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e
s
ig

n
 &

 P
ro

d
u
c
ti
o
n
: 
iO

n
e
 F

in
a
n
c
ia

l P
re

s
s
 L

im
it
e
d

  
w

w
w

.io
n
e
.c

o
m

.h
k



P o k  O i  ( A R )  F o l d e r  •  0 1  P o k  O i  ( A R )  C o n t e n t  •  1 s t  P r o o f  •  6 t h  M a r c h ,  2 0 1 0  •  S t a f f :  0 4 6  •  J o b  N o :  A R 1 0 0 4 0 4  • 

題辭  2

主席致辭 董事局主席潘兆文先生報告 36

己丑年董事局資料 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47

 董事局成員介紹 48

 己丑年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名單 66

 歷屆主席芳名 67

 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永遠顧問 68

 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當年顧問 69

 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名譽顧問 70

 歷屆總理聯誼會（第四十一屆）  75

 委員會架構圖 76

 內務委員會名單 77

 第六十屆董事局成員大合照 79

 組織架構 80

博愛醫院董事局資料 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職員名單 82

 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地圖 84

 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85

董事局介紹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90

 籌募及推廣部 126

 行政部 132

 財務部 133

 人力資源部 134

 內部審核部 139

中醫服務 中醫服務 141

醫院服務 博愛醫院報告 147

社會服務 屯門護養院 155

 護理安老院 159

 長者地區中心 163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67

 長者鄰舍中心 169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172

 社會服務中心 176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179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181

 單身人士宿舍 185

 社區數碼中心 187

 緊急援助金 188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189

教育服務 學前教育服務 191

 屬下小學 197

 屬下中學 200

財政報告  212

鳴謝  213

善長芳名錄  216

庚寅年第六十一屆董事局名單  220

目錄



2

曾蔭權GBM大紫荊勳賢
行政長官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3

唐英年GBM, GBS太平紳士
政務司司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4

曾俊華太平紳士
財政司司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5

黃仁龍SC太平紳士
律政司司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6

曾鈺成GBS 太平紳士
立法會主席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7

梁振英GBS 太平紳士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8

周俊明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9

孫明揚GBS太平紳士
教育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0

林瑞麟GBS 太平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1

李少光GBS, IDSM太平紳士
保安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2

周一嶽醫生GBS 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3

曾德成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4

張建宗GBS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5

陳家強SBS太平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6

林鄭月娥 太平紳士
發展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7

邱騰華 太平紳士
環境局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18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鄭汝樺 太平紳士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19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劉吳惠蘭 太平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20

鄧竟成先生PDSM

警務處處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21

湯顯明先生
廉政專員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22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白韞六先生IDSM

入境事務處處長



23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袁銘輝太平紳士
海關關長



24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梁卓偉教授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許曉暉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5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黎棟國SBS, IDSM太平紳士
保安局副局長

李淑儀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26

黃鴻超太平紳士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鄧國威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27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楊立門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孔郭惠清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



28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陳甘美華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
衞生署署長



29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郭亮明先生CSDSM

懲教署署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盧振雄先生FSDSM

消防處處長



30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馮程淑儀太平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聶德權太平紳士
社會福利署署長



31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胡定旭GBS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主席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蘇利民先生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32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張偉麟醫生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盧志遠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



33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黃譚智媛教授太平紳士
醫院管理局

中西醫結合服務顧問

陳卓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部長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34

楊德強太平紳士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博
愛
醫
院
第
六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交
代
就
職
典
禮
誌
慶



35

第六十屆己丑年
董事局主席 

潘兆文先生報告



36

第六十屆己丑年董事局主席 潘兆文先生報告

今天是博愛醫院己丑庚寅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的大
日子，荷蒙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監誓，食
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GBS太平紳士、勞工及福利局
常任秘書長鄧國威太平紳士親臨主禮，各位長官及友
好賢達撥冗光臨指導，本人謹代表博愛董事局仝寅致
以衷心謝意。

本人很榮幸能夠於博愛踏入90週年的歷史時刻擔任主
席，回顧過去一年，本院致力提升各項中西醫療、教
育及社會服務，並舉辦多項籌款及推廣活動。本院現
時共有55個服務單位，為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各
區不同階層市民提供服務，每年受惠人次超過40萬。
在各政府長官、社會賢達、各界善長仁翁的鼎力支持
及指導下，各項工作進展均十分順利，並取得美滿成
績及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本人謹在此將任內各項工
作簡單匯報如下：

一、醫院服務
加開病床 配合需要
醫院服務方面，博愛醫院已經完成擴建及重建工程。
為配合醫院發展及新界西居民對醫療需求的增加，醫
院於去年九月已新增85張住院病床，包括啟用內科及
老人科病房、加護病房及心臟深切治療病房，現開設
病床共410張。

增設專科 服務全面
為方便新界西居民，特別是元朗及天水圍居民，醫院
亦已開展各項專科服務，包括：外科、骨科、婦科、
內科。此外，本院於去年開設為元朗區居民提供社區
精神科服務的「朗悅中心」，以及專為新界西區長者而

設的長者健康資源中心－「慧洪康護診所」，為有需要
之市民提供更全面的醫療服務。而本院的家庭醫學部
亦致力培訓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以提供高質量的醫療
服務及配合基層醫療發展的使命，令更多病人獲得優
質的醫療服務。

二、中醫服務
積極拓展服務 深受市民支持
為迎合市民大眾對中醫服務日漸增加的需求，博愛近
年銳意發展中醫服務，目前已拓展至兩所中醫診所暨
臨床教研中心、五所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及十部中醫流
動醫療車。於2009-10年度，本院中醫服務總體病人
人次超過26萬，其中得到長者及綜援人士醫藥優惠者
超過七萬人次，可見本院中醫服務深受基層市民信賴
及認同。

開展科研工作 提供實習機會
本院屬下的兩間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除提供優質的中醫
診療服務外，更肩負培訓中醫畢業生及開展中醫藥科
研工作的使命，例如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作開
展「中醫治療門診病人的研究」及「中藥對晚期癌症病
人的成效」的研究項目，亦為超過40位中醫畢業生提
供實習及工作機會。

關注地區需要 增撥服務資源
本院關注地區居民的需要，設立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
所，為居民提供專業的中醫診療服務，並安排健康講
座及義診活動，長遠而言，可有效減輕政府的醫療負
擔。本院亦因應天水圍區的居民需求，特別增撥資源
為天水圍區55歲以上之綜援人士提供贈醫施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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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營醫療服務合作計劃
本院非常榮幸獲得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及醫院管理
局的支持開展「公私營醫療服務合作計劃」，讓博愛中
醫流動醫療車於政府「日間公立普通科門診」診所每星
期五日停泊應診，計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順利開展，
分別於觀塘、新蒲崗及馬鞍山為基層市民服務，全部
免收診金。計劃自推出後，廣受市民歡迎，同時可以
減輕政府及市民的醫療負擔，此項計劃每年有二萬人
次受惠。

衞生署博愛合辦－免費中醫戒煙服務
本院得到衞生署資助，與衞生署合作推出全港首創的
中醫一站式免費戒煙計劃。隨着政府近年進一步擴大
禁煙區範圍，加強控煙法例，推廣無煙文化。本院於
今年二月成功投得衞生署以社區為本為期一年之中醫
免費戒煙先導計劃，協助吸煙人士戒除煙癮，開展健
康生活。

