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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
自古至今一直流傳著，足見黃山景色之美並非無理。觀

奇松，賞怪石，覽雲海，將黃山美景一網打盡。西遞、宏

村民居古樸幽靜，仿彿歷史的腳步在此停駐，探世界第

九大奇蹟——千年花山迷窟，賞新安江兩岸田園風光，

“一石插天，與雲並齊”，體驗道教文化……

黃山高爾夫酒店是唯一的五星酒店，分為一至三

期，一期比一期漂亮，設備齊全，中、西餐、日韓料理、室

內遊泳池、美容香薰、按摩足浴、卡拉oK夜總會，商店、

網球場、桌球、麻雀房等，酒店旁更有Go Kart車和立體

影院，打球或不打球，都不愁寂寞。 
兩個18洞球場——彩虹谷及翡翠谷，風格各異，環

境優美，設計富趣味性……

高爾夫及旅遊套餐

查詢熱線 Golf007 : 852 - 3691 8171 (香港區總代理) 

黃山
高爾夫套餐 

旅遊套餐 

深圳出發
四日三夜 (星期四、六出發) HK$3,690
五日四夜 (星期二、日出發) HK$3,460
深圳航空 深圳<>黃山機票
平日翡翠谷18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用)
假日彩虹谷18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用)
三/四晚黃山松柏高爾夫球會三期酒店豪華房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機場<>球會交通接送 

自訂觀光團 — 四人成行

香港出發
四日三夜 (天天出發) HK$3,580
港龍航空 香港<>杭州機票
平日翡翠谷18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用)
平日彩虹谷18洞果嶺、球童、球車(二人用)
三晚黃山松柏高爾夫球會三期酒店豪華房住宿(二人一房)
天天早餐
機場<>球會交通接送 

 黃山一日遊  HK$970  當地導遊、交通、門票、登山纜車、午餐、服務保險費

 西遞半日遊  HK$360  巨集村門票、交通、當地導遊、服務保險費 

 花山謎窟半日遊  HK$300  當地導遊、交通、門票、服務保險費

 齊雲山半日遊  HK$370  當地導遊、交通、門票、登山纜車、服務保險費

 九華山一日遊  HK$960  當地導遊、交通、門票、午餐、服務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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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Letter

The world no. 1 may not be in top shape 
for the time being but we are confident that 
he will be competitive soon & look forward 
to seeing some dramatic finishing in the 
coming season. 

Despite the ban of building new golf 
course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s still going on & new courses 
are opening, as far as I know, there is one 
in Wuhan, two in Kunming and at least 
five more in Sanya, Hainan, and rumor 
has it that another one will be designed by 
Tiger! While we are not sure his golf design 
will be as good as his playing ability but it 
definitely will be a must play for golfers at 
the region.  

In this issue, we highlight one of the best 
golf club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gile 
Golf Club, which is located at Zhongshan. 
Green Bay Golf Club which is in Shenzhen 
just 30 minutes away from Huanggang 
border and close enough for a game after 
work as the club offers 18 holes night 
golfing.

Elsewhere inside, we take a look at some 
nice golf courses in Malaysia, in particular 
at Melaka and Kuala Lumpur including the 
Malaysia’s number one – Saujana Golf Club.

Enjoy reading and good golf!

Vincent Chow
Editor

Tiger 
      back!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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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GolfDELTA Golf

Quirky eighteen-hole course located 
thirty-minutes from Huanggang. 
Interesting in parts with plenty of water 
and elevation change, with 18 holes 
night golfing.

The comfortable clubhouse is massive 
for an 18 hole course including hotel 
rooms. The finish & quality of the fixtures 
& fittings are high. Huge locker room is 
provided with steam bath and jaccuzi., 

Green Bay Golf Club, Shenzhen
碧海灣高爾夫球會

第七洞

you will also find a Chinese as well as 
Western restaurant, café, massage parlour.

A good & interesting mix of nice & 
straight fairways as well as big doglegs. 
The first few are fairly simple & easier but 
as you start to warm up, the harder ones 
will demand more accuracy & length, 
the hardest one by far is the long & tough 
dogleg left # 9 hole. Water appears more 

frequently on the gentle back nine. Most 
greens are big & flat, some of the fairways 
has lots of big but shallow bunkers.

This 18 holes course is designed by 
Les Watts - the same designer of Noble 
Merchant GC but this one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 challenging than the flat & 
featureless Noble Merchant, having said 
that the blue tee here is only at a mod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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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Bay Golf Club, Shenzhen 位於深圳西鄉的碧海灣高爾夫球會，從

