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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打造中国高尔夫学院第一品牌

 学院宗旨

朝向高尔夫学院是朝向高尔夫文化和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标是为学员提供国际化的教学理念，针对不同水平的学习个体

提供最适合学员本人的学习体系，激发个人最大的高尔夫潜能，

帮助学员迅速提高球技，让每一个人一辈子都能享受高尔夫的

乐趣。

 学院使命

朝向高尔夫学院同时以推广和促进青少年高尔夫运动发展为己

任，打造最专业的教学团队，为高尔夫爱好者提供最便利、最

实用的教学环境和最丰富的高尔夫生活。

 学院远景

培养优秀的青少年高尔夫球手，组建中国一流的青少年高尔夫

球队，组建中国一流的青少年高尔夫培训基地，打造中国高尔

夫学院第一品牌。



教学特色

 区别于其他高尔夫教学机构，朝向高尔夫学院更多的采

用团队教学模式，每个教练负责不同的专长，而不单是

教练的“1对1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够更好的发挥

每一个教练的长处，针对学员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教学，

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课程和培训体系。

 在推广和促进青少年高尔夫运动发展方面，朝向高尔夫

学院针对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发展方向的青少年学员，

组建了“朝向青少年高尔夫兴趣班”、“朝向青少年高

尔夫主修课程班”、“朝向青少年高尔夫球队”等，并

采用区别于个体教学的教学方法，形成青少年高尔夫教

学体系，提供全方面的技术教学、心理辅导、礼仪及规

则培训等教学内容，统一安排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各项青

少年赛事，并提供竞赛指导。



整体诊疗式教学法

 整体化诊疗式教学的五大保障：

1）消费保障：多位教练教学指导保障；

2）教学保障：不再因为不同教练教学方式而让学员不知所措；

3）环境保障：舒适的学习环境、私密的教学空间，学员上课不

受外界干扰，增进学习进度；

4）教练保障：每位教练严格把关，落实教学进度，在课前先复

习上一节课内容，再继续本节课教学；

5）学习保障：定期录制学员学习进程，在电脑分析系统上了解

学员的成长，指导学员每一次的进步。



学院管理团队

 教练团队

师资力量雄厚，均拥有海外学习和教学经验，可进行英语、

韩语、中文教学。

 营销团队

市场营销团队拥有组织市场推广活动的整体策划经验，有敏

锐的市场洞察力、良好的团队沟通和工作组织协调能力。

 宣传团体

宣传团队拥有多年国际、国内大型高尔夫赛事品牌推广经验，

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学院的工作重点和任务，充分利用各种宣

传工具和媒体资源，组织和策划学院各项宣传工作。

 后勤团队

学院拥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和行政支持能力，能够协调组织学

院各项日常工作，加强学员与教练之间的沟通。



教练团队

 朝向高尔夫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汇聚了来自中国台湾、韩国及中

国内地的职业教练，均拥有10年以上的教学经验，并拥有突出的

教学成果。

 朝向高尔夫学院教练在高尔夫教学、球场管理及球杆制造维修等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他们能够与学员一起分享多年参加

职业或业余比赛的经验。

 朝向高尔夫学院教练采用先进的电子化教学方法和系统化球手管

理方法，为高尔夫运动爱好者和立志成为职业球员的学员，以及

职业球手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培训和服务平台。



国际合作

 朝向高尔夫学院是美国Stick for Kids（给孩子球杆）青少

年高尔夫普及计划在中国的独家推广机构。

 Stick for Kids项目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学习高尔夫球技、

高尔夫礼仪、规则等知识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

普及青少年高尔夫运动。本项目不单为青少年提供高尔

夫球场上竞技的经历，同时也教给他们礼仪、纪律、诚

实和尊重等精神品质。

 本项目2010年在中国大陆共举办了150场活动，超过

10000人次参加。

 活动主题：

安全、礼仪、高尔夫规则是Sticks for Kids项目的哲学，

无论是项目推动者还是喜爱高尔夫运动的年轻人都应该

遵守。



国际合作

• 2010年12月20日，高尔夫名

人堂成员，近代全世界最伟

大的高尔夫球手，8届大满

贯赛冠军得主Tom Watson

• 2009年4月29日，PGA执行副

总裁David Pillsburg 到访朝向

高尔夫学院，进行深入沟通

交流。

David Pillsburg 是代表PGA到访朝向高尔夫学院的，本次到访标

志着PGA与朝向高尔夫学院之间合作的开始。由此，朝向高尔

夫学院与PGA展开了球手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造访朝向管理集团，与朝向管理集团董事长王军及总经理陈朝

