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夢想北越下龍灣&GOLF 假期豪華 6 日(三場球) 
Final 報價 

台北出發:  NTD 61,500 /PAX ( 全程住宿單人房,台北出發有效,持中華民國護照貴賓適用)。付現:60000 元正 

機票自理:  NTD 54,500 /PAX ( 全程住宿單人房,台北出發有效,持中華民國護照貴賓適用)。付現:53200 元正 

內地出發: NTD 64,500 /PAX (去程由第 3地出發,機票+簽証自理,回程由河內飛台北,購買散客單程票者)付現:63000元正 

商 務 艙:  NTD 73,500 /PAX (註:商務艙機位有限,機位確認以航空公司回覆為準)。付現:71700 元正 

高爾夫之旅: 敬請最遲於出發前 45天以前確定人數以利預訂,謝謝配合!(若逢球場客滿將擇其它球場打球,敬請見諒!)  

  本行程球場報價為平日球敍費用, 若逢週末假日,費用每人加 5000元,現場加打亦請自付差額,謝謝! 

 已含: 全程搭乘台北/河內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及稅金/燃油稅(註:團体機位無法累積哩程,敬請了解!) 

 已含:  行程中的住宿費,景點門票,表列之餐食,空調旅遊車。每人 500 萬旅責險+履約險,+3 場高爾夫球敍 18 洞+桿弟+球車費用 

 已含: ▓ 台灣領隊+當地導遊+司機(助手)小費 & 越南簽證費用 

 不含: 行程中使用之餐廳或自選之餐廳內若貴賓自行攜酒用膳時, 餐廳將加收開瓶費,敬請了解! 

 不含: 全程飯店住宿之行李或床頭小費, 以及行程未列之各種消費給予提供服務者之小費! 

 不含: 國際線免費行李為 20 公斤, 若行程超重時,費用敬請自理! 

 酒水: 贈送第一天午/晚餐每人一杯飲料(可樂/果汁/啤酒/紅酒)任選, 自助餐除外 

 用車: 10~25PAX , 全程使用 45 人座 UNV 豪華大車(歐美團專用) 

 餐數:  全程含 03 正餐+ 05 飯店內早餐。 

 贈送:  車上每天一瓶礦泉水，全程清涼椰子一顆或當令水果，團體照一張，風情斗笠一頂，玉桂油。 

 採購站:  全程 NO SHOPPING 不進購物站(休息站除外)，保証車上不販售土特產。 

報名截止: 

重要說明: 

為利機票訂位及球場安排,請最遲於 04/10向團長報名,並請提供正確之護照中英文名單, 謝謝! 

球場預訂需於確認出團日及打球日方能下單,敬請把握時間以免球場滿位影嚮安排,謝謝! 

簽証辦理: 一.有效期限六個月以上護照、  二.正確入越日期、  三.2 吋最近照片二張。(工作天八天,收件截止 4/30) 

 付款方式: 訂金每席 25000, 尾款出發前十天付清! 

註：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遊船行程安排及時間配置，為讓貴賓都能得到最佳服務品質，以上行程由船公司提供，如因天候

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調整：例如颱風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進行中會依當地公告是否適合出海來前後調整海上行程及當晚飯店。如遇旅

遊期間都無法出海或是影響河內飯店,調整後的行程餐食及飯店由本公司負責。 

報價適用: 報價有效期間 : 2014 年 04/01 至 05 月 30 日 止(最少成團人數 16 人)。 

承辦單位: 遠宏國際旅行社(夢想假期) 02-25412689/ 手機 0933861498 李錫秋先生 

  
0922688842 曾建祥先生 



 

 

 

 

 

 

夢想北越下龍灣&GOLF 假期豪華 6 日(三場球) 

班機安排 航班號碼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華航 CI791  台北/河內  08：25~10：35  

