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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a 
Golf Safari Tour



Enquiry:2137 2023

Package Price:                      
Single Room Surcharge:     

HKD 36,900/person
HKD 7,290/person

Kenya Golf Safari Tour（8days5nights)

24Feb-03Mar, 2015

Itinerary:

24Feb:  Depart from Hong Kong to Nairobi

25Feb:  Arrive in Nairobi, Meet & greet, Transfer to hotel

              Afternoon golf at Limuru Country Club

26Feb:  Breakfast at the hotel, Play golf at Sigona Golf Club

27Feb:  Breakfast at the hotel, Transfer to Wilson Airport 

              Depart from Nairobi to Masai Mara

28Feb:  Breakfast at the camp, Morning and afternoon game drives

01Mar:  Breakfast at the camp, Transfer to the airstrip

              Depart from Masai Mara to Nairobi

02Mar:  Breakfast at the Hotel, Play golf at Muthaiga Golf Club

              Return to hotel refresh, then depart to airport

03Mar:  Arrive in Hong Kong, end of Tour

Flight Detail:

KQ861   HKG > NBO    2140/0515+1

KQ860   NBO > HKG    2355/1905+1

Excludes:

* Airport Tax, Fuel surcharge, Insurance, Personal expenses

    (e.g.: Laundry, caddy fees, tips & gratuities)

Includes:

* KQ Airways Hong Kong<>Nairobi economy ticket

* 3 nights at Tribe Hotel or Safari Park Hotel & Casino (bed & breakfast)

* 3 green fees at Sigona Golf Club, Limuru Country Club, Muthaiga Golf Club

* 2 nights at Mara Intrepids Tented Camp - full board

* Game drives, Meet and Greet, All transfers, Chinese Speaking Guide

* Return flight (Nairobi-Masai Mara)



23-27Mar,2015COCOPA Resort ClubCOCOPA Resort Club
日本三重縣是一個著名的高爾夫樂園及渡假區，鄰近日本最大城市之一的大阪市中心只需兩小時左右
車程。這裡擁有两間酒店及多間餐廳，更重要的是有四個漂亮及風格不同的球場
Hakusan & Phoenix 共72洞。我們將會悉心安排各樣細節令球友可以暢打之外，亦會品嚐著名的松阪
牛、欣賞美麗櫻花及享用三大名泉"榊原温泉"。另外我們亦會入住大阪市中心的酒店，方便喜歡購物
及遊覽觀光的你可以盡享關西渡假之風情及樂趣！

King,Queen,Mie 

備註:

1.此團十六人成行

2.以上不包括兩地機場稅、保安稅、旅遊保險，參加者需自行購買相關保險

3.以上是標準行程，如需升級、加打及增加行程請致電查詢

4.建議導遊及司機小費5天HK$500/位

行程如下:

第一天23/3( ) 出發往 ，下午到達機場後往酒店，歡迎晚宴

後自由活動；

第二天24/3(二) 早餐後打第一場，自費加打/觀光或自由活動

第三天25/3(三) 早餐後打第二場，自費加打或自由活動

第四天26/3(四) A:早餐後打第三場，專車前往大阪市內觀光景點，

入住大阪市酒店，自由活動

*B:早餐後打第三場，自費加打或自由活動 

第五天27/3(五) A:早餐後專車前往購物/景點及機場回香港

*B:早餐後打第四場, 專車前往機場回香港

一 大阪

查詢電話：2137 2023

23Mar   CX506  香港 > 大阪  1030/1450

27Mar   CX507  大阪 > 香港  1815/2145

航班資料:

套餐A

費用(3晚住宿COCOPA+1晚大阪)

打球者：HK$10,700

非打球者：HK$9,000

單人房附加費：HK$1,900

* 套餐B

費用(4晚住宿COCOPA)

打球者：HK$10,300

非打球者：HK$8,400

單人房附加費：HK$1,600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352344

包括:

國泰航空經濟客位香港<>大阪來回機票

A:三晚cocopa度假村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一晚大阪市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午晚餐共10餐(26/3晚餐及27/3午餐除外)

