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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獨一無二訓練中心：
Garden Golf Mionnay

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 無論是夏天還是冬
天， 您都可以在 Garden Golf Mionnay的訓練
中心練球。 這個高爾夫訓練中心的設備和技術
之完備， 在歐洲是獨一無二的， 並能夠一次性
容納 170 位球手。 Garden Golf Mionnay 高爾
夫球場坐落於里昂市北部， 走環城道， 僅需 23
分鐘的車程。 場內設有 1條 18洞和 1條 9洞路
線， 總面積 74公頃。

水秀景美的靜雅之地：
Golf du Clou

一邊林木蒼鬱， 另一邊垂柳飄拂， 在碧綠
的草坪旁邊， 是水光粼粼的池塘， 這是Golf du 
Clou高爾夫球場的獨特之處， 來這裡打球， 置
身於水秀景美的寧靜中， 那又是另一番享受。

Golf du Clou 是東布 5 個高爾夫球場中，

規模較小的一個， 面積 46公頃， 設有標準的
18洞路線。 在該高爾夫球場附近， 有全歐洲最
大的鳥公園 （Parc des Oiseaux）， 休閒打球
之餘， 還可觀察到眾多的鳥類。

高爾夫與美食兼得：
La Sorelle

休閒娛樂之餘， 美食是必不可少的，

La Sorelle 高爾夫球場的美食餐廳乃是此地一
大亮點， 法國著名米其林星級大廚喬治 · 布
朗 （Georges Blanc） 可是這裡的常客。 La 
Sorelle高爾夫球場成立於 1990年， 設置在一座
15世紀的古老建築內， 古樸而華麗， 讓人賓至
如歸。 這裡的 18洞路線設計精準性高， 部分洞
分布於小丘上， 地理位置和環境迷人， 在第 10
洞處， 還能遠眺一座隱藏於林中的古城堡， 充
滿神話般色彩。 La Sorelle總面積 74公頃。

Le 
Gouverneur

高爾夫球場延伸

於東布獨有的魚塘

群之中，總面積達

340 公頃。（Le 

Gouverneur 提供）

法國里昂高爾夫之旅

體驗東布5個球場

一 天 內 可 以 走
遍 5 個 高 爾 夫 球
場 ？ 是 的。法 國
安 省（ A i n ）東 布
（Dombes）地區
方圓幾十公里內，
就 有 5 個 優 質 球
場，屬 實 少 見。在
這 裡 您 可 以 找 到
全 法 國 最 大 的 球
場、全歐洲最大訓
練中心，和全羅納
大 區 最 美 的 1 8 洞
路線，確是理想的
品 味 休 閒 娛 樂 和
生 活 藝 術 的 高 爾
夫旅行目的地。

法國東布：
魚塘、城堡與高爾夫

在全法國130個省份中， 安省排行首位（編
號為 01）， 該省分為四個地區， 分別是： 布
雷斯 （Bresse）、 東布 （Dombes）、 比熱
（Bugey） 和熱克斯 （Gex）。 而東布則位於
里昂市以北， 這裡的淡水漁業特別突出， 而且
歷史悠久， 上千口魚塘形成獨特的田園風光。

東布還有豐富的文化遺產， 幾乎每個小鎮與
村莊都有不同特色古老建築， 就拿城堡來說，

該地區有多達 100多座。

承傳濃厚的文化底蘊 , 東布人對生活藝術有
著高度品味。 東布人喜愛高爾夫運動， 度假村
式高爾夫球場尤為突出。 筆者日前走訪了東布這
5個高爾夫球場， 體驗收穫滿滿。 5個球場各
有特色， 環境優美， 地理位置極佳， 而且交通
十分便利， 最近的離里昂市僅 20多公里。

全法國最大高爾夫球場之一：
Domaine du Gouverneur
位於里昂北部 25公里， 總面積 340公頃，

Domaine du Gouverneur 要數全法國最大高爾
夫球場之一。 球場一直延伸至東布獨有的魚塘群
之中， 優美環境獨具風格。 另外， 這裡還散發
著濃郁的文化歷史氣息， 一座源自 14世紀的城
堡建築 （Le Château du Breuil）， 前院可容
納 500人的大派對， 城堡內則擁有數個豪華高貴
的會議室， 專為公司研討會或組織活動而設。

