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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主席
陳 李妮女士報告

今天是博愛醫院丙申丁酉年董事局交代就

職典禮的大日子，荷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親臨主禮、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紳士監誓，各位長官

及友好賢達撥冗光臨指導，本人謹代表博

愛醫院董事局同寅致以衷心謝意。

回顧過去一年，承蒙各董事局成員推選本人為丙申年

第六十七屆董事局主席，本人深感任重道遠。同時

亦感謝各位政府長官、董事局成員、前賢、永遠顧問

及歷屆總理攜手努力，一起帶領本院昂首向前，弘揚

「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服務香港市民。

博愛醫院現有八十四個服務單位，為香港、九龍、新

界及離島各區不同階層的市民，提供全面及適切的

服務，包括中西醫療、牙科服務、社會服務、長者服

務、護理安老服務、青少年服務、兒童及家庭、學校

及幼稚園等，服務範圍遍及港九新界各區，每年受惠

人次超過八十萬。在此，本人就任內各項工作，簡單

匯報如下：

醫院服務
醫院經過不斷的擴建和改善，病床數目現已增至超過

七百張，當中九十張為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的療

養病床。博愛醫院秉承「博愛精神、醫護市民」的宗

旨，為元朗、天水圍及鄰近地區的居民提供適切的醫

療服務。

為配合區內市民的醫療需求，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六至

二零一七年度額外增加三十八張康復病床。另外，為

更有效管理社區對公共醫療服務的需求，博愛醫院已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每週增加六個手術室節

數，並於週末及公眾假期支援緊急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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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

首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於二零一七

年二月二十至廿三日舉行，本院十分榮幸邀得老年病

學國際權威John E. Morley教授專程由美國來港，為本

港醫護人員講授關顧長者課題，並就老人院舍內的晚

晴長者的照顧分享服務經驗。是次研討會共舉辦六場

講座，分別在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

醫院、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屯門醫院及香港老人科

醫學會舉行。整個活動共吸引近五百名醫生、護理、

專職醫療人員參與，反應良好。

中醫服務
有見市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愈見殷切，博愛醫院也積

極拓展中醫服務。本院現有三十二個中醫服務單位，

包括 : 四間中醫教研中心、一間針灸專科中心、五間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二十部流動醫療車、一間社區中

醫診所及一間社區健康中心（戒煙計劃），服務範圍

涵蓋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超過一百個服務地點。

本年度博愛醫院的中醫服務人次超過五十萬，當中逾

六成病人（約三十二萬病人人次）接受醫藥優惠，切

實滿足弱勢社群的需要，亦有助減輕市民對公立醫院

的醫療需求。

• 四間中醫教研中心
 在醫院管理局和相關大學的信任和支持下，博愛

醫院現為全港唯一營辦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慈善

機構。本年度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的人次合計廿五

萬，而董事局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額外醫藥優惠（

綜援、長者及腫瘤科）則逾十二萬人次。同時，

為配合政府「欣賞香港」運動，博愛醫院董事局

亦額外提供免費中醫義診服務予近九百名長者，

發揮團結香港精神。

• 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 暨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開幕典禮

 為提升市民對中醫中藥的認識，博愛醫院及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中醫藥交流合作中心，

與協辦機構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攜手合

作，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假香港浸會大學，聯合舉

辦「2016年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

暨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

田）開幕典禮」。

 是次活動榮幸邀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政策與法規

司楊榮臣副司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交

流合作中心主任楊金生教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

生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

生、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香港浸會大

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同

時，多位來自內地、香港、台灣及澳門重點專科

知名專家均撥冗參與，大家就兩岸四地的中醫中

藥發展作深入的研討。

• 體重控制中醫門診服務

 博愛醫院屬下四所中醫教研中心應醫院管理局邀

請，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推出「體重控制中醫門

診服務」，以中醫理論進行辨證論治，制定合適

的治療方案。有關服務會以中藥、針灸及耳穴的

中醫治療方法，為身體過重人士提供治療，減低

超重的疾病風險。項目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中試

行推出，求診者需自願參與為期八星期之「中醫

體重控制計劃」，並到中醫教研中心接受中醫評

估及治療。

• 二十部中醫流動醫療車

 博愛醫院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於二零零五年成

立，在董事局的規劃和指導下，至今已發展成擁

有二十部流動醫療車的車隊，服務拓展到港九新

界各區，服務地點超過一百個，為目前全港規模

最大的流動中醫服務單位之一。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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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免費戒煙計劃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零年起與衞生署、中國中醫科

學院針灸研究所合作開展「中醫針灸戒煙計劃」

，在港九新界超過一百多個地點提供服務。為配

合上班人士的戒煙需求，本院安排夜診戒煙服

務。自服務推出至今，已累積為超過八千名吸煙

者，提供超過六萬五千人次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

務。

• 無煙大使計劃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六年初推出「無煙大使計劃」

，在各服務單位的積極配合下，共吸引百多位同

事登記成為無煙大使；同時，本院亦收到逾四百

位推薦戒煙者資料，其中三百廿三位戒煙者已開

展戒煙治療，反應熱烈，效果良好。

感謝食物及衞生局對博愛醫院之支持

感謝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副

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與多名長官，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十九日參觀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

中心（元朗），視察中心多項設施，並與教研中心的

管理層、中醫師及實習生作深入的交流，了解本院的

中醫服務發展及教研中心之日常運作。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聶德權太平

紳士及多位官員，亦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參觀博

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

聶秘書長除參觀教研中心，更深入了解中心的日常營

運及服務範疇，並向中心的醫師傾談，了解腫瘤科、

「中西醫協作項目」及「中西醫痛症會診服務」的最

新發展。

在此，本人謹代表博愛醫院董事局同寅，感謝食物及

衞生局多年來對本院之支持；其中，尤其感謝高永文

局長多年來對博愛醫院的鼓勵，並經常在百忙中撥冗

擔任本院活動主禮嘉賓，善心滿載，德澤永欽。

牙科服務
為拓展醫療服務，博愛醫院現設有牙科診所（元朗）

及兩隊牙科外展隊，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

優質全面的牙科診療服務。

牙科診所（元朗）位於元朗水邊圍邨，致力為社區人

士提供多元化的牙科診療服務，同時亦為社會福利署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認可牙科診所，為

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牙科診療服務。合資格長者可以

在本院牙科診所，以醫療券支付牙科治療費用。

•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博愛醫院為「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服務提供

者之一，項目由衞生署資助及負責監管，本院負

責到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指定之安老院

舍、盲人安老院、護養院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

六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查、跟

進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自「長者牙科外

展服務計劃」推出以來，博愛醫院牙科外展隊累

計服務超過一萬一千人次，並為七十多間院舍及

日間中心提供服務。

• 口腔健康推廣

 博愛醫院努力向社區人士提供免費口腔護理講座

及培訓，提高市民的口腔護理知識和技巧。同

時，本院牙科服務積極推動社區人士對口腔健康

的關注。博愛醫院的牙科醫生應不同的團體或單

位邀請，如學校、綜合服務中心，弱能人士宿舍

及工場等，提供口腔護理知識分享、口腔健康講

座及口腔檢查等活動。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一直重視教育服務，並秉承「博文愛德」為

校訓，促進學生的德、智、體、群、美的五育發展，

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實踐全人教育為理想。博

愛醫院在新界及九龍共開辦三間中學、一間小學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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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另外，本院的姐妹機構「博愛醫

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一間中學、三間小學。

所有學校均位於公共屋邨，家長多數為低收入或綜援

家庭，學校多年來努力為基層家庭的學生服務，春風

化雨，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培養獨立思考、具國際視

野、重視文化承傳、關愛社會及國家、具領導才能的

人才。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向屬下中小學及

幼稚園撥款四百九十二萬，贊助學校推展多個項目，

如設立獎學金及助學金，卓越課外獎等，藉此提升教

育服務水平。

• 中小學教育

 鄧佩瓊紀念中學在課外活動有傑出表現，如學校

步操樂團在全港及國際賽事中均屢獲殊榮，更數

度獲得上海旅遊局邀請到上海參加「上海旅遊

節」步操演出。陳楷紀念中學於二零一六年世界

機關王總決賽中，奪得世界賽亞軍，為港爭光；

而學校的歌詠小組亦代表香港前往北京參加「第

十二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全國總評

選」，奪得團體合唱（青少年組）金獎和獨唱

 （青少年組）金獎。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在多個

大型獎項，包括：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校園發明

大賽中學組冠軍」、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室內賽艇

錦標賽等均取得優異成績。

 陳國威小學有百份之九十八的小六學生在升中派

位中獲派首三志願，成績令人滿意。在課外活動

方面學校在百多個校外比賽中獲獎，其中以舞

蹈、陸運會、乒乓球及朗誦的表現最為出色，獲

得多項校際比賽冠軍。

• 學前教育

 博愛醫院屬下現有五間幼稚園暨幼兒中心，課程

著重學童的全人發展，口碑載道，部份家長更是

慕名而來。現時，本院屬下的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學額共有五百四十八個，收生率達百份之一

百，深受家長歡迎。本年度各幼稚園學生，獲

派首三志願小學的平均百分比為百份之八十

六。

 為提升課程領導及教師的專業質素，本院的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參加教育局及香港中文大學協作計

劃中的專業發展活動推行遊戲教學，鼓勵教師以

綜合、開放、富啟發性和有趣的遊戲課程，照顧

不同學童的需要，啟迪其個人潛能。

社會服務
安老服務

• 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博愛醫院致力發展長者服務，承蒙恒基兆業地產

集團主席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捐贈一幅位於

屯門藍地福亨村路的地塊予博愛醫院，計劃興建

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院舍落成後，將為全

港最大的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可提供一千

四百零六個宿位，當中九百三十個為持續護理宿

位及四百七十六個護養服務宿位，以配合不同程

度體弱長者的需要，有助縮短長者輪候入住院舍

的時間。擬建之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將

提供以下配置：

 引入嶄新醫療支援設施

 本院與醫院管理局合作，在院舍內設立四十五張病

床的「特別診療室」，為健康狀況轉差的院友提供

加強的外展社區老人護理及診療服務，以減少院友

入醫院個案，有助舒緩屯門醫院的醫療壓力。

 現代化派藥系統

 為減低醫療失誤風險，改善傳統院舍藥房及派藥

模式，院舍將附設「現代化藥房」，率先採用現

代化派藥系統。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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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為構建家庭友善社會本著「長幼共融」及「助人

自助」精神，院舍將設置一所幼兒中心，提供六

十個幼兒照顧服務名額，為博愛醫院員工的三歲

以下子女提供日間幼兒中心服務，目的是吸引區

內全職照顧家庭的婦女就業，為院舍提供充足的

前線員工。

 「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最快於二

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落成。

• 捐款港幣二百萬元成立藍地院舍服務拓展基金

 博愛醫院正密鑼緊鼓在屯門藍地興建長者護理及

護養安老院舍，為支持項目發展，本人成立「藍

地安老院舍服務拓展基金」、並率先捐款港幣二

百萬元作為起步；基金籌募所得之捐款，將用作

拓展新院舍的服務。在此，本人呼籲社會各界一

起共襄善舉，支持博愛醫院在屯門藍地興建長者

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讓更多有需要的長者，獲

得適切的照顧。

• 先聘用‧後培訓  試點計劃

 博愛醫院與職業再培訓局、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

研究中心首次合辦「先聘用·後培訓」試點計

劃，首屆成功培訓廿一位合格護理員，並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舉行學員畢業典禮。

 「先聘用·後培訓」試點計劃為有興趣投身長者

護理之中年女士，提供專業培訓。學員以朝九晚

三工作時段聘請員工，在五星期的授課期及十

九星期的院舍實習期裡，每月可獲發月薪，評核

合格後，便會安排到博愛醫院屬下的安老院舍工

作，成為正式的護理員，發揮所長。本院期望以

嶄新的護理員工作模式，吸引在社區一眾有志加

入安老護理服務的女士，投入這個行業。

 荷蒙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支

持本院推行「先聘用‧後培訓」試點計劃，並於

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親臨屯門護養院探訪部份畢

業學員。會面期間，張局長了解整項計劃之籌辦

及實踐工作，並嘉許學員對安老護理前線工作之

熱忱。學員與眾嘉賓分享感受，大談實習工作點

滴和調節家庭與工作的心得。

青少年服務

•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由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本院舉辦的「踏出人生路」青

少年運動培訓計劃，透過多元化的訓練課程及職志

發展，鍛鍊青少年的心智，提升抗逆力和意志力。

計劃旨在招募主要來自天水圍、元朗、屯門、荃灣

及葵青區中學的青少年參加，其中更包括社會福利

署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此外，中心亦透過「仁兄

仁姐」活動，邀請著名體壇教練與青少年分享運動

員生涯及奮鬥經歷，鼓勵他們積極面對人生，規劃

未來。

•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位於元朗公園、佔地一萬五千平方呎的博愛醫院

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內設大型滑道組件，除為

喜愛極限運動的人士提供安全的練習場地外，中

心更積極連繫學校和地區團體，為青少年和區內

人士提供極限運動的體驗機會。同時，場內亦開

設運動用品專門店，提供租售設備及維修服務，

而店內的職員均為區內青年，以鼓勵創意工業。

感謝教育局吳克儉局長參與交流團

為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政策，博愛醫院董事局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二日舉辦「博愛醫院海南省青年

交流團」，帶領屬下中學的學生及青少年服務單位的

年青人，參觀海南大學、航天中心及其他機構，加強

他們對國家的認知和歸屬感。在此，博愛醫院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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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同寅感謝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撥冗參與交

流團，加強青少年對中國校園生活、文化、科技發展

等多方面的認識。

籌募活動
透過不同類型的推廣及籌募活動，有助籌集善款及提

升博愛醫院服務香港的慈善形象，並能加深市民對本

院的認識。本年度博愛醫院籌辦多項恆常活動，包括

大型運動籌款活動、慈善餐舞會、博愛武林大會、博

愛歡樂傳萬家，以及博愛月全港性籌款等。

•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

 博愛單車百萬行今年已踏入第八屆，為全港最大規

模的單車慈善籌款活動。活動沿用往年的路線，由

青沙公路出發前往昂船洲大橋，途經南灣隧道，再

到昂船路附近折返，在青沙公路結束，全程約十三

公里。參加者可於公路上一邊踏單車，一邊飽覽昂

船洲大橋、藍巴勒海峽及維港美景。

 為了讓廣大市民能夠享受運動的樂趣，今年大會特

別新增兩至八歲兒童參與的「兒童平衡車組別」，

讓小孩與父母一同參與這項有益身心的活動，藉此

培養孩子「行善最樂」的價值觀。同時，本院邀請

本地著名插畫師鄒蘊盈，為活動精心設計單車衣；

透過其筆下生動活潑的卡通人物，令活動加添繽紛

色彩。

總結
博愛醫院服務香港九十七年，與香港一起成長。去

年，本人十分榮幸有機會帶領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及

各服務單位，一起制訂多個長遠發展策略，拓展服務

質素及院務發展，並獲政府與市民的認同。

今天是丁酉年董事局正式履新的日子，新一屆董事局

人才濟濟，新任主席彭少衍先生及列位副主席總理，

皆為社會賢才，熱心公益，相信在他們同心協力下，

必能為博愛再創佳績。現藉此慶典，本人謹此衷心感

謝各董事局成員的鼎力支持、各顧問前賢的匡扶指

導、各職員的辛勤努力及各界人士的熱心支持。

最後，本人謹祝新一屆董事局工作順利，成績美滿，

同時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博愛善業，共襄善舉，造福社

會，一起凝聚香港力量，為市民散播正能量。多謝各

位！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

陳 李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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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Pok Oi”).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Dr. the Hon. Ko Wing Man, B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officiate the ceremony and the 
Hon. Mr. Lau Kong Wah,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witness the swearing-in. We also see many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mmunity personages, who 
have taken time off their busy schedule to come here.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year, I strongly feel that the mission 
given to me is very important and without an end. In addition 
to thanking the Board members who elected me as the 67th 
Chairman, I also thank the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Board members, my predecessors, permanent advisers and 
former directors for making a concerted effort to push Pok 
Oi forward in serving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under the 
motto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Today Pok Oi has 84 service units offering a full range 
of services, which includ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dental services, social services, elderly services,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s, youth services,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education services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etc.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in all 
districts have access to the services. Our service network 
covers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outlying islands, with an annual service attendance of 
over 800,000. I am going to briefly report on the tasks 
accomplished during my service term.

Hospital Services 
Under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enhancement, Pok Oi 
now sees its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exceed 700, which 
includes 90 rehabitation beds of Pok Oi Hospital Tin Ka 
Ping Infirmary. In a spirit of devoting love and care to 
patients, Pok Oi offers suitable medical services to the 
residents of Yuen Long, Tin Shui Wai and adjacent areas.

In order to meet the medical needs of residents, Pok Oi 
added 38 rehabilitation beds during the 2016-2017 
fiscal year. In a bid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demand 
for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Pok Oi star ted to of fer six 
more operating theatre sessions per week and support 
emergency surgeries at weekends and on public holidays 
since 31 October 2016.

“Pok Oi Board’s Visiting Professor Seminar”
The First “Pok Oi Board’s Visiting Professor Seminar” was held 
from 20 to 23 February 2017. We felt honoured to have 
Professor John E. Morley, a world authority on geriatrics,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t our invitation. He delivered lecture on 
support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to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and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services provided to 
elders staying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 total of six talks were 
held respectively at Pok Oi Hospita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the Head Office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uen Mun Hospital and The Hong Kong 
Geriatrics Society, with an overall attendance of nearly 500 
doctors, nurses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Given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Pok Oi has also made active efforts to expand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here are 32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units, including four centre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an acupuncture centre, five polyclinics, 20 mobile 
clinics, a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clinic, and a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The service 
network covers more than 100 locations over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outlying islands. 

In the fiscal year, ou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sees an 
attendance of over 500,000. Of which, 63 percent (about 
320,000) are patients receiving concessionary fees. We help 
meet the needs of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have alleviated the 
great demand for the services of public hospitals.

• Four Centre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With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Hospital Authority and 
partner universities, Pok Oi is now the only charity 
organisation in Hong Kong to run four centre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fiscal year, the four centres have a total service 
attendance of 250,000 and the Board has offered 
additional medicine concessions to more than 
120,000 patients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recipients, senior citizens and oncology 
patients). In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Appreciate Hong Kong campaign, the Board of Pok Oi 
offered free Chinese medicine consultation to nearly 
900 senior citizens, giving full support to the spirit 
of solidarity in Hong Kong. 

Repor t by Mrs. CHAN LI Lei
Chairman of the 67th Board of Directors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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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strait Four-region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Forum and Opening Ceremony for Pok Oi Hospital-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Ho Man Tin)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public awareness 
of Chinese medicine, Pok Oi teamed up with the 
Collaboration Centre for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organiser,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to organise 
“Cross-strait Four-region Chinese Medicine (Hong 
Kong) Forum and Opening Ceremony for Pok Oi 
Hospital-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Ho Man 
Tin)” at HKBU in May 2016. 

 Officiating at the event were Mr. Yang Rongchen, 
Deputy Head, Department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or Yang Jinsheng, Director of the 
Collaboration Centre for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 Ko Wing Man, B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Dr. Constance Chan, JP, Director 
of Health; Dr. Cheung Wai Lun, Director of Cluster 
Services, Hospital Authority; Professor Roland Chin, 
President of HKBU; and Professor Lu Aiping, Dean of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of HKBU. The forum 
was attended by a number of experts well-known 
in their respective specialties, who took time off 
their busy schedule to come from the mainland,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for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our 
regions.

•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for Weight Management
 The four centre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run by Pok Oi were invited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o launch “Outpatient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for Weight Management” wit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conducted to devise appropriate treatment schemes.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 involving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auricle therapy 
is conducted on overweight persons to treat them 

and reduc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overweight. 
The programme was soft-launched in November 
2016. Patients are required to voluntarily take part 
in an eight-week scheme, “Chinese Medicine for 
Weight Management”, as well as to visit a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for 
receiving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

 
• 20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The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of Pok Oi 
came into operation in 2005. Under the planning 
and guidance of the Board, the fleet has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We now have 20 mobile clinics, and 
the service network has expanded to cover more than 
100 locations over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Today the fleet is one of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 Free Smoking Cessation with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In 2010, Pok Oi launched a free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using acupunctu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The service is available at more than 100 
locations throughout Hong Kong. Given the needs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we also offer evening 
consultation hours for smoking cessation. The 
programme has helped more than 8,000 smokers since 
its launch, with an attendance of over 65,000 for 
the fre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 Smoke-free Ambassador Programme
 Pok Oi launched “Smoke-free Ambassador 
Programme” in early 2016. With the active support 
of various service units, over 100 colleagues have 
registered as an ambassador. We have obtained 
information on more than 400 persons recommended 
to quit smoking, and 323 of them have started to 
receive treatment. The programme is very well 
received and successful.

Appreci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Food and Health Bureau
Pok Oi is grateful to Dr. Ko Wing Man, B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Professor Sophia Chan, JP, Under Secretary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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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ood and Health, and several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for 
their visit at Pok Oi Hospital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Yuen 
Long) on 19 April 2016. They looked at various facilities, and 
had in-depth dialogue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centre,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nd interns. The visit allowed 
them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k Oi’s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nd the day-to-day operation of the centre.

On 16 February 2017, Mr. Patrick Nip Tak Kuen,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Health), and seve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visited Pok Oi Hospital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ese Medicine Centr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Yau Tsim 
Mong). During a tour of the centre, Mr. Nip gained an in-
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ay-to-day operation and services 
of the centre. He talked with the centre’s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oncology 
services, “Integrated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Programme” 
and “Integrated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Pain”.

l hereby thank the Food and Health Bureau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over the years on behalf of the Board members 
of Pok Oi. We particularly appreciate Dr. Ko for his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He often attended our events as an officiating 
guest despite a busy schedule. His kindness and dedication to 
charity are visible and deserve full respect. 

Dental Services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medical services, Pok Oi established 
a dental clinic in Yuen Long and two dental outreach teams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professional, reliable and quality 
servi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general public for den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dental clinic in Yuen Long is located in Shui Pin Wai Estate. 
It is committed to offering a variety of dental care services, and 
is a designated dental clinic under the CSSA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o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for serving the underprivileged. Eligible elders 
can use health care vouchers to pay for the dental treatment 
received at the clinic.

• Outreach Dental Care Programme for the Elderly
 Pok Oi is one of the service providers under the 
“Outreach Dental Care Programme for the Elderly” 
sponsor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e reach out to the elderly (aged 60 or above) 

staying in the designated elderly homes,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nursing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in Yuen Long, Tuen Mun, Tsuen Wan and Kwai Tsing 
District to provide on-site free services including 
dental check-up, follow-up treatment and oral health 
educa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Outreach 
Dental Care Programme for the Elderly”, the dental 
outreach teams of Pok Oi have a service attendance 
of more than 11,000 on a cumulative basis. They 
have reached out to more than 70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for the elderly. 

• Promotion of Oral Health
 Pok Oi strives to enhanc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itizens on oral care by offering free seminars and 
training on oral care. The dental services division 
actively promotes the importance of oral health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 dentists of Pok Oi have accepted 
invitations from various organisations and groups, 
such as schools,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s, hostels 
for ment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and sheltered 
workshop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of oral care, 
deliver seminars on oral health, render oral check-
ups, etc.

Education Services  
Education is always our priority. We also adhere to the motto of 
“Erudition and Virtue”,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the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and aesthetic domains. 
We cultivate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capability, while achieving 
the goal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Pok Oi has established 
three secondary schools, one primary school and five 
kindergartens/nurseries in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There are also one secondary school and three primary schools 
operated by our sister organis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Director 
And Former Director of Pok Oi Hospital. All the schools are 
located in pubic housing estates, where low-income or CSSA 
families are in the majority. Over the years, these schools have 
strived to serve students from grass-roots families. They nurture 
the young generation through education; promote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and have been the training ground for talented 
persons with independent thinking, a global vision, leadership 
skills, appreci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culture, and a 
caring attitude towards their community and country.

Pok Oi allocated HK$4.92 million to the affiliated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as well as kindergartens in th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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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rder to enhance curriculum leadership and the 
professional capacity of teachers, the kindergartens/
day nurseries of Pok Oi took part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rganised under a 
collaboration programme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activities 
promoted play-based teaching, and encouraged 
teach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students and 
develop their personal potentials with a play-based 
curriculum that is comprehensive, enlightening and 
interesting.

Social Services

Elderly Service  
•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Lam Tei, Tuen Mun
 Pok Oi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elderly service. 
Thanks to Dr. the Hon. Lee Shau Kee, GBM, 
Chairman of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Pok 
Oi was donated a site located on Fuk Hang Tsuen 
Road in Lam Tei, Tuen Mun for building a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Upon 
its completion, it will be the largest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Hong Kong 
with 1,406 places. There will be 930 continuum 
of care places and 476 nursing home places for 
elde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weakness. The Lam 
Tei facility being planned will help shorten the 
waiting time for admission to elderly homes. It 
will render the following:

 New amenity for medical suppor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ok Oi will establish a Sick Bay with 45 beds. 
Enhanced outreach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residents here 
with deteriorating health conditions. The aim i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hospitalisation cases, which 
in turn will help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Tuen 
Mun Hospital.

 Modern drug dispensing system
 With a view to reducing the risk of medical blunders and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way of dispensing medication, 
a Modern Pharmacy will be set up within the facility. A 
modern drug dispensing system will be adopted.

2017 fiscal year to support their various initiatives that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ervices, such as offering scholarships/
study grants and after-school excellence awards.

•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is outstanding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instance, the 
school’s marching band has received awards in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it 
has repeatedly been invit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to visit Shanghai and perform 
in Shanghai Tourism Festival. At 2016 World Bond 
Robot Contest,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won the 
first runner-up title in the world competition. The 
school’s choir also brought glory to Hong Kong 
at the 12th China art exhibition “Deyishuangxin” 
National Final Selection in Beijing, with a gold award 
in choral singing (youth category) and a gold award 
(youth category) in solo singing.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achieved excellent results 
in many competitions, which include the  Invention 
for Schools Contest organised by the Faculty 
of Engineer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mpion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ategory) and the 
Indoor Rowing Championships organised by Hong 
Kong China Rowing Association.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has proved to be a 
success as 98 percent of Primary Six students were 
allocated to a school in their top three choices under 
the Secondary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 System. The 
school also won awards in more than a hundred 
external competitions. Its students particularly excel 
in dancing, athletic meets, table tennis and recital, 
winning the champion in a number of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five kindergartens/day nurseries of Pok Oi focus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is has 
led to word-of-mouth recommendations, and parents 
are attracted by its reputation. Our kindergartens/day 
nurseries are highly popular with parents. Currently 
there are 548 places in total, with an enrollment 
rate of 100 percent. This year saw 86 percent of our 
kindergarten students allocated to a primary school 
in their top three choices.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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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 care services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family-friendly 
community, a child care centre with 60 places will 
be established. It will operate as a day child care 
centre for the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three) of Pok 
Oi employees. It is intended to encourage women 
who are full-time homemakers to seek employment. 
The facility serves to support an adequate supply of 
front-line workers. 

 The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Lam Tei, Tuen Mun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as early as 2020 - 2021.

 Donated HK$2 million to set up Lam Tei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Development Fund 

 Pok Oi is proceeding at full speed on the project 
of building the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Lam Tei, Tuen Mun.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project, I have established “Lam Tei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Development Fund”, and 
made a good start by donating HK$2 million. The 
money raised by the fund will be used to support 
the services at the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in Lam Tei. I hereby appeal to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to support Pok Oi in building the Lam 
Tei project, which will allow more elders to have 
the residential care they need. 

• “First-hire-then-train” Pilot Scheme
 Pok Oi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and the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Ageing Stud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jointly run a 
pilot scheme called “First-hire-then-train”. It is 
a success with 21 qualified personal care workers 
trained. The first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in 
August 2016. 

 “First-hire-then-train”provides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middle-aged women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Under the pilot scheme, trainees 
are hired to work from nine to three. During the five-
week teaching period and 19-week internship, they can 
earn a monthly salary. After passing a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they will be sent to the elderly homes of 
Pok Oi to contribute their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s a personal care worker. With such a new approach 
for personal care workers, Pok Oi hopes to attract 
middle-aged women in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Pok Oi appreciates the Hon. Cheung Kin Chung, GBS, 
JP, for supporting the “First-hire-then-train” pilot 
scheme. The then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visited Tuen Mun Nursing Home to meet some 
trainees on 6 October 2016. During the meeting, he 
learned about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He also showed appreciation to graduates 
for their enthusiasm in being a front-line worker for 
the elderly. The trainees shared their feelings with 
visiting guests. They talked about working as an 
intern and how to achieve work-family balance. 

Youth Services
• POH Wai Yin Association Teen Club
 Pok Oi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Partnership 
Fund for the Disadvantaged to run a sports training 
programme for the youth. A wide range of training 
courses and career path planning help the youth 
strengthen their mental capacity, resilience and 
willpower. The programme is targeted a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in Shui Wai, Yuen Long, Tuen 
Mun, Tsuen Wan and Kwai Tsing District.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Tuen Mun Children and 
Juvenile Home is also on the recruitment list. The 
Club also organises an activity known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Famous coaches in the sports arena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s an athlete 
as well as their life stories. Their true stories help 
the youth build up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encourage 
them to plan for the future.

• POH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Extreme Sports Park
 The 15,000-square-foot POH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Extreme Sports Park is adjacent to 
Yuen Long Park. The park features large ramp 
units. Apart from providing a safe venue for lovers 
of extreme sports, the youth centre proactively 
approaches schools and local organisation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the youth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district to experience extreme sports. There is also a 
sporting goods store that offers equipment rent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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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ty and fun to the event, Pok Oi invited Ms. 
Carrie Chau, a famous Hong Kong illustrator, to 
design cycling jerseys. The lively cartoon characters 
brought much colours to the event.

Conclusion     
Pok Oi has served Hong Kong for 97 years. We grew up 
together. I feel a great sense of pride for being able to work 
collectively with the Board members and various service units 
to formulate a multi-faceted, long-term strategy for enhancing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Pok Oi. Our efforts are 
recogni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68th Board of Directors. The 
new Board is a cluster of talented people. The new Chairman 
Mr. Pang Siu Hin, as well as Vice Chairmen and Directors 
are all distinguished persons who greatly support charitable 
causes. With their concerted efforts, Pok Oi will certainly be 
able to make further achievements. I now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for the great support of the Board 
members, the guidance of advisers and predecessors, the hard 
work of our staff, and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received from 
different sectors. 

