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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福地，真的沒有人
懷疑，去年Rory 赢得2011
年度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錦標後其成績扶遥直上，2012年中
更榮登世界一哥，今次從來的Rory 
又能否衞冕今屆香港公開賽冠軍？   

球友們你對這位世界一哥認識
有幾深? 以下可令各位對Rory認識
更多一些。不講不知今年才23歲出
生於北愛爾蘭 Holywood，County 
down 的 Rory 原來他已擁有MBE
勳章而他的nickname 叫rors。他
繼去年赢得首項大滿貫U.S. Open 
2011後，今年於Kiawah island舉
行PGA Championship 2012在遙
遙領先八桿下赢他第二項大满貫錦
標。

九 月 底 在 美 國 M e d i n a h 
Country Club 舉行的萊德盃，更
譽為史上最精彩的賽事，歐洲隊在
最後一天來個大逆轉再次蟬聯奪
標而Rory在首天Foursomes項目
夥拍Graeme McDowell 擊敗了
名將 Phil Mickelson 及 Keegan 

Bradley，次天Four Ball 項目中
同Ian Poulter搭檔戰勝Jason 
Dufner 及 Zach Johnson 而最後
一天在個人項目更擊敗 2011 年
PGA Championship得主 Keegan 
Bradley 共為歐洲隊奪得寶貴3分。

十月底在上海美蘭湖高爾夫
俱樂部舉行及其總獎金高達700萬
美元的BMW Masters, 瑞典選手
Peter Hanson在最後一輪打出低
5杆的67杆，而以總成績低21杆的
267杆好成績力克世界排名第1的
Rory McIlroy奪下BMW Masters 
冠軍。而 Rory 最後一輪同樣交出
67杆，並以268杆屈居亞軍。

如 想 再 次 見 到 Ro r y及 其他
高球名將如 Matt Kuchar，Paul 
Lawrie，Miguel Angel Jimenez
及萊德盃歐洲隊隊長Jose Maria 
Olazabal精彩的表現就要親身到香
港高爾夫球會 。

一哥
世界

再現香江R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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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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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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沒有太專心打球 。

御風嶺（A場）13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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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開業而來, 與很多
新球場一樣, 球場的存在性備受
爭議, 曾被多次叫停, 事隔兩年, 現
在似乎已經平靜下來; 暫時球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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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程有點遠, 或者選擇住在較
近的春城湖畔渡假村, 也可以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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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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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 國 旅 遊 局 贊 助 ，
Golf007協辦之“ 直航清
邁高爾夫團早前盛大舉

行。受惠於港龍直航清邁之便(飛
行時間大約三個小時)，加上泰國
旅遊局之鼎力支持促成今次位於
泰國第二大省清邁最佳球場揮杆
之旅。 

四天行程安排下榻位於河畔
之五星級酒店RatiLanna與及揮
杆於清邁兩大球場Alpine Golf 
Resort 與 Highlands Golf and 

Spa Resort。得到泰國旅遊局與
著名品牌Munsingwear的鼎力贊
助，直航團推出市場便火速在兩
周內被球友全數預訂下來。 

清 邁 之怡人 天 氣 絕 對 沒 讓
各球友失望，當地氣溫介乎於26
至30度。兩天賽事都在陽光普照
下進行。首天熱身賽Calvin Klein 
Golf Day 安排在Alpine Golf 
Resort舉行，主辦單位設立男女
子組總共八個獎項 ( 4 x最遠發
球獎與4 x最近洞獎 )給球友們角

逐。翌日為今次清邁之旅的重點賽
事Munsingwear Golf Day, 是次
賽事舉行於Highlands Golf and 
Spa Resort 並設立(男女子組最
遠發球與最近洞獎)和總杆淨杆賽
共八個獎項，泰國旅遊局駐港局
長Mr. Saranak Junnapong 亦親
臨晚會頒發獎項，各參賽者之紀
念品與獎項得主獎品均由贊助商
Calvin Klein與Munsingwear送
出，總值超過港幣23萬元。 

經過一番激烈比拼總杆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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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Yu Yau Kin 以總杆數81杆, 一
杆之微壓倒 Mr. G. Benedetti 登
上冠軍。Mr. G. Benedetti 雖敗於
總杆賽，卻於淨杆賽拿下冠軍，淨
杆亞軍和季軍得主分別是Mr. Fan 
Chun Chung 和 Mr. Pang Wah 
Leung Wallen. 

頒獎宴設於Sir ipanna 酒
店，球友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
賞泰國傳統舞蹈之餘亦可試試運
氣參與抽獎活動，抽獎活動禮品

極之豐富，由贊助商RatiLanna, 
Mandarin Oriental, Le Meridien, 
Mustela, The Oasis Spa, Flight 
of Gibbon 送出。 

今次 “直航清邁高爾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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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於
泰國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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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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有D高山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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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00多年歷史既麗
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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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格里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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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