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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瑞銀香港高爾夫球公
開賽於粉嶺香港哥爾夫球
會圓滿結束, 西班牙48歲老

將Miguel Angel Jiménez再創寫
歷史, 成為歐巡賽歷史上最年長的
歐巡賽冠軍, 值得可喜可賀。

Jiménez最後一日表現非常
出色, 造出5隻小鳥的65杆, 以總成
績低於標準杆15杆的265杆, 打敗
一眾世界頂尖球手獲得冠軍, 贏得
333,330美元獎金。 

此次是Jiménez職業生涯裡
贏得的第19個歐巡賽冠軍, 包括
今次在內, 其中12個冠軍都是在
他40歲之後奪得, 而他上次的歐
巡勝利是在2010年奪得Omega 
European Masters 2010。 

Jiménez其實對於香港高爾
夫球會並不陌生, 他曾在2004年
及2007年兩次在粉嶺奪得香港高
爾夫球公開賽的冠軍。 

今年是他第24年參加歐巡賽
事對於自己成為巡迴賽史上最年
長冠軍感到開心, 他表示自己一直
在享受打高爾夫球, 這些年來他
不斷告訴自己要保持良好心態, 才
能夠與年輕球手競爭。 

賽事最後一日的冠軍之爭異
常激烈, 一度對Jiménez造成極大
威脅, 最後僅以一杆之差屈居亞軍
的瑞典球手Fredrik Andersson 
Hed, 於最後一日表現同樣突出, 
全日捉到6個小鳥, 以總成績低於
標準杆14杆的266杆完成賽事。 

而一直受到眾多國內及香港
球迷支持的中國球手張連偉在最
後一輪打出73桿成績只能屈居並
列第15位。香港六位球手方面只
有Timothy Tang 在首兩輪做出 
74/67 成績得到晉級而其餘五位
球手都行人止步。

至於2012年瑞銀香港高爾夫

三度奪冠！

Miguel Angel Jiménez

球公開賽, 四日入場觀賽人數共錄
得40,341人。這項總獎金200萬美
元, 由歐巡賽、亞巡賽及香港高爾
夫球總會共同認證, 並得到盛事基
金贊助支援的賽事。

  世界一哥 Rory McIlory 成績
差強人意未能晉級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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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 Golf慈善賽2012
Pok Oi Cheering Golf Day 2012

由博愛醫院舉辦第九屆「博
愛Golf慈善賽」於11月22
日(星期四)正式舉行, 今

屆活動榮幸獲得香港中山僑商會
為主要贊助, 以及雅居樂長江高爾
夫球會提供場地贊助, 秉承過去
多年的成功經驗及各界的踴躍支
持, 本年度參加之球手超過100位, 
除一眾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總理
們外, 另有多名藝人紅星包括：黎
瑞恩、蘇志威、伍衛國、李思雅、劉
丹、車婉婉、區瑞強、戴志偉、林迪
安、羅文、陳志球、張美蓮、宋豪
輝。

博 愛 服 務 香 港 至 今 已 有
九十三年, 向以「博施濟眾 • 慈善仁
愛」為宗旨服務社群, 為了不斷革
新服務, 使更多不同的社會階層受
惠, 博愛醫院自2004年開始, 舉辦
博愛高爾夫慈善賽, 藉此為本院各
項社會服務籌募經費。今年已是博
愛第九年舉行「博愛高爾夫慈善
賽」, 藉此讓各高球愛好者共聚一
堂, 在增進彼此友誼之餘, 亦為博
愛醫院之長者服務籌募經費, 惠澤
社群。

於開球典禮上, 先由博愛醫院
董事局主席潘德明致歡迎詞, 再聯

同博愛醫院活動籌委
會 主 席何 榮 添 副主
席、活動籌委會聯席

主席方俊文副主席、籌委會委員簡
陳擷霞總理、李志峰總理、林辰峰
總理、何開端總理、博愛醫院董事
局譚姜美珠副主席、梁天富總理、
歐倩美總理、朱華樹總理、潘治忠
總理、簡浩秋永遠顧問MH、吳俊
華當年顧問、趙瑤當年顧問, 以及
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AGA)會長黎
瑞恩小姐及蘇志威等人一同主持
開球禮, 為第九屆「博愛Golf慈善
賽」正式揭幕。大會特設多項比賽, 
讓高球好手競逐, 包括：隊際總桿
獎、個人淨桿獎、最遠距離獎、最