回程航班 華航 CI792   河內/台北  11：35~15：15  

日期 行程內容\景點明細 餐廳名稱 酒店名稱 

D 1 台北~河內-下龍灣   B:XXX 皇家下龍飯店 ROYAL HALONG 

05/24 接機\西湖\鎮國寺\文廟  L:兄弟庭園餐廳自助餐 (含水酒) 標準單人房 

星期六    D:古魚餐廳越式海鮮料理(含水酒)   

D 2 下龍灣  B:酒店自助早餐 皇家下龍飯店 ROYAL HALONG 

05/25 下龍灣包船一日遊船  L: 遊船上海鮮餐 (含水酒) 標準單人房 

星期日 TITOP ISLAND (中途停留)  D:自理(現場點菜,費用自付)   

D 3 下龍灣-河內  B:酒店自助早餐 河內富都酒店 FORTUNA 

05/26 
CHI LINH STER GOLF & COUNTRY CLUB 

www.chilinhstargolf.com.vn 
 L: 球場內自理 DELUXE 單人房 

星期一 奇林星高爾夫球敘(含 18 洞+球車桿梯費用)  D:自理(現場點菜,費用自付)   

  註:不含個人球具及球鞋及桿弟小費     

D 4 河內  B:酒店自助早餐 河內富都酒店 FORTUNA 

05/27 
KING`S ISLAND GOLF CLUB 

www.kingsislandgolf.com 
 L: 球場內自理 DELUXE 單人房 

星期二 國王島高爾夫球敘(含 18 洞+球車桿梯費用)  D:自理(現場點菜,費用自付)   

  註:不含個人球具及球鞋及桿弟小費     

D 5 河內  B:酒店自助早餐 河內富都酒店 FORTUNA 

05/28 
HANOI GOLF CLUB  

www.hanoigolfclub.vn 
 L: 球場內自理 DELUXE 單人房 

星期三 河內鄉村俱樂部球敘(含 18 洞+球車桿梯費用)  D:自理(現場點菜,費用自付)   

  註:不含個人球具及球鞋及桿弟小費     

D 6 河內~台北  B:酒店自助早餐 

溫暖的家 05/29 送機  L:XXX 

星期四    D:XXX 

   中國南方航空 CZ3049  CAN 廣州   HAN 河內    0945    1045 

   中國南方航空 CZ3050  HAN 河內   CAN 廣州    1145    1430   



 

 

 

 

 

 
～越南簡介～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側，東濱南中國海，西鄰寮國和柬埔寨，北與中國大陸接壤，

南與馬來西亞隔海相望，全國總面積為 329,600 平方公里，居世界第 58位（約為台

灣之 9.3 倍）。地形全境呈狹長型，可分為 3 個自然地理區：北部紅河三角洲、中

部高原及南部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民族是中華民族旁支的一脈，在中國秦王政 26 年

統一天下，命名象郡，後來漢武帝命名為交趾，歷東漢、六朝、隋、唐、一直到五

代，前後 1040年都是中國的藩屬。阮朝嘉隆王統一了北越(公元 1802年) 才定名為

越南 (VIETNAM) 。1858 年法軍入侵越南，1883 年越淪為法國殖民地。1954 年，越

共奠邊府之役戰勝法國，並簽署日內瓦停戰協定，以北緯 17度將越南分隔為南、北

越兩部分，北方由胡志明領導，稱「越南民主共和國」，南方由吳廷琰領導，稱「越

南共和國」。美國為避免南越政府被北越赤化，於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初大舉介入

越戰，協助南越對抗北越共黨部隊。1973 年，美國國會不同意繼續軍經援助南越，

使南越陷入孤軍作戰困境中。1975年 4月 30日，南越全部落入共黨手中，翌年 7月

2日，南北正式合併，更改國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越南高爾夫球場簡介 
1、高爾夫起源：它起源於 15 世紀的蘇格蘭，是當地的牧羊人用羊鞭打擊石子進洞的遊戲。 

