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天華欣高球行程裡包括
安排下榻於華欣著名五星
酒店Anantara Spa and 

Resort 與及揮桿於泰國華欣兩大著
名球場 Black Mountain Golf Club 
及 Banyan Golf Club。

兩天賽事都在陽光普照下進行, 首天
為熱身賽 Calvin Klein Golf Day 安
排在 Black Mountain Golf Club 舉
行, 大會分別設立男子組及女子組共
八個豐富禮品( 4 個最遠發球獎及 4 
個最近洞獎 ) 給各球手角逐。

Calvin Klein Golf Day 得獎者如下:

男子組最遠發遠球獎 Reddy Lau 及 
Ng Chi Wah, 男子組最近洞獎 So 
Shing Shun 及 Tim Yu

女子組最遠發遠球獎 Shadow Ho 
及 Wanna Tonak, 女子組最近洞獎 
Keung Yin Hung 及 Chan Siu Hing

九月五日大清早大約七十位球友準時到達香港國際
機場參加由 Golf007 主辦泰國旅遊局及著名牌品 
Munsingwear協辨的泰國華欣高爾夫四天打球樂。



翌日為今次華欣高爾夫的
重頭戲 Munsingwear 
Golf Day, 是次賽事在 

Banyan Golf Club 舉行, 球手為八
個獎項爭取好成績, 經過四個多小
時比賽後結果淨桿冠亞季軍分別
由So Shing Shun 奪淨桿冠軍, 淨
桿亞軍由Wong Chun Kit 及淨桿
季軍由 So Kam Shing 奪得, 而總
桿冠軍則由打出79 桿 Zeng Zhao 
Jun 奪得。

頒獎晚宴當晚由泰國旅遊局特別
精心挑選於 Veranda Spa and 
Resort海灘上舉行, 大會為當日
晚宴佈置得美輪美奐, 在泰國旅
遊局駐港局長 Khun Manenate 
Titiporn致歡迎辭之後, 球友們一
邊享用自助海鮮晚餐一邊欣賞泰
國傳統舞蹈, 而泰國旅遊局還加
設遊戲及幸運抽獎把晚宴氣氛推

至高峰。抽獎禮品非常豐富特別
鳴謝贊助商Honma, Palm Island, 
Wilson staff 等提供。最後晚宴尾
聲由各人在水池邊放水燈而美滿
結束。

今次“ 華 欣 高 爾 夫 團 ”得 到 空
前成 功確是有賴泰國旅 遊 局及
Munsingwear之鼎力支持與各贊
助商之參與, 在此 Golf007 與各
球友向你們致以與萬二分之謝意, 
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再次揮桿於泰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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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踏入冬季之前, 007與廿多
位球友一起踏上征途, 一
路向北, 目的地是韓國最

大的島嶼, 也是當地的渡假勝地--
濟州島。

從香港往濟州島, 港龍航空
有直航往返, 飛行時間只2.5小
時。

十月初的濟州島, 天氣比想像
中的暖和, 氣溫在攝氏18度左右, 
非常舒適, 而且空氣極其清新, 讓
人精神爽朗。

領過行李之後, 便正式開始
這次的旅途, 我們先往參觀在海邊

由火山岩自然形成的龍頭岩, 可能
經過歲月的磋砣, 還需要加點想
像力才能看得出是龍頭的模樣；
繼而前往神秘之路, 在這條看似往
上延伸的路上, 好像有違反常理的
現象, 水往上流, 重如大巴, 在無
動力的情況下, 也會向上溜動, 令
人嘖嘖稱奇, 如果球場的果嶺是這
樣就完蛋了, 首日觀光完畢後, 便
前往晚餐, 來到濟州島, 都會一嚐
當地的特產--黑豬肉燒烤；飽餐
後, 便前往並入住當地的大型韓式
渡假村--大明渡假村（Daemyung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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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te Skyhill 的Marshal車, 十分可爱



第二天早上, 我們前往參
觀了兒童不宜的愛情公
園, 原來韓國人思想比我

們開放多了, 如果香港有這種主題
公園的話, 估計到時又換來喋喋
不休的爭議；頭盤用過了, 該到主
菜--高爾夫, 今次的第一場球, 我
們選擇了由韓國樂天集團投資興
建的Lotte Skyhill Jeju Country 
Club, 相信各位對樂天Lotte 這
名字不會陌生, 集團旗下擁有在
首爾的大 型主 題公園樂天世界
Lotte World, 遍佈全韓國的樂天
酒店, 以至樂天熊仔餅都是出自這
集團；Lotte Skyhill 共有四個9洞, 
分別是Sky, Ocean, Hill 和Forest 
Course, 都是由Robert Trent 
Jones Jr. 設計的, 我們被安排打
了Sky 和Ocean Course, 藍Tee 
總長度約6,600碼, 以難度來說, 
Sky course 會稍稍高於Ocean 
course, 後者落點較寛闊, 前者很
多洞則需要較多的飛行距離穿越
叢林障礙, 沙池的佈局都非常恰
當, 數量適中, 而地型方面, 沒有大