由今年四月開始，本院屬下10部中醫流動醫療車的
48個服務地點均會推行中醫戒煙服務，期望一年招
攬1,200名吸煙人士參與戒煙輔導及治療，目標於一
年的戒煙成功率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並會對成效作
出科學研究及檢討。本院會透過教育講座及健康展覽
進一步推廣及宣揚戒煙訊息，預計參加人數達14,000

人。此外，本院亦會開辦社區健康中心以支援免費中
醫戒煙計劃。

三、教育服務
博愛精神 誨人不倦
博愛醫院中小學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本着博愛精神，
誨人不倦，促進學生們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
展，以實踐全人教育為理想，致力提供愉快、關愛的
學習環境，啟發學生潛能，培育學生成為具獨立思
考、良好社會意識、國際視野及責任心之良好公民。

董事局主席
潘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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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屆己丑年董事局主席 潘兆文先生報告

穩步上揚 為港爭光
教育是由心出發，本院屬下學校的老師熱愛教育工
作，與時並進。在過去一年，本院屬下中小學在學
校法團校董會的領導下，學生成績穩步上揚，本院屬
下的中學於公開考試中的合格率更超過全港平均合格
率，成績令人鼓舞。而陳楷紀念中學連續五年獲取
「學界環保獎勵計劃榮譽獎及特別獎」，更獲得「香港
綠色學校獎」亞軍，致力向學生推廣環保教育。

另外，本院屬下中小學在本港及國際公開比賽中屢獲
殊榮，特別是鄧佩瓊紀念中學的兩位同學於「東亞運
動會」拉丁舞專項「查查查」比賽中榮獲銅牌，為港爭
光。

至於本院屬下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致力為二至六歲
的幼兒締造和諧及愉快的學習環境，提供優質的學前
教育，培育他們成為具自信、自主、自學、自律、勇
於承擔及敢於創新的孩童。本院屬下的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一直重視與家長合作，透過申請家庭與學校合作
活動計劃資助家教會運作，讓家長一同參與學校政
策，目的是更有效培育幼兒，達致家校一心，令兒童
健康快樂地成長。

四、社會服務
服務多元化
本院一向致力提供及拓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包括護
養院、護理安老院、長者社區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長者鄰舍中心、家庭多元智能中心、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單身人士宿舍及數碼中心，服務遍及港
九、新界及離島。

菜園村社工服務
為了支援受廣深港高速鐵路影響的菜園村居民，本院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成立菜園村居民服務處，為菜園村
及鄰近鄉郊的村民提供專業社工服務，包括：個案輔
導、社區發展及康樂活動。服務處的社工隊長期駐守
村內，透過密集式的外展探訪，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
深入的專業輔導，以減低村民於清拆過程中所面對的
各種困擾及重置壓力。服務處亦擔當政府及村民之間
的溝通橋樑，收集村民意見向政府部門反映，協助

村民解決問題。此外，服務處亦成立「菜園村支援長
者義工隊」，與村內有需要的長者進行配對，定期探
訪，協助村民適應搬遷期間及搬遷後的生活。

構建和諧社區
為了共建和諧社區，本院成功獲得勞工及福利局「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資助兩項有關天水圍的社區服
務計劃︰

「手挽手健康社區互助計劃」
本院獲撥款資助為期三年的「手挽手健康社區互助計
劃」，希望透過計劃增強天水圍居民自助能力、家庭
和諧及回饋社區。是項計劃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開展
工作，推動地區團體、服務機構及商店共同協助，為
天水圍天耀邨居民組織鄰舍互助網絡，支援區內有需
要的人士，共建和諧及健康的社區。

「家庭綠洲－開心家庭建築師」
另外，本院亦獲撥款資助推行為期三年的「家庭綠
洲－開心家庭建築師」計劃，招募及訓練「開心家庭建
築師」，探訪有需要的天水圍家庭，提供心靈教育及
社區教育，社工亦提供心理支援及服務轉介。

照顧老弱
本院在過去一年積極改善及開拓照顧長者的服務，令
長者們過着愉快及豐盛的晚年生活。本院為元朗及天
水圍體弱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要家庭提供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服務內容除送飯、家居清潔、個人護
理、護送陪診等家居照顧外，亦會為體弱人士提供專
業周全之護理服務，如個人基本護理、特別護理、到
診醫生服務、物理或職業治療。此外，亦可提供日間
到戶看顧、安排日間或住宿暫託等等。服務隊每月處
理個案人數超過330人。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加強對元朗及天水圍隱蔽長
者及獨居老人的支援服務，去年共為長者提供了三萬
次服務，有效改善獨居長者的生活質素。本院更致力
加強外展工作協助隱蔽及有支援需要的長者服務，讓
更多隱蔽長者接受常規的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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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終身學習
為了推廣長者終身學習的精神，本院於七年前成立了
「博毅學院」，報讀課程的長者人數不斷增加，反應理
想，而課程更趨多元化，長者們透過終身學習可增加
個人自信，並能改善家人關係。

培育青少年注入正能量
「為生命喝采」學校啦啦隊計劃
為了協助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博愛舉辦「為生命喝
采」學校啦啦隊計劃。此計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開
始，成功吸引380名元朗及天水圍中小學學生（共21隊
啦啦隊隊伍）參加於二零一零年三月舉行之比賽，透
過競技啦啦隊的團體合作精神，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
值觀，注入積極、健康、活力的正能量，並透過活動
宣揚抗毒訊息。

「滙豐博愛健康環保單車大使計劃」
為了向青少年提倡健康環保的生活，宣揚道路安全訊
息，以及推廣香港單車的運動，本院與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合作舉辦「滙豐博愛健康環保單車大使計劃」，參
與計劃的學生多達800人，內容包括為學員提供單車
培訓課程，學校單車大使定期到訪不同小學，透過單
車示範向小學生宣揚單車運動，並推廣環保健康生
活，共同建立綠色城市。

五、籌募及推廣活動
本院於十二月舉行之「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會」，厚
蒙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為慈善獻唱，當晚本院共
籌得善款港幣三百九十八萬元。周局長對本院的鼓勵
及支持，博愛董事局仝寅謹致萬二分謝意。

第二屆「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於今年三月舉行，吸引
超過3,000名參加者及義工踴躍參加，籌得善款超過
港幣三百萬元。「單車百萬行」的成功舉行，證明運動
及慈善可成功合二為一，更可推動市民環保健康生
活，宣揚單車安全訊息。本人祈望將單車運動發展成
為博愛重要標記活動，成為博愛品牌的一部份。

《博愛歡樂傳萬家》是本院一年一度的恒常大型電視籌
款節目，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播映的《博愛歡樂傳萬家》
以遊戲節目《逐格鬥》的形式與全港觀眾見面，主席總
理們聯同一眾歌星及藝員介紹本院服務及參與遊戲環
節，身體力行籌款，取得極高收視率，令不少市民慷
慨解囊，為本院籌得理想的善款，亦體現博愛歡樂傳
遍百萬家的精神。

本院恆常的全港十八區屋邨屋苑「博愛月」籌款活動
中，繼續得到各社區團體、屋邨及街坊的全力支持和
參與，籌得理想善款，引證博愛服務深得基層市民認
同。更值得一提的是元朗區各界為博愛籌款晚宴籌得
超過港幣一百八十萬元，創下驕人的成績。當晚大家
群策群力，共襄善舉，實在令人鼓舞。

六、結語
博愛醫院服務香港90年，與香港同步成長。本人十分
榮幸去年能肩負重任，博愛在各項服務均有進展，及
獲得政府與市民的認同下，昂首邁進91週年。今天，
是庚寅年董事局正式履新的日子，新一屆董事局人才
濟濟，新任主席黃帆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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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藉己丑年董事局任滿之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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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各位！

董事局主席
潘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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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61st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Hospital”). We are 

deeply honoured to have the Hon Mr. T S Tsa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administer the oath; the 

Hon Dr. York Y N Chow,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and Mr. Paul Tang K W,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to officiate the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our honourable 

guests and to all of you for your gracious presence.

