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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eko Black Registered ANTA® Travel Agent # 3-610 Tel:+81(0)136555852
432-9 Niseko Hokkaido 048-1511

Emergency contact:- Ben 080 5727 8571 / Chris 080 6069 6066

2019/20 雪季
二世谷頂級專業滑雪學校 

課程介紹手冊 
私人滑雪課程  
山嶽滑雪私人導覽 
全包式客製化服務 

雙板/ 單板/ 自由花式滑雪 

電洽：+81(0)136 555 852 
電郵： snowsports@nisekobla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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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 

Niseko Black Snowsports成立的目的原只為服務我們VIP客戶，提供私人滑雪課程和客製化的滑
雪假期，而進一步發展成獨立的Niseko Black Snowsports滑雪學校。目前我們約有來自世界各地
經驗豐富的42位單/雙板教練。教練們除了對於單/雙板滑雪的專業知識外，依個人專長也精通單/
雙板自由花式滑雪，單/雙板滑雪競速，山嶽滑雪私人登山導覽以及殘障滑雪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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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滑雪課程 
雙板/ 單板/ 自由花式滑雪 

Niseko Black Registered ANTA® Travel Agent # 3-610 Tel:+81(0)136555852
432-9 Niseko Hokkaido 048-1511

Emergency contact:- Ben 080 5727 8571 / Chris 080 6069 6066

全日七小時雙板/單板課程
（*課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六小時課程 

+ 一小時休息）
*聖誕節假期 ¥80,000
*農曆新年假期 ¥70,000
淡季價格 ¥65,000

二世谷全日課程為客製化的6小時滑雪課加上1小時午餐
休息時間，提供您和教練充分的時間針對您想要精進的
部分加強，以提高您的技巧和信心。並且更加了解二世
谷的山區地理環境。含在二世谷區域內的酒店來回接
送。

Kiroro或留壽都全日雙板/單板課程
（課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Kiroro除外)，
六小時課程 + 一小時休息）
*聖誕節假期 ¥90,000
*農曆新年假期 ¥80,000
淡季價格 ¥75,000

Kiroro或留壽都全日課程為客製化的6小時滑雪課加上1
小時午餐休息時間。從二世谷酒店到留壽都車程約為50
分鐘，而至Kiroro則需1小時車程。價格也同樣包含酒店
來回接送服務。預定Kiroro課程從酒店出發的時間統一
為上午八點半。

半日雙板/單板上午課程
（課程可開始時間為8:30/9:00/9:30）
*聖誕節假期 ¥50,000
*農曆新年假期 ¥45,000
淡季價格 ¥40,000

上午3小時課程提供您快速有效地學習滑雪。 您的私人
教練將在3小時內針對您的想要改善的地方加強以提高您
的技術和信心。

半日雙板/單板下午課程
（課程可開始時間為13:00/13:30/14:00）
*聖誕節假期 ¥45,000
*農曆新年假期 ¥37,000
淡季價格 ¥35,000

下午3小時課程提供給想要享受二世谷悠閒的上午時光的
您。同樣地，下午課程也提供您快速有效地學習滑雪。 
您的私人教練將在3小時內針對您的想要改善的地方加強
以提高您的技術和信心。

四小時雙板/單板課程
（課程可開始時間為08:30/13:00/13:30）
*聖誕節假期 ¥60,000
*農曆新年假期 ¥55,000
淡季價格 ¥50,000

想避免人擠人的滑雪道嗎？四小時滑雪課程讓您搭上第
一班纜車到山上享受一早的寧靜雪道（二世谷大部分纜
車開放時間為早上八點半！）針對比3小時再多1小時的
時間，與您的教練討論在最後1小時針對想要改善的地方
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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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滑雪課程 
雙板/ 單板/ 自由花式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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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幼兒兩小時雙板課程
(限滿3歲（含）以上至5歲（含）以下)
（課程可開始時間為 - 08:30 / 09:00 / 09:30 / 
10:00 / 10:30 / 13:00 / 13:30 / 14:00 / 14:30）
淡季價格 ¥25,000

每堂課最多2名，僅限4-5歲孩童。小孩的注意
力較低容易分心。2小時的課程可以幫助您的
孩子在較短的時間內，教練會充分有效率的利
用時間，集中孩子們的學習力，確保他們在安
全且有趣的環境中學習。 請留意因基於安全因
素，3歲的孩子須報名一對一的課程。

傍晚兩小時雙板/單板課程（下午17:00開始）
*聖誕節假期 ¥30,000
*農曆新年假期 ¥27,500
淡季價格 ¥25,000

傍晚2小時課程，是只有當地人才知道的最佳
上課時機，隨著雪場夜滑開放期間，雪場到了
這個時間也寧靜許多，您可以在人眼稀少的雪
道上好好的針對自己的技巧與教練一起練習，
這是精進滑雪技巧和信心的好時機。（僅開放
與夜間滑雪期間）

**2019/20新推出**
花式四小時雙板/單板課程
（課程可開始時間為 - 08:30 / 13:00 / 13:30）
*聖誕節假期 ¥60,000
*農曆新年假期 ¥55,000
淡季價格 ¥50,000

加入我們花式自由單雙板4小時課程，與我們
專業及獲得2018/19年雪季二世谷Rail Jam
的冠軍教練一起上課。此課程可預訂時間為 
Hirafu Gondola自由花式公園開放使可報名
（預計在12月底）；此課程的報名資格為滑雪
程度中級以上。（每位客人須簽署安全切結
書）注意事項 