上大落, 不過仍會有微微的起伏；
這裡的環境非常天然成熟, 樹木茂
盛, 除了會所之外, 沒有其它的建
築物, 整體的草坪管理有很好的水
準, 只是果嶺有些崩跳, 主要原因
應該是兩週前做了正常維護, 打孔
鋪沙, 所以未完全回復最佳狀態, 
記憶中, Robert Trent Jones Jr. 設

Lotte Skyhill

Lotte Skyhill 四人球車 Locker Skyhill 消費卡和更衣櫃

Lotte Skyhill 大堂

計的球場, 都是信心的保証, 這裡
也不例外, 球場富趣味性, 每個洞
都有其特色, 不會有沉悶的感覺。

打球完畢後, 肚子響了, 直奔
晚餐去, 晚餐是最為人知的人參鷄
湯, 不過用“粥”來形容會貼切些, 
飽餐後回酒店休息, 準備明天繼續
打球。

Lotte Skyhill



第三天大清早起床, 換過一身裝束後, 大隊前往由韓國
現代集團（Hyundai)投資興建的Haevichi Country  
Club Jeju, Haevichi 的意思是陽光, 所以其Logo 也

是以太陽為主題, 這裡同樣有36洞, 分為四個9洞, 就是Sky, 
Palm, Lake 和Valley couse, 球場設計是出自本地的Jang-
GOLF design。

抵達球會後, 眼球被富現代藝術感裝修的會所吸引著, 
猶如進入了現代藝術博物館, 球友們都忙著拍照留念, 隨後
用過早餐後, 立即動身前往出發台準備出發; 這次, 被安排打
了Sky 和Valley course, 這座球場的特點是設計變化多, 球洞
很多都要飛越障礙, 或水或草叢, 狗腿洞則需計算距離和落
點, 也有水中果嶺, 最要命的是強風, 有些洞感覺像在刮台風
的模樣, 大大增加了難度, 因為fade ball 會變成slice, draw

就變成hook, 逆風時要打大兩號杆, 還好果
嶺較"平易近人", 從草坪管理上, 看得出這是
個用心經營的球場, 如果非要挑剔, 只能說
Valley course的某些洞還有一丁點鋪沙的痕
跡。

打完球後, 前往海邊, 品嚐韓式魚生。

Haevichi

Haevichi

Haevichi

Haevichi 大堂



來到最後一天, 早上前往濟
州島的民俗村, 瞭解原居
民的生活文化, 進入民俗

村後, 講解的部份並非由導遊主
持, 而是由當地的居民, 以帶有韓
語口音的普通話來敘述, 大嬸的友
善和風趣, 還有歌聲, 都贏得球友
們的掌聲和笑聲。告別民俗村之
後, 我們回到市中心的購物區自由
活動, 大巴剛抵, 轉眼間球友便消
失得無影無蹤, 各自去搜羅韓國的

這裡的球僮都是地道韓國姑
娘, 由她駕駛球車服務四位
球友, 司機席猶如她們的工

作間, 她們都不喜歡球友們動她的球
車, 她們身上有遙控器可以讓球車自
動行走, 我遇到的兩位球僮都表現得
非常專業, 面帶笑容非常有禮, 上車
時會先詢問球友的擊球距離以便選
杆, 簡單的英語溝通無阻, 有些球僮
甚至能用普通話溝通, 她們經常手執
十多枝球杆在球場上游走, 給予的球
場資料充足且準確, 在Haevichi Golf 
Club, 如果球友打球期間想喝咖啡, 
不用等待小賣亭的出現, 就直接告訴
球僮, 她會馬上在球車為您沖一杯熱
騰騰的咖啡; 關於球僮的小費, 不用
操心, 已經包含在球僮費裡, 當然, 如
果你願意打償多些, 她們也會樂於接
受。 

濟州島的球僮

高球服飾, 直至傍晚, 大隊集合前
往機場回家去。

今次韓國之旅體驗了不同的
高球文化, 是一次愉快的高球之
旅, 期待等冬天過後, 再來發掘好
玩的。

当地居民敘述濟州岛的生活文化 韓國烤肉韓國著名的生吃八爪魚

中韓友好象徵 - 以中文命名的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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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雞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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