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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已逝，又見春回大地、萬物欣欣向榮的景象。首先恭祝各校友身體健康。以
下是本人向校友作一簡略報導：

(一) 夏季野餐燒烤會
八月卄六日(星期六) 已報名參加燒烤會的校友及嘉賓，帶着興奮的心情到達美麗
徑公園。是日天清氣朗，校友帶備豐富食物和飲料，康樂部校友安排連串的遊戲比賽
項目，奪標者都獲得豐富的獎品。大半天的聚會在一片歡樂聲中完結。

(二) 週年大會暨聯歡晚宴
十一月卄七日(星期六)於太古金王朝大酒樓舉行週年大會及聯歡晚宴。該晚出席校
友及嘉賓近百人，盡是衣香鬢影。校友們懷着同一願望――重見「久違」的校友。寒
暄問暖之情和回味大學生活感慨，濔漫整個塲地。大會開始由本人簡報校友會近況及
未來發展大綱後，並由大會通過財政報告。隨即晚宴開始，大會司儀由薛偉邦和伊坤
桂擔任，席間有舞蹈表演，校友個別演唱和多項遊戲比賽項目。此外，由校友組成的
新樂隊更演奏名曲多首，令全塲聽眾如痴如醉。當晚由校友捐出具價值物品作為「無
聲拍賣」(Silent Auction)，更為校友會增添收入。晚會於深夜曲終人散。

(三) 校友福利計劃
福利部及會員部籌辦多月的「校友福利計劃」，於去年十一月實現。雖然參加該計
劃的商號暫時為數不多，但本人深信在各職員會成員及各校友同心協力下，這計劃將
會達到預期目標。本人更盼望校友們能推介更多機構參加，成為我們的贊助商戶，使
這計劃能發揚光大。

(四) 母校資助世界各地校友會計劃
母校於去年十月計劃協助世界各地校友會發展，並撥出款項給予合資格的校友會
申請。限期由二○○四年十二月至二○○五年六月，目的是鼓勵和加强世界各地校友
會與母校間的聯繫，申請所撥款項主要用作下列三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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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立本地校友會――以港幣三仟元為上限。
該款項主要用以資助建立當地校友組織及註冊校友會成為一合法團體。
ii 招募新會員計劃――以港幣三仟元為上限。
目的是介紹當地校友會組織和活動，藉此發掘和鼓勵新校友加盟校友會及參加校
友會活動。
iii 建立校友會網站――以港幣二仟五佰元為上限。
該撥款目的是用以幫助設計及維修校友會網站而支付的費用。
鑒於安省校友會已在九八年十一月在安省政府註冊成為一非牟利團體，而我們的網站
已建造多年，因此上列項目(i)及(iii)之資助申請並不符合母校訂出的規限，故此校友會
議決只申請第(ii)項資助。因申請截止日期為二月卄八日，故申請結果現未能報告。由
於校友會職員上次會議中決議於二○○五年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於北約克巿「新世界
皇宮酒樓」舉辦「招募新校友會員晚宴及專題講座」，希望各校友即行報名踴躍參加，
並引導新移居安省而未加入安省校友會之校友參加此次聚會。詳請可與本人或任何職
員聯絡。我們盼望這晚能見到更多新面孔。
校友會將繼續舉辦更多活動。敬請留意會訊內容、積極參加。
校友會通訊地址：
4002 Sheppard Avenue East, Suite 215E, Toronto, Ontario M1S 1S6.
Tel: (416)321-0211
Email：info@hkbuaao.com
此外，未來數月校友會將舉辦多項活動，敬請留意會訊內容或上網瀏覽。祝各位健康。

