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球玩家&悠遊輕旅專案    

        中台灣 三日 3 場＋賞桐&遊湖 輕旅趣   ※ 擊球 4 人成行                                                                                                                          

天數                                                                              行程內容 

 

 

 

 

 

 

 

Day-1 

  (平日) 

 

 

 

 

 

    

 

台北 or高雄→苗栗/ 全國球場 NATIONAL  GOLF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搭乘豪華 Benz Vito 商務車前往苗栗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擁有一座職業錦標賽級的高爾夫花園球場，腹地寬廣遼

闊，景色優美，球場佔地 115 公頃，18 洞球道，標準桿 72 桿，全長 7,014 碼。全國球場蜿蜒卻寬闊的球道，球

友可盡情享受揮桿樂趣，近幾年，球場果嶺更換國際職業賽專用的 Champion Dwarf Bermudagrass（桂冠草），媲

美歐、美巡大賽級的果嶺速度；讓球友在果嶺上感受前所未有的競速快感。熱衷於打好球場的球友，這裡揮桿絕

對是人生一大享受。 

(眷旅)台北 or高雄→伴青山賞油桐(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每年三～五月，雪白的油桐花就會盛開，妝點了翠綠的台灣山巒。而油桐花容易掉落的特性，往往會在道路上鋪

滿一整條浪漫的白色地毯！可以讓你瞬間忘卻夏暑的酷熱。不用到韓國，來苗栗勝興車站舊山線軌道活化再利

用，以動態文化保存的方式，也可體驗鐵道自行車 Rail Bike，空中漫步漫遊龍騰斷橋美景唷。打造全國首創的鐵

道自行車 Rail Bike。由勝興車站開始來趟鐵道自行車懷舊巡禮，踏上舊軌道穿梭折返線、龍騰斷橋、連續隧道、

最後到神隱少女秘境內社川橋，重溫舊山線鐵道魅力。 
早餐：自理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台中市區餐廳 

住宿: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或同級 



                                                 

 

 
 
 
 
 
 
 

Day-2 

(平日) 

        

 

 

 

 

酒店→南投/南峰球場 Nan Fong  GOLF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位於南投 榮獲『ROLXE』評鑑全球前 1000 名球場，及亞洲高爾夫雜誌票選台灣

區前 3 名球場的南峰高爾夫俱樂部由墨西哥裔美籍傳奇球星「高球頑童」LeeTrevino（李.區維諾）設計，每一

洞均可享受微風徐徐吹來，均可看到南投市連接台中市之美景，遠眺九九峰及中央山脈的壯闊山景，於雨天後更

有如身在雲海上擊球的感受。一般球友在白梯感覺球道不長，以為只是果嶺快速及刁鑽，所以成績不佳，但自認

應該可以更好，所以不認輸一直來挑戰，而職業球員於藍梯上，卻可以看到充滿挑戰性的球道走向與感受攻略位

置旁處處陷阱的壓力，女仕們，在這裡卻又可以打出不錯的成績，享受充滿成就的打球心情。 

(眷旅)酒店→南投/日月潭 Sun Moon Lake(包船遊湖半日遊)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日月潭，位在臺灣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的半天然淡水湖泊兼水力發電用水庫；該

潭是臺灣本島面積第二大的湖泊（僅次於曾文水庫）及第一大半天然湖泊兼發電用水庫。平均水面海拔約 736 公

尺，常態面積約 7.93 平方公里，最高水深達 27 公尺。其蘊含自然生態豐富。該潭是臺灣原住民邵族生活的主要

地區之一；生活在該潭四周，又是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日月潭及其周圍地區因而得名「水沙連」。今名為日潭

與月潭之合稱，該二名分別來自對其兩大組成部份水色及輪廓的描繪。該潭景色自古以來經常受人讚賞，並被列

入臺灣八景。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市區餐廳 

住宿: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或 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8A%95%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A%E6%B1%A0%E9%84%89_(%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88%E6%9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8A%9B%E7%99%BC%E9%9B%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B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9C%AC%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6%96%87%E6%B0%B4%E5%B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8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B5%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88%E6%BD%AD%E7%9B%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6%B2%99%E9%8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85%AB%E6%99%AF


                                                 

 

 

 

 

 

 

 

Day-3 

(平日) 

 

 

 

 

 

 

酒店→台中國際球場 TICC Golf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台中國際高爾夫俱樂部為了能呈現一概善且美的球場，特邀請世界著名高爾夫球

場設計大師大衛．湯姆斯(David Thomas)為球場設計。走出繁榮的台中市區，短短 20 分鐘的車程內，就能來到這

麼 座群山環抱、山明水秀的國際標準 27 洞高爾夫球場。是台中市內唯一的高爾夫球場，共分為東區、中區、西

區三個 9 洞。 120 公頃的寬廣球場，隔離了球場外都市叢林的喧囂，給人感覺如置身世外桃源的舒適與親切 

 

 

 

 

 

 

 