Lastly, I wish the new Board every success in their work. I also 
hope everyon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charity work of 
Pok Oi, do deeds together to benefit the community, and pool 
our efforts together to spread positive energy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Thank you!

Mrs. CHAN LI Lei 
Chairman of the 67th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報告

repair services. The store hires young people in the 
district and encourages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ppreciation of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Eddie Ng 
for Joining Exchange Tour
In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of China, the Board 
of Pok Oi organised a youth exchange tour to Hainan Province. 
Our students and youth services division took participants to the 
province, where they visited Hainan University, a space centre 
and other organisation. The tour, held from 10 to 12 March 
2017, enhanc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he Board of Pok Oi thanks Mr. Eddie 
Ng Hak Kim, S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for taking time 
to join the exchange tour, which helped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gain an insight into China with respect to student life, 
cul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tc. 

Fundraising Activities
Promotion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f all sorts help Pok Oi  
raising fund and enhance its image as a charity organisation 
serving Hong Kong and raise pubic awareness of its work. 
We organised various regular activities during the year, 
including a charity ball, Pok Oi Martial Arts Symposium, Pok 
Oi Charity Television Gala, and “Pok Oi Month”, a territory-
wide fundraising event. 
   
• Shanghai Commercial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Organised for the eighth year,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is the largest fundraising cycling event in 
Hong Kong. The route, about 13km in length, was 
the same as that in the past years. Participants 
cycle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n Tsing Sha Highway 
to Stonecutters Bridge. They passed through Nam 
Wan Tunnel, proceeded to the turning point on 
Ngong Shung Road, and then returned to Tsing Sha 
Highway. While cycling on the road, they could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long the Stonecutters Bridge, 
Rambler Channel and Victoria Harbour.

 
 With the aim of expanding the reach of this enjoyable 
sport, a new category was added to the event this 
year: Balance Bike for children aged two to six. Kids 
and their parents joined the healthy activity together, 
which instilled in the kids the values that “doing 
good deeds is the happiest thing”. To further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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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1 陳 李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2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3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FPVCB(Hon) 

4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5 簡陳擷霞女士O.St.J.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O.St.J.

6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7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總理 
Directors

8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9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10 王劭強博士
Dr. O. Billy WONG

11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12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13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14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15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16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17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18 陳國基博士
Dr. CHAN Kwok Ki

19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20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總理 
Directors

21 羅方圓女士
Mdm. Sharon LAW 

22 李淑媛女士
Mdm. LEE Shuk Woon, Sophia

23 藍王雲仙女士
Mrs. LAM WONG W. S., Mina

24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25 曾向得先生
Mr. Ray TSANG 

26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27 林麗儀女士
Mdm. Peggy LAM 

28 余秀蘭女士
Mdm. YUE Sau Lan

29 江昕博士
Dr. H Eric CHIANG

30 陳泓斌先生
Mr. Dennis CHAN

31 楊亞媛女士
Mdm. YEUNG Ah Wun, Winnie

32 袁振寧先生
Mr. CN YUEN

33 譚健業先生
Mr. TAM Kin Yip, Patrick 

34 黃特平先生
Mr. Jacky WONG

35 關永樂先生
Mr. KWAN W. L. Michael

36 何世傑先生
Mr. HO Sai Kit, Mad

37 周駿達先生
Mr. CHAU Chun Tat, Danny

博愛醫院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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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董事局資料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主席

Chairman

陳 李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籍貫 : 海南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眾合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Th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Director

積加行有限公司 董事 Jaguar TC Limited Director

源始有機有限公司 董事 Wild Organic Company Limited Director

卓泰華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CHERRYPICK INVESTMENT LIMITED Director

朋愛網有限公司 董事 amicoamore.com Company Limited Director

海南省政協委員會 委員 CPPCC Hanian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肇慶市政協委員會 委員 CPPCC Zhaoqing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 常務副會長 China Hong Kong Haikou Associatio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常務副會長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Hainan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Limit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海南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會董 HNHKCPPCC Non-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海南協會 副會長 Hong Kong Hainan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 會員 HKCEDA Member

海南海外聯誼會 理事   

港區省政協委員聯誼會 委員 HKCPPCC Committee Member

香港台灣商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orable Chairman

亞太婦女協會 主席 Asia Pacific Lady’s Corporation Company Limited Chairman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 常務副會長 Hong Kong WuYi Youth Association Limit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青年議會 副主席 Youth Council Vice-Chairman

香港青年聯會 永遠會員 Hong Kong United Youth Association Permanent Member

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員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Member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荃灣護士支隊 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DP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副理事長 Mei Foo Lai Wan Kai Fong Association Ltd. Vice-Chairman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榮譽會長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女童軍總會元朗分會 2016/2018 名譽會長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Yuen Long District 
Association 2016/2018

Honorable Chairman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地區諮詢委員會 2016/2017 委員 New Territories Reg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2016/2017

Member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2012/2016 委員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for Pok Oi Hospital 2012/2016 Member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for Pok Oi Hospital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16/2017 首席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6/2017 Chief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6/2017 首席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16/2017 Chief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6/2017 首席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6/2017 Chief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6/2017 首席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6/2017 Chief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2011/2014 主席 POH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2011/2014 Chairman

博愛醫院人事委員會 2014/2015 主席 POH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2014/2015 Chairman

博愛醫院醫療服務委員會 2015/2016 主席 POH Medical Services Committee 2015/2016 Chairman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15/2016 主席 POH Finance and Investment Committee 2015/2016 Chairman

博愛醫院藍地綜合社區中心發展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Lam Tei Integrated Community Centre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執行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Executive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9/201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1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1/2016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1/2016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6/2017 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6/2017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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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籍貫 : 廣東潮州

Native Province : Chaozhou, Guangdong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主席 Hin Sang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Group Chairman

衍生控股集團(深圳)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主席 Hin Sang Group (Shenzhen) Holding Co., Ltd. Group Chairman

衍豐投資(南京)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Hin Feng Investment (NanJing) Co., Ltd. Managing Director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揭陽市委員會 政協常委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Jieyang 
Province PRC

Standing Committee

香港公益金 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 聯席主席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 The Community Chest   
New Territories Walk Organizing Committee

Event Co-chairman

元朗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Yuen Long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s Honorary President Committee Honorary President

元朗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Yuen Long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 Honorary President 
Committee

Honorary President

民政事務總署–元朗市分區委員會 委員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Yuen Long Town Area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委員 Yuen Long District Civic Education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深圳市企業聯合會 副會長   

新界潮人總會有限公司 常務會董 NT Chiu Chow Federation Standing Director

香港潮州商會 會董 HK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Director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第八屆會董會 會董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Chiu Chow Community Organization Ltd. Director

香港區潮人聯會 永遠名譽會長 Hong Kong Island Chaoren Association Limited Perpetual Honorable 
President

香港九龍揭陽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2017/2020 永遠名譽會長 HK & Kln Kit Yeung Clansmen General Association Ltd. Perpetual Honorable 
President

元朗區潮州同鄉會有限公司 2017/2019 主席 YL Chiu Chow Clansmen’s Association Ltd. 2017/2019 President

元朗商會 副會長 The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深港揭西商會 名譽會長 Shen Kong Jiexi Chamber of Commerce Honorable President

天恩愛心義工隊 常務副會長 Tin Yan Charity Organizatio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粉嶺潮僑盂蘭勝會有限公司 永遠榮譽會長 Fanling Chiu Kiu Yulan Shing Wui Association Ltd. Perpetual Honorable 
President

元朗潮僑盂蘭勝會 顧問 Yuen Long Chiu Kiu Yulan Shing Wui Association Consultant

香港保健食品協會 理事 The Hong Kong Health Food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香港中藥業協會 第四屆理監事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香港中成藥商會第七屆會董會 常務會董 Hong Kong Chinese Prepared Medicine Traders Association Ltd. Standing Director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名譽會長 Chinese Medicine Merchants Association Limited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表列中醫協會 顧問 HK List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Advisor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 名譽會長 The Cosmetic & Perfumery Association of HK Ltd. Honorable President

軒轅教育基金會 榮譽會長 Xuan Yuen Education Fund Association Honorable President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名譽會長 Federation of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of Yuen Long Honorable President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10/2017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0/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Finance and Investment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醫療服務委員會 2012/2015 主席 POH Medical Services Committee 2012/2015 Chairman

博愛醫院人事委員會 2015/2016 主席 POH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2015/2016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9/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2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2/2017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2/2017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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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FPVCB(Hon)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民惠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   

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 副主席   

四川省巴中巿 榮譽巿民   

江門巿工商業聯合會(江門巿總商會) 名譽副會長   

北京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副主席   

廣東國際華商會 理事   

廣東外商公會 理事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主席   

鳳凰慈善基金會 副主席   

香港警務處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香港消防處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香港政府醫療輔助隊 總部縱隊顧問

新界東總區動員主任

銀樂隊名譽顧問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社區聯絡委員會增選委員   

香港戒毒會 執行委員會委員

管理委員會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企業家委員會 委員   

香港拯溺總會 水上安全總監兼名譽顧問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董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執行委員會 副主席   

博愛醫院藍地綜合社區中心發展委員會 副主席   

博愛醫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主席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 副主席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副主席   

博愛醫院人事委員會 主席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委員   

博愛醫院 2012/2017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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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籍貫 : 廣東深圳

Native Province : Shenzhen, Guangdong

燕城國際貿易公司 董事長   

新世紀表行 董事長   

福建僑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寶安觀蘭同鄉總會 榮譽會長   

香港玉器商會 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玉器商會三十七周年, 三十九周年 大會主席   

榮譽雜誌社 榮譽主席   

中國周恩來研究會 副會長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3/2016 校董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13/2014 主席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2014/2015 主席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 2015/2016 主席   

博愛醫院醫療服務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博愛醫院 2011/2013 總理   

博愛醫院 2013/2017 副主席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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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簡陳擷霞女士, O.St.J.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O.St.J.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浩盟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Whole Safe Investments Ltd. Managing Director

實運機械及實運集團 顧問 Set Win Machinery & Set Win Group Advisor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分區副會長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Hong Kong Regional Vice President

香港聖約翰救護隊 九龍分區長官俱樂部 主席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Mainland Area Officers’ 
Mess 

Chairman

衞生防護中心非傳染疾病督導委員會 委員 Steering Committee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Member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副主席 The Association of the Directors & Former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7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教育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Educ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幼稚園幼兒中心 2016/2017 校監 POH Kindergarten/Day Nursery 2016/2017 School Supervisor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2008/2009 委員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of Pok Oi Hospital 2008/2009 Member

博愛醫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2013/2015 主席 POH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 Committee 2013/2015 Chairman

博愛醫院安老服務委員會 2015/2016 主席 POH Elderly Services Committee 2015/2016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4/2014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4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4/2017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4/2017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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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中歐(遠東)集團 主席 SSI Holding (Far East) Ltd Chairman

廣東金莎大酒店 主席 Hotel De Sense, Guangdong Chairman

廣東景順農牧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Kingston Agricultural Farm Ltd., Guangdong Chairman

聯線(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Online (H.K.) Ltd. Chairman

東演音像有限公司 主席 East Act Entertainment Ltd. Chairman

深圳市棕櫚灘露營用品有限公司 主席 Shenzhen Palm Beach Camping Mfy Co., Ltd. Chairman

南海市伊騰製衣有限公司 主席 Nanhai Eeton Garment Co., Ltd. Chairman

湖北省隨州市佳誠制衣有限公司 主席 Hubei Xuzhou Jia Cheng Garment Ltd Chairman

天津市環球休閒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 Tianjin Huanqiu Recreation Products Co., Ltd. Director

番禺市盈威戶外製品廠有限公司 董事 Panyu In-way Outdoor Goods Mfy., Ltd. Director

伯樂兒童音樂學院 董事 Baron Junior Music Academy Director

江西師範大學 客座教授 Teacher’s University of Jiangxi Visiting Professor

陝西省寶雞市 榮譽市民 Baoji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Hon. Citizen

江西省吉安市 榮譽市民 Ji An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 Hon. Citizen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 政協委員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uilin City CPPCC Member

世界華人協會 副會長 United World Chinese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香港跆拳道協會 副會長 Hong Kong Taewondo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香港李氏宗親會 當屆會長 Lee Clansmen’s Association Ltd President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永遠名譽會長 Wan 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善德基金會(慈善團體) 總理 Shine Tak Foundations Director

當代慈善基金(慈善團體) 副會長 Contemporary Charitable Foundation Vice Chairman

樂善行/樂善營(慈善團體) 榮譽會長/會長 Care Action/ Care Camp Hon. President / 
President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3/2017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3/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安老服務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Elderly Services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5/2017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5/2017 Vice Chairman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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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籍貫 : 山東青島

Native Province : Qingdao, Shandong

榮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Great Harvest (Holdings) Ltd Director

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Great Harvest Maet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EO & Executive 
Director

聯合佳成船務有限公司 董事 Union Apex Mega Shipping Limited Director

融豐礦業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董事 Top Gains Minerals Marc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Director

Adex Mining Inc. 董事 Adex Mining Inc. Director

KLW Holdings Limited 執行董事 KLW Holdings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能源礦產聯合會 會董 HK Energy and Minerals United Associations Director

香港浸會大學 名譽會董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orary Director

香港董事學會 資深會員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Fellow Membe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1/2013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1/2013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3/2017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3/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0/2016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6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6/2017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6/2017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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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嘉宏航運有限公司 顧問 Cargo Services Far East Limited Consultant

宏天拖運有限公司 董事 Skytruck Transportation Limited Director

深圳嘉捷運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CJ Shipping (China) Limited Director

凱暉汽車代理有限公司 董事 Victory Radiant Limited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04/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7 Director

訊通展覽公司 董事長 Paper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Services President

訊通出版有限公司 董事長 Paper Communication Publications Ltd. President

訊通廣告印刷 董事長 Paper Communication Promotion Services Centre President

天津市政協 委員 Tianjin CPPCC Committee Member

香港善德基金會 2014/2018 總理 Hong Kong Shine Tak Foundation 2014/2018 Director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7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審核委員會 2012/2016 主席 POH Audit Committee 2012/2016 Chairman

博愛醫院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2016/2017 主席 POH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16/2017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6/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6/2017 Director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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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王劭強博士
Dr. O. Billy WONG

籍貫 : 福建福州

Native Province : Fuzhou, Fujian

總理

Director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環球屋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主席 Universal Housing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Chairman

環球屋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主席 Universal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td. Chairman

金富行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Goldmaster Enterprise Ltd. Director

來富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Loyal Rich Holding Ltd. Director

2005年世界傑出華人獎  The Global Foundation of Distinguished Chinese Award 2005  

美國哈姆斯頓大學 榮譽博士 Armstrong University Hon. Doctorate Degree

廣東省陽江市 2012/2017 第六屆政協委員 The 6th Commissa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of Yang Jiang City,
Canton Province 2012/2017

CPPCC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名譽會長 The Judo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Honorary President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4/2017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4/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1/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7 Director

長城(國際)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   

安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及 勤亨有限公司 董事   

LUXE Tuxedo Limited 董事   

廣州市越秀區 政協委員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義工團 主席   

廣州越秀香港青年分會 首屆會長   

新界青年聯會 名譽會長   

新界上水鄉事委員會 名譽顧問   

香港交通安全隊 署長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及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3/2017

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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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籍貫 : 廣東江門

Native Province : Jiangmen, Guangdong

遠東商務航空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Far East Business Jet Limited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2/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17 Director

勵福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創東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勵福創建有限公司 董事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4/2017 校董   

博愛醫院 2012/2017 總理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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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籍貫 : 廣東高要

Native Province : Gaoyao,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資深區域總監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Senior District Director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2017 董事 General Agents and Manag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17 Directo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4/2017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14/2017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3/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17 Director

  SD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 Executive 
Director

  Dunn’s Education & Myit-School Director 

  Green Monday Director 

  Hong Kong Children Dance Promotion Association Chairperson 

  Hong Kong Red Cross Elderly Volunteer District Committee (East New 
Territories) 2015/2017

Committee

  Hong Kong Speech & Swallowing Therapy Centre Director 

  Rainbow Creative Arts Limited Director 

  Red Vocal Academy Director 

  STAGE Photography Director 

  Pok Oi Hospital 2013/2017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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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籍貫 : 廣東江門

Native Province : Kongmoo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煌府婚宴專門店 集團主席 Wedding Banquet Specialist Chairman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會長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 Related Trades Honorable Chairman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名譽會長 The Association for HK Catering Services Management Ltd Honorable Chairman

優質旅遊服務委員會 成員 Quality Tourism Service Committee

美國紐卡素大學 榮譽博士2007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Doctor Honoris Causa 2007

2009年世界傑出華人企業家獎  The Excellence in Achievement of Entrepreneurs 2009  

世界傑出華人獎 2007/2012  World Outstanding Chinese Award 2007/2012  

美國北方大學 榮譽博士2012 Northern University Doctor Honoris Causa 2012

博愛醫院 2013/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17 Director

香港賽馬會 會員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Member

聖約翰救傷隊 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President

兆豐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 Silver Force Enterprise Limited Director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 副主席 Hong Ko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副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2/2013, 2014/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13,2014/2017 Director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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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陳國基博士
Dr. CHAN Kwok Ki

籍貫 : 廣東台山

Native Province : Tai Sha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籍貫 : 海南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醫療輔助隊 署理高級助理總監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Senior Assistant 
Commissioner (Acting)

中國香港單車聯會有限公司 副主席 The Cycl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Limited Vice Chairman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 常務副會長 The Kowloon East Association Limit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香港聖約翰救傷會 急救推廣小組主席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First-aid 
Promotion Committee 

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 運動禁藥紀律專責

委員會委員

Anti-doping Committee,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Member of Anti-doping 
Disciplinary Panel

中國醫院協會急救中心(站)管理分會 水上醫療救援專業

學組顧問

The Emergency Medical Center (First Aid Station) Branch for Chinese Hospital 
Association

Aquatic Medical Rescue 
Professional Panel Advisor 

華人運動生理及體適能學者學會 義務司庫 The Society of Chinese Scholars on Exercise Physiology and Fitness Honorary Treasurer

香港台山同鄉總會 義務醫務顧問 Hong Kong General Tai Shan Clansmen Association Medical Advisor 

賽馬會體藝中學 校董 Jockey Club Ti-I College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4/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7 Director

嘉盛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Ka Shing Jewellery & Watch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澳門當押業總商會 2008/2017 秘書長 / 副會長 Macau General Chamber of Pawnbrokers 2008/2017 Secretary General / Vice 
President

香港玉器商會 2009/2016 副會長 Hong Kong Jade Association 2009/2016 Vice President

澳門中小型企業聯合總商會 2013/2016 理事 The Federal General Commercial Association of Macau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2013/2016

Supervisor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 2014/2016 名譽會長 International Police Association (Macau Section) 2014/2016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政府華員會(海關關員級分會) 2014/2016 名譽顧問 Hong Kong Chinese Civil Servants’ Association (Customs Officer Grade Branch) 
2014/2016

Honorary Advisor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2016/2017 副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6/2017

Vice Chairman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015/2016 副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2015/2016 Vice President

廣東省金銀首飾商會 2014/2018 名譽會長 Guangdong Gold & Silver Jewellery Association 2014/2018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五邑總會 2016/2017 常務理事 Wuyi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16/2017 Stand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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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籍貫 : 上海寧波

Native Province : Ningbo, Shanghai

總理

Director

羅方圓女士
Mdm. Sharon LAW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世邦魏理仕資本顧問 資深董事, 亞太區 CBRE Capital Advisors Director, Asia Pacific 

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Kellogg）商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BA 

CFA 協會 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Institute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香港房地產協會 副會長兼房地產融

資主席 

Hong Kong Real Property Federation Vice President cum 
Chairperson of Real Estate 
Finance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　              副主席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Guangzhou Association Vice Chairperson 

廣州市增城區政協                                                                                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of Zengcheng 
District in Guangzhou

Committee Member 

香港會計師公會－房地產, 基建及建築關注組 委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Property, Infra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Interest Group

Committee Member 

香港會計師公會－內地業務關注組 委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 Mainland Business Interest 
Group

Committee Member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幼聯）基金會 副主席 Hong Kong Council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Services(CECES) 
Foundation

Vice Chairperson 

博愛醫院2014/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7 Director

俊匯集團 行政總裁 RBMS Group C.E.O.

數碼科技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長 Cyber Building Limited Director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會董 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Ltd Director

灣仔中西區商業聯合會 副會長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Ltd

Vice President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支隊副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dge Vice President (DVP)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榮譽會長 Mei Foo Lai Wan Kai Fong Association Ltd Honorable Member

香港中華總商會 永久會員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Life Member

博愛醫院2014/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7 Director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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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Elixir Capital Management Ltd Co-Founder

廣州市黃埔區政協 特聘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uangp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Special Invited Committee Member

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 副主席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Huangpu Community Limited Vice Chairman

香港交通安全隊 秀茂坪區指揮官 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 Sau Mau Ping District Commander

秀茂坪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Sau Mau Ping District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醫療輔助隊 二級助理聯絡主任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Liaison Officer

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Civic Education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觀塘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 Committee Member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 副會長 Kowloon East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2014/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7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李淑媛女士
Mdm. LEE Shuk Woon, Sophia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藍王雲仙女士
Mrs. LAM WONG W.S., Mina

籍貫 : 江蘇

Native Province : Jiangsu

美奈珠寶有限公司 董事 Mina Jewellery Limited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5/2017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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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曾向得先生
Mr. Ray TSANG 

籍貫 : 廣東三水

Native Province : Sanshui, Guangdong

華盛控股集團 執行董事   

A&S Plus Limited 董事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Garden Chambers 大律師 Garden Chambers Barrister-at-Law

衛安工程有限公司 義務法律顧問 Pyrofoe Engineers Limited Honorary Legal Advisor

華南收藏家協會有限公司 義務法律顧問 Hua Nan Collector’s Association Ltd Honorary Legal Advisor

香港馬主協會 會員 Hong Kong Racehorse Owners Association Member

香港賽馬會 會員 Hong Kong Jockey Club Member

香港北區獅子會 2016/2017 會長 Lions Club, Hong Kong North 2016/2017 President

風華高球會 共同創辦人 Hong Kong Prime Golf Society Co-founder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5/2017 Director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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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籍貫 : 廣東南海

Native Province : Nanhai,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林麗儀女士
Mdm. Peggy LAM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LKKC C.P.A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CEPA商機發展聯合會 創會主席 CEPA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evelopment Alliance Chartered Chairman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顧問委員會成員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Chapter Limited Member of Advisory Board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2001/2006 創會理事, 名譽

司庫

Institute of Financial Planners of Hong Kong 2001/2006 Honorary Treasurer, Founding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 創會理事, 名譽

司庫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nalysts and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Limited

Founding Executive Committee, 
Honorary Treasurer

香港會計師公會 1996/1998 H股上市公司財務

報表審核小組組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996/1998 Group-Member, H Share 
Annual Report Review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義務核數師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and Senior Executives Association Honorary Auditor

成都春熙商會 副會長 Chengdu Chunxi Road Chamber of Commerce Vice President

深圳金融聯培訓中心 名譽顧問 Shenzhen Flink Training Centre Honorary Advisor

河北省註冊會計師協會 名譽理事 Hebei Provinc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onorary Council Member

幕後人演藝製作有限公司 董事（行政總裁） SP Performing Arts Production Limited Directors（CEO）

香港明星賽車隊 2013/2017 副主席 Hong Kong Star Racing Team 2013/2017 Vice Chairman

幕後人演藝明星足球隊 主席 SP Performing Arts Star Football Team Chairman

恒匯服務有限公司 董事 Hang Wui Services Limited Director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2016/2017 副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6/2017

Vice Chairman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副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Vice President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5/2017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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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余秀蘭女士
Mdm. YUE Sau Lan

籍貫 : 廣東南海

Native Province : Nanhai,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江昕博士
Dr. H Eric CHIANG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萬利珠寶錶飾店 董事   

生利珠寶錶飾店 董事   

全贏珠寶錶飾店 董事   

富恆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2015/現在 名譽會長   

利福珠寶鐘錶金行有限公司 董事   

梁省德學校男女童軍旅務委員會 2015/2017 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執行董事   

上海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 客座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 會計及金融學院 兼任教授   

國際獅子會  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 常務副主席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榮譽會長   

灣仔區少年警訊 名譽會長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 副會長   

香港總商會 金融及財資服務委員會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董事局委員會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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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陳泓斌先生
Mr. Dennis CHAN

籍貫 : 東莞常平

Native Province : Changping, Dongguan

總理

Director

楊亞媛女士
Mdm. YEUNG Ah Wun, Winnie

籍貫 : 江蘇

Native Province : Jiangsu

戴斯資本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Denz Capital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天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投資總監 TC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Co-Chief Investing 
Officer

香港旭日扶輪社 2015/2016 社長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2015/2016 President

新界總商會 2015/現在 副主席 New Territorie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15/ Present Vice Chairman

香港幼聯基金會 總理 Hong Kong CECES Foundation Director

逸傑國際慈善基金會 董事 Beam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Director

香港董事學會 - 會員事務委員會 2012/現在 委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2012/Present Committee Member

旭日持續發展基金 副主席 Sunri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Vice Chairman

合生有限公司 主席 Unisound Limited Chairman

海洋石化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Ocean Petrochemica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利亞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Liya Retail (Hong Kong)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慈善總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Charity Feder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4 years)

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理事會 副會長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of Jiang Province Vice President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總部總區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President of Brigade 

博愛醫院 2015/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5/2017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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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袁振寧先生
Mr. CN YUEN

籍貫 : 廣東新會

Native Province : Xinhui,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譚健業先生
Mr. TAM Kin Yip, Patrick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縱橫旅遊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Package Tours (Hong Kong) Ltd. Managing Director

翱翔旅遊有限公司 董事 Worldwide Package Travel Service Ltd Director

香港旅遊業議會 2010/2016 出外旅遊委員會委員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2010/2016 Outbound Committee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11/2013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1/2013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0/2013, 2016/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3, 2016/2017 Director

Academy Chambers 大律師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2015/2017 校董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2015/2017 校董   

樂善堂劉德學校 2015/2017 校董   

第九屆、第十屆廣東省高州市政協 委員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015/2017 區法律顧問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灣區第三十四屆、第三十

五屆

名譽會長   

九龍樂善堂 2015/2016 常務總理   

九龍樂善堂 2014/2015, 2016/2017 當年總理   

博愛醫院 2016/2017 總理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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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黃特平先生
Mr. Jacky WONG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關永樂先生
Mr. KWAN W. L., Michael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大頭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創辦人 Tai Tau Tsai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Ltd Founder

夢想基金會 主席 Dreams Foundation Chairman

愛護貓狗福利基金 副會長 Love & Care for Animals Foundation Vice President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 副會長 Hong Kong Recycling Chamber of Commerce Vice President

香港女子足球總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s Football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陽江社團總會 副會長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Yang Jiang Associations Vice President

洪佛派國術總會 永遠榮譽會長 Hung Fut Pai Chinese Kung Fu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童軍總會油尖區 1995/1997 副主席 Yau Tsim District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5/1997 Vice Chairman

香港童軍總會油尖區 1994/1995 副會長 Yau Tsim District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4/1995 Vice President

博愛醫院 2016/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6/2017 Director

百利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百利達酒莊（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百利達酒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永遠名譽會長   

沙田社區基金 常務董事   

中國營養保健食品協會 委員   

深圳灣出入境邊防檢舉站 特邀監督員   

香港澳洲華人協會 委員   

西澳華人公會 名譽會長   

張學良基金會 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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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何世傑先生
Mr. HO Sai Kit, Mad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周駿達先生
Mr. CHAU Chun Tat, Danny

籍貫 : 廣東潮陽

Native Province : Chaoyang, Guangdong

建東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Kinto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Director

恆和建築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Everwin Contractors Ltd Director

建宏國際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Grand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森濠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Forest Bloom Limited Director

廣興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博愛醫院 2016/2017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6/2017 Director

駿驥首飾廠有限公司1993/現在 主席   

香港貿易發展局 珠寶業諮詢委員會 

2010/現在 

委員   

香港貿易發展局 香港國際珠寶展籌委會 2010/現在 成員   

職業訓練局 珠寶業過往資歷認可工作委員會 

2011/現在

委員   

社會福利署 工商機構義務工作推廣小組 2016/2018 成員   

新界扶輪社 2014/2015 社長   

新界總商會 2014/現在 副會長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2010/現在 副會長   

香港金銀首飾工商總會 2008/現在 副會長   

香港潮州商會 2016/2018 會董   

丙申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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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

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屬下五所幼稚園 幼兒中心校董會

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    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陳 李妮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彭少衍先生 方俊文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廖齡儀女士

 梁天富先生  

榮譽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陳  楷紀念中學

校    監: 陳徐鳳蘭女士

首席校董: 陳 李妮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吳錦青先生 陳國基先生

 黃曉君女士 曹思豪先生

 黃偉光先生

榮譽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陳國威小學 

校    監: 陳徐鳳蘭女士

首席校董: 陳 李妮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李柏成博士 方俊文先生

 林  群女士 陳首銘先生

榮譽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幼稚園 幼兒中心校董會

校    監: 簡陳擷霞女士

副主席: 李鋈發先生 吳錦青先生 李柏成博士 廖齡儀女士 韓嘉軒女士

 羅方圓女士 李淑媛女士 藍王雲仙女士 蕭潔嵐女士 曾向得先生

首席校董: 陳 李妮女士     

校    董: 陳俊民先生 趙家樂先生 林麗儀女士 江 昕博士 陳泓斌先生

 楊亞媛女士 袁振寧先生 譚健業先生 黃特平先生 關永樂先生

 何世傑先生 周駿達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    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陳 李妮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李鋈發先生 趙家樂先生

 王劭強博士 韓嘉軒女士

 陳俊民先生  

榮譽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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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丁卯（1987-88年） 鄭海泉