Domaine du Gouverneur擁有 2條 18洞和
1條 9洞路線和訓練中心， 另有餐館和四星級酒
店， 全年面向會員或散客開放， 設 24小時接待
服務。

羅納大區最美 18 洞路線：
Le Golf de la Bresse

享有 100%的自然環境， 一進場內， 讓人
情不自禁 「哇」 ！ Le Golf de la Bresse位於
布雷斯堡 （Bourg-en-Bresse） 以南的
孔代西亞 （Condeissiat） 鎮， 這裡
過去原是打獵森林， 因此擁有得天獨
厚的優質環境， 讓整個高爾夫球場
完全遠離喧囂。

「對我來說， 這可是全法國最
美的打球路線」 東布高爾夫球協會
主席 Claude RICHARDET說， 他個
人已有 30 年的高爾夫經驗， Le Golf 
de la Bresse是他的心愛之地。

總面積 90公頃， 該高爾夫球場路線的設計
自然而富有品味， 第 9洞和第 18洞匯合於同一
水平線位置， 乃屬罕見。 場內設有 1條 18洞和
1條 6洞路線 （是初學者的理想選擇）。

情不自禁 「哇」 ！ Le Golf de la Bresse位於
布雷斯堡 （Bourg-en-Bresse） 以南的
孔代西亞 （Condeissiat） 鎮， 這裡
過去原是打獵森林， 因此擁有得天獨

美的打球路線」 東布高爾夫球協會
主席 Claude RICHARDET說， 他個
人已有 30 年的高爾夫經驗， Le Golf 

總面積 90公頃， 該高爾夫球場路線的設計

Le Golf de la Bresse 的第 9
洞和第 18 洞匯合於同一水平

線位置，是十分罕見的景致。
（龔簡／大紀元）

La Sorelle 高爾夫球場成立於 1990 年，設置在一座

15 世紀的古老建築邊上。（龔簡／大紀元）

Golf du Clou 高爾夫球場附近，有全歐洲最大的鳥公

園（Parc des Oiseaux）。（GOLF DU CLOU）

Garden Golf Mionnay 高爾夫訓練中心設備和技術完

備，在歐洲乃是獨一無二。（istock.com/alexsokolov）

■文 | 龔簡

歐洲貴族高爾夫 VS 中國古代「高爾夫」

據說， 高爾夫起源於蘇格蘭牧羊人的運
動， 後來傳到宮廷， 所以高爾夫算是把民間運
動貴族化了。 到 17世紀， 已經有了一套打高爾
夫球的規則。 直到現在， 高爾夫還被認為是有
錢人的遊戲。 有人指出， 中國在南唐時期 （約
西元 943年） 便記載有類似於高爾夫的遊戲——

捶丸， 比蘇格蘭中世紀的起源還要早 500年。  

捶丸是盛行於宋、 元和明朝時期的遊戲，

其雛形可能在五代和北宋初年就已經形成， 前
身可能追溯到唐朝的 「步打」 ， 受到貴族的歡
迎， 明代的宮廷畫《明宣宗行樂圖》中， 就描
繪了明宣宗與其侍從進行捶丸的情況。

在高爾夫球場上， 得體的禮節非常重要。

保持球場安靜， 壓低聲音講話是最基本的要
求， 這樣才能保證 「鳥語花香」 的大自然氛圍
不被破壞。

另外， 在球場上不能隨意跑動， 只能安下
心來慢慢走， 或是輕步快走， 否則會破壞球場
氣氛， 導致其他球員分心。

明宣宗朱瞻基玩的一種類似高爾夫的遊戲。（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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趼壉鰱昷銊䏴
隊㛣㛺䯤＃炓飨䏴踵俍￥䯖勢呏荎趼壉
䯒Dombes䯓晈珪䯖醭詵醭啿䟀䞘。壉䈈
昤䤽嶗䉣齌隡、㛫鰱嶼䁗醮䁗躐䄄䯖䏣
隊炓嵔踔哱䯖嫕鰱㖌蠙＃趼壉躐㣵￥、酽
㣵醢䯖桹‖侸艊咲姲媀™酛䐥䒛䯖麹曧
讜曧酽㭠骾䯖醭讜艊䐥䒛樁壎桹諤靕箏
咲艊硾㜉昷熴䯖詵㜙諤桹轅蟟、