九洞到十八洞，新會所及酒店的建成，至十八

洞燈光夜場的啟用，筆者一直都在目睹其成

長歷程，亦在這裡遺下了數不盡的小白球。

這個非常接近香港的球會，從皇崗口

岸出發經廣深高速，在寶安出口到西鄉大

道，車程大概也只半小時而已，相信如果

經深圳灣關口前往會更快。

碧海灣大概於2002年啟用，球場是由

Les Watt 設計(亦即深圳名商高爾夫俱樂

部的設計師)，共有十八洞，同時亦是較為

罕有地擁有十八洞的燈光夜場的球會，而

且每天都開放使用(記憶中就只有觀瀾湖

和沙河同樣有十八洞的燈光夜場) 。

球會會所如果以十八洞球場來說，顯得

非常巨大，除了有基本的設施如中、西餐廳、

咖啡廳、專賣店、更衣室(內裡設有乾、濕蒸

氣浴及按摩池) ，會議室，更配備五十多間客

房；除了會所，在進入球會大閘後所看到的

另一座建築物，也提供桑拿按摩的服務。

論球場的趣味性，碧海灣的設計非常

不俗，每一條球道都不一樣，難度有高有

低，佈局緊湊，要打出好成績並不容易，在

應付每一洞時需要細心評估對策及進攻

路線，球道隨著地勢高低起伏，很多洞打

完後都令人留著深刻的印象。

譬如第五洞Par 4 藍Tee 398碼的急

轉左彎球道，發球要求有一定的距離方能

看見果嶺，且落點並不寬闊，若偏離軌道

往左，便會飛入沙坑，再靠左便更糟榚，必

然掉進樹林裡永不超生，若偏離向右，球

還是可以找到的，可是您必須克服高低不

平的站位，然後打出一記漂亮的長距離擊

球方能安然著陸於果嶺上。

第七洞Par 5 藍Tee 530碼左狗腿，發

球居高臨下，落點雖寬闊，可仍然不能鬆

懈，因為右邊有OB，左邊有水塘，第二杆

的進攻方式則要看你發球有多好了，如果

球位佳及距離合適，可嚐試直接飛越水塘

往彼岸，不然就要選擇棄攻取守，將球打

往球道的前端，以便下一杆更容易地飛越

水障，最後攻上果嶺時必須避開右前方的

沙坑群，這一洞，需要三記漂亮的擊球方

能有機會捉雀保Par。

第九洞 Par 4 藍Tee 448碼, 難度二終於

出現了，此洞非常長，球道呈倒轉“C”型且

寬闊，不過一列大樹將球道一分為二，左面

6,400 yards but Les managed to spice it up 
with a fair amount of fairway, greenside 
bunkers & rolling fairways. 

The overall package of the course is 
quite nice......except the view of the city (it is 
at the city border afterall) & with a fair bit 
of noise from aircraft taking off & landing 
(at a reasonable level) from time to time. 

As I said the course is very closed to 

Huanggang which offers another good 
choice for us......if you want to have a quick 
round near Hong Kong, give it a try.

Golf Package
Monday Special  : RMB530 / HK$600
Weekday  : RMB590 / HK$670
Weekend : RMB980 / HK$1,110
Included 18 holes green fee, caddie fee, 
shared caddie & l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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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Golf

更滿佈沙坑，雖然發球下坡，但對這個長洞並

沒有多大的幫助，如果發球落在大樹的右面，

就算不被大樹阻擋進攻路線，你也要有John 

Daly的長打功力方能兩杆攻上果嶺；然而，要

兩on依然有兩個不容易的打法，其一是發球

往左邊沙坑前，約210碼，第二杆要足足打出

190碼飛行距離穿越水塘才會落在果嶺上，其

二是要發球飛越左面的所有沙坑，約250碼，

還要希望有好的站位，才有機會攻上果嶺；老

實說，在這洞打Bogie我己經心滿意足，您呢？

頭號殺手來了，第十洞 Par 4藍Tee 

385碼, 左狗腿，球道如金字塔般，發球落

點的距離越遠就變得越窄，然後進攻果嶺

需要飛越水障，發球遠，第二杆就較輕鬆，

發球短，第二杆又如何是好呢？不禁看著

球包發呆！

第十五洞，五杆洞，藍Tee 539碼，發球

台前端是一片汪洋，球道就橫臥於彼岸一直

向左上方伸延至果嶺，此洞對一般發球較

遠的球友來說甚具剌激，因為有機會放手一

拚望能擒鷹捉鳥，只要你有信心打出210碼

的飛行距離，便可向左方的對岸狂轟，剩下

的距離雖然不短卻有機會兩杆攻上果嶺；否

則，可以採取保守的進攻路線，發球往右邊

的球道，穩打穩扎地攻上果嶺。

其實碧海灣每洞都各具特色，Les 

Watts將地勢發揮得淋漓盡緻，值得一讚！

過往令碧海灣管理層一直以來頭痛不

己的便是其草坪，因球場臨近海邊，地下的

或多或少儲有咸水，令草坪的保養變得十

分難巨，草坪質素時好時壞，不過經過多年

來的累積經驗，這問題己經大至被克服，筆

者最近一次到訪時，草坪保養有中上的表

現，只是稍嫌果嶺草長以至速度偏慢，不過

這仍是小問題，稍作修剪便煥然一新。

另外我對碧海灣特別欣賞之處，便是

其堅持服務質素，為球友提供球僮一對一

服，無論平日，假日如是，令球友得到球僮

全面協助。

打球之外，西鄉鎮可說頗為熱鬧，在西

鄉大道的兩旁娛樂場所林立，若果想消除打

球後的疲勞，這裡有足浴按摩，若想與三五

知己狂歡，這裡有卡拉OK娛樂城，若想尋找

地道美食，我推介果香園燒雞店(出球會直往

西鄉大道，前行不遠處便是)，即點即燒，皮

脆肉香，肉汁四溢，不可不試。

DELTA Golf

碧海灣打球費用
星期一 RMB530 / HK$600
星期二至五RMB590 / HK$670
星期六、日 RMB980 / HK$1,110
包括果嶺、球僮(一對一)、球車(兩人用) 、衣櫃
球會提供皇崗接送，每程每車收費RMB120

(clockwise from left)(順時針方向):
頭號殺手第十洞,進攻果嶺需要飛越水障;
第四洞沙池;
第九洞非常長,球道呈倒轉“C”型且寬闊;
後九洞球道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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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Golf

By a nyone’s  r e c kon i ng ,  Ag i le 
(pronounced Agilla) is impressive. 
Located just 70 minutes from Hong 
Kong by ferry, an extra twenty minutes 
from the Zhongshan ferry terminal, this 
swanky gated community consists of 
two very fine championship courses, 
a palatial clubhouse that surely ranks 
among China’s biggest, a spanking new 
hotel and some pricy real estate which 

has proved popular with Hong Kong 
retirees. Although the club deems itself 
exclusive – which golf club in China 
doesn’t? – both courses are open to 
visitors seven days a week. Whether 
you want to cough up the better part of 
HK$2000 for 18 holes and a ferry ticket 
on the weekend, though, is another 
matter. (The club launched some 
overnight discounted packages recently)

接近完美-雅居樂長江高爾夫球會
Both of Agile’s layouts – unimaginatively 

named the A and the B - are the work of 
American architects experienced with 
the rigours of building courses on the 
mainland: JMP designed the older A course 
which opened in 2000, while Schmidt & 
Curley sculptured the B which entertained 
players for the first time a year later. And 
both fall into the top bracket of courses in 
the region, if not the country. 

