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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很高興能夠與一百多位朋友在惠州候鳥高爾夫球場，
共聚歡渡了 Golf007 18 週年誌慶，希望在將來會更加多機會
同各球友在球場上見面，今次亦希望每位參加者都有一個愉
快難忘的一天。

 此外好高興知道今年香港高爾夫公開賽得到了日本著名球
桿品牌 Honma 的贊助能夠順利進行，希望將來有更加多公
司及企業能夠支持香港高爾夫的運動，另外我們公司舉辦的
旅遊團，除日本、泰國等旅遊熱點之外，今年前往杜拜及毛
里求斯的球友亦有很好的增長，相信主要原因是這些旅遊點
的價錢都非常吸引，所以吸引不少球友到當地打球，而當地
的球場及酒店設施等亦都有相當高的水平，相信未來仍會有
更多球友到這些熱點旅遊及打球。

 展望 2019 年因人民幣的匯率下調的情況下，相信會有更
多香港的球友回到深圳、惠州等地區打球，特別是港珠澳大
橋的開通，去珠海中山澳門旅遊及打球亦會有一番新景象，
我們亦會順應多做一些到這地區打球的套餐給球友選擇，希
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回顧這 18 年藉此對所有球友及業界友好致最深切的謝
意，非常幸運得到你們的厚愛及支持，令我們得以健康地成
長，我們會努力不懈做得更好。

 此外還與海外及廣東省多家球會、酒店及度假村緊密合
作，專門針對香港球友不斷推出優惠套餐，總言之優惠陸續
有 來，但 大 家 記 得 多 些 留 意 www.golf007.com 網 站、
Facebook、微信及我們定期發出的電郵呀！最後希望你們像
過往一樣繼續支持。

下次生日會再見！

陳永康 Bruce

安琪
高爾夫用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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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下眼又六十年又一個甲子年，適逢 Honma 也是六十週年新贊
助新氣氛，好讓近日對場地的不利消息通通化解冲淨。

回顧公開賽創立之初時 1958 年，據了解由香港哥爾夫球會會員 
Kim Hall 致函當時澳洲高球名將 Eric Cremin，詢問他能否順道
前來香港參加首屆香港公開賽。Eric Cremin 回覆詢問獎金金額
問題，於是 Kim Hall 聯絡《南華早報》，取得該報章贊助費 
1,000 澳洲元 ( 當年 1959 年，一澳洲鎊約可兌換十二港元 )，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遂於 1959 年 2 月誕生。而另一資深會員
吳肇基 (Willie Woo) 表示，當年 Kim Hall 十分熱衷創辦賽事，
而吳氏運用其人際脈絡協助台灣選手來港比賽。

第一屆賽事，賽會邀得當年港督柏立基作主禮嘉賓。柏立基
在致辭時表示，希望賽事可一年復一年地舉辦下去現今六十
週年。而首屆就由 22 歲的青年小伙子台灣選手呂良煥以
281 桿（75-70-68-68），以一桿之微力壓澳洲的拿高和 
Bruce Crampton，成為首屆冠軍，而當日約有一千名球迷
入場觀看比賽與去年比賽吸引合共四萬多入場人數相比証明
高球普及了不少。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HONG KONG OPEN 2018

首屆冠軍呂良煥

最精彩賽事首選
2008 年個屆又是第五十屆香港高爾夫球公
開賽。在正式比賽前，大會請來 9 位歷屆
冠軍前來粉嶺高球場以紀念賽事 50 周年，
包括澳洲的彼得湯臣、德國的蘭格、南非的
科斯特、南韓的姜旭淳、英格蘭的戴臣、西
班牙的奧拉沙保、蘇格蘭的蒙哥馬利、西班
牙的羅拉和占文尼斯。

結果賽事需要兩輪的加洞延長賽才決定勝
負，相隔 14 年再次在香港哥爾夫球會的 
18 號洞上演，當日在場的觀眾看得熱血沸
騰，緊張萬分。最後由不負眾望由中華台北
球手林文堂以一隻小鳥球為這場賽事劃上完
美句號，亦為眾多在場支持的華人觀眾舒一
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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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MA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看看今屆「HONMA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大 會 邀 請 球 手 名 單 有 Patrick Reed 現 年 28 歲 2018 美 國 名 人 賽 冠 軍，2014 年
WGC-Cadillac Championship 冠軍，世界排名 17 位來頭真不少同西班牙名將好多球迷偶
像 Sergio Garcia，世界排名 27 的他，威水史就不用多講也是和 Patrick Reed 都擁有件
Green Jacket，33 項職業賽事冠軍而今屆萊德盃 以 17.5 比 10.5 大勝美國隊主力成員。

