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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給人的第一感覺一定是炎熱，正因
如此，很多人都不會考慮去杜拜旅行。對我
來說只要你找對時間去杜拜，你必定會有完
全不同的感覺。11 月到 2 月絕對是杜拜旅
行的好時間氣溫一般在 15 到 25 度左右。

 12 月是一個不錯的時間，首先是天氣和
暖天朗氣清，又不會踏進聖誕節或農曆年的
旺季，無論球場或酒店亦不至於迫爆，去逛
景點時也感覺十分悠閒。

 今次我們除咗去杜拜之外還去了阿布札
比，一次玩曬兩個富庶的阿聯酋城市，先在
杜拜入住位於哈利法塔及杜拜購物中心旁邊
的迪拜希爾頓艾爾哈布圖爾城酒店【Hilton 
Dubai Al Habtoor City】，酒店共有 11 間餐
廳，有穿梭巴來往杜拜購物中心，部份房間
還可以看到哈利法塔及杜拜購物中心。

 第二天早上我們先往觀光奇蹟花園
【Dubai Miracle Garden】，這 裡 於 2010 年
開業每年只於十二月到三月開放，原來佈滿
用各種花卉造成之立體景物，當中最為特色
是以 1 比 1 比例用鮮花砌出的阿聯酋 A380 
飛機，觀賞完畢後我們前往杜拜歷史悠久的
杜拜海灣高爾夫及遊艇俱樂部【Dubai 
Creek Golf and Yacht Club】 於 1993 年開放
佔地 80 公 頃，Par 71  全 長 6967 碼 而藍 
Tee 6857 碼，球 場 設 計 師 為 丹 麥 名 將 
Thomas Bjorn，1995 年舉辦亞洲巡迴賽的
賽場，之後又曾承辦屬於歐洲巡迴賽的“迪
拜沙漠精英賽”，會所設計高達 45 米，形態
似乘風破浪的獨桅帆船，球場沿著杜拜河而
建，客人係打球期間隨時會看到遊客乘坐直
升機暢遊杜拜河。

杜拜、阿布扎比高球之旅
Dubai Creek Golf and Yacht ClubDubai Creek Golf and Yacht Club

Abu Dhabi Golf ClubAbu Dhabi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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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我哋選擇打阿聯酋高爾夫球俱樂
部 (Emirates Golf Club) , 每年的歐米茄杜
拜沙漠精英賽亦在此舉行。俱樂部有三個
場 地： The Majlis 、費 度 (The Faldo)、標
準桿三桿 (Par 3)。這次我們選打費度球場
(Faldo)，全長 7052 碼球場於 2005 年由六
項大滿貫得主 Nick Faldo 重新設計，擁有
長達整個球場的天然河道，有許多標誌開
球點和沙坑，球場亦提供球車和設有 GPS
服務。如果想向難度挑戰可以選擇打
Majilis 球場，此為每年歐米茄杜拜沙漠精
英賽的場地，但是球場不設球車，球手可
以使用手拉車。

 傍晚時分我們一行人成坐四驅車前往沙
漠沖沙及邊欣賞表演邊享用沙漠燒烤晚餐，
以往沙漠燒烤晚餐質量都一般，今次特別
選擇去了一個新的營地，食物果然比之前
提升很多，不過由於營地限制來賓數量，
所以看表演是觀眾的反應沒有以前的熱烈，
大概來賓都是肯花錢和比較內斂吧！

 第四天早上，我們前往杜拜河旁邊的舊
城區，先遊巴斯塔基亞老城 【Bastakiya 
Old Town】 （名稱源自伊朗小鎮 Bastak) ，
是海灣阿拉伯沿岸僅存的風塔建築群，之
後我們乘坐水上的士渡河，前往對岸的香
料街及黃金街 ( 黃金市場 Gold Souk)，這
裏的黃金市集是全世界規模最大黃金價格
最低的地方但是這裏售賣的全部皆是K金，
並沒有 999 金，所以一般香港遊客均以觀
賞為主由於店舖內有很多別緻的黃金飾
品，甚至有些設計十分誇張。二香料市場
除了香料之外還有不少工藝品售賣，是一
個購買手信的好地方，但順帶一提在這裡
購物緊記要講價。

Emirates Golf ClubEmirates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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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阿布扎比高球之旅

 午餐後我們出發前往阿布札比，車程只
需 1 小時 30 分鐘，比我們上國內打球還要
近呢！到了阿布達比我們前往世界知名的
【Ferrari World Abu Dhabi】 法拉利世界，
這是一個室內以法拉利汽車為主題樂園，
門票為 295 迪拉姆 (1 迪拉姆約港幣 2.13
元 )，所以必須預留足夠時間暢遊整個樂
園，當中以全世界起動最快的過山車最為
知名，園內還可以模擬駕駛法拉利，如果
入場時間早又想試下係 F1 賽道飛返轉的
話，只要比 795 迪拉姆就可以由法拉利的
專業技術員指導如何駕駛跑車，如果有興
趣記得提前網上訂及帶車牌。晚上我們入
住 Yas Hotel Abu Dhabi，酒店位於 F1 賽
車道上，需然辦理入住時仍然有不少賽車
在賽道上飛馳，完全感受到賽車的速度，
有興趣的話還可以走到賽道旁觀看，又或
者返回房間的露臺亦可看到，不過晚飯後
回到房間，賽道已經關閉所以不再嘈吵。 

