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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趁往中秋假期跳出亞洲去到印度洋西南方的一個非洲島國毛里裘斯玩番幾日，當天
下午齊集機場而乘坐 MK641 航班出發，毛里裘斯比香港慢 4 小時。經過十多個小時的
航程順利到達毛里裘斯機場已經黃昏，之後開車至入住的酒店，團友馬上被酒店內豪華
的設施所吸引著馬上周圍參觀，這裡坐落於毛里裘斯南部海岸線，佔地 2500 公頃著名的
【Heritage le Telfair Golf & Wellness Resort 太妃酒店】，這裡最吸引人的地方，當然還
是自己擁有的海灘及頂級高爾夫球場，一切都應有盡有，不假外求，還有不同烹飪理念的
餐廳、水療中心、自然保護區及一個 19 世紀法國式古城堡，而今晚醫肚的晚餐當在酒店
內著名 Annabellas's 餐廳，飽肚後團友舟車勞動都各自番房休息去。

翌日醒來享用早餐後 5 分鐘的車程就到達酒
店內的【Heritage Golf Club】，球場位於毛
裡裘斯的南部，球場由國際前職業球手
Peter  Matkovich 設計，2004 年開業以來
奪獎無數。球場共有 27 洞，由一座錦標賽
級別的 18 洞球場和 9 洞全 3 杆洞球場組
成，Pro Tee 總長度為 6478 米而前一個
Championship Tee 都有 6121 米，除此之         
外，球場坐落在一大片田園之中，周邊環繞
著連綿的山脈還有天海一色的印度洋海岸
線，而不同距離的 Tee 台使任何球手都能
體驗到美妙球場挑戰。

毛里裘斯
高球行

Heritage Gol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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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Golf007 再轉到【Avalon Golf Club】 ，球
場 也 是 由 Peter  Matkovich 設 計，總 長 度 為 
6,318 米，建築於海拔 500 米的沉睡大巴辛火山
Gr and Bassin volcano 的山坡上，周圍環繞著
茶園，來毛里裘斯打高爾夫的必屬首選之一，而
在晴朗的天氣下大家暢打時 18 個洞都能看到整
個蔚藍的印度洋海岸線。

下午吃過午餐馬上觀光看景點首先去黑河谷國家
公 園【Black River Gorges National Park】同 去
看七色土【Seven Coloured Earths】同夏瑪爾瀑
布【Chamarel Waterfalls】

首先講下黑河谷國家公園，這是毛里裘斯佔地面積最大、設施最好的國家公園。一望無盡
的山脈，茂密的森林覆蓋了毛里求斯島上大約 2% 的表面積，於 1994 年被列為保護區。
因為當時科學家在這裡發現了超過 300 種開花植物、9 種地方特有的鳥類和數量超過 4000 
的巨型果蝠種群。毛里裘斯島上最瀕危的三種鳥類 — 毛里裘斯隼（Mauritius kestrel）、回
聲鸚鵡（echoparakeet）和粉紅鴿（pink pigeon）的棲息地。稍作停留下個景點是位於夏
瑪爾（Chamarel）的 “七色土”景區，該景區是世界上罕見的同時擁有七種不同顏色泥土
的地區之一。據地質學家分析，這些泥土是由火山噴發出來的，經氧化後而變色，因腐蝕
而形成一個個波浪紋的小山丘，經太陽的折射出不同顏色，然後再到附近去看夏瑪爾瀑布
【Chamarel Waterfalls】觀看完美麗的瀑布後昏才起程回到酒店去。

第四天團友再次到入住的酒店
內【Heritage  Golf  Club】暢
打第三場球之後，下午節目是
Le Morne Anglers' Club 碼頭
出發西海岸看黃昏日落，在打
完三場球後再出海享受寧靜的
環境你地話靚唔靚。

