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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香港浸會大學．西藏5100高爾夫球日2019

A00-00

場地贊助

各界友好同賀基金十年 揮桿籌款支持浸大發展
今年是浸大第16年舉辦高爾
夫球日，歷年來得到各方友好的支
持，令活動得以順利舉行，而參加
人數持續增長，實在令人欣喜。今
年香港浸會大學基金踏入第10年，
我衷心希望活動能夠繼續為大學
籌募更多款項，協助大學實踐其宏
願，成為一所領先亞洲、立足世界
的研究型博雅大學。

高

爾夫 球日是 浸大一年一度的盛
事，自2004年首辦以來，一直
從無間斷，吸引了各方友好、師
生、校友踴躍參與，累計籌得逾1,800萬港
元捐款，支持浸大在教學、科研、校園發
展規劃等多方面的發展。今年的高爾夫球
日再獲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連續第三年冠
名贊助，共襄盛事。

麥奕鵬先生 (Mr. Jesper Bjoern Madsen)

王國強博士工程師，GBS，JP，FHKEng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主席
暨浸大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冠名贊助
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主席

金城營造集團主席
暨浸大高爾夫球日籌委會聯席主席

切磋球技 比賽與聯誼兼備
當日活動開球禮由活動冠名贊助西
藏水資源有限公司首席顧問王克勤校友、
場地贊助尊榮控股集團主席鄺慶泉院士、
香港哥爾夫球會高爾夫球總監Mr. Dean
William Nelson、籌備委員會聯席主席呂元
祥博士和王國強博士工程師，GBS，JP、
校長錢大康教授及發展事務處總監兼香
港浸會大學基金秘書長陳鄭惠蘭女士聯
合主持，並吸引了逾200位嘉賓出席，包
括團結香港基金理事會理事鄭維健博士，
GBS，JP、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執行董事黃
浩明先生，JP及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律
師，SBS，JP等，場面熱鬧。今屆高爾夫
球日共有140名健兒參賽，競逐6個團隊獎

最佳總桿獎

項及21個個人獎項。大家切磋球技之餘，
更能增進友誼，拓闊人際網絡。

晚宴嘉許達十年支持者
經過上、下午的賽事後，各個獎項已
經名花有主，大會於比賽當晚舉行晚宴，
讓參賽者歡聚一場。同場亦舉行了頒獎
禮嘉許各得獎健兒，並設有抽獎環節，與
眾同樂。席間，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
（外務）楊志剛先生於致辭時感謝各贊助
機構及捐款人士對浸大的支持，同時亦向
勞苦功高的籌委會成員獻上衷心謝意，並
祝願浸大能在大家的祝福和支持下再創佳
績。期後大會向冠名贊助高爾夫球日的西
藏水資源有限公司、場地贊助尊榮控股集
團主席鄺慶泉院士，以及贊助活動達10年
的機構及人士致送紀念品，包括丁午壽先
生，SBS，JP、劉百成校友、香港浸會大學
校友會及浸會化學系舊生會。
今年適逢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成立10周
年，大會增加了紅酒慈善拍賣環節，所得
款項將會撥入基金，用於推展浸大的「策
略發展計劃2018-2028」。拍賣獲得在場
人士踴躍支持，大家都盡興而歸。