Tommy Fleetwood 眾所周知靚仔長髮眾女仕
寵兒，來自英國高爾夫好手世界排名 10 位
是今次賽事排名最高的球手，4 項歐洲巡迴
賽冠軍，他優美的打球技術連本人也著迷，
今年不妨入場留意下。

等我講 DD 看下你地記得與否？爭奪冠軍
一度進入白熱化，首先中華台北球手林文
堂在 18 洞錯失小鳥推桿，將比賽拖入延長
賽。這場延長賽在標準桿 4 桿的第 18 洞
展開，另外兩位是同樣以低於標準 15 桿完
成比賽的選手分別是北愛爾蘭年僅 19 歲神
奇 小 子 Rory McIIroy  和 意 大 利 選 手  
Francesco Molinari。林文堂第一桿出現偏
失，球落入球道左側的樹林中，然而他沒
有放棄，第二桿如有神助，球穿過樹叢放
到距離球洞 6 英尺處，並最終收穫小鳥，
現場觀眾為這美妙的一發出一片歡呼。

當時林文堂並沒有認為這比賽就此結束，
Rory McIIroy 也在該洞拿下小鳥，比賽不得
不再次進入延長賽，現場觀眾氣氛推到沸
騰，歡呼聲此起彼伏。這一次，林文堂沒
有給神奇小子留下喘息的機會了，第二桿
將球放在距離洞口一尺的位置，並最終推
出小鳥球贏得第 50 屆瑞銀香港高爾夫球公
開賽的冠軍。

Patrick Reed
2018美國名人賽冠軍

Sergio Garcia
33項職業賽事冠軍

Tommy Fleetwood
4項歐洲巡迴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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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盟主雪茄佬之稱號
Miguel Angel Jimenez 今
屆能否五奪殊榮 ?

而中國球手方面就由梁文沖聯同肖博
文出戰今年「HONMA 香港高爾夫球
公開賽」

而香港年青好手  Matthew Cheung (左) 
同 Steven Lam ( 右 ) 上月成功在外圍賽
脫穎而出奪得「HONMA 香港高爾夫球
公開賽」入場券與及另外三位香港球手  
Alvin Cheung, Jonathan Lai 同 Ben 
Wong 參賽，記得到時來粉嶺哥爾夫球
會捧佢地場呀 ！

Rafa Cabrera Bello 現世界排名 25
這名西班牙的球手，連續兩年只能屈
居亞軍，今年能否發揮水準，奪取冠
軍寶座？

Andrew Johnston 現世界排名 190
今次英國球迷有福了，約翰遜即將訪港，
到時可以粉嶺球地上親眼看到他的招牌笑
容。究竟佢點解有 " 牛肉 " 呢個花名呢？佢
可能在球場吃番個巨型漢堡包。

Wade Ormsby
上屆盟主

Rafa Cabrera Bello
世界排名25

Andrew Johnston
世界排名190

Miguel Angel Jimenez
四屆盟主

梁文沖
中國球手

Matthew Cheung (左), Steven Lam (右)
香港球手

上屆盟主 Wade Ormsby 
不知今屆能否蟬聯冠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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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由於今年是 Honma 首次贊助香港公開賽，編者特意跟 Honma 的董事長總裁兼
執行董事劉建國先生作出訪問，並了解今次贊助的原因及遠景。

劉建國先生表示 Honma 今年同是 60 周年
正好跟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一樣，這是一
個很好的巧合、值得特別紀念的年份，所
以很期待今年的比賽能夠有更多的亮點，
亦希望各球手可以發揮到自己的水平。

這次雖然是首次和粉嶺高爾夫球會合作，
但一直十分愉快，大家都為着把球賽辦得
更加出色及有影響力、希望提升香港公開
賽在全國歐巡中間的知名度和地位，我很
欣賞粉嶺球場無論軟件硬件都很優秀，自