行等会面，并洽谈在华合作项目，其中包括高尔夫球手的培养

及教学等。 Tom Watson参观了朝向高尔夫学院，亲自为学院里

的20多位小学员指导击球技术。



学院发展

• 朝向高尔夫学院2009年3月成立，现已拥有三家分院：

- 深圳香蜜湖分院

- 深圳名商分院

- 佛山中信·山语湖分院

• 未来规划在华北、华东及西南地区进一步扩展，以连锁经营模

式开设分院；

• 学院以青少年教学为特色，面向所有初学者和进阶者；

• 现有固定学员1000余人，其中青少年学员约40%，成年学员约

60%。



深圳香蜜湖分院
学院总部所在地

 朝向高尔夫学院深圳香蜜湖分院位于香蜜湖体育中心内，坐落于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交通便利。

 香蜜湖体育中心畔香蜜湖而建，周边高端社区环绕，商贾云集，

内设深圳规模最大，地理位置最优越，配套最齐全，环境最优静

的高尔夫练习场。

 香蜜湖分院于2009年3月29日开业，建立两年来，学员数量不断增

加，培养了欧致均、赖冠军、简传林、殷子珺、王文鹏等优秀的

职业及青少年球手，赢得众多高球爱好者的赞赏。



深圳名商分院
旗舰店

 朝向高尔夫学院深圳名商分院位于深圳名商高尔夫球会练习

场内，坐落于深圳市深南大道黄金地段，是朝向高尔夫学院

的第二个基地，是朝向高尔夫学院的“旗舰店”。

 深圳名商分院于2010年10月开业，周边集酒店、休闲、娱乐、

饮食、景区于一体。北眺笔架山、南望深圳湾，毗邻天鹅堡、

波托菲诺、中信红树湾等高档住宅区。

 名商分院以青少年教学为主，配备有瑜伽室、健身房、高品

质推杆果岭等设施，培养了尹渊儒、刘瑞欣、梁策、李慧真

等国内知名青少年球手。



佛山中信·山语湖分院

 朝向高尔夫学院佛山中信·山语湖分院位于中信会山湖俱乐部内，

坐落于佛山市南海区，面向中信·山语湖广大业主，为其提供全面、

完善的社区配套教学服务。

 中信会山湖俱乐部设施包含国际体育公园、九龙山森林公园、水

上娱乐设施、网球场、羽毛球馆、SPA等各种康乐及文体设施等。

 目前，中信·山语湖分院已为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学生量身定制

高尔夫课程，受到广泛关注。



课程介绍

• 学院课程的目标对象：

- 初学者；

- 有一定基础且想要提升球技的进阶者；

- 立志成为职业球手的学员。

• 学院针对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相应的课程内容，主要有成人、青
少年一对一教学，成人、青少年团体教学，青少年兴趣班、青少年
主修课、青少年球队等。

• 学院提供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以丰富青少年学员的暑假生活，
在提升高尔夫球技的同时，增强对高尔夫礼仪、规则、专业术语、
球技等的认知。

• 学院还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制一系列高尔夫方案，根据企业的要求，
提供集体课程，组织和策划高尔夫球赛事及相关高尔夫主题活动，
为企业客户提供良好的商业交流平台。



教练团队

“发现青少年学员的特点

和潜力，帮助他们发展
成为优秀高尔夫球手。”

——郭博杰

主教练：郭博杰



• 13岁随父母移民美国，20岁进入美国高尔夫摇篮之一的圣地
亚哥高尔夫学院(San Diego Golf Academy)就读并取得优异成绩。

在高尔夫教学、球场管理以及球杆制造调整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在美国加州工作多年之后在台湾知名的东方高尔夫俱乐部
主持教学管理，现为朝向高尔夫学院主教练。

• 郭博杰教练善于在每一个学员身上发现特点和潜力，并运用一
系列专业的教学方法激发学员潜能，帮助学员从默默无闻的一
般高尔夫爱好者发展成为优秀高尔夫球手。

• 培养的优秀学生有2010广州亚运会季军洪健尧、中国最年轻
的终身职业球员欧致均等。

• 证书及执照：

1995年获得高级课程教练证书
1996年获得商业管理证书
1996年获得Golf Smith专业高尔夫球杆制作证书
1996年获得Golf Smith高尔夫球杆定制与维修证书

2001年获得GCA 球杆制作与维修证书



教练团队
罗茂华(Lo-Maohua)
深圳香蜜湖分院主教练

“因材施教，我可以帮你更快达成目标！”

——罗茂华

张家祥(JOSHUA CHANG)

佛山中信·山语湖分院主教练

“柔软顺畅的短杆，尽快使您杆数直线下降。”

——张家祥

Marcus Chen （陈马克） (U.S.A.)