 行程去到第五日，來到正準備舉行歐洲巡迴賽阿布扎比
匯豐杯錦標賽的 Abu Dhabi Golf Club，此球場有 27 洞分
為 18 洞的 National Course 全長 7,440 碼和 9 洞 Garden 
Course 為 3,299 碼而成，球場內亦興建了 The Westin Abu 
Dhabi Golf Resort and Spa 酒店華麗而有氣派，球場設計
師 Peter Harradine 透過起伏的地形配合場內的棕櫚樹和灌
木以及七個鹹水湖設計成非常壯觀的球場。由於球場正為 
Abu Dhabi Classic 作準備，所有球車只能在車道上行駛，
來了幾次每次都保養得很好。打球後我們先前往阿聯酋民
族村，這裡有多間全人手製作的手工藝店，此外還有阿拉
伯人到阿聯酋的歷史資料館，作為一個小休站，悠閒地逛
一下相當不錯。

 接著我們前往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雖
然本人並不是伊斯蘭教徒，但卻是造價最高
的清真寺，耗資 25 億美元，是世界第八大
清真寺，可同時容納 4 萬人進行禮拜。在
寺內有兩個地方是必看的，第一是於禱告廳
的地毯，據稱是世界最大的地毯，面積為 
5627 平方米，由約 1,200-1,300 個地毯打
結工匠製成，重達 35 噸制作需時兩年才能
完成。第二是寺內寺最大的吊燈，由數百萬
粒 Swarovski 水晶所製而成，是全球清真
寺內第二大知名的吊燈，也是全球第三大吊
燈，直徑達 10 米而高 15 米。由於近年來

訪人數去越來越多，所以現在實行人流管
制，而且亦不能走進廳內，只好在各廳的入
口觀看。提提大家參觀大清真寺時必須注意
衣著，詳情可以參閱大清真寺的官網。  
www.szgmc.gov.ae 

 行程的最後一天，我們從阿布達比開車
返回杜拜市中心，你開始短暫逗留杜拜購物
中心，各自購買手信，當然不少得是當地特
產椰棗、Patchi 朱古力都是推介之一。午
餐後，又再一次依依不捨地前往機場，不過
相信很快又會再次來臨的。

Abu Dhabi Golf ClubAbu Dhabi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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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Swarovski 水晶所製而成，是全球清真
寺內第二大知名的吊燈，也是全球第三大吊
燈，直徑達 10 米而高 15 米。由於近年來

訪人數去越來越多，所以現在實行人流管
制，而且亦不能走進廳內，只好在各廳的入
口觀看。提提大家參觀大清真寺時必須注意
衣著，詳情可以參閱大清真寺的官網。  
www.szgmc.gov.ae 

 行程的最後一天，我們從阿布達比開車
返回杜拜市中心，你開始短暫逗留杜拜購物
中心，各自購買手信，當然不少得是當地特
產椰棗、Patchi 朱古力都是推介之一。午
餐後，又再一次依依不捨地前往機場，不過
相信很快又會再次來臨的。

Abu Dhabi Golf ClubAbu Dhabi Golf Club



杜拜/阿布扎比
7天5夜高球團

08~14 Dec, 2019

杜拜 - 阿布扎比是 007 多高爾夫系列中最受歡迎的一
個，可盡享油國的靚酒店同球場再配撘我們的悉心安排
特別玩得開心，參加過的球友都高度讚賞！今年會在年 
12 月 08-14 日，平均二十幾度的超舒適時間去豪打 3 場
靚 球 場 - Greg Norman 設 計 的 Jumeriah Golf Club - 
Fire Course, Dubai Creek Golf & Yacht Club 同舉辦歐
巡錦標賽的 Abu Dhabi Golf Club。另外會分別入住兩間 
5 星 酒 店 Inter Continental Dubai- Festival City 及 Yas 
Viceroy Abu Dhabi ( 或同級酒店 )，快啲來報名一齊 
Race To Dubai 啦！

查詢電話：2137 2000 / 21372072

費用包括
‧ 直航往返香港 < > 杜拜 阿聯酋航空經濟客位
‧ 3 晚 Inter Continental Dubai- Festival City 或
 同級酒店住宿 （二人一房）
‧ 2 晚 Yas Hotel Abu Dhabi 或同級酒店住宿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及 2晚餐 (1 歡迎晚宴 +1 沙漠 BBQ)
‧ Jumeriah Golf Club - Fire Course 18 洞果嶺費 +球車 （共用）
‧ Emirates Golf Club - Faldo Course 18 洞果嶺費 +球車 （共用）
‧ Abu Dhabi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車 （共用）
‧ 全程交通接送及導遊服務
‧ 杜拜市觀光 （杜拜市、黃金及香料市場等） /
 阿布扎比 （謝赫紮耶德清真寺等）
‧ 香港旅遊印花稅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費用
打球者： HK$ 19,500/位
非球手： HK$ 13,500/位
單人房附加費： HK$ 3,950/位



包括
‧國泰航空經濟客位香港 < > 大阪往返機票
‧三晚南紀田邊住宿（二人一房）
‧一晚Hotel Vischio Osaka By Granvia 住宿
 （二人一房）
‧四個早餐 +三個午餐 +三晚餐（共 10 餐）
‧三場 18 洞果嶺費包球車
‧全程交通接送
 （機場 < > 酒店；酒店 < > 球場）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航班資料
‧CX 506 香港 >大阪    
  起飛：10:20 / 到達：15:10
‧CX 507 大阪 >香港
  起飛：18:00 / 到達：20:55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查詢熱線：2137 2000

包括
‧ 港龍航空經濟客位香港 < > 仰光往返機票
‧ 3 晚 AWEI METTA Hotel Deluxe Room 住宿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一個歡迎晚宴
‧ Yangon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 球僮 + 球車 （共用）
‧ Pun Hlaing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 球僮 + 球車 （共用）
‧ 仰光大金塔 +仰光市觀光
 （已包相關門票及中文導遊服務）
‧ 全程交通接送
‧ 香港旅遊印花稅

