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爾夫文摘業餘世界盃 

前進布拉格★奧捷 12天 

2018 年 6 月 6 日修訂 

使用航班    

日期 出發地點 航空公司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日期 抵達時間 

7/26 (四) 桃園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 CI063 23:10 維也納 7/27 (五) 06:20 

8/05 (日) 維也納 中華航空 CI064 11:35 桃園國際機場 8/06 (一) 05:20 

行程特色  

1. 當前歐洲炙手可熱的政治明星、布拉格市市長克爾娜喬娃(Adriana Krnáčová)女士盛情邀

請，親自以酒會接待。 

2. 國人首度歐陸高爾夫之旅，與來自全球的 Golf Digest 高端讀者以球會友，深具意義。 

3. 搭配維也納＋薩爾茲堡奧地利雙城風華，浪漫的多瑙河、仙境般的湖區風情，發現歐洲

另類風采。 

4. 精選各地風味餐以及優質餐廳，讓您同時滿足口腹之慾，並增廣見聞。 

5. 全程安排住宿四～五星等級飯店：布拉格連續 5 晚、維也納 1 晚住宿 5 星級酒店。 

6. 薩爾茲堡：世界聞名的鹽洞探秘之旅。名列世界遺產的庫倫洛夫，精巧小城、青石街道，

搭配可愛古物，令人流漣忘返。歐洲露天博物館美譽的布拉格，在球敘之餘可撥空外出

探秘，發現東歐人文驚奇，創造您自己的專屬旅程回憶！ 

7. 獲贈由贊助商提供價值超過 25,000 元之精緻禮物＋大會禮物，物超所值，高爾夫文摘讀

者專屬禮遇，僅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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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表示：★表含門票 ◎表下車參觀 未標示者表行車經過  

第 01天(7/26)   台北－維也納 

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歐洲大門維也納，展開國人首度的歐陸高爾夫之旅。 

夜宿：機上 

第 02天(7/27)   維也納－薩爾茲卡默古特湖 (聖沃夫崗、哈斯達特) 

清晨抵達維也納國際機場，隨即驅車遊覽多瑙河岸最美麗的風景區、同時也是世界遺產的瓦

荷河谷，遠眺矗立山丘上的古堡，還可見葡萄園點綴於兩岸綠野平疇間。首先沿著電影《真

善美》之路來到薩爾茲卡默古特湖區，千萬年前因冰河侵蝕而產生的湖泊、宛如藍寶石般灑

落、群山環繞的湖區宛如仙境，拜訪湖畔最享盛名的◎聖沃夫崗小鎮，因輕歌劇《白馬亭》

而聞名於世，雖是人潮不斷的度假勝地，卻仍保有古樸鄉村建築，精緻小巧的商店，均令人

流連忘返。繼續前往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湖畔小鎮◎哈斯達特，秀麗湖面宛如玻璃般晶瑩剔

透，不時穿梭湖面的小船，劃破粼粼波光，散發大自然的魅力色彩。 

中餐：奧地利湖區鱒魚風味餐  晚餐：奧地利烤雞料理  

住宿：Hotel Goldenes Schiff 或同級（湖區飯店非指湖邊的飯店，亦非面湖房型，以大床房

型為多，若遇湖區飯店客滿，則改住宿薩爾茲堡四星級飯店，敬請知悉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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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天(7/28)   薩爾茲卡默古特湖區－哈萊因鹽礦－薩爾茲堡(城堡纜車) 