校友響應南亞賑災

陳寶文

中文系

二○○四年聖誕節翌日，印尼沿岸發生海嘯，十五萬人死亡，無數人無家可歸，
親人財產盡失。全球各國都發起賑災行動。
浸會大學同學和校友們向來為善不甘後人。我們在安省的校友們也當仁不讓，為
千里遠地球另一邊的災民也盡自己的一分棉力，伸出援助之手。
當校友劉俊華太太得知在士嘉堡的 Canada Spirit 羽絨公司正為南亞災區舉行義賣
籌款活動時，便第一時間通知校友們參加。當日天氣寒冷，由劉俊華太太 Linda 充當
臨時司機，許華寧校友太太 Jenny 、薛偉邦顧問伉儷、陳寶文校友和女兒自行駕車。
一行六人早上十一時在目的地集合，進入義賣會場。
會場內已有數名義工接待。貨物安排整齊，男女裝、童裝、各種款式都由義買人
仕自行試穿挑選。半小時後，陸續進入會場的中國人漸漸增多，可見居住在海外的華
人對這次賑災行動，都是無分國界，不吝嗇的慷慨解囊支持善舉。
最後，大家都選購得自己心愛的衣服，也為這次賑災義賣籌款活動盡了一分力量，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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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巧遇謝校長

邵善發

傳理系

日前返港旅遊探親，順道往訪澳門，希望一睹備受我們偉大中國領導人讚賞的澳
門特首何厚鏵的管治風采，如何將澳門治理得頭頭是道。
誰知剛下榻酒店(時為晚上十時許)，即獲一神通廣大同窗的來電，謂為何來澳也不
通知一聲，並稱要立即來酒店看我，又表示會與一位神秘貴賓同來，囑我一定要肅整
衣冠，到大堂迎接。
電話放下不久，旋踵即見門口駛來一由司機駕駛的黑色房車抵達，一見來人，不
禁令我這位畢業已逾三十年的浸會校友非常詫異及感動。原來神秘嘉賓者，竟然是我
們浸大前校長謝志偉博士。
詫異者當然是竟在時近深夜於澳門見到校長，感動者是校長不辭勞苦，在深夜來
見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老校友。
謝校長風采依然，歲月流逝並不發生在他身上，噓寒問暖之餘，得悉謝校長現為
東亞大學校董會主席，湊巧同一晚來澳，準備翌日開會。他來澳之前，剛與當時仍為
政務司曾蔭權飯局，獲邀負責一名為「香港優質生活」計劃。校長未有詳細披露計劃
內容，亦無提及他是否會接納邀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與曾蔭權私交甚篤，現煲呔曾
貴為署理特首，謝校長會否再被邀出任公職？！
校長仍然非常關心多倫多浸大校友情況，我回應說校友會亦相當活躍，年中經常
舉辦各種活動，深獲校友支持，校長聽後亦表示「老懷安慰」。
在返回多倫多後，自己覺得有少許汗顏，因為浸大多倫多校友會確在多位熱心校
友出任幹事，每年都勞心勞力去籌辦各項活動，但我自己卻鮮有出席，希望今後無論
怎樣忙，都須「騰」出時間，給予支持，盼望在多倫多各校友也能作出響應。