Auberge de Montessuy
鰱㭠™酛啢晈䒛䯖竑頥骾䯤䞸嚌䉣齌。銆鐣骕
硥嚙咲䤽。䟀䞘閙、

15跫鄅詁媀梣嗙楯俋鄭䯖詁頥詁䒮䯖粶乵玜
妧䯖桹瑪杛䉃詬䯖蟔鳏匯㩱鯫䯖詵匯敡俋墴、

Route de Marlieux 
01400 Châtillon-sur-Chalaronne 
Tel: 04 74 45 01 51

Restaurant Les Platanes
㭊 70妘證諍咲™醑魍™酛竑頥䐥鄭䯖
閔㠮醢觜、

竑頥骾䯤䞸嚌䉣齌。壉䈈昤䤽。趼壉䟀䞘。
俋樁骾㜷䯒Spécialités du Chef䯓、

01240 La Chapelle du Chatelard
Tel : 04 74 24 50 42

Béatrice & Gilles Bernard
01330 Villars - lès -Dombes 
Tél. 04 74 00 08 80 - 06 81 84 05 22
e-mail : domainedelabelliere@gmail.com

賓哊鎢暆䐥晈䒛

www.domainedelabelliere.fr

晈䒛抲辭靕ǹ㩱㓅賂㣵鄡桽烏
踵崯豈侕硰烐犣鞐醿肵俠 Château des Creusettes

克乐伊特豪华古堡 感受皇室气派克乐伊特豪华古堡

热情好客会讲
中文的城堡主人欢
迎中国朋友的到来。

建于 1860 年，城堡拥有
一个宽大 5 公顷的法式花
园，15 间四星级豪华房间，
每个房间以路易十五风格装
潢，经典高雅，各具特色。

城堡提供各类型的专业或私人活
动，如婚礼、周年纪念、家庭团
聚、鸡尾酒会、研讨会、产品发
布会等。

克乐伊特城堡坐落于享誉美食
之乡的安省（Ain），离里昂
（Lyon）45分钟车程，距
维拉尔莱东布（Villars-
les-Dombes）7分钟。

988 Route de Villars-les-Dombes
01240 La Chapelle du Chatelard
Tel: 0033 (0)6 79 09 24 62
http://chateaudescreusettes.fr/

C3

德國買房經驗談 （六）

5位高爾夫達人告訴你：

愛上高爾夫
從來不缺理由

談到高爾夫球，容易讓人與奢侈聯
想到一起，是一種商業交際的方式，
而且還須加入俱樂部。筆者專訪了
法國東布（Dombes）地區5位高爾
夫球運動資深人士，在他們的心目
中，今天高爾夫球運動在法國已日
趨大眾化了。

高爾夫是一種生活方式
Philippe Claudel， 曾是一名運動教練， 15

年高爾夫球場管理經驗， 同時也是高爾夫運動的
佼佼者， 目前擔任 Domaine du Gouverneur高
爾夫球場總經理。

Philippe Claudel認為， 高爾夫球乃超越於
運動， 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首先高爾夫球是
一種遊戲， 而且有很大的魅力， 當你一旦喜愛
上高爾夫球， 你就會上癮了。 」

高爾夫球規則複雜， 技術講究， Philippe 
Claudel 說： 「打高爾夫球時， 你總希望提高
自己的技術水平， 但技術是無止境的， 所以這
是一項可以玩一輩子的運動。 」