歲次戊辰（1988-89年） 朱世熙

歲次己巳（1989-90年） 王德渭

歲次庚午（1990-91年） 鄧英業

歲次辛未（1991-92年） 陳國威

歲次壬申（1992-93年） 鄧英喜

歲次癸酉（1993-94年） 蕭炎坤

歲次甲戌（1994-95年） 李家松

歲次乙亥（1995-96年） 蘇邦俊

歲次丙子（1996-97年） 王東昇

歲次丁丑（1997-98年） 王基源

歲次戊寅（1998-99年） 簡浩秋

歲次己卯（1999-00年） 蕭成財

歲次庚辰（2000-01年） 王振聲

歲次辛巳（2001-02年） 曾元鴻

歲次壬午（2002-03年） 黃啟泰

歲次癸未（2003-04年） 陳振彬

歲次甲申（2004-05年）張伍翠瑤

歲次乙酉（2005-06年） 葉曜丞

歲次丙戌（2006-07年） 王惠棋

歲次丁亥（2007-08年） 林建康

歲次戊子（2008-09年） 藍國慶

歲次己丑（2009-10年） 潘兆文

歲次庚寅（2010-11年） 黃帆風

歲次辛卯（2011-12年） 湯修齊

歲次壬辰（2012-13年） 潘德明

歲次癸巳（2013-14年） 曾耀祥

歲次甲午（2014-15年） 何榮添

歲次乙未（2015-16年） 譚姜美珠

歲次丙申（2016-17年） 陳 李妮

歲次乙未（1955-56年） 楊永康

歲次丙申（1956-57年） 楊永康

歲次丁酉（1957-58年） 程振球

歲次戊戌（1958-59年） 程振球

歲次己亥（1959-60年） 程振球

歲次庚子（1960-61年） 程振球

歲次辛丑（1961-62年） 周 有

歲次壬寅（1962-63年） 鄺國理

歲次癸卯（1963-64年） 甘光孝

歲次甲辰（1964-65年） 陳 泰

歲次乙巳（1965-66年） 鄧英奇

歲次丙午（1966-67年） 梁省德

歲次丁未（1967-68年） 馬紹章

歲次戊申（1968-69年） 梁哲若

歲次己酉（1969-70年） 趙不弱

歲次庚戌（1970-71年） 黃學儀

歲次辛亥（1971-72年） 蔡 準

歲次壬子（1972-73年） 鄭任安

歲次癸丑（1973-74年） 古道誠

歲次甲寅（1974-75年） 張錦鴻

歲次乙卯（1975-76年） 劉皇發

歲次丙辰（1976-77年） 鄧文爕

歲次丁巳（1977-78年） 蔡國楨

歲次戊午（1978-79年） 黃源章

歲次己未（1979-80年） 楊晉培

歲次庚申（1980-81年） 梁水發

歲次辛酉（1981-82年） 黎錦文

歲次壬戌（1982-83年） 柯利德

歲次癸亥（1983-84年） 李惠光

歲次甲子（1984-85年） 鄧兆棠

歲次乙丑（1985-86年） 梁安福

歲次丙寅（1986-87年） 劉 昌

歲次庚申（1920-21年） 鄧璧如

歲次辛酉（1921-22年） 鄧煒堂

歲次壬戌（1922-23年） 鄧足彬

歲次癸亥（1923-24年） 伍醒遲

歲次甲子（1924-25年） 鄧煒堂

歲次乙丑（1925-26年） 伍醒遲

歲次丙寅（1926-27年） 鄧煒堂

歲次丁卯（1927-28年） 盛連光

歲次戊辰（1928-29年） 鄧伯裘

歲次己巳（1929-30年） 伍礪石

歲次庚午（1930-31年） 林煥墀

歲次辛末（1931-32年） 蔡寶田

歲次壬申（1932-33年） 伍心泉

歲次癸酉（1933-34年） 鄧伯裘

歲次甲戌（1934-35年） 沈冠南

歲次乙亥（1935-36年） 伍耀雲

歲次丙子（1936-37年） 黃耀東

歲次丁丑（1937-38年） 顏鏡海

歲次戊寅（1938-39年） 余焯生

歲次己卯（1939-40年） 黃熾普

歲次庚辰（1940-41年） 霍仁生

歲次丙戌（1946-47年） 鄧伯裘

歲次丁亥（1947-48年） 鄧伯裘

歲次戊子（1948-49年） 黃子律

歲次己丑（1949-50年） 趙聿修

歲次庚寅（1950-51年） 趙聿修

歲次辛卯（1951-52年） 趙聿修

歲次壬辰（1952-53年） 趙聿修

歲次癸巳（1953-54年） 趙聿修

歲次甲午（1954-55年） 楊永康

歲次辛巳至乙酉(1941至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院務停頓)

歷屆主席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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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黃帆風先生BBS, MH

湯修齊先生MH太平紳士

葉曜丞先生MH

林建康律師MH

王敏馨女士

藍國慶先生MH

王惠棋先生MH

潘兆文先生MH

潘德明先生MH

曾耀祥先生MH

何榮添博士MH

譚姜美珠女士MH

王基源(王東源)先生
SBStJ

王東昇太平紳士

簡浩秋先生MH

鄧英業先生

蕭炎坤博士SBStJ

陳國威太平紳士

李家松太平紳士

鄧英喜太平紳士

蘇邦俊先生

王振聲博士MH , SBStJ

曾元鴻先生MH

黃啟泰先生MH

陳振彬GBS太平紳士

張伍翠瑤博士

蕭成財先生MH

陳泰先生

梁省德BBS
太平紳士

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

黃學儀先生

鄧英奇太平紳士

鄭任安先生

張錦鴻先生

楊晉培先生

柯利德先生

梁水發太平紳士

鄧兆棠SBS太平紳士

黎錦文先生

梁安福太平紳士

鄭海泉先生

王德渭先生MH

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永遠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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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卉女士 陳偉倫先生 朱華樹先生

蕭何元鳳女士李豐年先生

林賴燕萍女士 王曉燕女士

李培先生

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 當年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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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華SBS太平紳士

王少強先生SBSt.J, BH

王津BBS太平紳士

王國強博士GBS太平紳士

王敏剛BBS太平紳士

王敏超太平紳士

王華生先生MH 

王德仁先生BH 

王賜豪醫生SBS太平紳士

石禮謙GBS太平紳士

任永賢先生

何鴻燊博士GBM, GBS

何鏡波先生

吳仕福議員GBS太平紳士

吳清輝教授GBS  

吳榮基先生CstJ

李德康BBS, MH太平紳士

李樹輝SBS太平紳士

周厚澄GBS太平紳士

周奕希議員BBS太平紳士

林貝聿嘉博士GBS太平紳士

林偉強SBS太平紳士

林國興太平紳士

林漢武律師

邱全先生BBS, MH

胡曉明BBS太平紳士

唐偉章教授太平紳士

孫啟昌SBS, MH太平紳士

殷國榮律師

康寶駒律師

張德熙博士

張學明議員GBS太平紳士

張仁良教授 BBS太平紳士

曹紹偉先生

梁志祥議員BBS, MH太平紳士

梁智仁教授SBS太平紳士

莊金寧博士MH, BH, ost.J

郭位教授太平紳士

陳文佑先生

陳有慶博士GBS太平紳士

陳炳煥SBS太平紳士BH 

陳新滋教授太平紳士

陳繁昌教授

單仲偕SBS太平紳士

陶錫源議員MH

曾展雄先生

馮友維先生

曾鈺成GBM太平紳士

湯偉奇博士SBS, BBS, MH 

程國灝先生 ost.J

黃以謙醫生

黃宏發太平紳士

黃定光議員SBS太平紳士

黃松泉SBS太平紳士

楊勵賢女士 BH

葉國謙GBS太平紳士

甄錫榮醫生

趙振邦博士太平紳士

鄭國漢教授BBS太平紳士

鄭俊平議員太平紳士

譚贛蘭GBS太平紳士

鍾港武議員BBS太平紳士

簡松年律師SBS, BBS太平紳士

嚴元浩先生SBS 

鄺漢生GBS太平紳士

譚耀宗GBM, GBS太平紳士

錢大康BBS太平紳士

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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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會長

永遠榮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

當年會長

主席

副主席

委　員

曾思豪先生韓嘉軒女士 李淑媛女士羅方圓女士 藍王雲仙女士 蕭潔嵐女士 曾向得先生

林麗儀女士郭志成先生 江  昕博士余秀蘭女士 陳泓斌先生 楊亞媛女士 袁振寧先生

黃特平先生譚健業律師 何世傑先生關永樂先生 周駿達先生

蘇邦俊先生鄧英業先生王基源SBSt.J
陳國威 MBE
太平紳士

林建康 MH
陳國超博士BBS,
MH 太平紳士

張伍翠瑤博士

李掌賢先生
楊少偉MH Ost.
太平紳士

黃  旌先生 孫國華先生 朱繼陶先生 張德熙博士 蘇國恩先生

邱王碧卿博士孫蔡吐媚女士 潘新標先生鄺志輝先生 陳振超先生 李  培先生 梁淑莊律師

陳俊民先生方俊文先生 黃偉光先生黃曉君女士 趙家樂先生 廖齡儀女士 陳國基博士

黃杏偉先生譚姜美珠MH 蘇廣文先生黃志源先生 郭紀文先生
林國興
太平紳士

任永賢（澳洲）
太平紳士

潘美蘭女士賴文素娟女士 曾  裕博士MH陳偉倫先生 歐倩美女士 黃俊雄先生 黎永良先生

吳錦青先生彭少衍先生 林  群女士李柏成博士 劉石達先生 梁天富先生 王劭強博士

趙   瑤女士

李鋈發先生

湯修齊MH 
太平紳士

魏事成先生

王賜豪SBS BBS
太平紳士

何榮添博士MH

簡陳擷霞O.St.J

簡浩秋MH

何開端先生

李豐年先生

江長安先生

林賴燕萍女士

蕭文豪律師

周鎮堂先生

葉永堂先生

陳首銘博士

趙美寶女士

游樹登先生

黃雅信醫生

王敏馨女士

鄭  科先生

梁省德MBE,BBS,
太平紳士

林照權先生

李家松O.St.J.
太平紳士

彭啟明先生

陳錦福先生

馬學欽先生 蘇淥銘先生

黃啟泰MH 王少強SBSt.J BH

王德渭MH 蕭成財MH蕭炎坤博士SBSt.J 王振聲博士
MH, SBSt.J

葉曜丞MH

鍾就華先生 陳 李妮女士

歷屆總理聯誼會  第四十八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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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 永遠顧問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學校校董會醫院管治委員會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安老服務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藍地綜合社區中心發展委員會

醫療服務委員會

教育服務委員會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委員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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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主   席: 陳  李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吳錦青

李鋈發  

委   員: 簡陳擷霞 方俊文

 李柏成 黃曉君

林  群 黃偉光

劉石達 趙家樂

梁天富 陳首銘

王劭強  

藍地綜合社區中心發展委員會

主   席: 陳  李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吳錦青

 李鋈發  

委   員: 簡陳擷霞 方俊文

 李柏成 陳俊民

林  群 黃曉君

劉石達 黃偉光

梁天富 趙家樂

王劭強 陳首銘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   席: 陳  李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李鋈發  

吳錦青  

人事委員會

主   席: 李鋈發

副 主 席: 簡陳擷霞 劉石達

李柏成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梁天富 羅方圓

方俊文 李淑媛

黃偉光 曾向得

趙家樂 余秀蘭

陳國基 江 昕

韓嘉軒 陳泓斌

曹思豪 袁振寧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   席: 梁天富

副 主 席: 林 群 王劭強

劉石達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李鋈發 羅方圓

吳錦青 李淑媛

簡陳擷霞 藍王雲仙

陳俊民 曾向得

黃曉君 郭志成

黃偉光 林麗儀

陳首銘 關永樂

韓嘉軒  

審核委員會

主   席: 方俊文

副 主 席: 劉石達 陳俊民

 梁天富 郭志成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林 群 余秀蘭

廖齡儀 江 昕

陳國基 楊亞媛

羅方圓 譚健業

李淑媛 黃特平

藍王雲仙 何世傑

曾向得 周駿達

內務委員會名單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吳錦青 方俊文

梁天富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委   員: 劉石達 李淑媛

王劭強 蕭潔嵐

陳俊民 郭志成 

黃偉光 林麗儀

陳首銘 江 昕

陳國基 陳泓斌

曹思豪 袁振寧

羅方圓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吳錦青

副 主 席: 廖齡儀 曹思豪

 陳國基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林 群 蕭潔嵐

劉石達 曾向得

梁天富 林麗儀

黃曉君 楊亞媛

趙家樂 譚健業

陳首銘 關永樂

韓嘉軒 何世傑

藍王雲仙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   席: 簡陳擷霞

副 主 席: 李鋈發 王劭強

吳錦青 趙家樂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李柏成 陳泓斌

黃曉君 楊亞媛

陳首銘 袁振寧

韓嘉軒 譚健業

羅方圓 黃特平

李淑媛 關永樂

郭志成 何世傑

余秀蘭 周駿達

江 昕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李鋈發 方俊文

簡陳擷霞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委   員: 王劭強 郭志成

陳俊民 余秀蘭

黃偉光 江 昕

趙家樂 陳泓斌

廖齡儀 譚健業

羅方圓 黃特平

李淑媛 何世傑

藍王雲仙 周駿達

蕭潔嵐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李柏成

副 主 席: 簡陳擷霞 黃曉君

林 群 黃偉光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廖齡儀 楊亞媛

陳國基 袁振寧

曹思豪 譚健業

藍王雲仙 黃特平

蕭潔嵐 關永樂

林麗儀 何世傑

余秀蘭 周駿達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   席: 林 群

副 主 席: 李鋈發 陳首銘

吳錦青 羅方圓

 李柏成 李淑媛

黃偉光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劉石達 林麗儀

王劭強 余秀蘭

黃曉君 江 昕

趙家樂 陳泓斌

曹思豪 楊亞媛

藍王雲仙 袁振寧

蕭潔嵐 黃特平

曾向得 關永樂

郭志成 周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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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主   席: 陳  李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吳錦青

李鋈發  

委   員: 簡陳擷霞 方俊文

 李柏成 黃曉君

林  群 黃偉光

劉石達 趙家樂

梁天富 陳首銘

王劭強  

藍地綜合社區中心發展委員會

主   席: 陳  李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吳錦青

 李鋈發  

委   員: 簡陳擷霞 方俊文

 李柏成 陳俊民

林  群 黃曉君

劉石達 黃偉光

梁天富 趙家樂

王劭強 陳首銘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   席: 陳  李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李鋈發  

吳錦青  

人事委員會

主   席: 李鋈發

副 主 席: 簡陳擷霞 劉石達

李柏成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梁天富 羅方圓

方俊文 李淑媛

黃偉光 曾向得

趙家樂 余秀蘭

陳國基 江 昕

韓嘉軒 陳泓斌

曹思豪 袁振寧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   席: 梁天富

副 主 席: 林 群 王劭強

劉石達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李鋈發 羅方圓

吳錦青 李淑媛

簡陳擷霞 藍王雲仙

陳俊民 曾向得

黃曉君 郭志成

黃偉光 林麗儀

陳首銘 關永樂

韓嘉軒  

審核委員會

主   席: 方俊文

副 主 席: 劉石達 陳俊民

 梁天富 郭志成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林 群 余秀蘭

廖齡儀 江 昕

陳國基 楊亞媛

羅方圓 譚健業

李淑媛 黃特平

藍王雲仙 何世傑

曾向得 周駿達

內務委員會名單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吳錦青 方俊文

梁天富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委   員: 劉石達 李淑媛

王劭強 蕭潔嵐

陳俊民 郭志成 

黃偉光 林麗儀

陳首銘 江 昕

陳國基 陳泓斌

曹思豪 袁振寧

羅方圓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吳錦青

副 主 席: 廖齡儀 曹思豪

 陳國基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林 群 蕭潔嵐

劉石達 曾向得

梁天富 林麗儀

黃曉君 楊亞媛

趙家樂 譚健業

陳首銘 關永樂

韓嘉軒 何世傑

藍王雲仙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   席: 簡陳擷霞

副 主 席: 李鋈發 王劭強

吳錦青 趙家樂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李柏成 陳泓斌

黃曉君 楊亞媛

陳首銘 袁振寧

韓嘉軒 譚健業

羅方圓 黃特平

李淑媛 關永樂

郭志成 何世傑

余秀蘭 周駿達

江 昕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李鋈發 方俊文

簡陳擷霞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委   員: 王劭強 郭志成

陳俊民 余秀蘭

黃偉光 江 昕

趙家樂 陳泓斌

廖齡儀 譚健業

羅方圓 黃特平

李淑媛 何世傑

藍王雲仙 周駿達

蕭潔嵐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李柏成

副 主 席: 簡陳擷霞 黃曉君

林 群 黃偉光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廖齡儀 楊亞媛

陳國基 袁振寧

曹思豪 譚健業

藍王雲仙 黃特平

蕭潔嵐 關永樂

林麗儀 何世傑

余秀蘭 周駿達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   席: 林 群

副 主 席: 李鋈發 陳首銘

吳錦青 羅方圓

 李柏成 李淑媛

黃偉光  

當然委員: 陳  李妮 彭少衍

委   員: 劉石達 林麗儀

王劭強 余秀蘭

黃曉君 江 昕

趙家樂 陳泓斌

曹思豪 楊亞媛

藍王雲仙 袁振寧

蕭潔嵐 黃特平

曾向得 關永樂

郭志成 周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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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副總監
(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吳馬賽嬌紀念
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顯徑)

慧妍雅集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圓玄學院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長安)

香港新界
獅子會

家庭發展中心
(長青)

博愛醫院
元朗商會
極限運動場

鳳德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鳳德)

吳鴻茂
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李何少芳紀念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蝴蝶）

文柱石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良景）

吳榮基叔叔
幼兒遊戲及
藝術薈萃坊
(學前遊戲    
小組中心)

香港旭日
扶輪社家庭
發展中心
(天晴)

博愛醫院慧妍
雅集新Teen地 
(天恒)

博愛醫院
天水圍青少年
自修室

賽馬會
單身人士宿舍

博愛Café

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
地址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UG層

電話號碼 2479 0022

傳真號碼 2479 5025

電郵 enquiry@pokoi.org.hk

總幹事 鄺國光 ceo@pokoi.org.hk

社會、醫療及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醫療及青少年服務） 吳凱孚 dceo@pokoi.org.hk

副總幹事（安老服務及中央行政） 黃萬成 dceo2@pokoi.org.hk

副總幹事（教育服務及企業傳訊）  (2017年6月履新)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ssc_ss@pokoi.org.hk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社會服務副總監(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dsc@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sm@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區美如 cmsi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羅裕興 cmsm2@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會計經理 林曉玲 cmsam@pokoi.org.hk 

長者護理培訓經理 陸碧珊 tmnc@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高級經理 呂慧珊 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張俊杰 ccfm2@pokoi.org.hk

行政及資訊科技部

行政及資訊科技經理 阮慧妍 am@pokoi.org.hk

行政副經理 陳信傑 aam@pokoi.org.hk

資訊科技副經理 吳凱明 ait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副經理 黎燕文 afpm@pokoi.org.hk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機構發展經理 區明鑽 odm@pokoi.org.hk

機構發展副經理 李惠琼 aodm@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梁秀霞 fda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孫淑珍 fdao@pokoi.org.hk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總監 彭威兒 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陳佩嫻 a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梁麗萍 ahrm1@pokoi.org.hk

博愛醫院董事局職員名單組織架構

副總幹事(醫療及青少年服務)
吳凱孚

副總幹事(安老服務及中央行政)
黃萬成

副總幹事(教育服務及企業傳訊)
（2017年6月履新）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元朗）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沙田）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油尖旺）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何文田）

博愛醫院- 
世界針灸
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中心 
（銅鑼灣）

黃啟泰夫人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華富）

梁之潛夫人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太古城）

博愛醫院
社區中醫診所
(坪石)

元朗東莞
同鄉會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天水圍）

二十部中醫
流動醫療車
天水圍/將軍澳/
黃大仙/港島/荃
灣/深水埗/沙田/
東涌/馬鞍山/
新蒲崗/

北區/葵青/觀塘/
油塘/大埔/筲箕
灣/九龍城/元朗/
沙田及馬鞍山/

屯門

社區健康中心
(坪石)中醫針
灸戒煙服務

東方日報
慈善基金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青衣）

長洲鄉事
委員會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長洲）

博愛醫院
牙科診所
（元朗）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總監
彭威兒

醫護發展部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經理
區明鑽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行政及資訊
科技部

行政及資訊
科技經理
阮慧妍

企業傳訊及
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
籌募高級經理
呂慧珊

籌募及推廣部

推廣經理
陳芝嬋

博愛醫院
牙科外展隊
元朗/荃葵

屯門護養院

博愛醫院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機構發展及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博愛醫院
鄧佩瓊
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
陳楷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
八十週年
鄧英喜中學

博愛醫院
陳國威小學

陳潘佩清紀念
幼稚園幼兒
中心

陳徐鳳蘭幼稚
園幼兒中心

朱國京夫人紀
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
幼兒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
進修中心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
活動中心 (元朗)

緊急援助金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王東源夫人
長者地區中心

陳歐陽麗嬋
紀念日間老人
護理中心

陳士修紀念
社會服務中心

陳平紀念長者
鄰舍中心

郭興坤長者
鄰舍中心

賽馬會護理
安老院

陳馮曼玲
護理安老院

楊晉培
護理安老院

戴均護理
安老院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深水埗)

*德勤．關董陳方會
計帥行於2016 /17期
間 為 博 愛 醫 院 董 事
局提供內部審計服務
( 中 小 學 除 外 ）

內部審核
(外判予德勤．
關董陳方會
計帥行)

董事局

總幹事
鄺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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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
地址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UG層

電話號碼 2479 0022

傳真號碼 2479 5025

電郵 enquiry@pokoi.org.hk

總幹事 鄺國光 ceo@pokoi.org.hk

社會、醫療及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醫療及青少年服務） 吳凱孚 dceo@pokoi.org.hk

副總幹事（安老服務及中央行政） 黃萬成 dceo2@pokoi.org.hk

副總幹事（教育服務及企業傳訊）  (2017年6月履新)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ssc_ss@pokoi.org.hk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社會服務副總監(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dsc@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sm@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區美如 cmsi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羅裕興 cmsm2@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會計經理 林曉玲 cmsam@pokoi.org.hk 

長者護理培訓經理 陸碧珊 tmnc@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高級經理 呂慧珊 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張俊杰 ccfm2@pokoi.org.hk

行政及資訊科技部

行政及資訊科技經理 阮慧妍 am@pokoi.org.hk

行政副經理 陳信傑 aam@pokoi.org.hk

資訊科技副經理 吳凱明 ait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副經理 黎燕文 afpm@pokoi.org.hk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機構發展經理 區明鑽 odm@pokoi.org.hk

機構發展副經理 李惠琼 aodm@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梁秀霞 fda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孫淑珍 fdao@pokoi.org.hk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總監 彭威兒 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陳佩嫻 a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梁麗萍 ahrm1@pokoi.org.hk

博愛醫院董事局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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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中醫服務

社會服務

教育服務

天水圍
元朗

上水

粉嶺

大埔

沙田

馬鞍山

慈雲山黃大仙

將軍澳

觀塘

藍田

九龍灣

炮台山

筲箕灣

小西灣

香港仔

銅鑼灣

鴨脷洲

太古

九龍城

紅磡
油麻地

佐敦

何文田

長沙灣

荃灣

深水埗

美孚

馬灣

東涌

梅窩

屯門

新界

九龍

香港大嶼山

長洲

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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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醫療服務

博愛醫院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高級院務經理

符致彬

poh.service@ha.org.hk

田家炳護養院 新界元朗坳頭友善街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高級院務經理

符致彬

poh.service@ha.org.hk

牙科診所（元朗）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

地下15-16號舖

電話︰2409 7000

傳真：2409 7070

機 構 發 展 及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牙科外展服務處 新界元朗青山道2號

保安樓一樓B室

電話：2470 6626

傳真：2470 9926

機 構 發 展 及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中醫服務

中醫教研中心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元朗）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2478 5769

傳真：2478 5760

中醫服務經理

羅裕興

cmpyfs@pokoi.org.hk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沙田）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2479 2126

傳真：2691 1236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pst@pokoi.org.hk

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2618 7200

傳真：2831 9800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區美如

cmpytm@pokoi.org.hk

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

保民樓401-412室

電話：2193 7000

傳真：2193 7007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區美如

cmpytm@pokoi.org.hk

針灸專科中心

博愛醫院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中心 （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2416 7721

傳真：2752 7006

醫療服務經理

余嘉欣

cmpcwb@pokoi.org.hk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梁之潛夫人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太古）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道9號

天山閣地舖2號

電話：2638 0077

傳真：2513 7613

一級醫師

陳家禎

cmptks@pokoi.org.hk

黃啟泰夫人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華富）

香港香港仔華富(一)邨

華光樓平台709-710舖

電話：2550 3996

傳真：2551 0380

一級醫師

胡海騰

cmpwf@pokoi.org.hk

元朗東莞同鄉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華祐樓B翼地下2-3號

電話：2253 6112

傳真：2253 6209

一級醫師

彭兆華

cmptsw@pokoi.org.hk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邨社區中心

G02、G05及G06室

電話：2434 4028

傳真：2554 0589

高級醫師

李華

cmpty@pokoi.org.hk

長洲鄉事委員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長洲）

離島長洲教堂路2號

長洲鄉事委員會2樓

電話：2986 9272

傳真：2986 8605

一級醫師

伍慶文

cmpcc@pokoi.org.hk

博愛醫院社區中醫診所(坪石) 坪石邨藍石樓128-129號 電話：2796 8137

傳真：2411 2871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pst@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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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中醫流動醫療車

中醫流動醫療車－天水圍 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200 1192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麥妙懿

cmpmc1@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將軍澳 香港銅鑼灣伊榮術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102 4538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潘晶暉

cmpmc2@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黃大仙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R座9樓

電話：6792 6629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李趣瑩

cmpmc3@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港島 香港銅鑼灣伊榮術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792 6630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陳可欣

cmpmc4@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荃灣 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792 9187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鄺倩婷

cmpmc5@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深水埗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R座9樓

電話：6737 1618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陳朗婷

cmpmc6@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沙田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2 917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趙詩韻

cmpmc7@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東涌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R座9樓

電話：6192 0135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黎桂珊

cmpmc8@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馬鞍山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200 1910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鄧淑瑜

cmpmc9@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新蒲崗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R座9樓

電話：6200 7917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吳紫燕

cmpmc10@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北區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192 013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林穎怡

cmpmc11@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葵青 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192 0134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蔡嘉恩

cmpmc12@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觀塘 香港銅鑼灣伊榮術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200 1577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趙銘林

cmpmc13@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油塘 香港銅鑼灣伊榮術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790 1532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林菁

cmpmc14@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大埔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0 153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帆煒

cmpmc15@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筲箕灣 香港銅鑼灣伊榮術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9804 9992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陳肇麟

cmpmc16@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九龍城 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R座9樓

電話：9804 9995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蔡慕寧

cmpmc17@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元朗 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9804 9993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黎偉倫

cmpmc18@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沙田及馬鞍山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5267 4988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霞

cmpmc19@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屯門 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102 6405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陳詠曦

cmpmc20@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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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社區健康中心（坪石） 坪石邨藍石樓128-129號 電話：2607 1222

傳真：2344 2300

註冊中醫師

何綉卿

cmscp@pokoi.org.hk

社會服務

屯門護養院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 電話︰2457 8123

傳真︰2458 2723

院長

曾婉嫻

tmnhic@pokoi.org.hk

戴均護理安老院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瑞國樓

地下至2樓及KW307室

電話︰2447 3886

傳真︰2448 2290

院長

葉雅麗

tkic@pokoi.org.hk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院長

劉國雄

jcic@pokoi.org.hk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九龍慈雲山慈樂邨

樂誠樓及樂旺樓地下至2樓

電話︰2326 3319

傳真︰2329 8870

院長

黃秀儀

cfmlic@pokoi.org.hk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屏廈路廈村

沙洲里村58號

電話︰2472 1377

傳真︰2472 2952

院長

石穩萍

ycpic@pokoi.org.hk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元朗鳳翔路5號

偉發大廈地下6-11號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服務經理

關凱儀

wtyaic@pokoi.org.hk

陳歐陽麗嬋紀念

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

耀隆樓地下

電話︰2445 3597

傳真︰2445 3623

中心經理

余美萍

caylsic@pokoi.org.hk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離島大嶼山梅窩涌盛街8號

銀礦廣場地下02,04-10號舖

電話︰2984 8018

傳真︰2984 8028

服務經理

溫健明

cssic@pokoi.org.hk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服務設施大樓3樓

電話︰2478 1930

傳真︰2477 7900

服務經理

鄺保時

cpic@pokoi.org.hk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天橋底

（荔灣街市側）

電話︰2310 4848

傳真︰2310 4394

服務主任

盧國歡

lccic@pokoi.org.hk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舖

電話︰3514 6402

傳真︰3514 6408

服務經理

單淑勤

khkic@pokoi.org.hk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

及進修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景社區中心1樓

電話︰2454 3312

傳真︰2454 4717

服務主任

李潔瑩

wmfic@pokoi.org.hk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瑞強樓101室

電話︰2505 6139

傳真︰2505 6159

宿舍主管

余漢雄

jcsphic@pokoi.org.hk

長者日間活動中心

(元朗)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5樓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服務經理

賴舜鈴 

jccahome@pokoi.org.hk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地下 電話︰2457 2211

傳真︰2457 2100

服務主任

麥健華

dcctmswa@pokoi.org.hk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

電話︰3514 6197

傳真︰3514 6198

服務主任

莊培鴻

sspdccic@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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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李何少芳紀念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蝴蝶)

新界屯門蝴蝶邨

蝴蝶灣社區中心3樓

電話︰2466 2679

傳真︰2456 9027

服務經理 fmi_bbic@pokoi.org.hk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良景)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景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53 2012

傳真︰2454 8326

服務經理

文怡樂

fmi_lkic@pokoi.org.hk

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中心

(天晴)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邨

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5樓502室

電話：3543 0163

傳真：3543 0164

服務主任

鄧敏兒

fmi_tcic@pokoi.org.hk

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

天耀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45 4675

傳真︰2445 4605

服務經理

曾昭淦

fmi_tyic@pokoi.org.hk

香港新界獅子會家庭發展中心

(長青)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

地下G19室及1樓105室

電話︰2433 1356

傳真︰2433 1374

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c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新界青衣長亨邨

長亨社區會堂

電話︰2435 1066

傳真︰2435 1047

服務主任

陳婉珉

fmi_chic@pokoi.org.hk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長安)

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湖樓地下103-106室

電話︰2435 1097

傳真︰2436 1799

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oic@pokoi.org.hk

吳馬賽嬌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顯徑)

新界沙田大圍顯和里顯徑

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693 2635

傳真︰2607 0967

服務主任

楊紫盈

fmi_hkic@pokoi.org.hk

鳳德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鳳德)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

鳳德社區中心1樓105室

電話︰2322 2600

傳真︰2322 9830

服務經理

文怡樂

fmi_ftic@pokoi.org.hk

吳榮基叔叔幼兒遊戲及

藝術薈萃坊(學前遊戲小組中心)

