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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ra Golf & Country Club,Malaysia

Ayer Keroh Country Club

Golfing
Malaysia

Golfing
Malaysia

馬來西亞一直以來都是旅遊熱點，筆者亦曾經留下無數的足跡，但是

當年的我還未接觸高爾夫，所以對馬來西亞的高爾夫球場從未加以考究，

記得初學高爾夫的時候，曾經到過沙巴打球，可惜當時的我，落場時大部

份時間都專注於揮扞動作，甚麼握杆、企位姿勢、上杆、下杆等已經把我忙

過不停，完全忽略了球場的優美，印象十分模糊。

事隔多年，決定再到馬來西亞享受揮杆的樂趣之餘並希望發掘到些

漂亮的球場與各位分享，今次我選擇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及車程一個半

小時的馬六甲為目的地。

首站抵達有古城之稱，亦被譽為馬來西亞文化發源地的馬六甲，在這

裡，共有四個球場，車程最多也不過是三十分鐘。

马来西亚高爾夫在马来西亚高爾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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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er Keroh Country Club

第一個要挑戰的球場便是 Orna Golf 

and Country Club，開業於1997年年尾，由

美國Andy Dye 設計，共有27洞，分為北、

西、東場，以東西的組合為正規錦標賽場，

難度較高，北場則相對較短及容易；球場

地型有些起伏，但落差不大，球道並不算狹

窄，不過大部份球道或多或少都有水障區，

很多時候需要發球過水，這裡多條狗腿洞

都十分精彩，除了需要發球過水外，還要計

算落點距離，短則入水，長則入草叢；藍Tee

全長差不多6,700- 7000碼，對一般業餘球

手來說有一定要求。這裡容許球車於球道上

行走，對女仕來說應該十分受用；不過其草

坪管理質只屬中等水準，仍然有很多進步的

空間。

第二站便是馬六甲內歷史最悠久的球

會 -  Ayer Keroh Country Club。原先為一片

森林，到1966年，由當時的馬六甲第一任總

理 Tun Ghafar Baba 促成，並由他負責球

場的設計，現在共有27洞，分為Governor，

Tunku，Ghafar場；令我興奮莫名的便是其

成熟茂盛的場內環境，密麻麻的樹林，一棵

又一棵足有樓高六、七層的參天古樹，景色

無懈可擊，置身其中，感覺捧極了。球道隨

著地型高低起伏的伸延著，落點大多都較為

狹窄，左曲右彎，佈局緊湊，洞洞各有特色，

不過，如果你自問球技只屬一般，最好還是

選擇打白Tee，因為藍 Tee的長度超過7,000

碼，加上容錯度只一般，極有可能在打球的

途中，你會發覺球包內的球不夠用。這裡的

草坪管理同樣地出色，由發球台至果嶺，草

坪翠綠密茂，打起球來也特別精神。

另一個同樣地出色的球場便是Tiara 

Golf and Country Club，這是一個令人容易

產生錯覺的球場，驟眼看來應該不難處理，

但是當你踏上發球台後，看清楚形勢，你便

會發覺你身處於一個並不容易的處境；這

裡同樣地擁有27洞，分為Lake, Meadow及

Woodland 場，由我們熟悉的球場設計師

Nelson Haworth 設計 (即世紀海景的設計

者) ，以Meadow 及Woodland 的組合為錦

標賽場規格，除了距離較長外 (藍Tee超過

6,600碼)，落點的寬度屬中等而且都有障

礙在守護著，發球很多時都要飛越障礙及

要求準確的方向性，而果嶺附近亦巧妙地

佈置著沙池，令難度大大地提高，至於Lake 

Course，以水為主打，佈下了大量的水障

礙，稍一出錯便會打進水裡去，三個場的挑

戰性頗高，趣味性極之濃厚；場內環境經

過悉心打理，井井有條，加上原本成熟的草

木，湊合成一幅又一幅美麗的景色，令打球

時倍覺怡神；草坪的水準令這球場錦上添

花，美上加美。

馬六甲內第四個球場便是建於一個巨

大的渡假村內 – Afamosa Golf Resort. 除了

有27洞高爾夫球場外，這裡還有水上樂園、

西部牛仔城、野生動物園，適合小朋友等的

1 Orna Golf and Country Club 第九洞;

2 Ayer Keroh Country Club 第八洞;

3 Ayer Keroh Country Club 第二洞;

設施，另外有較成年人喜歡的小型賽車及小

型滑翔機等玩意。渡假村走的是大眾化家

庭式路線，與現今大部份超豪華渡假村截

然不同，而球場方面，雖然建於一塊平地之

上，但設計師Ross Watson 注入頗多有趣原

素，如將球道推土，令它更有立體感；其中 

Crocodile 場的一洞臨近鱷魚池，可以清澈

地見到棲息的巨型爬蟲；Rocky 場則會如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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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難看到一塊塊大石分佈於場內；Palm 