航班資料
‧10Nov    KA 254    香港 > 仰光    起飛：14:25 / 到達：16:20
‧13Nov    KA 275    仰光 > 香港    起飛：17:20 / 到達：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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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寧紹興
Day 1
 五月份趁着佛誕假期出發早上各球友齊
集機場，大家整裝待發到上海既海寧同紹
興進行 5 日 4 夜高球遊樂團。今次乘搭國
泰港龍的航班，經過約 3 小時航程後下午
順利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便準備乘坐豪華
旅遊巴出發到海寧朗豪酒店。是日天朗氣
清氣溫約 20-30 度，溫差雖然大但仍非常

高爾夫遊記 適合打球的季節。

 到達酒店後大家稍作休息便到位於酒店
一樓的宴會廳享用歡迎晚宴。是日菜餚非
常豐富，全是當地有名的菜式，令團友們
大快朵頤，今次我地仲同幾位球友慶祝生
日添場面非常興高采烈。

海寧朗豪酒店歡迎晚宴海寧朗豪酒店歡迎晚宴

 大家對廣東省既球場都已經相當熟悉
了，我們今次就帶大家到浙江既 【海寧 + 
紹興】，同大家一齊發掘一下新球場景區。
今次旅程將會去海寧既九龍山將軍球會同
尖山球會，而紹興就到訪會稽山球會同鑒
湖球會，四個球場各有特式，務必令各球
手盡展身手。除打球外，今次仲特別為大
家安排不同景點作遊覽，希望大家除打球
之外，亦能了解一下當地風土人情。

海寧尖山高爾夫俱樂部海寧尖山高爾夫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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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球友們在酒店享用過豐富的早餐後，已急
不及待出發到九龍山將軍球會去，是日天
氣晴朗，確是一個打球的好日子。在開球
前各團友先來一個大合照，為今次打球之
旅揭開序幕。

球場坐落於九龍山莊園內是中國最高級的
私人會員制俱樂部，球場全長達 7500 碼，
設計師 Ron Garl 利用地理環境變化、有小
山同左曲右彎，高高低低，打落好玩得多，
極具 PGA 錦標賽場 Feel，不過就幾多水下
而球道綠油油都能保持高水平，打短鐵會
掘起成塊 【西冷牛扒】，冇散開晒，唔錯。
之後晚餐就假坐於當地的南海漁村進行，
品嘗當地美食。

Day 3
 今日天色雖然昏暗有雨，但經過昨日熱
身，球友們已作出充足準備迎來今天的挑
戰。是日安排在海寧尖山高爾夫俱樂部，是
目前浙江省唯一 36 洞國際錦標級高爾夫球
場，以 【龍場】 （7600 碼） 和 【鳳場】 （7172 
碼） 命名。分別由美國著名球場設計師尼爾
沃斯 （Neil Haworth） 與澳洲著名設計師費
瑞恩 （Phil Ryan） 設計。今次團友們安排在
龍場進行，第一個感覺球場造型像奧拉沙
寶的 【沙】 與莆田媽祖的 【風】 混合體，因
為 D 沙池又大又深，D 風一起多數出事，
至於球道其實就屬於大路冇乜陰濕設計如
果沒有風和不進沙池，變化多又好玩、有
易又有難，打落包你唔會悶。

 今天行程充實，下午一大夥人首先到著
名的觀潮公園遊覽及參觀 “金庸書院” ，然
後在鹽官古鎮內的 “乾隆酒樓” 享用晚餐，
再離開海寧出發前往紹興皇冠假日酒店。
可能今天行程非常緊密，大隊都忙了一整
天到達酒店後便紛紛回到房間休息去。

九龍山將軍球會九龍山將軍球會

海寧尖山高爾夫俱樂部海寧尖山高爾夫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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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寧紹興高爾夫遊記

Day 4
 今日去打的球場是離開酒店 20 分鐘車程的浙江紹興 
【寶業會稽山高爾夫球會】 打球。球場全長 7150 碼，是國
內著名設計師盧軍先生之手筆，他巧妙地將景區內有趣的
大禹陵、香爐峰化作球場的背景；再利用景區內豐富的水
源注入了很多小橋流水，湖光山色，還有烏篷船和紹興古
橋古井的巧妙點綴，每一處古跡背後都有着動人的故事和
淵源，使打球者在這裡不僅是一種運動形式，更來一場文
化之旅。

 打球後又到觀光時間，大隊參觀了魯迅故居及品嘗當地
菜餚。晚餐過後大家便到了當地十分著名的沈園欣賞越劇
表演 《沈園情》 【越劇是中國主要戲曲劇種之一，起源於浙
江嵊州，興盛於上海，主要流行於蘇浙滬等地區，目前為
中國第二大戲曲劇種】 觀賞表演後大隊對這個節目都十分
滿意。 

Day 5
今天是旅程的最後一日，雖然天氣不似預期般好間唔中有
雨，但仍無阻球友們的熱情，大隊出發去鑒湖球會挑戰第
四場波。

鑒湖高爾夫球會是由國際級大師 JMP Mark E. Hollinger 
（馬克‧霍林格） 設計，球道總長度 7,555 碼，設計師利用
地勢變化多端，無論在球道、沙池、水障礙和變幻難測的
果嶺，洞洞艱險，有 D greenside bunker 都幾深，長草就
直情係惡夢，又深又長又密，劈得番出黎已經收貨。而今
天選擇觀光行團友就到達魯鎮、鑒湖及柯岩景區遊覽，好
好欣賞一個靜態下的紹興再會合我們後準備出發到機場，
就是這樣便接近尾聲了。

