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高爾夫球旅遊】南越胡志明高爾夫五日三場球 

 

 行程內容   

DAY 1 桃園機場 TPE 胡志明新山一機場 SGN 市區觀光【紅教堂+郵政總局+市政廳】酒店 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公司櫃台報到辦理登機手續及托運行李，並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越南第一商業大城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 

有東方巴黎之稱的胡志明市以大街為首延伸出棋盤狀的道路，路旁栽種整齊的路樹而被戲稱【高樹公路】。19 世紀後期在法

國的殖民統治下，進行了目前所見的都市計畫。經過 30 年的統治，西貢成為當時亞洲最具現代化的城市之一。經過二次大戰、

日本統治、南北越戰爭的洗禮，在 1976 年時改名為胡志明市，在 1986 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重點城市，胡志明市開始蛻變

成為經貿最活絡的城市，演變至今日，成為越南最大的城市，也是經貿重鎮。今天南越人仍然習慣稱它為西貢，胡志明市只

是他的官方名稱。 

 早餐／機上用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料理 

 五星 胡志明 New World Saigon Hotel 或同級 

 

DAY 2 胡志明【Long Thanh Golf Club 18 洞球敘】 或 【Song Be Golf Resort 18 洞球敘】 飯店 

【Long Thanh Golf Club】 

龍城球場曾被票選為越南最好的高爾夫球場，該球場分為 18 洞丘陵山景以及擁有國際標準夜照設備的湖景 18 洞，位於海拔

36 公尺平緩的高丘上，總體規模面積約 206 公頃土地，配有 36 標準洞之高級高爾夫球場。球場設計聘請 Ron Fream 先生

與 David Dale 先生所主持之「Golf Plan」高爾夫球建築公司所承建，高爾夫場具有廣大奇玄的捲式特徵，呈現波浪式的特

製草地，曲折轉接地越過蒲葵樹與人造水池、瀑布，造就及襯托極美舒適的幽雅環境，成為越南有名高爾夫球場之一。 

或 

【Song Be Golf Resort】 

松北高爾夫的 27 洞球場是越南的第一個國際標準錦標賽球場，廣泛被認為是這個國家最有難度的佈局之一，3 個 9 洞有不同

的困難級別，其中沙漠挑戰場，設有長的球道和複雜沙坑，提供了越南最具刺激性和挑戰性的高爾夫球體驗，考驗任何能力

的高爾夫球手。 

 早／飯店早餐    午／球場自理    晚／越式料理 

 五星 胡志明 New World Saigon Hotel 或同級  

 

DAY 3 胡志明【Royal Island Mekong Golf 18 洞球敘】 飯店 

皇家之島球場由臺灣企業開發，集已有數十年管理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經驗，在中國蘇州、淮安均有高爾夫球場。Royal Island Golf 

Club 被一條美麗的的河流圍繞著，這條河是球場的核心。主席邱義仁曾說過：這條河的聲音仿佛能懂我的心。相信來到此球

場的高爾夫球手一定都能感受到截然不同的心境。 

 早／飯店早餐    午／【船上享用】自助餐    晚／敬請自理 

 五星 胡志明 New World Saigon Hotel 或同級 

 



 
 

DAY 4 
胡志明【Tan Son Nhat Golf Course 18 洞球敘】限開球時間 15:00 前 或 【Twin Doves Golf Club 18 洞球

敘】 飯店 

【Tan Son Nhat Golf Course】 

新山一高爾夫球場的設計理念為促進全國美學同時以土地利用效率，兼具了高爾夫球俱樂部和豪華渡假勝地，能夠滿足國際旅

客的所有需求。總體佔地面積共 132 公頃，包含了 36 洞高爾夫球場(分成四區塊)、14.7 公頃的湖泊、高爾夫俱樂部、高爾夫

球練習場、54 間別墅、五星級的住宿與多樣設施。 

或 

【Twin Doves Golf Club】 

雙鴿高爾夫俱樂部是 1 家 27 洞錦標賽級私人高爾夫球場，位於越南獨特的鄉村美景之中，因小型丘陵和環繞的樹林而著稱。

原始的地形與新建造的水障礙相得益彰，富於挑戰。起伏的山丘將 5 個球洞相連，樹林圍繞的球道遍佈其中。這是一個令人激

動，又需要縝密心思的球場，許多果嶺在湖水環繞的區域，每次準確的擊球都全面考驗球友的高爾夫技術。 

 早／飯店早餐    午／球場內用(球資內含)    晚／越式料理 

 五星 胡志明 New World Saigon Hotel 或同級  

 