(眷旅)酒店→新社薰衣草森林 或 梧棲三井 Out Let  

      照片轉載酒

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新社二個女生的紫色夢想是這樣無可救藥的愛戀咖啡、愛戀旅行、愛戀流逝而過的

光影與氣味，並用畫筆與音符留住這些心情與故事！在台北外商銀行工作了六年的詹慧君與來自高雄的鋼琴老師

林庭妃在接觸了很長一段時間西方的香藥草後，一直夢想擁有一畝自己的薰衣草田，在一個可以身心安靜的地

方。為了圓這樣的憧憬與追求簡單純樸的生活，兩人扛著全部的家當來到山很多樹很多的中和村.. 在薰衣草的山

谷裡，沒有都市的喧囂，只有微風緩緩吹過肖木楠樹，暖和的陽光灑落薰衣草田，喜樂的鳥兒在歌唱，花朵在四

季中輪流綻放...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新林海鮮餐廳(推薦) 或其他 
住宿: 溫暖的家 



                                                 

 
 

酒店安排 

  五星級 

   酒店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Millennium Hotel and Resort    http://www.millenniumhotels.com/zh-
tw/taichung/millennium-hotel-taichung/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位於繁華的台中七期市政中心，是首家入駐台中七期地區的國際酒店。酒店緊鄰台中市政府、

台中國家歌劇院、圓滿戶外劇場、新光三越百貨、Top City 大遠百與台中世貿中心，交通快速便利。 這家豪華酒

店擁有 243 間現代化客房與套房、戶外空中酒吧，台中七期彷如曼哈頓夜景一覽無遺，旨在為您打造極致舒適的

輕旅體驗。入住酒店，享受全然舒放的身心靈體驗。 

  

交通安排 
 Benz Vito 
  9 人座 
  商務 車 

  (附駕) 
     

 全程 Benz Vito 9 人座商務車 (附駕)，最適一車客座 6 人+球具+衣物袋，含旅客乘車責任險 1000 萬 。 

 

套裝(打球)行程費用：NT$17,950 元/人起  (二人一室/2晚/含早餐/含 3場/車資/旅平險) 

套裝(不打球)行程費用：NT$10,000 元/人起 (二人一室/2晚/含早餐/含車資/旅平險) 
※(以上行程報價車資(車)以 4人分攤計算。擊球、眷屬採分別一部車) 

行程包含： 

1. 含三場平日 *18 洞擊球費 ※以擊球四人成行。 
    ※不含 3 客一組桿弟及球車差價,『全國須補 NT$190 元/人,南峰須補 NT$70 元/人,國際須補 NT$191 元/人』 

2.五星級酒店 住宿 2 晚 / 二人一室 /含飯店內自助早餐,) ※ 不含午晚餐 

   平日改住單人房，(日月千禧) 需補房差 NT$3300 元/人(2 晚)。 

3. 代安排租賃三天豪華(Benz Vito 9 人座商務車 (附駕/ / 6 人客座 )(Home→球場→酒店來回)接駁服務。 
    ※眷屬旅遊用車,不含景點門票/船票 

   ※包車以發車點  10 小時/天計,逾時每小時加收 NT$800 元  ※邁達康特別禮遇, 提供旅客可多延伸一段(酒店→市區用餐 單程接駁) 
   ※餐後由旅客自行搭車返回酒店休息或自由活動時間。 

4. (Benz Vito 9 人座商務車 含旅客乘車責任險 1000 萬) 
5 .另投保 200 萬旅行平安險+3 萬醫療險 NT150 元/人(共 3 日) 
  ※請附上旅客之身分證字號和出生年月日,以代辦保險事宜 

6.含二晚司機外宿繕食費 NT1200 元/晚*2 晚及司機三天服務小費 NT100 元*3 天 NT300 元/人 
 

行程不包含: 
※不含個人球場賣店及飯店館內等私人消費。  

※假日擊球 (全國) 補差價 NT$ 850 元 / 人， (南峰) 補差價 NT$ 420 元 / 人 ， (國際) 補差價 NT$  620 元 / 人 

※可配合球友(球隊)、眷屬，調整球場及旅遊景點，另行報價。 

 

備註：1.以上行程敬請參考,行程確認後後請先支付訂金 NT10000 元,請於出發前 20天前先提供名單, 
         以利團帳整理;請於出發前 7日前結清款項，謝謝!  
       2.若遇球場、飯店調整價格將依球場及飯店實際價格為準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tw/taichung/millennium-hotel-taichung/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tw/taichung/millennium-hotel-taichung/


                                                 

  3.行程中所列之球場順序及開球時間，請球友提早 30 分鐘報到，本公司得保留有調整權。 
       4.此報價有效期限至 109年 06月 30日止。 
       ★本客戶資料為參加邁達康高爾夫 旅遊事業部行程,作為顧客聯繫用途, 本人同意收到相關行程訊息 
          行程結束後 如欲取消收到任何資訊或取消個人資料,煩請來電 0800-008-550 告知即可 

                                亞洲假期& 邁達康高球旅遊部~~聯合精選系列 
                  報名專線:0800-008-550 潘寶月(Polin ) 092992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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