最後今次 【海寧 + 紹興的 5 日 4 夜高爾夫遊樂團】 多得球
會、團友們頂力支持，才能成功舉行。今次本想拍一套完
整球道照片，可惜有 D 雨，又要等下次而 Golf007 將會繼
續四出搜羅世界各地名場美景介紹俾球友，同大家一齊走
遍全世界。 

寶業會稽山高爾夫球會寶業會稽山高爾夫球會

寶業會稽山高爾夫球會寶業會稽山高爾夫球會

鑒湖高爾夫球會鑒湖高爾夫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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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秋天，菊黃蟹肥秋正濃。雌蟹黃滿豐腴，雄蟹
黃白鮮肥！黃酒的馨香與蟹肉的鮮香渾然一體⋯⋯
007 帶大家在微醺的醉意中，回味美好的高爾夫時光！

13-16 Oct, 2019 (週日-週三)

費用包括
‧ 香港 < > 杭州 港龍航空經濟艙機票
‧ 三晚紹興皇冠假日酒店高級房住宿 （二人一房）
‧ 海寧尖山、紹興鑒湖、紹興會稽山 3*18 洞擊球
‧ 三日早餐及晚餐 （球會午餐自理）
‧ 沈園、柯橋風景區、故居、鹽官觀潮公園門票
‧ 全程交通接送及司機導遊服務費

費用
球員 ：HK$ 7,668/位
非球員 ：HK$ 4,778/位
單人房差 ：HK$ 1,260/位
機場稅 ：HK$ 696/位
小費 ：HK$ 48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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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清邁

 過去都曾經多次到過泰國北部的清邁打
球，而清邁向北近金三角的清萊一直都未有
機會，今年的端午期間趁有時間同班朋友走
一轉，今次決定由香港直飛清邁然後在機場
租車自駕，開車約三個小時車程的山路到達
清萊玩四日之後回清邁的 Lamhun 住三晚
打 Gassan Khuntan。

 清萊城在清邁東北方約 200 公里，最早
由明萊王建城於 1262 年，是蘭納 Lanna 
王朝的首都 （後遷都清邁），整個清萊城區
並不大，卻有著泰北小鎮的簡單閑適，你不
會在這裡感受到太多商業氣息，取而代之的
是一種悠閒的小城慢生活。

 一般遊客來說到清萊通常只是為了這裡
最出名的黑廟與白廟同藍廟，而我 007 的
主菜當然來試打波啦，今趟試打清萊六個球
場的其中三個較好的球場包括 Happy City 
GC、 Waterford GC 同 Santiburi Country 
Club 而住宿方面就選擇 【The Riverie by 
Katathani】 酒店坐落 Kok River 中央，前往
清萊市中心及景點都非常方便。

 打完波後就順道去觀光一下，推介當然
是 【白廟 Wat Rong Kuun】 稱為白龍寺、靈

光寺由藝術家 Chaloemchai khositphiphat 
在 1998 年開始建造！整個大氣的建築只用
上純白色彩與反射玻璃，分別代表了佛陀的
純潔與智慧，加上獨特的設計元素，使這個
建築物多次被國外旅遊媒體選為世界最美廟
宇之一又是一件藝術品！

 非常值得參觀，觀光完就去按摩放鬆一
下，黃昏時份再行下 【清萊夜市 Chiang Rai 
Night Ba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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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萊夜市

對於純樸寧靜的清萊來說，晚上最熱鬧的地
方就是夜市了！

清萊夜市算是這裡數一數二的，但規模上當
然會比清邁及曼谷等細些多，位置就在巴士
總站的附近，這裡除了食物，還有很多賣紀
念品、服飾、包包的攤販，既然來到就逛一
逛！夜市總共分成兩區，每一區都有美食廣
場和一個表演舞台，某天晚上遇到其中一側
的舞台有 Lady Boy 的歌唱表演，又有 live 
Band 場面非常熱鬧，唱功都唔錯！

是三個九洞組成的 27 洞 球場分為 (The 
Lakeside、The Mountain Breeze 及 The 
River) 設 計 師 Pongsak Daengchuang 同 
Prasan Srisuphachaiya, Happy City 設計
變化多，OB 亦唔少好多盲點位，果嶺斜度亦
大，水同狗腳都多，好彩球道夠闊，想打出自
己水準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呢度亦有自己的住
宿，可以住一或兩晚方便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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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水準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呢度亦有自己的住
宿，可以住一或兩晚方便打波。

設計師為 Rathert International Golf Design
其實行上發球臺時已經見到好多水，打落好彩唔多，球道唔
係咁闊，支 driver 唔準就要收埋佢，設計上幾過癮，D 狗
腿又幾好玩，球場設計好但保養麻麻；會所唔係豪裝，乾乾
淨淨企企理理己經足夠，可以收貨。

設計師為 Rathert International Golf Design
其實行上發球臺時已經見到好多水，打落好彩唔多，球道唔
係咁闊，支 driver 唔準就要收埋佢，設計上幾過癮，D 狗
腿又幾好玩，球場設計好但保養麻麻；會所唔係豪裝，乾乾
淨淨企企理理己經足夠，可以收貨。

Chiangrai Happy City GCChiangrai Happy City GC

Chiangrai Happy City GCChiangrai Happy City GC

Chiangrai Waterford GCChiangrai Waterford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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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總括清萊的球場質素未算出色但環境優美寧
靜，而白龍寺值得去睇下，清邁球場水平較水色，
特別係 Alpine 同 Highlands 都有高水準，而今
次去雖有 27 洞的 Gassan Khuntan 就非常抵玩
住三晚加早餐同無限任打都只係 $1,600 超值唔
去試就蝕底。

