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天: 抵达约翰内斯堡 – 太阳城  (午,晚餐) 
在抵达约翰内斯堡机场,我们的约堡代表将会迎接您,私人转程转送您至太阳城(车程大约 2个小时).  

第一场 18 洞开球将会在失落之城高尔夫俱乐部,午餐和高尔夫球车都会包含.您的欢迎晚餐将在

Orchid 餐馆享用.

失落之城The Palace

传说中，来自非洲北部的古代文明来到这田园牧歌般的山谷建立新的家园的时候，为他们的国王修

建了华丽壮观的宫殿，而之后不幸的被一场大地震摧毁。在原址上修建的 The Palace 酒店重现了当

时的繁华，包含了壮丽的建筑风格，众多的客房，精致的装修细节，诱人的美食和无可比拟的 动运

休闲设施 .The Palace 拥有 338 间豪华客房其中包括了 4 间豪华套房.这是招待有着皇室品位和挑剔眼

光的客人最佳的地点 . 所有的好处都来自亲切的个人服务

失落之城高尔夫球场 

失落之城高尔夫球场 ,太阳城,位于南非西北县。这座高尔夫球场的地面被起伏和岩石雕刻出 . 坐落在 Gary 

Player Country Club 附近的一个小山, 失落之城的设计拥有不同的性质. 与球道宽阔与果岭这会是一个对

不同的程度的球员来说相当奇妙的经验. 失落之城高尔夫球场 腹地大于 100 公顷 and 包括 28000 平方米的水

景-高尔夫球车是必须的。招牌洞–最危险的区域就是他的 13th 洞. 拥有栖息在水利的鳄鱼有些还长约 2

米。球员不建议到池里去检索他们的球.这不寻常的水障碍增加了失落之城刺激和趣味性．不遗余力的是这座

球场成为了一大杰作． 

第 2 天: 太阳城  (早,午餐) 
今天早上, 准备就绪您就能在 Gary Player 乡村俱乐部– 南非排名第三的球场 (NedBank 主办场

地))您的第二场１８洞挥杆.午餐和高尔夫球车将会包含在内. 打完球之后，搭乘私人的接送前往南

非北部的比林斯堡野生动物园，南非第 4大野生动物园－一看五霸: 大象、长颈鹿、犀牛、河马、

蹬羚.  

亮点：

* Gary Player 乡村俱乐部(排名南非第 3) * Ernie Els 酒厂

* The Lost City 高尔夫俱乐部       *五霸野生动物园

* De Zalze 冠军球场 Stellenbosch * 非洲咖啡厅晚餐

* Clovelly 西部角乡村俱乐部 * 桌山游览



Gary Player 高尔夫球场  

The Gary Player 俱乐部是被认为最难和

严格的球场.自 1981 年起它就成为了

Nedbank 挑战的首选. 这个球场要求球

员相当大的体能和准确性. 相对的球场拥

有相当误导的性质- 水障碍, 诡诈的沙

坑，缺乏了坡度的果岭，使得难度增加. 

这个球场相当的完美无暇拥有着宽敞的基

库尤球道和弯曲的果岭虽然这个绿地相当平坦.拥有许多水障碍，诡诈的沙坑 .这个球场也穿越了非洲丛林,

以灌木丛为界. 

招牌洞 
Gary Player 俱乐部, 但对于风险和奖励突出的是排名第 9 .您可以从发球台开始这 5 杆，然后到一个绿色

海岛进行第二场惊险和富有挑战的高尔夫 

第 3 天 :  太阳城 –  开普敦   (早, 晚餐) 
一早，您将与我太阳城的代表会面，他将协助您转程到约翰内斯堡机场办理您的登机手续前往开普

敦。抵达开普敦机场后, 我们的开普敦治代表将会迎接您,私人转程转送至桌晚酒店; 途中将会游览

桌山,（取決於天氣状况）..晚餐将会在 Sevruga 餐厅享用 

桌湾酒店 
座落在开普敦历史悠久的 V&A 码头，桌湾酒店不仅是向这个举世闻名的海湾的一次典雅致敬，同时也开创了

五星级酒店服务，美食和奢华的顶级标准。桌湾酒店的外观大气磅礴，其现代化的设计大胆创新， 明朗可爱

的天蓝色维系着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酒店于 1997 年 5月份盛大开幕，由当时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亲自主持。 

酒店共有 329 间房间, 一半瞭望桌山一半凝视大西洋。酒店内有 300 平

方米的健身房和 SPA 俱乐部。整整 500 平方米的平台和户外泳池沐浴在

非洲的日光之下。泳池边设有酒吧， 还有户外按摩浴缸让人身心完全

放松。酒店提供管家服务和 24 小时订餐服务。桌湾酒店的一大优势是

它极佳的地理位置。酒店连接开普敦最著名的大型豪华商场 Victoria 

& Alfred ，商场共计 4万平方米，内有 240 家商铺从早上 9 点经营到晚上 9 点，全年无休。 

酒店内的商务中心提供完善的设施和服务，包括旅行订票，导游安排， 各式办公设施， 租车和货币兑换

等。酒店内还有 5 个华丽典雅的会议场所， 可容纳举办 10至 300 人左右的宴会或活动。 

酒店有 2间餐厅 1 间酒吧，皆为开普敦著名的用餐场所。旅客可一边用餐一边眺望壮丽的桌山和俯瞰海港。

在桌湾酒店, 才能真正体会优雅奢华的生活方式。 



第 4 天: 开普敦  (早,午, 晚餐)
今天您将会在 Stellenbosch De Zalze 高尔夫庄园享受您的第 3回 18 洞高尔

夫 .包含高尔夫球车.您的午餐将在 De Zalze 高尔夫球场，午餐后前往 Ernie 

Els 酒厂品尝葡萄酒. 今晚的晚餐将再开普敦的市中心-西贡餐厅享用 

De Zalze Golf Estate
这个高尔夫锦标赛球场, 由 Peter Matkovich 所设计, 位于 Stellenbosch 高尔夫球

场旁，在迷人的高山前，由轻声起伏的葡萄园所包围。De Zalze 是一座在开普酒乡被低估了的宝石.这座亲

切的俱乐部，他的氛围，让它成为了球员最佳的度假胜地 

第 5 天:  开普敦 (早, 晚餐) 
今天将会是一个轻松的一天您将会在 Clovelly 

乡村俱乐部完成您的最后一场第 4场 18 洞高尔 

夫. 打完球后，坐车前往开普敦保留区游览最

著名的半岛和灯塔. 回到开普敦后, 享受你最

后一晚在开普敦的真正的非洲式庆祝晚餐 .

Clovelly 俱乐部 

坐落在原始和宁静的 Silvermine 山谷 相当的接近开普敦 Fish Hoek 的 Clovelly 乡村俱乐部. 拥有一座全

南非最好的高尔夫球场。Clovelly 为会员和游客提供一个难忘的经验. Clovelly –像精致的开普敦葡萄酒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提高,  它的品质也是在南非公认的. 这种声誉是建立在温暖的 Clovelly’s “家族” 

特征和卓越的设备. 它也被南非的高尔夫 文摘 投选为南非最受欢迎的球场。  

第 6 天:  离开开普敦  (早餐) 
私人转程送至开普敦国际机场，程达客机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