毛里裘斯高球行

Avalon Golf Club

豪華舒適的球會由當地華人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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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最後一場 Golf007 要暢打的球場是位於美麗的鹿島
上的【The Ile aux Cerfs Golf Club】，由兩次獲得美國高爾
夫球賽冠軍以及獲得萊 德杯杯冠軍的德國球手  Bernhard  
Langer 設計，Langer  Tees 總長度為 7,115 yards 而我們
可選擇 Championship Tees 長度為 6576 yards 來挑戰，
球場風景迷人幾乎一半的球洞都是沿著海岸而設，只有一條
沙灘將他們分開，其他的球洞 圍繞著紅林叢的海灣生長，
至於球場難度方面，首要面對大自然海風。球場由於喺小島
上，四面環海環境非常優美，加上保養一流係我打過的其中
一個最靚的球場！

最後臨離開毛里裘斯當然要去首都路易士
港行下，這裡喧鬧的街道以及一些保存得
非常完好的殖民時期建築是探索這座城市
的最大樂趣所在，觀賞下 1835 年英國人建
造的阿德萊德堡壘，從阿德萊德堡壘上俯
瞰路易士港，又可以看到城內的絕大多數
建築。市內著名的景點包括科當水門、路
易士港集市、唐人街和路易士港老劇院等。
另外，Cap Malbeureux 海角的小教堂連港
星陳小春與應采兒也在此舉行婚禮也很值
得一去。

最後七天五晚中秋毛里裘斯之旅話甘
快就尾聲，這裏優雅的海灘環境帶您
逃離時空，猶如身處熱帶森林和殖民
時代，帶您體驗舊日氣息及迷人的浪
漫氣氛，毛里裘斯後會有期！

毛里裘斯高球行

毛里裘斯海產豐富來到這裡怎唔試下 !!

The Ile aux Cerfs Golf Club

鹿島球道擁有美麗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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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醉美“東南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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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假期，好多旅遊熱點又貴又多人，所以 007 再次推薦大家前往廈門。廈門
除咗聞名於世嘅鼓浪嶼之外，近兩年更是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級城市，但又
不失閩南獨特的文化氛圍。007 精心安排的行程，包括住宿及餐食，均獲得了
團友們的一致好評。

今次我哋在原先兩個高水準球場碧海（Links Style 新場），海西國際（Nicklaus
近期佳作）的基礎上，再次推出東南花都（純會員制球場，泰國知名設計師桑
潘設計）該球場以“最美”及“最難”的特點著稱，使得眾多球友趨之若鶩。

“大假期的機票及酒店都會較為緊張，興趣參加的朋友，請盡快報名享受一下
007 的悉心安排歡享假期啦！”

【24-27 Dec, 2018】【24-27 Dec, 2018】

費用
打球者 ：RMB 5930 / 位
非打球者 ：RMB 2980 / 位
單人房差 ：RMB 1100 / 位

鑽石及鑽石 Prestige 卡：HK$ 4,450（原價 5,930 慳 $1,480）
白金卡：HK$ 5,050（原價 5,930 慳 880）

行程
24 Dec  抵達廈門機場，接機後送南普陀素菜館午餐，

下午參觀廈門大學，閑逛中山路步行街，送希
爾頓酒店入住希爾頓享用歡迎晚餐。

25 Dec  早餐後，前往碧海國際球會 18洞揮桿
 （1.5 小時車，午餐自理 )，續住希爾頓酒店，

晚餐自理。

26 Dec  早餐後，前往東南花都溫泉球會 18洞揮杆
 (1 小時車程，午餐自理 )，下午參觀曾厝垵 -

由臨海漁村蛻變成的文化創意村， 閩南特色菜
館晚餐。

27 Dec  早餐並退房後，前往海西國際球會 18 洞揮杆
（1 小時車程，午餐自理）結束後赴參觀陳嘉
庚故居 - 鼇園

 根據航班時間送機場，結束愉快的行程。

費用包括
‧ 香港往返廈門港龍航空經濟艙機票
‧ 三晚廈門海滄希爾頓高級房
 住宿（二人一房）+ 早餐
‧ 花都東南球會 18 洞平日擊球
‧ 古雷碧海國際球會 18 洞平日擊球
‧ 海西國際球會 18 洞平日擊球
‧ 三日酒店早餐，一日素菜館午餐 & 
 二日特色晚餐（球會午餐自理）
‧ 全程旅遊巴士交通接送
‧ 全程導遊服務費
‧ 香港旅遊業印花稅