深圳名商分院主教练

“用爱心和耐心对待每一位学员,帮助他们达成目标 . ”

----陈马克

台北体育大学毕业后开始接触高尔夫，曾与人合伙投资传统球具，之后独立开设二手中古

球具店。为了加强个人专业知识及技能，曾远赴美国进修，接受球具专业技师培训，引进

多项精密仪器，提供高尔夫球具检测调整、维修咨询等服务。罗茂华教练拥有二十四年丰

富的教学经验，他认为人有高低胖瘦，加上习惯性、个性和悟性的不同，有太多的几何结

果，不可一味的追求外国顶尖高手的动作，应先了解学员本身的条件，发现最有效的提高

办法。

擅长球场实战经验与短杆技巧，有“短切小王子”之称。业余时代成绩卓越，后转入职业
并一直参加职业比赛，实战经验丰富，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学员的球场攻略技巧及心理突破。

擅于运用科技设备配合教学，使学员能全方位透析自身动作，雕塑出最适合学员本人的挥
杆，让您的动作更接近完美



教练团队

张仁实(Jang In Sil)

深圳名商分院教练

•韩国国籍，女性。14岁开始参加比赛，拥有13年比赛经

验和9年教学经验，擅长短杆，一号木准确率和方向性好。

积累了多年的实战和教学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球手管理

能力。

黄正磊(Stone Huang)
深圳香蜜湖分院教练

•拥有17年教学经验，他认为高尔夫运动是展现个人特性

的运动，所以无论差点高低，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独一无二

的球风及打法。他重视正确的打球观念和基本动作，治根

型教学训练方式能为学员建立一套事半功倍的方法，让学

员的成绩有效率地提升。



教练团队

黄昆晟（Huang, Kun-Cheng）

香蜜湖分院外籍教练

•教学14年，注重基础动作的扎实度。根据体型状态发展

出个人击球特色，并培养出兴趣，耐心，观念及透过沟通

达到教学相长。曾任台北世贸、东湖练习场驻场教练。

张睿丰(Ramand Zhang)
深圳名商分院教练

•从事高尔夫教学工作14年，具备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与

理论知识，严谨科学的技能指导，能够奠定学员夯实的基

础，创建广阔的提升空间。教授学员千余人次，获得良好

的口碑与声誉。

付茜
朝向高尔夫学院瑜伽教练

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
获中国健美协会一级健身指导员
亚洲瑜伽协会瑜伽教练证书
AASFP专业体适能教练证书、高级私人教练证书



朝向学院瑜伽特色课



优秀学员

• 男，1991年出生，2005年开始学球，师从郭博杰教练至今。

2006年开始参加国内青少年比赛和业余比赛，2007年获得

多场青少年赛冠军，2008年成为“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

赛”年度总冠军。2009年通过职业考试，并于2010年开始

获得终生职业球手身份。2010年，在“中国职业高尔夫球

锦标赛”五站比赛中全部获得晋级，最好成绩第16名。

• 欧致均认为自己与顶级职业球员之间的差距主要在稳定性

及调整能力上，“比如在比赛中遇到不利状况时，顶级球

员能够很快调整和适应，这方面我还有待提高。”