Honma 董事長總裁兼執行董事劉建國先生

己之前也來過粉嶺球場打球，香港公開賽
亦都曾經有出席觀看，對於今屆賽事十分
期待，希望以後能夠跟球會有長期的合作。

此外，更希望透過今次贊助活動能夠提高 
Honma 本間高爾夫於業界的影響力，雖然
作為一家日本企業，但是全球總部設於香
港，也在香港上市，所以 Honma 十分重
視香港市場的拓展，亦希望為香港的高爾
夫事業有更多的貢獻。

‧ 本間家族成立日本本間。

‧ 本間高爾夫球杆製造有限公司
 （Honma Golf Club Manufacturing Co.） 成立。

‧ 首支 HONMA 品牌的高爾夫球杆於 1963 年推
出市場。

‧ 本間成為首個在亞洲將碳纖維杆身木杆推出市
場的品牌。

‧ 將生產設施搬遷至位於日本山形縣酒田面積約
163,000 平方米的酒田園區且沿用至今。

‧ 本間的強化碳纖維鈦金屬杆身 — Titanium 
Carbon 杆身球杆在日本及美國等 12 個國家獲
得專利。

‧ 在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及泰國開設
成立附屬公司。

‧ 本間的銷售及營運達到歷史高峰，錄得全球收
益約 341 億日圓。

‧ 劉建國先生於 6 月成為本間的全資擁有人。

‧ 本間控股於 12 月 27 日在上海成立世力國際貿
易，接替上海本間在中國行銷及銷售本間產品。

‧ 本間控股於6月收購香港本間的100%擁有權。

‧ 本間控股於 7 月進一步收購日本本間的 100％
擁有權。

‧ HONMA 本間高爾夫 於香港聯交所主機板成功
上市，股份代號為 06858。

‧ 成為第 60 屆 「HONMA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的冠名贊助商

Honma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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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 007 經常都舉辦華欣高球團呢？好簡單啫，因為華欣天氣平
均都較舒服，Shopping 正，食野平，最重要的係因為佢 d 球場
冇得頂！ Banyan 同 Black Mountain 都屬國際級水準，冇打過
當然一定要試，打過的球友都要試多幾次！今次仲會試打唔錯的
Majestic Creek Golf Resort，打波之餘亦可以去按摩，嘆下酒店，
購物或同我地一齊去參觀一下點解咁多香港朋友同外國人都選擇
華欣作為投資、渡假及退休長住的首選，睇下 D 全新別墅連裝修
只由 HK$1.8M 起，有興趣就一齊去玩幾日啦，話唔定將來你仲
會去得多 !

費用包括
‧ 泰國國際航空 (TG) 香港 < > 曼谷 往返經濟艙機票
‧ 4 晚 Amari Hua Hin Hotel 或同級酒店住宿 ( 二人一房 )
‧ 天天早餐 +1 個歡迎晚餐 +1 個頒獎晚宴
‧ 三場 (Banyan + Black Mountain + Majestic Creek 或
 同級球場 ) 18 洞果嶺費
‧ 全程專車接送 ( 機場 < > 酒店 < > 球場 ) 及中文導遊服務
‧ 香港旅遊業議會旅遊印花稅
‧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

航班資料
17 Jan   TG 601    香港 > 曼谷 起飛：12:45 / 到達：14:25
21 Jan   TG 606    曼谷 > 香港 起飛：16:00 / 到達：19:45

行程
‧ 第一天 17 Jan ( 四 )
 早上出發曼谷，到達機場後前往華欣入住酒店，
 歡迎晚餐後自由活動

‧ 第二天 18 Jan ( 五 )
 早餐後，打第一場，下午自由活動或參觀睇摟

‧ 第三天 19 Jan ( 六 )
 早餐後，打第二場，下午自由活動或參觀睇摟

‧ 第四天 20 Jan ( 日 )
 早餐後，打第三場，頒獎晚宴後自由活動

‧ 第五天 21 Jan ( 一 )
 早餐後專車前往曼谷機場，回程香港

17-21 Jan 2018 (五天四晚)17-21 Jan 2018 (五天四晚)

查詢電話：2137 2024

PRESTIGE卡 – HK$8,000 (原價9,200 慳1,200！)
鑽石卡 – HK$8,200 (原價9,200 慳1,000！)
白金卡 – HK$8,500 (原價9,200 慳700！)