早餐後，前往參觀世界最古老的★哈萊因鹽礦，在此您將穿上採礦工作服，乘坐長木條狀運

輸車開始鹽礦之旅，引領你進入地底世界，其間古味十足的木滑梯之特殊設計新鮮刺激，是

一項難忘的體驗。中古時代以鹽礦交易而富甲一方的薩爾斯堡，集優美街道、阿爾卑斯自然

風景、以及音樂文化於一身，一直是全世界遊客嚮往之地。前往◎米拉貝爾宮花園，精心設

計的歐式庭園及雕像造景，也是 1965 年電影《真善美》中的拍攝場景之一；續跨越薩爾河、

漫步於老城區，巴洛克樣式的◎主教皇宮、氣勢恢宏的◎大教堂，每年的音樂節就在教堂廣

場前揭開序幕；◎莫札特廣場上紀念雕像更是旅人最愛的拍攝景點、◎蓋特萊德街兩旁商家

掛滿精緻的鍛鐵招牌，瀰漫濃厚中世紀氣息，而蓋特萊德街 9 號的◎莫札特之家正是莫札特

的出生地；自由漫步於薩爾河畔欣賞街頭藝人獻藝、或瀏覽古城內各式特色商店、找個露天

咖啡座、甚或登高俯瞰古城，薩爾斯堡的美將讓您永難忘懷！ 

特別安排搭乘奧地利境內最古老之一的★城堡纜車，登上薩爾茲堡城堡，昔日的城堡是中歐

保存最完善的要塞，如今是俯瞰整座薩爾茲堡市的最佳觀景點！ 

★薩爾茲堡名流美食餐廳 St. Peter Stiftskeller-Das Restaurant 創立於西元 803 年，超過 1,200

年的歷史成為中歐最古老的餐廳。餐廳位於聖彼得修道院旁，從前是修士們釀酒的酒窖，因

此感覺就像坐在洞穴中用餐。餐廳悠久的歷史文化、吮指回味的美味料理、賓至如歸的服務，

自開業以來，吸引無數名流來此用餐。本行程特別安排於此用餐，讓您的旅程寫下一頁歷史、

文化與美食共織的篇章！(如遇餐廳休息或客滿，則改安排著名的 K+K 餐廳) 

早餐：飯店內  中餐：奧地利炸豬排風味餐  晚餐：名流美食餐廳  

住宿：Crowne Plaza Salzburg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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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4天(7/29)   薩爾茲堡－庫倫諾夫 

早上驅車沿秀麗山景抵達另一列名為世界遺產之古城◎庫倫諾夫；中古世紀古堡、青石街

道、紅瓦房舍 散發出濃濃的中古氣息，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漫步於中古世紀的玫瑰之城，

蜿蜒盤 據於伏爾塔瓦河上游，中古世紀古堡、青石街道、滿城的紅瓦房舍，時光彷彿凍結

在中古世紀，沿著 古城階梯漫步到山坡上的◎古堡，五彩刮畫的◎城塔是全程最耀眼的地

標，從城堡的橋廊鳥瞰古城，經典的紅屋頂海就在您眼前。今晚，我們將打扮成王公貴族，

享用★中古世紀晚宴，來一場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早餐：飯店內  中餐：捷克鄉村鱒魚風味餐  晚餐：中古世紀宴+換裝體驗  

住宿：RUZE HOTEL 或 Wellness Hotel Diamant 或同級 

 

第 05天(7/30)   庫倫諾夫－布拉格 

午餐後，前進此行重心「百塔之城」布拉格，在本活動官方飯店辦理入住手續。 

05:30 pm 自飯店出發前往市政廳 (步行 10 分鐘) 

06:00 pm 市長克爾娜喬娃女士歡迎酒會 

07:00 pm 返回飯店，出席開幕晚宴(Opening Dinner) 

早餐：飯店內   中餐：捷克風味餐 Restaurant: KRCMA SATLAVA  晚餐：下榻飯店 

住宿：Ambassador Zluta Husa Hotel（5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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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城市輪廓及著名的查理大橋(Karlův most) 

 
布拉格市市長克爾娜喬娃(Adriana Krnáčová)女士 



 

6  

第 06天(7/31)   布拉格 

08:00 am 自飯店出發前往位於 Zbraslav 的★布拉格城市高爾夫俱樂部 (車程 40 分鐘) 

09:00 am 抵達球場，享用咖啡、茶點 

10:00 am 第 1 洞及第 10 洞雙邊開球；打球期間場內提供礦泉水、香蕉、麵包 

 4 回合均採 Stableford 方式計成績，差點最多報 36，每日視成績而調整 

03:00 pm 打完球後於球場享用午餐 

05:30 pm 離開球場，返回飯店 

早餐：飯店內 中餐：球場 晚餐：百年地窖餐廳 Restaurant U Zlaté konvice 飯店步行 6 分鐘 

 

布拉格城市高爾夫俱樂部 位於布拉格市郊的 Zbraslav 區，是一座 Links 球場，由捷克知名

的高爾夫好手切卡(Alex Cejka)與蘇格蘭建築師 Jeremy Ford 聯合設計，2009 年啟用。球場道

路平坦，容易步行，每位球員報到時可獲碼數本。歐洲打球一般採自行拉桿袋車，不用桿弟。

此球場備有球車、動力手拉車、以及桿弟，數量均有限，如欲使用需先提出要求。(桿弟費

另計) 