健康之道

李維新中醫

土木系

受李根田校友所託，寫一篇關於我轉研中醫葯的特稿，本來想寫我來加拿大轉業
的經歷，但最後決定談談更實用的題目，我對中醫葯和健康的聯想。
從中醫角度來看，人的健康是身體內外的平衡。如四季的冷熱寒暑，我們以衣服
的長短厚薄來調節身體的温涼，工作環境的光暗冷熱的調節，工作、休息、睡眠、娛
樂時間的安排，這些都是影響健康的外在因素，也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環境。
當然影響健康的還有其他內在因素，如飲食、心理等。身體的養份絕對是飲食的
結果，吸收與否是消化系統的能力問題，身體正常的排泄功能也影響很大。人為萬物
之靈，正確的情志思想是維持健康所不能缺少的。
若果平衡打破了，病因就來了，其實很多時都有先兆的，只要自己留心觀察和平
時做好保健措施，很多病患都可以及時而癒。簡單來說，每年的體檢、平日的胃口、
大、小便、皮膚的光澤等，都可能給我們提示。但也不可杯弓蛇影、心存擔憂。假如
病倒了，我們除了看醫生服葯外，同樣重要的是留意自己的思慮情志和行為，對我們
的康復是非常重要的。記着要樂觀，思想要開通，相信自己的醫生，飲食住行要遵循
醫護人員的指示。以上僅為愚見。治病時因人而異，不要別人做甚麼自己便跟着做，
因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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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精神，心繫社群
記傳理系校友(1984 年) 周浩輝獲「專業精神獎」
多年來，遍佈加國的浸會校友，均以不同專業各展所長，對加國社會作出貢獻，
在不同族裔社群間彼此建立緊密的關係，深得華人社區及主流社會稱許。最近，現職
加拿大「新時代電視」，擔任記者、新聞主播及節目主持的校友周浩輝，亦以其新聞工
作專業，同時獲華人社區翹楚及主流社會政界領袖稱許，獲頒 2004 年「專業精神獎」。
於 1984 年畢業於傳理系的周浩輝，早於 1983 年開始從事新聞工作，由服務於香
港無線電視新聞部開始，先後擔當記者、主播及編輯工作。他二十多年來的新聞工作
經驗遍及香港、美國及加拿大，期間有部份時間轉到公共關係專業，於不同的國際公
關顧問公司、上市企業及政府機構從事企業傳訊及公關宣傳的工作，移民加國前更重
投母校浸會大學，服務於大學公關處，擔當新聞資訊及傳媒關係的重任。自 2001 年舉
家移民多倫多後，周浩輝即全情投入現職，透過加拿大唯一全國中文電視台「新時代
電視」，為全加拿大華人社區服務。
是次「專業精神獎」乃由多倫多華人專業人士組成的「研商學社」聯同「安省鶴
山鄉親聯誼會」主辦。頒獎禮於 2004 年 12 月 3 日晚上隆重舉行。除大會頒發獎座外，
周浩輝當晚亦獲頒發由多位聯邦國會議員及安省議員簽發的嘉許狀，表揚他在加國社
會的專業成就。
這 些 政 要 包 括 ︰ 聯 邦 內 閣 成 員 及 現 任 稅 務 部 長 的 國 會 議 員 麥 家 廉 John
McCallum、來自華人聚居的多倫多士嘉堡的兩位國會議員，詹嘉禮 Jim Karygiannis 及
Derek Lee，還有來自亦是華人聚居的烈治文山市的國會議員韋伯輝 Bryon Wilfert，亦
有安省歷來第二位華人省議員黃志華。
「這個獎項不單是表揚得獎者個人成就，更重要的是顯示了華人及主流社會對加
國中文傳媒的認同，並重視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同時亦提醒了一個事實，就是華人社
區當中不同的專業精英在加國的努力和貢獻。」這是周浩輝在頒獎禮當晚向在座嘉賓
的一句心底話。
他續說︰「神創造的萬事萬物，彼此間都有積極的關係。人際之間，社群之間，
都要珍惜彼此的關係，要努力彼此建立，令社會和世界都美好一點。」
KENNETH CHAN

FAIA FHKSA CGA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

√各類會計
√商業貸款

陳勇註冊會計師
√稅務策劃
√管理顧問

(特惠中小型公司全套服務)
Agincourt Commercial Centre, Suite 215E,
4002 Sheppard Avenue East, Toronto, Ontario M1S 1S6.