I am most hornour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year of its 90th 

Anniversary. In the past year, the Hospital enhanced its 

service level for hospit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We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series of fund raising and publicity activities.

The Hospital now operates 55 service units spreading 

al l over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outlying islands. Altogether, they provide 

a variety of services for over 400,000 beneficiary 

attendances each year. Having support and valuable 

advice from government officials, community leaders 

and donors, the Hospital progressed smoothly and its 

services are well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t large. I 

have the great pleasure to provid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rogress made as follows.

(A) HOSPITAL SERVICE
Additional hospital beds

The re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works of the 

hospital had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Last year, 

the new hospital increased 85 emergency hospital 

bed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medical needs of 

resident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The new beds 

are for Medical and Geriatric Ward, High Dependency 

Unit and Cardiac Care Unit. The new hospital now 

operates a total of 410 emergency hospital beds.

Special facilitie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rvice

To facilitate resident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particularly for those living i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the hospital has been providing specialist 

services, including surgery, orthopaedic, gynaecology 

and medicine services. Furthermore, the hospital 

launched Yuen Long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re to cater the special need of Yuen Long 

residents; and Wai Hu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Well-

Elderly Clinic providing health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and resources centre for elderly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These new facilities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medical service for the needy. 

Moreover, the Family Medicine Centre provides a high 

quality family medical service for the public a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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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Expanded service received warm support

To cope with increasing demand, the Hospital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We now operate 

two Clinical Centr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five Chinese Medicine Polyclinics and ten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In 2009/2010, the patient 

attendances increased to the level of 260,000. Of 

which, over 70,000 attendances of elderly patients 

or recipients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were provided with medical consultation at 

free, half-price or discounted rate.

Research work and training for fresh graduates

Apart from providing quality treatment to patients, 

the two Clinical Centr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also serve as a research base and training ground 

for fresh graduates. For instance, the Hospital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researches entitled “Analysis on General 

Out-Pati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and “The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e on Cancer Patients at a 

Late Stage of Receiving Treatment”. Further, the two 

Clinical Centres act as a training ground for 40 fresh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s to nurture and develop 

their medical career.

Allocation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meet the 

needs

The Hospital is concerned about the medical needs 

of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has been operating five 

Chinese Medicine Polyclinic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including free 

health seminars and free medical consultations. The 

service helps lessen the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on 

medical needs in an aging society in the long-term. 

To cater for the special needs in Tin Shui Wai, the 

Hospital has allocated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provide 

free consultation and medicine to under-privileged 

residents in the area.

Public-Private Interface Scheme

The Hospital is highly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rendered 

by the Food and Health Bureau,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o have launched 

an innovative scheme to park our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inside the government General Out-

Patients Clinics to provide free consultation and 

profess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to the public 

five days per week. This new service was launched 

smoothly in Kwun Tong, San Po Hong and Ma On 

Shan, and received warm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since its inception benefiting over 20,000 patient 

attendances a year.

Free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Collaboration with 

Department of Health

This Hong Kong f i rst ever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ubsid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the Hospital. Following expanding prohibited 

smoking areas and enhancing enforcement on 

smoking in public areas, the government is striving 

to cultivate a smoke free culture. In February 2010, 

the Hospital successfully secured a tender biddi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o launch a one-year 

community-based pilot programme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smokers to stop the smoking 

habit and start a healthy life.

From April this year, 10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will be launching this free of charge smoking 

cessat ion serv ice,  inc luding counsel l ing and 

acupuncture, at 48 location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all 

over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The target is to attract 1,200 smokers to join this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with a successful rate 

of twenty percent or more. The programme results 

will be scientifically analysed and reviewed. Moreover, 

this programme will also provide educational publicity 



42

Report by Mr. POON Shiu Man, Henry

Chairman of the 60th Board of Directors (2009-2010)

activities to attract 14,000 attendances to promote 

health education and appeal to the public to stop and 

refrain from smoking. A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will 

be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is free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C) EDUCATION SERVICE
Spirit of Pok Oi – Endless teaching with love

The secondary, prim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of the Hospital are fostering the Hospital’s spirit an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enhancement on education 

services. They provide mult i far ious education 

services to cultivate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provide a caring, happy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develop the potentials of 

students. The goal is to nurture them with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a good sens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 international horizon and be a law-

abiding and trustworthy citizen.

Progress smoothly and strive for Hong Kong

Education starts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 Our 

teachers are highly committed to work for students, 

an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 and change with 

time. As a result, our students responded and made 

good progress during the year. The passing rates of 

students in public examinations were all above the 

average passing rates. Moreover, students from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won the “Schools Environmental 

Awards Scheme (Special Honours Award/Special 

Awar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n a row. They were 

also the runners-up in the competition of “Hong Kong 

Green School Award”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rther, students from our secondary schools won 

a number of prizes for Hong Kong teams in the 

East Asian Games held in Hong Kong last year. In 

particular, two young students from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won the second runners-up in the 

Cha Cha Dance of the Latin Dancing Contest during 

the East Asian Games.

Our kindergartens cum nursery day centres provide 

a harmonious and happ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young kids between two and six years of age. Apart 

from providing a high quality pre-education service, 

the kindergartens nurture the young generation 

with confidence, self-reliance, learning-motivation, 

self-discipline, commitment and creativity. The 

kindergartens are all along taking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with parents-teachers associations and 

encourage parents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formulating 

operat ing pol ic ies of  the k indergartens.  Th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parents is important in 

providing a happ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or young 

students.

(D) SOCIAL SERVICE
Wide spectrum of services

The Hospital has been providing a wide variety of 

social services, including residential Nursing Home,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Elderly Day Centre, Elderly 

Neighbourhood Centres, Family Multiple-Intelligences 

Centres,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Centre, 

Hostel for Single Persons and Community Cyber 

Centre. These social services spread all over Hong 

Kong, Kowloo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outlying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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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ervice for Choi Yuen Tsuen

To provide a helping hand to the residents of Choi 

Yuen Tsuen and nearby vicinity in Yuen Long facing 

removal because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

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project, the Hospital 

has specifically set up a team of social workers since 

May 2009. The social workers have provided a rang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the affected residents to 

ease their anxiety and concerns, including counselling 

case by case, counselling on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organized variou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e social workers are stationed on site. Through 

intensive and frequent home visits, they provided a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 to support the affected 

villagers to face difficulties, distress and pressure 

resulting from government land resumption, removal 

and re-housing. They also act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rs by collecting and 

reflecting views of the affected villagers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help solve problems. Moreover, the 

social workers have set up a team of elderly volunteers 

to pair with and help the affected elderly of Choi Yuen 

Tsuen. The elderly volunteers regularly visit and help 

the affected villagers adopt a new life during and after 

the removal and re-housing.