三場18洞果嶺費包球車

B:四晚cocopa度假村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午晚餐共12餐

四場18洞果嶺費包球車

全程專車接送(機場<>酒店<>球場)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套餐

*套餐



白山鄉村高爾夫球場

由鈴木正一設計的白山鄉村高爾夫球場為保留

地形原貌，球道順著山勢由高往下走，共設計

了 36洞 的 球 場 ， 分 別 為 King course球 道 全 長

7,095碼及Queen course 球道全長7,018碼。

King Course以一個上坡球洞來揭開序幕，沿著

球道向果嶺走，火鳳凰城堡就在左邊。而二號

洞是渡假村的置高點所在。從Tee台向後面看，

位於日本三重縣伊勢半島的白山上，離名古屋

中部國際機場或大阪國際機場車程均約2小時左

右。

三 重 縣 高 爾 夫 球 區 內 以Hakusan Cocopa Resort 

Club 最為著名，其渡假村由杜鵑花酒店和鳳凰

城堡酒店及王子小木屋組成及擁有四個共72洞

高爾夫球場，分別為白山鄉村球場King及 Queen 

(36洞)、 三 重 鳳 凰 球 場 (18洞)、 三 重 白 山 球 場

(18洞)。

COCOPA 
RESORT CLUB

三重縣白山

整個渡假村和遠山景觀盡入眼簾，不過在眼睛

飽足美麗視野之際，小心別把開球送到球道右

一邊的一整片沙坑中。King Course最難的球洞

相信是全長450碼的五號洞，即使前面的Tee台也

要399碼，左邊為OB區，右邊為斜坡，只要開球

向左右飄，想打標準桿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King Course 的兩個三桿洞更不

好 惹 ， 第4號 洞 全 長186碼 和 第8號 洞 更 長 達202

碼，Tee台前面一片山谷，充滿了驚悚的氣氛，

又 加 上 是 薯 片 型 果 嶺 ， 高 球 或 許 逃 過 山 谷 樹

林，上到果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重鳳凰高爾夫球場

Mie Phoenix & Resort Golf Club位 於 松 阪 市 郊 ，

大概車程為15到20分鐘左右，由設計師中村亨治

操刀設計，球道全長6,846碼。會所設備完善程

度為這裡球場之首，其中最令人滿意是豪華沐

浴室，球友打完球後別急急忙忙離開，不妨一

邊浸溫泉浴，一邊隔著大型玻璃欣賞着球場的

風景，別有一番風味；跟其他兩個球場相較起

來，Mie Phoenix是少了高大的松杉木，取而代

之則是矮小的海棗樹（Phoenix），這也就是球

場取名Phoenix的原因了。

三重白山高爾夫球場

這個渡假區附近最早的一座高爾夫俱樂部，建

造於20世紀八十年代。三重白山高爾夫俱樂部

最大的特點就是典型的山地場，球道的兩側是

高大的松樹和杉木樹。還有長距離的碼數，是

COCOPA72 洞中難度最高的球場。

白山高爾夫俱樂部於2009年重新開業，整個俱樂

部的草皮全部換用007百慕達草（真係叫007，唔

係我作的！）。這次球場的整修，使這座俱樂部

的知名度得到提高，隨之很多的職業賽事都安排

在這裡。這裡007百慕達草，是一種優良的草種，

耐酷寒、耐高溫、耐濕熱，而且不反光，繁殖力

旺盛。這樣的優良的草種，令球場經常保持青綠

色。

鈴木正一的設計巧妙而富有變化，有落差極大的

球道，有難度極高的狗腿洞。日本設計師的細緻

和巧妙，考研着您擊球的耐性，打球的技術，觀

察的細緻！這裡和日本其他高爾夫俱樂部一樣，

也不提供球童服務。球友請自備 Golf GPS呀！

總括來講，Cocopa是值得一去的好地方，好山好

水，地方幽雅，當地食物水準非常不錯，招牌菜

秘製款式又多。



推薦球場

位於大阪及名古屋 COCOPA在日本的較中南部位置，打球的時間比北部的時間較長，

基本上除了1及2月較冷之外，長年都可打球。COCOPA高爾夫俱樂部內的72洞，他們分別是

36洞的白山鄉村高爾夫俱樂部，18洞的三重白山高爾夫俱樂部（錦標賽球場）、18洞的三重

鳳凰度假村高爾夫俱樂部（夏威夷風情），這就是球友們去日本名古屋最好的搭配。

 

白山鄉村高爾夫球場

★設計師: 鈴木正一

巧妙利用地形原貌，球道順著山勢由高往下走，創造了三十六洞的球場，分別名為King 

Course 及 Queen Course。

★球場總計36洞: King 球道全長7,095碼，Queen 球道全長7,018碼。

★2012年JGTO淘汰賽比賽場地

★LPGA認定球場。

三重鳳凰高爾夫球場

★設計師: 中村亨治

★球場總計18洞，球道全長6,846碼。

 

三重白山高爾夫球場

★設計師: 鈴木正一

★球場總計18洞，球道全長7,015碼。

附近的



而附近還有騎馬俱樂部、鈴鹿賽車場、伊賀忍者屋

敷、伊勢神宮、戰國時代村、鳥羽水族館 、賢島、

真珠島、松阪牛 快樂農場 等眾多遊覽景點。「 」

遊覽景點：

民以食為天，球友可能會問在名古屋有哪些好吃 ? 