備註：
1. 因滙率不定時浮動，價錢用人民幣參考，報名時可用當日價兌港幣對算
2. 以上不包括兩地機場稅、保安稅、機場建設費、旅遊保險，參加者需自行購買相關保險
3. 司機導遊領隊小費合計 RMB 400/位
4. 以上款項將與團費一併與出發前收取
5. 此團16人成團





留壽都度假區是北海道最佳之滑雪場之一，
以北海道最多滑道數而自豪的滑雪場，無論
是初學者還是高都能享受37條滑道‘變化
多樣的滑雪樂趣。從East，West，Isola三
座雪山上眺望遠處，風景獨特，順勢滑下，
可暢遊粉雪的快感。各式可體驗的北海道冬
季大自然的活動，如狗拉雪橇，雪上摩托車
的等，此外還可享用多個特色美食餐飲，大
型樂園，機動遊戲及溫泉等。可以約埋家人
朋友一齊滑雪過聖誕啦！

備註：
1. 以上各個套餐均為最少十六位成行
2. 以上費用不包括兩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保安稅、旅遊保險等
3. 建議參加者出發前自行購買相關保險
4. 滑雪券可20:30前可使用
5. 以上是標準行程，如需升級、增加滑雪券及增加行程請致電查詢

滑雪者:  HK$21,000
單人房附加費: HK$5,300

聖誕滑雪團
北海道
7天7天

20-26/12, 2018

航班資料：
HX690   香港(HKG) >札幌(CTS)    起飛0750 / 到達1400

HX693   札幌(CTS) >香港(HKG)    起飛1610 / 到達2125

費用包括：
‧ 香港航空經濟客位香港<>北海道札幌往返機票
‧ 五晚留壽都北或南座住宿 (二人一房)
‧ 一晚札幌市Hotel Mystays Premier Sapporo Park住宿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5份晚餐
‧ 4天滑雪纜車券
‧ 全程交通點到點接送 (機場<>酒店<>雪場)
‧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查詢電話:
2137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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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各個套餐均為最少十六位成行
2. 以上費用不包括兩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保安稅、旅遊保險等
3. 建議參加者出發前自行購買相關保險
4. 滑雪券可20:30前可使用
5. 以上是標準行程，如需升級、增加滑雪券及增加行程請致電查詢

滑雪者:  HK$21,000
單人房附加費: HK$5,300

聖誕滑雪團
北海道
7天7天

20-26/12, 2018

航班資料：
HX690   香港(HKG) >札幌(CTS)    起飛0750 / 到達1400

HX693   札幌(CTS) >香港(HKG)    起飛1610 / 到達2125

費用包括：
‧ 香港航空經濟客位香港<>北海道札幌往返機票
‧ 五晚留壽都北或南座住宿 (二人一房)
‧ 一晚札幌市Hotel Mystays Premier Sapporo Park住宿 (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5份晚餐
‧ 4天滑雪纜車券
‧ 全程交通點到點接送 (機場<>酒店<>雪場)
‧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查詢電話:
2137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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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高爾夫喺 007 的至愛，一
打就打咗十幾廿年，而滑雪亦是我非
常喜愛的活動之一，而我一直都希望
試下在同一個假期裡面，進行這兩個
至愛的活動，今次趁暑假有時間安排
先到紐西蘭的奧克蘭，跟著直飛到
【Queenstown 皇后鎮】，滑雪之後再
打高爾夫共十二天。

