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 5-9 月【海南高球聯盟專案】 

海口.觀瀾湖+BFA +神州半島 6 天 5 場 
 

(免費享受 168 個溫泉池、請備泳裝) 

出發日期：每週五  

【中華航空】 波音 737 – 800 型客機 

◎台北 / 海口  CI–523  1520/1755   

◎海口 / 台北  CI–524  1905/2120 

海口．觀瀾湖渡假酒店（3 晚）+ 希爾頓逸林濱湖度假酒店( 2 晚 )  

5 場(1+2+3+神州半島+BFA)   貴賓價：NT37,800-(5-9 月) 

不打球貴賓價：NT22,800    單人房+NT5500 
＝＝＝＝＝＝＝＝＝＝＝＝＝＝＝＝＝＝＝＝＝＝＝＝＝＝＝＝＝＝＝＝＝＝＝＝＝＝＝＝＝＝＝＝ 

酒店介紹︰海口.觀瀾湖度假酒店 http://www.missionhillschina.com/ 

海口觀瀾湖度假酒店坐落於一望無際的綠野之
中，俯瞰世界級火山岩高爾夫球場，包括樓高
十八層的豪華度假式酒店、樓高九層的酒店副
樓、會所、購物廣場、宴會場地，以及設備完
善的康體中心，同時特設尊尚貴賓廊和天際線
展示廳，集旅遊度假、休閒娛樂、環球美食和
溫泉水療於一身的觀瀾湖度假區，是中國海南
首屈一指的旅遊目的地。酒店擁有 539 間寬敞
舒適的客房及套房，客人可以到酒店的康體中
心和水療中心讓身心徹底放鬆。更多休閒娛樂

設施包括室內泳池、戶外泳池、趣味十足的水上樂園、
人造沙灘、健身中心、足浴中心、桌球及兒童藝廊等。
除此之外，海口觀瀾湖度假區擁有 168 個冷熱天然礦溫
泉湯池，因此榮獲吉尼斯紀錄“世界第一大水療溫泉度
假區＂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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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瀾湖高爾夫球會球場： 

觀瀾湖是中國最高檔次的高爾夫和休閑度假勝地，也是“吉尼斯世界紀錄＂記載的世界上最大的高爾
夫球會。這個占地二十平方公裏的高爾夫球綜合產業群，擁有十二個十八洞全部由高爾夫界最偉大的
傳奇人物設計的錦標級球場。作為中國高爾夫的搖籃，觀瀾湖舉辦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賽事，包括高爾
夫世界杯和亞洲業余錦標賽等在內。 



一號 PGA 場︰BLACKSTONE  COURSE 球場                    藍 T=6,722 碼 / 標準桿 73 桿  

整座球場中的皇冠珠寶——錦標賽球場。這塊不含房產區的純高爾夫球場占地 350 英畝，穿梭于由高
大樹群、茂密叢林以及大片的湖泊濕地等組成的壯闊景觀當中。球場特有的地貌特徵，是整個場地的
火山岩地表，現場的原始地形落差很大，因為這些天然的岩石能夠造就出不規則的草皮與岩石之間的
分界線，使這裏看上去與其他大多數的球場風格迥異。球場的開始階段坐落在植被相對繁茂的地段，
球道的寬度變化很大，果嶺區域則是自然寬敞，利於觀看的設置。最後的幾個球洞圍繞一處較高的中
心點排布，使觀賽的球迷無需過多的移動就能夠看到盡可能多的球場情況。 從發球台到果嶺的連通順
暢、地形平緩，使球場非常便於行走其中。足夠困難、碼數夠長(7600 碼以上)，並且提供各種冒險/獎
賞的可打性，這座球場應該有足夠的理由立於當今世界最好的競賽球場的行列當中。 

五號 VIP 場︰LAVA FIELDS  COURSE 球場                         7,457 碼 / 標準桿 72           

D 場和 A 場有很多相似之處，都是不規則的球道草邊和粗礦的沙坑，景觀以火山岩為主，沒有太多的
樹木覆蓋。整個球場以大片沙坑和黑石景觀為主，很難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這樣的球場。全場總長度
為 7400 碼，完全有能力舉辦重大的賽事。 

三號場︰THE VINTAGE  COURSE 球場                           7,363 碼 / 標準桿 72          

Vintage 球場是根據世紀之交的一些經典球場建造的。整個球場的風格是給人原始地形比較自然的感
覺，這個球道可以看到很多保留的樹木形成的自然景觀。同時很多人工景觀都採用了古怪的一些造
型，比如像 National Golf Links, Fishers Island, Maidstone, Chicago Golf Club, and Garden City 這些球
場都是用繼承了古代球場的這些特徵。自然的地形經常會和我們人工做的突起的山包，深沙坑，方形
的果嶺沙坑以及分水嶺造型，還有盲區，狹長的沙坑，以及面積較大的果嶺。球場將這些人工景觀和
自然景觀融合在一起。 

 



酒店介紹: 海南興隆 希爾頓逸林濱湖度假酒店 http://doubletree.hilton.com.cn/zh-
cn/hotel/wanning/doubletree-resort-by-hilton-hainan-xinglong-lakeside-WXJXADI/index.html 
    海南興隆希爾頓逸林濱湖度假酒店，位於海南著名咖啡僑鄉興隆鎮，興隆以其獨特的東南亞風情