DELTA Golf

Tremendous Agile

A course Hole 9  A場第九洞10   AsiAn Golf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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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 shade over 6,600 yards from the 
blue tee, the A course is the shorter of 
the two, but as many members will 
attest, it’s certainly not a walk in the 
park, with massive elevation changes 
and long commutes from greens to the 
next tee. Characterized by the subtle 
and intelligent use of water, penal 
fairway bunkering, and sophisticated 
green complexes, the A rewards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shape their shots, 
because there is hardly a straightaway 
hole on the course. While the landing 
areas can be considered generous, JMP 
have placed the emphasis on accuracy 
from the tee by incorporating sweeping 
doglegs and split fairways and, on the 
front nine, at least, those who can impart 
draw spin on the ball hold a considerable 
advantage.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on the 8th, a par-4 of 472 yards, and the 
visually appealing 9th, a par-5. Both 
holes arc to the left and are bisected 
by hazards – the 8th by a phalanx of 
bunkers and the 9th by a palm-fringed 
creek. Strong draws off these tees to the 
unsighted left portion of the fairways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yardage, making 
them far more manageable than they 
might at first look. 

Partially because it is sited on gentler 
land, the B course has much greater 
strategic potential. Schmidt & Curley 
have created a considerable test, and 
with a course rating of 74.4 it is not just 
recreational golfers who are expected to 
struggle. Length is a significant defense 
here: Six of its ten par-4s measure in 
excess of 430 yards, the par-3s all require 
low numbered irons, and the quartet 
of par-5s are out of reach in two by all 
but the very longest hitters. What is 
often overlooked on the B, however, is 
how beautiful it is in its own right. Its 
critics prefer to label it a monster before 
turning to the more popular A. But 
the way the course gallops across the 

densely forested terrain is striking and 
the dramatic greenside bunkering on 
this younger layout exudes much drama.

The club’s new hotel is just situated 
right next to the clubhouse and is 
probably the best in the area, may be one 
of the best in the region too. 

2 Days Special package by Golf007
Weekday : HK$1,990
Weekend : HK$2,790
Included: 
2 x 18 holes green fee, caddie, shared 
buggy, locker.
One night Agile Hotel (single room), 
breakfast 
Free using hotel swimming poor 
HK <> Zhongshan ferry ti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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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Golf

廣東省內眾多球場中，能稱得上擁有

頂級草坪水準的球場真是寥寥可數，雅居

樂長江高爾夫球會肯定位列其中；球會是

由經營房地產的有名品牌雅居樂集團所擁

有，除了有36洞的球場之外，去年啟用的

雅居樂酒店同樣地傲視同群。

球會擁有36洞球場分為A及B場，風格

迥異，美國JMP Design 設計的A場千嬌百

媚，風情萬種，Schmidt & Curley(即大部分

觀瀾湖球場的設計師) 負責的B場卻氣宇

軒昂，爽朗率直，但是它們都有共通點，就

是有成熟而漂亮的環境作為背景，不同的

設計卻一樣地帶出打球的樂趣。

A場藍Tee超過6,600碼，驟眼會覺得對

一般業餘球手來說長了一點，不過，球場圍

繞著山邊而建，被山形地勢的影響而有頗多

的上落起伏，很多球道都是從上而下，所以

實際距離並沒那麼長，大部份狗腿洞都是

由右伸延至左，且彎度頗大，對于能打出右

彎球(Draw Ball) 的球手就會有一定的優勢，

反過來，如果您老是打出右曲球，那就會非

常頭痛，就算球沒有掉進林內，接下來無論

進攻的角度及距離都好不到那裡，除了球道

外，果嶺也絕不好惹，因為不難遇到多層式

的果嶺，令判斷推杆路線非常困難。

B場的設計看似簡單，不過您千萬別

小看這座球場，可以輕易把您的鬥志摧

毀，其球場易難度被評為74.4，並非空穴

來風。這裡的藍Tee非常長，超過6,700

碼，與A場比較球道雖然較開揚寬闊，地

勢較平坦，狗腿洞的彎度較少，但沙池的

數量甚多，普遍分佈於發球落點的附近

和果嶺的週圍，水障礙亦多，有些更將球

道或果嶺分割開，令發球必需要有一定

的距離，否則第二杆或攻果嶺都要面對更

大的困難。對於重炮手來說，在B場可佔上

不少的優勢，但對於一般業餘球手，想在

這裡打出好成績，必需在長鐵及木杆下一

番苦功。

 除了草坪質素高之外，您也會在這裡

發覺只有在頂級球場才會出現的特質，就

是無論沙池，水邊，甚至球車道的邊位，都

做得特別整齊細緻；園藝也非常到位，令

本來己經非常成熟的場內環境更覺諧和美

麗。沙池的造型也鮮明及富立體感，當然

是最好遠觀而不要挑戰它們。另外值得一

提，這裡的球僮佔多數都是本地人，所以有

一口流利的粵語，對於像我這種在英國殖

民地時代長大，半途出家學普通話的人來

說，真是非常受用。

雅居樂長江的美不只限於場內，其會

所及最新啟用的酒店，令他作為頂級球會

的地位更鞏固，會所的外型甚為特別，藍

色的瓦磚頂增添不必氣派，走進會所內，

高樓底的設計，讓人感覺有充裕的空間

感，裝修以至傢俬擺設都恰到好處，高雅

卻又不做作，能做到真正有“會所氣氛” 