Help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To help build an inclusion society, the Hospital has 

secured funding from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s and 

Inclusion Fund to operate two social projects in Tin 

Shui Wai as follows:

Hands-in-Hands Healthy Community Mutual Help 

Project

This three-year project aims to strengthen residents 

with self-reliance, striving for a harmonious family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Thi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August 2009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munity associ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and shops 

to build a neighbourhood support network in Tin Yiu 

Estate of Tin Shui Wai. The mutual help network assists 

residents when facing adversities in life to help build a 

healthy and inclusion society.

Making Tin Shui Wai an Oasis for Families

Social workers in this three-year project recruit and 

train volunteers to visit the needy in Tin Shui Wai. The 

project provides community support to distressed 

residents with talks on psycho-behaviour and 

community life through mutual help. Social workers 

provide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referrals where 

necessary.

Care the elderly

During the year, the Hospital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expanded service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happy and 

meaningful retirement life. The Hospital provides 

integrated out-reaching service to homes of frail 

elders, disabled and families in need of special care 

in Yuen Long and Tin Shu Wai. Apart from meal 

delivery, house cleansing, personal health care, 

escort service for medical appointment follow-up, 

this programme also provides comprehensive out-

reaching primary health care service, including basic 

and special personal health care by medical doctor, 

physiotherapist and occupational therapist. Further, 

the programme provides home care or day care when 

necessary. The service team handles over 330 cases 

every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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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Wong Tung Yuen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out-reaching team conducted over 30,000 

visits for hidden and singleton elders i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We 

would strengthen this out-reaching elderly support 

service so as to bring more hidden and vulnerable 

elders with mainstream social services.

Promote life learning

The Hospital has set up Pok Ngai Academy for seven 

years to promote life long learning amongst elders. 

The number of elderly students has increased further 

and teaching curriculum becomes more diversified 

to satisfy the evolving interest. The elder students, 

through learning with their peers, gain confidence and 

techniques of communicating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as a result, improve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members.

Nurture youngsters by instilling positive values

Cheering for Life – Schools Cheerleading Contest

To help tackle drug abuse problem amongst 

youngsters, the Hospita l  a l located addit ional 

resources and organized “Cheering for Life – Schools 

Cheerleading Contest” for students in Yung Long 

and Tin Shui Wai. The project w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09, where 38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a total of 21 cheerleading 

teams) joined the extra-curricular competition held in 

March 2010. The aim is, through team spirit required 

of a good cheerleading team, to infuse positive values 

to youngsters in developing a healthy and vigourous 

lifestyle, and abstaining from drug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 abuse.

HSBC-Pok Oi Eco-Health Cycling Ambassadors 

Programme

To promote young students with cycling sport and 

cycling safety, eco-healthy living and a positive 

outlook in life, the Hospital collaborated with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to organize the “HSBC-Pok Oi Eco-Health Cycling 

Ambassadors Programme”. The programme was 

launched last September, recruiting more than 800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cycling training courses. The 

student ambassadors periodically visit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to disseminate and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n 

cycling, and also promote eco-healthy living to help 

build a green city.

(E) CORPOR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he hospital hosted “Pok Oi Hospital 90th Anniversary 

Charity Ball” in last December.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Dr. York Y N Chow,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sing songs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to raise fund for Pok Oi. A total of $3.98 million 

was raised on that evening. The Board of Directors 

expresses the highest appreciation to Dr. York Chow 

for his staunch support to Pok Oi.

HSBC-Pok Oi Cycle-for-Million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March 2010 

in its second year running, where more than 3,000 

cyclists and volunteers took part and more than $3 

million was raised. The event well proves that charity 

and sport can be put together to gain synergy effect. 

Apart from raising fund for charity, the event also 

promotes cycling sport to citizens for eco-healthy 

living and strengthens the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on cycling safety. I warmly wish that cycle-for-millions 

be an annual signature event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Pok Oi’s bran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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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itional annual television charity show “Pok Oi 

Presents Happiness to Millions” was successfully aired 

in March 2010 in the form of a fun-game show.

Our Directors participated in the show introducing to 

the audience our multifarious services for the needy 

in the society. They also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fun-

game together with celebrities and stars. The show 

received tremendous support from donors and really 

presented happiness to millions.

Another traditional fundraising event “Pok Oi Month” 

was smoothly carried out securing warm support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ty, public 

housing estate committees and 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s. Their efforts in raising fund for the 

Hospital is a good indication that our services our well 

recognized by the ordinary citizens in the community. 

It is particularly worthy mentioning that Yuen Long 

associations grouped together to raise over $1.8 

million for the Hospital.

(F) CONCLUSION
Pok Oi Hospital has been serving Hong Kong for 

over 90 years and together we grow with times. I am 

greatly honoured to be the Chairman at the historic 

moment of its 90 Anniversary. The level of our different 

services has enhanced. The enhancement was well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The Hospital starts marching into its 91st 

Anniversary.

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Board of 

Directors under the capable leadership of Mr. Wong 

Fang Foung. Incoming Vice-Chairmen and Directors 

are community leaders with full enthusiasm for charity.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work closely and bring 

fruitful results for the Hospital. As my term is coming 

to a clos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fellow Board Members, former Board Members, 

Advisers, community leaders and public at large for 

their valuable support. My thanks also go to staff 

members for their hard work. Your contributions are 

deeply treasured. Finally, I humbly wish that the work 

of incoming Board of Directors will be smooth as silk 

and the Hospital will scale new height. Wishing you 

all good health and hoping that you will continuously 

support the philanthropy of the Hospital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society. Thank you very much.

POON Shiu Man, Henry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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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主席
Chairman

潘兆文先生
Mr. POON Shiu Man, Henry

籍貫 ： 廣東南海
Native Province : Nanhai, Guangdong

三惠有限公司 董事長 NYP Trinity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深圳春源鋼鐵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Shenzhen Chun Yuan Steel Ind.Co., Ltd. Director

深圳宏源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Shenzhen Hong Yuan Metal Ind.Co., Ltd. Director

馬韓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Mahan Industrial Co., Ltd. Director

PSM & Co., Ltd. 董事長 PSM & Co., Ltd. Managing Director

鏗健有限公司 董事長 King Trinity Ltd. Managing Director

HAK Holding Ltd. 董事長 HAK Holding Ltd. Managing Director

好敏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長 Best More Investment Ltd. Managing Director

健康快車 副主席 Lifeline Express Vice Chairman

觀塘區議會 議員 Kwun Tong District Council Councilor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Culture and Recre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Chairman

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Member

觀塘區中分區委員會 委員 Kwun Tong Central Area Committee Member

觀塘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統籌委員會 名譽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Summer Youth Programm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Honorable Chairman

秀茂坪警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Sau Mau Ping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s’ Council

Honorary President

觀塘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Kwun Tong Junior Police Call (JPC)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Honorary Chairman

香港北九龍獅子會 會員 Lions Club of North Kowloon Member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 會員 Kowloon City, Kwun Tong and Wong Tai Sin 
Residents’ Association Co., Ltd.