Course 除了滿佈棕櫚樹外，更有一洞出現

頗為罕有，浮于水中的島型發球台；整體而

言，Afamosa 的球道容錯性屬中等偏高，水

障礙亦是其主要的防線，球道左曲右彎，趣

味性相當不俗，至於草坪方面，亦有中上表

現，不過從其他球友和球會中得知其草坪的

表現並不穩定，尤其是夏天雨季的時候，草

坪的保養並不容易。

如果你住在馬六甲市內，這四個球場都

只需不到半個小時的車程，甚為方便，而今

日的馬六甲市區與往日比較，可說是天淵之

別，比諸以前繁華及現代化多了，五星級酒

店選擇多的是，超巨型的商場到處皆是，聽

說這些商場是免稅的，不過購物並非我的興

趣，所以並沒有親身去體驗一番，食物選擇

亦多，放眼所見，有粵菜、潮州菜、日本菜、

西餐、馬來菜、印度菜，幾乎想到的也有，

當然少不了那些國際連鎖店如必勝客、麥當

勞、肯德基等。若你較喜歡看古蹟，必定要

去唐人街，這裡被政府保護，亦被列入為世

界文化遺產，其原貌一直保存至今，除有地

道的美食之外，於每週末，這裡更被作為跳

蚤市場，相當熱鬧及具特色。

告別馬六甲，回到吉隆玻，我一嘗兩個

著名的球場，要算名氣大，我絕不能錯過 

Saujana Golf Club，因為多年來都被評為

馬來西亞第一球會，且舉辦過無數的國際

賽事，球會坐落於市區與機場之間，進入球

會後，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出入的都是價值不

菲的名車，球友口中的都是一大枝的雪茄，

果然氣勢非凡；Saujana Golf Club 開業於

1986年，己經有23年的歷史，這裡共有36

洞分為Bunga raya 及 Palm 場，設計的都

是由美國設計師Ronald Fream負責，尤以

Palm Course 最出名，除了因為是會員場

外，有限制地開放給訪客使用，這個場曾經

並繼續地舉辦很多國際賽事；因為時間有

限，我只能選擇打其中一場，我的當然之選

便是Palm Course，踏上球場上，便已經令

人雀躍，其草坪保養可謂頂一   級，真是令人

愛不惜手，果嶺速度快且暢順，不禁說聲讚

好，前九洞地勢多上落，落點較狹窄，很多

時都需要飛越障礙，亦有盲點進攻，剌激好

玩，很多的狗腿洞，需要將球放落較好的落

點才會有好進攻角度。後九洞地勢依然有上

有落，不過視野較為開揚，水障區明顯地增

加。整體而言，極具大場風範，設計合理且

好玩；球車配有GPS設備，可以提供距離資

訊，甚至可以聯絡餐廳點外賣；球場的悠久

歷史可以從場內成熟的環境看得出來，雖然

臨近市區，會看到些建築物，與及場內某些

球道會看到一些別墅，但亦無損我享受這個

一級球場的興致。

此旅程的最後一站 – Palm Garden 

Golf Club，為馬來西亞著名的大集團IOI擁

有(據球會經理說，其老闆便是馬來西亞第

三富豪)，出自Rick Robbins手筆的27洞，分

為Putra, Palm 及 IOI Course，以Putra 及

Palm 的組合為錦標賽場，兩個球場可謂大

器開揚，有些少高低起伏，落點普遍較為寬

闊，可以用心愛的一號木狂轟，雖然如此，

不過有個別球道設有隱蔽的水障區，沙池亦

滿佈於落點附近，用以懲罰偏離軌道的球，

一般五杆洞都較短，而其中兩個長三杆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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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ujana Golf Club - 馬來西亞第一球會,其草坪保養可謂一級