新界屯門蝴蝶邨

蝴蝶灣社區中心1樓107室

電話︰2465 7785

傳真︰2465 9027

學前遊戲小組主任

蘇健婷

fmi_ppg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新Teen地 

(天恒)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恒邨

停車場大樓A翼5樓2號單位

電話︰2673 0345

傳真：2673 0137

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新界元朗公園北路36號 電話：2297 3335

傳真：2297 3977

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天水圍青少年自修室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路6號

天水圍中央公園

電話︰9225 0937

傳真︰2456 9027

行政主任

周芷君

fmi_ao@pokoi.org.hk

緊急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www.pokoi.org.hk(網站)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enquiry@pokoi.org.hk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電話︰2479 0022

傳真︰2479 5025

 www.pokoi.org.hk(網站)

教育服務

鄧佩瓊紀念中學 新界元朗朗屏邨 電話︰2474 1576

傳真︰2475 7933

校長

陳京達

tpk-mail@hkedcity.net

陳楷紀念中學 新界沙田隆亨邨 電話︰2604 4118

傳真︰2603 1087

校長

鄭美菁

pohckm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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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九龍將軍澳唐賢里2號 電話︰2246 3221

傳真︰2246 4514

校長

莊紹文

webadmin@pohtyh.edu.hk

陳國威小學 九龍將軍澳尚德邨 電話︰2178 5700

傳真︰2178 5775

校長

蔡婉玲

info@pohckwps.edu.hk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新界元朗朗屏邨

賀屏樓9-14號地下

電話︰2442 0776

傳真︰2473 3456

校長

劉詩敏

cppcic@pokoi.org.hk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藍田廣田邨

廣田商場204室

電話︰2349 1588

傳真︰2349 1374

校長

李詠敏

chflic@pokoi.org.hk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

瑞滿樓地下

電話︰2617 3572

傳真︰2617 3413

校長

張彩霞

ckkic@pokoi.org.hk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邨

翠楣樓地下

電話︰2772 0811

傳真︰2772 0331

校長

梁若明

sscic@pokoi.org.hk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紅磡海逸豪園

23座地下

電話︰2333 3279

傳真︰2356 1820

校長

楊伊琪

ywyic@pokoi.org.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中學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 電話︰2414 5151

傳真︰2415 8226

校長

楊文德

info@lstc.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新界屯門屯利街3號 電話︰2451 2333

傳真︰2618 3120

校長

鄭筱薇

info@mcyos.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新界屯門掃管笏路111號 電話︰2451 0088

傳真︰2451 0022

校長

蔡劍冬

info@mcyoms.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學校

新界元朗朗屏邨第三期 電話︰2474 5566

傳真︰2474 6487

校長

陳志雄

am@yuenlonglst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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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一直致力發展長者服務，現時有五間廿四小

時服務安老院舍及十間日間長者中心。承蒙恒基兆

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捐贈一幅位

於屯門藍地福亨村路的地塊予博愛醫院，計劃興建長

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有關計劃將由獎券基金透過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撥款資助興建。過

去一年，在政府和各界專業人士積極的推動下，本院

藍地發展項目邁進建築期的第一步。

完成可行性研究工作
藍地安老院舍發展項目在獎券基金撥款資助下，已順

利完成技術可行性研究工作，研究報告指出，在上述

捐贈地塊興建安老院舍項目的技術層面上是可行的。

擬建的安老院舍將由兩座各高八層和九層的大樓及一

個地庫停車場所組成，當中有個別樓層是相連互通，

以提高空間使用的靈活性。

擬興建項目之總樓面面積不可超過三萬五千平方米，

建築物高度需限於主水平基準五十米內。院舍的整體

設計已融合長者生活所需、周邊環境、交通、綠化等

多方面考慮因素。

獲政府進一步撥款支持
藍地發展項目繼二零一五年獲獎券基金撥款開展技術

可行性研究後，於二零一六年底分別獲獎券基金諮詢

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通過支持撥款予博愛

醫院，以用作支付藍地安老院舍發展項目的詳細設計

顧問服務費用。如詳細設計獲得批准，本院將再向獎

券基金申請項目之工程費用。

督導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  監察項目發展
博愛醫院已成立藍地安老院舍督導委員會及其轄下六

個項目規劃小組委員會，負責監督和跟進有關藍地項

目發展。本院成功邀請社福（安老）、建築、醫療護

理、地區人士、會計和培訓等業界資深代表及社會賢

達擔任顧問及委員，並提供專業意見。院舍預計最快

於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落成。 

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興建計劃再邁進一步

內園設計，環境清幽，讓院友擁有「家」的感覺。

逾萬呎綠化園藝天台，讓院友舒展身心。

家庭活動室設於天台花園中，提供綠化舒適的休憩空間予

長者及家人享受相聚時光。

一樓連接兩座大樓的寬闊走廊通道，除可作多用途室，更方便院

友及員工穿梭院舍不同樓層。

院舍富空間感的入口設計，營造與社區之互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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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規模最大的安老院舍
藍地安老院舍將會是全港最大的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

院舍，可提供一千四百零六個宿位，當中九百三十個

為持續護理宿位及四百七十六個護養服務宿位，以配

合不同程度體弱長者的需要，有助縮短長者輪候入住

院舍的時間。擬建之藍地安老院舍將提供以下配置：

引入嶄新醫療支援設施
本院與醫院管理局合作，在院舍內設立「特別診療

室」，設有四十五張病床，為健康狀況轉差的院友提

供加強的外展社區老人護理及診療服務，藉以減少院

友入醫院個案，有助舒緩屯門醫院的醫療壓力。院舍

亦附設中、西醫療及牙科診所，全面照顧院友健康需

要。此外，為減低醫療失誤風險，改善傳統院舍藥房

及派藥模式，院舍將附設「現代化藥房」，率先採用

現代化派藥系統。

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構建家庭友善社會
本著「長幼共融」及「助人自助」精神，擬建之藍地

安老院舍將設置一所幼兒中心，提供六十個幼兒照顧

服務名額，為博愛員工的三歲以下子女提供日間幼兒

中心服務，目的是吸引區內全職照顧家庭的婦女就

業，為院舍提供充足的前線員工。

其他增值附屬設施
藍地發展項目設有多項附屬設施，當中包括長者資源

中心、感覺統合遊廊、家庭活動室、無煙烹飪角、散

步徑、綠化園藝天台等，除有助提升院友的生活質素

外，院舍內舒適及綠化的開揚空間讓家屬及照顧者可

享受與長者共聚的時光。

鑑於新院舍落成後需要七百多名醫護人員，當中包括：護理員、保健員、登記

及註冊護士，惟本港的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中心的前線專業員工的人力資源不

足；為作最佳準備，確保新院舍落成後有充足的前線專業員工，博愛醫院與香

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合辦長者護理培訓課程，並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十五日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行簽署協議儀式。當日出席代表包括：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彭少衍候任主席、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李經文教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助理教授羅錦注博士等人。

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擬建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之外貌

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合辦長者護理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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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傳訊
籌募部

及

服務簡介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為博愛醫院董事局籌劃及舉行

多元化公關和籌募活動，增加本院的知名度，令普羅

大眾對本院的服務有更深入的了解，提升機構形象，

獲得社會的認同及支持。

多年來，企業傳訊及籌募部積極聯繫本院與各政府部

門、商業機構及社會團體的溝通及合作，爭取社會

各界對本院的支持，吸納更多合作夥伴，建立良好

關係。同時，本院亦積極爭取各界及企業的贊助，開

拓不同類型的捐款渠道，令博愛服務邁向多元化的發

展，惠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服務內容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統籌董事局活動，並同時統籌

及協助本院屬下各服務單位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此

外，本部門負責聯繫全港各大傳媒，協助宣傳本院善

業，並處理各界傳媒、團體機構及市民對本院的查

詢。為了讓社會大眾對博愛多元化的服務有更深入認

識及了解，本部門會定期設計及編撰年報、各類型的

通訊，透過不同的渠道及平台，令社會大眾對博愛有

更深入的了解，發揚博愛精神。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曾拜訪立法會、食物及衞生

局、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運輸及房屋局、醫院管

理局、衞生署、房屋署、社會福利署、懲教署、消防

處、中聯辦及多個政府部門，還有香港公開大學、多

區的民政事務處及區議會，藉此加強彼此的溝通、聯

繫及尋求彼此間更多的合作機會，以獲得更多政府部

門的支持。地區工作上，本院亦積極與圓玄學院、蓬

瀛仙館等友好團體合作，籌辦不同類型的慈善計劃。

為增進與祖國之聯繫及交流，董事局今年繼續聯同多

個本地慈善團體，包括：蓬瀛仙館、仁濟醫院、仁愛

堂、圓玄學院、寶蓮禪寺及青松觀於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合辦「香港新界慈善機構聯合訪川」，以了解四川

慈善工作之最新情況及互相交流。另外，博愛醫院董

事局於二零一六年十月舉辦「北京及南京訪問團」，

拜訪北京民政部、中醫藥管理局、南京中醫藥大學附

屬醫院及天江藥業等機構。同時，行程亦參觀「北京

第一社會福利院」，藉此了解院舍日常運作，互相交

流。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除負責本院的宣傳工作外亦肩負籌募

經費的重任，本院在過去一年舉辦過不少籌款活動，

成績理想，包括博愛慈善餐舞會、博愛盃、博愛GOLF

慈善賽2016、博愛歡樂傳萬家、博愛武林大會2017及

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等；此外，博愛單車百萬行今

年繼續在昂船洲大橋舉行，並邀得上海商業銀行冠名贊

助，吸引六千名單車愛好者參加，場面熱鬧。以上活動

不但得到各界支持，亦蒙傳媒廣泛報道，增加社會人士

對本院善業的認同。展望未來，本院定將再接再厲，致

力向各社會階層推廣「博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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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神農氏及公墓  探訪長者

神農氏被視為醫護和農業的「守護神」，相傳參拜後

會得到神明祝福；為此，本院新任董事局成員亦按此

傳統習俗參拜神農氏。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六日齊心參拜神農氏，祈求院務

董事局活動

順景，善業興旺。隨後，董事局成員到醫院時間廊、

物理治療部水療設施、新界西糖尿病中心、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中醫教研中心（元朗）、極限運動場參

觀，以及到元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墓。

陳 李妮主席帶領董事局成員，參拜神農氏。

陳 李妮主席與董事局成員參拜公墓，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

陳 李妮主席及彭少衍候任主席，一起巡視及探訪護理安老院長者，為他們送上祝福。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主席及總理，一起參拜神農氏及切燒豬，場面熱鬧。

一眾主席總理到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探訪院舍長者。

董事局成員參觀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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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乙未年董事局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任

期屆滿，新一屆丙申年董事局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正式履新。為此，乙未丙申年兩屆董事局於二零一六

年四月七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博愛醫院

乙未丙申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本院榮幸邀得食

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時任民政

丙申年第六十七屆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

事務總署署長（署理）陳積志太平紳士擔任就職典禮

的主禮嘉賓；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

生GBM, GBS太平紳士、元朗民政事務處專員麥震宇太

平紳士、元朗區議會主席沈豪傑議員、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鷹

副部長等蒞臨觀禮。

博愛醫院乙未丙申年兩屆董事局，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博愛醫院乙未丙申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在時任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署理)陳積志太平

紳士監誓下，宣誓就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向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

頒發委任證書。

高永文局長向陳 李妮主席，頒發「乙未年最高籌募獎」冠軍。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闡述博愛醫院，於未來一年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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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掠影

就職典禮圓滿舉行後，博愛醫院隨即在晚上舉行丙申

年就職晚宴。當晚博愛醫院榮幸邀得時任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食物及衞

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主席梁

智仁教授SBS太平紳士、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太平紳

士、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專員譚麗芬醫生太平紳

士、時任立法會議員譚耀宗GBS太平紳士、醫院管理

局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高拔陞醫生等撥冗蒞臨。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與一眾嘉賓，在台上舉杯祝酒。

「博愛好聲音」得獎者房子騫演唱《李香蘭》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的樂隊「霸氣」，以強勁音樂演繹《 Still Waiting 》及《生

命》，吸引台下嘉賓上台助慶。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就職晚宴邀得時任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

本院邀得著名主持伍家謙及葉韻怡，擔任晚宴大會

主持。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四年級學生陳惠心、翁令恩合唱

《愛回家》。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五年級學生陳心如以小

提琴，演奏名曲《愛的禮讚》。

張局長與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及一

眾董事局成員合唱《博愛是一家》。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與乙未年董事局

譚姜美珠主席，進行交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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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董事局拜訪活動

日期 拜訪單位

2016年5月31日 食物及衞生局

2016年6月28日 元朗民政事務處及元朗區議會

2016年8月1日 香港公開大學

為與社會各界保持緊密的聯繫，增進彼此的交流與合

作，吸納更多寶貴的意見，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舉

行多項拜訪活動，與多個政府部門、大學及友好團體

會面，吸納社會各界對本院之寶貴意見和支持。

食物及衞生局

香港公開大學

元朗民政事務處及
元朗區議會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拜訪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

紳士、時任秘書長（衞生）袁銘

輝太平紳士、副局長陳肇始教授

太平紳士及多位長官，雙方就博

愛醫院服務之未來發展，互相交

換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拜訪香港

公開大學，並獲校長黃玉山教授

BBS太平紳士接見，及安排參觀科

技學院護理及健康學部。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設宴招待元

朗民政事務處及元朗區議會，與民

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太平紳士、元朗

區議會副主席王威信議員及一眾議

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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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拜訪單位

2016年8月3日 勞工及福利局暨社會福利署

2016年8月10日 蓬瀛仙館

2016年8月11日 教育局

蓬瀛仙館

勞工及福利局暨社會福利署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到粉

嶺蓬瀛仙館，拜訪蓬瀛仙館洪少

陵理事長及多位理事，雙方就慈

善工作互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拜訪勞工及

福利局暨社會福利署長官，並與時

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

紳士、時任秘書長譚贛蘭GBS太平紳

士、時任副局長蕭偉強太平紳士、時

任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太平紳士及

多位官員午宴聚會。

教育局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拜訪

教育局，並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SBS太平紳士、副局長楊潤雄太平

紳士及多位官員會面，雙方就博

愛醫院屬下學校之未來發展，互

相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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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拜訪單位

2016年8月18日 房屋署

2016年8月22日 醫院管理局

2016年9月15日 衞生署

醫院管理局

房屋署

衞生署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設宴

招待醫院管理局，與醫院管理局

主席梁智仁教授SBS ,OBE太平紳

士、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太平紳

士及多位長官共晉午餐，雙方就

博愛醫院的服務和未來發展，互

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設宴招待房屋

署署長應耀康太平紳士、副署長李國

榮太平紳士等官員，雙方就博愛醫院

服務之未來發展，互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設宴招待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衞

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醫生BBS太平

紳士、副署長黎潔廉醫生太平紳士，

以及多位官員午餐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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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拜訪單位

2016年9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2016年10月17日 運輸及房屋局

2016年10月20日 消防處

運輸及房屋局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消防處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設宴招待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GBS太平紳士、副局

長邱誠武太平紳士，雙方就博愛醫院服務之

未來發展互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聯

同一眾副主席及總理，與中聯辦林武

副主任等官員會面，雙方就兩地社會

狀況及慈善工作，交流寶貴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參觀消防

處總部後，宴請消防處處長李建日

FSDSM, FSMSM、梁偉雄副處長及多

位官員共晉午餐。



64

Pok O
i H

ospital A
nnual Report 2016 - 2017

日期 拜訪單位

2016年10月25日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九龍城區議會

2016年11月11日 懲教署

2016年11月25日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

懲教署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
九龍城區議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參觀

勵敬懲教所，並與邱子昭署長

CSDSM、林國良副署長CSDSM，

以及多位官員會面，促進雙方交

流與溝通。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設宴招待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專員郭偉勳太平紳

士、九龍城區議會潘國華主席，以及

多位官員及區議員，雙方就博愛醫院

之服務互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設宴招待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並與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

屯門區議會梁健文主席BBS ,MH ,太平

紳士及多位屯門區議員會面。



65

博

愛

醫

院

丙 

申 

年

年

報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日期 拜訪單位

2017年2月20日 立法會

2017年3月9日 圓玄學院

圓玄學院

立法會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到

圓玄學院與主席陳國超博士BBS , 

MH太平紳士、副主席鄧錦雄博士

MH、副主席湯修齊MH太平紳士及

多位理事會面。

博愛醫院丙申董事局成員拜訪立法

會，並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GBS

太平紳士及多位議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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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北京及南京訪問團

香港慈善機構聯合訪川

隨著社會的發展蓬勃，內地的社會福利及中醫藥發展

亦迅速發展；為更深入了解國家長者安老及中醫服務

的現況，本院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至十五日舉辦

「博愛醫院北京及南京訪問團」。

為期六天的旅程中，本院拜訪多個單位，當中包括：

為加強與祖國之聯繫及交流，加深了解國家慈善事業

方面的政策以及最新發展情況，香港新界慈善機構聯

合拜訪團包括本院、圓玄學院、仁愛堂、仁濟醫院、

蓬瀛仙館、寶蓮禪寺及青松觀，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廿八日至十二月一日赴四川，拜訪成都市多個政府部

門，深入了解當地的社會發展及福利事業。

北京民政部、中醫藥管理局、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

院及天江藥業等機構，讓本院對內地居民的需要、醫

療情況，最新政策等多方面，也增加不少認識，獲益

良多。同時，本院亦參觀「北京第一社會福利院」，

藉以了解長者及病患長者的照顧服務，以及院舍護理

員培訓等多個範疇的運作。

是次訪川團承蒙中聯辦之協助，成功獲四川省委統戰

部等領導接見，認識統戰部的日常工作，包括戰線方

針、政策，以及有關民族和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針。此

外，拜訪團亦到訪「北川512地震遺址」，參觀遺址

和致送花圈悼念當年地震的傷亡者。及後，拜訪團到

綿陽市殘疾人康復中心參觀，了解當地的慈善及社會

服務發展。

本院到北京拜訪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並獲王國強部長接見。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至十五日，拜訪北京及南京多個國

家單位，當中包括「北京第一社會福利院」。

香港新界慈善機構聯合拜訪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到四川成都市拜訪多個政府部門。

拜訪團的統籌及秘書處工作下屆將由本院負責，晚宴

上舉行交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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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義風采喜迎春2017

博愛一家喜迎歲 吉慶延年賀新春

博愛醫院董事局與永遠顧問委員會、歷屆主席總理聯

誼會，每年在新春期間，均舉辦「博愛一家」晚宴，

讓現屆及歷屆主席、總理聚首一堂，聯繫感情。今年

的大會主題為「博愛一家喜迎歲 吉慶延年賀新春」，

以締造熱鬧的新年氣氛。

是次晚宴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廿三日假九龍尖沙咀舉

行，本院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擔任晚宴的主禮嘉

賓，一同見證本院的發展。同時，大會亦祝賀永遠顧

問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黃帆風MH 獲頒授銅紫荊

為與長者共度新春，博愛醫院與圓玄學院、仁愛堂每

年均會合辦「傑義風采喜迎春」。是次活動於二零一

七年二月廿二日假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博覽館，宴請逾

千名長者品嚐佳餚，一起歡度佳節賀雞年。

「傑義風采喜迎春2017」榮幸邀得安老事務委員會長

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GBM,GBS,OBE

星章；永遠顧問譚姜美珠獲頒授榮譽勳章；邱王碧卿

博士獲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榮耀。

太平紳士、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BBS太平紳

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

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圓玄學院董事會主席陳國超博

士BBS,MH太平紳士、仁愛堂董事局主席鄧錦雄博士

MH擔任主禮嘉賓。此外，大會同場特別頒發嘉許狀予

長者義工代表，表揚他們的無私付出、樂於助人的精

神。

為聯繫感情，博愛醫院董事局、歷屆總理聯誼會及永遠顧問委員會每年均舉辦

「博愛一家」晚宴。

「傑義風采喜迎春2017」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廿二日假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博覽館舉行，多位主禮嘉賓與逾千名長者一起歡度佳節賀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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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新聞發布會

全港最大規模的單車慈善籌款活動「上海商業博愛單

車百萬行」，今年已踏入第八屆，為吸引更多市民參

與，大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本院榮幸邀得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博愛醫院丙申

年董事局彭少衍候任主席、上海商業銀行郭錫志常

務董事兼行政總裁、活動大使任賢齊、愛心之星陳嘉

寶、羽毛球「一姐」張雁宜等一起為盛事揭開序幕。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設六千位參加者名

額，還特別選址青衣美景遊樂場舉行「兒童平衡車組

別」活動，讓小朋友在安全的環境下，訓練體能和合

作能力，體驗踏單車的樂趣之餘，還可從少培養「行

善最樂」的價值觀。

至於個人組及企業組參加者，活動路線從青沙公路出

發前往昂船洲大橋，經南灣隧道再到昂船路附近折

返，於青沙公路結束，全程約十三公里，沿途飽覽昂

船洲大橋、藍巴勒海峽及維港美景。

是次活動所籌得之善款，將撥捐博愛醫院籌辦在屯門

藍地興建全港最大型的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本院榮幸邀得本地著名插畫師 

Carrie Chau（鄒蘊盈）為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設計

單車衣和紀念品，將生鬼活潑的卡

通人物活現參加者眼前。

活動大使任賢齊、愛心之星陳嘉寶，攜手呼籲各界人士積極參與活動。

（圖左起）張雁宜、任賢齊、陳嘉寶及鄭少偉，全情投入「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

萬行」前哨戰。

大會新增「兒童平衡車組別」，藉此

培養孩子「行善最樂」的價值觀。

活動大使任賢齊鼓勵父母帶同孩子參

加「兒童平衡車組」，締造親子活動。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大型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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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

由博愛醫院主辦、上海商業銀行冠名贊助全港最大型

的慈善單車活動 ─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五日圓滿舉行。是次活動路線由青

沙公路出發前往昂船洲大橋，途經南灣隧道，再到昂

船路附近折返，青沙公路結束，全程十三公里，沿途

風光明媚，更可飽覽藍巴勒海峽及維港景緻。

是次「博愛單車百萬行」已是第八屆舉行，亦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之一。今屆活動加

入不少嶄新元素，包括由太陽能領航車「SOPHIE」掀

起序幕。此外，為吸引小朋友參與這個既有意義又有

益身心的活動，大會特別增設兒童平衡車活動「博愛X 

Strider平衡車大激鬥」，讓兩至八歲的小朋友大展身

手，與家人一起歡度美好時光。

活動當日，多位政商界名人均踴躍出席，並擔任「上

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的開幕及閉幕典禮主禮

嘉賓，當中包括：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

太平紳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運輸及

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

局長梁敬國太平紳士、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

鵬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

士、上海商業銀行郭錫志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活動

大使任賢齊、愛心之星陳嘉寶及著名漫畫家馬榮成

等。是次活動所籌得之善款，將撥作博愛醫院在屯門

藍地籌建全港最大型的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多位政商界名人踴躍參與「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並擔任活動起步禮的主禮嘉賓，全力支持這個全港最大型的單車慈善活動。

太陽能領航車SOPHIE帶領主禮嘉賓，全速進發！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鼓勵市民

大眾多參與體育活動，培養健康生活習慣。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與接近

六千名參加者同遊昂船洲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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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活動大使任賢齊與愛心之星陳嘉寶，為參加者打氣！

本院十分感謝多個義工團隊，合共超過一千二百名義工的支持，讓活動圓滿舉行。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與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一起「踏單車、上大橋」。

藝人蔡思貝為參與慈善活動，不遺餘力。 參加者踏單車由青沙公路出發，途經南灣隧道前往昂船洲大橋。

多位藝人也身體力行，全力支持「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
活動全程約十三公里，沿途可近觀美麗的藍巴勒海峽，遠眺維港

一帶明媚風光。

活動大使任賢齊最享受沿途漂亮風景

傷健人士一起參與「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

2017」，體現共融精神。

近六千名參加者浩浩蕩蕩，由青衣路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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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X Strider平衡車大激鬥

為了讓「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更多元化，

今年大會除繼續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舉行單

車嘉年華、「博愛好聲音 青少年歌唱比賽2017總決

賽」、花式單車表演、跳繩表演等精彩節目外，同場

加映 ─ 博愛X Strider平衡車大激鬥！

新增的兒童平衡車項目，分設「競速組」及「悠遊

組」兩組，適合兩至八歲兒童參加。競速組的參加

小朋友經過競爭激烈的輪選比賽，爭奪冠、亞、季殊

榮；至於悠遊組的參加小朋友，則可於指定的時間

內，無限次來回預設路線，盡情享受平衡車的樂趣。

彭少衍候任主席帶領一眾成員，主持「博愛 X Strider 平衡車大激鬥」開幕典禮。

「博愛 X Strider 平衡車大激鬥」，吸引逾二百位兩至八歲兒童一嘗單車樂。 小朋友騎著平衡車馳騁活動場地，逗得父母笑逐顏開，一家人歡度美好時光。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今年新增剌激有趣的Strider平衡車

嘉年華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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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慈善餐舞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假香

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並以「慈善仁愛 舞頌傳承」

為主題，透過強勁節拍的舞蹈和悠揚樂韻，為台下嘉

賓締造跳躍氛圍。同時，大會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

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及為

籌募善款獻唱，令餐舞會錦上添花。

是次「博愛慈善餐舞會」設有連串精彩節目，當中包

括：小組合唱、拉丁舞表演等；而資深藝人張國強不

但擔任大會司儀，還獻唱多首經典名曲，餘音繞樑。

博愛慈善餐舞會2016

此外，大會亦準備多份豐富禮物作為慈善大抽獎，在

場嘉賓只要認購慈善餐舞會獎券，便有機會贏取由香

港航空送出的雙人來回商務機票（任何地點），一起

為香港的公益慈善事業略盡綿力。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致辭時表示，感謝

高永文局長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博愛慈善餐舞會」，

並擔任主禮嘉賓；同時，她亦感謝上海商業銀行冠名

贊助是次活動；而是次餐舞會所籌得之善款，將撥捐

籌建本院在屯門藍地的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

博愛醫院一年一度的「博愛慈善餐舞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

「博愛慈善餐舞會」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撥

冗擔任主禮嘉賓。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為善最樂，與本院董事局成員一起

高唱《一點燭光》籌募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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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以精湛的舞蹈，演繹韓國女子組合

Wonde r  Gi r l s的《Nobody》。

冠名贊助商「上海商業銀行」代表與郭錫志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為慈善獻唱《喜歡

你》。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獻唱《一人有一人個夢想》。

鄧佩瓊中學的學生，表演精彩和活力澎湃的拉丁舞。 陳楷紀念中學四位學生的合唱表演，贏得不少掌聲。

大會司儀張國強邊跳邊唱，為舞會締造熱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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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盃慈善聚餐」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八日下午假沙田

馬場舉行，並獲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的主席總理鼎力

支持。

今年的「博愛盃」已為第廿二屆，賽事安排於第七場進

行，董事局成員及嘉賓齊齊挑戰自己的眼光，參加精彩

遊戲 ── 博愛盃 誰是頭馬；參加者只要選中「博愛

盃」勝出的馬匹，就有機會獲得豐富禮品。此外，為了

讓活動增添樂趣，大會特別準備豐富禮物作大抽獎，讓

博愛盃慈善聚餐

董事局成員及嘉賓歡度一個難忘週日。

是次賽事各馬匹的表現旗鼓相當，經過激烈比試，最後

由「美麗皇牌」勝出，勇奪今屆「博愛盃」。

創辦於一九九四年的「博愛盃」，為博愛醫院一年一度

的大型籌款活動，本院會將聚餐籌得之善款，用作發展

醫院各項服務經費，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宣

揚 「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

「博愛盃慈善聚餐」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八日下午假沙田馬場舉行，並獲本院董事局主席及總理鼎力支持。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和一眾副主席，與勝出馬匹「美麗皇牌」之馬主

郭少明、練馬師告東尼合照。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李鋈發副主

席呼籲嘉賓，踴躍參加「博愛盃 誰

是頭馬」遊戲。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致

辭時感謝各位善長人翁、友好嘉賓的

鼎力支持和參與。

是次賽事各馬匹表現旗鼓相當，最後由「美麗皇牌」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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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合運動與慈善籌款的「博愛GOLF慈善賽」，於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假觀瀾湖高爾夫球會深圳會所

（Ozaki Course 尾崎將司球場）舉行。

活動累積十多年經驗，是次「博愛GOLF慈善賽」繼續

獲社會各界鼎力支持，並薈萃超過一百位善長，一起為

博愛醫院的社會服務籌募經費。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

陳 李妮主席致歡迎辭時表示，「博愛GOLF慈善賽2016

」是一項別具意義的活動，既可讓熱愛運動的人士聚首

一堂，又可鼓勵大家共襄善舉，一起推動博愛的善業發

展。

為增加賽事的趣味性，今年大會分設多個球獎，讓參

賽球手較量高低，當中包括：隊際總杆、個人淨桿、

最遠距離獎、最近球洞獎、一桿上果嶺獎及一桿進洞

獎，勝出者可獲豐富獎品。其中，一桿上果嶺的勝出

者可奪得由百利達酒莊送出紅酒一支；而一桿進洞獎

的勝出者，則可贏取由劉耀堂善長送出的「招財進寶 

金羊」一座。

活動籌委會主席簡陳擷霞副主席致謝辭時，感謝主要

冠名贊助──實運機械，以及各慈善隊伍的支持，讓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並呼籲各界繼續支持博愛醫院。

是次活動所籌得之善款，將撥作拓展博愛醫院的社會

服務，為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適切幫助。

博愛GOLF慈善賽2016

「博愛GOLF慈善賽 2016」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假觀瀾湖高爾夫球會深圳會所舉行。 今年超過一百人參加「博愛GOLF慈善賽」，氣氛熱鬧。

參賽者懷著輕鬆的心情，整裝待發前往球場。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

主席表示，參與活動的善長每

一下的揮桿不但盡展精湛的球

技，更揮出無限的愛心。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成員與場地贊助商代表──觀瀾湖集團朱鼎耀副主席，在台上

祝酒，祝賀活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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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歡樂傳萬家

為籌募更多善款，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博愛

醫院每年都會舉行多個慈善活動，而「博愛歡樂傳萬

家」就是其中一個週年大型慈善籌款活動。博愛醫院非

常感謝社會各界對「博愛歡樂傳萬家」的支持，讓活動

每年都能籌得理想善款。今年「博愛歡樂傳萬家」於二

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上八時三十分，假將軍澳無綫電

視城現場直播。

今年的「博愛歡樂傳萬家」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蕭偉強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此外，本院亦邀得多位

