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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翹楚揮桿 推進浸大發展
　　都市人公私兩忙，鮮有舒展身心、接觸大自然的機
會。為此，香港浸會大學（下稱浸大）於11月6日在深圳西
麗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香港浸會大學．意活高爾夫球日
2015」，讓商界友好、校友、教職員及學生藉活動暫時放下
繁重的事務，切磋球技，交流分享，並為「香港浸會大學基
金」籌募經費，共同推進大學各領域的發展。
  本報記者  梁嘉恒

活動開球禮由6名主禮嘉賓主持，包括：冠名贊助尊榮控
股集團總裁鄺慶泉院士、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呂元祥博
士及王國強博士工程師，GBS，JP、籌委會副主席蘇永

乾院士、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校友委員會主席梁永祥院士，BBS，
JP，以及浸大校長錢大康教授。

各界鼎力支持 成果令人鼓舞
　　今屆活動首度移師深圳西麗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共有
160位嘉賓出席，包括123位高球愛好者組成32隊參賽。當日比
賽除劃分兩個時段進行外，更採用新賽制—新新貝利亞比桿
賽，亦加設多個個人獎項，為參加者帶來全新體驗。
　　承襲歷屆傳統，參賽隊伍分別由各界翹楚、浸大師生及校友
組成，在一眾參加者與各方友好的支持下，今屆活動合共為浸大
籌得123萬港元，支持大學發展。過去12年，是項活動共籌得累
積款項達1,200萬港元。

藉活動聯誼聚舊 為大學籌募經費
　　經過連場激烈的比賽，多個團體與個人獎項得主順利誕生。
大會於同日晚上舉行頒獎典禮及晚宴，並於席間安排了抽獎活
動。浸大協理副校長兼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秘書長傅浩堅教授，
MH，JP致辭時感謝贊助機構和捐款人士的支持，也向付出不少
努力的各籌委會成員致謝，為活動畫上圓滿句號。

最佳總桿獎 文嘉豪先生
最多小鳥獎 林炳華先生
最多平桿獎 區瑞強校友及葉志堅先生
個人淨桿獎冠軍 趙安天先生
個人淨桿獎亞軍 鄭德亮先生
個人淨桿獎季軍 林湛興先生及黃球基先生

男子組最遠距離獎（B球場第8洞） 袁文正先生
女子組最遠距離獎（A球場第1洞） Lisa van Lange同學
最近球洞獎（A球場第8洞） 曾榆安先生
最近球洞獎（B球場第3洞） 楊全盛先生
最近球道線獎（B球場第9洞平坦球道） 區瑞強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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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營造集團第一隊（左起）孫啟烈先生，BBS，JP、
    丁午壽先生，SBS，JP及陸百勝先生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隊

（資料由客戶提供）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簡介

  活動成功的關鍵除了天氣和場地，最重要是
好友的參與。大家樂意抽出寶貴的時間，參與
有益身心的比賽，同時又為大學的發展籌募資
金，十分有意義，所以在此特別感謝各界贊助
商的支持以及一眾參加者踴躍參與活動。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 
公司主席暨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呂元祥博士

  最初贊助活動的目的只是希望能為香港浸
會大學盡綿力籌募更多經費，後來自己亦因
而喜歡上這項運動，希望可以把高球這項自
我挑戰的運動推廣出去，讓社會各階層人士
享受舒展身心的一天。  
—尊榮控股集團總裁暨高爾夫球日 
籌委會副主席
鄺慶泉院士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成立於2009年，旨在推動大學各領域的發展，包括全面提升教與學質素、提倡研究
文化、提升校園設施、提供學生獎學金及助學金、推廣校園國際化，以及善用浸大優勢，在服務社會

上擔當領導角色等，藉此推動浸大成為亞洲區內最優秀的博雅教育學府，以研究為主導，國際化為目標。
  浸大高爾夫球日籌得的款項扣除開支後將撥充「香港浸會大學基金」。基金成立至今，累積籌款總額逾11
億港元，而基金會員人數亦遞增至553人，較成立時增長超過3倍。

意活隊呂元祥博士隊

新昌營造集團A隊

  活動把「以球會友」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
致，讓各界好友聚首一堂，互相交流分享，
增進情誼。同時亦為大學拓展社會網絡，讓
更多人認識「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為日後的
籌募工作奠下良好的基礎。

—金城營造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暨
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王國強博士工程師