Member

善為扶貧助學會 副會長 Good Contribution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公益金之友觀塘區委員會 委員 Friends of The Community Chest Kwun Tong District 
Committee

Member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名譽會長 Federation of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s in Kwun 
Tong District

Honorable Chairman

觀塘區學校聯會 名譽會長 Kwun Tong Schools Liaison Committee Honorable Chairman

觀塘民聯會 名譽會長 Kwun Tong Resident Association Honorable Chairman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港島總區行動分
區行政組支隊

副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Operations Section, Administration Region, Hong 
Kong Island Command)

Divisional Vice 
President

觀塘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 
Honorary President’s Association

Honorable Chairman

觀塘體育促進會 副會長 Kwun Tong Sports Promotion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新界校長會 名譽會長 New Territories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Honorable Chairman

元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副會長 Yuen Long District Yout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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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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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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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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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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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 Pok Oi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Chairman

博愛醫院2003/2006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3/2006 Director

博愛醫院2006/2009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6/2009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2009/2010 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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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黃帆風先生
Mr. WONG Fan Foung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濱海集團 主席 Bunhoi Group Chairman
改革開放30年-中國企業改革
十大傑出人物

全國性榮銜獲獎
企業家

Top Ten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Over the 30 
Years of Reformation of China

National Awardee for 
Entrepreneurship

中國市場學會2009/2011 常務理事 China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09/2011 Executive Director
創新中國企業聯盟理事會
2009/2011

常務理事 Innovation China Enterprise Alliance 2009/2011 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特別行政區淫褻物品審裁委員
小組2007/2009

委員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Panels of 
Adjudicators 2007/2009

Member

香港健康快車基金理事會
2009/2010

副會長 Hong Kong Lifeline Express Foundation Council 
2009/2010

Vice President

香港公益金萬眾同心公益金
2005/2006

聯席主席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Campaign 
Committee Members 2005/2006

Co-Chairman

香港北九龍獅子會2007/2010 會員 Lions Club of North Kowloon Hong Kong 2007/2010 Member
香港聖約翰救傷港島區特遣隊
2008/2010

支隊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E.R.T 2008/2010

Detachment President

香港童軍總會西貢區區務委員會
2008/2010

副會長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ai Kung District 
2008/2010

Vice President

觀塘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統籌委員會
2008/2010

主席 Kwun Tong District Summer Youth Programm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2008/2010

Chairman

觀塘區中分區委員會2008/2010 副主席 Kwun Tong Central Area Committee 2008/2010 Vice Chairman
觀塘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2008/2010

副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 
Honorary Presidents’ Association 2008/2010

Vice President

觀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2008/2010

副會長 Kwun Tong Sports Promo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2008/2010

Vice President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2009/2011 副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Culture and Recre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2009/2011

Vice President

觀塘秀茂坪警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
會2009/2011

名譽會長 Kwun Tong Sau Mau Ping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s’ Association 2009/2011

Honorary President

觀塘警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2009/2011

名譽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s’ Association 2009/2011

Honorary President

觀塘區健康和諧關愛校園計劃
2008/2010

名譽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A Healthy Harmonious and 
Caring Campus Project 2008/2010

Honorary President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2007/2010 榮譽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Federation of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s 2007/2010

Honorary President

觀塘區防火委員會2006/2009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Fire Safety Committee 
2006/2009

Member

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2007/2009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2007/2009

Member

觀塘鯉魚門發展推廣小組
2006/2009

委員 Kwun Tong Lei Yue Mun Development Spread 
Squad 2006/2009

Member

觀塘區公益金之友委員會
2006/2009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Friends of The Community 
Chest Organising Committee 2006/2009

Member

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2009/2011 委員 Kwun Tong District Civic Education Committee 
2009/2011

Member

觀塘敬愛會有限公司2010 副董事長 Kwun Tong Association for the Elderly Limited 2010 Vice Managing Director
元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2007/2010 副會長 Yuen Long District Youth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2007/2010
Vice President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管理委員會2009/2010 主席 POH Management Committee 2009/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中醫服務委員會
2008/2010

主席 POH Chinese Herbalist Services Committee 
2008/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2009/2010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2009/2010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2006/2010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6/2010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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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陳國超博士MH

Mr.CHAN Kwok Chiu, MH

籍貫 ： 廣東台山
Native Province : Tai Shan, Guangdong

香港特別行政區 榮譽勳章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Medal of Honour

聖約翰醫院馬耳他共和國 爵士勳章 Knight Hospitaliers of the Sovereign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Knight of Malta

永昌置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Wing Cheung Investment Co., Ltd Director

陳耀坤有限公司 董事長 Charles L. Corn & Co., Ltd Director

圓玄學院1987/2008 副主席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1987/2008 Vice Chairman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 主席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Chairman

香港道教聯合會 副主席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妙法寺 董事 Mui Fat Buddish Monastery Director

乾元洞佛堂 董事 Kin Yuen Tung Taoist Temple Director

香港南華體育會 永遠名譽會董 H.K. South China Athlete Association Permanent Honorary 

Director

廣東省治安基金委員會 副會長 Internal Security Fund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Vice President

廣東省台山市、英德市 政協委員 Taishan City and Yingde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Political Consultative 

Member

廣東省廣州市、台山市、江門市、
樂昌市

榮譽市民 Guangzhou City, Taishan City, Jiangmen City and

Le Cha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onorary Citizen

青山寺慈善信託管理委員會 執行理事 Trustee For Tsing Shan Buddhist Monastery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 主席 Lifeline Express: Hong Kong Foundation Chairman

微笑行動中國基金 執行理事 Operation Smile China Medical Mission Lt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龍傳基金籌募委員會 名譽顧問 Fund Raising Committee of the Dragon Foundation Honorary Advisor

「中國愛滋病防治行動」基金 名譽顧問 China Aids Prevention Campaign Organizing 

Committee

Honorary Advisor

荃灣少年警訊 名譽會長 Tsuen Wan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仁愛堂諮議局 委員 Yan Oi Tong Advisory Board Member

仁濟醫院 名譽理事 Yan Chai Hospital Honorary Advisor

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校董 Mui Fat Buddhist Monastery Chan Lui Chung Tak 

Memorial School

School Manager

香港道教聯合會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校監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Chan Lui Chung Tak 

Memorial School

Supervisor

廣東省台山洋瀾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校監 Yang Lan Chan Lui Chung Tak Memorial School, 

Taishan, Guangdong Province

Supervisor

廣東省台山海燕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校監 Hai Yen Chan Lui Chung Tak Memorial School, 

Taishan, Guangdong Province

Supervisor

香港道斆聯合會圓玄第二中學 校監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No. 2 Secondary School

Supervisor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校監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Yuen Yuen Primary 

School

Supervisor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校董 Po Leung Kuk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Yuen 

Yuen Primary School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3/2010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3/2010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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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湯修齊先生
Mr. TONG Sau Chai, Henry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皇后洋行有限公司 副總裁 Wong Hau Plastic Works & Trading Co. Ltd. Vice President