「高爾夫球還有一個與其它運動的不同之
處， 那就是無論參與者是專業的， 抑或是業餘
的， 哪怕是初學者， 均可以混在一起玩。 」

法國高爾夫球運動日趨大眾化
Nicolas Besançon， 17 年 高 爾 夫 球 教 練

經驗， 曾於歐洲阿爾卑斯高爾夫聯賽 （Alps 
Tour） 中排行第三位， 目前擔任 Le Golf de la 
Bresse高爾夫球場總經理。

■文 | 龔簡

「法國高爾夫球在過去的 15年發展大大趨向
大眾化了」 ， Nicolas Besançon回憶說， 「記
得在上世紀 80 年代， 高爾夫球特別私人化，

而且高爾夫球場和打球的愛好者均為數不多， 自
80年代中期一直到 21世紀， 法國高爾夫球發展
有了很大的變化。 」

「隨著高爾夫球場的不斷增加， 打高爾夫球
的人也慢慢多起來。 」 他說。 （據統計， 目
前全法國有高爾夫球場 500多個。）

Nicolas Besançon 表示： 「法國高爾夫球
運動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傳統上， 法國趨向
集體性的運動， 而高爾夫球則是一種較為個人的
運動， 加上許多學校仍缺乏高爾夫球場設施，

故此法國高爾夫球仍沒達到普及的程度。 」

從 4 歲到 93 歲 高爾夫無年齡限制
Eric Lacoux， 曾是一名空軍航空教練， 愛

好高爾夫， 轉行後從事高爾夫球場管理， 擔任
總經理有 15年經驗， 自 2013年至今任 Garden 
Golf Mionnay高爾夫球場總經理。

「我們這裡最小的高爾夫球手年紀只有 4
歲， 年紀最大的 93 歲！」 Eric Lacoux 說，

「打高爾夫球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

Eric Lacoux為讓高爾夫成為一種更可接觸性
的娛樂運動， 他接受了挑戰， 建起全歐洲最大
的高爾夫球訓練中心。

「按常規， 打完一條 18洞的路線， 需要較
長的時間， 對於生活節奏快捷的現代人來說，

那是一種限制。 而這裡的訓練中心迎合繁忙的上
班一族， 如果你下班後只能有半個小時， 解下
領帶， 吃個三明治， 就可以來打球。 」 Eric 
Lacoux說。

與人面對面接觸是最好的交際
Maria Monnet， 本來愛好的是騎馬， 非高

爾夫球。 30多年前的一天， 一個夢想， 讓她
踏上了高爾夫之旅， 從不會打高爾夫球， 到今

天成為了 Golf du 
Clou的老闆娘。

大 家 普 遍 認
為， 打高爾夫球能
夠促進交際。 「對我
而言， 最重要的是人與
人之間的直接溝通。 」

Maria Monnet說。

作為一位女子， Maria Monnet可謂白手起
家， 從零開始， 克服重重困難， 精心經營，

打造了一個獨具一格的高爾夫球場， 她的大方熱
情贏得了業界的讚譽。

「建一個優美的高爾夫球場， 最起碼需要
十幾年的時間。 」 Maria 
Monnet說。

打高爾夫掌握技
巧最重要

Cyri l  Tapié 
de Celeyran，

12 年高爾夫球教
練經驗， 打贏過眾
多的高爾夫球賽， 自
2017 年 於 La Sorelle 高
爾夫球場擔任總經理。

按經驗談， Tapié de 
Celeyran 認為， 打高爾
夫球有許多規則， 但沒有一成不變的死規定，

掌握技巧是最重要的。

談到技巧， Tapié de Celeyran 拿果嶺推杆
為例， 要把球推到離球洞越近， 需掌握的力度
得恰當， 不能過於用力， 也不能用力不足。

「如力度不夠， 當球仍距離球洞 80到 150厘米
時， 這是最難的， 因為你很難保證一杆進洞。

所有比賽的時候， 即使是世界上最棒的高爾夫球
手， 此時也會緊張得心跳加快。 」

Golf du Clou 的老闆

Maria Monnet

La Sorelle 高爾夫球場

總經理 Cyril Tapié de 
Celeyran

Garden Golf Mionnay
高爾夫球場總經理：

Eric Lacoux

Domaine du Gouverneur
高爾夫球場總經理：

Philippe Claudel

Le Golf de la Bresse
高爾夫球場總經理：

Nicolas Besanç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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