紐西蘭
高爾夫及滑雪遊記
紐西蘭
高爾夫及滑雪遊記

首兩天我選擇咗近市區車程大約 40 分鐘內嘅 The Remarkables Ski Area 同
Coronet Peak Ski Area，這兩個滑雪場因為交通比較方便，但有個弱點就是
人較多，而第三同第四天我選擇去左比較偏遠的，駕車需要個半小時以上人
流自然比較少的 Cardrona Alpine Resort 同 Treble Cone Ski Area，如果是
滑雪發燒友一定選擇後兩者，而在 Treble Cone 滑雪場還可欣賞 Lake 
Wakatipu 及 Mount Aspiring 美景壯觀真令人流連忘返。

住宿方面我選擇 Queenstown 中心地段的【The Spire Hotel】酒店，這個酒
店位置方便，雖然面積不算大，是屬於一個 Boutique Hotel，附近約步行 5
分鐘就可直達購物中心及餐廳。而距離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岸邊
也僅是 2 分鐘步行路程，而天際纜車（Skyline Gondola）只要 10 分鐘步行
路程，距離皇后鎮花園（Queenstown Gardens）有 5 分鐘步行路程和皇冠
峰滑雪場（Coronet Peak Ski Fields）均有 20 分鐘車程相當方便。

紐西蘭的雪場優點是當我們香港是夏天時都可以進行，因為它位於南半球，
如果大家有興趣逃離炎熱的香港，可以考慮到這邊先滑雪然後再打球，暢玩
咗數天之後我再乘搭內陸機飛去紐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 Auckland。

首先由香港乘搭紐西蘭航空由香港飛奧克蘭，
稍作休息之後再轉飛 Queenstown，這裡除咗
高爾夫球場唔錯之外，亦是一個滑雪很好的地
方，著名的滑雪場有四個，包括卓越山滑雪場 
The Remarkables Ski Area、卡德羅納高山度
假村 Cardrona Alpine Resort、三錐山滑雪場 
Treble Cone Ski Area 同 埋 皇 冠 峰 滑 雪 場 
Coronet Peak Ski Area。

Remarkables Ski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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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ables Ski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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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南島生蠔肉質
脆彈結實有咬勁且鮮
甜、海水味濃郁靚！

因為時間關係只安排了打兩場球，其中一個叫
【Titirangi Golf Club】的球場全長 6,590 碼，是
由知名高爾夫球場建築師 Dr. Alister MacKenzie 
操刀設計的高爾夫球場。而 MacKenzie 的設計
歷來以忠於當地自然原貌而聞名，他的球洞都因
完美結合了驚險刺激和挑戰的成就感，被人們所
欽慕。1927 年他完成 Titirangi Golf Club 設計
後，MacKenzie 相 繼 打 造 了 奧 古 斯 塔 球 場
（Augusta）、柏樹角（Cypress Point）和皇家
墨爾本球場（Royal Melbourne）等多個世界頂
級高爾夫球場可想而知其食力派。

而另一個位於市郊叫【Kauri Cliffs Golf Course】是一個相當有名氣的球場，有 15 個球洞
能盡覽海景曾入選世界百大頂尖球場。PGA 巡迴賽明星 Brandt Snedeker 稱它為“刺激版
的圓石灘”之稱號。由 David Harman 設計的 Kauri Cliffs 球場全長 6510 碼，位於奧克蘭
約三個小時以外的車程，需要半天的時間，所以今次自行駕車到球會，入住一晚及休息之
後，翌日才作打球。球會是屬一個高級的度假休閒設施，球場依在海邊而建是屬於一種渡
假式酒店與球場相連，設有 22 間套房和一幢雙居室的主人小屋。打完球之後就會回程到
奧克蘭及遊覽各景點，整體來說紐西蘭打球及滑雪和生活形式都相當舒適。

總括紐西蘭是一個來渡假悠閒相當唔錯的地
方，特別 Queenstown 皇后鎮環境非常優美
空氣清新，天氣亦都相當唔錯，如果在香港
炎熱的夏天到來，無論是打球或者滑雪，都
非常合適。反而奧克蘭因為位於大城市，在
美感各方面都稍為略遜於 Queenstown 皇后
鎮，但整體上仍然不錯，大家有時間可考慮
過嚟玩下。