2、高爾夫的釋義：高爾夫是使用若干支球杆，用儘量少的杆數在通常為十八洞的球場打球，在各

個球洞連續擊球進洞的運動。 

3、GOLF 英文釋義： 

G：GREEN，代表綠色，綠色是大自然的主色，在綠意盎然的大自然環境中打高爾夫球是回歸大自

然，享受大自然，同時在高爾夫術語中又表示“果嶺”。 

O：OXYGEN，代表氧氣，氧氣是人類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三原素之一，打高爾夫球，就其運動量與強

度來看，可稱為有氧運動。 

L：LIGHT，代表陽光，陽光是一切生命的開始，享受陽光就是享受生命。 

F：FOOT，代表步履，腳力自由的呼吸郊外新鮮空氣，沐浴明媚的陽光，邁著穩健的步伐的一項有

氧運動。也有人說它代表友誼，這是說球手們在打球的過程中各自遵守高爾夫的禮貌和禮儀，在

彼此競爭的過程中建立起高尚的人際關係。 

4、運動特點： 

一、它是一項植根於大自然又最親近與愛護大自然的運動。 

二、它是適合各種性別、年齡、體態、體能狀況者的運動項目。 

三、它是最具充滿挑戰性的運動項目。 

四、它是全部競技體育專案中以選手自身為對手的特徵最突出的運動專案。 

五、高爾夫球杆的分類：木杆、鐵杆、推杆。 

六、高爾夫術語：球道、長草區、果嶺、發球台、球杆。 

七、杆數釋義： 

•par------------標準杆 

•birdie---------少於標準杆一杆或稱之為小鳥球 

•eagle----------少於標準杆兩杆 

•double---------多於標準杆兩杆 

•bogey----------多於標準杆一杆 

 

河內高爾夫俱樂部介紹: 

 Hanoi Golf and Country Club 高爾夫球場 18

洞球敘。由 Mitsuyasu Nakajima 設計，占地廣

大、設備齊全。此球場位於河內北方，距離市

中心約 45分鐘車程。 

 

http://golfauvietnam.com/wp-content/uploads/2012/08/Phoenix_golf_resort4.jpg


 

 

 

 

 

河內奇林星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Chi Linh Star Golf and Country Club  

  距離河內 48 公里處的聖渡鎮 (San Do Town) 上的奇林星 (Chilinh Star) 高爾夫球鄉村俱

樂部。這個球場同樣也是由一個名為 (I.G.C.S) 的澳洲公司所設計及建造的。這個讀一無二的球

場座落於一個美麗的小鄉村內，它沿著 40 公頃的天然湖建造，共佔地 160 公頃。本場地外圍環

繞著濃密的森林山丘，其中的大型湖泊使得河流蜿蜒流經周邊環境，並有充沛的天然水源，並含有 

18 洞中有超過 11 洞為水障礙區 (water risks) ，此度假中心是一個專重原始造景，同時為下一

代保留的一各擁有獨特設施與歷史的天然環境。 2004 年 11 月份在此舉辦 CARBERG MASTER 比賽 

( 主辦： TJA) ，遠從世界各國來的 140 位高爾夫球好手皆前來此參加。  

成立時間： 2003 年 11 月  

設計者：澳洲 I.G.C.S 公司 球洞數： 36 洞 標準桿： 72 桿 球道長度： 6681 m 

 

河內國王島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KING 'S ISLAND GOLF CLUB   

北越第一個建立的高爾夫球場－國王島 (King's island) 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位於哈泰 (Ha Tay) 

省，距離河內 45 公里 處。此度假中心佔地約 350 公頃 ，此球場共有 36 洞。有湖邊景緻與山

景，俱樂部以及各式各樣的高爾夫球設備。暖身後隨即輕鬆揮桿，讓您親身體驗在大自然中盡情揮

桿，享受淋漓盡致的快感。這個休閒中心在非假日期間開放給非會員使用，但是周六與周日僅只限

會員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