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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文摘前進關島高爾夫假期 
2019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14 日出發 (第 005、006 團)  累積出團人數：167 

往返航班 

 

  (起飛及抵達皆為當地時間，關島較台灣快 2 小時) 

☆☆感感恩恩節節++聖聖誕誕節節++關關島島購購物物節節，，前前進進關關島島正正是是時時候候☆☆  
☆☆機機位位有有限限，，請請盡盡速速報報名名以以確確保保出出發發☆☆  

行程特色  

1. LeoPalace 尼克勞斯、阿諾帕瑪二場球，再送暢打免費！ 

＋魚眼海洋公園夕陽漫步、海底觀景＋關島 No.1 晚餐秀  物超所值 

2. 探索距離台灣最近的美國領土落地簽，不需事先申請簽證，輕鬆方便。 

3. 不再是紅眼班機，搭乘華航班機早去晚回，與飛，採日韓、東南亞所費時間無異。 

4. 挑戰關島的大師級球場–里歐皇宮鄉村俱樂部尼克勞斯球場以及阿諾帕瑪球場，以及遠

近馳名、刺激好玩、關島的地標–Mangilao 過海球場。 

5. 全程安排全新改裝關島最時尚的里歐皇宮渡假飯店(LeoPalace Resort)，地處內陸，無市區

喧囂，距杜夢灣車程僅 30 分鐘，打球方便，飯店高檔，自在逍遙。 

6. 開放二晚讓來賓自行探索關島美食，體驗自主旅行樂趣。(備有建議餐廳，可協助訂餐) 

 

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抵達地點 

11/16 (六) 

12/14 (六) 
桃園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 CI26 08:00 13:50 關島國際機場 

11/20 (三) 

12/18 (三) 
關島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 CI25 15:20 17:45 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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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 台北 關島 LeoPalace里歐皇宮渡假村 

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距台灣最近的美國國土、西太平洋珍珠、購物天堂

關島，展開為期 5 天綺麗而多采多姿的海島高爾夫之旅。 

抵達關島後，立即搭乘豪華巴士直抵關島最時尚的渡假勝地–里歐皇宮島渡假村入住。里歐

皇宮甫於 2019 年春季新裝完成，《高爾夫文摘》貴賓均獲升等，下榻於時尚新穎的尊爵客

房(Premier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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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飯店稍事安頓後，隨即前往關島魚眼海洋公園遊覽，魚眼公園有一座長達 280 米的情人

橋，當年陳昇的暢銷 MV “Summer” 即在此取景。我們於夕陽時分抵達，沐浴在舉世聞名

的關島落日之中，自木橋漫步來到公園盡頭的海底展望塔，深入海底 10 米深，觀賞近在眼

前、五彩繽紛的魚類生態。 

晚間，我們享用豐盛的海鮮自助晚餐，餐後接著欣賞全關島最棒的晚餐秀，在令人目不轉睛、

嘖嘖稱奇的查莫洛風味文化表演中，感受關島這座西太平洋島嶼所帶給您的見面禮！ 

 

中餐：機上   晚餐：魚眼公園晚餐秀   夜宿：里歐皇宮渡假村尊爵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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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里歐皇宮鄉村俱樂部 (開球時間 08:00) 

關島里歐皇宮渡假村(LeoPalace Resort)是西太平洋地區首屈一指的渡假飯店，它位於關島中

心區的丘陵地帶，擁有二座世界級高爾夫球場、婚禮教堂、SPA、棒球場、足球場、網球場

等多項設施，佔地 520 萬平方公尺，相當於東京迪士尼加上海洋迪士尼二座樂園合計面積的

2.5 倍，幾達關島總面積之 1%。飯店剛剛歷經開幕 20 餘年來最大幅度的改裝，呈現有如凡

賽斯般的義大利時尚風貌，將令你大為驚豔。飯店並設有免費穿梭巴士，定時開往市區，方

便您前往杜夢灣鬧區逛街購物。 

 