和濃香醇厚的咖啡聞名遐邇。酒店坐落於馨湖湖畔，依湖而建，傍山而憩，地理位置優越，距奧特萊

斯購物商城僅 10 分鐘車程，距高鐵站及 G98 海南環島高速出入口咫尺之遙，方便抵達海口美蘭國際

機場及三亞鳳凰國際機場。 

神州高爾夫球會球場： 

神州高爾夫球場(Dunes)是一個 36 洞+5 洞練習場的高爾夫球場。該球場由國際著名的高爾夫大師湯姆
偉斯科夫(Tom Weiskopf)精心設計，將神州半島從起伏的海岸沙丘到嶙峋的山間巨石獨特地理環境及
迷人景致出神入化般融入設計中，球場亦傭有風格獨特的天然沙坑，及週圍環境完美融合，看起來似
乎已經在此存在了多個世紀，湯姆偉斯科夫因 LOCH LMAND 及其他全球享負盛名的高爾夫設計而聞
名於世，他堅信神州高爾夫球場必將成為無可爭議的全球最佳高爾夫球場之一。 

博鰲亞洲論壇 BFA 高爾夫球場： 

球會交通相當便利，從海口美蘭機場到球會只需 1 小時車程，從三亞鳳凰機場到球會只需 1 小時 50 分
鐘車程。 
博鼇亞洲論壇高爾夫球會位於亞洲唯一定期定址的國際會議組織『博鼇亞洲論壇』所在地—東嶼島。
這是個既神秘又令人神往的世外桃源，其地形起伏植被繁盛，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保存極好。 
博鼇亞洲論壇高爾夫球會由中遠海運博鼇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總面積 1110600 平方米，人工湖面積達
76550 平方米，全場 18 洞 72 標準杆，並配有 18 洞伸縮型燈光，球道總長度 7129 碼。球場由享譽盛
名的澳大利亞設計師 GRAHAM  MARSH 所設計。他巧妙地將球場中獨特的自然地形、周圍遠景和小
溪瀑布及園林景觀融為一體，為亞太地區帶來了一個獨一無二感受的球場。 

※本公司僅代為預訂球場，球場之一切臨時變更事項及其它未盡事宜，均以球場現場公佈為主，與本公司無關。 



行程內容明細︰ 

(週五)  第 01 天  臺北  海口─觀瀾湖度假酒店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7 號【中華航空】團體櫃台報到辦理登機證後托運行李直掛海口。抵
達出關後專車前往觀瀾湖度假酒店辦裡入住手續。 

早：自理 午：自理 晚：新城一號粵菜餐廳 

(週六)  第 02 天 【海口.觀瀾湖-（3 號場）】 

享用早餐後安排觀瀾湖在北區球會（3 號場） 

早：飯店內           午：球場自理       晚：觀瀾湖晚餐 

(週日)  第 03 天 【海口觀瀾湖（1 號黑石球場】 

享用早餐後安排觀瀾湖在北區球會（1 號黑石球場） 

早：飯店內           午：球場自理       晚：觀瀾湖海鮮晚餐 

(週一)  第 04 天 【海口觀瀾湖（2 號場）】-興隆希爾頓酒店 

享用早餐後安排觀瀾湖在北區球會（2 號場）,球敘後專車前往海南島中部-興隆(車程約 2 小時) 

早：飯店內           午：球場自理       晚：希爾頓酒店晚餐 A 

(週二)  第 05 天 【神州半島球場】 

享用早餐後前往神州半島球場（東場或西場） 

早：飯店內           午：球場自理       晚：希爾頓酒店晚餐 B 

(週三)  第 06 天 【博鰲 BFA 球場】─海口美蘭機場 臺北 

享用早餐後 08:00 出發前往博鰲 BFA 球場（聯盟球場之一）開球時間=09:00 

15：00 出發前往海口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結束難忘的海南六日觀瀾湖神州半島 BFA 之旅。 

早：飯店內 午：球場自理        晚：機上簡餐 

   

團費包含： 

1. 中華航空 海口來回團體經濟艙機票（團去團回不得改期及退票）。 

2. 二人一室酒店住宿、每天酒店內中西式自助早餐。 

3. 全程機場、飯店、球場旅遊巴士服務。 

4. 含果嶺費、球車二人一部、桿弟費(不含球童小費) 

5. 含兩地機場稅、安檢、燃料稅、雜支。 

6. 含 300 萬旅遊契約責任險，20 萬意外醫療險，讓您全程有保障。 

7. 酒店享用精緻晚餐=5 餐  

8. 當地導遊，司機之小費。 

團費不含： 

1. 球場桿弟小費（僅供參考！人民幣100）及個人消費 

2. 午餐敬請於球場自理。 

3.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料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4. 搭乘中華航空行李限重30公斤,超重請自行付費。 

 

專案專註：1、本觀瀾湖專案套餐於出發前7天不能取消和更改，取消和更改會有扣款產生。 

          2、本專案為特價套餐!若任何因素不打的話視同放棄!若因氣候因素以球場公佈為準！ 

        3、享受住宿期間免餐飲的15%服務費、免費戶外水上樂園、免費泡溫泉。 

以上係遵照觀瀾湖套餐規定！敬請配合！ 

 

嘟嘟旅行社有限公司 網址：www.dudutour.com.tw 品保字：0407、交觀甲：0816 
地址：台北市松江路220號8樓808室、TEL：02-2541-3610  FAX：02-2567-3576 
負責人：許貴煌 0982-989989   專線O P：蓓蓓、秀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