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球玩家&悠遊輕旅專案       

                 南台灣 三日 3 場＋饗食『黑鮪』趣     ※ 擊球

4 人成行                                                                                                                          
天數                                                                           行程內容 

 

 

 

 

 

Day-1 

(平日) 

台北 or台中→嘉義/ 棕梠湖球場 PALM LAKES GOLF RESORT  *(18 洞+桿弟+球車) 

 
搭乘豪華 Benz Vito 商務車前往前往位於阿里山腳下，由東洋企業所打造曾列世界百大之一的棕梠湖球場，搖曳

的椰子樹、棕梠樹、小木屋，洋溢著十足的南洋風味。而由日本名設計師加藤俊輔所操刀的十八洞球場，標準桿

七十二桿，全長 7064 碼，設計師巧妙地運用沙坑、水塘等障礙，營造出十八洞風格獨具且挑戰性十足的錦標賽

球場。栽植本特草的果嶺，更能提供更勝一籌的停球性、平順感與果嶺速度。台灣唯一寒帶 Bent 草的草果嶺，

與時下國內球場普遍採用的 Tifton 比較下，它更具細緻、平穩、球速快、抓球性強的特性，能使擊球者的球技發

揮至極緻，是行家的最愛，尤其對擅長 back-spin 的球友而言，更可充分體會它獨特的質感。 

(眷旅) 台北 or台中→嘉義市區「檜意森活村」 

         
嘉義市有豐富的文化資產，是臺灣第一個建城的都市，也是嘉南平原上最早發展的貿易型都市，因此在臺灣城市

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性。嘉義市區內的「檜意森活村」包含 28 棟木造日式建築，佔地面積約 3.15 公頃，共

區分為「木材藝術區」、「綜合行政區」和「農業精品區」三大部分。是臺灣林業發展史的縮影，見證了臺灣百

年林業的歷程，同時也貫穿著嘉義的今昔，鐵道、林場歷史與嘉義市文化密不可分。當我們開啟拉門的剎那，靜

謐中恍然時空穿越，在撲鼻的檜木香氣中，一腳踏進了歷史－先人的生活環境－之中。當我們輕緩地走過泛黃的

文化積澱後，新綠的生命脈動將在心中綻放，讓歷史繼續傳承。 

早餐：自理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嘉義甕仔雞 (推薦) 

住宿：高雄漢來大飯店或高雄水京棧 H2O酒店或同級 



 

 
 
 

Day-2 

(平日) 

 

 

 

 

 

酒店→屏東/山湖觀球場 SunWoodLake GOLF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位於屏東縣高樹鄉的山湖觀球場，緊鄰三地門多處名勝，是許多球友流連忘返的

地方，每每驅車來此之人，遠離城市的繁華喧囂，總是能拾得一份樸實、靜謐的大自然之美。 山腳下，淌著一條

淙淙山泉匯流成的溪流， 由於身子長，便止不住地婀娜；山腰間，雀鳥撥弄著樹梢的枝枒，吱吱渣渣興奮地傳遞

春的消息， 最是讓人怦然心動的， 是當燕尾剪開薄如蟬翼的山霧， 躍然映入眼簾的───山湖觀高爾夫球會館。 

 (眷旅) 酒店→小琉球 或 山地門文化特區/潮州三平咖啡(打卡拍照點)/東港 

        
小琉球位於南台灣屏東縣東港西南方，自東港搭船只需半小時即可到達，小琉球旅遊景點相當多如:花瓶岩、美人

洞、潮間帶、蛤板灣、山豬溝、烏鬼洞，除了美麗風景，夕陽與日出也是不容許錯過的。 
三地門位於台灣屏東縣北端。地處山地與平原的交界地帶，海拔在 100~2159 公尺之間，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

候。居民以台灣原住民排灣族為主，另有部分魯凱族居民，排灣族風格的石版屋、石器雕刻、木雕，充滿原味的

餐飲，當地創作獨特的琉璃藝品、傳統服飾、刺繡、陶壺、木雕、石雕等。近年來成為熱門的觀光勝地。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東港鮪魚海鮮餐廳 (推薦) 
住宿：高雄漢來大飯店或高雄水京棧 H2O酒店或同級 

  

 

 

Day-3 

(平日) 

       