近球洞獎、一桿上果嶺及一桿進
洞大獎, 讓他們切磋球技, 一較高
下。

比賽結果最終由李思雅小姐
奪得最遠距離獎, 最近球洞獎則
由Richard Wong取下。至於隊際
總桿季軍由中山市創世紀汽車隊
奪得, 亞軍由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
隊奪得, 隊際總桿冠軍則由歐倩美
總理隊摘下。個人淨桿方面季軍由
丘月嬌女士奪得, 亞軍得主為區瑞
強先生, 冠軍由Brian Lo排眾而出, 
奪得淨桿冠軍殊榮。

日期：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地點：中山雅居樂長江高爾夫球會（A場）



今屆 比 賽 的 各項 獎 品 及禮
物得到各界商戶的鼎力支持。特
此鳴謝各贊助商, 包括活動主要
贊助機構－香港中山僑商會、鑽
石贊助商－交通銀行及中山市創
世紀汽車有限公司贊助價值人民
幣二十六萬之邁騰1.8T尊貴版名
貴房車一部為「一桿進洞大獎」
之獎品、B & E Trading Limited
贊助多利卡斯堡紅酒作「一桿上
果嶺」之禮品, 同時鳴謝民億實
業有限公司贊助是 次 大 會的球
衣和太陽帽, 與及大會指定相片
打 印 贊 助商－佳 能 香 港 有 限 公
司。此外, 活動亦獲得通城鐘錶
有限公司 (精工表)、集德創建飲
食管理有限公司、Bridgestone 
Golf、Golf Magazine、Kasco、
Le Coq Sportif、Macgregor、
Munsingwear、Mustela、Nike 
Golf、Porterline、Pura Golf、
Srixon、Taylormade贊助大會抽
獎禮物。與此同時, 亦需感謝上海
商業銀行、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港分行、香港藝人高爾夫協
會、各隊慈善隊伍、各主席總理們
及各界媒體的贊助與支持。



今年分別是Golf007十二週
年和GOLF Magazine十
週年慶，特別crossover 

齊齊慶祝生日，已經於10月26日假
座於惠州棕櫚島高爾夫渡假村完
滿結束。

慶典當天，共有130位球友
參與，早上十時大合照後便隨即
18洞齊齊開球，大會安排在每個
洞均設有遊戲奬品，有最近洞奬、

最遠發球奬，兩杆最近洞獎等, 即
使打爆洞，球友們仍可以在下一
洞再努力; 在C3的三杆洞，設下
擂臺”Beat the Host”，由主辨
方Bruce，Rocky，Vincent分別接
戰，與球友同樂; 球賽至下午三時
完畢，移師至棕櫚島鄉村會所餐
廳舉行晚宴。

晚宴上，祝酒之後，隨即頒發
18洞的比賽奬項，然而更讓人期

待的幸運大抽獎亦接著開始，豐
富的獎品，讓球友們屏息住氣，專
心聆聽主持人宣讀幸運兒的名字，
免得錯過了被OB，特別要鳴謝所
有大力支持和贊助的同業，令慶典
的愉快氣氛推至巔峰; 當晚主人
家之一的Rocky被球友們圍攻，喝
醉至在臺上施展詭異的步法，將
跌不跌，十分有趣，晚宴就在一片
熱烈的歡樂聲中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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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的贊助商, 衷心多謝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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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經到過昆明旅遊, 我想你應該也遊
覽過這個奇景, 它在三億年前沉睡在海底, 
至200萬年前才浮出水面, 它就是“石林”, 

這裡的溶岩石柱，密集整齊，雄偉高大, 又像怒髮衝
冠似的, 分佈區域廣闊，所以被列為地球八大自然景
觀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 這裡竟然建造了三個18洞的高
爾夫球場, 其中兩個對外開放, 分別是A場“御風嶺”

和B場“大師會”, 至於C場“領袖峰”是留給會員專
用的。從昆明機場出發, 大概需要1.5小時的車程, 而
我是從春城湖畔高爾夫渡假村出發的, 坐了大概40
分鐘的車便抵達球會會所。

御風嶺（A場）4號洞

御風嶺（A場）7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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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所給我的第

