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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西藏5100高爾夫球日2018特刊

星期五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 西 藏 5100 高 爾 夫 球 日 2018

A00-00

場地贊助

各界精英聚首切磋球技 寓運動於籌款 推動浸大發展
個人獎項

團隊獎項

浸大盃隊際獎冠軍 林棣權先生隊

浸大盃隊際獎季軍 香港浸信會醫院隊

  秋 風 送 爽 的 日 子 ， 正 好 適 合 於 綠

茵場上揮杆。「香港浸會大學．西藏
5100高爾夫球日2018」已於11月2日
在香港哥爾夫球會粉嶺會所伊甸場圓滿
舉行。各界友好共聚一堂，切磋球技，
籌得的260萬港元款項，為15年以來最
高，用以支持浸大2018-2028策略發展
計劃，推進大學各領域之發展。

本報記者 周宇銀

「高

爾夫球日是難得的機會，讓大家在美好的天氣和環境中聯
誼，籌得的款項又可幫助大學發展，可謂別具意義。」高爾
夫球日籌委會主席呂元祥博士表示，今屆活動成績令人鼓
舞。高爾夫球日是浸大一年一度的盛事，自2004年舉辦至今已踏入第15
屆，為大學籌得的捐款累計逾1,660萬港元。今年的高爾夫球日再獲西藏
水資源有限公司冠名贊助，共襄盛會。

各界踴躍參與 捐款總額創新高  
  活動開球禮由冠名贊助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克勤先生、活
動場地贊助尊榮控股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鄺慶泉院士、保險業監管局主席
鄭慕智博士，GBM，GBS，OBE，JP、活動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呂元祥
博士和王國強教授工程師，GBS，JP、籌備委員會副主席梁永祥教授，
SBS，JP、蘇永乾院士和劉百成先生、校長錢大康教授，以及發展事務處

15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回
想浸大高爾夫球日最初尚未廣為人
知，至今已逐漸凝聚了眾多各界精
英，參加人數陸續增長，成為大學
的年度盛事。我們希望藉此活動為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籌募款項，
以助大學培育更多年輕領袖，並推
動香港的科研發展。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公司主席
暨浸大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呂元祥博士

校友盃隊際獎得主 浸會化學系舊生會隊

參賽隊伍

總監兼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秘書長陳鄭惠蘭女士聯合主持。活動吸引了158
名高球愛好者參與，當中包括社會領袖、浸大師生、職員及校友，多位知
名人士如美聯集團主席黃建業先生、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律師，SBS，JP
等亦有出席。各界人士聚首一堂，以球技較量，競逐25個獎項。

黃震坤先生

個人淨桿獎冠軍

鍾伯光教授及Mr. Clarence Leung

個人淨桿獎季軍

Mr. Eric Lee

最多小鳥獎

鄭煥松先生及鍾伯光教授

最多平桿獎

黃震坤先生及Mr. Eric Lee

男子組最遠距離獎（第4洞）

黃震坤先生

男子組最遠距離獎（第16洞）

Mr. Hector Wong

女子組最遠距離獎（第4洞）

Ms. Sabine Krumme

女子組最遠距離獎（第16洞）

葉利雅女士

最近球洞獎（第2洞）

鄭煥松先生

最近球洞獎（第5洞）

劉廣有醫生

最近球洞獎（第9洞）

Mr. Clarence Leung

最近球洞獎（第12洞）

陳耀莊先生

最近球洞獎（第15洞）

梁毓偉先生

最近球洞獎（第17洞）

文嘉豪先生

最近球道線獎（第1洞）

英永祥先生

最近球道線獎（第18洞）

黃山先生

晚宴慰勞參賽者 感謝各界支持
大會於當晚舉行晚宴，與參賽者慶祝高爾夫球日順利舉行，並慰勞一
眾選手。同場亦舉行了頒獎禮，表揚技高一籌的選手和隊伍。各界好友在
餐桌上談笑風生，分享比賽期間的點滴，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外務）楊志剛先生在席間致辭感謝各贊助
機構及捐款人士對浸大的支持，包括冠名贊助高爾夫球日的西藏水資源有
限公司及場地贊助尊榮控股集團，而大會更向贊助活動達10年的機構及
人士致送紀念品，期望浸大能在大家的祝福和支持下再創佳績。

浸大經歷了60多年風雨，在獅子山
下默默耕耘，致力推行全人教育。浸大雖
然規模不大，卻不受制於環境，勇於創
新，敢於嘗試。浸大這個信念與西藏水資
源有限公司的信念同出一轍。西藏水資源
有限公司突破西藏地域限制，為消費者提
供高端健康純淨水，以有限資源成就無限
創意，並實踐社會責任，推動公益活動，
與浸大人的關愛精神互相呼應。
冠名贊助
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王克勤先生