海拔 201 米 

標準桿 72 

黃梯 5,766 米 難度(CR) 70.9 坡度(SR) 134.0 

紅梯 4,983 米 難度(CR) 72.0 坡度(SR) 131.0 

【不打球貴賓行程】3 小時布拉格市區漫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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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天(8/1)   布拉格 

08:00 am 自飯店出發前往★Panorama 高爾夫渡假飯店 (車程 1.5 小時) 

09:30 am 抵達球場，享用咖啡、茶點 

10:30 am 第 1 洞及第 10 洞雙邊開球；打球期間場內提供礦泉水、香蕉、麵包 

03:15 pm 打完球後於球場享用自助式午餐 

05:30 pm 離開球場 

07:00 pm 返抵布拉格 

早餐：飯店內     中餐：球場     晚餐：布拉格風味餐 Michal Restaurant 

 
Panorama 高爾夫渡假飯店 2017 年開幕，捷克排名第二的高爾夫球場，共有 27 洞，出自捷

克著名設計師 Libor Jirasek 之手，基本上是一座丘陵球場，打球過程中可以欣賞鄉間以及周

邊市鎮景觀，本活動將安排挑戰錦標級的森林以及草原二個 9 洞球道，主辦單位提供球車以

及碼數本。 

海拔 372 米   標準桿 72 

黃梯 5,778 米 難度(CR) 72.9 坡度(SR) 137.0 

紅梯 4,992 米 難度(CR) 74.8 坡度(SR) 138.0 

【不打球貴賓行程】本日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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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天(8/2)   布拉格 

07:30 am 自飯店出發前往位於 Liberec 的★Ypsilon 高爾夫渡假飯店 (車程 2 小時) 

09:30 am 抵達球場，享用咖啡、茶點 

10:00 am 第 1 洞及第 10 洞雙邊開球；打球期間場內提供礦泉水、香蕉、麵包 

04:00 pm 打完球後於球場享用輕食 

04:30 pm 離開球場，前往 Jested 電視塔 

05:00 pm 抵達 Jested 電視塔，在塔內餐廳享用自助式午餐，同時欣賞週邊鄉間景色 

06:30 pm 離開 Jested 電視塔 

08:00 pm 返抵布拉格 

早餐：飯店內    中餐：Jested 電視塔    晚餐：自由 

 

Ypsilon 高爾夫渡假飯店 2006 年開幕，出自中歐地區知名設計師 Keith Preston 之手，獲得捷

克高爾夫文摘極高評價，會館坐落於山丘，坐收球場美景。球道起伏大，具有挑戰性。球場

無球車，但備有動力手拉車可要求，並提供碼數本。 

海拔 420 米  標準桿 72 

黃梯 5,679 米 難度(CR) 71.1 坡度(SR) 132.0 

紅梯 4,834 米 難度(CR) 72.2 坡度(SR)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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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球貴賓行程】 

 
與球員一同前往俱樂部，之後可選擇前往球場所在的 Liberec 地區造訪熱帶花園，或是 Jested

電視塔，最後與球員在此享受午餐(17:00)。交通由大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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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天(8/3)   布拉格 

07:00 am 自飯店出發前往★Marianske Lazne 皇家高爾夫俱樂部 (車程 2.5 小時) 

09:30 am 抵達球場，享用咖啡、茶點 

10:15 am 動身前往各洞梯台，準備 Shotgun 

10:30 am Shotgun 開球；打球期間場內提供礦泉水、香蕉、麵包 

03:30 pm 出發前往 Marianske Lazne 的 Esplanade 飯店，在飯店內盥洗 

04:30 pm 頒獎暨閉幕儀式，自助餐會 

06:30 pm 離開 Esplanade 飯店 

10:00 pm 返抵布拉格 

 
Marianske Lazne 皇家高爾夫俱樂部  這座偉大非凡的高爾夫球場啟用於 1905 年，是捷克最

古老的高爾夫球場，同時也是歐洲大陸第一座冠以皇家之名的球場；全世界以皇家為名的球

場不過 40 餘座。整座球場宛如公園般的美麗，輝映奧匈帝國時代燦爛的歷史，地面平坦，

適於步行。本球場沒有球車，但可應要求提供動力手拉車以及桿弟；主辦單位提供碼數本。

(桿弟須付費) 過九洞賣店備有熱狗以及酒精飲料等。 

海拔 760 米  標準桿 72 

黃梯 5,839 米 難度(CR) 72.0 坡度(SR) 126.0∕紅梯 5,156 米 難度(CR) 73.1 坡度(SR)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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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球貴賓行程】 