今天和明天，我們將挑戰里歐皇宮渡假村裡的二座世界級高爾夫球場。這二座 18 洞錦標級

球道分別出自傑克˙尼克勞斯與阿諾˙帕瑪之手，是全球同時收錄二位大師作品僅有的七處

地點之一。其中尼克勞斯球場更於 2018 年 1 月獲得 Golf Digest 評選為關島排名第一的高爾

夫球場。 

不同的球場，反映了不同設計著的思維，在 Leo Palace 尤其明顯。帕瑪所設計的球道難度很

高，考驗打者的信心與耐心，球道障礙多，其中還有必須飛躍峽谷的設計，挑戰性十足。而

尼克勞斯也不惶多讓，狹窄的腹地、波浪狀的起伏、策略性沙坑的配置，這些金熊的特色，

在這裡都一覽無遺的展現了。二座場地兼具景觀與挑戰性，曾多次舉辦國際大賽。能夠打到

二位大師的作品已屬難得，何況是一次同時體驗！您一定要多帶球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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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們將特別加碼，招待您今明二天下午的加打，您無須再額外付費。(須於 17:00 前結

束擊球返抵會館；放棄加打不退款) 

今明兩天中餐都由來賓自理。您可以在球敘結束之後於會館內自由點餐，下午免費加打，或

留在飯店享受悠閒時光，或利用飯店巴士前往杜夢灣市區逛街、購物、用餐，體驗關島「購

物天堂」的熱情活力以及百般風貌。 

今天的晚餐在飯店內的餐廳「天空游膳」享用，

由我們為您搭配美味的亞洲料理，為旅遊的心

情助興。 

早餐：球場   中餐：自理   晚餐：里歐皇宮渡假村餐廳「天空游膳」 

第 3天 里歐皇宮鄉村俱樂部 (開球時間 08:00) 

早餐：球場   中餐及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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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天 里歐皇宮渡假村 曼吉勞高爾夫俱樂部 (開球時間 08:00) 

 
今日前往此行壓軸–曼吉勞高爾夫俱樂部(Mangilao Golf Club)。首先在令人驚豔、180 度面

對海洋的會館享受生氣勃勃的早餐，保證讓你在驚奇、感動之餘，手機拍不完。 

接著下場打球。曼吉勞球場於 2012 年為 Golf Digest 選為美國以外世界排名第 79 名球場， 

1990 年代由知名的 Nelson & Haworth Design 公司所設計，位於關島東部海岸，前九洞開闊，

有來自海洋的貿易風挑戰，後九洞自第 11 至 14 洞則沿著海岸而建，擁有極佳的景緻與充滿

挑戰的球道，特別是 Par 3 第 12 洞 Tee 台與果嶺之間為海，開球必須一桿飛越懸崖，藍梯

180 碼，白梯 160 碼，海風的吹襲加上視覺上的挑戰，大幅增加擊球的難度，球友若能一桿

上果嶺，可獲得球場所頒的證書，十分珍貴，可作為一生的紀念。 

打完球回到飯店，稍事梳洗，可至鄰近的杜夢灣鬧區繼續未完的購物行程。 

早餐：球場  中餐及晚餐：自理 

第 5天 里歐皇宮渡假村 關島國際機場 台北 

早上在飯店內悠閒享受早餐。10:00，我們將開放飯店知名的結婚教堂供大家自由參觀拍照。

12:30 出發前往機場搭機，為此行劃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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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 

每位 NT$52,800，費用包含： 

1. 機票：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含機場稅。機票使用依照團體票之限制與規定。 

2. 飯店：2 人一室，含飯店或球場早餐。 

3. 球場：行程中所列 3 場球果嶺費及球車、及飯店與球場間之交通。 

4. 餐食：球場早餐，及行程中所列之二晚餐。含魚眼海洋公園門票。 

5. 行李：每人可托運二件，限重各 23 公斤，依航空公司規定。  

6. 領隊小費 NT$1,500。 

7. 依行程投保每人責任險 500 萬元，醫療險 20 萬元。(實支實付)  

團費不含： 

1. 個人開支，如午餐、二晚餐、行李超重費、各項自選行程等。 

2. 護照工本費 (大人 NT$1,500)。 

※ 升級商務艙：另以個人票方式報價。 

※ 單人房加價：NT$12,000。不打球來賓減收 NT$10,000。 

11 月 16 日、12 月 14 日，僅有二團，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請支付新台幣 20,000 元訂金以完成報名程序。(16 人以上保證出發) 

報名專線： 

02-27119906 綺麗多旅遊 James 許燦庭、Katy 高渼媛  
 

線上洽詢訊請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