費用
打球者： HK$ 9,200 / 位
單人房附加費： HK$ 1,900 / 位

備註
‧ 此團至少 10 人成行
‧ 以上不包括兩地機場稅、機場建設費、保安稅、燃油附加費等 ( 約 HK$ 770/ 位 )
‧ 費用不包括個人或旅遊保險，建議參加者出發前自行購買相關保險
‧ 球場費用不包括 : 球僮（約泰銖 350~400/ 位）、球車（約泰銖 700~800/ 部）、
 球童小費 ( 約泰銖 350~400/ 位 / 場 )， 一般要求一人一球車，
 一人一球僮，費用自付球會前台。
‧ 以上是標準行程，如需升級、加打及增加行程請致電查詢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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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團至少 10 人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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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童小費 ( 約泰銖 350~400/ 位 / 場 )， 一般要求一人一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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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

Prestige 卡費用：HKD1,400（原價 1,900 慳 500 ！）
鑽石卡費用：HKD1,500（原價 1,900 慳 400 ！）
白金卡費用：HKD1,600（原價 1,900 慳 300 ！）

備註
‧每張信用卡只能享用一次優惠
‧單人房附加費HKD170
‧球車差額 RMB 100/ 部 / 場，請自付球會前臺
‧出售日期：即日起至 11月 23 日止，數量有限，售罄即止
‧套票一旦售出，不作任何更改或取消

價格：HKD1,900

Prestige 卡費用：HKD1,230（原價 1,830 慳 600 ！）
鑽石卡費用：HKD1,330（原價 1,830 慳 500 ！）
白金卡費用：HKD1,430（原價 1,830 慳 400 ！）

價格：HKD1,830

25/12 行程安排：
07:45 皇崗出發
11:30 開球
17:30 離開球會
18:00 特色晚餐
20:00 酒店辦理入住，
 之後自由活動

26/12 行程安排：
08:00 早餐
08:30 開球
14:30 結束行程，
 返皇崗

費用包括
‧2 x 18 洞果嶺、球僮球車（二人用）、衣櫃
‧一晚蓬萊閣別墅酒店（二人一房）+早餐
‧特色晚餐
‧1份能量包（2 香蕉 +4支礦泉水）
‧皇崗 < > 球會 < > 酒店來回交通

日期 ：25-26/Dec ( 週二、三 )

備註
‧每張信用卡只能享用一次優惠
‧單人房附加費HKD170
‧球車差額 RMB 110/ 部 / 場，請自付球會前臺
‧出售日期：即日起至 11月 23 日止，數量有限，售罄即止
‧套票一旦售出，不作任何更改或取消

25/12 行程安排：
08:00 皇崗出發
11:30 開球
17:00 離開球會
17:30 特色晚餐
19:00 酒店辦理入住， 
 之後自由活動

26/12 行程安排：
07:30 早餐
08:00 前往球會
08:30 開球
14:30 結束行程，
 返皇崗

25/12 行程安排：
08:00 皇崗出發
11:00 球會午餐
12:00 開球
17:30 前往餐廳
18:00 晚餐
19:30 前往公寓入住
 （之後自由活動）

26/12 行程安排：
07:30 離開公寓
08:00 球會早餐
08:30 開球
13:30 球會午餐
14:30 結束行程，
 返皇崗

費用包括
‧2 x 18 洞果嶺、球僮球車（二人用）、衣櫃
‧一晚駿景酒店住宿（二人一房）+早餐
‧奇哥私房菜
‧1份能量包（2 香蕉 +4支礦泉水）
‧皇崗 < > 球會 < > 酒店來回交通

日期 ：25-26/Dec ( 週二、三 )

備註
‧ 十人成行；
‧ 單人房附加費 RMB 150；
‧ 球車差額 RMB150/ 部 / 場，請自付球會前台；
‧ 香港銀聯卡，僅限個人使用，歡迎球友辦理
 銀聯卡享受特惠價格！

費用包括
‧2 x 18 洞果嶺 +球僮球車（二人用）+衣櫃
‧一晚讓山公寓住宿（二人一房）
‧4支屈臣氏 +2條香蕉
‧1早餐 +2午餐 +1晚餐
‧皇崗 < > 球会交通

日期 ：25-26/Dec ( 週二、三 )

銀聯鑽石卡費用：HKD1,430（原價 1,765 慳 335 ！）
銀聯白金費用：HKD1,620（原價 1,765 慳 145 ！）

價格：HKD1,765

晉誠有限公司  旅遊牌照號： 352344查詢熱線：2137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