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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一直是高爾夫球手最大的敵人。相信
在蘇格蘭和愛爾蘭打過球的人都很清楚，

風下之鄉

球隨著風勢遠離指定球道，令當事人和旁
觀的觀眾都一起失去方向感。其實每個高

Sabah, Malaysia

球好手都在尋找一個「風下之鄉」，尤其
是沿海地區那種強風都屏息靜氣的樂土。
若要找一塊集原始熱帶叢林、全東南亞最
高山脈、繁多野生物種、結合文化交匯與
長久殖民地歷史之地，甚至集暖和熱帶氣
Paul Myers 原籍澳洲，曾為澳洲、紐西蘭及美國多份報章雜誌擔任旅遊作家、編輯及
出版人；現職 Asian Travel Media 董事總經理，總部設於泰國曼谷，為亞太區眾多高
爾夫球場及度假村提供公關及媒體通訊服務，亦是東南亞地區唯一專營高爾夫旅遊的公
關公司。

溫於一身的高球旅館，恐怕就只有位於馬
來西亞最東面，婆羅洲最北端的沙巴才可
滿足以上要求。
text
translation
photo

Paul Myers
銀袓
Paul Myers+Sutera Harbour Resort+
Shangri-La Rasa Ria Resort

和平的避風港
先不談沙巴的高球之美，單是其得天
獨厚的地理位置已經勝人一籌。沙巴不像
婆羅洲東北部的氣候，那裡每年二至三月
或九至十月均需承受颱風來襲，而更靠近
菲律賓的沙巴剛好能經常避免颱風之災，
反而更能經年享受拍岸微風，沖走沿岸熱
浪，令人倍感涼快。此外當地融匯不同文
化與宗教信仰，三萬名原住民內藏三十二
個少數民族，三分一人口是菲律賓或印尼
人，其中又夾雜了一成的中國人，相處起
來卻比香港更和平更融洽。沙巴亦曾經與
毗鄰大島「沙勞越」成為婆羅洲最東的島
嶼，同樣隸屬英國，直至一九六三年北婆
羅洲獨立後才再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政府。
轉眼間，來自大城市的旅者已視沙巴
現在的首府為一個開展高球旅程的鑰匙。
另一人口少於五千人，離機場只有十分鐘
車程的城市 KK，那裡被藍綠色的南中國
海水染得清翠，天然又帶點夢幻，再加上
能享受通往錦標賽場的門階，相信喜歡高
球的你定難抗拒。若嫌還未夠滿足，那乘
車四十五分鐘遠離岸邊，一嘗於黑猩猩自
然禁獵區與高球同眠這個非一般體驗，又
如何？
沙巴正在不斷提升推廣國際高爾夫球
旅遊的地位和影響力。蘇泰拉港灣度假村
（ Sutera Harbour Resort ）和香格里拉莎
利雅度假酒店（ S h a n g r i - L a R a s a R i a
Resort ）分別是當地符合國際標準的標誌
性高爾夫球場。兩者卻不避嫌，聯手打造
以營銷項目為主的網站 www.sabah-golf.
c o m，詳細介紹全東南亞最優秀的高球
場，為大家帶來前所未有的方便。同時亦
在今年四月合辦世界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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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空俯瞰以高球場作背景的香格里拉莎利
雅度假酒店。

賽，更吸引到來自歐洲和澳洲等地廿五個
旅遊企業家到吉隆坡參加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ssociation of Golf Tourism Operators
的就職會議。
「歐洲人不熟悉地球另一邊廂的沙
巴，但經過了解當地奇特的一草一木和渾
然天成的自然環境後，再加上以新加坡和
吉隆坡等長線旅行景點作招徠，他們必定
期待到此高爾夫球天堂一遊。」來自德國
的旅遊經營者 Manfred Rauno 在參觀後
就給了如此一個好評，還與其他行家豎起
拇指大讚沙巴的高球旅團是多麼與眾不
同，能在看似平凡的國度洞悉非同凡響的
感覺。