總不能來到名古屋都吃燒雞翼吧！

以下是名古屋必吃的美食，希望大家品嘗一下！

名古屋必吃美食

松阪牛肉

三重縣最有名的就是松阪

牛肉啦！球友來到這裡不

能錯過吧 本人總覺得到原

產地去吃才可以吃到最新

鮮又便宜的東西。



山梨水蜜桃

山梨水蜜桃是日本第一 

，可以用入口即化來形

容它的口感，從豐滿渾

圓、鮮艷欲滴的外表，

到白皙無瑕、滑潤爽口

果肉。

味噌豬排

這 裡 的 特 色 是 在 金 黃

香 酥 的 炸 豬 排 上 淋 上

當 地 生 產 的 紅 味 噌

醬 ， 鹹 中 帶 甜 與 飯 搭

在一起十分開胃。

 鰻魚飯三吃

烤的香酥鮮嫩的鰻魚，

一吃先將鰻魚切成小塊

拌入飯中直接品嘗，二

吃加入芥末、蔥花、海

苔絲，三吃則是淋上高

湯變成鰻魚湯泡飯。

箕子麵

扁平烏龍麵淋上鰹魚高

湯 ， 再 放 上 豆 皮 、 雞

肉、蔥於柴魚片，就是

名古屋特有的美食，夏

天淋上冰涼的湯汁則變

成美味的涼麵。

手羽先

炸雞翅上塗上辣中帶甜

的醬汁，再灑上椒鹽與

白芝麻等便完成，香酥

滋味是名古屋最知名的

特色美食之一。

味噌煮烏龍麵

名古屋的紅味噌十分有

名，將烏龍麵放入砂鍋

中與紅味噌混合鰹魚的

高湯燉煮搭上雞肉、香

菇、雞蛋等，就是名古

屋特有的美食之一。



23-27Mar,2015COCOPA Resort ClubCOCOPA Resort Club
Cocopa Resort Club, one of Japan's famous golf paradises, it is only around 2 hours from the city center of 
Osaka. The resort owns 2 hotels and several restaurants, and more importantly 4 beautiful golf courses - King, 
Queen, Mie Hakusan & Phoenix a total of 72 holes. The tour will be accompanied & managed by our 
professional staff to make sure you will enjoy the golf games, and we will also sample the famous “Matsuzaka 
Beef”, enjoying the beautiful cherry blossoms, sightseeing, the famous “Sakakibara onsen” and shopping. 

Enqu ry：2137 2023
i

Package Price:

*Package B:

Package A: 

(3 Nights Cocopa + 1 Night Osaka)

Golfer:  HK$10,700

Non-golfer:  HK$9,000

Single Room Surcharge:  HK$1,900

(4 Nights Cocopa)

Golfer:   HK$10,300

Non-golfer:  HK$8,400

Single Room Surcharge:  HK$1,600

 

Included:
Cathay Pacific Economy class Hong Kong <> Osaka Roundtrip Air 
Ticket
A: 3 nights Cocopa resort accommodation (Twin share)

1 night at Osaka hotel (Twin share)
Daily Breakfast, Lunch & Dinner (Exclude dinner on 26/Mar & lunch on 
27/Mar)
3 x 18 holes green fee with buggy

*B: 4 nights Cocopa resort accommodation (Twin share)
Daily Breakfast, Lunch & Dinner total 12 meals
4 x 18 holes green fee with buggy

Shuttle service to & from Airport<>Hotel<>Golf course<>Sightseeing
Hong Kong TIC Levy

Itinerary:
23/3 (Mon) Depart from Hong Kong to Osaka, transfer to hotel and dinner
24/3 (Tue)  Breakfast, 1st game and lunch, free for leisure or own expense 

for more golf
25/3 (Wed) Breakfast, 2nd game and lunch, free for leisure or own 

expense for more golf
26/3 (Thu)  A: Breakfast, 3rd game, check out resort & sightseeing in 