演藝紅人傾力演出，包括著名藝人鄭裕玲、陳凱琳、丁

今年的「博愛歡樂傳萬家」邀得著名藝人鄭裕玲、陳凱

琳、丁子朗擔任大會司儀。

周柏豪以《有生一天》一曲，

呼籲市民踴躍捐款。李克勤獻唱《夏日之神話》、《藍月亮》等多首出道名曲。

博愛醫院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太平紳士，擔任「博愛歡樂傳萬家」的主禮嘉賓。

子朗擔任大會司儀。歌星方面則請來李克勤、張智霖、

梁漢文、王馨平、周柏豪、C AllStar、側田、衛蘭、衛

詩、鄭俊弘等藝人獻唱。同時，鄭嘉穎、謝天華、呂良

偉、譚耀文、鄭丹瑞等人亦為節目表演籌款，嘉賓陣容

鼎盛。

除多位歌星唱出多首繞樑動聽的歌曲外，今年活動特別

發起「一願一愛」慈善挑戰，邀請多位嘉賓參與，並呼

籲收看節目的觀眾，將行動化成捐款，踴躍致電熱線捐

輸。是次活動籌得之善款將會撥捐博愛醫院各項社會服

務經費，敬老贈醫，幫助香港有需要的人士。



77

博

愛

醫

院

丙 

申 

年

年

報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C AllStar落力演唱《一刻戀上》，為慈善盡綿力。

    側田全情投入獻唱《幸福止痛》

衞蘭和衞詩合唱《真的愛你》，贏得不少掌聲。

著名本地漫畫家馬榮成，樂善好施，為本院籌款義賣親筆手稿。

鍾舒漫演唱《從不信自己》

梁漢文以新曲《終身贊助》為本

院籌款

王馨平演唱首本名曲《別問我是誰》，

為本院籌得不少善款。胡鴻釣帶來新曲《情人自擾》

「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向小提琴家郭子健撥款，資

助治療病症，期盼他能積極面對病情，延續對音樂的熱誠。

周柏豪以《有生一天》一曲，

呼籲市民踴躍捐款。

博愛醫院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太平紳士，擔任「博愛歡樂傳萬家」的主禮嘉賓。



78

Pok O
i H

ospital A
nnual Report 2016 - 2017

謝天華和鄭嘉穎合演《風雲》音樂劇，讓觀眾先睹為快。

上海商業銀行捐款$3,600,000予博愛醫院，並由郭錫志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代表移交支票，陳 李妮主席、

彭少衍候任主席代表接受。

壓軸表演嘉賓張智霖，獻唱《愈愛愈美麗》，為今年的「博愛歡樂傳萬家」

劃上完美句號。

周柏豪與多位總理參與「一願一愛」慈善挑戰，又呼籲觀眾將行動化成捐款，踴躍致電熱

線捐輸。

陳 李妮主席捐款$2,000,000予博愛醫院，由李鋈發副主席、羅方圓總理代表

接受。

元朗商會捐款$2,200,000予博愛醫院，並由元朗

商會郭興坤主席和巴鎮洲會長代為轉交支票，由

博愛醫院吳錦青副主席、藍王雲仙總理代為接受。鄭俊弘演唱《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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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表演嘉賓張智霖，獻唱《愈愛愈美麗》，為今年的「博愛歡樂傳萬家」

劃上完美句號。

培力控股有限公司捐款$1,400,000，並由陳隆生執行董事代表移交支票，簡陳擷霞副主席、蕭潔

嵐總理代表接受。

 音樂劇《風雲》演員，包括：鄭丹瑞、呂良偉、譚耀文、謝天華、鄭嘉穎等，為博愛醫院落力表演。

實運機械捐款$200,000，並由實運機械簡浩秋董事長、簡陳擷霞顧問代表移

交支票，由梁天富總理、譚健業總理代表接受。

蓬瀛仙館捐款$200,000，並由蓬瀛仙館朱鈺齡理事、

葉滿棠財務主任代表移交支票，陳 李妮主席、陳首銘

總理代表接受。

東方體育會足球隊有限公司捐款$214 ,888，並由會長林建名博

士、林孝信副會長代表移交支票，方俊文總理、楊亞媛總理代表

接受。

港九藥房總商會捐款$200,000，並由港九藥房總商會林偉文理事長、

鐘錦榮副會長代表移交支票，廖齡儀總理、周駿達總理代表接受。

靈臻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捐款$870,000予博愛醫院，並由

蕭衍雄董事長、黃靜靜副總裁代表移交支票，林群副主

席、江昕總理代表接受。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與本院合辦「博

愛武林大會2017」，籌得善款$1,000,000，並由會長林建

名博士及龍啟明副會長代表移交支票，李柏成副主席、郭

志成總理、林麗儀總理代表接受。

周駿達總理及夫人捐款$200,000，並由韓嘉軒總理、何世傑總理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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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武既可強身健體、鍛練意志，也可修德向道，展現

止戈為武的精神。為弘揚及推廣中國武術精神、鼓勵

全民運動，博愛醫院與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於二

零一七年一月八日假旺角麥花臣場館攜手合辦「博愛

武林大會2017」。是次活動本院榮幸邀得社會福利署

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擔任主禮嘉賓，一起為博愛醫

院籌建屯門藍地的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共襄善舉。

「博愛武林大會」踏入第七屆，參與活動的武術界人

士反應依舊熾熱，參加表演隊伍共有五十七隊，盡展

武術界齊心協力，行善最樂的情操。活動當日，各表

演隊伍的參加者為展示最佳狀態，一早已整裝待發，

務求在台上一展功架，與武藝愛好者切磋武藝，場面

熱鬧。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致辭時，感謝逾

千名參加者的支持，令「博愛武林大會」得以順利舉

行，並籌得港幣一百萬元的善款，為歷年之冠，成績

令人鼓舞。同時，她亦十分感謝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

會，多年來積極協助本院合辦「博愛武林大會」，為

博愛醫院籌募理想善款；而是次活動籌得之款項，將

撥作本院籌建位於屯門藍地的長者護養及護理院舍，

讓有需要的長者獲得適切住宿照顧。

博愛武林大會2017

「博愛武林大會2017」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並吸引五十七支隊伍參加，場面熱鬧。

主禮嘉賓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林建名會長等人，與博愛醫院丙申年董

事局成員一起宣揚中國武術「止戈為武」的精神。

勁力十足的顧式太極拳表演，令人目不暇給。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揮動耀目夜光龍

表演隊伍不但齊心協力，在台上展示最佳狀態，更盡顯

行善最樂的高尚情操。

年紀少少的孩子大耍空手道，叫人拍案叫絕！

日本武士刀表演，氣勢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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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 
暨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開幕典禮

博愛醫院承蒙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中醫藥交流

合作中心之邀請，與協辦機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

院攜手合作，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廿八日假香港浸會大

學，聯合舉辦「2016年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

港）論壇 暨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何文田）開幕典禮」。

是次活動榮幸邀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政策與法規司楊

榮臣副司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交流合作中

心主任楊金生教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太平紳士、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醫

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博愛醫院丙申年

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擔任主禮嘉

其他活動 

賓。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

田）位於九龍何文田愛民邨保民樓，此乃博愛醫院屬

下第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由博愛醫院、醫院管理局、

香港浸會大學三方合作，並由博愛醫院營辦管理。新

中心以循證醫學為本，並配備中醫醫療資訊系統，由

專業的註冊中醫師駐診，提供專業優質的中醫診療服

務，包括內科、針灸及骨傷科等治療。

此外，新中心將配合醫院管理局推行之第二期「中西

醫協作項目」先導計劃，特別為廣華醫院骨科之急性

下腰背痛病人提供針灸及中藥治療。除此，中心亦會

與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研究推出「體重控制中醫門診服

務」，以中醫理論辨證論治，制定合適的治療方案，

改善肥胖人士的疾病風險。

「2016年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 暨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

田）開幕典禮」在香港浸會大學圓滿舉行

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設有九間獨立診症

室、十四個獨立治療間等設施。

為配合論壇及新中心的開幕，中醫教研中心

（何文田）當日特設開放日。

食物及衞生局高永文局長致辭

時表示，局方致力制定相關

政策，為香港建設一個健康的

社群。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

主席致辭時感謝食物及衞生局、

醫院管理局的信任和支持，讓博

愛營辦四間「中醫教研中心」。

是次學術交流雲集中、港、台、澳多位專家，有助推動兩岸

四地的健康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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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長者也感受到端午節熱鬧的氛圍，由離島扶輪社

主辦、博愛醫院合辦的「離島扶輪賀端陽 博愛滿堂喜

洋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九日端午節，宴請近四百名

博愛醫院天水圍區之長者日間中心會員、安老院舍之院

友及親人，假天水圍嘉湖銀座酒店歡度端午節。

感謝贊助 活動具意義
活動當日，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與主辦

單位的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彭志宏醫生、離島扶輪

社鄧鳳賢社長一起主持活動揭幕儀式。博愛醫院丙申

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致辭時，感謝離島扶輪社全力支

持及全數贊助是次別具意義的活動。

席上的長者除品嚐美味的盛宴外，還欣賞動聽的粵曲

表演、卡拉好歌匯唱、離島扶輪社精彩表演、扶輪青

年服務團帶領長者遊戲，還有著名藝人助興。另外，

離島扶輪賀端陽 博愛滿堂喜洋洋

為了讓每位長者均能「滿載而歸」，離島扶輪社特別

為長者及其家人，準備現金利是及福袋，祝願各位

「代代平安」。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活動
長者畢生貢獻社會，無私付出的精神，實在令人敬

佩；為答謝長者的付出和努力，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一

年首辦「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為多位六十五歲

或以上患有長期病患、獨居、隱蔽長者達成心願，令

他們心靈上得到滿足，晚年無憾。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曾就長者快樂指數作出調查，

結果顯示長者認為於大節日當日，能與至愛親人共度

及聚餐，為最歡愉之時刻。有見及此，本院特別安排

是次活動，納入「長者夢想成真計劃」活動之一。

由離島扶輪社主辦、博愛醫院合辦的 「 離島扶輪賀端陽 博愛滿堂喜洋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九日

假天水圍嘉湖銀座酒店圓滿舉行。

席上長者除品嚐美味的盛宴外，還可欣賞多項精彩表演，著名

藝人胡楓、江欣燕更在台上高唱《友誼之光》。

長者積極參與活動，大家玩得非常投入。

為了讓每位長者均能「滿載而歸」，大會特別為長者

及家人派發現金利是。 藝人江欣燕向長者派發福袋，祝願長者「代代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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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籌募及推廣部主要為本院廣籌善款及宣揚博愛服務社

會的精神，將「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推廣至

全港各區，以期喚起廣大市民對博愛的認識及支持。

本部門於今年度舉辦多項籌款活動，如賣旗日、博

愛月全港慈善籌款、發行慈善獎券、慈善義賣、分區

籌款晚會、慈善戲曲夜、博愛青年音樂會、博愛愛

心傳萬家街坊年捐及博愛慈善文物行等籌款活動。

籌募
推廣部

及

本院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九日舉行港

島區賣旗日，以籌募社會服務經費。厚蒙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及東亞銀行支持，撥借地方作收集旗袋之用，

同時，本院亦感謝各社區團體、長者中心、中小學

校、幼稚園、本院屬下學校師生、各服務單位員工以

及家屬、各義工朋友在當天熱心參與賣旗，使活動得

以順行進行；本院更衷心感謝各位善長慷慨解囊，為

慈善出一分力。

小朋友落力向途人勸捐博愛醫院屬下中學生參與賣旗

義工團結一心，展現博愛慈善精神。市民慷慨解囊，響應捐輸。

賣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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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是本院每年一度全港性大型籌款活動，活動為

期七個月。本年度博愛月籌款由二零一六年八月廿七

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廿三日舉行。博愛月活動內容十

分多元化，包括發行十元慈善獎券、慈善義賣、上門

募捐、分區籌款晚會、慈善金曲夜、粵曲晚會等。博

愛月能夠順利舉行，承蒙社會福利署、香港房屋委員

會、民政事務總署、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衞生署、警

務處及政府多個部門的通力協助，並得到十八區超過

百多個屋邨、屋苑、社團、商號及社會各界熱心人士

鼎力支持及協助。

博愛月開幕典禮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廿三日假九龍

柯士甸道「皇室一號」舉行，本院很榮幸邀得消

防處李建日處長FSDSM、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

太平紳士、懲教署鄧秉明助理署長（更生事務）

CSDSM、社會福利署張麗娟署理元朗區福利專員、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

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醫療輔助隊劉庭亮署理總

參事MH、元朗區議會主席沈豪傑議員、北區區議

會主席蘇西智議員SBS,MH、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議

員MH、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議員蒞臨主禮，令開

幕典禮生色不少。

藝人可嵐、黃韻材、梁舜燕、劉錫賢、杜大偉、祝文君、胡櫻汶、李文標、區靄玲、羅銘偉獲委任為博愛月之星。

眾嘉賓準備為一年一度「博愛月」籌款揭開序幕

藝人謝雪心、羅蘭、方力申及張國強獲委任為博愛慈善大使。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及簡陳擷霞副主席，在會計師

代表監票下，主持慈善獎券抽獎。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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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頒獎典禮暨慶功宴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廿三日假

九龍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為銘謝各協助博愛月

籌款之各屋邨、屋苑及團體，本院當晚邀得元朗民政

事務專員麥震宇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消防處

楊恩健助理處長（總部）、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

福利專員、懲教署林偉光高級監督（更生事務）、房屋

署黃永雄物業管理總經理（屯門及元朗）、醫療輔助

隊許偉光總參事、屯門區議會主席梁健文議員BBS, MH

太平紳士、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議員SBS, MH、沙田

區議會主席何厚祥議員BBS, MH及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

國華議員親臨主禮，並頒發博愛月十大慈善最高籌款

獎項予得獎屋邨團體，以示表揚及感謝。

「勁歌熱舞博愛夜2016」吸引不少市民欣賞，為本院籌得理想成績。博愛醫院丙申年董

事局陳 李妮主席與總理代表接受善款支票。廣源社區居民聯會/王虎生議員辦事處舉辦粵曲演唱會，善款源源不絕。

「愛心傳送」舉辦之博愛醫院慈善戲曲夜，邀得多位名伶傾力演出。

博愛元朗各界慈善晚會眾嘉賓合照

博愛大發奶茶義賣日

慈善福品競投為晚會帶來可觀善款

博愛月十大 慈善屋邨團體籌款最高獎

冠軍

元朗商會
亞軍

和諧長青服務聯會
季軍

祥華賢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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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與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

五日至二月廿八日期間聯合舉辦一年一度最具傳統性

的「博愛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籌款活動，並於二零

一七年一月五日上午假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

中心舉行起步禮。活動當日，本院邀得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BBS, MH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張麗娟署理元朗

區福利專員及元朗民政事務麥嘉盈助理專員擔任起步

禮主禮嘉賓，令場面生色不少。

街坊年捐以沿門勸捐及慈善義賣為主，沿門勸捐範圍

包括元朗市、流浮山、藍地、洪水橋、錦田及新田，

主要向各商戶進行善款募集，各商戶反應熱烈。

眾嘉賓主持起步禮鳴炮開展儀式

義工義賣吉祥風車及掛飾，為社區上有需要人士出一分力。

流浮山商戶鼎力支持活動義工滿手掛飾，準備義賣大行動，將關愛信念傳揚開去。

主禮嘉賓立法會議員梁志祥BBS, MH太平紳士與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頒發感

謝狀予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

博愛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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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募擴展青少年服務經費，本院於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廿五日假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行「博愛青年音樂會

2016」。是次音樂會旨在透過音樂宣揚積極人生，同

時為青年人帶來豁達正向的生活態度，讓他們發揮潛

能，展現音樂才華。

活動當晚由著名主持及藝人蔡康年擔任司儀，並邀得

「博愛愛心之星」陳嘉寶及本地知名時尚博客林皓霆

分享夢想之路。

多位年青歌手及樂隊亦參與表演，包括：殘酷一丁三

屆台主莫凱謙、第一屆星光大道季軍蔡梓銘、全港十

八區業餘歌唱大賽冠軍蘇煒喬、青年鋼琴演奏小子

劉亦強、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Wifi-

Band」、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星

火 Star T Fire」樂隊、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霸氣」樂隊、「博愛好聲音」青少年歌唱比賽得獎

者、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及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

學的學生，各人在台上演出多首經典歌曲，並與在場

朋友分享成長及奮鬥經歷。

失明鋼琴演奏小子劉亦強自彈自唱，帶出積極面對困難，勇敢追

尋夢想的信念。

「博愛愛心之星」陳嘉寶及本地知名時尚博客林皓霆在會上分

享夢想之路。

第一屆星光大道季軍蔡梓銘獻唱「菊花台」及

「海闊天空X光輝歲月」，歌聲動人。

全港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冠軍蘇煒喬作壓軸嘉

賓，將全場氣氛推至高峰。 台下嘉賓及現場觀眾看得投入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霸氣」樂隊的演出，贏得在場

人士不少掌聲。

眾嘉賓在音樂會開始前先來張大合照

博愛青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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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募緊急援助金的經費，本院與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攜手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舉辦「博愛慈善文物

行」籌款活動。當天早上逾一千八百名參加者齊集元

朗劇院出發，浩浩蕩蕩步行至大棠有機生態園，場面

熱鬧。

步行路線沿途風光明媚，參加者賞遊郊野的同時，與

摯愛親朋一起舒展身心，實行寓運動於慈善。閉幕禮

暨盤菜宴於中午在大棠有機生態園舉行，參加者除可

一享地道特色盆菜及欣賞歌星精彩的表演，更可探索

園內有機種植生態，發掘箇中的知識和樂趣。

一眾嘉賓及參加者精神抖擻參與開步禮

活動當天風和日麗，參加者輕鬆步行。眾嘉賓主持鳴槍儀式

完成六公里「博愛慈善文物行」，參加者搶著要「Like」。步行隊伍浩浩蕩蕩出發

博愛慈善文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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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籌募及推廣部將繼續與各屋邨團體、各大

社團、地區人士及政府部門保持緊密的聯繫及溝通，

促進彼此互動，務求各界人士繼續響應支持本院的籌

款活動，使籌募的層面得以延展。

籌募及推廣部定時緊貼市場的動態，不時進行活動檢

討，除將恒常的籌款活動舉辦得有聲有色外，更銳意

開拓新活動籌款，如首度舉辦的「博愛青年音樂會」

，務求吸納不同層面的善長及企業支持。本部工作使

命是將有限的資源，成就無限的多元化籌款活動，籌

募更多的善款為社會服務建設出一分力。

完成步行後參加者享用盆菜，氣氛熱鬧。

閉幕禮上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多位副主席及總理連同主禮嘉賓元朗區議會沈豪傑主席、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等合照留念。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候任主席暨步行籌委會彭少衍主席陪同主禮嘉賓元

朗區議會沈豪傑主席，致送紀念品予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梁福元主席，以感謝大棠有機生

態園借出場地舉行活動閉幕禮暨盆菜宴。

主禮嘉賓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在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候任

主席暨步行籌委會彭少衍主席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梁福元主席陪同下，頒發感謝狀予贊

助機構「幕後人演藝製作有限公司」。

參加者充滿歡笑活力，齊齊擺出勝利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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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服務

(一) 醫院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創立於一九一九年，並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加

入醫院管理局。醫院經過不斷的擴建和改善，病床數

目現已增至超過七百張，當中九十張為博愛醫院田家炳

護養院的療養病床。博愛醫院秉承「博愛精神、醫護市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 陳 李妮女士

委員: 高拔陞醫生

 楊諦岡醫生

 陳記煊先生

 莊文煜醫生

 藍國慶先生, MH

 李鋈發先生, FPVCB（Hon）

 吳錦青先生

 彭少衍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MH

 王惠棋先生, MH

 黃煒鈴女士

 葉曜丞先生, MH

 袁少林先生

民」的宗旨，為元朗、天水圍及鄰近地區的居民提供適

切的醫療服務。

(二) 醫院發展
為配合區內市民的醫療需求，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六至

一七年度額外增加三十八張康復病床。 

另外，為更有效管理社區對公共醫療服務的需求，博

愛醫院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每週增加六個

手術室節數，並於週末及公眾假期支援緊急手術。

博愛醫院提供外科急症及手術服務，圖為手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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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博愛醫院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起分階段引入

「住院病人藥物處方系統」，透過電腦化程序為住院

病人處理開藥、配藥及派藥的流程。醫生透過系統處

方藥物後，藥房會立即收到指示進行配藥。當藥物送

達病房後，護士會掃描藥袋及病人手帶的條碼以確認

病人的身份及獲派正確的藥物。該系統有效地縮短了

處理處方藥物整個過程所用的時間。除此之外，配藥

的準確性及派藥程序的安全性亦得到進一步提升。

(三) 臨床部門
1. 二十四小時急症服務

 博愛醫院是醫院管理局轄下十八間提供急症室服

務的公立醫院之一。急症科為需要緊急服務的市

民提供廿四小時急症治療及創傷急救服務。本院

亦設有急症科病房，為病人提供短期住院觀察及

治療服務。

2. 專科門診服務

 專科門診提供多元化的分科治理服務，包括內科

及老人科、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外科、婦

科、兒童及青少年科（糖尿專科、風濕專科）、

家庭醫學科、耳鼻喉科、眼科及乳腺專科等。

3. 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部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以提供高質素、以人為本、有

成效及安全的全人治療為目標，服務範圍包括：

 （—）家庭醫學分流診所，為輪候專科門診的病 

        人及早診治；

 （二）治療慢性疾病如糖尿、高血壓及心臟病等；

 （三）為輕微及中度情緒病患者提供適切的心理

             輔導及治療，促進心理健康；以及

 （四）為聯網在職的員工提供職員診所服務。

4. 外科部

 外科部提供日間及短留排期外科全身或局部麻醉

手術服務、外科專科門診和術後跟進及內視鏡檢

查服務，包括胃鏡、腸鏡、氣管鏡及內視鏡逆

行性膽胰管檢查。部門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起於

週一至週五開展每天八小時的外科急症及手術服

務，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開展至全年廿

四小時外科急症入院服務。部門轄下之新界西乳

腺專科中心是本聯網唯一提供乳腺專科門診服務

的診所，為新界西居民提供須醫生轉介之乳腺專

科服務。此外，現時血管外科及甲狀外科個案亦

集中於本院處理。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加開病房及病床，以配合區內市民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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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臨床部門外，醫院亦設有以下部門/單位：

‧ 深切治療部/心臟深切治療部

‧ 手術室

‧ 放射科

‧ 病理學部

‧ 藥劑部

‧ 物理治療部

‧ 職業治療部

‧ 義肢及矯形部

‧ 言語治療部

‧ 營養部

‧ 足病診療部

‧ 醫務社會工作部

‧ 臨床心理學部

‧ 精神科社康服務

‧ 社康護理服務

‧ 社區健康中心

‧ 中央消毒及無菌物品供應部

‧ 質素及安全部

‧ 感染控制組

‧ 護理部

‧ 醫療資訊紀錄部

‧ 行政事務部

‧ 人力資源部

‧ 財務部

‧ 天主教牧靈部

‧ 基督教院牧部

其他服務

博愛醫院服務資料
如欲獲悉更多博愛醫院的詳細資料，歡迎瀏覽

本院網頁www.ha.org.hk/poh。

5. 矯形及創傷科（骨科）

 矯形及創傷科為遇有創傷、骨折、燒傷及骨骼疾

病而需要醫療的病人，提供矯形手術、創傷處理

及日間手術科等專業治療。博愛醫院亦設有醫院

管理局轄下全港第三所全關節置換中心，由新界

西醫院聯網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及跨部門專業

護理團隊提供手術服務及有關術後的復康治療。

6. 內科及老人科部

 內科及老人科部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八個病房、博

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老人科日間醫院、新界西

糖尿病中心和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

7. 住院服務

 住院服務提供超過七百張病床，服務單位包括：

內科及老人科病房、急症科病房、綜合專科病

房、深切治療部/心臟深切治療部、日間病房、日

間婦科中心、日間外科服務、全關節置換中心及

田家炳護養院病房。

8. 日間服務部

 日間服務部為新界西居民提供日間專科醫療及住

院服務。除綜合專科病房外，部門轄下之博愛日

間診療中心的服務單位亦包括:心腦電檢及內視

鏡組、日間婦科中心、日間病房、日間泌尿科服

務、術前檢查服務及傷口專科服務。

  

(四) 展望
展望未來，博愛醫院將透過增設病床和提升手術室服

務，使更多病人受惠。同時，醫院亦會繼續透過醫院

認證計劃，持續改善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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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愛 醫 院 十 分 榮 幸 邀 請 到 老 年 病 學 國 際 權 威

John E. Morley 教授專程由美國來港，擔任首屆博愛醫

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的客席教授，於二零一七年二

月二十至廿三日為本港醫護人員講授關顧長者的課題，

同時又聚焦討論老人院舍內的晚晴長者的照顧、分享個

案及服務經驗。博愛醫院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彭少衍

候任主席、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高拔陞醫生、博愛醫院

及天水圍醫院行政總監楊諦岡醫生、新界西醫院聯網

（基層及社區醫療）歐陽東偉醫生及博愛醫院內科及老

人科部門主管林焯森醫生等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在

博愛醫院主持開幕典禮，為研討會揭開序幕。

「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總共舉辦了六場講

座，首場在博愛醫院舉行，其後移師至香港中文大學、

威爾斯親王醫院、醫管局總辦事處、屯門醫院及香港老

人科醫學會，參與人數接近五百，包括一百三十九名醫

生、二百二十六名護理及七十二名專職醫療人員。

John E. Morley 教授詳細講述安老服務的理念及海外的

發展情况，研討會上座無虛席，台上台下積極互動，

發提升服務水平的熱烈討論。John E. Morley 教授其後

到訪老人科日間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及田家炳護養

院，了解日常運作，與醫護團隊交流服務心得及探望院

內長者。

博愛醫院董事局獲恆基兆業地產集團捐出屯門藍地、十

萬平方呎土地興建全港最大型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

提供一干四百多個長者宿位，為香港的安老服務拓立

新里程。研討會有助於培訓醫護人員並提升地區醫護團

隊、博愛醫院董事局轄下老人服務照顧及管理團隊的專

業水平。

博愛醫院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彭少衍候任主席及新界西醫院聯網代表與John E. Morley教授在會前共進午餐。

首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於二月二十至廿三日期間進行；圖為首場在博愛醫院舉行研討會之大合照。

博愛醫院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彭少衍候任主席及楊諦岡醫生致

送紀念品予John E. Morley教授。

John E. Morley教授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的交流會議 John E. Morley教授到訪博愛醫院老人科日間醫院、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與老友記談天說地。

主禮嘉賓為研討會剪綵

首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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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

服務

博愛醫院於一九一九年創立，一直扮演著元朗地區醫

院的重要角色，至今已有九十八年歷史。多年來，本

院致力提供多項社會服務，包括中西醫療、牙科、護

養院、安老院、長者中心、兒童及家庭服務、青少年

服務、單身人士宿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服務，而

有關服務均廣受市民歡迎。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已開始為市民提供中醫診

療服務，近年更致力落實一系列的中醫服務發展計

劃，除開辦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更與醫院管理局及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營辦中醫臨床教研

中心，提供專業和優質的中醫服務。本院中醫服務發

展至今已有四間中醫教研中心、五間綜合診所、二十

部流動醫療車、一間針灸專科中心、一間社區中醫診

所及一間社區健康中心，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

靠的中醫藥服務。二零一六年四月至二零一七年二月

本院診症人次已突破五十萬；秉承博愛精神和中醫服

務目標，本院於過去十一個月，為貧苦人士及弱勢社

群提供中醫藥優約三十二萬人次(佔整體服務人次約

63%)。

*統計資料：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統計資料：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中醫服務 服務人次

內科 332,672

針灸 145,912

骨傷 14,211

戒煙 10,369

其他 6

整體總計 503,170

中醫服務
人次分佈

服務人次

正價人次 187,350

優惠人次 315,820

整體總計 503,170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回應社區需求，本院中醫服務持續

發展，除為市民提供優質的中醫藥服務外，亦為社會

培訓更多中醫藥界的人才，本院每年投放近百萬於中

醫或中藥的人才培訓。本院所有中醫師均受規範化的

教育和具多年臨床經驗。擁有博士及碩士學位之中醫

師按年遞增。

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現有一間位於元朗的牙科診所，致力為市民

大眾提供專業可靠、優質全面的牙科診療服務。為配

合政府的長遠牙科政策，本院將於青衣長青邨長青社

區中心，增設牙科服務支援站。此外，本院三隊牙科

外展隊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助推

行為期三年半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

外展服務先導計劃」，至二零一四年九月計劃正式完

結。自二零一四年十月起，由衞生署資助的恆常化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取代先導計劃。博愛醫院

作為「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的參與機構之一，轄

下兩隊牙科外展隊為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之指

定安老院舍、盲人安老院、護養院及日間護理中心內

年滿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查、

跟進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

牙科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牙科診所 1 6,614

牙科外展隊 2 3,430

整體總計 3 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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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會員人數 登記義工人數 服務人次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2,198 836 159,884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1,139 159 34,704^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864 107 70,640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65 ─ 長者 : 1,161
義工 : 168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長者 : 449 長者 : 107 15,970

青少年 : 397 青少年 : 103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660 217 12,030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688 93 3,484

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 32 17 3,019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26 19 6,167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15 ─ 3,919

整體總計 6,533 1,658 311,146

護理安老院 

長者中心 

* 統計資料：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因翻新工程暫停入住

^因在首季進行翻新工程而有限度提供服務* 統計資料：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院舍名稱 宿位數目 入住人數 辦理入住人數 入住率

屯門護養院 216 210 6 97%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 165 161 4 98%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位) 48 46 2 96%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156 153 3 98%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143 122 0 85%^
戴均護理安老院 109 106 3 97%

整體總計 837 798 18 95%

社會服務
長者服務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四所護理安老院，分別為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資助位及私家位)、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老院，合共為六百廿

一位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長期護理、住宿、社交心理及

復康服務。至於屯門護養院，主要為因健康及身體功

能嚴重缺損而需要定期接受醫療護理的長者，提供全

面及持續的護理照顧住宿服務。

青少年服務

青少年是明日的社會棟樑，應得到良好的栽培和指導，

故博愛醫院加強元朗及天水圍青少年服務，包括開辦提

供職志培訓的「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提供運

動培訓的「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提供溫習

場地的「博愛醫院天水圍青少年自修室」及社會企業「

博愛Café」。

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安老院正

為八十八位長者提供療養照顧服務，同時，為應付日

漸增加之認知障礙症服務需求，各院舍亦向一百六十

二名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包括現實導向訓練、感官治

療及懷緬治療等治療服務，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的

衰退。

青少年服務 

* 統計資料： 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青少年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4 7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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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 