(416)321-0211

E-mail: KChanCGA@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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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招募新校友會員晚宴及專題講座
日

期：二ＯＯ五年五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時

間：5:30 PM - 6:30 PM
6:30 PM - 11:00 PM

地

點：新世界皇宮酒樓 New World Palace Chinese Restaurant
3600 Victoria Park Avenue, North York
Tel：(416)-498-1818

費

用：成人每位 25 元、小童 12 歲或以下每位 20 元

內

容：聯歡聚餐，專題演講座由校友李維新主持，講題為「健康之道」

(Reception)
(Dinner)

報名日期：請於五月六日前，向下列校友會職員報名：
陳 勇 Kenneth Chan
Tel：(416)321-0211
朱少峰 Victor Chu
Tel：(416)399-8389
陳惠仙 Josephine Chan
Tel：(416)491-5916
薛偉邦 Frankie Sit
Tel：(416)606-5274, (416)478-5308

請各校友踴躍參加，並請早日報名。

夏季野餐燒烤會 SUMMER B.B.Q.
日

期：二ＯＯ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六)

時

間：11:00 AM - 3:00 PM

費

用：每位 5 元 (包括燒烤食物及飲品)

地

點：Milliken Park (美麗徑公園) Picnic Area“ C ”
(Southeast corner of Steeles Ave & McCowan Ave, enter parking lot on Steeles)

內

容：野餐 BBQ，合家歡遊戲節目及比賽。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八月三日止，請向下列校友會職員報名：
陳 勇 Kenneth Chan
Tel：(416)321-0211
朱少峰 Victor Chu
Tel：(416)399-8389
陳惠仙 Josephine Chan
Tel：(416)491-5916
***2005 年週年大會暨聯歡晚宴將會在十月或十一月初舉行，請留意校友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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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消息
浸大九月增辦碩士課程

融合資訊科技與管理知識

香港浸會大學將於今年九月推出嶄新的跨學科「資訊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為
資訊科技從業員及需要大量使用資訊科技的行業員工（如物流及金融業），提供深造機
會，讓他們掌握瞬息萬變的資訊科技及相關的管理技巧。
課程由計算機科學系提供，著重資訊科技管理，內容涵蓋技術性及管理性的科目，
務求讓學員掌握到設計及發展資訊系統的最新方法、領導及管理資訊項目的技巧，以
及具備以資訊科技去解決商務問題的能力。
該課程現正接受報名，申請者必須擁有認可的理科、工科、商科或相關學科的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歷，截止日期為四月三十日。查詢課程詳情或申請手續，請瀏覽網頁
http://www.comp.hkbu.edu.hk/msc/itm 或致電 (852)3411-7079。
浸大兩學者在環境科學與宗教研究上備受國際肯定
香港浸會大學兩位學者在環境科學與宗教研究上備受國際肯定，分別為他們贏得巨額
研究資助和海外知名學者銜。宗教哲學系江丕盛博士獲得 98,850 元歐羅（約 1,030,000
港元）的研究經費，進行為期一年的科學與宗教對話研究，而化學系蔡宗葦博士則入
選中國科學院「海外知名學者名單」。
浸大與三所中學攜手合創新紀元
全港首個專為高考生而設的「大學之道――聯校高考網上輔讀計劃」於三月二十
二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正式啟航，結合大學與中學的人力與資源，讓正在家中忙於溫習
應試的高考生，可以透過實時互動的網上虛擬教室，突破地域界限，得到免費試前補
課及考試輔導。計劃由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和佛教慈
航智林紀念中學合辦，得到浸會大學的技術支援，採用浸大前年於沙士爆發、全港學
校停課期間首次推出的 VITLE 網上教室平台來進行。

校友會消息
經本會職員努力招募及會員推介，多位校友獲邀加入。芳名如下：
、羅澤衍(62-土木)、黄金燊(62-土木)，楊啟業(77-會計)、楊黃勤珍(77-會計)、李鎮豪(93商管)、施慕莊(社會系)。另李建漢(74-傳理)加入為本會出版部成員。

本期會訊出版部成員： 盧定澄，黃木光，李建漢
校友會通訊地址：Agincourt Commercial Centre, Suite 215E, 4002 Sheppard Ave E, Toronto, Ontario M1S 1S6.
電話：(416)321-0211 ; 網址：www.hkbuaao.com ; 電郵：info@hkbua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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