▲鄺慶泉院士（左一）、呂元祥博士（左二）、王克勤校友（左
三）及王國強博士工程師（右二）將港幣213萬元的捐款支票交
予錢大康校長（右三）和陳鄭惠蘭女士（右一）

▲高爾夫球日籌委會成員和嘉賓們大合照

▲六位嘉賓主持開球禮︰（左起）Mr. Dean Nelson、王國強博
士工程師、呂元祥博士、校長錢大康教授、王克勤校友及鄺慶泉
院士

▲高爾夫球日晚宴新增紅酒慈善拍賣，由王國強博士投得紅酒。

團隊獎項

參賽隊伍
Chris Tsui先生

個人淨桿獎冠軍

雷雄德博士

個人淨桿獎亞軍

文漢根先生及
蔣福宇先生

個人淨桿獎季軍

楊奮彬先生

最多老鷹獎

Andrew Tsui先生及
Jamee Wong先生

最多小鳥獎

王億安先生、
文漢根先生、
胡鵬先生、
吳志華先生、
鄭煥松先生及
Chris Tsui先生

最多平桿獎

Daniel Hayden先生

男子組最遠距離獎（第4洞）

Chris Tsui先生

男子組最遠距離獎（第16洞）

Jamee Wong先生

女子組最遠距離獎（第4洞）

何鈴岑女士

女子組最遠距離獎（第16洞）

陳琛校友

最近球洞獎（第2洞）

何鈴岑女士

最近球洞獎（第5洞）

劉紀明先生

最近球洞獎（第9洞）

朱少崑先生

最近球洞獎（第12洞）

潘根濃先生

最近球洞獎（第15洞）

Didier Li先生

金鉑士控股有限公司
最近球洞獎（第17洞）

胡鵬先生

最近球道線獎（第1洞）

劉嘉慈先生

最近球道線獎（第18洞）

麥竣然先生

尊榮控股集團一隊

呂元祥博士隊

金城營造集團一隊

SML隊

胡百全律師事務所隊

百成之友隊

澤聯置業有限公司隊

林棣權先生隊

王新興集團隊

生命之水 創造綠色價值
浸大盃隊際獎冠軍 億利達隊

浸大盃隊際獎亞軍 林宜龍A隊

浸大盃隊際獎季軍 Thomas Ho先生隊

基金成立10周年 支持浸大發展

水缺。西藏5100一直響應各類綠色活動，務求讓

為港浸會大學基金，致力籌募充足的經費及拓闊大學的社會網

，是生命之源，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可或

配合大學在不同領域上的發展需要，浸大在2009年初成立香

消費者在享用這含豐富礦物質的生命之水的同時，
也能感悟到健康及環境保護的重
要。西藏5100不僅引領綠色生活，
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還
致力改善西藏的經濟、教育、就業
及生活水平，為社會源源不斷地創
造綠色價值。
校友盃隊際獎冠軍 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會NW1隊

校友盃隊際獎亞軍 浸會化學系舊生會隊

每年的高爾夫球日能夠圓滿舉
行，除了有賴籌委會成員無條件付
出時間和心血，亦蒙各界多年來的
鼎力支持，當中更有不少參加者參
與超過10年，我在此表示衷心的謝
意。期望籌得款項能幫助大學的長
遠發展，惠及莘莘學子，為社會培
育更多優秀的人才。

呂元祥博士

個人獎項
「香港浸會大學．西藏5100高爾夫球日2019」已於11月8日假香港哥爾夫
球會粉嶺會所伊甸場圓滿舉行。金風送爽，除了適合在綠意盎然的球場上揮桿
競賽，也是各方友好聚首一堂、增進情誼的好時節。今屆高爾夫球日連同紅酒慈
善拍賣所得的款項，為大學籌得218萬港元，將用以支持浸大的「策略發展計劃
2018-2028」。

高爾夫球是一項聯繫人的運
動，而浸大高爾夫球日能把不同界
別的人士與浸大師生及校友聯繫起
來，並讓外界更了解西藏水資源的
品牌。我們亦為活動提供優質的天
然礦泉水，補充比賽健兒運動後流
失的礦物質和水份，有助推廣健康
用水和珍惜水資源的信息。

絡。今年基金成立10周年，會員人數錄得可觀增長，由最初131
人遞增至2019年10月底的728人，增長超過5倍。
是次活動所籌得的款項，扣除所需開支後，將悉
數撥予「香港浸會大學基金」，用以推展浸大的
「策略發展計劃2018-2028」，務求把浸大發展成
為一所領先亞洲、立足世界的博雅大學，並在關
愛、創意、國際化的氛圍中發揮學術卓越。

校友盃隊際獎季軍 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會NW2隊

贊助名單
冠名贊助

場地贊助

藍鑽石贊助

白金贊助

林宜龍先生
鑽石贊助

獎項命名贊助

曾植桂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金鉑士控股有限公司

金贊助

SML Group
丁午壽先生，S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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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棣權先生
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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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達堂校友

現金贊助

Mr. Wong Cheuk Wa
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林棣權先生
偉倫基金有限公司
雷雄德博士
劉百成校友
鄧儉輝先生
蘇永乾院士

球衣及壓力袖套贊助

Zyetric Technologies
（林柏如校友）

高爾夫球傘贊助

活動背景板贊助

高爾夫球標贊助

鈦贊助

聯益建造有限公司
維妮衛生用品有限公司

廣告板贊助

信興集團
城市服務集團

高爾夫球帽贊助
林海涵會計師行

飲品贊助

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仁利建築有限公司
鄭成業院士

銅贊助

亞洲保險有限公司

名酒贊助

呂元祥博士
劉百成校友
鄺慶泉院士
蘇永乾院士

禮品贊助

I Do Limited
SINOMAX
林棣權先生
帝京酒店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香港洲際酒店
香港哥爾夫球會
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高爾夫球及網球學院
陳鄭惠蘭女士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鄭澤權先生
龍發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環亞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蘇陳偉香院士，BBS

報章特輯贊助

夏利里拉酒店集團

南華（快捷）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慧工程有限公司
註：以上排名按筆劃序
（資料由客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