圓玄學院 董事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Director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 主席 Queen Elizabeth School Old Stu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新界總商會 副主席 New Territorie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Vice Chairman

香港旭日扶輪社2006/2007 社長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2006-2007 President

健康快車 總理 Lifeline Express Director

微笑行動執行委員會 委員 Operation Smile China Medical Mission Exco Member

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委員 Tsuen Wan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荃灣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委員 Tsuen Wan District JPC Hon President Council Council Member

荃灣東分區委員會 委員 Tsuen Wan East District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荃灣消防大使會 副主席 Tsuen Wan Fire Safety Ambassador Club Vice Chairman

懲教署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委員 COCSFRO,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Committee Member

廣東省韶關市政協 委員 The PPCC Shaoguan City, Guangdong, China Committee Member

廣東省韶關市 榮譽市民 Shaoguan City, Guangdong, China Honorary Citizen

美國註冊管理會計師 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USA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9/2010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2008/2010

主席 POH Construction & Expansion Committee 

2008/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
2006/2010

主席 POH Education Service Committee 2006/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2005/2006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5/2006 Director

博愛醫院2006/2010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6/2010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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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張德貴先生
Mr. CHEUNG Tak Kwai, Stanley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天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 993）

執行董事 Simse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td.

(Stock Code: 993)

Executive Director

天行聯合金融集團 United Simsen Financial Group

 證券/期貨 執行董事  Securities/Futures Executive Director

 金業/滙業 執行董事  Bullion/Forex Executive Director

 環球市場 執行董事  Global Markets Executive Director

 資產管理 董事  Asset Management Director

恒藝亞洲娛樂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Vigour Entertainment (Asia) Ltd. 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旭日扶輪社2007/2008 社長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2007/2008 President

香港證券業協會有限公司 董事 Hong Kong Securities Association Ltd. Director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8/2010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8/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社會服務委員會
2009/2010

主席 POH Social Service Committee 2009/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09/2010

主席 POH Finance Committee 2009/2010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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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林賢奇先生
Mr. LAM Yin Kee

籍貫 ： 廣東潮陽
Native Province : Chaoyang, Guangdong

華訊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Alltronics Holdings Ltd. Chairman

華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Alltronics Tech Manufacturing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南華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 Southchina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Ltd. Chairman

泰榮環保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Dynamic Progress International Ltd. Chairman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2005/2008 總理 Lifeline Express Hong Kong Foundation 2005/2008 Director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2009/2010 副主席 Lifeline Express Hong Kong Foundation 2009/2010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人事委員會2009/2010 主席 POH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2009/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審核委員會2007/2010 主席 POH Audit Committee 2007/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2005/2009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5/2009 Director

博愛醫院2009/2010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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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潘德明先生
Mr. POON Tak Ming

籍貫 ： 廣東普寧
Native Province : Pu Ning, Guangdong

宏進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Grand Step International Limited Director

漢明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Hon Ming Consultant & Management Ltd. Director

卓恆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 China Hop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Ltd. Director

新界東獅子會2007-2009 創會會長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2007–2009

Chartered President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 會長 Hong Kong NT Commercial & Industrial General 

Association

Chairman

大埔潮州同鄉會 名譽會長

香港龍山基金會星火彩虹助學計劃 首副主席 Lung Sha Fund Association “China Star Light & 

Rainbow”

Vice Chairman

中國星火基金會 會員 China Star Light Charity Fund Association Member

廣州市越秀區政協委員會 委員 Guang Zhou Yuexiu District Committee of G.P.P.C.C. Member

廣州市越秀區海外聯誼會 常務理事 Guang Zhou Yuexiu District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Director

江西省海外聯誼會 理事 Chiang Xi Province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Directo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8/2010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8/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2009/2010

主席 POH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2009/2010

Chairman

博愛醫院2002/2003, 2005/2006, 

2007/2009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2/2003, 2005/2006, 2007/2009 Director

博愛醫院2009/2010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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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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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St. J.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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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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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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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協廣東省陽江市委員會 政協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Yangjiang City

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4/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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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運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部經理 Set Win Holding Ltd.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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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4/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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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曾耀祥先生
Mr. TSANG Yiu Cheung, Thomas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政協 委員 Chongqing Counci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ember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海市政協 委員 Beihai Counci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Member

Member

英國Burkes University 榮譽博士
（工商管理）

Burkes University, UK Honorary Doctorate 

Degree

亞洲知識管理協會 院士 Fellow of Asian Knowledg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廣健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Constant Gain International Ltd. Chairman

Copa Group Co., Ltd. 董事長 Copa Group Co., Ltd Chairman

AP Ladies Ltd. 董事長 AP Ladies Ltd. Chairman

童裝天地有限公司（香港） 董事長 Kids Wonderland Ltd. Chairman

天永製衣廠有限公司（香港） 董事長 Take Win Garment Factory Ltd. Chairman

東莞東城廣健製衣廠（中國） 董事長 Constant Gain Knitting Garment Factory, Dongguan Chairman

東莞市東城耀發製衣廠（中國） 董事長 Yiu Fat Knitting Garment Factory, Dongguan Chairman

重慶海外聯誼會 理事 Chongqing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Director

廣西北海海外聯誼會 副會長 Guangxi Beihai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江西海外聯誼會 理事 Jiangxi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Director

廣東外商公會 理事 Guangdong Chamber of Foreign Investors Director

香港工業總會 會董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Director

新界總商會 會董 New Territorie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Director

香港華都獅子會 會董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Director

東華三院2006/2008 總理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2006/2008 Director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08/2010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8/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6/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6/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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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訊通展覽公司 董事總經理 Paper Communication Exhibition Services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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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6/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6/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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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韓世灝博士
Dr. HON Sei Hoe, Johnny

籍貫 ： 浙江寧波
Native Province : Ningbo, Zhejiang

高寶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Global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 CEO

英國高寶集團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長 Global Group Capital Management Ltd. Executive Chairman

格林納達駐香港領事館 名譽領事 Consulate of Grenada in Hong Kong Honorary Consul

格林納達政府 無任所大使 Grenada Government Ambassador-at-Large

聖基茨和尼維斯政府 總理特派國際貿
易與投資專員

Saint Kitts and Nevis Government Special Advisor

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群島政府 駐香港及新加坡
商務貿易代表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Government Commercial 

Representative

中國吉林省政府 經濟技術顧問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lin Province Economic Advisor

中國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政府 經濟顧問 People’s Government of Yuya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Economic Advisor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牛津獎學金基金會 榮譽院士 The China Oxford Scholarship Fund, University of 

Oxford

Honorary Fellow

英國白金漢大學 院士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Fellow

英國劍橋大學休斯大廳學院 菲佛院士 Hughes Hal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feiffer Fellow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客座教授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Guest Professor

中國人民大學培訓學院 高級顧問 School of Education & Train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enior Advisor

英國愛丁堡公爵世界獎學基金會 理事 The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 World Fellowship Fellow

英國四十八家集團俱樂部 副主席 48 Group Club Vice Chairman

香港友好協進會 永遠名譽會長 Friends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勵智協進會顧問委員會 委員 The Advisory Committe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Education & Advocacy League