(Club Feel) 的那種悠閒舒適；設計者亦明

白到更衣室對打球者的重要，這裡不只空

間充足，就算人多的時候也不會覺得擠迫，

衣櫃也大得整個人也可以擠進去。如果硬

要挑剔不好之處，我會揀選餐廳，因為在

食物的水平並沒有像球會其他方面那樣突

出，不過其實己經很不錯。

新落成的酒店以五星級為標準，與會

所相連，裝修的特點仍是注重於優雅及品

味，而非金雕玉砌，客房的空間大得令人雀

躍，一眼便看出其誠意，所有用料如地毯、

傢俬、電視、浴室用品以至床被都極為講

究，推門走出露台就俯瞰球場，景緻優美

怡人。酒店的配套也充足，有中餐廳、咖啡

廳、雪茄房、紅酒房、按摩足浴服務、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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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夜總會，也有一個非常不錯的室外游泳

池。如果您喜歡到中山市內逛逛，也只不

過20分鐘車程而己。

中山的地理位置給人的感覺似遠非

遠，似近非近，但其實以交通而言，到中山

也十分方便，從香港到中山港的船期比起

其他國內港口都要頻密，只僅次於珠海的

九洲港，航程也只不過一小時三十分，而從

中山港到球會也只不過20分鐘而己；隨著

廣東省內的高速公路迅速發展，現在選擇

陸路從皇崗出發也只需一個半小時。

個人認為，要到雅居樂長江打球，其

實最好還是選擇兩天，除了一次過可以享

受兩個頂級但風格不同的球場，五星級的

酒店之外，中山的美食也不要錯過。

兩天一夜優惠套餐 (由Golf007提供)

平日：HK $1,990
假日：HK $2,790
費用包括：
2 x 18洞果嶺、球僮（一對一）、
球車(兩人共用)、衣櫃
一晚五星雅居樂酒店住宿(一人一房)
早餐享用於球會
免費使用酒店游泳池
香港 <> 中山港來回船票

(clockwise from left)(順時針方向): 
B場景色; A場第九洞; A場第三洞;
酒店客房; 游泳池; 酒店咖啡廳

(clockwise from left):
B course Birdeye view; 
A course Hole 9;
A course Hole 3; 
Hotel room; 
Swimming pool; 
Hotel Caf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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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高爾夫球服飾品牌Hélén et Henri 首間國內

專門店已在深圳信興廣場地王商場開業。

深圳店的店面裝修承襲Hélén et Henri一貫

風格﹐設計以簡約﹐柔和為主。

走進寬躺的專門店裏﹐展示架上均已列出今

年夏天男女裝最新設計之高球服飾﹐相信必定可

以找到各下合意之選。

專門店地址﹕ 羅湖區深南東路5002號信興廣場

地王商場312號鋪

SQ DYMO 扭轉勝場，唯我獨尊

Hélén et Henri
高爾夫球服飾店進駐深圳

全新系列Nike One 高爾夫球

全新Nike ONE Tour、Nike ONE Tour D及Nike ONE Vapor

高爾夫球，為Nike ONE高球家族再添生力軍。當老虎‧伍茲(Tiger 

Woods)傷後複出時，Nike ONE Tour亦將會是伍茲再創高球勝場紀

錄的最佳利器。

2009年 SQ DYMO 1號木杆與VR 鐵杆組

Nike踏進2009年最觸目的必定是全新 DYMO/DYMO2一號木杆。

Nike Golf球杆設計研發總監Tom Stites說：“DYMO的命名源自於：

Dynamic Moment of Inertia，我們稱它為：動態慣性矩。Nike Golf特別針對

各種不同的杆面角度精心研擬專屬的規格設計，各種杆面角度都各自擁有不

同的最佳化CG重心配置、能量弓、MOI值、杆頭大小及杆面深度，我們要為

球友們創造出真正量身打造的全新DYMO/DYMO2系列一號木杆。”

鐵桿組方面Nike VR三款獨家設計，讓你我都能輕鬆打出漂亮成績。從

全刀背、半刀背、到全凹背式鐵桿，全方位滿足您的揮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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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之博愛Golf慈善賽2008於11

月28日在深圳西麗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正

式舉行，承上屆的成功經驗及各界的踴躍

支持，本年度參加之球手超過130位，除一

眾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總理外，另有多名

藝人紅星當中包括：鄧光榮先生、香港藝

人高爾夫協會會長鄧梓峰先生、黎瑞恩小

姐、戴夢夢小姐、李思雅小姐、余少寶小

姐、劉家榮先生、華娃小姐、宋豪輝先生及

劉丹先生。

博愛醫院一直本著「博施濟眾、慈善

仁愛」的宗旨，服務社群，不遺餘力。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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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夫」慈善賽，