為設計師 Robert Trent Jones Jr.
全長 7076 yards 是我來清萊試打最好的一個，地勢起伏唔算太大，
設計上主要利用原有地貌，依山及多種樹木環繞做形，佈局都非常有
心思，較多左右 dogleg，最好問清楚 Caddy 碼數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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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站返回清邁的 Gassan Khuntan Golf Resort
設計為 Mr. Pravit Reungpo ，位於清邁市郊，原先只有 18 洞近年再擴建增多 9 洞，在
設計上俱有比賽場的氣勢，球道雖然寬闊但球道有不少波幅令打球者增加不少難道，加上
沙池又大又深，不易對付在保養上更得到泰國 PGA 的認可，在今年 3 月中舉辦盛大的泰
國 PGA 錦標賽，球會的質素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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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buri Chiang Rai Country ClubSantiburi Chiang Rai Country Club

Gassan Khuntan Golf ResortGassan Khuntan Golf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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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007 今年中秋邀約一起去泰國清邁共賞圓月，乘搭港龍航空進出清邁機場，
4天 3 晚 2 場球行程有兩個不同的選擇：

‧入住 2 晚 Gassan Khuntan Resort +  
 1 晚市區 Dusit Princess Hotel
‧ 無限暢打擁有 27 洞果嶺的
 Gassan Khuntan Golf Club

費用
打球者:  HK$ 5,100/位
非球手：HK$ 4,380/位
單人房差額: HK$ 750/位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早鳥優惠至7月29前落實
每位減$200！中秋假期
機位有限，請早預留！

行程一 行程二

包括 
‧ 港龍航空 （KA） 香港 < > 清邁
 往返經濟客位機票
‧ 兩晚 Gassan Khuntan Resort
 Superior Room 住宿 （二人一房）
‧ 一晚 Dusit Princess Hotel Run of
 House Room 住宿或同級酒店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1 個歡迎晚餐
‧ Gassan Khuntan Golf Club 兩日無限果嶺費
‧ 全程交通接送 （機場 < > 酒店 < > 球場）
‧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Gassan Khuntan Golf Club Alpine Golf Resort

打球之餘您可游覽雙龍寺，大佛塔、古城、市區夜市等等，活動十分精彩 ，
名額有限，報名即打 2137 2000啦 !

‧ 入住 3晚市區 Dusit Princess Hotel 或同級酒店
‧ 座落於桑堪潘天然森林心臟地帶的山脈之間
 的 Alpine Golf Club 和擁有山巒起伏地勢的 
 Highlands Golf Club

費用
打球者:  HK$ 6,400/位
非球手：HK$ 4,690/位
單人房差額: HK$ 980/位

包括 
‧ 港龍航空 （KA） 香港 < > 清邁
 往返經濟客位機票
‧ 三晚 Dusit Princess Hotel Run of
 House Room 住宿或同級酒店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1 個歡迎晚餐
‧ Alpine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Highlands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童 +球車
‧全程交通接送 （機場 < > 酒店 < > 球場）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2019年9月1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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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早餐 + 1 個歡迎晚餐
‧ Gassan Khuntan Golf Club 兩日無限果嶺費
‧ 全程交通接送 （機場 < > 酒店 < > 球場）
‧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Gassan Khuntan Golf Club Alpine Golf Resort

打球之餘您可游覽雙龍寺，大佛塔、古城、市區夜市等等，活動十分精彩 ，
名額有限，報名即打 2137 2000啦 !

‧ 入住 3晚市區 Dusit Princess Hotel 或同級酒店
‧ 座落於桑堪潘天然森林心臟地帶的山脈之間
 的 Alpine Golf Club 和擁有山巒起伏地勢的 
 Highlands Golf Club

費用
打球者:  HK$ 6,400/位
非球手：HK$ 4,690/位
單人房差額: HK$ 980/位

包括 
‧ 港龍航空 （KA） 香港 < > 清邁
 往返經濟客位機票
‧ 三晚 Dusit Princess Hotel Run of
 House Room 住宿或同級酒店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1 個歡迎晚餐
‧ Alpine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Highlands Golf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童 +球車
‧全程交通接送 （機場 < > 酒店 < > 球場）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2019年9月11-14日

包括 
‧ 香港 < > 昆明港龍航空經濟艙機票
‧ 二晚春城球會客房住宿 （二人一房）
‧ 一晚七彩雲南溫德姆至尊豪庭酒店住宿 （二人一房）
‧ 春城球會 3x18 洞平日果嶺、球童球車 （二人用）
‧ 陽光球會 18 洞假日果嶺、球童球車 （二人用）
‧ 三日早餐、三日特色晚餐
‧ 機場 < > 球場 < > 酒店交通接送
‧ 旅遊議會印花稅

費用
打球者：RMB7,260/位
非球手：RMB2,880/位
單人房差額：RMB1,180/位

26 - 29Dec, 2019 (4天3晚)

唯Golf與美食不可辜負，讓歡樂時光在此放慢腳步⋯

查詢電話：2137 2000

【春城+陽光】2019 聖誕高球行【春城+陽光】2019 聖誕高球行

包括 
‧ 香港 < > 煙臺 來回山東航空經濟艙機票
‧ 四晚煙臺皇冠假日酒店住宿 （兩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南山翠園球會 &錦湖韓亞球會 &蓬萊君頂 3x18 洞
 平日果嶺、球僮球車
‧ 四日當地特色晚餐
‧ “定遠艦” & “張裕酒文化博物館” 參觀入場券
‧ 機場 < > 球會 < > 酒店 +觀光交通接送
‧ 全程中文導遊服務
‧ 旅遊議會印花稅 查詢電話：2137 2000