酒店→台南/南一球場 Nan Yi  Golf Country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南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是一座 18 洞國際級高爾夫球場，另提供您中西式精緻料理，專業的場地加舒

適及貼心的服務，讓您擁有最舒適豪華的休閒假期。 

球道總長約 7256 碼，標準桿為 72 桿，場內有 58 個沙坑，11 個水池。球道採用海雀稗，長草區使用百

慕達 419 之草種，果嶺則選用豆稃草種，使球場保持青綠，果嶺周邊有沙坑圍繞，增加球場變化性及

挑戰性；球場不論夏天或冬天都保持青綠。藍天綠地上，輕鬆揮桿，盡興享受人生的空間。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球場餐廳 

https://www.bobblog.tw/post-359253480/


         
 
 
 
 
 
 

Day-3 

(平日) 
 

(眷旅) 酒店→奇美博物館 CHIMEI MUSEUM 或 十鼓文創園區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 2015 年開幕的台南都會公園奇美博物館，主建築正面全長 150 公尺寬，高 42

公尺，耗資 13 億，是奇美集團的許文龍先生建造完成後捐贈給台南市的大禮物，開幕後也成為全台灣遊客甚至

是國外遊客的必到之處。佔地 9.5 公頃的博物館，典藏無數珍貴的國際級藝術品，許文龍先生的大願已然達成

「在地的博物館，推展從 3 歲稚童到 9 旬阿公阿嬤看得懂、聽得懂的音樂與藝術，一個沒有門檻的美學文化殿

堂」到台南就能進到媲美歐洲充滿藝術珍品的殿堂裡，是所有台灣人的福氣。 

十鼓文創園區就在奇美博物館隔壁，多元的十鼓文創園區佔地 7.5 公頃，百年糖廠太鼓表演/5 層樓高溜滑梯/親

子旅遊天空步道，園區可動可靜，可靜靜欣賞著舊有糖廠老舊器具，也可以欣賞震撼人心的鼓擊表演，近百年的

仁德糖廠在 2003 年停產關閉後因十鼓擊樂團的接手後而有了新的生命，彷彿走入時光機。 
早餐：酒店內 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台南美食一條街 
住宿: 溫暖的家 

  
  酒店安排 
五星級 

酒店 

 

高雄漢來大飯店 https://www.grand-hilai.com/  

 
1995 年正式營運的漢來大飯店，以「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有別於其他高樓，屹立在高雄的商業金融中心。樓

高 186 公尺，俯瞰大高雄全景，壯麗典雅的外觀，540 間舒適客房、13 家中西日式餐廳，精緻豪華的內部裝

潢，處處無微不至的貼心服務，都是漢來大飯店希望為旅客在此停留時創造的美好經驗。 
<><><><><><><><><><><><><><><><><><><><><><><><><><><><><>< 

高雄水京棧 H2O酒店 http://www.h2ohotel.com.tw/zh-tw  

 
 

H2O水京棧國際酒店，可以說是高雄的新地標，遠遠就能看到流光水影的藍色帷幕變化，超吸睛的， 

而且一踏入飯店，可以說是驚喜連連，房間空間更是精心設計，質感超棒，用了不少高檔建材、電子設備，採光也讚，

舒適又乾淨，住過的都說讚， 頂級商務客住宿首選之一 。  
H2O 水京棧國際酒店 就在熱鬧繁華的 瑞豐夜市 附近，步行 10 分鐘即可到，喜歡逛百貨商場的朋友，漢神巨蛋\\也大

約步行 10 分鐘唷。  

https://www.grand-hilai.com/
http://www.h2ohotel.com.tw/zh-tw


  

交通安排 
Benz Vito 
 9 人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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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來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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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來飯店)：NT$9,800 元/人起 (二人一室/2晚/含早餐/含車資/旅平險) 

套裝(打球)行程費用(H2O 酒店)：NT$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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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酒店)：NT$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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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梠湖需補 NT 50 元 / 人，山湖觀需補 NT 30 元 / 人，南一免補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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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漢來飯店(平日)改住單人房, 需補房差 NT3100 元/人(2 晚)  
  高雄水京棧 H2O 酒店(平日)改住單人房, 需補房差 NT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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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及三天司機服務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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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櫚湖) 需補差價 NT$  1000 元 / 人，(山湖觀) 需補差價 NT$ 745 元 / 人， (南一) 需補差價 NT$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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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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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