一感覺是, 外型時
尚、簡約, 可惜我預備的時間

不夠, 未能好好觀賞一番, 體會會
所設施和服務 到步後便直奔球車
停放處, 出發打球；三個球場都是
由Brian Curley設計的,今次我選
擇了B場“大師會”(其實也不是我
選的, 是球僮極力推薦), 大師會球
場是三個球場中唯一的一個以錦
標賽規格定位, 全長7203碼, 球道
組合很豐富, 有長有短, 有些球道
落差甚大, 而且有的開揚, 有的富
壓逼感, 變化衆多, 個別球道的容
錯性不高, 頗多的果嶺或被升起或
是障礙重重, 危機四伏, 在進攻路
線的選擇上, 留給球手很大的發揮
空間, 不過老實說, 我打完後其實
對球道印象並不深刻, 並不是因為
設計不好玩, 而是感覺太棒了, 沿
途的景色與衆不同, 我被深深的吸
引著, 在這裡不難看到零星散落的
岩石, 讓我最深刻的, 一定是9號和
10號洞, 標緻性的石林奇景盡入
眼廉, 令我又一次驚歎大自然的神
奇,加上令人讚歎的草坪管理(使用
Bentgrass 和鉑金草), 令我興奮
不已 。

御風嶺（A場）13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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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開業以來, 球會尚
未有提供住宿, 所以要住在別處如
昆明市中心, 不過如果你要打兩天
的話, 可以選擇住在較近的春城
湖畔渡假村, 同時體驗春城這亞洲
第一的球場；對我來說, 車程不是
問題, 能夠打到如春城及石林般這
種獨特又細緻的高水準球場, 一切
都是值得的。

領袖峰（C場）12號洞

御風嶺（A場）7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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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風嶺（A場）8號洞

部分相片由石林球會提供

大師會（B場）9號洞

大師會（B場）10號洞

10



11



12



由玉龍雪山位於雲南省麗
江，球場在碼數長度系世
界第一，雖然位於雪山腳

下但仍有海拔有成3,100米咁高，
呢排見香港咁熱決定北上歎下打
番幾場清涼波，從深圳出發兩個小
時鬆D機程就到，現時香港更有直
航到達麗江，更加方便！

球場建於玉龍雪山既山腳，
頭九大部份位於平地，部份有水障

礙，後九位於山腰，較多dogleg，
上落波幅亦較大，挑戰性亦較高。
球場的沙池亦大同深。

由於球場海拔高，空氣稀薄
令打球比正常遠15-20%，但由於
呢處藍tee都比廣東省的6,300-
6,400碼多出幾百碼，所以並冇令
打球易左，反而見D四杆洞個個4
百幾5百碼有D驚。據球僮講有10-
15%球手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高山

症，包括頭痛、心跳加速、呼吸唔
暢順等等。

個場碼數的長度驚人，雖然
話空氣稀薄可以打遠D，但打波當
日落小雨，令打球距離比正常短
左......所以打得比較吃力，亦由於
落雨令雲霧較低，攪到我地睇唔
到個靚雪山景......不過球場附近景
色仍然都幾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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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有機會去呢個聞名以
久，點解我咁想去？ 一) 
我對祖國既名川秀山非

常響往，二) 對少數民族既好奇，
三) 未試過響咁高海拔開波(麗江
有2,000幾米高，玉龍雪山更超過
3,000米高)，四) 完成我打哂中國
球場的超級大滿貫夢想.....可惜仲
有大把球場未去

球場倚住文筆海而建，頭九
洞一路打上山，所以較多狗腿及
blind shot洞，挑戰性亦較高，後
九就大部份圍繞湖邊而建，有幾個
開波要過水，不過球道都幾寬闊、
開揚，可以大棍開波。整體設計有
易有難，相當好玩！

全場因為倚山及水而建所以
景色相當靚。個場保養一流，正到
痹！設計上雖然主要靠水同沙做障

礙，較少飛山過崖，但系佈局都好
精彩好玩，選杆、計算落點、準確
性都好重要，一不留神就會中招入
陷阱，但系又唔算太難太騎離 (我
打白Tee)；景觀亦頗成熟，球僮亦
唔錯，值得一贊。

黎到麗江，當然唔止打波，除
左參觀古城同睇show之外，仲去
左好有氣勢既著名景點虎跳峽，
同埋去騎馬 -- 開頭諗住都系馬夫
拖住度下步，去到時又見D馬仔細
細，以為碎料，仲搶條強繩自己騎
當正自己系西部牛仔，點知原來
我地選的路線要上山又要飛奔落
斜，好彩007身手有番咁上下，否則
必定人仰馬翻(要安全D最好出發
時講清楚你可以接受的刺激度及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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