   6名開球禮主禮嘉賓：（左起）梁永祥院士、蘇永乾院士、錢大康校長、呂元祥
博士、鄺慶泉院士及王國強博士。

   王國強博士（左1）、呂元祥博士（右2）、鄺慶泉院士（中）將123萬港元的捐款
支票交予錢大康校長（左2）和傅浩堅教授（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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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 意活高爾夫球日2015

冠名贊助
意活
鑽石贊助
呂元祥博士
曾植桂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新昌營造集團有限公司
白金贊助
金城營造集團

金贊助
SML集團（孫少文博士，JP）
丁午壽先生，SBS，JP
林宜龍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梁麟博士，MH
傅浩堅教授，MH，JP
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劉紀明先生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蘇永乾校友）

銀贊助
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會
浸會化學系舊生會
梁永祥校友，BBS，JP
曾耀佳校友
鈦贊助
法國巴黎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黃偉國教授
鄭成業先生
銅贊助
Lisa van Lange同學

獎品贊助
許晉廉先生
球衣及背心風褸贊助
網進流動科技有限公司

（林柏如校友）
攝影及錄影贊助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高爾夫球贊助
林棣權先生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高爾夫球車贊助
林棣權先生

飲品贊助
蘇氏衞生用品有限公司

（蘇陳偉香女士，BBS）
廣告板贊助
李茂銘博士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
運動帽贊助
林海涵會計師行
活動背景板贊助
霸菱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禮品及物資贊助
o.d.m.（蘇永乾校友）
陳肖顏女士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現金贊助
亞洲金融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林朗秋先生
偉倫基金有限公司
特刊贊助
生記旅遊巴

浸大盃隊際獎冠軍　劉紀明先生隊 浸大盃隊際獎亞軍　靚歌隊

浸大盃隊際獎季軍　新鴻基地產隊 校友盃隊際獎　體育精英隊

   孫蔡吐媚院士（右）致送抽獎禮品
予幸運兒。

   高爾夫球日籌委會成員、錢大康校長、黃偉國副校長及嘉賓合照。

花
絮



贊助名單
冠名贊助
意活

鑽石贊助
呂元祥博士
曾植桂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新昌營造集團有限公司

白金贊助
金城營造集團

金贊助
SML集團（孫少文博士，JP）
丁午壽先生，SBS，JP
林宜龍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梁麟博士，MH
傅浩堅教授，MH，JP
新鴻基地產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劉紀明先生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

（蘇永乾校友）

銀贊助
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會
浸會化學系舊生會
梁永祥校友，BBS，JP
曾耀佳校友

鈦贊助
法國巴黎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黃偉國教授
鄭成業先生

銅贊助
Lisa van Lange同學

獎品贊助
許晉廉先生

球衣及背心風褸贊助
網進流動科技有限公司

（林柏如校友）

攝影及錄影贊助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高爾夫球贊助
林棣權先生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高爾夫球車贊助
林棣權先生

廣告板贊助
李茂銘博士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

運動帽贊助
林海涵會計師行

活動背景板贊助
霸菱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飲品贊助
蘇氏衞生用品有限公司

（蘇陳偉香女士，BBS）

禮品及物資贊助
o.d.m.（蘇永乾校友）
陳肖顏女士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現金贊助
亞洲金融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林朗秋先生
偉倫基金有限公司

特刊贊助
仁利建築有限公司
永利工程顧問公司O/B
智文實業有限公司
永明工程公司
立基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和興公司
威臨施工程有限公司
建樂康體設備有限公司
根德建築有限公司
鍾氏地氈發展有限公司

*排名按筆劃序

（資料由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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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友好籌經費  大學發展同出力

　　浸大高球賽自二○○四年起舉辦，至今已經第十二個年頭，今年
由意活冠名贊助。是次賽事採用新賽制──新新貝利亞比桿賽，亦首
次於西麗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當日開球禮由冠名贊助尊榮控股集
團總裁鄺慶泉院士、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呂元祥博士及王國強博士工
程師，GBS，JP、籌委會副主席蘇永乾院士、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校友
委員會主席梁永祥院士，BBS，JP，以及浸大校長錢大康教授合共六
位主禮嘉賓主持，為球賽揭開序幕。