紐西蘭高爾夫及滑雪遊記

Titirangi Golf Club

Titirangi Golf Club

Kauri Cliffs Golf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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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蘭及遊覽各景點，整體來說紐西蘭打球及滑雪和生活形式都相當舒適。

總括紐西蘭是一個來渡假悠閒相當唔錯的地
方，特別 Queenstown 皇后鎮環境非常優美
空氣清新，天氣亦都相當唔錯，如果在香港
炎熱的夏天到來，無論是打球或者滑雪，都
非常合適。反而奧克蘭因為位於大城市，在
美感各方面都稍為略遜於 Queenstown 皇后
鎮，但整體上仍然不錯，大家有時間可考慮
過嚟玩下。

紐西蘭高爾夫及滑雪遊記

Titirangi Golf Club

Titirangi Golf Club

Kauri Cliffs Golf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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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land Golf Resort 位於曼谷市郊的佛統市，離國際機場只需 １ 個半小時車程，球會擁有設
計精彩的 27 洞，酒店住宿共 65 個房間連餐飲，泳池等設施十分方便，今次球會罕有推出優
惠，各球友反應熱烈，試打過之後都表示對球會滿意及價錢抵玩，有興趣的朋友要快Ｄ預留，
推廣就快完結 !!!!

泰國
Uniland Golf Resort
三天兩晚

泰國
Uniland Golf Resort
三天兩晚

費用包括
‧ 2 晚優尼朗球會酒店 (Uniland Golf Resort)，
 兩人一房，天天早餐
‧ 2 天 18 洞平日果嶺：果嶺 + 衣柜

行程參考
Day1：  出發 > 曼谷 > 佛統府
 抵達曼谷，自行前往優尼朗高爾夫度假酒

店 (Uniland Golf Resort) 入住 – 車程 2 
小時真草練習場熱身

Day2： 酒店享用早餐，佛統優尼朗球會 (Uniland 
Golf Club) 揮桿 18 洞果嶺。家屬推薦：
爆笑鐵道市場、水上市場一日遊

Day3：酒店享用早餐後，(Uniland Golf Club) 揮
桿 18 洞果嶺。根據航班時間自行前往曼
谷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備註
1. 費用不包括往返泰國曼谷兩地機票及機場稅，機場建設費， 保安稅等
2. 費用不包括個人或旅遊保險， 建議參加者出發前自行購買
3. 費用不包括單人房差：HK$800/ 位 /2 晚， 假日打球附加費：
 HK$180/ 位 /18 洞
4. 費用不包括球童費（350 泰銖）， 球車費（700 泰銖），
 請自付球會前臺； 球童小費約（300-500 泰銖）
5. 費用不包括簽証費用，交通往返及導游費用
6. 如需升級球會房型及增加安排曼谷住宿 +打球，請另咨詢費用！

查詢熱線 : 2137 2024



費用包括 

三天二夜高球套餐 : RMB2990
‧深圳航空 香港 < > 晉江 直航機票
‧兩晚五星級莆田帝寶花園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早餐
‧媽祖球會平日 2×18 洞（A+B）果嶺、球童、球車（二人）、衣櫃
‧機場 < > 酒店 < > 球會交通接送（7 座商務車）

四天三夜高球套餐 : RMB3990
‧深圳航空 香港 < > 晉江 直航機票
‧三晚五星級莆田帝寶花園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早餐
‧媽祖球會平日 2×18 洞（A+B）果嶺、球童、球車（二人）、衣櫃
‧泉州聚遠球會平日 18 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衣櫃
‧機場 < > 酒店 < > 球會交通接送（7 座商務車）

航班時間 :
去程航班可選擇
香港 > 晋江 ZH9042 起飛 1050 抵達 1210
香港 > 晋江 ZH9094 起飛 2050 抵達 2225

回程航班可選擇
晋江 > 香港 ZH9093 起飛 1800 抵達 1930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福建莆田媽祖福建莆田媽祖
高球自由行高球自由行獲譽“中國十佳球場”、

