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自由行專案】海口觀瀾湖 四天三場＊(1+3+5 號場) 
二人即可成行！(免費享受 168 個溫泉池、請備泳裝) 

出發日期：週四出發 【海南航空】  

台北/海口 HU7948  1945/2215 ◎ 海口/台北 HU7947  1600/1820  (11-3 月航班) 

台北/海口 HU7948  1850/2115 ◎ 海口/台北 HU7947  1530/1750  (4-10 月航班) 

海口觀瀾湖渡假酒店（3 晚）          單人房：以下價格+NT5000-/人 

平季(3、4、5、9、10 月) 貴賓價：NT26,000- 
淡季(6、7、8 月)        貴賓價：NT24,000- 
旺季(11、12、1、2 月)   貴賓價：NT29,000- 

＝＝＝＝＝＝＝＝＝＝＝＝＝＝＝＝＝＝＝＝＝＝＝＝＝＝＝＝＝＝＝＝＝＝＝＝＝＝＝＝＝＝＝＝ 

團費包含： 

1. 桃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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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機場－觀瀾湖酒店專車接送服務。 

4. 含 18 洞高爾夫球場（果嶺費、桿弟費、球車二人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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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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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敬請自理。 

3. 私人之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及其他個別費用。 

4. 搭乘海南航空行李限2件(每件不得超過23公斤)=30公斤+球具不得超過23公斤,超重請自行付費。 

5. 若要派導遊請支付導遊費每天人民幣300元。 

6. 需要租車前往市區請提前告知安排(車費另計)觀瀾湖有免費巴士來往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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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優惠券憑券入場戶外泳池、憑券免費泡溫泉 

以上係遵照觀瀾湖套餐規定！敬請配合！ 

 

第一天 臺北  海口─海口觀瀾湖度假酒店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第 22 號海南航空櫃台辦理登機及托運行李直掛海口。抵達出關後專人專
車前往海口觀瀾湖渡假酒店辦裡入住手續。 
早：自理 午：自理 晚：機上 

第二天【觀瀾湖高爾夫球會（1 號 pga 黑石球場）】 

起床後於酒店享用早餐。於北區球會出發站（安排 1 號 PGA 場）。 

早：飯店內       午：球場自理      晚：自理 

第三天【海口觀瀾湖高爾夫球會（5 號 vip 場）】 

起床後於酒店享用早餐。於北區出發站搭車前往南區球會（安排 5 號 VIP 場）。 
早：飯店內 午：球場自理 晚 自理 

第四天【觀瀾湖高爾夫球會（3 號場）】 臺北 

起床後於酒店享用早餐。於北區球會出發站（安排 3 號場）。 

13：00 辦理退房 13：30 出發前往海口機場搭機返回台灣 
早：飯店內 午：球場自理 晚：機上 



海口：觀瀾湖度假酒店：http://www.missionhillschina.com/hainan/home.aspx?lang=zh-HK  

發掘全新的海南觀瀾湖度假區： 

座落於中國海南島的萬年火山岩地貌之上，海南觀瀾湖度假

區將成為這個熱帶度假天堂的矚目亮點，提供多采多姿、適

合各方旅客的世界級休閒、康樂及養生配套，打造中國又一

消閒旅遊新地標。 奢華優雅的酒店共有 423 間寬敞舒適的

客房、98 間尊尚套房及四間複式總統套房。所有客套房均

設有觀景陽台，盡覽高爾夫球場及度假區的天然景緻。充滿

情調高雅的設計及優質的配套設施，為賓客帶來最舒適的享

受。尊尚樓層把優越享受提升，配有最先進科技、水療配套

及一級禮賓服務，為追求超凡度假體驗的賓客帶來最佳體

驗。 度假區擁有海南島上最嶄新和全面的康樂及康體設

施，包括融合萬年火山岩地貌的特色高爾夫球場、海南唯一的火山岩主題水上樂園、規模龐大且建有健身

室、室內游泳池、兒童樂園、圖書館、藝廊等的康樂中心、購物廣場和高爾

夫專賣店。 共 12 所風格鮮明的餐飲食府，呈獻世界各地充滿特色風味的佳

餚，為四方賓客提供富有品味及情調的餐飲體驗。 窗外蔥蘢的球場美景，為

於海南觀瀾湖度假區內舉辦的宴會，創造無可比擬的良好氛圍。會議設施包

括可容納多達 1,600 位賓客的高雅宴會廳、五間面積可靈活變動的多功能宴

會廳，及大型戶外池畔帳蓬，是舉行商務會議、創意派對及各種宴慶的理想

地點。海南觀瀾湖度假區的火山岩溫泉擁有天然火山資源。融合七大洲設計

風格, 超過 230 個蘊含豐富養生礦物元素的冷熱溫泉。而豪華的 Mission Hills 

Spa 充滿度假村風情，為水療愛好一族及全家大小提供一系列洗滌身心的體

驗。水療中心設有多棟優雅的獨立水療別墅、私人溫泉池、茶座、美甲中

心、圖書館、靜修花園和專賣店。火山岩溫泉和 Mission Hills Spa 將於 2010

年第三季度開幕。 海南觀瀾湖度假區的位置優越便利，位於海南的商務及政

治中心- 海口，距市區及海口美蘭國際機場僅十五分鐘車程。 

海口觀瀾湖球場的點評介紹 ： 

場地  T 台碼數  標準杆  點評  難易度  

1 號黑石場  
藍 T=6722 

白 T=6211 
73 

● 全球高爾夫愛好者慕名朝聖的球場，完整保留著萬年火山

熔岩岩石的原始地質，世界頂級比賽場地， 
★★★★★  

2 號場  
藍 T=6452 

白 T=5893 
72 

● 具有澳洲著名的帶狀沙地球場風格，白沙閃耀的大沙坑是

這場的特色，果嶺面積大。 
★★★★  

3 號場  
藍 T=6394 

白 T=5870 
72 

● 延續了 19 世紀高爾夫球場的經典風格，保持最自然的地

形地貌，蜿蜒的石牆獨樹一幟。 
★★★  

4 號場  
Stepping 

Stone  
54 ● 全部短三杆洞，球場自然景觀天衣無縫  ★★  

5 號 VIP

場  

藍 T=6424 

白 T=6025 
72 

● 獨有的天然礦砂坑與萬年熔岩石不規則，是舉世無雙的球

場景觀,挑戰性極強的國際賽事球場。 
★★★★  

6 號場  Meadow Links  70 ● 熊貓場有遼闊草原的感覺，果嶺容易，推杆有難度  ★★★  

7 號場  The Preserve  70 ● 景觀以棕櫚樹為主，較易打，較舒適放鬆  ★★★  

8 號場  Double Pin  54 ● 三杆洞場，果嶺上有兩個洞杆可自由選擇，集娛樂和技術於一身  ★  

9 號場  Stone Quarry  70 ● 北戴河風格，鐵軌，煤礦車及大片荒地沙坑，需冒進而大力擊球  ★★★  

10 號場  
Shadow 

Dunes  
70 ● 沙的世界，沙丘為主，果嶺起伏，狂野推杆難度大 ★★★  

※1-3 號場 主會所直往出發台 ；4 號場 主會所 — 球場 需坐 10 分鐘 穿梭巴士  

※5-10 號場 主會所 — 南區會所 需坐 20 分鐘 穿梭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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