同心協力  推動大學走向國際化
　　今年高爾夫球日吸引一百六十位嘉賓出席，包括一百二十三位高
球愛好者組成三十二支隊伍參與競逐十九個獎項。大會新增多個獎
項，包括「最佳總桿獎」、「最多小鳥獎」及「最多平桿獎」等，鼓
勵參賽者挑戰自己。活動為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籌得港幣一百二十三萬
元，支持大學長遠發展。過去十二年，是項活動累積籌款額達港幣
一千二百萬元。
　　經過連場激烈的比賽後，大會於同日晚上舉行頒獎禮及晚宴。浸
大協理副校長兼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秘書長傅浩堅教授，MH，JP致辭時

感謝意活冠名贊助，以及各贊助機構和捐款人士的支持，同時亦感謝
籌委會成員的盡心盡力，令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全面提升　發展全人教育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於二○○九年成立，每年均以籌得港幣一億元
為目標，希望推動社會各界人士捐資支持浸大發展，至今累積籌款總
額逾港幣十一億元。截至二○一五年十月底，基金會員人數由最初的
一百三十一人遞增至五百五十三人，較成立時增長超過三倍。
　　香港浸會大學銳意發展成亞洲區內最優秀的博雅教育學府，以研
究為主導，國際化為目標。基金旨在提供財政支援，以配合大學發展
的需要，包括全面提升教與學質
素、推動跨學科和主題研究、提升
校園設施、為學生提供獎學金及助
學金、進一步推廣校園國際化，亦
善用浸大優勢，在服務社會上擔當
領導角色。

參賽隊伍

林宜龍先生隊 梁麟博士隊 SML隊

（左起）孫啟烈先生，BBS，JP、
丁午壽先生，SBS，JP及陸百勝先生

金城營造集團第一隊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隊

新昌營造集團A隊 中山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隊

呂元祥博士隊 意活隊

　　香港浸會大學年度盛事高爾夫球日已於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假中國深圳西麗高爾夫鄉
村俱樂部圓滿舉行，當日一眾商界友好、校友、大學教職員及學生聚首一堂，切磋球技。而
活動籌得的款項將用以支持「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推進大學各領域之發展。

個人獎項
最佳總桿獎　　　　　文嘉豪先生
最多小鳥獎　　　　　林炳華先生
最多平桿獎　　　　　區瑞強校友及葉志堅先生
個人淨桿獎冠軍　　　趙安天先生
個人淨桿獎亞軍　　　鄭德亮先生
個人淨桿獎季軍　　　林湛興先生及黃球基先生

男子組最遠距離獎（B球場第8洞）	 袁文正先生
女子組最遠距離獎（A球場第1洞）	 Lisa	van	Lange同學
最近球洞獎（A球場第8洞）	 	 曾榆安先生
最近球洞獎（B球場第3洞）	 	 楊全盛先生
最近球道線獎（B球場第9洞平坦球道）	區瑞強校友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暨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呂元祥博士
　　高爾夫球賽的重點不在於勝負，而是聯
繫彼此的友誼。多年來透過活動我認識了很
多朋友，大家的支持亦有助浸大持續發展。
我很高興能連續多年領導籌委會，身體力行
參與這項浸大盛事。

▲王國強博士（左一）、呂元祥博士（右二）、鄺慶泉院士（中）將港幣123
萬元的捐款支票交予錢大康校長（左二）和傅浩堅教授（右一）

▲六位開球禮主禮嘉賓：（左起）梁永祥院士、蘇永乾院士、錢大康校
長、呂元祥博士、鄺慶泉院士及王國強博士	

▲孫蔡吐媚院士（右）致送抽
獎禮品予幸運兒

▲高爾夫球日籌委會成員、錢大康校長、黃偉國副校長及嘉賓合照

金城營造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暨
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王國強博士工程師
　　近年社會人士、校友等均非常支持這項活
動，令參加人數節節上升。同時亦印證了浸大全
人教育的理念越來越得到各界認同。我作為籌委
會聯席主席之一，感到非常欣慰，會與各籌委會
成員繼續努力，為大學發展出一分力。

尊榮控股集團總裁暨高爾夫球日
籌委會副主席鄺慶泉院士
　　高爾夫球是一種有益身心的運動，你
要善用策略打出每一球。贊助此活動，希
望能讓更多人領略高球的樂趣，同時期盼
浸大能好好善用各界的捐款，積極及有效
地推動大學的發展，為社會作育英才。

團體獎項

劉紀明先生隊

浸大盃隊際獎冠軍

新鴻基地產隊

浸大盃隊際獎季軍

靚歌隊

浸大盃隊際獎亞軍

體育精英隊

校友盃隊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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