藉此為各項社會服務籌募經費。是日典禮

上，先由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藍國慶先生

致歡迎詞，再由博愛醫院活動籌委會聯席

UPDATE

主席梁錫光副主席、活動籌委會聯席主席

鄧慶治總理、藍國慶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原國家旅遊局局長、全國高協顧問何光暐

先生、藝人代表鄧光榮先生及香港藝人高

爾夫協會會長鄧梓峰先生一同主持開球

禮，為博愛Golf慈善賽2008正式揭幕。大

會特設多項比賽，讓高球好手競逐，包括︰

個人淨桿、最遠距離獎、最近球洞獎、隊

際總桿獎及一桿進洞大獎，讓他們切磋球

技，一較高下。

今屆比賽的各項獎品及禮物得到各界

商戶的鼎力支持，禮品總值超過100萬。特

此鳴謝各贊助商，包括深業汽車(贊助價值

港幣$325,000之豐田PRIUS普銳斯名貴

房車作一杆進洞之獎品)、著名高爾夫品牌

Honma(贊助價值港幣$208,000之五星鐵

杆作一杆進洞之獎品)、Ashworth及金利來

分別贊助各參賽者之球衣和球帽、Kasco

贊助各參賽者之高爾夫球，以及其他贊助

商分別有: 梁錫光副主席、鄧慶治總理、

Canon、Porterline、TaylorMade、麗星郵

輪、海洋公園、深圳市康維他天然食品有

限公司、京基房地產集團、廣東天天洗衣

洗滌連鎖有限公司、福新國際、宇聲數碼、

太陽百貨、各隊慈善隊伍及各主席總理們

的贊助及支持。

在活動的尾聲，大會更得到贊助商

HONMA的支持同意將原來一杆進洞的五

星鐵杆(價值港幣$208,000) 拍賣，最後由

善長岳山先生以$71,000投得，另外獲得

個人淨杆冠軍的劉國傑先生送出獲得的獎

品honma4星桿給博愛拍賣，由另一位善

長張治斌先生以$41,000投得，令善款最

後提升至籌得約70萬。 AGE

博愛Golf慈善賽 2008
POK OI Golf Day 2008
博愛Golf慈善賽 2008
POK OI Golf Da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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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際季軍 劉慶穩1隊  224

隊際亞軍 宇聲數碼隊  221

隊際冠軍 朱偉民隊  218

獎項	 組別	 得獎者	 Score

最近洞獎Hole B5  C K Choi
最遠距離獎Hole B8  李思雅
個人淨杆季軍  李柔剛 70
個人淨杆亞軍  張治斌 69.8 (H'Cap 7.2)
個人淨杆冠軍  劉國傑 69.8 (H'Cap 1.2)
  劉慶穩 
  蘇洪輝

  吳立輝

  劉國傑

  鍾勇斌 
  伊導

  王飛

  梁子斌

  朱偉民 
  簡華振

  高紅

  卿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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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Titleist 在深圳舉行
全新2009年Pro V1 和Pro V1x發佈會：

Titleist之2009年Pro V1 和Pro V1x 新品發佈會，發佈會主

題定為 “每一杆都重要” 由ACUSHNET 公司Titleist高爾夫球

全球營銷與策略部副總裁喬治·賽恩二世 (George  Sine, Jr.) 介

紹新球的特性。

全新Titleist Pro V1是巡迴賽認可、392高分佈球孔設計的

三層球，有更遠的發球距離、更耐用的表皮，與提升短杆的控

制，最適合於希望減少杆數的業餘球手與職業球手。全新Titleist 

Pro V1x 也增加發球距離，適用於需要旋轉控制和飛行彈道特

性的快速揮杆選手和球友。

包裝設計方面，Pro V1 採用的黑色與古銅色搭配及Pro V1x 

的黑色與銀色搭配都讓球友感受到高等級產品的獨特。即將在

三月中上市。

Titleist 全球營銷與策略部副總裁喬治 · 賽恩二世

全新改良之Pro V1 和 Pro V1x

“每杆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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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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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Golf

Tiara Golf & Country Club,Malaysia

Ayer Keroh Country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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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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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握桿、企位姿勢、upswing、down swing等

己經把我忙過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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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我揀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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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fing
Malaysia

Golfing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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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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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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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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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年長的球友來說應該十分受用；不過其

草坪管理質只屬中等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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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AL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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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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滘西洲東場的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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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wise from left)(順時針方向):
Orna Golf and Country Club 第九洞;
Ayer Keroh Country Club 第八洞;
Ayer Keroh Country Club 第二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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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色無懈可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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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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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Golf

Rocky 場則會如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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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於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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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奴、肯德基等。若你較喜

歡看古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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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吉隆坡，我一嚐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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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舉辨過無數的國際

賽事，球會坐落於市區與機場之間，進入

球會後，首先便注意到便是出入的都是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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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很多國際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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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草坪保養可謂一

級，真是令人愛不惜手，果嶺速度快且暢

順，不禁脫聲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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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到些建業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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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的興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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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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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航高爾夫假期
Golf Escape on MAS
網址: http://www.golfmas.com
電話: (852) 21274720 香港
         4007007148      中國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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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ckwise from left)(順時針方向):
Saujana Golf Club 球車配有GPS設備;
Palm Garden Golf Club 第十八洞;
Saujana Golf Club ,Palm Course第五洞;
Sunway Hotel & Resort;
Saujana Golf Club-馬來西亞第一球會,其草坪保養可謂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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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Shop

TourStage – 
X-BLADE

Bridgestone旗下分線TourStage，經吸取多位高球專

家的意見，終於以最新技術及嶄新概念，成功研製出可

配合不同球手的全新X-BLADE系列鐵桿。備有五種不

同型號：901、701、701G、GR C-1和GR P-1，以配合

球手不同的揮桿和技術水平。

五款X-BLADE的分別在於其控球性、穩定性

及擊球手感。

X-BLADE 901：

超卓的控球性—桿頭

以碳金屬注入鈦合金配

以鍛鑄造而成，能在球手擊

球時提供更的高擊球手感，使

球手能隨心打出自己獨特的彈道。

X-BLADE 701：控球性

與穩定性並重—即使擊球面

比901稍大，仍擁有的理想旋

轉表現，使球手可有效地控

制彈道。鎂金屬合成的桿頭

有避震作用，提供舒適的擊球

手感。

X-BLADE 701G：實現穩定

的距離—後中空設計令它增大的

打擊甜點面積，較長的重心距離

亦提高揮桿時桿頭的穩定性。

X-BLADE GR C-1：距離與手感並重—

較厚和大面積的桿頭，使球手擊球時更具信

心。簡單而傳統的桿頭設計，無論是一般水平

至高技術的球手都能輕易擊出理想的彈道。

X-BLADE GR P-1：高穩定性—

為希望改善擊球距離的球手而設，使

球手更有效、更輕易地擊出高穩定性

的高彈道球。比C-1較長的重心距離

也加強了揮桿時桿頭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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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 最注目的買點是獨特家研發的彈道控制技術 (Flight Control 