2 Saujana Golf Club 球車配有GPS設備;

3 Palm Garden Golf Club 第18洞;

4 Saujana Golf Club ,Palm Course第5洞;

5 Sunway Hotel & Resort;

4 5

3要全程飛越水障到果嶺，部份果嶺的面積

也較細，且大部份果嶺都被沙池守護著，要

攻上果嶺還是要拿出真本領來，所以別想

著可以輕易地打出好成績令自身的差點降

低；至於另一個九洞IOI Course 風格完全不

同，球道雖然比Putra和 Palm的要短些，可

是落點狹窄，球道兩旁要不是幾乎不可能

找球的樹林，便是白樁(OB)，容錯性低，不

過就多了刺激及壓逼感。球會的實際年齡

我亦不太清楚，但是觀乎場內的成熟的環

境，尤其是IOI course，相信其年紀跟我一

樣，也不小了。

順帶一提，今次我選擇住宿於有十多

年歷史的老牌五星級酒店 Sunway Hotel & 

Resort，並非因為要去它的水上樂園或帶有

機動遊戲及表演的主題公園遊樂一番，主

要是為避開市內繁忙的交通及靠近這兩個

球場(最多不過20分鐘車程，一別十年，這

所酒店風采更勝往昔，除裝修未有呈現老

化外，無論酒店及房間仍然豪華舒適(主樓) 

，員工彬彬有禮且效率高，另外與酒店相連

的超巨型商場更加繁榮，食肆、商店有如繁

星，更備有酒吧街，非常熱鬧，就算住上三

數天也不愁寂寞。

今次的馬來西亞之旅帶給我驚喜，印

象尤以深刻的是Ayer Keroh Country Club 

及 Saujana Golf Club. 其實馬來西亞遍佈

著更多的球場，我期待著下次再去發掘更多

的驚喜及美麗的回憶。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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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景高爾夫渡假村
Lakefront Golf & Resort , Huizhou

訂場

平日     *￥520

              ￥550

假日      ￥850

包括：

- 果嶺費+球僮球車(二人用)+衣櫃

- *週一、週二、週三全日，週四、週五

  早上09：00前及13：30後開球

兩日一夜套餐

平日               ￥1420

一平一假        ￥1750

假日               ￥2120 

包括：

- 2x18洞果嶺，球僮球車(二人用)+衣櫃

- 一晚球�住宿(二人一房)+早餐

- 皇崗<>球會來回交通 (關口禁區內上落，

  方便舒適)

備註：

- 四位以上成行，不足四人需補附加費 

- 入住濤景單人房附加費￥140

由
華標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興建的一家集五星級酒店，國際標準的高爾

夫球場等配套項目於一體的休閒度假中心。度假村位於惠州市江北木墩

湖內，臨近風景秀麗的東江。

　　度假村內配套設施俱全，五星級酒店主樓的150間豪華商務客房及環湖建有的

60套獨立別墅，共擁有390間客房。

　　高爾夫球場全長7013碼，共18洞，後9洞的燈光球場不受時間限制，即使在夜

晚，也可以讓閣下瀟灑揮杆。球道設計融合了獨特的天然地勢，集優美的自然環境

與巧妙的球道構思于一體，新穎別致。在山間起伏，球場的秀麗景色，江湖美景盡收

眼底。度假村設有中西餐廳、多功能會議廳、網球場、專賣店，以及配有桑拿、蒸汽

浴、水療浴池等的康樂中心。優越地理環境，專家級球場，一流的服務，是商務休閒

的首選。

查詢熱線：3413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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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有很多年沒踏足菲律賓了，上次試過了馬尼拉的球場，今次的目的地是 - 克拉

克。

對克拉克這名字應該不會很陌生，這裡是菲律賓的經濟特區，自1971年美軍

撤走後，這個顯赫一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越戰主要的戰略基地) 的前美空軍基地，便改建

成為大型娛樂渡假村，裡面有27洞高爾夫球場，有水上樂園，有賭場，還可以自駕小型飛

機。

從香港出發約坐一個半小時的飛機，便來到克拉克的Diosdado Macapagal 國際機場，

機場並不算大但是井井有條，拿過行李便上車，不到五分鐘便到達目的地 -- 由香港集美集

團投資的 Fontana Leisure Parks & Casino。

Fontana的主樓有中西和茶餐廳、酒吧、咖啡廳，也有高爾夫專賣店，便利店和紀念品

店，當然少不了這裡的特色 - 賭場，另外有少量的客房，我被安排入住這裡的雙層別墅，一

進入別墅區，便感覺濃濃的美式佈局，跟電影裡面沒兩樣，環境既寬敞也寧靜，不錯！

走進別墅裡面，兩層高樓底的大廳非常舒適，一樓有三間客房，一個廚房，二樓有偏廳，

兩個客房和一間書房，最特別的，也是我每天打完球之後必到的地方--花園裡的泳池，打完

球後跳進去泡一泡，爽呀！

之旅克拉克 菲律宾

1

2

3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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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餐後，迫不及待去Fontana 裡面的Korea Country Club打