一起擁抱大自然
蘇泰拉港灣度假村，貪婪地獨享哥打
京那峇魯（ Kota Kinabalu ）的海港，偌大
且平坦的園區跟前澳洲高球專家 Graham
Marsh 所設計的二十七個錦標賽球洞互相
輝映。蘇泰拉港灣度假村的高球實力不容
置疑，是 OneAsia qualifying school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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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明年其中兩階段的東道主，不但將賽
場劃分為三個主題──庭院、湖泊和傳統
文物，每個球洞都能眺望海灣、城市或度
假酒店的極盡景致。設計師同時巧妙地以
小丘和沙坑配襯人工水池，再加上用椰子
樹來營造從球洞隱約遠眺南中國海和對岸
馬奴干島所帶來的視覺震撼，令一個高球
旅程變得更為有趣。此外，若更想於黃昏
至夜間繼續與高球耍樂，在炎中帶涼的天
氣下打足十七個小時高爾夫球，那蘇泰拉
港灣度假村便是全馬來西亞東部的唯一選
擇。最好的球洞相信是庭院區內的 Short
Par 4 廿四號洞，球道靠水而且進攻果嶺
難度頗高。即使住宿連打十八洞，平日和
週末亦只需付大約六百二十和八百二十港
元費用，價格相宜。
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另一懾人之
處，是於九六年與沙巴州野生動物署共同
研究的自然保育區融為一體，讓瀕臨絕種
的動植物都得以保存，並可親證黑猩猩由
人類飼養長大至放回野外自食其力。而達
立灣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Dalit Bay Golf
2 達立灣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的下 9 洞被孟卡
邦河所包圍。
3 椰子樹是蘇泰拉港灣度假村三個 9 洞球場中
一大難題。
4 距離吉隆坡數公里由蘇泰拉港灣度假村乘遊
艇至馬奴干島遊覽是當地的焦點之一。
5 擔巴浪河是達立灣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上 9
洞的重要特色。
6 蘇泰拉港灣度假村和背後的馬奴干島。
7 蘇泰拉港灣度假村第 23 號洞是場內的標誌
洞，在南中國海旁玩至度假村的小艇碼頭。

Club ）與酒店相連，球場瑟縮在全東南亞
唯一高達四千○九十五米的京那峇魯山的
影子下，又被擔巴浪河和孟卡邦河所包
圍，導致每個球洞有水險，是一嘗濕地高
球的好地方。若問場內最具標誌性的一
洞，定莫過於 par-3 第十一洞。球需穿越
擔巴浪河口，南中國海的右側，測試參加
者的準繩度。況且玩十八洞或九洞連保險
和租車，每人只盛惠港幣七百九十五元或
六百四十五元，絕對值得你去拜訪。平日
我們都慣了在高爾夫球場以高球車代步，
然而在澳洲籍設計師 Ted Parslow 筆下，
達立灣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有專設的步行
通道，一邊欣賞磅礡的山勢，一邊與三五
知己在途中暢談高球策略，不亦樂乎。
試想像人類從世界上消失卻剩下你一
人，當你感到彷徨無助時，不妨到沙巴這
個「風下之鄉」一遊，放下俗務與大自然
重新接觸。或許嘗試跟黑猩猩溝通，閒時
打場高爾夫球，享受被無風的密林所淹沒
…… 此刻，大概你不再介意孤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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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資料
stay & play packages
Sutera Harbour Resort
雙人房每晚 MYR680 起（約 HK$1,688），
一般最低消費為四日三夜連自助早餐、水療
及每人兩場高爾夫球。
Shangri-La Rasa Ria Resort
雙人房每晚 MYR1195 起（約 HK$2,965），
一般最低消費為四日三夜連每人兩場高爾夫
球和穿梭巴士往返機場。
flight & other spotlights
可選搭亞洲、港龍或馬來西亞航空從香港直
達吉隆坡，同時亦可在新加坡轉乘亞洲或新
加坡航空。而雅加達、馬尼拉、首爾、吉隆
坡以及其他馬來西亞城市均能直達沙巴。

9

13

沙巴亦有其他值得拜訪的名勝景點，如二千
年成為沙巴首個世界遺產的神山公園
（ Kinabalu Park ），乘自一九一四年開發的
北婆羅洲鐵路蒸氣火車以三十六哩路親身登
上神山（ Mt Kinabalu ），還有從蘇泰拉港灣
度假村經水路遊覽至東姑阿都拉曼海洋公園
內的第二大島──馬奴干島。
enquiry
website www.sabah-golf.com

8
9
10
11
12
13

10

11

14

14

許多遊客視庭院內的 9 洞球場為蘇泰拉港
灣度假村最出色的設計。
這個蘇泰拉港灣度假村湖泊區中的 Par 3
洞是整個球場的最大考驗。
無論是本地或外地遊客都最愛到蘇泰拉港
灣度假村的小艇碼頭享受沿岸風光。
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的黑猩猩禁獵區
經常吸引無數遊客瘋至。
從高空俯瞰蘇泰拉港灣度假村湖泊區內的
九洞球場，其中有幾個面向南中國海。
在蘇泰拉港灣度假村傳統文物區九洞球場
裡的一個荒廢沙坑。
面向吉隆坡附近連綿不斷的內陸山勢，左
旁為神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