Technology, FCT)- 可以改變杆面角度、杆面傾角和著地角，共提供8個定

位，而更改位置時亦只需幾秒時間。

此外R9亦共備了可調節重心技術(Movable Weight Technology, MWT) 

三個配重合(一個16克和兩個1克的配重螺絲)。

結合以上2種獨特技術另R9實現了一支結集 8個杆頭位置 x 3個可調節

重心=24種不同性能的發球杆。

SRP: HK$4850
 http://www.taylormadegolf.com

2009 Taylormade
- adidas Golf 
最新產品 R9

藍色輕巧型採用擊球性能優越的圓型桿頭, - 減輕球桿總

重量的同時令桿頭的比重增大, 保持球桿的重力不變, 使桿頭

的加速力量達到最大,實現出高彈道, 增加擊球的飛行距離,適

合追求遠距離球手使用。

紅色力量型採用流線型略重的梨型桿頭以增強擊球時的

抗風性, 配以較重略硬而有彈力的桿身, 使頂部到觸球時所產

生的力量完全傳遞到桿頭, 釋放出最大的飛行距離，適合力量

型球手。

2款不同的桿身及桿頭的配搭, 令高爾夫球的愛好者可以

根據自己的揮桿習慣選配最適合自己的球桿, 發揮出

更遠的擊球。

NV-R同時亦保留舊有型號 (NV-R) 的設計，如:

-鍛造盃型擊球面令整個桿面為甜蜜區及甜蜜區立體化

-雙鎢鋼配重減輕觸球的震盪

2009年馬基高(Mac Gregor) 
MACTEC系列全新的nV-r
2款不同的桿身及桿頭的配搭，以迎合不同揮桿需求的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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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Shop

Callaway 新品
FT-IQ 發球杆—杆頭外設計理念來自隱形戰機及一級方

程式賽車，掙用Fusion科技，以碳纖維為杆頭主體配以鈦合金

杆面，將重心高度減半，藉此提升了擊球的準確性和距離。

X-22鐵杆—以360°內切式凹背配重設計，MOI比之前提

百分之十，大大提升了擊球時的容差性和穩定性。

Greg Norman
09春夏季高球服裝系列

注入PlayDry® 濕度調節系統的技術，能夠迅速排

汗，而且柔軟舒適，此外更加滲入全新的色彩元素。

女裝系列，以修身的剪裁、配合多元化的設計及繽

紛的粉色，為女士們提供更多選擇。  

售價：約HK$339 ~ 539
查詢電話：2343 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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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Spring City Golf & Lake Resort 
Kunming

“The resor t features a luxurious 
clubhouse complete with well-appointed 
lodges and offers fine dining and a wide 
range of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t boasts two 
championship golf courses designed by 
Jack Nicklaus and Robert Trent Jones Jr.”

Perfect, stunning, a must play….these 
words are commonly used between golfers 

to illustrate their experience & the quality of 
golf at the Spring City Golf & Lake Resort. For 
those who have not had a chance to make 
the pilgrimage may have doubt but you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in agreement if you make 
an effort to try out the classis Jack Nicklaus’s 
mountain & Robert Trent Jones Jr’s Lake 

course, they are both first-rate.    
Unlike few other Nicklaus 

designs in China, the Mountain 
course is a tree line golf course 
which winds up & around the 
hillside, cut ting through the 
woodland that forms part of the 
beautiful backdrop, the golfing 
legend incorporated playability, 
challenge, fairness, challenge 
and plenty of exhilarating risk and 
reward holes and still manage to 
maintain the natural character of 
the land is an impressive feat.  

The Lake Course is a Robert Trent 
Jones Jr design, and all 18 holes provide 
a stunning view of the lake, the course 
probably offers a tougher challenge due to 
its tighter & undulating landing areas, while 
dramatic greenside bunkering punishes 
poor sand players, the Lake Course links-
style emphasis is on accuracy & calls for 
golfers to seriously consider each & every 
shot, on most afternoons, gusting winds 
tend to blow directly, making play more 
challenging, missing a fairway will often 
requires a reload! 

What makes the Spr ing Ci t y so 
renowned and enjoyable is the consistent 
& immaculate conditioning of the course, 
fairways and greens are always kept & 
manicured in tiptop shape as the keepers 
painstakingly replace & repair all divots & 
ball marks at dusk so that guests can play 
on an impeccable course the nex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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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 Course Hol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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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春季推廣
三日兩夜高球套餐 HK$4,180
港龍香港<>昆明來回機票
兩晚春城湖畔球會住宿(兩人一房)
天天早餐
2 x 18洞果嶺、球僮、球車(兩人用)
一份春城晚餐
機場交通接送
旅遊議會印花稅

Spring City Spring Promotion
3 Days Golf Package HK$4,180
Dragonair HK <> Kunming round trip airticket
2 nights club hotel or resort (Twin share) 
Daily Breakfast, one set dinner
2 x 18 holes green fee, caddie, shared buggy
Airport <> Club transfer
TiC levy

有效至6月30日
Valid till 30 June, 2009
只限持香港身份証人仕或從香港出發 
Only valid for HK Citizen or flight 
originated from HK

Golf007 
香港區指定代理 Appointed Agent (HK) 
of Spring City Golf & Lake Resort
Tel : 852 – 2180 2963
Email : booking@golf007.com