DAY 5 飯店 胡志明機場 桃園機場 

今日早晨讓您充分且寧靜地享受飯店提供的精美早餐，一邊回味這次旅行帶給您的歡樂和體驗!爾後您可自行安排活動，午後將

前往國際機場搭乘客機回到暌別已久溫暖的家，結束這難忘的旅程！ 

餐食 

 早／飯店早餐    午／敬請自理    晚／機上用餐 

 

  



 
 

 

參考航班表 

飛行日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每日 長榮航空 BR 395 桃園國際機場 TPE 07:20 胡志明機場 SGN 09:45 

每日 長榮航空 BR 396 胡志明機場 SGN 15:55 桃園國際機 TPE 20:20 

 

報價 新台幣 

10 人成團（二人一室） 
36,900 元起/人 

球場、飯店價格依淡旺季不同，請來信或來電洽詢。 

 

項目 說明 

費用包含 

＊機票：桃園/胡志明/桃園 經濟艙來回團體機票及所需稅金。 

＊住宿：全程使用房型為二人一室。 

＊交通：行程所需之交通費用。(機場-酒店-球場接送) 

＊擊球：行程所列之擊球費用。(含平日果嶺、一人一桿弟及二人一球車；如遇球場桿弟不足，將會調

整為二人一桿弟使用) 

＊餐食：如行程內容所列。 

＊景點：如行程內容所列。 

＊保險：依旅行業管理條例第 53 條規定之履約責任險內含【每人伍佰萬元旅遊責任險及貳拾萬元意

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其他：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費用未含 

＊小費： 

1.導遊/司機小費，每天 NTD 200 元/人，五天共計每人 NTD 1,000 元。 

2.桿弟小費，建議每場 USD 10 元/人。 

＊辦理各項證照所需之費用。 

＊全程酒店無自然單，如欲單人入住，一律以單人房計價。(須另補單人房差 NTD 8,500) 

＊全程球車無自然單，如欲單人使用，一律須補價差。(須另補每人每場 USD 20) 

＊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床頭小費、國際電話、房間內冰箱食物及飲料、飯店洗衣、私人交通費及

服務人員行李及球具搬運小費等。 

＊全程無領隊，如欲需求，則領隊費用另計。 

 

  



 
 

推薦周邊景點 

 

一、古芝地道 

地道總長 250 公里，分為三層，每一層都設有空氣管延伸到地面，以免受

到美軍的毒氣和砲彈攻擊，體會戰爭的時期人民生活與感受。 

 

 

 

 

二、胡志明市老街 

胡志明市舊名西貢，被稱為《東方小巴黎》。殖民時期的建設成就了她

的繁榮，也深深影響了越南人的生活情調，放射狀的林蔭大道旁，露天

咖啡座隨處可見。以巴黎為藍圖而建的歐式建築，雖然有些陳舊，但仍

留有當年的風采。遊走在大街小巷，你會發現老式的法國情調，滲入一

點摩登潮流，強烈的對比衝擊你的感官，有趣極了！ 

 

 

 

 

三、CAI BE 街貝水上市場 

數百以來湄公河三角洲所倚重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舶，不論是人員的移動，

或是貨物的轉運，水路海運是唯一的選擇。經過多年來的演變，南來北往

的商人或是農人，就利用船舶來輸送自產自銷的農產品、漁獲、手工藝品

或是南北貨的貿易，漸漸的集中在 CAI BE 街貝這個區域，船家帶著新鮮

的水果、香蕉、西瓜、椰子、紅毛單等等，在此處交易，非常新奇。 

 

 

四、泰山島 

自美托渡船頭乘遊船前往【泰山島】又稱龍島，面積廣達 12 平

方公里，水果是美托的特產，由於越南的水果都沒有經過任何品

種及基因改良，雖不大、也不美觀，但絕對不影響它的美味甘甜。

島上提供四季各種時令水果讓您無限享用這豐盛的水果大餐，還

可以參觀果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