“亞洲十大挑戰性球
場”令美巡參賽冠軍“手
忙腳亂”的高難度球
場，非常非常美麗 & 非
常非常大風，高爾夫江
湖里做一回風中的漢子

備註
1. 套餐費用不包括兩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個人保險、球僮 及司機小費等
2. 以上價格按人民幣報價，確認行程之後按當時匯率折算港幣付費或直接支付人民幣
3. 套餐以四人成行為標准，不足四人需補打球和交通差價
4. 使用套餐后可享受會員C場優惠價RMB580/位/9洞
5. 以上價目及內容只供參考，節假日另有附加費，請以本社書面報價為準
 重要提示： 深圳航空香港直飛晉江航班只可免費托運不超過 23KG 的
  行李 1 件（包高爾夫球具），超出部分將收取額外行李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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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三晚觀瀾湖球會豪華房（二人一房）+ 早餐
‧BLACKSTONE COURSE（1 號場）
‧LAVA FIELDS COURSE （5 號場）
‧SANDBELT TRAILS COURSE（2 號場）
‧贈送觀瀾湖酒店燒烤自助晚餐一份（23Dec 晚，限球員）
‧火山岩礦溫泉體驗（168 個冷熱泉）
‧酒店大堂吧酒水券
‧機場往返球會交通接送

超抵玩，又實惠，22 至 26Dec 期間

Bistro on the Rock 自助晚餐免費送，

助力 Blackstone 揮桿，168 個火山巖溫泉，

體驗五大洲不同風情

神秘白色平安夜狂歡等你加入……

備註
此套餐為指定日期出發的自由行套餐，故無領隊帶團
費用不包括往返機票、個人保險、球僮小費等
非球員享用自助晚餐，需要補費用RMB298/ 位
自動放棄用餐不設退款
若單人入住需補房差RMB1050/ 位

日期：22 - 25Dec 或 23 - 26Dec

三個頂級球場‧晚餐‧溫泉‧白色平安夜Party

海口觀瀾湖球會四天三晚
三個頂級球場‧晚餐‧溫泉‧白色平安夜Party

海口觀瀾湖球會四天三晚

各式深海饕餮海鮮吧：
Us. Boston Lobster 美國波士頓小龍蝦
Us. Alaska snow crab leg 美國阿拉斯加雪蟹腿
Hainan red color crab 海南紅花蟹
Norway red shrimp 挪威美人蝦
American prawn 美式羅氏蝦
King clam 大個象拔蚌
Mantis shrimp 瀨尿蝦
Abalone 深海原殼鮑魚
Hainan royal scallop 海南大帶子
Aus. Royal scallop 澳洲皇家元貝
Colourful screw 繽紛花螺
Mussel 青口貝
Star fish 海星等

小丑、人偶、魔術加以白色為主體裝飾
的巨大甜品屋：
超過 100 種甜品
幾十種世界各國不同風味的麵包
印度美食大師身著印度傳統服飾，
為當晚的嘉賓準備了Roti Prata 印度飛餅
Indian Hot Tea 印度拉茶
現場為賓客製作和表演

White Christm
as Eve Party

大餐、表演⋯⋯
精彩待揭曉!!

白色平安夜狂歡大Party

RMB500/位
（原價RMB1088/位）

費用

RMB 3800/ 位  （原價 RMB4350/ 位）

航班資料
KA694 香港 1415 起飛    海口 1535 抵達
 接駁 1610 酒店巴士接機  日日出發
KA693 海口 1630 起飛    香港 1755 抵達
 接駁 1420 酒店巴士送機  日日出發
* 由於假期臨近，機票費用浮動較大，Package 費用唔包往返機票費用
 盡早預訂機票可享低價福利，我司可代訂機位





C

M

Y

CM

MY

CY

CMY

K

仿照carry.pdf   1   2018/11/9   17:2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