• 主要成绩：

2008年“费度亚洲杯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上海站冠军

2008年“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南宁站冠军

2008年“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年度总冠军

2008年度“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球积分排行榜”第1名

2009年“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公开赛”冠军

2010年度“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积分排行榜”第15名

职业球员：欧致均
2010年获得终身职业球员资格
中国最年轻的职业球员



优秀学员

尹渊儒：

•女，1997年出生，2008年开始学球，2010年开始师从郭博杰教练，

目前已在国内各大青少年赛事和“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上

征战数场，多次获得各项赛事前三名。尹渊儒加入朝向高尔夫学

院后，郭博杰教练对其技术进行了系列调整，特别是针对推杆的

调整。

•主要成绩：

2010年“中信银行青少年高尔夫球对抗赛”华北区C组冠军

2010年“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精英比洞赛季军

2011年“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挑战赛”冠军

李慧真：

•女，2001年出生，2008年开始学球，2009 年8月开始师从郭博杰

教练。

•主要成绩：

2010年“中信银行青少年对抗赛华中区选拔赛”D组季军

2010年“广东省青少年积分巡回赛”总决赛D组冠军

2011年“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精英挑战赛”D组冠军

2011年“广东省USKG青少年高尔夫冠军杯赛”D组冠军



优秀学员
刘瑞欣：

•1998年11月出生，2005年开始学球，2007年开始已经活跃在国内各大

青少年高尔夫比赛的赛场上，一直是青少年球手中的佼佼者。坚持每天

记录自己的高球生活，将高尔夫、学业、业余爱好等安排得尽然有序。

2010年获得“汇丰青少年冠军赛总决赛”道德风尚奖。

•主要成绩：

•2010年“第十届‘张连伟’杯国际青少年高尔夫球邀请赛”C组亚军

•2010年“汇丰青少年高尔夫球冠军赛”总决赛C组季军

•2010年“第十六届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C组亚军

•2011年“汇丰中国青少年公开赛”C组亚军

•2011年“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精英挑战赛”C组亚军

•2011年观澜湖杰克·尼克劳斯锦标赛冠军

赖冠军：

•男，出生于1996年，2008年开始学球，目前已稳定在单差点。在“中国

青少年公开赛”、“汇丰青少年冠军赛”、“中信银行青少年对抗赛”

等青少年高尔夫赛事和“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上均有优异表现。

2009年开始师从郭博杰教练并屡屡获得佳绩，娴熟的球技和沉稳、谦虚

的性格让他受到一致好评！

•主要成绩：

•2009年“第十一届永善杯青少年高尔夫球队际锦标赛”净杆冠军

•2010年“第五届中信银行青少年高尔夫球对抗赛”华南区选拔赛A组季

军

•2010年“第五届中信银行青少年高尔夫球对抗赛”总决赛A组亚军

•2010年“汇丰青少年高尔夫球冠军赛”烟台站A组亚军

•2010年“汇丰青少年高尔夫球冠军赛”总决赛A组亚军

•2011汇丰青少年高尔夫球冠军赛北京站A组亚军



优秀学员
梁策：

•男，1995年出生，2001年开始练球，2010年9月开始师从郭博杰教

练，获得稳定进步。目前就读于南山中英文学校剑桥国际高中部，

受到学校师生一致好评。2011年2月参加“中山青少年高尔夫球培训

邀请赛，获得总杆亚军，并获得免费去泰国参加2011年“第十届

‘TRUE VISION’泰国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资格。

•主要成绩：

•2009年"深圳市青少年高尔夫巡回赛"B组冠军

•2009年"职业联盟青少年高尔夫邀请赛"B组冠军

•2010年"第五届中信银行青少年高尔夫球对抗赛”华中区选拔赛B组

亚军

•2011年“中山青少年高尔夫球培训邀请赛”总杆亚军

2011汇丰青少年高尔夫冠军赛重庆站A组亚军

王文鹏：

•王文鹏：男，1999年出生，2005年开始学球，2007年5月开始师从

郭博杰教练，球技稳步增长，经常荣获国内各大青少年赛事前三名。

•主要成绩：

•2008年“汇丰青少年高尔夫球冠军赛”深圳站冠军

•2008年“全国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挑战赛”季军

•2009年“第九届‘张连伟’杯国际青少年高尔夫球邀请赛”D组冠

军

•2009年“香港 ESPRIT 青少年高尔夫球排名赛”冠军

•2010年“第五届中信银行青少年高尔夫球对抗赛”华南区选拔赛季

军



关于朝向管理集团

• 朝向管理集团创建于1999年，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中国职

业高尔夫球员协会主席王军先生担任集团董事长。

• 朝向管理集团是随着中国高尔夫运动的蓬勃发展应运而生的，其使

命是为中国高尔夫运动的发展做出有力的推动和显著的贡献；其发

展目标是成为中国高尔夫运动的领跑者，成为中国高尔夫管理第一

品牌。

• 朝向集团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业务范围涵盖高尔夫各主要业务的专

业公司，在高尔夫球场设计建造、高尔夫球会管理、高尔夫赛事运

营、高尔夫市场运作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是中国最具知名

度的专业高尔夫管理公司。



集团业务

球场设计
• 与全球著名设计公司戴伊设计集团结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 至今13个球场设计作品。

工程建造
• 2007年加入美国高尔夫球场建造协会；

• 2008年与全球著名球场建造公司美国景观无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伙
伴协议；

• 至今近30个球场建设项目。

球会管理
• 全面管理近20家球场，多个球场管理顾问。

赛事运营
• 超过100场大型赛事组织推广经验；

• 2007年开始承办亚巡赛(ASIAN TOUR)及同一亚洲巡回赛(OneAsia)。

市场运作
• 组织运营“朝向高尔夫分时互动计划(FGT)”；

• 拥有23家中外加盟球会，超过20000名会员。

高尔夫学院
• 2009年3月开业，已开设三家分院。



http://www.forwardgolfacademy.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