費用
打球者 ：RMB5,780/位
非球員 ：RMB3,760/位
單人房差 ：RMB850/位
機場稅 ：RMB320/位
小費 ：RMB500/位

山東煙台
  五天四晚高球體驗團

17 - 21 Sep, 2019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凝聚高球好手綠茵揮桿為慈善
2019「善學‧微笑慈善高爾夫球賽」

 2019 「善學‧微笑慈善高爾夫球賽」 
5 月 15 日在東莞觀瀾湖高爾夫球會利百
特球場隆重舉行，匯聚來自中山  、廣州、
香港及澳門等地的高球愛好者，寓運動
於慈善，與善學慈善基金聯合創辦人趙
曾學韞教授 BBS 太平紳士、趙善簪先生
及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博
士，一同共渡難忘的慈善高爾夫球賽。

 本活動由 Mission Hills 觀瀾湖全力協
辦，所籌得的善款將捐贈 「善學彩虹弱視
工程」 及 「微笑行動」 ，為中國偏遠貧困地
區的弱視及唇齶裂兒童提供免費的治療及
修復手術，給予他們人生的新希望。

 本次慈善球賽有幸獲得曾多次出戰香港
公開賽的著名香港職業高爾夫球手林子豐
先生親臨指導，與有榮焉。

 球賽結束後隨即舉辦了感謝宴及小型慈
善拍賣會，拍賣所得善款中，每 3 千元，
便可以資助一個弱視患者的治療，每 6 千
元，就可以提供一次唇齶裂的修復手術。
再次感謝諸位愛心人士及機構對本次活動
的大力支持，此活動共籌得 320,000 元，
可以幫助到更多弱視患兒及唇齶裂患者。

開幕典禮大合照開幕典禮大合照

祝酒儀式祝酒儀式



凝聚高球好手綠茵揮桿為慈善
2019「善學‧微笑慈善高爾夫球賽」

 2019 「善學‧微笑慈善高爾夫球賽」 
5 月 15 日在東莞觀瀾湖高爾夫球會利百
特球場隆重舉行，匯聚來自中山  、廣州、
香港及澳門等地的高球愛好者，寓運動
於慈善，與善學慈善基金聯合創辦人趙
曾學韞教授 BBS 太平紳士、趙善簪先生
及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博
士，一同共渡難忘的慈善高爾夫球賽。

 本活動由 Mission Hills 觀瀾湖全力協
辦，所籌得的善款將捐贈 「善學彩虹弱視
工程」 及 「微笑行動」 ，為中國偏遠貧困地
區的弱視及唇齶裂兒童提供免費的治療及
修復手術，給予他們人生的新希望。

 本次慈善球賽有幸獲得曾多次出戰香港
公開賽的著名香港職業高爾夫球手林子豐
先生親臨指導，與有榮焉。

 球賽結束後隨即舉辦了感謝宴及小型慈
善拍賣會，拍賣所得善款中，每 3 千元，
便可以資助一個弱視患者的治療，每 6 千
元，就可以提供一次唇齶裂的修復手術。
再次感謝諸位愛心人士及機構對本次活動
的大力支持，此活動共籌得 320,000 元，
可以幫助到更多弱視患兒及唇齶裂患者。

開幕典禮大合照開幕典禮大合照

祝酒儀式祝酒儀式



查詢電話：2137 2000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巴淡島 （Batam） 
 是印尼擁有多個島嶼，鄰近新加坡的 Bintan 部分香港球友都相當熟悉，而另一較大及多人口
的巴淡島 （Batam） 反而較少球友了解，其實巴淡島是印尼國內僅次於巴厘島的第二大旅遊目的
地，享有 “小巴厘島” 之稱。

 5 月和 9 月是温暖和舒適的季節，是休閒度假的最佳時間，距離新加坡乘搭渡輪只需 45 分
鐘，因為地理位置接近赤道，巴淡島終年陽光普照，年平均溫在 26 度左右，海水清澈蔚藍沙灘
白淨， 島上的酒店多為度假 （Resort） 形式， 休閒設施都相當完善。此外，還有各種豐富的海上活
動，例如風帆、橡皮艇、潛水、釣魚、獨木舟和香蕉船等等，當然仲有價錢非常超值的海鮮及美
麗的球場，一直係新加波球友的渡假樂園！

費用包括
‧ 3 晚自選 Batam 酒店平日標準房住宿 ( 二人一房 )
‧ 1 晚 Singapore Orchid Golf Resort - Deluxe Room 平日住宿 ( 二人一房 )
‧ 天天早餐
‧ Batam Palm Golf Sukajadi Club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兩人用 )
‧ Batam Palm Springs Golf Club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兩人用 )
‧ Batam Southlinks Golf Club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兩人用 )
‧ Singapore Orchid Golf Club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兩人用 )
‧ 新加坡機場 > 新加坡 Tanah Merah 碼頭 > Orchid Golf Resort > 新加坡機場
‧ Batam Terminal 碼頭 < > Bantam Grand I Hotel <> Golf Course 內部交通接送 ( 專車或拼車 )
‧ 新加坡 Tanah Merah 碼頭 <> Batam Nonsapura 碼頭往返經濟艙船票
‧ 香港旅遊協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
 3 晚 Batam 酒店 套餐費用
 Best Western HK$ 6,630 up
 Grand I Hotel HK$ 6,750 up
 Radisson Hotel HK$ 7,080 up
 + 1 晚 Singapore Orchid Golf Resort 