可選擇造訪風景如畫的瑪麗亞溫泉鎮(Marianske Lazne)，這裡有許多別緻的餐廳，以及銷售

當地工藝品、紀念品的商店。也可以到 Esplanade 飯店內享受 Spa，並與先生一同參加頒獎

典禮。 

第 10天(8/4)   布拉格－維也納 

早餐後自飯店出發，參加布拉格城市半日遊，午餐後返回維也納，前往近郊具有 900 年歷史

的★克羅斯特內堡修道院，同時也是奥地利最古老也是最大的葡萄酒酒莊之一，特別安排於

修道院內享用奧地利風味晚餐。隨後亦可利用時間前往選購施華洛世奇等奧地利知名紀念

品，為旅程畫下完美句點。 

早餐：飯店內 中餐：布拉格風味餐 Restaurant: STARE CASY 

晚餐：修道院風味餐＋葡萄酒 

住宿：Hilton Vienna 或同級 ★★★★★ 

第 11天(8/5)   維也納－台北 

早餐後自飯店出發前往維也納國際機場搭機返國，為此行劃下完美句點。 

第 12天(8/6)   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還有豐富的大會禮物、比賽獎品 ……. ※歐洲無線上網僅提供中華電信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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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made TP5x 高爾夫球結合五層結構，完美提升開球木桿及鐵桿的擊球距離及控制力，

打造高爾夫球界頂尖的果嶺邊倒旋表現，每位報名嘉賓均可獲贈一打；價值 2,500 元。 

 

捷克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級保養品–菠丹妮，深受人們喜愛， 

每位報名嘉賓均可獲贈精華選粹一組；價值 1,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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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匠人創新 ARTINN Golf 開發的專利抗壓伸縮高爾夫球桿袋，最適合出國旅遊， 

|價值 15,800 元，每位報名嘉賓均可以獲贈一套： 



 

14  

加高爾夫文摘 Line@ 

方便以網路聯繫 

團費 

原價每位 NT$168,000。高爾夫文摘活動特惠價 NT$128,000。此價格效期至 6 月 10 日止 

費用包含： 

1.機票：依行程所示之航空公司經濟來回團體機票，機票使用依照團體票之限制與規定。 

2.旅館：二人一室雙人之觀光旅館房間為原則，單人房者費用另計。 

3.球場：行程中所列球場之果嶺費、手拉車、飲食 (賣店除外)、交通。 

4.餐食：於機上或餐廳使用，早餐於飯店內使用，午餐、晚餐以行程表所列餐食為主。 

5.遊覽：詳如旅程表內所列各項觀光節目，含觀光用遊覽車費、導遊費及入場券。 

6.需托運之大件行李，每人乙件 30 公斤，依航空公司規定。  

7.依行程投保履約責任險 1 億 8 千萬，責任險 200 萬，每人醫療險 20 萬元(實支實付)。 

8.機場稅、燃油稅。 

9.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10.訂金每位 NT$30,000。 

團費不含： 

1.一切純粹個人性質之開支，如洗衣費、郵電、飲料費、行李超重費等。 

2.球場桿弟費，及主辦單位未提供之球車費用。 

3.護照工本費 (大人 NT$1,500)。請確定護照有效時間為六個月以上。 

※ 升級豪華經濟艙加價：單程 NT$11,000，來回 NT$22,000。(由航空公司視機位情況提供) 

※ 升級商務艙：另以個人票方式報價，自團費中扣除團體經濟艙票價 NT$30,000；自備機

票亦同。 

※ 單人房差：NT$39,500。 

※ 本活動由鳳凰旅遊與高爾夫文摘聯合推出，一旦成行，將與純旅遊客人合併出發，但不

影響行程，特此敬告。 

預訂請支付新台幣 30,000 元訂金，支付方式於確定報

名後提供。 

洽詢專線： 

02-27311639 分機 255˙0932-196777  

陳泰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