在球友間討論誰是最漂亮的球場時，

便會不時聽到“春城”這名字，有球友會形

容它是“中國最漂亮球場”，也有球友形容

它為“中國高爾夫朝聖之地”，如果你還未

有體驗過，你大可能會半信半疑，但是當你

踏足“春城”後，你便會努力地尋找最好的

詞句去形容它，亦會慶幸自己曾經到來。

“春城”擁有兩個世界級錦標賽球

場，分別是Jack Nicklaus 設計的山景場和 

Robert Trent Jones Jr 計設的湖景場，是殿堂

級的設計。

Jack Nicklaus 在中國有很多作品，相信

大家都或多或少都體驗過，大多都是建於平

地上，今次Jack Nicklaus處理山地型球場的

設計，更令我們深入地體會到這一代巨人在

球場設計方面的精湛功力，絕對不會比其球

技遜色，山景場地勢連綿起伏，景色壯觀，

Jack Nicklaus 神來之筆令精彩一浪緊接一

浪，設計上豐富幻變，眾多原素共冶一爐，如

狗腿洞、水中果嶺、長短洞、飛山過崖、時闊

時窄、恰度的沙坑擺設，讓人樂在其中，又彷

似與巨人在較技，精彩絕倫。

Robert Trent Jones Jr 不讓山景場專美，

他的湖景場風格截然不同，充分利用絕色湖

泊景觀的優勢，球道一層一層從山而下至湖

邊，然後再捷返山上，面對著此

這醉人美景，讚歎不己，但你可

別忘記打球啊！湖景場的特色

在於球道較狹窄，其中兩洞以

雙球道形式設計，讓你選擇進

攻路線，部份沙坑更似萬丈深

淵，掉進其中必需盡使平生所學

方能脫困，此外，湖景場的風勢

亦是其聞名之處，令球場難度推

至顛峰；要在分神享受絕色美景

同時應付這富挑性的球場，可極

不容易！

這裡的草坪管理絕對值得讓

球會驕傲自豪，質素之高能媲美世界各地

任何頂級球場，從發球台、球道至果嶺，草

坪都是如此無懈可擊，球會每天都會更換

被揮杆損毀的草坪，所以如果您在早上開

球，你會找不出任何打球的痕蹟，還以為

球場是第一天啟用的。

要找到一座能超越“春城”的球場確

實非容易。

Lake Course Hole 8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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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hip           Services 
踏進2009年,Golf 007會籍買賣與租賃部門正式成立﹐即時為廣大高爾夫球愛好者進一步提供

更多元化的服務。部門主要提供中國，香港，澳門等地方高球會籍轉讓市場之買，賣和租賃服務。
由於擁有多年在高爾夫市場的經驗，加上龐大的顧客網路與及我們的專業服務水準，從而掌握

到準確的市場動向。歡迎各界委託本公司處理買賣與租賃事宜﹐或查詢有關會籍市場價格狀況。我
們定必竭力服務﹐達到客戶們的要求。

球會會籍 會籍種類 會籍原價
（參考價）

二手市場價
（參考價）

有無
附卡 月費/年費 租金 轉名費 轉讓費

觀瀾湖
高爾球會

特許鑽石(個人) ￥168萬 ￥90萬 有 　 　 　 ￥16.8萬
特許鑽石(公司) ￥168萬 ￥98萬 有 　 ￥4,000 　 ￥17.8萬
鑽石（個人） ￥108萬 ￥56萬 有 ￥1,580/月 　 　 ￥16.8萬
鑽石（公司） ￥112萬 ￥60萬 有 ￥1,580/月 ￥2,500 　 　

深圳金卡個人 ￥66萬 ￥26萬 有 ￥1,580/月 　 　 ￥11.7萬
深圳金卡公司 ￥72萬 ￥30萬 有 ￥1,580/月 ￥1,300 ￥2萬 ￥12.3萬
綠寶石（個人） ￥42.8萬 　 有 ￥680/月 　 　 　

綠寶石（公司） ￥48萬 　 有 ￥680/月 　 　 　

綠寶石（公司雙提名） ￥76.8萬 　 有 ￥680/月 　 　 　

翡翠卡個人 ￥40萬（停售） ￥14萬 有 ￥1,180/月 　 　 ￥4萬
翡翠卡公司 ￥45萬（停售） ￥15萬 有 ￥1,180/月 　 ￥1萬 ￥4.5萬
商務通（個人） ￥26.8萬（停售） ￥34萬 有 ￥680/月 　 　 ￥5萬
商務通（公司） ￥28.8萬（停售） ￥31.5萬 有 ￥680/月 　 　 ￥5萬
商務卡個人 ￥16.8萬（停售） ￥11.5萬 　 ￥580/月 　 　 ￥3.3萬
商務卡公司 ￥17.8萬（停售） ￥12.5萬 　 ￥580/月 ￥800 ￥8,000 ￥3.5萬
深圳金卡公司雙提名 ￥98萬 ￥38萬 有 ￥1,580/月 ￥1,300 ￥2萬 　

深圳沙河

個人 ￥51萬 ￥39萬 有
 主卡￥760/月
 附卡￥200/月

　 　

　公司單提名 ￥56萬 ￥44萬 有 ￥2,000 ￥5,300
公司雙提名 ￥116萬 ￥82萬 有 ￥2,000 ￥5,300
都市 ￥14.8萬（停售） ￥27萬 ￥500/月
白金單提名 ￥28萬（停售） ￥28萬 有 　 　 　 　