球，這裡共有27洞，由Mr Lim Sang Ha設計，是Clark最新的球場，我

試了AB場的18洞，白Tee有6518碼，以白Tee來說十分長，球場地勢高

低起伏，有些洞的落點頗窄，兩邊又是OB，所以有一定壓逼感，水障礙

不多，沙池數量適中，整體來說，除了數條兩邊都有OB的球道覺得不

太合理之外，設計上仍然很有趣味性，特別喜歡16洞，四杆洞，383碼，

其實並不是因為特別好玩，而是因為它的水中果嶺極為漂亮，特別是

從第17洞發球台往下看回去；還有第18洞，四杆洞，459碼，右狗腿，發

球最好能靠多右便多右，不過太右有危險喔，因為如果開到中間或太

左，攻果嶺的距離就大大增加，而且還要飛過障礙，我對這種佈局特

別喜愛。

菲律宾

8

9

10

11

1   Fontana別墅區充滿美式味道 

2   雙層別墅空間大, 每間還有私家泳池

3   Fontana Resort 內的觀光馬車

4   Fontana 內泳池

5   Korea Country Club 第16洞

6   Fontana內的茶餐廳,粥粉面飯,咖啡奶茶,份外親切

7   50米泳池

8   Korea Country Club 第一號洞

9   兒童戲耍

10 鬼馬的Caddies

11 球僮跑到球道幹麻? 原來是開球禮, 誰接到球有獎

     金, 莫非他們練了少林金鐘罩? 不怕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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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球我們去了著名的 Mimosa Golf & Country Club (之前叫作Clark Golf 

Club)，這裡有36洞，分為湖景(Lakeview Course) 和山景(Mountain View Course)，

而山景場係Championship Course，由大師Robert Trent Jones Jr 設計，最短的藍

Tee有6358碼，如果嫌太短的可以打金Tee 6782碼或最長的綠Tee 7303碼，這是一

個老場，場內環境超成熟,樹木密茂，沒有多餘的建築物，感覺一流，球場主要在山

谷內穿插，有很多好玩的狗腿洞，佈局精彩合理，比較要小心處理的是第三洞Par 4 

353碼，右狗腿洞，雖然距離短但是球道窄，開波要算準落點，否則不是打穿入樹林

便是打短入長草(很難找球那種)，果嶺小，稍有偏離便上不了，而且球道還崎嶇不平

(Uneven Lie)，不容易應付的一洞。場內很多流動小販賣球，而且不貴，還有新鮮椰

青賣喔。

Mimosa 第三洞（山景場）

場內流動小販

場內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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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是經濟特區，所以環境及冶安都做得很好，笫三個晚上決定跑到外面去看看，我們去了一個大型商場SM Mall裡逛街

和吃飯，這個商場挺巨型，這裡食品都以西式為主，牛扒，炸雞，義大利麵條，漢堡飽，Pizza，也有地道菲律賓菜，選擇很多，來

到菲律賓，一定要試一下出名的芋頭和芒果雪榚，呵呵。不過後來聽球友說，原來剛開了一個更巨型的Metro Mall，可惜沒時間去

看看。

這裡還有紅燈區Angeles City，整條街都是Agogo Bar，即是很多靚女在臺上跳舞讓你看或陪你喝酒那種，飲品收費也不

貴，去見識一下也無妨。

克拉克給我的印象不錯，渡假村內設施應有盡有，兩個球場各有特色，草坪也有很不錯的水準，玩了四天覺得不夠，下次再

找球友去！

Mimosa 一號洞（山景場）

SM Mall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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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盛鄉村俱樂部
Pine Valley Sports & Country Club,Guangdong

珠
海萬盛鄉村俱樂部座落於廣東以

南的珠海特區，宛如鬧市中的世

外桃源. 四周園林茂密，風光如

畫，俱樂部內的湖泊更以景致動人見稱, 久

違了的群山翠嶺、碧波蕩漾，以及那藍天白

雲的天然美景盡收眼底。當您放下一天緊

張而忙碌的工作想輕鬆一下時；當您拋開一

切俗世煩悶時；那，萬盛鄉村俱樂部帶給您

的就是一個如此世外桃源般的休閒天地。

　　萬盛高爾夫球場的每個球洞均充分利

用山勢的起伏和水庫的形狀來進行設計，

給球手提供無限的挑戰樂趣，無論是位於

高低起伏的山地，還是平坦之處，或是佈滿

沙坑等障礙之中，其設計之匠心獨運、精

妙絕倫，非親身領略而不能體會。連續獲得

“2001年中國最佳新球場”及“生態環保

球場”等稱號。

查詢熱線：3413 5678

訂場連船票

星期一、四 ￥710      

星期二、三、五 ￥750 

假日 ￥1100

包括 :