學前教育  

小學教育 

兒童及家庭服務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 統計資料：截至2017年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7年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7年2月

* 統計資料：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 統計資料：2016年4月截至2017年2月

中學學校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初中一 初中二 初中三 高中一 高中二 高中三 學生總數

鄧佩瓊紀念中學 92 125 116 125 129 129 134 758

陳楷紀念中學 96 127 124 130 114 123 103 721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86 118 121 128 124 116 111 718

單位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預備班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學生總數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元朗) 20人 10 28 37 35 110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藍田) 18人 28 32 24 29 113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天水圍) 19人 28 27 31 26 112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觀塘) 16人 24 22 30 24 100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紅磡) 15人 28 29 27 30 114

小學學校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生總數

陳國威小學 43 55 71 75 76 56 52 385

兒童及家庭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0 185,963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服務單位 住宿人次

整體總計 1 392

兒童及家庭服務

博愛醫院的兒童及家庭服務現有十間中心分佈屯門、

元朗、青衣、沙田及黃大仙各區，致力為基層家庭及

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服務，而服務對象主要為六至十二

歲兒童、婦女、家庭和社區人士。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博愛醫院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主

要為有急切住宿需要之單身人士，包括無家可歸人

士、精神病康復者、釋囚及更生人士，提供短、中期

性之住宿服務。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董事局秉持「博文愛德」的精神，開辦三間中學、一間小學及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另外，本院的姐

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一間中學、三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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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至今，在董事局的領導和支

持下，本院各診所持續穩健發展。本院服務至今共有三

十二個中醫服務單位，包括 : 四間中醫教研中心、一間

針灸專科中心、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二十部流動醫

療車、一間社區中醫診所及一間社區健康中心（戒煙計

劃），服務範圍涵蓋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

本院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藥服務，本

年度服務人次超越五十萬，當中逾六成病人（約三十

二萬病人人次）接受醫藥優惠，切實滿足弱勢社群的

需要。本院亦配合政府的政策，大力推動各項中醫藥

服務的發展。

四間中醫教研中心
在醫院管理局和相關大學的信任和支持下，博愛醫院

現為全港唯一營辦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慈善機構。在

博愛醫院董事局領導下，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服務得

以鞏固及持續發展：

‧ 本年度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的人次合計約廿五萬人次

‧ 普通科綜援免費人次達三萬人次

‧ 博愛醫院董事局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額外醫藥優惠

（綜援、長者及腫瘤科）逾十二萬人次

‧ 配合政府「欣賞香港」活動，博愛醫院董事局額

外提供免費中醫義診服務予近九百名長者，發揮

團結香港精神。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元朗）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元朗）由具

豐富臨床經驗的中醫教授、專業顧問及資深醫師駐診，

提供中醫全科及多元化的服務予社區人士，包括內科、

腫瘤科、皮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等中醫專科服務。

為積極推行中醫臨床規範化，中心實施中醫病歷、中藥處

方和中藥庫存的電子化管理，亦透過現代化的中藥房、煎

藥室，提供傳統草藥及中藥顆粒沖劑，便利大眾。

此外，中心亦致力推行教學及科研工作，為中醫藥畢

業生及學生提供在職臨床培訓機會，透過實習及跟

診，將教研落實至臨床應用，完善香港中醫藥教育科

研水平。為使更多地區的市民能受惠於中醫服務及回

應社區需求，本院近年積極推廣中醫外展服務，以及

舉辦不同的專題健康講座，全方位提供服務予不同階

層的患者，促進中醫藥普及化。

中醫服務

本院醫師正為病人把脈

中心環境整潔舒適，更見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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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沙田）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沙田）積

極發揮醫教研的功能，除繼續與大學及醫院管理局合

作開展「針灸治療中風病人吞咽困難」的臨床研究

外，依靠中心的人才和腹針特色，開展了總例數超過

一百五十例的腹針治療頸部疼痛的雙盲隨機研究，在

科研設計、項目管理、個案收集及數據分析等方面獲

得業界的好評。初步的治療效果良好，已經完成科研

個案的收集，正在致力整理科研文章，爭取在國際專

業期刊發表，以現代科研和評估方法，印證中醫針灸

的治療效果，增強中醫的科學性。

同時，選派兩位優秀的進修醫師參與醫院管理局的年

輕醫師培訓計劃，到國內著名的北京西苑醫院進修一

年婦科、兒科和皮膚科，學成回港用心服務市民，亦

感謝博愛醫院董事局對同事的認可和支持。

在診所服務方面，隨著科研工作的完成，服務輸出持

續增加，診所的針灸和婦科特色深受社區認同。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開始，參與醫院管理局推行之第二期

「中西醫協作項目」先導計劃─「中風治療」。此計

劃將根據中醫及西醫專家組成的工作小組訂下的臨床

方案，為合資格的住院病人提供中醫治療及出院後之

跟進服務，更為日後的香港中醫院運作提供營運經驗。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
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設

於伊利沙伯醫院，除提供內科、針灸科及骨傷科中醫

門診服務外；亦因應住院病人的需求，到病房為合適

的病患者提供中醫針灸治療服務。

此外，自二零一四年一月開始，中心與伊利沙伯醫院

痛症專科中心合作，推出中西醫會診服務，為長期痛

症患者設立中西醫聯合診症的平台，讓患者可以知悉

及選擇用中醫針灸及中藥治療長期痛楚。中心服務亦

進入社區，為院舍及日間長者中心提供外展針灸及內

科診療服務；積極貫徹與不同慈善團體、政府部門及

地區組織合作之理念，定期舉辦中醫專題講座及義診

服務，加強普羅市民對中醫藥保健的認識。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於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投入服務至今，剛進入了第二個年

頭。中心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舉行了開

幕典禮及中心開放日暨中醫健康日。中心位處於公共

屋邨內，求診者多屬長者及普羅大眾。服務除內科、

針灸科及骨傷科中醫門診外，亦有到院舍及日間長者

中心提供外展服務。同時，中心積極與廣華醫院骨科

部合作推行醫院管理局之第二期「中西醫協作項目」

先導計劃，為廣華醫院住院的急性下腰背痛症病人提

供中西醫協作治療及出院後之跟進服務。除求診者人

次逐漸上升，服務質素亦備受讚賞；中心會繼續推出

多項宣傳推廣計劃，積極與地區議員及社團組織合作

舉辦中醫專題講座及義診，讓服務推廣至更多層面。

市民對本院能在區內提供優質中醫藥服務非常開心

市民踴躍參與和支持中醫健康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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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中心（銅鑼灣）
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針灸專科中心（銅

鑼灣）於二零一二年投入服務，旨在回應社會大眾對

中醫及針灸專科服務的需求，致力推動中醫服務的專

業發展。

中心選址在交通便利的銅鑼灣區，方便各區市民享用

高質素及現代化的中醫、中藥和針灸服務。此外，中

心由具經驗的註冊中醫師主診，服務以人為本，專業

可靠；中心亦使用電子病歷系統，設有獨立診室且設

施完備，環境舒適私隱度高，適合進行各種治療，病

人可以安心接受診治。

博愛醫院－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博愛醫院自二零零四年起先後開設五間綜合中醫專科

診所，分別位於太古、華富、天水圍、青衣及長洲，

為巿民提供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服務。各綜合中

醫專科診所紮根社區，配套完善，可進行針刺治療、

電針治療、艾灸治療、拔罐治療、手法治療及外敷藥

物等多種療法。

另外，隨著中醫服務趨向標準化，綜合診所設有獨立

診症室，並選用優良藥材及濃縮顆粒沖劑，為市民提

供專業及可靠的中醫藥診療服務。

目前，各綜合診所均使用電子醫療管理系統處理預

約、登記及配方程序，簡易快捷地提供診療服務，為

長者及綜援人士提供醫藥優惠，多年來服務深得地區

人士及廣大巿民支持。另外，本年度各綜合診所已積

極推行醫療券計劃，方便長者可選擇中西醫輔助配合

治療，達致預防疾病和保健養生的目標。

二十部中醫流動醫療車
博愛醫院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於二零零五年正式開

展，在董事局的領導和規劃下，至今已發展成擁有二

十部醫療車的團隊，服務覆蓋港九新界各區，服務地

點超過一百個，務求深入社區、聯繫社群，為市民大

眾提供可靠方便的基層醫療服務。

一直以來，博愛醫院中醫流動醫療車紮根社區，服務

深受社區居民的支持和歡迎。展望將來，車隊會繼續

恪守「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服務宗旨，貫徹慈善

團體的社會責任，加強與各界團體的溝通和合作，致

力為不同社區提供專業優質的中醫藥服務，回饋社

會，惠澤人群。

博愛醫院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覆蓋港九新界各區

車隊會繼續恪守「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服務宗旨，回饋社會，惠澤人群。

博愛醫院-世界針炙學會聯合會針灸專科中心（銅鑼灣）旨在致力推動中醫服務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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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中醫戒煙服務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零年起與衞生署、中國中醫科學院

針灸研究所合作開展「中醫針灸戒煙計劃」，服務在

港九新界超過一百多個地點提供服務。為配合上班人

士的戒煙需求，博愛安排夜診戒煙服務。自服務推出

至今，已累積為超過八千名吸煙者，提供超過六萬五

千人次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在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的支持下，就香港中醫

針灸戒煙草擬了多篇專業文章，在不同的中外醫學期

刊錄用或發表，包括三篇在國外醫學期刊發表；兩篇

在國內中醫藥雜誌發表；一篇在香港中醫雜誌發表。

本院透過在不同地區的醫學期刊，發表中醫針灸戒煙

的文章，除了可以推廣中醫針灸戒煙的成效外，更可

吸引各地醫學專家對中醫的關注和認同，提升中醫中

藥的國際地位，有利中醫藥走向世界。

本院在二零一六年初推出無煙大使計劃，在董事局的

支持、人力資源部統籌、各服務單位積極配合下，截

止至二零一七年三月，超過一百五十位同事登記成為

無煙大使，收到超過四百名推薦戒煙者資料，其中三

百多位戒煙者已開展戒煙治療，反應熱烈，效果良

好。

有見及此，本院期望能將無煙大使計劃推廣至社區，

並以九龍城區為試點，與當區民政事務處和區議會合

作，吸納熱心市民成為博愛無煙大使，推廣和鼓勵有

吸煙習慣的街坊及親友參與戒煙，提倡無煙文化，共

建無煙健康社區。感謝博愛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慷慨

捐款，作為九龍城區博愛無煙大使社區先導計劃的經

費，目標是吸納二百名戒煙者。

本院的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不僅獲得業界和衞生署

的讚賞，還獲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肯定，這是博愛

的榮幸和全體同事努力的成果。

服務質素監控及風險管理
為貫徹「服務為本、病人為先」的理念和宗旨，本院

三十二間中醫服務單位積極持續改善服務質素，提升

專業水平。定期每年在各中醫服務單位進行多項巡查

及審核，包括由資深醫師負責進行「臨床突擊巡察」

及「臨床病歷審查」，檢視病歷記錄及臨床服務，以

推動客觀的服務質量監控標準，協助提高醫師的醫療

安全意識，加強臨床風險管理。

本院每年亦會就著「診所運作」、「藥房運作」、

「配藥程序」、「感染控制」及「防火設備及安全」

等範疇進行例行巡察，確保各單位運作完善無誤。

為精益求精，中醫服務各單位每年均進行「中醫服務

滿意度問卷調查」，從求診者的口中收集對本院中醫

服務的寶貴意見。藉問卷的調查結果，向員工訓勉及

鼓勵，務使本院中醫服務得以持續改善。

多位傑出戒煙大使齊與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主席及總理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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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控制中醫門診服務
本院屬下四所中醫教研中心應醫院管理局的邀請，與

香港浸會大學合作推出「體重控制中醫門診服務」，

以中醫理論進行辨證論治，制定合適的治療方案；以

中藥、針灸及耳穴的中醫治療手法，為身體過重人士

提供治療，減低超重的疾病風險。項目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中試行推出，求診者需自願參與為期八星期之

「中醫體重控制計劃」，並自費到中醫教研中心接受

中醫評估及治療。醫院管理局中醫部會視乎反應及服

務需求，考慮是否進行科研及延伸至全港十八所中醫

教研中心。

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
為提升市民對中醫中藥的認識，博愛醫院與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對台港澳中醫藥交流合作中心，及協辦機構 ─ 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攜手合作，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廿八日

假香港浸會大學，聯合舉辦「2016年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

展（香港）論壇暨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何文田）開幕典禮」。

是次活動榮幸邀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政策與法規司楊

榮臣副司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台港澳交流合作中

心主任楊金生教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

太平紳士、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醫院管

理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

局陳 李妮主席、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致辭時表示，非常

感謝食物及衞生局、醫院管理局的信任和支持，讓博

愛營辦四間分別位於元朗、沙田、伊利沙伯醫院及何

文田的「中醫教研中心」。同時，衷心感謝多位來自

內地、香港、台灣及澳門重點專科知名專家，撥冗來

港進行「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讓

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高永文局長表示期望透過內

地、台灣、澳門及香港多位專家今次的學術交流，有

助推動兩岸四地的健康事業發展。

北京交流
博愛醫院感謝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促成「博愛醫院北京及南京訪問團」。活動於二

零一六年十月舉行，中醫服務派代表前赴北京及南京

進行了拜訪和交流，並獲國家民政部、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對台港澳中醫藥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國中醫科學

院針灸研究所等單位主要領導人的高規格接待，活動

圓滿成功。

透過本次拜訪活動，本院向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匯報工作進

展，聽取領導的指導意見，又與中醫藥業界的交流，加強

彼此的溝通和了解，有利日後的進一步合作和發展。

「2016年兩岸四地中醫中藥發展（香港）論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廿十八日舉行

博愛醫院訪問團成員拜訪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榮幸獲王國強局長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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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官員參觀  博愛醫院中醫教研中心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副局長

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及多位官員，於二零一六年四月

十九日參觀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元朗），並由博愛醫院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彭少衍

候任主席及董事局成員一同接待。

當日，高永文局長與陳肇始副局長等官員視察了中心

內多項設施，包括教研中心診室、藥房、煎藥室和治

療室等。期間，高永文局長與顧問醫師及多名年青醫

師傾談，了解中心的日常運作及服務流程，並讚賞本

院中醫服務能切實幫助到有需要的病人。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聶德權太平

紳士及多位官員，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參觀博愛

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並

由博愛醫院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彭少衍候任主席及董

事局成員一同接待。

參觀過程中，聶德權秘書長除加深了解「中醫醫療資

訊系統」之操作外，更關注中醫腫瘤科、「中西醫協

作項目」及「中西醫痛症會診服務」的最新發展。當

日適逢「訪問學人計劃 ─ 骨傷科」進行培訓，廣西

中醫藥大學骨傷科何育風教授特別與聶德權秘書長分

享臨床教學心得。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與博愛董事

局成員合照。

高永文局長與陳肇始副局長參觀藥房，並向中藥師了解藥房的工作流程。

陳 李妮主席陪同高永文局長與陳肇始副局長與教研中心醫師傾談，了解診所日常運作

及服務。

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聶德權太平紳士及多位官員，與博愛董事局成員及教

研中心職員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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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現設有牙科診所（元朗）及兩隊牙科外展

隊，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優質全面的牙科

診療服務。為回應社會對牙科服務的殷切需求，本院

將增設牙科服務支援站（長青），預計於二零一七年

投入服務。

牙科診所（元朗）
牙科診所（元朗）位於元朗水邊圍邨，於二零一四年

投入服務，為社區人士提供多元化的牙科診療服務，

包括口腔檢查、洗牙、補牙、脫牙、根管治療、鑲

牙、植牙及矯齒等。

本院牙科診所除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各種優惠外，同時

亦是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認

可牙科診所，為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牙科診療服務。

合資格長者可以在本院牙科診所以醫療券支付牙科治

療費用。

本院自二零一二年九月開始參與關愛基金資助的長者

牙科服務資助計劃，成為計劃下之「關愛牙醫診所」。

為接受「家居照顧服務」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

合資格長者，提供免費鑲配活動假牙及其他有需要的

牙科診療服務。

鑑於市民大眾對牙齒及口腔護理服務的需求愈見殷

切，除一般的口腔治療項目外，本院牙科服務也致力

擴展牙科治療範疇，令更多有需要人士獲得優質及多

元化的牙科治療服務。自二零一五年起，本院牙科診

所增設植牙及矯齒服務，以滿足不同人士的需要。

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的牙科診所設施完善，深得市民支持。 職員向院友講解牙齒保護及蛀牙成因，院友均積極參與，現場氣氛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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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院牙醫顧問劉厚仁醫生再次送贈運作良好的

數碼 OPG X 光機予博愛醫院牙科診所（元朗），取代

已損耗的模擬 OPG X 光機，讓本院牙科診所能提供高

質量的口腔護理予服務使用者。

透過新增的數碼 OPG X 光機，牙科醫生除可即時了

解病人的口腔情況及安排適切的治療計劃外，還可利

用儀器，拍攝更高質素的數碼X光片，且影像易於保

存，亦無需向供應商搜購模擬機的專用菲林。為此，

博愛醫院衷心感謝劉厚仁醫生的慷慨捐助，樂善好

施，心繫博愛，為本院牙科服務的發展盡心盡力。

牙科服務支援站（長青）
現時衞生署提供的公共牙科服務包括︰口腔健康教育

服務、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口腔頜面外科和轉介服

務、牙科診所及牙科街症服務等，服務範疇以預防教

育為主，門診只提供有限度的緊急牙科服務，未能滿

足基層人士對牙科服務的需求。

因應人口老化，為長者提供完善的照顧及護理服務，

口腔護理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為配合政府的長遠牙科

政策，本院將於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增設牙科

服務支援站。牙科服務支援站（長青）除支援本院牙

科外展隊的恆常工作外，同時也照顧政府牙科資助項

目的受惠者及有需要之社區人士，提供鑲牙、補牙、

根管治療、脫牙、X光評估等牙科診療服務。

牙科外展服務
本院自二零一一年開始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助及推

展為期三年半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

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為超過九十間安老院舍及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提供基礎牙科診療服務，服務超過二萬

人次。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ODCP）自二零一四年

十月一日起，取代「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

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並成為恆常化計劃，由衞生

署資助及負責監管。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元朗）獲劉厚仁牙科醫生，捐贈數碼OPG X光機。

牙科醫生向小朋友進行氟化物治療，降低患蛀牙的風險。

博愛醫院設有「醫護關愛快車」，為有需要長者提供免費接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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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是「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服務提供者之

一，負責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內獲指派之安老

院舍、盲人安老院、護養院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六

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查、跟進治療

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自計劃推出以來，本院牙科

外展隊累計服務人次超過一萬，為七十多間院舍及日

間中心提供牙科外展服務。本院承諾將繼續提供優質

服務，幫助社區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和弱勢社群。

參與上述計劃之合資格長者，如獲牙科醫生確認需要

接受進一步牙科治療，本院將安排為長者提供免費到

診治療或轉介至本院牙科診所作進一步跟進治療。本

院的「醫護關愛快車」除協助日常牙科外展工作外，

更會提供全面貼心的關懷服務，往返院舍接送有需要

長者到本院牙科診所接受進一步跟進治療。

口腔健康推廣
除門診及外展服務外，本院亦為社區人士提供免費

口腔護理講座及培訓，提高市民的口腔護理知識和技

巧。根據多年的牙科服務經驗顯示，單靠進行補救性

治療遠不及預防性的口腔知識教育，以及作定期口腔

檢查來得更有療效。故本院努力加強與社區人士及機

構的合作，提倡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及早和更有效地

喚醒市民對口腔健康的關注。

過去一年，本院牙科服務積極推動社區人士對口腔健

康的關注，博愛醫院的牙科醫生應不同的團體或單位

邀請，如學校、綜合服務中心，弱能人士宿舍及工場

等，提供口腔護理知識分享、口腔健康講座及口腔檢

查等活動。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博愛醫院外展隊應邀參加保良局

舉辦之「蒲公英愛牙小天使」計劃，到場為適齡幼稚

園學童提供口腔檢查及氟化物治療，並即場為家長解

答幼兒口腔的常見問題，推廣口腔護理知識及提供專

業意見，藉此提升家長對學童口腔護理的知識及技巧。

協作單位感謝博愛醫院的牙科醫生，提供專業細心的服務。

博愛醫院牙科醫生到幼稚園，向家長講解口腔護

理知識，提醒家長對小朋友口腔健康的關注。

完成口腔檢查的小朋友，興高采烈地挑選由本院準備的精

美禮物。

博愛醫院的牙科服務團隊，在香港道教日為社區人

士提供免費口腔檢查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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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服務

社會服務

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四所護理安老院，分別為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資助位及私家位）、陳馮曼玲護理安老

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老院，合共為六

百一十八位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長期護理、住宿、社交

心理及復康服務。

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安老院正為

七十八位長者提供療養照顧服務，同時，為回應日漸增

加之認知障礙症服務需求，各院舍亦向一百二十名認知

障礙症長者提供包括現實導向訓練、感官治療及懷緬治

療等治療服務，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的衰退。

服務方向
博愛醫院本着使長者生活富尊嚴、自主和快樂地安享

晚年的信念，除積極開展義工服務，還透過引入多元

化服務、設備提升及專業培訓，為長者提供全面照顧。

平板電腦 加強與親友聯繫
為了讓院友的院舍生活增添趣味，本院多年來不斷在

活動的意念上尋求創新及多元化。隨着近年電子產品

不斷普及，本年度四院新增平板電腦，提供各項活動

及服務予院舍長者，例如認知訓練、導向、懷緬治療

及個別訓練、一般院內小組活動及出院/復康院友娛

樂用途等，讓各項訓練及活動可在彈性環境下如常舉

行，讓院友體驗使用多媒體產品的樂趣。

在職員的協助使用下，長者對於使用平板電腦均表示

易學易用；本院期望各院舍在陸續完備網絡系統後，

可將平板電腦用途進一步擴展至視像通訊，以增加院

友與親友之聯繫，亦為院友活動加添更多互動元素。

寵物治療 提升表達能力
本院屬下院舍在活動上作出多方面嘗試，陳馮曼玲護

理安老院舉辦了寵物治療服務。在本年度共舉行三期

寵物治療小組，由認可寵物治療人員及註冊社工帶領

每期四節小組，對象為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長

者或有抑鬱傾向之長者，透過遊戲及認知練習，狗義

工與長者彼此活動，提升長者之動機及改善他們之表

達能力。

此外，因應院舍體弱長者日漸增多，該院由物理治療

部及社工部合辦「耆樂無窮」按摩服務，由受訓之物

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助理、註冊社工，為有需要之長

者提供單對單香薰按摩服務，以改善長者之肌肉柔軟

度及關節活動能力。同時，服務亦有助增加長者與人

之互動及與外界之接觸。此外，賽馬會護理安老院亦

推出「識飲識食」活動，帶領院友到元朗區內知名或

特色餐廳品嚐各國美食。院友對此活動讚不絕口。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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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改善環境設備 提升服務質素
由於各院舍分別早於八，九十年代投入服務，為配合

現今長者的需要，四所院舍已陸續向社會福利署申請

翻新計劃，藉此改善環境設備。其中，楊晉培護理安

老院已於二零一六年開展工程，而陳馮曼玲護理安老

院翻新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展開。同時，四院也透過「

業務改善計劃」撥款，持續購置設備及推行各項改善

工程以提升服務質素。

推展義務工作  鼓勵院友參與
義務工作是本院工作重點之一，它一方面可發揮長者

的潛能，繼續回饋社會；另一方面可讓社區不同團體

為長者服務，促進和諧共融。二零一六年，各院舍義

工登記人數達九百七十三人，總服務人次則高達五千

零四十八次，此實有賴各社區團體、義工組織和社區

善心人士積極參與，如：愛心會、耆樂警訊、消防義

工隊、動物醫生、髮動愛心、星月雲好友義工團、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香港童軍總會屯門西區第五十四

旅等，所提供義工服務應有盡有，包括外出購物、旅

行、院內探訪、粵曲表演、節日表演、小組及定期理

髮服務等，為院友的院舍生活更添姿彩。

鼓勵員工培訓  提升專業水平
本院一直非常重視員工培訓工作，務求員工在知識、

技巧及工作態度上能配合長者不斷轉變的需要，從而

提供優良的服務予服務使用者。單位除派員工出席由

外界主辦的課程外，亦會邀請專業人士及機構到院內

為員工進行培訓。去年各護理安老院合共參與一百九

十一個培訓活動，參與人次達二千三百三十五次，訓

練的範圍廣泛，包括：香薰治療工作坊、團隊建立、

如何有效與家屬溝通、團隊建設與溝通、職業安全、

扶抱技巧、藥物管理、感染控制、照顧有溝通障礙的

院友、食物及環境衛生、認知障礙症患者處理及院友

心理社交需要等。今年本院更以「團隊合作」為主

題，透過歷奇遊戲形式舉辦退修營，與來自不同單位

的同工體驗合一團隊，度過快樂的一天。

展望
展望來年，我們會秉承過往的工作方針，不斷提升服

務質素，為長者提供更舒適及理想的居住環境。隨著

長者年事日高，身體狀況改變，我們會增加護理及復

康的設備和加強職員培訓，以配合長者持續轉變的生

理及心理需要，期望為院友建設一個更理想的安樂

窩。

戴均護理安老院的各位精英，在運動場上盡顯拼勁。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院友，DIY自製咖啡及特飲，乾杯 !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的院友，與家人參與耆趣園林之旅。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的老友記，在春茗表演舞蹈，盡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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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元朗區議會及「長者友善社區資助計劃 ─ 由安老

事務委員會」贊助，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與嶺南

大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合辦「長者友

善與你」計劃。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助理總監馬學嘉博士為五十位來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於二零一四至二零一六年

度，獲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撥款，推行

「躍動耆愛樂相傳」活動計劃，內容包括「躍動全

庭」 （Running Family） 、「快樂家族建築師」-小

丑互動話劇、「家庭樂動日」、「剪出有『情』天」

、「耆心童手創滋味」、「探探我、親親我」、「與

童共舞」、「尋情記」、「扭開情懷」、「耆樂誌」

自元朗區不同中心的長者義工提供訓練及工作坊，義

工再實地到元朗進行考察，為社區識別長者友善社區

設施，進而於不同中心推廣長者友善社區活動，並於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假嶺南大學舉行「長者友善與

你」社區大使結業禮作為總結，為推行元朗區長者友

善社區作好準備。

等多個活動系列，以達致《耆年躍動愛相傳 攜手繫家

再攀峰》的目的。

該計劃最終獲社會褔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中

「兩年計劃」之「全港最佳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兩年計

劃亞軍」及地區最佳活動計劃大獎，義工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出席頒獎典禮，接受頒獎。

「長者友善與你」計劃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眾義工在嶺南大學接受證書，成為「長者友善與你」大使。

參與活動計劃之全體義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接受嘉許後的大合照

義工代表接受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太平紳士、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頒授獎項。

義工讓中心會員認識長者友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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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比對照組的長者較為快樂。賴

教授及團隊認為長期居住院舍、有抑鬱問題或身體活

動能力受阻的長者，透過園藝治療觀察植物生長，體

驗大自然的奇妙，有助改善其精神健康，舒解鬱澀的

情緒。因此，建議院舍將園藝治療，列為日常活動的

一部份。

賴教授表示：「現時並未有研究針對園藝治療在體弱

長者身上的效用，而是次研究證實，園藝治療能令居

住在院舍的體弱長者更快樂。同時亦啟發安老服務單

位及研究人員，對園藝治療之治療價值的認知。」。

博愛醫院與香港理工大學耆年護理中心總監暨護理學

院賴錦玉教授團隊，合作推動研究「園藝治療對院舍

體弱長者的幫助」。

團隊在本院的撥款資助及安老院舍的職員協助下，進

行了一個質性及量性俱備的研究。研究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期間，邀請九十六位年齡七十

歲以上，居於博愛醫院轄下四間安老院舍，而認知能

力均為正常或只屬輕微退化的長者參與研究。

研究人員將參加者分配到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的長者

安排接受由香港園藝治療協會的園藝治療師，教授八星期

活動；而對照組的長者則參與內容不同的社交活動。

園藝治療對院舍體弱長者有正面幫助

即使長者居於院舍，長者仍能享受種植樂趣。老友記看見自己的製成品，滿心歡喜。

完成作品：組合盆栽園藝治療能協助長者，打破身體活動能力受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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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七間長者日間服務中心，並以「博

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提供優質的綜合性長者

社區照顧服務，使長者繼續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社區

中，過著獨立自主、積極而豐盛的晚年。

長者地區中心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為元朗區長者提供多元化

的社區支援服務，包括社交及康樂活動服務、社區

教育、輔導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支援服務

隊、護老者支援服務及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長者鄰舍中心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和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分別位

於天水圍天華邨和深水埗海麗邨，兩所中心為長者提

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服務，讓長者能在自己熟悉的社

區內樂享天年。

社會服務中心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於一九九二年三月成立，是

大嶼山南部唯一的社會服務中心；自二零零三年四月

起，中心便以長者鄰舍中心融合青少年中心的服務形

式提供社會服務。

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致力為各會員提供周

全服務，亦會安排會員參與不同的興趣班和治療小組，

以鼓勵長者發展潛能，締造豐盛和積極的晚年。長者日

間護理中心（深水埗）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正式投入服

務，中心致力為持有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之長者，及六

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優質日間護理服務。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和美孚荔灣街坊

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分別於二零

零三年和二零零六年轉型為自資中心，為屯門及荔灣

美孚長者提供多元化活動，以及健康支援和進修學習

平台，讓長者積極享受生活及發揮個人潛能。

展望
展望未來，各中心員工會繼續努力，切實執行服務質

素標準的各項政策及程序，因應長者及其照顧者的需

要，為他們提供更全面、更優質的服務和支援，務求

使長者能在其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

長者參與「社會資本摯友聚會暨委任禮」表演後，與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GBS太平紳士留影。

兩間長者中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下旬合辦了「台北三天交流團」，三十多位

長者到訪台北市士林老人服務中心及士林長青大學。

陳士修中心獲獎券基金「長者中心設施改善計劃（IPEC）」及「賽馬會智健計

劃」撥款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完成內部裝修工程，感覺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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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援屯門長者的需要，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