▲

浸大盃隊際獎亞軍 香港浸會大學財務處1隊

香港浸信會醫院55週年院慶最佳總桿獎

高爾夫球是男女老幼皆宜的運動，
也是一個可讓浸大人聯絡情誼、結交新
朋友的活動。衷心希望浸大每年的高爾
夫球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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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
亦十分感謝多年來為活動無條件付出時
間和心機的籌委會成員，活動得以成功
舉辦全賴您們的鼎力支持。

▲

動人時光隊

▲

尊榮控股集團隊

▲

呂元祥博士隊

▲

金城營造集團2隊

▲

胡百全律師事務所隊

▲

U65青年極限隊

▲

SML隊

▲

林宜龍先生隊

▲

百成之友隊

▲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隊

▲

梁麟博士隊

▲

CMA廠商會隊

金城營造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暨浸大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王國強教授工程師，GBS，JP

 位嘉賓主持開球禮：（左起）鄺慶泉院士、劉百成先生、蘇永乾院士、王克勤先生、王國強教授工程師、校長錢大康教授、
九
呂元祥博士、鄭慕智博士及梁永祥教授

基金邁向十年
有賴各界支持

中國高端礦泉水 大眾健康之選

西源宣導崇尚自然，綠色環保的生活態度，為注重生活品質的人提供健康而高端的西藏5100冰川礦
藏水資源有限公司（下稱「西藏水資源」）今年已是第二年冠名贊助浸大高爾夫球日。西藏水資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下稱基金）於2009年成立，旨在匯集各界捐獻，推動大
學於教與學、研究、校園建設、獎助學金及校園國際化等方面的發展。基金

▲

 國強教授（左二）、鄺慶泉院士（左三）、王克勤先生（右三）、呂元祥博士（右二）將港幣260萬元
王
的捐款支票交予校長錢大康教授（右一）和陳鄭惠蘭女士（左一）

▲

高爾夫球日籌委會成員和嘉賓們大合照

▲

 爾夫球日晚宴邀得康澤工商集團董事長、澳門科技大學
高
校監廖澤雲博士伉儷（左四及左三）出席

深得各界支持，截至2018年10月底，會員人數已由最初131人增至668人。
基金即將邁向十周年，會一如以往，積極進取，邀請更多熱心教育的社會人士加
入基金這個大家庭，籌募大學所需的資源，加強大學的教研實力，開展更多創新研究
項目，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協助浸大實踐其目標，成為領先亞洲、立足世界的研究
型博雅大學，並在關愛、創意、國際化的氛圍中發揮學術卓越。

泉水，其水源來自海拔5100米未經污染的冰川湧泉，並透過世界一流的生產設備，歷經逾萬里的高度
監控品質運輸系統，為全世界提供純天然的高端礦泉水產品。
在2018第十二屆CSR競爭力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評選中，西藏5100冰川礦泉水榮獲產品健康典範獎。 西藏
5100冰川礦泉水曾屢獲國際殊榮及業界獎項，包括「第十屆世界瓶裝水大會」頒發的「最佳礦泉水獎」，以及
「世界飲料創新大獎」頒贈的「最佳包裝礦泉水獎」，並在國際性賽事、國家級會議及大型活動獲廣泛使用。
西藏水資源更實踐社會責任，推行多項公益活動，包括保護水源及扶貧教育，提升了藏民的經濟收入，促
進漢藏團結，其成功的扶貧案例更獲寫入聯合國《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16》。

贊助名單
冠名贊助

榮譽贊助

高爾夫球車贊助

曾植桂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Process Color logo

藍鑽石贊助
獎項命名贊助
場地贊助

白金贊助

曾植桂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金贊助
SML Group
王新興集團
伍絜宜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林宜龍先生
林棣權先生
金鉑士控股有限公司（劉百成校友）
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徐莉女士，JP
陳浩華博士
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蘇永乾院士）
龍昌集團

銀贊助
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會
浸會化學系舊生會
梁永祥教授，SBS，JP
鄧貴彰院士

現金贊助
丁午壽先生，SBS，JP
立基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亞洲保險金有限公司
林朗秋先生
珍卡兒藥妝有限公司
馬墉宜先生
梁永祥教授，SBS，JP
黃雅忠院士
勤 + 緣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雷雄德博士
劉百成先生
鄺慶泉院士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蘇永乾院士

球衣及壓力袖套贊助
網進流動科技有限公司（林柏如校友）

飲品贊助

運動帽贊助
林海涵、林靄欣、林靄文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高爾夫配件贊助
麗新集團

活動背景板贊助
仁利建築有限公司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鈦贊助

廣告板贊助

梁滿林先生
鄭成業先生

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城市服務集團

銅贊助
亞洲保險金有限公司

禮品贊助

報章特輯贊助

Yellow Creative（HK）Limited
Eliment Fitlax
李茂銘博士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I Do Limited
Maison ES Restaurant & Lounge
白盒之友
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
李錦記有限公司
林棣權先生
保多康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夏利里拉酒店集團
香港哥爾夫球會
香港海洋公園
陳鄭惠蘭女士
龍發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環亞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鄺慶泉院士
註：以上排名按筆劃序
蘇永乾院士
（資料由客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