Osaka city, transfer to hotel and free for leisure
B: Breakfast, 3rd game, free for leisure or own expense for 

more golf
27/3 (Fri)    A: Breakfast, shopping & depart to airport

B: Breakfast, 4th game, check out resort and depart to airport

*

*

Flight Detail:
CX506   Hong Kong/Osaka 1030/ 1450
CX507   Osaka/Hong Kong 1815/ 2145

Remakrs:

Genesis King Ltd Travel License:352344

1.Minimum 16 persons group basis
2.Price excluded Airport taxes, fuel surcharges, security charges and travel insurance
    and participants are suggested to purchase relative insurance
3.Above are standard itinerary, if you require upgrade, play more golf or add items,
    please contact our booking office
4.Tour guide and driver tips: HK& 500/person for 5 days.



Phnom Penh Golf Package

Phnom Penh Golf Package
金邊高球行

四天三夜  (四人同行)套餐費用: HKD7990/位

查詢電話：2137 20
23

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

- 
及保險費 

- 假日及節日打球需補附加費 
- 前往柬埔寨, 需辦理簽證, 請自行申請, 如需幫

助, 請致電查詢，謝謝!

費用不包括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保安稅 - Prices excluded Airport taxes, Fuel surcharges, 
Security charges 

- Weekend and Holiday golfing surcharge is required
- Please apply for visa to enter Cambodia before 

travelling, thanks!

備註 Remarks

香港>金邊

HKG>PNH
KA208  (0850/1030)

(逢一二四六日)

KA206  (1600/1740)

(逢一二三五日)

金邊>香港

PNH>HKG
KA207  (1150/1520)

(逢一二四六日)

KA209  (1900/2225)

(逢一二三五日)

航班資料 Flight Information

港龍航空（KA）香港<>金邊來回經濟艙機票

3晚Nagaworld—Superior Room住宿 (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3x18洞平日果嶺費+球童球車(共用)
球會供選:

1.Cambodia Golf & Country Club

2.Royal Cambodia Golf Club

3.Garden City Golf Club
全程交通接送及導遊服務(導遊小費另計)
香港旅遊協會印花稅

Dragonair Hongkong < > Phnom Penh roundtrip 
economy air ticket 
3 nights Nagaworld—Superior Room 
accommodation (share twin) with Daily breakfast 
3x18 holes green fee + caddie & buggy (shared)
Golf Courses Detail:
1.Cambodia Golf & Country Club
2.Royal Cambodia Golf Club
3.Garden City Golf Club
All Transportation with tour guide service
(Tour guide tips excludes)
TIC Levy

包括 Included



離皇崗口岸只40分鍾，提供免費接送服務的銀利球會, 對提升球會的質素不遺餘力, 從未間

斷, 現在, 球場的草坪、綠化、園藝、球道設計的改進, 已經達到自開業以來最高水平, 今個

旺季, 球會更破例, 特別提供優惠給予港澳及海外人仕使用!

Best condition ever since opening! Together with a special offer only for 

HK/Macau/Foreign visitors during peak season, don't miss it!

 Yinli Golf Club HK/Macau/Foreign golfers Special rate

銀利高爾夫球會『港澳、海外人仕優惠』

星期一特惠日 Monday Special 

星期三及四特惠組 Wednesday/Thursday discounted flight

備註 Remarks:

包括果嶺費、球僮球車(2人用) 、衣柜、午餐、皇崗接送

Include green fee, shared caddie and cart, locker, lunch, Huanggang transfer

包括果嶺費、球僮球車(2人用) 、衣柜、午餐、皇崗接送

Include green fee, shared caddie and cart, locker, lunch, Huanggang transfer

最多四人一組 Maximum 4 players per flight

￥650 /位person

￥2,600/組flight

查詢熱線 Enquiry (852) 2187 3146

特別安排:優惠組適用於聖誕節26Dec(星期五)

Special arrangement : Disounted Flight Special available on 26Dec(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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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eliefemergency

We have th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o host & manage your 
golf outings. Thanks to excellent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s golf 
clubs, we offer a wide range of venues and options so let us 
take care of the logistics to ensure yours is a hassie-free event.

Golf007 event management, marketing, administration, facilitation, 

logistics...

還有更多···

（排名不分先後）

Our Clients include:

* Multinational and Local Corporations

* Charity Organizations

* Tradeshows

* Incentive Tours

Our service include:

* Pre-event Consultancy

* Budget Estimation

* Golf Course Liaison

* Event Promotion & Player Recruitment

* Tournament Scoring & Photography

* Event Org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