進修中心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至今，在屯門良景邨推

行「良伴計劃」，支援區內有需要的長者，重建鄰里

之間互相守望相助的關係，並帶動「隱蔽」長者走進

社區，加強社區安全網。

回顧這三年的計劃，參加者認為「樓長」計劃有效回

應社區需要，並燃起居民對社區，有著對「家」一般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參與，

由香港愛心會慈善基金會贊助之「敬老新春大掃除服

務計劃」，為元朗區有需要長者在新年前進行家居大

掃除服務，並推動元朗區內社區人士透過服務表達關

愛長者的精神，對象為區內現正輪候家居清潔服務及

較缺乏支援的獨居及雙老長者。

透過與區內不同社會服務團體合作，服務計劃包括義

工訓練、友善探訪及家居大掃除行動。長者十分欣賞

義工的關懷及協助，青少年及婦女義工均表示活動甚

有意義！

的承擔。計劃同時鼓勵長者貢獻專長，互補長短，為

長者重新注入活力。

因此，為承接前計劃的發展，並深化樓長計劃的成

效，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再獲「勞工

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CIIF）」撥款一百九十一

萬九千元支持新一項為期三年「良伴同行」計劃，新

計劃將承接前計劃並推展至新圍苑，進一步加強區內

社會資本發展。

「良伴同行」計劃

敬老新春大掃除服務計劃

透過活力學堂，連繫區內長者及婦女，促進跨代網絡的建立。

長者們感激義工的關心和服務，並送上中國茶以表謝意。

與區內小學合辦長幼共融活動，帶出「長幼共融」的訊息。

青年義工善用課餘時間，為獨居長者出心出力，清潔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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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於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開始投入服務，為社會福利署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的認可服務提供者，為區內合資格長者提

供專業服務。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會為每位長者作專業評

估，從而安排合適的日間護理、復康治療、社交活

動及起居照顧服務，並設有三個針對性復康治療服務

組合，包括認知障礙症個案、腦中風個案及胸肺病個

案。期望透過專業評估及訓練，達致延緩退化，改善

活動能力，使長者能繼續安居於社區。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為配合政府政策，中心接納社會福利署邀請，成為第

二階段認可服務提供者。中心承蒙各界指導，持續改

善，服務獲社區人士認同，現階段每節服務名額維持

十二名，並會提供不同的服務組合供服務使用者選擇。

「愛‧弦樂」木箱鼓音樂治療小組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於二零一六年八月至九月

期間，與屯門護養院合辦「愛‧弦樂」木箱鼓音樂治

療小組，邀請了會員、院友及家屬出席。

由於參加者表現投入，對能參與合奏歌曲表現雀躍，

同時會員情緒及自信也有正面提升，故此小組延續至

十二月。如成績理想，將計劃申請外界撥款組織樂

團，參與社區服務，實踐「老有所為」。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愛‧弦樂」木箱鼓音樂治療小組，導師與參加者互動。

「川港青年夢飛行」，四川青年打破地域、年齡界限到訪中心，實踐「長幼共融」。

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活力長者樂繽紛」，齊做運動身體好。

會員暢遊花市，人人滿載而歸！



113

博

愛

醫

院

丙 

申 

年

年

報

社會服務

院舍背景
屯門護養院是一所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及衞生署監管的

長者院舍，於一九九八年投入服務，主要為健康及身

體功能嚴重缺損，而需要定期接受醫療護理的長者，

提供廿四小時住宿及專業服務，包括醫療、護理、起

居照顧、復康治療及社工服務。全院共有二百一十六

床位，平均分佈四層樓房。

院舍服務概要
護養院有護士全日廿四小時當值，並有駐院醫生，提

供專業的醫療護理服務。在復康治療方面，物理治療

師及職業治療師會因應院友的個人需要，制定及執行

合適的治療計劃，為體弱臥床及行動不便的院友提供

適切的介入和跟進。

院友日常起居包括肢體轉移、進食、沐浴和更衣各個

細節均有護理員協助。此外，院舍社工會定期舉辦不

同類型的小組、活動和探訪，以助舒緩院友面對長期

病患的困擾，保持與外界社區的接觸。社工更會為有

需要的院友提供輔導服務，協助他們解決經濟、情緒

等問題。

院舍膳食服務
院舍膳食餐單經營養師審閱，以適合長者為原則，並

按照院友的需要，提供正餐、碎餐、免治餐及糊餐，

部份院友吞嚥情況欠佳則需要使用胃喉餵飼。另外，

院舍亦提供特別餐類，如低鹽、低鈉、糖尿餐及普林

餐等。營養師亦會定期到訪院舍，為院友進行評估及

制定治療計劃，並監察其進度。院舍廚房近期嘗試採

用顏色鮮艷的蔬果如黃色的南瓜、紅色的蕃茄製作色

彩豐富糊餐，院友及家屬均表示歡迎。未來將進一步

探討製作其他精緻糊餐的可行性，並以提高院友的進

食意欲、食量及體質為目標。

外展言語治療服務試驗計劃
為確保院友進食安全，改善其生活質素，護養院運用

撥款額外安排註冊言語治療師，定期到院舍提供外展

言語治療服務，為出現吞嚥困難或言語障礙的院友，

提供及時的專業評估及治療。為期半年的試驗計劃於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展開，初步獲得服務使用者的支

持。護養院會定期檢討外展言語治療服務試驗計劃的

成效，並按院友需要延續服務或增加言語治療師每月

到訪的次數，務求讓長者能安全地享用院舍的膳食服

務，使其食量及體質獲得改善。

來年展望
屯門護養院會繼續加強監察及培訓，推動優質管理，

鞏固現有服務，提升專業水平，並配合服務需要，持

續改善及發展院舍服務。

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院舍醫生及護士為院友提供醫療護理服務

院舍廚房提供的不同餐類，包括正餐、碎餐、免治

餐及糊餐。院友一同參與彩虹傘運動，表現雀躍。

言語治療師為院友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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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與僱員再培訓局、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

中心首次合辦「先聘用·後培訓」試點計劃，成功培

訓廿一位合格護理員，並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假博

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天恒）舉行學員畢業典

禮，同場嘉許多位優秀學員，場面熱鬧。

隨著香港的人口老化程度日趨嚴重，社會對長者服務

的需求隨之增加，加上本院將於二零二零／二零二一

年在屯門，興建提供一千四百零六個宿位的大型安老

院舍，屆時本院對前線護理員的需求將隨之而增加。

有見及此，博愛醫院首創先河，在安老服務行業推行

「先聘用．後培訓」計劃，為有興趣投身護理行業人

士，提供專業培訓。本院以朝九晚三的工作時段聘請

博愛醫院承蒙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

紳士，支持博愛醫院推行「先聘用‧後培訓」試點計

劃，並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親臨屯門護養院探訪部

份畢業學員。

探訪當日，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李鋈發副主席、李

柏成副主席率領一眾董事局管理層及四位院長恭迎張

局長，並舉行一場輕鬆又令人鼓舞的座談會。

會面期間，張局長了解整項計劃之籌辦及實踐工作，

嘉許學員對安老護理前線工作之熱忱，並讚賞、鼓勵

本院上下仝人對培訓護理人才之努力不懈。學員與眾

嘉賓分享感受，大談實習工作點滴和調節家庭與工作

的心得。張局長與各人進行了親切交談，鼓勵本院繼

續肩負培訓人才之重任，勉勵各學員要堅持服務老弱

的志向，為一班安老護理新力軍注入無比正能量。

首屆「先聘用 後培訓」試點計劃 

張建宗局長到訪本院 了解「先聘用‧後培訓」試點計劃成效

員工，在五星期的授課期及十九星期的院舍實習期

裡，每月可獲發月薪，評核合格後，便會安排到博愛

醫院屬下的安老院舍工作。

首屆「先聘用．後培訓」計劃，成功培訓廿一位合格資格的護理員，為長者服

務注入新動力。

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BGS太平紳士親臨屯門護養院探訪畢業學員

學員代表在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李鋈發副主席及李柏成副主席陪同下，向張建宗局長

致送紀念品。

張局長與董事局成員、管理層、院長及學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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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人士宿舍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主要為有急

切住宿需要之單身人士，包括無家可歸人士、精神病

康復者及更生人士提供短、中期性之住宿服務。

全面關顧舍友需要
宿舍全面關顧舍友的身心發展，按他們的需要提供悉

心之協助和輔導，並透過不同的支援服務和有益身心

之群體活動，讓他們善用餘暇，重新融入社會。

秉承全人照顧信念
面對困境也許是人生必經之路，本宿舍體會每一位入

住舍友背後總有著不同而獨特之故事。因此，宿舍本

著「全人照顧」的信念，以「家」為照顧模式，全面

關顧各人在身、心、靈各方面的發展需要。

宿舍除了提供住宿照顧外，更會鼓勵各同工，身體力

行，實踐以服務為本以及施比受更為有福之信念。本

院尊重每一位住宿舍友的獨特需要，陪著他們度過一

段康復的住宿日子，帶給他們安慰和支持，並鼓勵各

舍友互助互愛，彼此砥礪和扶持。

透過悉心之住宿服務，盼望能讓舍友重拾尊嚴，重新

振作。面對服務之磨練，能讓同工分享為善之喜樂，

亦能讓住宿舍友感受人間溫暖，為未來確立生活的意

義和目標方向，重新活出光彩之人生。

為營造「家」的照顧模式，院舍會為舍友籌辦「生日會」。博愛醫院丙申年董事局陳 李妮主席與董事局成員，到訪宿舍時與職員合照留念。

宿舍問答比賽活動，舍友積極參加，氣氛熱鬧。一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將至，各舍友齊來妙筆生輝迎靈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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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童離院後成為本院青少年中心會員，參與中心舉辦的街舞課程，發揮潛能。

青少年服務

博愛醫院青少年服務以「多元發展、正向人生」為服

務理念，透過舉辦多元活動和計劃，協助青少年發展

潛能，裝備自己，培養正向思維，面對挑戰。本年度

更成立「博愛青年義工團」，參與多項關愛社區計

劃，藉以培育青少年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並展現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的博愛精神。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由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本院舉辦的「踏出人生路」青少

年運動培訓計劃，至今招募接近四百名青少年參加，

主要來自天水圍、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中學，

其中更包括社會福利署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本計劃

透過極限運動訓練，鍛鍊青少年的心智，提升抗逆力

和意志力。此外，更透過「仁兄仁姐」活動，由前亞

洲極限運動金牌得主鄧俊彥及前香港單車代表隊成員

何兆麟等運動教練，分享運動員生涯及奮鬥經歷，鼓

勵青少年積極面對人生，啟發他們規劃未來。

此外，博愛醫院積極申請外間撥款，發掘社區資源及

凝聚力量，包括參與社會福利署元朗區關注青少年成

長工作小組「朗Teens友善加點愛」計劃，在區內不

同地點設立「社區加油站」，由青年義工設計心意咭

和製作咖啡渣環保吸味包，送贈區內居民，為大家繁

忙的生活「打氣加油」，發放正能量。同時，中心連

續第三年獲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資助舉辦「重聚Teen

倫」計劃，由青少年義工服務區內長者，宣揚關愛社

區的訊息。

此外，為鼓勵青少年發揮表演才藝和活力，本院今年

再次舉辦「博愛好聲音」青少年歌唱比賽，吸引共一

百零三位參加者參加。本年度除了設有冠、亞、季軍

及優異獎外，更增設最佳台風獎、最具潛力獎和最佳

造型獎，讓青少年盡情展現歌唱才華和活力。

「踏出人生路」計劃於社會福利署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舉行分享會，邀請前香

港運動員代表分享奮鬥經歷，藉此鼓勵院童積極人生。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訪問及拍攝本院「踏出人生路」計劃

「博愛好聲音」青少年歌唱比賽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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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媽媽」參加，讓天水圍區的青年人和婦女有更多參與大

型社區活動的機會，擴闊社交圈子，藉此建立自信心和提升

社會意識，達致個人增值，更融入社會。

此外，博愛Café亦繼續參與二零一六「十一良心消費運動

（TECM）」，計劃目的是希望能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鼓勵消費者、企業、學校、機構等選購社企的產品和服務，

化愛心為行動，以行動改變社會，支持可持續性發展。

舉辦相類交流活動，推廣「有型運動、健康人生」的

訊息。

展望
本院青少年服務將繼續努力推行不同的活動計劃，持

續鼓勵青少年多元發展，培養有益身心的興趣，發揮

創意活力，建立正向人生。

「博愛Café」本著社企精神，一直積極培訓青少年，為有興

趣成為咖啡師及投身餐飲業的年青人，提供培訓和實習機

會，協助他們裝備自己，加強工作競爭力。今年博愛Cafe更

參與「美食博覽2016」及「第51屆工展會」攤位展銷，售賣

手工曲奇及咖啡渣手工皂。當中年青咖啡師得到不少營銷經

驗，更學習和提升與顧客的溝通能力和表達技巧。

在工展會活動中，本院安排了博愛青年義工團和婦女義工「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設有大型滑道組件，除

為喜愛極限運動的人士提供安全的練習場地外，中心

更積極連繫學校和地區團體，為青少年和區內人士提

供極限運動的體驗機會。今年中心更嘗試舉辦「Skate 

Fun Day」活動，當日有超過一百名滑板愛好者參加，

活動環節包括花式滑板表演及體驗、環保DIY滑板工

作坊、BBQ美食分享，參加者反應熱烈。本院會繼續

博愛Café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參加「環保DIY滑板工作坊」，將舊滑板回收，可以變成各種形狀的「街板」，發

揮創意。

Skate Fun Day吸引滑板愛好者，也有不少觀眾到現場「打氣」，大家自然率性坐

在地上，場面熱鬧。

博愛Café參加「工展會2016」，婦女義工協助製作精美的手工藝品，更到現場落
力推銷。

博愛Café衝出天水圍，參加「美食博覽2016」，推廣本院社企服務。在此感謝民
政事務總署提供免費攤位，供「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成立的社企參與展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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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參與「元朗區青年節」，負責帶領區內青少年籌備閉幕典禮、大型表演和攤位活動。

由「博愛好聲音」參加者及中心青少年義工組成「博愛青年義工團」，充滿朝氣和活力!

「全方位增值計劃」中學生參加職志培訓，由時裝設計師分享行業發展，更齊齊學習畫紙樣。

博愛Café積極與區內中學及職業培訓中心合作，舉辦餐飲文化課程和體驗工作坊。

博愛青年義工團協助「重聚Teen倫」計劃舉行聖誕派對，逗得老友記開懷大笑。

中心為「元朗區學生全方位增值計劃」

提供培訓，協助學生策劃社區服務及行

業展覽，訂定生涯規劃。

中心舉辦中學生「堅毅訓練營」，同學們

投入遊戲活動，發揮團隊精神。

中心舉辦「自我挑戰」野外訓練營，年青人合力扎作竹筏，一起出海

冒險，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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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珠永遠顧問MH，連同總幹事、副總幹事、博愛屬下

三間中學校長和老師、社會服務副總監及社工，帶領

二十多名博愛中學生及青年大專生，一行五十三人浩

浩蕩蕩前赴海南進行考察活動，希望年青人「多學、

多睇、多感受」。

參加的年青人都是第一次去海南省，由海口、文昌、

博鰲到三亞，由大學、規劃展覽館、航天科普館、博

鰲論壇至三亞酒店工作坊，三天行程緊密豐富，令他

們逐步認識海南，亦加深了解國家的發展情況。希望

年青人可以把此行所學的知識和體驗，例如旅遊酒店

業的好客之道、城市規劃的節能環保等，推廣和應用

於日常生活之中。

在一帶一路的政策之下，中國與香港不論在經濟、文

化、生活的距離都進一步拉近，有見及此，本院在董

事局的支持和帶領下，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二

日舉辦海南省青年交流團，讓年青人到祖國實地探訪

及交流，加強對國家的認知和歸屬感。

是次交流團承蒙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及中

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

張肖鷹副部長擔任榮譽團長，隨行有教育局容寶樹首

席助理秘書長（專業發展及培訓）、教育局張志明新

聞秘書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郭永

斌副處長，而董事局出席成員包括陳 李妮主席、彭少

衍候任主席、李鋈發副主席、林麗儀總理伉儷、譚姜

博愛醫院海南省青年交流團

「出發了，GO！GO！GO！」大家懷著興奮心情，向海南出發。

中港青年互動交流，相處融洽，臨別時送上博愛 曲奇，以示謝意。

博鰲亞洲論壇發起國有廿九個，並於二零零一年正式宣告成立，每年定期

召開年會討論經濟、社會、環境等議題。大家對於火箭模型最感興趣

吳克儉局長及主席團與海南大學武耀廷黨委書記交流兩地教育概況後，合照留念。

交流團成員與海南大學師生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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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家庭服務

博愛醫院兒童及家庭服務現有十間中心分佈在屯門、

元朗、青衣、沙田及黃大仙，致力為基層家庭及兒童

提供多元化的預防和支援性服務。服務對象主要為六

至十二歲兒童及家庭成員，服務內容包括課餘託管服

務、兒童成長小組、多元智能興趣班組、親子活動、

社區活動、婦女義工小組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等。

「博愛好兒童」多元活動   學習滿FUN
本院一向以兒童成長發展為核心服務內容，期望透過

多元活動，照顧兒童的身心行為發展，啟發他們的全

人發展和品格修養。過去一年，曾先後舉辦多項不同

性質的活動，包括大自然探索、環保教育、公民教

育、文化歷史之旅等活動，讓兒童從興趣出發，體驗

課堂以外的學習樂趣，並擴闊視野。當中更包括多個

親子活動，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參與，藉此增強家庭凝

聚力。

「博愛好兒童」課餘託管服務
政府為扶貧及鼓勵婦女就業，近年增撥資源加強學童

課餘託管服務，以協助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為配合

政府政策及回應社區需求，本院積極推行課餘託管的

服務，現時提供約四百四十個服務名額，為有經濟或

社會困難的家庭及有需要的學童，提供託管照顧。

為推動學習精神及鼓勵兒童培養良好品格，本院今年

更增設「博愛好兒童獎勵計劃」，以書券獎勵成績優

異、操行良好或有明顯進步的託生，購置書本及文具

等，以示嘉許和鼓勵。展望未來，本院將繼續努力提

供多元服務，傳播「快樂兒童、和諧家庭」的訊息。

暑假「童遊世界」，學習滿FUN。 TEENS合唱團，一班未來SING星。

英國大學生來香港文化交流，與小朋友講故事玩遊戲。近距離同海豚接觸，小朋友相當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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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妮主席、彭少衍候任主席、吳錦青副主席、譚健業總理探訪

中心，與小朋友打成一片！ 在教練指導下，小朋友初次玩滑板，挑戰自己。

Halloween到了，南瓜小姐與鐮刀嘩鬼齊齊行catwalk！

陳李妮主席探訪中心，親身了解家長

對服務的需求。

大型親子活動「博愛哈囉喂海上大派對」，超過三百多名兒童和家長參加，還有多名董事

局成員出席支持。參觀消防局後，小朋友學習心外壓，體驗救護員的工作。

 彭少衍候任主席、梁天富總理、陳首銘總理探訪中心，鼓勵課託生努力學習。 課託生參加無線電視的《Think big》節目錄影，大家都非常興𡚒。

遊覽科學園，從小培養求知之心。轉來轉去轉不完，轉出天真快樂笑臉! 一家大小一起到「航空探知館」，認識香港航空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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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因各種意外而喪失生命人士之家庭，而

其家人因該等人士喪生而造成經濟困難者。

‧ 援助獨居老人、個人或家庭而其處境處於危

機情況者。

‧ 援助因意外致個人身體傷殘而需要緊急購買

各項輔助器材之人士。

‧ 本基金以協助本港居民緊急需要，只作短暫

性援助。

目標與宗旨

對長期病患者而言，治療是一段漫長的道路，「博愛醫

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協助博愛醫院的長期病患病人，

使他們得到適當的診治及復康照顧。受助的治療項目包

括：糖尿、中風、康復、內科長期病患之照料、外科手

術器材、術後病人支援、及病人康復設施。

資助年經音樂家醫療費用
現年三十三歲的年輕小提琴家郭子健於二零一五年確

診末期腎衰竭，並於二零一六年到博愛醫院 ─ 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求醫，接受每星期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目的是援助

因遭遇到不幸而需要即時援助，以解燃眉之急的社會

人士。服務成立至今，已援助眾多身處危難的家庭，

度過困難。

雖然本港經濟較以往富裕，但社會上仍有人遭遇不幸

的情況如天災人禍、貧病無依、意外事件，為其受害

者及家人等有需要人士，提供緊急經濟援助，以協助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

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兩次的中醫針灸治療。然而郭子健的病情嚴重影響其

小提琴演出及教琴收入，加上每星期的洗腎及針灸治

療費用，令出生基層的他生活百上加斤。

為幫助郭子健度過窘境，讓他得到適當的診治及復康

照顧，「博愛醫院長期病患援助金」撥款超過港幣十

四萬元，資助他每星期進行兩次中醫針灸治療及洗腎

服務，以治療其末期腎衰竭病症，期盼郭子健積極面

對，維持穩定的身體狀況，延續對音樂的熱誠。

解決困難。本院的緊急援助金就申請人的個別情況，

提供短暫性緊急現金或物資援助，如需長期援助之個

案，則會作出相關轉介。

受助個案 ─ 兩個港人家庭在德國受襲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八日四名港人在德國南部乘火車

時，突然被人以斧頭襲擊，其中兩名傷者頭部及腹部

受傷，情況危殆。鑑於傷者需在德國長期留醫，極需

支援，本院啟動緊急援助金三十萬港元，經由民政事

務總署交予兩個受傷家庭，以解燃眉之急。

受助個案 ─ 元朗電單車車禍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早上，在元朗發生致命交通

意外。一名少數族裔港人駕駛電單車，行至元朗朗日

路時，被對面線的小巴相撞，電單車司機頭部嚴重受

傷，昏迷被送往博愛醫院，後及證實死亡。由於死者

為家庭的經濟支柱，且遺孀懷有身孕並育有一名兩歲

女兒，本院經醫務社工轉介個案後，旋即處理個案，

向遺孀發放港幣五萬元，以支付死者的殮葬費及應付

即時家庭的生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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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博愛醫院董事局秉持「博文愛德」的精神辦學，創辦

教育服務。現時，本院在新界及九龍共開辦有三間中

學、一間小學及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另外，本院的

姐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一間

中學、三間小學。

為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本院屬下的中小學均秉承下

列宗旨辦學：

‧ 以「博文愛德」為校訓，培育「博愛」精神；

‧ 支持專業領導及教學，營造優良學習氛圍，與持

分者共建尚學社群；

‧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建立高尚品格及正面價值

觀，終身學習，追求卓越；

‧ 培養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獨立思考、善於溝通、

具國際視野、重視文化承傳、關愛社會及國家、

具領導能力的人才。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在新界及九龍共開辦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幼兒中心，並秉持「博文愛

德」的精神辦學，讓學生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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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班級結構

班級 班數

中一 4

中二 4

中三 4

中四 5

中五 5

中六 5

總數 27

校外獎項

類別 得獎數目 參與人次

藝術 10 45

體育 84 266

學術 39 61

音樂 9 73

朗誦 32 80

總計 174 525

學年活動
類別 項次

比賽 39

座談會及講座 23

訓練班及訓練營 101

考察活動及參觀 36

主題活動 28

表演觀賞 4

服務活動 17

其他活動 7

總計 255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本著多年來服務社群的精神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創辦第一所中學，並以新界望族鄧公佩瓊太平紳

士命名，以表揚及紀念鄧氏生平對社會之貢獻。本校校訓「博學於文，愛人以德」，教育目標是培育學生成

為能獨立思考、有良好社會意識、有國際視野、有溝通能力、有責任心之良好公民，致力提供全人教育。

學業成績及前瞻
本校所有中一學生均為一級及二級之小六學生，二零

一五年至二零一六年度中六學生升讀大學或大專院校

比率約80%。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總平均2級或以上百分

率為92.1%。本屆多位同學考獲5**及5*的佳績，並獲

本港著名大學取錄。視覺藝術科及體育科的老師及學

生更應教育局邀請分享學習心得。鑑於本校學生為中

上之材，因此本校的課程設計將會以學生入讀大學的

訴求為依歸，並期望學生入讀大學時能修讀專業課程。

旅遊與款待科的劉安盈和易芷蔚同學榮獲「2016年全球旅遊與旅遊業合作組織國際

個案研究報告比賽」冠軍，代表香港前往法國尼斯接受國際獎項及發表研究報告。

學生與聯校台灣銘傳大學劍擊交流 學生出席名人講座，與本港著名導演郭子健交流。

步操樂團榮獲多屆「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金獎，曾多次獲邀出席「上海旅遊

節步操樂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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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設計 特色課程
1. 校本小班教學

 本校推行小班教學，加強照顧學習差異，並有效

增加師生的互動及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2. 初中自主學習計劃

 本計劃強調學生自習、備課和小組合作學習的重

要性，鼓勵學生投入學習，並以培養學生自學態

度和能力為目的。

3. 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 (The McGill – Hong Kong 

Educ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本校與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合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每年二至四

月期間，大學方面會安排外籍英語教師到校實習，這

對營造英語環境，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面有正面、積

極的幫助。

4. 初中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本校中一至二級全面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

文，以期在初中階段進一步鞏固及提升學生語文

學習的能力。

 

生態校園 發展科研
本校設生態校園，包括熱帶雨林區、迷你果園、淡水

生態魚池及香草園等綠色環保設施。此外，本校與海

洋公園學院、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及香港城市大學合

作，參與《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提升學生對瀕危

物種的保育意識。

環保教育 持續推廣
本校致力推行環保教育，曾連續五年取得「學界環保

獎勵計劃學校」榮譽獎及特別獎，以及「香港綠色學

校獎」亞軍。

發展潛能 多元活動
本校學生於二零一六年世界機關王總決賽中，奪得世

界賽亞軍，為港爭光。本校歌詠小組代表香港前往北

京參加「第十二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全

國總評選」，奪得團體合唱（青少年組）金獎和獨唱

（青少年組）金獎。此外，本校籃球隊在中學校際籃

球比賽（沙田及西貢區）取得男子甲組冠軍及女子甲

組季軍；女子手球隊取得中學校際手球比賽（沙田及

西貢區）女子組總冠軍；田徑隊於校際田徑比賽（沙

田及西貢區）取得男子及女子乙組團體季軍。

班級結構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班數

政府資助班數 4 4 4 4 4 4 24
校本班數 5 5 5 5 5 5 30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於一九九零年創校，以「博

文愛德」為校訓，培育「博愛」精神。本校支持專

業領導及教學，並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為依歸。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歌詠小組在北京獲「第十二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全國總評選」團

體合唱金獎和獨唱金獎

陳楷紀念中學學生總決賽中，獲得世界機關王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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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歷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本校共有五十九位教師，包

括博士三人、碩士廿九人、學士廿七人。

多元智能 各展才華
1. 聯課活動：本校透過境內及境外學習，擴闊同學

視野及豐富生活體驗，更能培養學生成為積極及

勇於面對挑戰的新一代。此外，透過「愉快星期

五」計劃，超過四十個學會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及

建立生活品味。

2. 早讀課及早會活動多元化：包括紀律訓練、升旗

儀式及國旗下的講話、師生英語交流活動、學生

才藝表演、老師及學生經驗分享或短講、好書推

介、語文活動等，藉此擴闊學習經歷。

3. 德育及國民教育：本校透過課內、外活動，營造

關愛校園的氣氛，幫助學生建立自信，熱愛生

命，培養良好品德，為他們將來貢獻社會、國家

及世界作好準備。

4. 學術活動：學術週、語文活動、音樂表演、視藝

創作展、境外考察等。

5. 培育未來領袖：學生領袖、圖書館領袖生及總務

特工隊等多項精英訓練，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兩文三語 推廣閱讀
1. 英文科為了配合「兩文三語」校本政策，締造豐

富的英語學習環境，增加學生接觸和練習英語的

機會，為將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5 5 5 27

班級結構

2. 中一數學及綜合科學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中二級

數學及綜合科學至少一班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中

三、中四及中五級數學科至少一班以英文為教學

語言。語文政策的推行，營造學習英語的氛圍。

師生攜手 再創佳績
1. 二零一六年升讀大學或大專課程的比例接近84.3%。

2.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校外比賽共獲三十個冠

軍、三十六個亞軍、三十五個季軍，以及多項優

異及良好獎項，獲獎人數合共二百六十人。

學校簡史及辦學宗旨
本校為一所津貼男女學校，於一九九九年由博愛醫

院成立，以「博文愛德」為校訓，本着博愛精神，

誨人不倦；透過整全計劃，致力提供一個愉快、溫

馨、關愛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以

實踐全人教育為理想，培育學生成為懂得不斷學習

的良好公民。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全方位學習日，同學總結學習成果，準備向全級匯報。

音樂比賽創舉，學校四社大合唱。

學校的科學週，同學齊齊動手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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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本校自二零零七年度起推行「普通話教中文」。學生

從一年級上學期起，開始有系統地學習聲母及韻母，

學生在一年級下學期時，已能夠初步掌握聲母及韻

母，並能夠適應以普通話學習中文，而二至六年級的

學生已能全面以普通話學習中文。

本校於二零一二年度起，參與由香港大學領導推行的

「喜悅寫意」課程，課程為期三年，至二零一五年度

已順利完成。現時，本校繼續優化這課程，與本校的

課程結合，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在英文教學方面，學校利用大圖書教學法教授英語，

通過唱歌、講故事、遊戲等活動學習英文生字、句子

結構、拼音及文法，加強學習英語的趣味性，提高學

生學習英語的動機。此外，學校亦與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McGill University）協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

作計劃，大學派出修讀四位英語教學的學生來教授英

語，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體驗，並增加學生接觸英

語的機會。

全方位學習及課外活動
為增加學生參加境外學習及交流活動的機會，每年學

校都會申請「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

交流計劃。今年，老師帶領四及五年級同學到東莞

和中山考察和交流，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辛

亥革命的歷程及其精神。同時，亦透過「虎門銷煙」

歷史事件，體驗中國人民保家衛國、不畏強敵的英勇

學校簡史及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為博愛醫院董事局創辦的全日

制政府資助小學，位於將軍澳尚德邨。學校由本院

永遠顧問陳國威太平紳士捐出開辦經費，在一九九

八年九月一日正式投入服務。學校秉承博愛醫院

「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服務社會宗旨，以「博

文愛德」為校訓，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羣、美

五育的均衡發展。 

精神。此外，學校亦為各級學生安排各種參觀活動及

宿營活動，讓學生體驗課堂以外的學習樂趣，擴闊視

野。

學校開設了三十多個課外活動小組，讓學生參加，包

括有中國舞、合唱團、樂器班、電腦班、繪畫班、田

徑、柔道、球類、童軍、公益少年團、環保大使、義

工隊等，以發展學生不同的潛能。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學校與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協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

四及五年級學生到東莞和中山考察及交流

公益少年團團員參加濕地環保行活動

本校中國舞班榮獲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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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學校宗旨
博愛醫院屬下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以「博、文、愛、