中國省外高球自由行推介中國省外高球自由行推介

昆
 明
昆
 明

桂
 林
桂
 林

桂林高球自由行無限暢打桂林高球自由行無限暢打
昆明Spring City 春城湖畔套餐 2019昆明 Spring City 春城湖畔套餐 2019

神州半島 - 
海南高球旺季性價比之首選
神州半島 - 
海南高球旺季性價比之首選

三日兩夜（基礎版）
喜來登酒店：RMB3680       朋喜來登酒店：RMB3620
費用包括
‧香港 < > 三亞 來回機票      ‧旅遊議會印花稅
‧神州半島酒店標準房二晚住宿 （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神州半島球會 2 x 18 洞果嶺費、球僮、球車、保險
‧機場 < > 酒店 < > 球會接送 （酒店免費穿梭巴士）

 神
  州
半
 島

 神
  州
半
 島

三日兩夜 （進級版）建議週五出發，周日返回
喜來登酒店：RMB4820       福朋喜來登酒店：RMB4760
費用包括
‧香港 < > 三亞 來回機票     ‧機場 < > 酒店 < > 球會接送
‧神州半島酒店標準房二晚住宿 （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神泉國際神泉場 18 洞果嶺費、球僮、球車、保險
 （改打神牛場加收 RMB300/ 位）
‧神州半島球會 2 x 18 洞果嶺費、球僮、球車
‧旅遊議會印花稅

費用包括
‧香港 < > 昆明來回機票 ‧往返球會交通接送
‧兩 / 三 / 四晚春城湖畔球會住宿 （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兩份春城晚餐 ‧旅遊議會印花稅
‧2 x 18 洞平日果嶺、球僮、球車（兩人用）

樂滿地&山水四天三晚          港龍航空 RMB 4800/ 位起
費用包括
‧香港 < > 桂林 港龍航空經濟艙機票
‧樂滿地球會三日 （ABCD場） 無限暢打 （包球童球車）
‧兩晚樂滿地球會酒店雙標住宿 （兩人一房） + 早餐
‧山水球會平日 18洞果嶺、球童、球車、衣櫃
‧一晚山水球會龍門世家住宿 （兩人一房） + 早餐
‧樂滿地球會贈送兩日午餐、兩日晚餐
‧機場 < > 球會 < > 球會接送 （四人起）
‧旅遊議會印花稅

樂滿地&山水五天四晚          港龍航空 RMB 5500/ 位起
費用包括
‧香港 < > 桂林來回機票
‧二晚樂滿地球會酒店樂滿地樓層住宿 （兩人一房） + 早餐
‧兩晚桂林市區喜來登酒店住宿 （兩人一房） + 早餐
‧樂滿地球會三日 （ABCD場） 無限暢打 （包球童球車）
‧樂滿地球會贈送兩日午餐、兩日晚餐
‧山水球會平日 18洞果嶺、球童、球車、衣櫃
‧機場 < > 球會 < > 酒店接送
‧灕江 > 陽朔一日遊陸路交通 （灕江遊船費用另計）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查詢熱線：2137 2000

截止日期：28/2/2019截止日期：30/10/2019

三
 亞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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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
藍
  灣

優惠升級：
周一至周三入住超過兩晚，

免費贈送一場 18洞擊球 ！

優惠升級：
周一至周三入住超過兩晚，

免費贈送一場 18洞擊球 ！

使用任何套餐，均贈送兩份春城晚餐

套餐類型
淡季
11-12 月 2019 及
01-02 月 2020 
 

平季
03-06 月 2019 及
09-10 月 2019 

旺季
07-08 月 2019 

五天四晚 RMB 5410/ 位  
四天三晚 RMB 4980/ 位 
三天二晚 RMB 4480/ 位

五天四晚 RMB 5650/ 位
四天三晚 RMB 5210/ 位
三天二晚 RMB 4720/ 位

五天四晚 RMB 5830/ 位 
四天三晚 RMB 5390/ 位 
三天二晚 RMB 4900/ 位

費用包括
‧香港 < > 三亞  港龍航空經濟客位往返機票
‧2晚海南藍灣綠城威斯汀度假酒店 -
 豪華海景房住宿 (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1 日酒店精緻套餐 +1日酒店精緻下午茶
‧神泉國際 18 洞果嶺費 + 球僮球車 （共用）
‧** 可替換球場 （亞龍灣、紅峽穀、龍泉穀）
‧鑒湖藍灣 18 洞果嶺費 + 球僮球車 （共用） + 午餐
‧清水灣 18 洞果嶺費 + 球僮球車 （共用）
‧全程交通接送及導遊服務
‧香港旅遊印花稅

航班信息
周五   KA650   香港 > 三亞   起飛：08:35/ 到達：10:15
周日   KA671   三亞 > 香港   起飛：21:45/ 到達：23:15

套餐費用
打球者 ：RMB 5250/ 位
單人房差 ： RMB 850/ 位



套餐費用包括
‧國泰航空（CX）香港 < > 桃園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KA）香港 < > 台中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南峰高爾夫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台中國際高爾夫球場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FX Hotel Taipei 富驛時尚酒店 HK$ 5,170 up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pei HK$ 5,510 up
臺北長榮桂冠酒店
Palais De Chine Hotel Taipei 臺北君品酒店 HK$ 6,350 up
Marriott Hotel Taipei  臺北萬豪酒店 HK$ 6,680 up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JustWin Grand Hotel HK$ 4,350 up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nan HK$ 4,600 up
Tayih Landis Hotel Tainan HK$ 4,850 up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Park City Hotel Taichung 臺中成旅晶贊 HK$ 3,900 up
City Resort Taichung 臺中中南海酒店 HK$ 3,900 up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chung HK$ 4,220 up
臺中長榮桂冠酒店
Tempus Taichung 臺中永豐棧酒店 HK$ 4,220 up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City Suites  高雄城市商旅真愛館 HK$ 4,380 up
Garden Villa Hotel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HK$ 4,400 up
85 Sky Tower Hotel 高雄君鴻國際酒店 HK$ 4,720 up
Grand Hi-Lai Hotel 高雄漢來大飯店 HK$ 5,100 up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KA）香港 < > 高雄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南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台南高爾夫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KA）香港 < > 高雄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信誼高爾夫球場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台灣高球自由行推介台灣高球自由行推介
台
 北
台
 北