Committee Member

九龍樂善堂 副主席 The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07/2010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7/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7/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7/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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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何榮添先生
Mr. HO Wing Tim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中山市寶德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Zhong Shan Bao De Properties Development Co., Ltd. Chairman

中山寶德織造整染有限公司 董事長 Zhong Shan Bao De Weaving & Dyeing Co., Ltd Chairman

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 

2008/2011

政協委員 Zhongshan Committee of the CPPCC 2008/2011 Committee Member

中山市僑資企業商會2007/2010 副會長 Zhongshan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2007/2010

Vice Chairman

中山市城市規劃協會2005/2010 常務理事 Zhongshan Urb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5/2010 Executive Director

中山市海外交流協會2006/2010 理事 The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of Zhong Shan 

City 2006/2010

Director

中山市工商聯合總會2007/2012 執行委員會執委 Zhongsh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ists & 

Businessmen 2007/2012

Committee Member

中山海外聯誼會2005/2010 常務理事 Zhongshan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2005/2010

Executive Director

中山市房地產業協會2005/2010 理事 Zhongshan City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2005/2010 Director

中山市沙溪鎮商會2005/2011 副會長

中山市民眾商會2007/2012 副會長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東 顧問 Hong Kong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Guangdong

Consultant

廣東省僑商投資企業協會
2007/2010

創會會員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2007/2010

Founder Member

廣東省房地產業協會2005/2013 常務理事 Guangdong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2005/2013 Executive Director

元朗區健康城市協會有限公司 董事 Yuen Long District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Limited Directo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08/2011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8/2011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07/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7/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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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鄧慶治先生
Mr. TANG Hing Chee, Mingo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副總裁 Canon Hong Kong Co. Ltd. Vice President

天水圍飛馬足球會有限公司
2008/2010

主席 TSW Pegasus FC Limited 2008/2010 Chairman

香港離島扶輪社2001/2002 社長 Rotary Club of Channel Islands 2001/2002 President

香港攝影器材進口商會1997/1998 會長 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Photographic 

Equipment Importers Limited 1997/1998

Chairman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8/2010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8/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04/2007, 2008/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07, 2008/2010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黃小雄先生
Mr. WONG Siu Hung

籍貫 ： 福建南安
Native Province : Nanan, Fujian

蘭花電腦機綉有限公司 董事 Orchid Computer Emb. Ltd. Director

美蘭製衣機綉有限公司 董事 Mei Lan Garment Emb. Ltd. Director

信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主席 Shun Shing Contractors Ltd. Chairman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2007/2009 會董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Guangdong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2007/2009

General Committee

新界東獅子會2007/2009 副會長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2007/2009

Vice President

仁愛堂2009/2011 總理 Yan Oi Tong 2009/2011 Directo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7/2010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7/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7/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7/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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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馬慶文先生
Mr. MA Hing Man

籍貫 ： 廣東潮陽
Native Province : Chaoyang, Guangdong

華新手袋廠有限公司 董事 Wah Sun Hand-Bag Fty Co Ltd. Director

廣西崇左市政協 委員 Guangxi, Chongzuo Cit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4/2007, 2008/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07, 2008/2010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國榮譚氏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 Kwok Wing Tam’s Enterprises Ltd. Director

國榮參茸藥材行 股東 Kwok Wing Gin-Seng & Herb Co. Partnership

泰威煌餐廳有限公司 董事 Thai Emperor Restaurant Ltd. Director

國榮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 Kwok Wing Pty Ltd. Director

立成澳洲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Lappson Australia Ltd. Director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2008–2010

副理事長 Mei Foo Lai Wan Kai Fong Assn. Ltd. 2008–2010 Vice-Chairwoman

九龍總商會1991 – 1998 理事兼婦女
委員會主任

Kowloon Chamber of Commerce 1991 – 1998 Chairwoman of

Sub-Committee of 

Women Affairs

九龍總商會 永遠監事 Kowloon Chamber of Commerce Permanent Superviso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09/2010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8/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8/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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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曾裕女士
Mdm. TSANG Yue, Joyce

籍貫 ： 廣東紫金
Native Province : Zijin, Guangdong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 創辦人 Modern Beauty Salon Holdings Ltd. Founder

身心美慈善基金 創辦人及主席 Grateful Heart Charitable 2007-Present Founder & Chairlady

美容專家國際學院 創辦人及院長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其他服務業
委員會主席

中國百名傑出女企業家2008

福布斯亞洲頂尖企業200強
2007/2008

香港公益金主席大獎2005/2006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9/2010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9/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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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黃嘉謀醫生
Dr. WONG Kar Mau, Bernard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黃嘉謀醫生醫務所 醫生 Dr. Wong Kar Mau Doctor

利寶來有限公司 董事 NIPPORI Importers Ltd. Director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
委員會2010

港區委員 CPPCC Guangzhou Committee 2010 Member

廣州海外聯誼會2010 理事 Guangzhou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2010 Council Member

九龍東區扶輪社2010 社董 / 候任社長 Rotary Club of Kowloon East 2010 President-elect

九龍樂善堂2010 常務總理 The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2010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寶血醫院–婦產科2008-2010 顧問主任 Precious Blood Hospital 2008-2010 Consultant in charge 

of O&G Dept

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
1978－現在

醫務監督 HK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orkers 1978 – now Med. Clinic Doctor in 

charge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2007 –現在 會員 Federation of HK Guangdong Community Org. Since 

2007

Member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09/2010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9/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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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吳俊華先生
Mr. James NG

籍貫 ： 福建晉江
Native Province : Jinjiang, Fujian

高盛媒體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Ecomax Media Technology Ltd. Chairman

卓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Finedragon Group Ltd. Chairman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09/2010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9/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李妮女士
Mdm. LI Lei

籍貫 ： 海南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Th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Th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Director

積加行有限公司 董事 Jaguar TC Limited Director

有機屋有限公司 董事 Organic Lifestyle Limited Director

無界限國際媒體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 Space International Media Consultant Ltd. Director

仁美清叙有限公司 秘書長 Yan Mei (Miss Asia) Association Limited Secretary General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09/2010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9/201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09/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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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籍貫 ： 廣東潮州
Native Province : Chaozhou, Guangdong

衍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Hin Sang Group Holding Limited President

衍生行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Hin Sang Hong Company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HM廣告有限公司 董事長 HM Advertising Company Limited President

元朗商會 董事 The Yuen Long Merchant Association Director

軒轅教育基金會 榮譽會長 Xuen Yuan Education Fund Association Honorable President

香港區潮人聯會 副會長 Hong Kong Island Chaoren Association Ltd. Vice President

香港九龍揭陽同鄉總會 副主席 HK & KLN Kit Yeung Clansmen General

Association Ltd.

Vice Chairman

元朗區潮州同鄉會 董事 YL Chiu Chow Clansmen’s Association Ltd. Director

香港中藥業協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Honorable President

新界粉嶺潮州會館 永遠榮譽會長 Fanling Chiu Kiu Yulan Shing Wui Association Ltd. Perpetual Honorable 

President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 名譽會長 The Cosmetic & Perfumery Association of

HK Ltd.

Honorable President

世界華商聯合會 常務理事 World Chinese Merchants Union Association Director

香港潮商互助社 理事 HK Chiu Chow Merchants Mutual Assistance 

Society Ltd.