-18 洞果嶺、球僮 ( 一對一 )、

 球車 ( 兩人用 )、衣櫃、保險、

 香港 <> 九州港船票

一天一夜套餐 

平日￥960                

星期六 , 日及公眾假期￥1320

包括 :

-18 洞果嶺、球傳 ( 一對一 )、

 球車 ( 二人用 )、衣櫃、保險

- 一晚球會住宿 ( 二人一房 ) 

- 中港城 <> 九州港船票

兩天一夜套餐 
平日：            ￥1290       

平日 + 假日：￥1540       

假日：            ￥1790

包括 :

-2 x 18 洞果嶺、球僮 ( 一對一 )、

 球車 ( 二人用 )，衣櫃、保險 

- 一晚球會住宿 ( 二人一房 )

- 香港 <> 九洲港船票  

備註： 

-1. 單人使用球車附加費 RMB120

-2. 單人房附加費：星期日至四 RMB220   

     假日 RMB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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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套餐

  平日     ￥630        

  假日     ￥930

- 18洞果嶺,球僮球車(二人用)+衣櫃

- 皇崗<>球會來回交通

一日一夜套餐
  平日    ￥920         

  假日    ￥1,180

- 18洞果嶺 + 球僮球車(二人用) + 衣櫃

- 1份早餐 + 1份晚餐

- 一晚怡安大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 皇崗<>酒店<>球會來回交通 

兩日一夜套餐

  平日           ￥1,480       

  一平一假    ￥1,780       

  假日           ￥2,080

- 2x18洞果嶺 + 球僮球車(二人用) + 衣櫃

- 1份早餐 + 1份晚餐

- 一晚怡安大酒店住宿(二人一房)

- 皇崗<>酒店<>球會來回交通 

1. 球僮一對一或一對二安排要根據球會最

後安排，單人球車差額RMB80/場

2. 單人房附加費RMB150

鳳凰山高爾夫球會
Feng Huang Shan Golf Club, Dongguan

位
於深圳與東莞交匯處的鳳崗鎮雁田區，臨近機荷/水官/莞深高

速公路沿線，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離深圳機場及皇崗口岸僅需

40分鐘車程。現建有標準18洞球場，球道全長6806碼，標準杆

72杆。

球場每個球洞的設計更與天然地勢融合為一體，球場設計秉承原有

鳳凰山山脈之特色來進行18洞佈局組合，球道走向充分利用荒廢石礦場

地勢，形成山地球道風格，通過高差的變化、有趣的障礙及冒險路線的安

排，將趣味性和挑戰性完美結合。

查詢熱線：3413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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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2 1350
查詢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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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山松柏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擁有36洞高爾夫球場及五星級酒店群，位於風景

秀麗的黃山市屯溪區黃山雨潤度假區內，設施齊全，裝飾豪華，集運動、休

閒、度假、餐飲、住宿、康樂於一體。

黃山高爾夫酒店於2001年10月1日正式營業，2003年1月份被國家旅遊局正式評

定為五星級酒店，是黃山市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酒店坐落於高爾夫球場正中央，現有各

類客房540餘間(套)。

俱樂部現有彩虹穀及翡翠穀兩個國際標準的18洞高爾夫球場，隨著芙蓉穀球場

2009年6月的開工建設，屆時黃山高爾夫將擁有華東地區最大規模的54洞高爾夫球

場。

由於是在樹木繁茂的林地中建造球場，設計師巧妙地在樹木與山崗中設計球道，

使球場保留了各種松樹、水杉、柏樹26000多棵，球道中留植的景觀樹有445棵，另外

還有山茶園約90畝。所以，走進黃山松柏高爾夫球場， 山巒起伏、松柏綿延，四周是鬱

鬱蔥蔥的茶田，翠綠的球道鑲嵌在湖光山色之中，美不勝收。

查詢熱線：3413 5679

四 / 五天套餐

四天：HK＄3960 

(星期四、六出發，機票七折計)

五天：HK＄3850 

(星期二、日出發，機票五折計)

包括：

- 深圳<>黃山機票

- 翡翠谷18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用)

- 彩虹谷18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用)

- 三/四晚黃山松柏高爾夫球會酒店三樓  

  行政房住宿(二人一房)

- 天天早餐

- 機場<>球會交通接送 

黃山松柏高爾夫球會
Huangshan Pine Golf Cl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