台
 南
台
 南

高
 雄
高
 雄

台
 中
台
 中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查詢熱線：2137 2000

備註 ‧ 套餐費用不包括兩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保安稅
 ‧ 費用不包括個人旅遊保險，建議出發前自行購買
 ‧ 球童球車是 4人 1車；4人 1童，不足 4位時，需補附加費；如改假日打球或住宿需補附加費
 ‧ 可代安排交通接送，如需要，請來電咨詢
 ‧ 以上價目及內容只供參考，旺季另有附加費，請以本社書面報價為準



套餐費用包括
‧國泰航空（CX）香港 < > 桃園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KA）香港 < > 台中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南峰高爾夫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台中國際高爾夫球場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FX Hotel Taipei 富驛時尚酒店 HK$ 5,170 up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pei HK$ 5,510 up
臺北長榮桂冠酒店
Palais De Chine Hotel Taipei 臺北君品酒店 HK$ 6,350 up
Marriott Hotel Taipei  臺北萬豪酒店 HK$ 6,680 up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JustWin Grand Hotel HK$ 4,350 up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nan HK$ 4,600 up
Tayih Landis Hotel Tainan HK$ 4,850 up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Park City Hotel Taichung 臺中成旅晶贊 HK$ 3,900 up
City Resort Taichung 臺中中南海酒店 HK$ 3,900 up
Evergreen Laurel Hotel Taichung HK$ 4,220 up
臺中長榮桂冠酒店
Tempus Taichung 臺中永豐棧酒店 HK$ 4,220 up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City Suites  高雄城市商旅真愛館 HK$ 4,380 up
Garden Villa Hotel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HK$ 4,400 up
85 Sky Tower Hotel 高雄君鴻國際酒店 HK$ 4,720 up
Grand Hi-Lai Hotel 高雄漢來大飯店 HK$ 5,100 up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KA）香港 < > 高雄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南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台南高爾夫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KA）香港 < > 高雄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信誼高爾夫球場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四位共用）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台灣高球自由行推介台灣高球自由行推介
台
 北
台
 北

台
 南
台
 南

高
 雄
高
 雄

台
 中
台
 中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查詢熱線：2137 2000

備註 ‧ 套餐費用不包括兩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保安稅
 ‧ 費用不包括個人旅遊保險，建議出發前自行購買
 ‧ 球童球車是 4人 1車；4人 1童，不足 4位時，需補附加費；如改假日打球或住宿需補附加費
 ‧ 可代安排交通接送，如需要，請來電咨詢
 ‧ 以上價目及內容只供參考，旺季另有附加費，請以本社書面報價為準

套餐費用包括
‧國泰航空 香港 < > 胡志明市 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以下球會自選兩場 18洞平日果嶺費 +球僮
 # 可選球會包括 :
 ‧Song Be Golf Resort  ‧Long Thanh Golf Club
 ‧Twin Doves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包括
‧4 晚 Queen Ann Nha Trang -
 Premier Room 住宿（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Diamond Bay Golf & Villas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Vinpearl Golf Nha Trang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KN Golf Links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兩人一座 )
‧機場 < > 酒店 < > 球會全程交通接送配
 中文導遊服務（以 4位使用核算）
‧香港旅遊協會印花稅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Windsor Plaza Hotel HK$ 4,750 up
Parkroyal Saigon  HK$ 4,990 up
New World Saigon Hotel HK$ 5,200 up
Intercontinental Asiana Hotel HK$ 6,100 up

套餐費用包括
‧4 晚新山市區酒店 Amari Hotel Johor Bahru 入住
 （二人一房），天天早餐
‧The Els Club Ocean Course
 18 洞果嶺費 +球車 ( 共用 )
‧Palm Resort Golf & Country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共用 )
‧Horizon Hills Golf & Country Club
 18 洞果嶺費 +球童 &球車 ( 共用 )
‧新加坡機場 < > 新山酒店 < > 新山球場點到點
 交通接送（以 4位使用核算）

套餐費用包括
‧港龍航空 香港 < > 吉隆坡 往返經濟艙機票
‧三晚自選酒店住宿（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Palm Garden Golf Reosrt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車 &球童 ( 共用 )
‧Glenmarie Golf Club
 18 洞平日果嶺費 +球車 &球童 ( 共用 )
‧香港旅遊議會印花稅

套餐費用: HK$ 5,250起/位套餐費用: HK$ 5,250起/位 

五日四夜套餐費用：
HK$ 5,400起/位
五日四夜套餐費用：
HK$ 5,400起/位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查詢熱線：2137 2000

四日三夜套餐費用四日三夜套餐費用
 酒店 套餐費用
Berjaya Times Square Hotel HK$ 4,750 up
Sunway Pyramid Tower West Hotel HK$ 4,990 up
Parkroyal Hotel  HK$ 5,050 up
InterContinental Kuala Lumpur HK$ 5,580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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