白金雙提名 ￥48萬（停售） ￥50萬 有 　 　 　 　

深圳高爾
俱樂部

個人 ￥60萬（停售） ￥30萬 有

 主卡￥600/月
￥7,200/年

　 　 ￥5萬 附卡￥550/月
（含配偶卡及2張 
12—21歲子女卡）

平日 ￥35萬（停售） ￥22.5萬 　 　 　 　 ￥20,000
公司雙提名 ￥120萬（停售） ￥56萬 　 　 ￥3,200-3,300 ￥19,802 ￥99,010

碧海灣

單身 ￥16.8萬 ￥9萬 　 ￥3,600/月 　 　

　
紫荊 ￥10.8萬(停售）  　 　 　 　

奧運休閒 ￥12.8萬 　 　 ￥1,800/年 　 　

個人家庭 ￥21.8萬 　 有 ￥4,800/年 　 　

公司雙提名 ￥31.6萬 　 有 ￥7,200/年 　 　 　

中信綠色

個人家庭 ￥15.8萬 　 　 　 　 　 　

公司單提名 ￥10.8萬 　 　 　 　 　 　

公司雙提名 ￥24.8萬 　 　 　 　 　 　

深圳聚豪

個人 ￥22.8萬（停售） ￥20萬 　  主卡￥500/月 　 　

根椐入會
時間定

休閒 ￥11.8萬（停售） ￥15萬 　  主卡￥500/月 　 　

個人家庭 ￥29.8萬（停售） ￥25萬 有  主卡￥500/月
 附卡￥100/月

　 　

公司 ￥31.8萬（停售） ￥24萬 有 ￥1,400 ￥8,000

深圳西麗
個人 ￥108萬 ￥90萬 有  主卡￥1,325/月

 附卡￥330/月
　 　 　

公司單提名 ￥115萬 ￥96萬 有 ￥4,300 ￥7,767 　

東莞峰景
個人 ￥35萬 ￥29萬 有 ￥500月

 或￥6,000/年
　 　 　

公司單提名 ￥38萬 ￥31萬 有 ￥2,600 ￥3,366 　

會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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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求購  中山溫泉 公司單提名 rMB 33萬         會籍求租  深圳沙河 公司會籍 rMB2,000租         精選熱盤租售  觀瀾深圳金卡 公司會籍 rMB1,200租  

  Membership           Services 

球會會籍 會籍種類 會籍原價
（參考價）

二手市場價
（參考價）

有無
附卡 月費/年費 租金 轉名費 轉讓費

東莞海逸
個人 ￥48萬 ￥41萬 有 ￥3,200/年 

￥800/月
　 　 　

公司 ￥51.5萬 ￥44萬 有 ￥2,400 ￥10,380 　

東莞銀利 個人家庭 ￥10萬（停售） ￥11萬 有 　 　 　 　

東莞長安

天子 ￥20萬 ￥15萬 　

￥700/月
　 　

售價20%個人家庭 ￥37.45萬 ￥17.5萬 有 　 　

公司單提 ￥37.45萬 ￥18.5萬 有 ￥1,300 ￥10,378

中信常平

個人都市 ￥14.8萬 ￥11.8萬 　 ￥300/月 　 　 　

個人全會籍 ￥26萬 　 有 ￥380/月 　 　 　

公司雙提名 ￥57萬 　 有 ￥380/月 　 　 　

公司 ￥28萬 　 有 ￥380/月 　 　 　

中山長江
公司 ￥51.8萬 ￥43萬 有  主卡￥500/月

 附卡￥300/月
￥2,800 ￥10,060 　

個人 ￥49.6萬 ￥41萬 有 　 　 　

中山溫泉

公司三提名  HK$135萬 ￥54萬 有

 主卡￥8,000/年
 附卡￥4,800/月

￥1,800-18洞   
￥2,000-36洞 ￥10,000 　

公司單提名  HK$75萬 ￥26萬（18洞）
￥33萬（36洞） 有 　 　 　

個人  HK$35萬 ￥20萬 有 　 　 　

廣州麓湖

個人 ￥40萬（停售） ￥20萬 有 　 　 　 　

公司卡 ￥85萬（停售） ￥25.8萬 有 　 ￥1,400 ￥16,500 　

公司雙提名 ￥150萬（停售） ￥34.5萬 有 　 ￥1,400 ￥16,500 　

九龍湖
個人 ￥53.8萬 　 有  主￥6,000/年

 附￥3,000/年
　 　 　

公司 ￥61.8萬 　 有 　 　 　

蓮花山

個人 ￥30萬（停售） ￥13.5萬 有
￥400/月
 或￥4,800/年

　 　 ￥3萬
公司 ￥33萬（停售） ￥16.5萬 有 ￥3,000 ￥16,500
公司雙提名 ￥45萬（停售） ￥24萬 有 ￥3,000 ￥24,000

棕櫚島
個人 ￥40萬 　 有  主卡￥800/月

 配偶￥220/月
 子女￥100/月公司 ￥46萬 　 有 ￥4,000 　

濤景

公司三提 ￥49.8萬 　 有

 主￥280/月
 附￥180/月

　 　 　

公司雙提 ￥33.8萬 　 有 　 　 　

公司 ￥19.8萬 　 有 　 　 　

個人 ￥18.8萬 　 有 　 　 　

珠海翠湖

個人家庭 ￥24.8萬 　 有

￥7,440/年

　 　 　

個人 ￥18.8萬 　 　 　 　 　

公司雙提 ￥36.8萬 　 有 　 　 　

公司 ￥30.8萬 　 有 　 　 　

珠海國際
個人 ￥16.5萬 ￥13萬 　

￥5,400/年
　 　 　

公司 ￥16.5萬 　 　 　 　 　

珠海金灣

個人 ￥25.8萬 　 　 ￥666/月 　 　 　

個人家庭 ￥31.8萬 　 有
 主￥15,000/年
 配￥5,000/年
 子￥2,000/年

　 　 　

公司雙提 ￥52萬 　 有 ￥24,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