德」為校訓，致力讓學生能在德、智、體、群、美各

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每所幼稚園為學生

締造和諧及愉快的學習環境，從中培養學生能夠一生

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的能力。

學習領域的定位
課程發展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歷程，博愛醫院屬下幼稚

園一直配合教育局推行之課程制度發展，培養學生的

求知精神、樂於學習和探索的態度，透過各種生活體

驗、活動和遊戲，讓他們能均衡發展，發展健康的自

我概念，及能有信心和能力適應不斷轉變的世界。

學前教育

單位名稱 陳潘佩清紀念
幼稚園幼兒中心
(元朗)

陳徐鳳蘭
幼稚園幼兒中心
(藍田)

朱國京夫人紀念
幼稚園幼兒中心
(天水圍)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觀塘)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幼兒中心
(紅磡)

校長 劉詩敏女士 李詠敏女士 張彩霞女士 梁若明女士 楊伊琪女士

創校年份 1988年 1993年 1994年 1999年 2002年

學生人數
(截至12/2016)

110人 112人 112人 100人 114人

入讀百分率 100% 100% 100% 100% 100%

教職員 19 19 19 16 15

學生們裝扮成鯊魚，向大家宣傳保護海洋的重要性。學生用蒙特梭利的紅棒教具，設計了一個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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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學校相信遊戲是孩子生命的一部分，它陪伴孩子成

長，為他們的智力、體能、情意及群性發展建立良好

的基石；為此，本院幼稚園幼兒中心參加教育局及中

文大學協作計劃中的專業發展活動推行遊戲教學，從

而提升課程領導及教師的專業能量，鼓勵教師設計綜

合、開放、富啟發性和有趣的遊戲課程，以照顧不同

學習者的需要，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發揮個人潛能。

孩子體能發展也相當重要，學校也參與教育局幼稚園校

本支援服務「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藉著

與內地老師的專業交流，促進兒童的體能與健康及加強

教師對運動專業的培訓，達致學生身心的均衡發展。

與此同時，學校與美國他洲鹽湖城Waterford Institute

及Headstart Group Limited公司合作，增加了美國Wa-

terford Early Reading Programme(WERP)課程，培養學

生真正雙語發展，這套課程是強調透過研究引證的教

學法，與有趣互動的活動和練習相結合，課程中有五

個主軸，包括：音韻覺識能力(Phononlogical Aware-

ness)，字母拼讀(Phonics)，文法語法概念(Language 

Concept)，閱讀理解(Comprehension and Vocabulary)

及語言流暢度(Fluency)，提供有系統、趣味性、豐富

教學資源的浸潤式英文課程，讓學生從小培養出正統

英文，相信對學生未來發展有很重要的幫助。

關愛校園
學校向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育，一直推行關愛校園，

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品

德教育早已滲透於課程內，而每個教學主題均以品德

教育為軸心，配合戶外學習讓學生走出校園，踏進社

區，認識區內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接觸區內不同的

人士，透過探訪互動，從而增加學生對有需要人士的

關愛及接納，達致社區關愛共融。

在家長方面，學校經常舉辦一些親子活動，提升家長

對品德教育的認同，鼓勵學生把學習到的以禮待人，

尊敬師長，孝順父母等良好品德，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此外，學校亦積極推行環保教育，在課程中加入不同

的環保元素，向學生灌輸正確環保意識，鼓勵學生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態

度，於二零一六年學校獲得匡智賽馬會綠色教育計劃

（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傑出綠色學校標籤」及「綠

色心得獎」。

良好的教育必須要學校與家庭的互相配合，為此各屬

校積極推動不同種類的活動，例如：舉辦家長會、專

題講座、家長觀課體驗、親子旅行、親子伴讀計劃、

故事爸媽工作坊、家長教師面談日、邀請家長擔任義

工、推行家教會等。同時，學校積極推行家長教育，

彼此交流和建立社區網絡互相支援，藉此發揮家校伙

伴合作的精神，共同協助孩子成長。

親親大自然，讓學生體驗集體遊戲的趣味，享受大自然的樂趣。

消防員到校與學生講解防火知識、讓學生了解消防員的日常工作及對消防設備的認識。

蒙特梭利聯校教師培訓，邀請台灣蒙特老師蒞臨親授，圖為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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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學校的核心工作是培育學生、因材施教，讓他們具備

學習及應變能力，為未來展開充實，並有意義的生

活，其中教師正正是學校最重要的人力資源。故此，

本院在教師專業培訓上，分為聯校教師培訓及校本專

業培訓兩方面。

本學年聯校教師培訓，本院再次邀請台灣蒙特梭利專

業培訓教師洪淑敏老師，到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

園幼兒中心，為五間幼稚園教師進行蒙特梭利培訓進

階班。除聯校教師培訓外，各校亦按校本需要安排不

同的專門培訓、參觀、工作坊及分享會等活動，讓教

師與時並進、自我增值，並透過不斷的學習、討論及

分享，加強專業知識和技能。

總結
幼兒園課程是實現幼兒園教育過程，以幫助學生獲得

學習經驗的最佳途徑，是促進其身心全面和諧發展的

重要因素。本院深信塑造孩子的品格、引發其喜愛學

習的精神、建立人際關係和培養創意思考等均十分重

要的。

整個建構過程，每一細節均不能掉以輕心，本院幼稚

園幼兒中心必定會積極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和態度，並持續完善校本課程，讓學生能用好奇的眼

睛打量、發現、探索世界，思維更靈活，更能爆發創

造力，並繼續以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

表達、終身學習為最終目標。

學生通過有組織性的體能活動，挑戰自己。

學生在藝術活動中感受創意的樂趣喜愛學校的生活，感到溫暖、平安及喜樂。

學生代表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介紹本校的環

保教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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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財務報告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收益分析(未經審核)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支出分析(未經審核)

醫院管理局及衞生署補助 
$2,511萬

籌募活動費用 
$1,424萬

其他收益 
$281萬

本期盈餘 
$57萬

行政費 
$1,301萬

單身人士及其他服務
(包括：緊急援助金、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長者夢想成真等）
$451萬

幼稚園服務 
$3,472萬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2,418萬

籌募及捐款 
$13,695萬

社會福利署補助
$22,882萬

安老服務
$36,666萬

中醫服務
$13,338萬

教育服務
$16,075萬

服務收益
$19,631萬

教育局撥款
$16,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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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各界善長/公司/機構對博愛醫院之
鼎力贊助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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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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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博愛醫院2016/2017善長芳名錄

善長芳名 金額

上海商業銀行 3,386,000.00 

元朗商會 2,328,274.00 

陳 李妮 主席 1,539,216.00 

訊通展覽公司 723,130.00 

羅廣財 429,716.61 

和諧長青服務聯會 419,971.40 

祥華賢毅社 398,870.70 

李柏成 副主席 381,750.00 

李鋈發 副主席 362,000.00 

簡樹秋 301,000.00 

同皇有限公司 300,000.00 

蓬瀛仙館 287,600.00 

衍生行有限公司 264,440.00 

健誼社  257,218.20 

YETWAN DEVELOPMENT LTD 240,000.00 

愛心傳送 216,620.00 

東方體育會足球隊有限公司 214,774.40 

圓玄學院 212,297.00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211,073.20 

冠華鏡廠集團-許海周倩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0 

梁龍漢斌 歷屆總理 200,000.00 

黃茂雄 200,000.00 

銘威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方俊文 總理 195,552.00 

許林慶議員辦事處、興東社區網絡、興祖樓、興豐樓、
興康樓互委會

178,308.60 

林群 副主席 173,180.00 

蕭潔嵐 總理 170,000.00 

黃偉光 總理 168,600.00 

上海商業銀行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 - 郭錫志 先生 168,000.00 

HANG WUI SERVICES LTD 165,800.00 

錦創發展有限公司 161,830.00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145,930.00 

煌府婚宴專門店 140,000.00 

黃碧雲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愛民邨居民協進會/薈萃服務
網絡協會

126,246.30 

聯傑企業有限公司 120,000.00 

鄧麗萍 119,000.00 

元朗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111,607.90 

譚姜美珠 永遠顧問MH 106,900.00 

WATT SHUN LING JACKIE 100,000.00 

朱美香 100,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冠華鏡廠集團-許銘 100,000.00 

譚健業 總理 96,000.00 

楊亞媛 總理 94,020.00 

廣源社區居民聯會 / 王虎生議員辦事處 93,617.80 

何世傑 總理 93,612.00 

大發餐廳 88,199.00 

余秀蘭 總理 88,000.00 

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TD 83,660.00 

楊清容 82,300.00 

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81,756.70 

郭志成 總理 81,600.00 

GOLDMAN SACHS INTERANTIONAL MATCHING GIFT 
PROGRAM

81,470.28 

CHENG LAP TAK PAUL 80,000.00 

俊匯建材有限公司 74,900.00 

袁振寧 總理 74,900.00 

JETFUL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74,900.00 

藍國慶 永遠顧問MH 69,800.00 

HUI'S BROTHERS CHARITABLE (HK) COMPANY 
LIMITED

67,000.00 

博愛義工A隊 65,171.70 

李淑媛 總理 64,150.00 

DAZIL LIMITED 64,000.00 

羅方圓 總理 62,490.00 

江昕 總理 62,400.00 

環球屋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62,000.00 

SDM ACADEMIE LIMITED 62,000.00 

陳國基 總理 60,830.00 

周駿達 總理 60,000.00 

陳俊民 總理 60,000.00 

曾向得 總理 60,000.00 

KA SHING JEWELLERY & WATCH LIMITED 60,000.00 

陳泓斌 總理 60,000.00 

EAGLE DAY INVESTMENTS LIMITED 60,000.00 

BAUHAUS MANAGEMENT LTD. 60,000.00 

施鴻冠 60,000.00 

林炳森 56,294.50 

ASM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56,000.00 

MAGGIE HON (HK) LIMITED 54,311.00 

以馬內利機構有限公司 50,000.00 

張博凱 50,000.00 

陳基業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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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鄭國華 50,000.00 

黎景紅 50,000.00 

張錦松 48,400.00 

PACKAGE TOURS (HK) LIMITED 46,000.00 

竹園邨街坊會 45,086.00 

KANFORT CREATION LIMITED 44,500.00 

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龍蟠苑業主聯會/藝林曲藝苑  44,307.10 

NONG'S COMPANY LTD. 42,899.70 

麗閣邨麗萱樓互助委員會 41,000.00 

ESPRIME LIMITED 40,500.00 

CHEUNG LIT SHING 40,000.00 

SHUM MAN SAU 39,300.00 

KWONG MI LI 38,000.00 

REGENT MARVEL INTERNATIONAL LTD. 38,000.00 

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38,000.00 

振邦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38,000.00 

華訊電子有限公司 38,000.00 

LAM WAI HON 37,000.00 

愛心健康促進會 36,920.50 

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35,300.00 

THE HONG KONG CLUB 34,160.00 

SAS INSTITUTE LTD 34,000.00 

香港旭日扶輪社(慈善)有限公司 34,000.00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3,099.10 

ELITE PARTNERS CPA LIMITED 33,000.00 

蕭炎坤 永遠顧問 33,000.00 

富山邨琼富居民聯會 32,018.40 

CHINA GYMNASTIC ASSOCIATION LTD 32,000.00 

東熹苑業主立案法團 30,049.10 

黃曉君 總理 30,000.00 

ELITE IDEA LTD 30,000.00 

TUNG TAK NEWSPAPER & MAGAZINE AGENCY CO 
LTD

30,000.00 

元朗婦女力量 30,000.00 

林忠信 30,000.00 

郭興坤 歷屆總理 30,000.00 

鑑基平護(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0 

CAMMIE KWOK 29,800.00 

LEE WOON MING WENDY 29,800.00 

熱度義工團  29,732.80 

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 29,551.90 

善長芳名 金額

梁永銳 29,100.00 

京王工程有限公司 28,830.00 

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28,000.00 

DAVID DECORATION LTD 28,000.00 

ESQUEL ENTERPRISES LIMITED 28,000.00 

FUJI XEROX (HONG KONG) LIMITED 28,000.00 

HONG KONG LIFE INSURANCE LIMITED 28,000.00 

Kwok Hing Kwan Chan Lai Wah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28,000.00 

LINK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28,000.00 

PUN KAM HUNG, JEREMY 28,000.00 

TELEFIELD LIMITED 28,000.00 

香港又一村獅子會有限公司 28,000.00 

香港駕駛學院有限公司 28,000.00 

翠竹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28,000.00 

潮安發展有限公司 28,000.00 

杏花邨業主委員會住宅代表分會 27,389.90 

李慧琼議員、潘國華議員、關浩洋議員辦事處 26,341.40 

殷美嫻 25,000.00 

鷹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5,000.00 

關愛彩雲愛心隊 23,434.30 

長洲鄉事委員會 23,425.90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23,000.00 

景鴻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22,000.00 

KWONG WING CHAN TERRANCE 21,800.00 

岑袁美娟社區服務處 21,315.50 

香港仔中心慈善籌委會 20,591.00 

荃灣街坊福利會 20,001.70 

LEE LUNG CO. LTD. 20,000.00 

LEUNG TAI LOI PATRICK 20,000.00 

MAN WING KAI 20,000.00 

WONG HIN YEUNG 20,000.00 

六合聖室有限公司 20,000.00 

司東紅 20,000.00 

竹隱長春洞 20,000.00 

何耀榮 20,000.00 

余蔡佩英 20,000.00 

洋鷹有限公司 20,000.00 

梁冼瑞齡 20,000.00 

祥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 

陳英區議員辦事處 / 獅子山下同樂會 20,000.00 

博愛醫院2016/2017善長芳名錄



137

博

愛

醫

院

丙 

申 

年

年

報

善長芳名

善長芳名 金額

黃祥東 20,000.00 

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 

黎煥好 20,000.00 

PricewaterhouseCoopers Foundation 19,230.00 

陳麗茹 19,085.00 

永年士多 19,005.50 

林德成議員辦事處/紅磡居民服務協會 18,590.00 

SML (HONG KONG) LIMITED 18,000.00 

陳文華議員辦事處/屯門區居民服務社/小熊貓 17,659.30 

好到底麵家 17,271.90 

香港婦女健康大使總會 16,350.00 

陳岫雲社區服務處   16,103.00 

SMART HILL ENTERPRISES LIMITED 16,000.00 

陳富明議員辦事處  15,991.00 

俊宏軒第三座互委會 15,709.00 

鳳德慈友聯誼會 15,383.20 

博愛義工B隊 15,017.00 

ROSSANA GAW WANG 15,000.00 

元朗洪水橋各界協會 15,000.00 

好彩蔴雀耍樂 15,000.00 

彩霞蔴雀娛樂 15,000.00 

鄧慕蓮 15,000.00 

祈德尊新邨業主立案法團 14,900.80 

昌盛苑(華明路)業主立案法團 14,899.70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14,875.20 

程志紅議員辦事處 14,744.00 

古桂耀議員辦事處 14,445.60 

波子積善會 14,000.00 

馮錦顏 14,000.00 

盧碧霞 13,700.00 

天水圍金曲愛心義工隊 13,520.50 

張錦鴻 永遠顧問 13,500.00 

鴨脷洲邨利澤樓互助委員會  13,215.00 

葵芳邨互助委員會聯會 13,001.60 

許錦基金有限公司 13,000.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黃錦威先生 13,000.00 

和富中心 12,940.50 

青暉社區服務中心 12,763.20 

馬先生 12,500.00 

西九龍社區義工團 / 新寧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12,480.70 

善長芳名 金額

雍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12,333.00

李何秀英 12,000.00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12,000.00 

吳錦青 副主席 11,830.00 

BKT GROUP LIMITED 11,784.90 

北區彩園耆樂社 11,635.70 

油麗邨暨黎樹濠議員辦事處 11,292.20 

新界上水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 北區青少年康樂體育會 11,186.00 

安寧花園 11,003.60 

DRAGON TEAM TRADING LTD. 11,000.00 

GOOGOOGAGA LIMITED 11,000.00 

張錦松合家 11,000.00 

國榮譚氏企業有限公司 10,900.00 

袁敏兒議員辦事處 10,887.40 

BS ENGINEERING & CONSULTANCY COMPANY 
LIMITED

10,800.00 

HO KEI TUNG 10,800.00 

兆麟苑業主立案法團  10,761.40 

陳小芬 10,719.90 

張木林議員辦事處 10,608.70 

大埔寶雅苑(A,B,C座業主立案法團) 10,571.00 

十八鄉居民協會 10,500.00 

藍田區各屋邨苑 10,500.00 

ABUS (HONG KONG) LIMITED 10,200.00 

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10,193.60 

文娛會有限公司 10,135.00 

CHEUNG WAI SHUEN 10,000.00 

CHOI WAI WAH 10,000.00 

CHOW LILY 10,000.00 

FUNG HING KI 10,000.00 

HUI WAN CHI DORIS 10,000.00 

LEE SIEN CHOY 10,000.00 

LEUNG CHUN KA 10,000.00 

LONG HARVEST INTERNATIONAL FOOD TRADING LTD 10,000.00 

OPHELIA T.M. HURST 10,000.00 

PEACE AVENUE VETERINARY CLINIC 10,000.00 

SO KONG HO 10,000.00 

SOMA INTERNATIONAL LTD 10,000.00 

TAM YUE MAN 10,000.00 

TSOI LAI CHUN 10,000.00 

UNION EXPERT ENT LTD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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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ONG KWOK HUNG 10,000.00 

WONG TAT WAH 10,000.00 

佛教青年協會 10,000.00 

李汝大辦事處 10,000.00 

沙田第一城委員會 10,000.00 

林家樂 10,000.00 

林毓勝 10,000.00 

林燕 10,000.00 

林興壽 10,000.00 

建東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胡錫偉 10,000.00 

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 

恒達熱水系統設計有限公司 10,000.00 

張女 10,000.00 

張元德 10,000.00 

陳永光 10,000.00 

富豪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雲鶴山房 10,000.00 

黃炳珍 10,000.00 

黃啟泰 永遠顧問MH 10,000.00 

黃淑斌 10,000.00 

萬德至善社 10,000.00 

葉英強 10,000.00 

廖建榮 10,000.00 

蔡植生 10,000.00 

鄭海泉 永遠顧問 10,000.00 

謝繼生 10,000.00 

龐美兒 10,000.00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9,983.60 

振明楊式太極拳學會 9,910.00 

元朗大會堂 9,800.00 

清澤樓互助委員會 9,707.20 

耀東邨眾互助委員會 9,171.20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8,910.00 

國師命理術數顧問 8,800.00 

太極拳研習同學會 8,734.80 

天水圍社區協進會 8,620.30 

民建聯油尖旺支部 8,400.70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8,287.00 

林玉葉(呂英家人) 8,168.30 

善長芳名 金額

張錫容議員辦事處/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8,061.90 

CO-NICE INVESTMENTS LTD 8,000.00 

POST YET INVESTMENTS LTD 8,000.00 

大光園有限公司 8,000.00 

HONG KONG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INCLUSIVE SOCIETY LIMITED

7,820.00 

萬宜堂玄空派風水擇日 7,800.00 

富寧花園 7,766.70 

黃大仙下邨龍樂樓互助委員會 7,722.00 

何明記麵家 7,686.40 

張日滙 7,600.00 

陳如松 7,500.00 

廣福之友 7,073.60 

YIK HIM BILLY KO 7,000.00 

鄭坤 7,000.00 

寶昌葉記珠寶金行 7,000.00 

荃灣象山邨樂山樓互助委員會 6,901.10 

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 6,800.00 

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6,800.00 

張靄文律師行 6,800.00 

陳耀雯 6,800.00 

龍寶工程有限公司 6,800.00 

薄荷葉泰國菜 6,800.00 

富安花園業主立案法團第四屆管理委員會 6,650.00 

九巴之友 6,629.00 

梁國華 6,500.00 

黃女 6,500.00 

鄭煜榮 6,500.00 

黎時煖 6,500.00 

BELLE CREATION GLOBAL HOLDING LIMITED 6,488.00 

CHUNG YUNG CYCLE CO 6,120.00 

EDELWEISS JEWELLERY COMPANY LIMITED 6,000.00 

WILSON GARMENT ACCESSORIES (INT'L) LTD. 6,000.00 

WONG KWOK KAI 6,000.00 

WONG PING HUNG 6,000.00 

中山市美太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6,000.00 

方文利 歷屆總理 6,000.00 

木棉製衣有限公司 6,000.00 

武盟有限公司 6,000.00 

保良局 6,000.00 

俊宏軒妍心社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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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堂詠春同學會有限公司 6,000.00 

盧柏榕 6,000.00 

靈隱寺有限公司 6,000.00 

新元朗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5,888.00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 5,825.00 

周奕希議員辦事處 5,780.80 

興田邨業主立案法團 5,758.40 

蕭浪鳴議員辦事處 5,740.90 

蝴蝶之友社 5,721.30 

群策社 5,602.70 

CHEUNG YEE HUNG 5,500.00 

欣盛苑A至G座業主立案法團 5,326.90 

大新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5,300.00 

葵興邨業主立案法團 5,253.50 

INNOSTAR TUITION CENTRE 5,250.00 

歐陽文珊 5,156.90 

沙田馬鞍山耀安顧式太極會 5,070.00 

CHAN MAN KUEN 5,000.00 

CHAN YEE LAN 5,000.00 

CHU CHING MAN ROSSANA 5,000.00 

E-TEX INTERNATIONAL LIMITED 5,000.00 

GARBO CLOCK INDUSTRIAL LTD 5,000.00 

GOLDEN MASTER JEWELLERY LIMITED 5,000.00 

HO PUI YI 5,000.00 

HOP CHUNG SCAFFOLDING COMPANY LIMITED  5,000.00 

KAN LEUNG CHOW 5,000.00 

KOONG HING YEUNG VICTOR 5,000.00 

KWONG KAI SING BENNY 5,000.00 

LAW KWOK HUNG 5,000.00 

LI YIM MUI BETTY 5,000.00 

LOGISTICS WORLDWIDE LTD 5,000.00 

LUK CHI CHEONG 5,000.00 

WORLDWIDE PRECISION (HK) LTD 5,000.00 

YEUNG NGAI DANIEL 5,000.00 

大新毛紗有限公司 5,000.00 

天基電氣(香港)有限公司 5,000.00 

先鋒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5,000.00 

何錦程 5,000.00 

李家松 永遠顧問JP 5,000.00 

昌樂護老中心 /荃灣街坊同樂會 5,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林少華 5,000.00 

松井 馨 5,000.00 

冼仙舟 5,000.00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 

姚永昇 5,000.00 

香港出入口華洋百貨行普益商會 5,000.00 

家寶鐘錶實業有限公司 5,000.00 

粉嶺耆英長青社 5,000.00 

張淑珍 5,000.00 

莊鳳言 5,000.00 

陳振華 5,000.00 

喜來登旺舖代理有限公司 5,000.00 

曾燕萍 5,000.00 

湯偉奇 名譽顧問博士SBS,BBS,MH 5,000.00 

順利建材潔具有限公司 5,000.00 

黃錦鴻 5,000.00 

黃韻材 5,000.00 

劉滿娣 5,000.00 

鄭慧珠 5,000.00 

聯發﹙聯營﹚運輸有限公司 5,000.00 

鍾記水 5,000.00 

羅氏夫婦 5,000.00 

羅致良 5,000.00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4,930.50 

仁武會有限公司 4,870.00 

MONICA CHAN'GROUP 4,800.00 

小桃園 4,800.00 

SAMIR DHROLIA 4,702.05 

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4,648.30 

時豐中心 4,568.50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4,500.00 

黃大仙社區中心國術組 4,460.00 

千里台業主委員會 4,429.00 

天人海明太極社 4,370.00 

心儀太極八卦武術會 4,330.00 

慈雲山顧式太極會 4,300.00 

程容輝義工隊 4,298.60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4,182.20 

嘉湖愛心義工隊 4,002.90 

BTC MANAGEMENT CONSULTANTS LIMITED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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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SAFETY CONSULTANTS LTD. 4,000.00 

SKYVIEW OPTICAL CO. LTD. 4,000.00 

TANG SING HING, KENNY 4,000.00 

UNIVERSAL CHEMICAL ENTERPRISES 4,000.00 

上水敬老愛幼慈善社團會 4,000.00 

尚德堂社區服務中心 4,000.00 

明亮車行 4,000.00 

林寶華 4,000.00 

金獅花園一期「金獅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恒發貿易公司 4,000.00 

徐輝 4,000.00 

張志平 4,000.00 

曾雲海 4,000.00 

趙美卿 4,000.00 

樂善社有限公司 4,000.00 

荃景花園第一期業主立案法團 3,958.30 

仁信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3,931.80 

MARKUS EICHACKER 3,848.35 

大棠有機生態園 3,800.00 

冠軍測量顧問發展工程公司 3,800.00 

建造業機械技術訓練中心 3,800.00 

貨車城集團有限公司 3,800.00 

新建業集團 施純榮先生 3,800.00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3,800.00 

實力顧問有限公司 3,800.00 

數碼文儀印刷中心 3,800.00 

合興工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及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3,684.90 

林淡鑾(陳宅合家) 3,680.00 

廣東一方制葯有限公司 3,572.10 

曾茜瀅 3,562.00 

李均頤議員辦事處 3,528.10 

CITY MAX HOLDING LIMITED 3,500.00 

LAI KIN FUN CECILIA 3,500.00 

NG YIN HA 3,500.00 

PHYLLIS WONG'S GROUP 3,500.00 

WAI HON YUK 3,500.00 

王少強 名譽顧問 3,500.00 

王美麗 3,500.00 

仝達國際產業有限公司 3,500.00 

何瑞霞 3,5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快樂人生義工服務團 3,500.00 

林俊傑 3,500.00 

國匯信貸有限公司 3,500.00 

陳國源 3,500.00 

新興電鍍廠 3,500.00 

鄭順海 3,500.00 

鍾文健 3,500.00 

蘇廣文 歷屆總理 3,500.00 

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3,450.40 

黃錦霞 3,450.00 

吳美議員辦事處 3,434.50 

情天之友 3,341.60 

青雅苑業主立案法團 3,325.80 

YEUNG WAI FONG 3,300.00 

胡梓開 3,300.00 

蔡少峰、劉柏祺議員辦事處 3,210.60 

道教清善壇有限公司 3,200.00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時采中心 3,195.60 

通宏護衛有限公司 3,160.00 

譚榮勳議員辦事處 3,144.00 

陳雲德 3,106.50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 3,055.80 

富健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031.20 

ASIA PANICH INVESTMENT CO. (HK) LTD. 3,000.00 

CHAN KIT FUN FANNY 3,000.00 

CHAN NGA SAN 3,000.00 

CHAN, KENNETH KIN CHEUNG 3,000.00 

CHEUNG WING CHOI FRANKI 3,000.00 

CHIU KWOK WAH 3,000.00 

CHUI YUN KEUNG RIKKI 3,000.00 

CROSSPAY LIMITED 3,000.00 

DR. LI MOW MING SONNY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3,000.00 

FUNG SUI MEI ANNA 3,000.00 

HO WING MAN BRENDA 3,000.00 

HO WING SZE 3,000.00 

KOO KWAN PO 3,000.00 

LEUNG PUI WAI RAYMOND 3,000.00 

LI NGAH YING 3,000.00 

LONGFIELD INVESTMENT LIMITED 3,000.00 

MOK YIU KIN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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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如有錯漏，敬請見諒。            
捐款$3,000.00以下善長恕未臚列，謹此致謝﹗

註：

善長芳名 金額

MUI YIM MING REGINA 3,000.00 

RAMIAH SHANGAR 3,000.00 

S.Y. FOK 3,000.00 

STREAM ISLAND LTD 3,000.00 

TONG WAI SHUEN CATHERINE 3,000.00 

UNION PATENT SERVICE CENTRE  3,000.00 

VIEWKING TRADING LIMITED 3,000.00 

WONG SAU MAN SYMON 3,000.00 

Y.W.IP & COMPANY 3,000.00 

YUEN SUK WAI 3,000.00 

仁濟醫院董事局 3,000.00 

天德聖教慈雲清善社 3,000.00 

文彬國際商標專利事務所 3,000.00 

文滿良 3,000.00 

好眼光有限公司 3,000.00 

竹林明堂有限公司 3,000.00 

佳駿民族服裝 3,000.00 

卓悅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 

東方電業行有限公司 3,000.00 

林玉芝 3,000.00 

鄺國光 3,000.00 

保發集團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000.00 

洪金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 

香港郎玲傳媒廣告有限公司 3,000.00 

時運中心  3,000.00 

時穎中心 3,000.00 

袁華照紀念基金-袁哲之 3,000.00 

財源實業有限公司 3,000.00 

健力環保發展有限公司 3,000.00 

梁月華 3,000.00 

清善堂 3,000.00 

莊哲猛 3,000.00 

許錦棠 3,000.00 

陳一昇 3,000.00 

陳有慶 名譽顧問博士GBS太平紳士 3,000.00 

麥月屏 3,000.00 

楊慧欣 3,000.00 

葉彥華 3,000.00 

葆齡集團有限公司 3,000.00 

詩琳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3,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廖燕玲 3,000.00 

鄭漢華 3,000.00 

鄧耀芬 3,000.00 

應守仁 3,000.00 

戴旭榮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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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屆董事局

主席 Chairman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FPVCB(Hon)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簡陳擷霞女士, O.St.J.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O.St.J.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總理 Directors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陳國基博士 Dr. CHAN Kwok Ki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李淑媛女士 Mdm. LEE Shuk Woon, Sophia
藍王雲仙女士 Mrs. LAM WONG W. S., Mina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曾向得先生 Mr. Ray TSANG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林麗儀女士 Mdm. Peggy LAM
陳泓斌先生 Mr. Dennis CHAN 
楊亞媛女士 Mdm. YEUNG Ah Wun, Winnie

 何世傑先生 Mr. HO Sai Kit, Mad
 周駿達先生 Mr. CHAU Chun Tat, Danny
 潘治忠先生 Mr. POON Chi Chung
 袁志平先生 Mr. YUEN Chi Ping, Eddie
 蕭俊謀先生 Mr. SIU Chun Mau
 韋志豪先生 Mr. WAI Che Ho
 湯栢楠先生 Mr. TONG Bak Nam, Billy
 劉達泉先生 Mr. LAU Tat Chuen
 單煜樂先生 Mr. SIN Yuk Lok
 楊永明醫生 Dr. Howard YEUNG 
 王陳鴛鴦女士 Mrs. WONG CHAN Yuen Yeung
 王波先生 Mr. WANG Bo
 周啟榮先生 Mr. CHOW Kai Weng, Kian
 余志宏先生 Mr. YU Chi Wang, Jerry
 林世強博士 Dr. LAM Sai Keung,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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