
球 距离: 5032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PGA Europro Tour in 2003 and 2004; Portugal Algarve Seniors Open
2005; European Seniors Tour Qualifying School in 2006, 2007 and 2008;
Portugal Algarve Ladies Open 2008; BMW International Cup 2008;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Vila do Bispo
Golf Santo António
地址： Vale do Poço8650-060 Budens / Vila do Bispo
電話： +351 282 690 054
子 件: golf.reservations@saresorts.com 网站
http://www.saresorts.com/golf-santo-antonio
時刻表と予約:
07:45 - 18:00;
:: 建 ;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1987; 作家/建筑家: Pepe Gancedo;
比 球 距离: 5712 m;
男子
球 距离: 5712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1;
女子
球 距离: 4619 m;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立年:

Vilamoura
Laguna Golf Course

Millennium Golf Course

地址： Caminho da Fonte do Ulme,8125-406, Vilamoura

地址： Caminho da Fonte do Ulme8125-406, Vilamoura

電話： +351 289 310 180

電話： +351 289 310 188

子 件: booking@dompedrogolf.com 网站
http://www.dompedrogolf.com

子 件: booking@dompedrogolf.com 网站
http://www.dompedro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0;
作家/建筑家: Joseph Lee;
比 球 距离: 6121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0;
作家/建筑家: Martin Hawtree;
比 球 距离: 6157 m;
男子
球 距离: 4767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Old Course Golf Club
地址： Volta do Medronho8125-548, Vilamoura

Pestana Vila Sol

電話： +351 289 310 341

地址： MorgadinhosAlto do Semino8125-307 Vilamoura

子

件: booking@dompedrogolf.com 网站

電話： +351 289 32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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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mpedrogolf.com

子

件: info@pestanagolf.com 网站 http://www.pestan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69;
作家/建筑家: Frank Pennink (Remodelled by Martin Hawtree in 1996);
比 球 距离: 6254 m; 男子
球 距离: 5086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3;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91 + 2001;
作家/建筑家: Donald Steel;
比 球 距离: 8880 m;
男子
球 距离: 7989 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Portuguese Open 1992 & 1993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Pinhal Golf Course

Quinta do Lago Laranjal

地址： Rua da Torre DʼÁgua8125-467, Vilamoura

::

地址： Quinta do Lago8135-024 Almancil

電話： +351 289 310 390

電話： +351 289 390 700

子 件: booking@dompedrogolf.com 网站
http://www.dompedrogolf.com/

子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76;
作家/建筑家: Frank Pennink; Remodelled by Robert Trent Jones in 1985;
比 球 距离: 6353 m; 男子
球 距离: 5206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真： +351 289 390 701

件: golf@quintadolago.com 网站 http://www.quintadolago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8; 作家/建筑家:
Jorge Santana da Silva ;
比 球 距离: 6062 m; 男子
球 距离:
480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区:
; 果岭;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Victoria Golf Course
地址： Caminho da Fonte do Ulme8125-406, Vilamoura
電話： +351 289 320 100
子 件: booking@dompedrogolf.com 网站
https://www.dompedrogolf.com/courses/victoria-golf-course/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2004;
作家/建筑家: Arnold Palmer;
比 球 距离: 6609 m;
男子
球 距离: 4726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阿

特茹

Benav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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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agolfe I

Ribagolfe II

地址： Vargem Fresca, EN 119 - Infantado2135-194 Samora Correia

地址： Vargem Fresca, EN 119 - Infantado2135-194 Samora Correia

電話： +351 263 930 040

電話： +351 263 930 040

子 件: geral@ribagolfe.pt 网站
http://www.orizontegolf.com/clube/ribagolfe/ribagolfe-i/campos

子 件: geral@ribagolfe.pt 网站
http://www.orizontegolf.com/clube/ribagolfe/ribagolfe-ii/campos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4; 作家/建筑家: Peter Towsend;
比 球 距离: 6707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Torneios FPG / Qualyfing School European TourStage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4; 作家/建筑家: Michael King;
比 球 距离: 6214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Torneios FPG / Campeonato Europeu
de Seniores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Santo Estevão Golfe
地址： CCI 19 - Vila Nova de Santo Estêvão2130-127 Santo Estêvão Benavente
電話： +351 263 949 492
子 件: santoestevao@orizontegolf.com 网站
http://www.orizontegolf.com/clube/santo-estevao/santo-estevao/campos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4; 作家/建筑家: Donald Steel;
比 球 距离: 6382 m;
男子
球 距离: 502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3; 主要活 ::
Audi Quattro Cup, Internacional Pairs, Campeonato Nacional de
Clubes(FPG).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Tróia
Troia Golf Championship Course
地址： Troia Resort7570-789 Carvalhal GDL
電話： +351 265 494 024
子

真： +351 265 494 469

件: golf@troiaresort.pt 网站 http://www.troia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 立年: 1980; 2010;
作家/建筑家: Robert Trent Jones Senior;
比 球 距离: 6317 m;
男子
球 距离: 4791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Portuguese Open Championship - 1983; European Boys Championship 1985; Costa Azul Ladies Open - 1996; 15th International European
Amateurs Championship - 2002; 79th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Amateur
Championship - 2009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旅行支票;

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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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hal
Palheiro Golf
地址： Rua do Balançal, 29 9060-414 Funchal
電話： +351 291 790 120
子

真： +351 291 792 456

件: golf@palheiroestate.com 网站 http://www.palheirogolf.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3; 作家/建筑家: Cabell Robinson;
比 球 距离: 6086 m;
男子
球 距离: 5448 m; 球 洞数: 18;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Palheiro Open, Salva de Aniversário, Royal Savoy Classic, BES Kids,
Moynihan's Open;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Ilha da Madeira
Clube de Golf Santo da Serra
地址： Sítio dos Casais Próximos9100-255 Sto. António da SerraSanta
Cruz
電話： +351 291 550 100 真： +351 291 550 105
子

件: serragolf@portobay.pt 网站 http://www.portobay.pt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1991; 作家/建筑家: Robert Trent Jones Senior ;
比 球 距离: 6241
m + 2911 m; 球 洞数: 27;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MADEIRA
ISLANDS OPEN - PGA EUROPEAN TOUR; 球童;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Ilha de Porto Santo
Porto Santo Golfe
地址： Sítio das Marinhas 9400-162 Porto Santo
電話： +351 291 983 778
子

真： +351 291 983 508

件: sdps@netmadeira.com 网站 http://www.portosantogolfe.com

特色とサービス:
商店; 租球杆;
; 手推 ; 个人 程; 集
程; 高尔夫 所;
; 立年:
2004; 作家/建筑家: Severiano Ballesteros;
比 球 距离: 6434 m;
男子
球 距离: 5357 m; 球 洞数: 72 + 9; 球 的 准杆: 72;
主要活 :: Madeira Islands Open - European Tour (2009, 2010 e 2011);
球童;
手推 ;
区:
; 果岭; 切削区;
支払い:
迎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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