‣ 上述價格已含酒店來回接送 
‣ 上述價格不含雪票及午餐 
‣ 每堂課人數上限為4人。 

旺季日期* 
‣ 聖誕節假期: 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5日 

‣ 中國農曆新年假期: 2020年1月22日至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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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嶽野雪私人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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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谷或Moiwa（二擇一） 
山嶽野雪私人嚮導全日行程 
（課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 

- 全程使用纜車上山

- 人數上限：4人

價格 ¥80,000/每位導覽

對於單/雙板高階好手來說，推薦您試試看二世谷及岩藻山的野雪
區，從山底下搭乘纜車到達野雪區，沿途可能有少量的徒步行程。
您的野雪嚮導將根據您的目標和經驗量身定制的這一天，讓您享受
獨一無二的粉雪日。

Kiroro/留壽都/Kokusai/Teine（四擇一） 
山嶽野雪私人嚮導全日行程 

（課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 

- 全程使用纜車上山

- 人數上限：4人

價格 ¥90,000/每位導覽

對於已有充分野雪經驗的單/雙板好手來說，如果您熟悉且厭倦了二
世谷的野雪區，您絕對不能錯過到留壽都，手稻，札幌國際雪場或
Kiroro等雪場的野雪區。從山底下搭乘纜車到達野雪區，沿途可能
有少量的徒步行程。您的野雪嚮導將根據您的目標和經驗量身定制
的這一天，讓您享受獨一無二的粉雪日。

全日登山滑雪 - 羊蹄山
(詳細請洽詢NB辦公室)
（課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 

- 人數上限：4人

價格 ¥100,000/每位導覽

若您是專業的單/雙板滑雪愛好者，跟著我們專業的野雪登山嚮導一
起來體驗登上美麗的羊蹄山吧！ 此行程需配戴專業雪上登山裝備。
請留意此行程需要5-8個小時的登山時間。

全日登山滑雪 - 其他山嶽
如:Iwaonupuri, Shiribetsudake, 
Chisenupuri (詳細請洽詢NB辦公室)
（課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 

- 人數上限：4人

價格 ¥100,000/每位導覽

您是單/雙板的滑雪老手嗎？跟著我們專業的野雪登山嚮導一起來體
驗大多數人還不知道的野雪秘境吧！ Backcountry Touring需要與您
的嚮導一同討論並仔細規劃，考慮當地當天的天候條件與您自身的
滑雪經驗，我們以您的安全作為第一考量。除了羊蹄山外， 
Iwaonupuri，Shiribetsudake，Chisenupuri等地，我們提供完全客
製化的選擇和規劃。

注意事項 
‣ 上述價格已含酒店來回接送 
‣ 上述價格不含雪票及午餐 
‣ 每位客人須攜帶雪崩急救裝備背包 - 另提供租借 (每個背包（含雪崩急救裝備）價格：¥3000) 
‣ 限滑雪程度中級以上者才可報名，第一天早上需經您的嚮導評估滑雪程度來安排野雪行程 
‣ 每位嚮導最多可帶4位客人 
旺季日期* 
‣ 聖誕節假期: 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5日 
‣ 中國農曆新年假期: 2020年1月22日至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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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全包式滑雪套裝全日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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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eko Black 奢華全包式滑雪套裝全日行程                     
雙/單板滑雪全日 - 聖誕節假期 ¥110,000 /農曆新年假期 ¥100,000 / 淡季價格 ¥95,000         
山嶽滑雪私人導覽全日 - (詳細請洽詢NB辦公室)         
（行程開始時間可自由選擇至晚上十點為止，接送地點可自由安排） 

Niseko Black奢華全包式滑雪套裝全日行程內容包含 - 全日私人課程或山嶽野雪私人嚮導，私家頂
級轎車載送您並協助滑雪設備的租借，餐廳預訂，安排按摩，購物，觀光，溫泉等...服務。


您的教練/嚮導就是您一整天的司機兼導遊，提供您如同貼身管家的服務，降低去您自行在雪上開
車的不安全感以及省去您自己安排行程的緊張感。


每日您的專屬司機教練會從您的下榻酒店接送而開始這美好的一天，您的司機可載送您至鎮上任何
的商店，超市，餐廳，服務時間為早上8點至晚上10點，請留意您的司機也會依您的用餐時間來安
排自己的休息時間。 經過一個上午的滑雪課程，享受一頓美好的午餐時光，可依您的喜好前往附
近的美食餐廳，體驗當地山上的雪場餐廳，品嚐北海道當地美食。


在您一天的課程結束後，回到酒店稍作休息並更衣，挑選一家好餐廳或是至頂級酒吧享用調酒來慶
祝作為這一天美好的結束，如滑雪完也安排您至附近的溫泉消除一天的疲勞。 如有需要，也可以
請您的司機教練為您安排預訂餐廳。

注意事項 
‣ 上述價格已含一整天的私家車及專屬司機(8AM-10PM) 
‣ 上述價格不含雪票，午餐及雪具租借 
‣ 每堂課人數上限為4人 
旺季日期* 
‣ 聖誕節假期: 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5日 
‣ 中國農曆新年假期: 2020年1月22日至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