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球玩家&悠遊輕旅專案           
            中南部 四日 4 場＋賞桐&『古都之旅』趣   ※ 擊球 4 人成行                                                                                                                          

天數                                                                           行程內容 

 

 

 

 

 

 

 

Day-1 

   (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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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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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地形的起伏轉折，營造出十八洞風格獨具且挑戰

性十足的錦標賽球場。此外，栽植本特草的果嶺，更能提供比國內其他球場更勝一籌的停球性、平順感與果嶺速

度。台灣唯一的小糠草果嶺 Bent 是種生長在寒帶地區的優質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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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來做為果嶺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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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嘉義市區「檜意森活村」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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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嘉義甕仔雞 (推薦) 

住宿: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或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同級 

 



 
 
 

        

 

 

 

 

Day-3 

(平日) 

酒店→南一球場 Nan Yi  Golf Country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 南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這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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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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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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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小吃街 

   住宿: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或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同級同級 

 

 

 

 

Day-4 

(平日) 

       

酒店→嘉南球場 ChiaNan Golf  Club *(18 洞+桿弟+球車)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位於官田鄉社子村嘉南球場，成立於民國 84年，榮獲全國排名第六最佳

球場，佔地約 70甲，是一座標準桿 72桿、6,809碼的 18洞球場球場，難易適中是極具桃戰性的球

場，適合各種球技的球友到這展現球技，輕鬆揮桿，盡興享受休閒樂趣，來到這裡，只要放鬆精神，享

受寬廣的視野，舒展平常壓力的疲憊身心，且嘉南球場規劃了元化的休閒設施，附設了俱樂部還有舒適

的休息室、清潔沐浴間、料理美食的餐廳、會議廳、按摩池等，提供給球友享受輕鬆、愉快、健康的休

閒假期。 



  

 

 

 

(眷旅)酒店→台南安平 四草綠色隧道/安平老街 /(深藍咖啡 LV級 千層蛋糕)下午茶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後驅車前往四草綠隧，最鮮明的形象就是兩旁的紅樹林有如隧道一般的延伸，平靜的水面倒

映著翠綠的樹葉，形成一條如夢似幻的水道，也因為茂密的林相而有小亞馬遜之稱。是國內外遊客都非常喜愛的

台南必訪景點之一，每日乘船處總是大排長龍，都是想要一睹隧道中美麗天使之吻的遊客們，竹筏每日在水道之

間穿梭，坐在竹筏前方緩緩向前移動，陽光穿透林間，四周傳來蟲鳴鳥叫，水邊有著招潮蟹向你揮手，彈塗魚也

冒出來張著大大眼睛對你張望，船行至隧道的盡頭，望見釐金局的遺跡，才依依不捨的回頭，身在其中真的可以

體會到城市秘境的靜謐，也可體驗到生態與都市共存的和諧。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旅客自理                                    晚餐: 安平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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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illenniumhotels.com/zh-tw/taichung/millennium-hotel-taichung/  

     
台中日月千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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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http://tainan.landishotelsresorts.com/chinese-trad/  

                     
五星級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位於台南市精華區。設有免費無線上網，精緻簡奢的客房同時亦有蒸氣浴和室內游泳

池。 也擁有 Being SpaSPA 和康健中心。 每間的客房都設有拖鞋和冰箱，浴室裡面還有浴袍和吹風機。 所有客房

都提供筆記型電腦保險箱、沏茶與煮咖啡的設施和平板電視。 旅客可以在館內享用 The Market Place 的亞洲風

味、義大利風味和歐洲風味餐點或品嚐 Takegawa 的特色日式料理。 
<><><><><><><><><><><><><><><><><><><><><><><><><><><><><><>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https://www.crowneplazatainan.com/  

 
以豪華商務會議及旅遊休閒酒店經營為主，由洲際酒店集團管理，隸屬於大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

司，酒店建築巧妙融合了現代時尚元素與在地文化精神之建築特色精華。大面落地窗、採光明亮，讓人心曠神

怡，安平港景緻洗淨城市的煩憂，讓人心靈沈澱，享受渡假的幸福感！ 

https://www.millenniumhotels.com/zh-tw/taichung/millennium-hotel-taichung/
http://tainan.landishotelsresorts.com/chinese-trad/
https://www.crowneplazatai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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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0 元/人起  (二人一室/3晚/含早餐/含 4場/車資/旅平險) 

套裝(不打球)行程費用：NT$14,000 元/人起 (二人一室/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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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四場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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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補 NT$190 元/人,棕梠湖補 NT$50 元/人,南一 & 嘉南免補差價』 

2.五星級酒店 住宿 3 晚 / 二人一室 /含飯店內自助早餐,)  ※ 不含午晚餐 
   台中日月千禧(平日)改住單人房 需補房差 NT$1650 元/人(1 晚)。 
   台南大億麗緻 或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平日)改住單人房 需補房差 NT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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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200 元/人(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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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晚司機外宿繕食費 NT1200 元/晚*3 晚及司機四天服務小費 NT100 元*4 天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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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櫚湖) 補差價 NT$ 1000 元 / 人 ， 
                    (南一) 補差價 NT$  550 元 / 人 ，  (嘉南) 補差價 NT$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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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