Director

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 理事 HK Hair & Beauty Merchants Association Director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榮譽顧問委員 The Against Elderly Abuse of HK Honorable Advisory 

Commissioner

博愛醫院2009/201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9/2010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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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名單

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監：鄧英喜太平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潘兆文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黃帆風先生 梁天富先生

張德貴先生 梁國源先生

劉石達先生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監：鄧英喜太平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潘兆文先生 馬慶文先生

林賢奇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韓世灝博士 梁國源先生

何榮添先生

陳國威小學

校監：陳徐鳳蘭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潘兆文先生 吳俊華先生

曾耀祥先生 李妮女士

黃嘉謀先生 鄺國光先生

陳楷紀念中學

校監：陳徐鳳蘭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潘兆文先生 鄧慶治先生

湯修齊先生 曾裕女士

潘德明先生 鄺國光先生

黃小雄先生

註︰底線人士為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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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監︰ 潘兆文先生
校董︰ 湯修齊先生 黃嘉謀先生

劉石達先生 李妮女士
簡陳擷霞女士 彭少衍先生
韓世灝博士 鄺國光先生
黃小雄先生 梁國源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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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主席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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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次辛巳至乙酉（1941至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

院務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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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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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永遠顧問

黃學儀先生

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

柯利德先生

鄭海泉先生

陳國威太平紳士

李家松太平紳士

王基源先生SBStJ

王振聲博士MH, SBStJ

陳振彬SBS太平紳士

王敏馨女士

藍國慶先生MH

鄧英奇太平紳士

陳日新太平紳士

張錦鴻先生

黎錦文先生

梁安福太平紳士

鄧英業先生

蕭炎坤博士

王東昇太平紳士

蕭成財先生MH

黃啟泰先生MH

葉曜丞先生MH

林建康律師MH

陳泰先生
梁省德BBS, MBE
太平紳士

鄭任安先生

楊晉培先生

鄧兆棠SBS太平紳士

王德渭先生MH

鄧英喜太平紳士

蘇邦俊先生

簡浩秋先生MH

曾元鴻先生MH

張伍翠瑤博士

王惠棋先生MH

梁水發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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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當年顧問

廖遠大先生

梁錫光先生 歐倩美女士 朱繼陶先生

王敏馨女士 黃志源先生 劉吳慧思律師

梁浩龍先生 鄺志堅先生 葉庭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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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名譽顧問

尹錦滔先生 方潤華SBS太平紳士 王少強先生SBStJ, BH

王津太平紳士 王國強SBS太平紳士 王敏剛BBS太平紳士 王敏超太平紳士

王華生先生 王德仁先生BH

方正GBS太平紳士

王賜豪醫生BBS太平紳士 王錦輝先生BBS MH

石禮謙SBS太平紳士 任永賢先生 何鴻燊博士GBS朱經武教授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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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鏡波先生 吳仕福SBS太平紳士 吳清輝教授GBS 吳榮基先生CStJ

呂蘇綺麗博士 岑才生SBS太平紳士 李宏之先生 李東海博士GBM GBS
太平紳士

李紹鴻教授S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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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S太平紳士 林偉強議員SBS太平紳士 林國興太平紳士 林順潮教授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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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名譽顧問

唐偉章教授 徐立之教授太平紳士 殷國榮律師 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

韋國洪議員SBS太平紳士林漢武律師 邱全先生BBS MH 胡曉明太平紳士

康寶駒律師 張炳良教授GBS太平紳士 張偉麟醫生太平紳士 張德熙先生

曹紹偉先生 梁天明博士 梁智仁教授SBS太平紳士 莊金寧先生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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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有慶博士GBS太平紳士 陳炳煥SBS太平紳士 陳智思GBS太平紳士

郭位教授 陳文佑議員 陳宇齡先生陳玉樹教授BBS太平紳士

單仲偕SBS太平紳士

程國灝先生 黃以謙議員湯偉奇博士BBS MH曾鈺成GBS太平紳士

楊勵賢女士黃定光議員BBS 黃松泉BBS太平紳士黃宏發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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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第六十屆董事局名譽顧問

葉滿華太平紳士 葉謀遵博士SBS太平紳士 趙振邦博士太平紳士

劉遵義教授太平紳士 鄭俊平太平紳士 鄧國威太平紳士 鄧國容先生MH

簡松年律師BBS太平紳士 簡福飴先生SBS 嚴元浩SBS太平紳士 蘇振顯先生

蘇開鵬BBS太平紳士

葉國謙G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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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總理聯誼會（第四十一屆）

梁省德BBS MBE太平紳士
永遠會長

黃啟泰先生 MH
當年會長

潘兆文先生
當年會長

潘德明先生
主席

吳榮基先生CStJ
第一副主席

彭啟明先生
第二副主席

鍾就華先生
第三副主席

鄭任安先生
永遠會長

黃帆風先生
第四副主席

蘇淥銘先生
第五副主席

王賜豪醫生BBS太平紳士
第六副主席

蕭文豪律師
第七副主席

葉曜丞先生MH
第八副主席

葉福華先生
第十副主席

黃志源先生
第九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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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架構圖

董事局 永遠顧問委員會

醫院管治委員會 學校法團校董會管理委員會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中醫服務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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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名單

管理委員會
主席： 黃帆風

副主席： 湯修齊 林賢奇

張德貴

當然委員： 潘兆文

委員： 陳國超 梁天富

劉石達 韓世灝

簡陳擷霞 何榮添

曾耀祥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席： 湯修齊

副主席： 陳國超 潘德明

張德貴 簡陳擷霞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劉石達 何榮添

曾耀祥 黃小雄

梁天富 彭少衍

中醫服務委員會
主席： 黃帆風

副主席： 陳國超 潘德明

湯修齊

當然委員： 潘兆文

委員： 林賢奇 黃嘉謀

曾耀祥 吳俊華

馬慶文 彭少衍

譚姜美珠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席： 潘德明

副主席： 張德貴 韓世灝

劉石達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湯修齊 黃嘉謀

鄧慶治 李 妮

譚姜美珠 彭少衍

曾 裕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席： 湯修齊

副主席： 簡陳擷霞 黃小雄

韓世灝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梁天富 曾 裕

何榮添 李 妮

鄧慶治 彭少衍

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席： 張德貴

副主席： 簡陳擷霞 譚姜美珠

馬慶文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湯修齊 黃嘉謀

潘德明 吳俊華

劉石達 彭少衍

審核委員會
主席： 林賢奇

副主席： 曾耀祥 鄧慶治

梁天富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馬慶文 吳俊華

譚姜美珠 李 妮

曾 裕 彭少衍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席： 張德貴

副主席： 林賢奇 韓世灝

梁天富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何榮添 馬慶文

黃小雄 曾 裕

鄧慶治 吳俊華

人事委員會
主席： 林賢奇

副主席： 潘德明 何榮添

曾耀祥

當然委員： 潘兆文 黃帆風

委員： 黃小雄 曾 裕

鄧慶治 吳俊華

馬慶文 李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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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屆董事局成員大合照

主席
Chairman

1
潘兆文先生
Mr. POON Shiu Man, Henry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2
黃帆風先生
Mr. WONG Fan Foung

3
陳國超博士 MH

Mr. CHAN Kwok Chiu, MH

4
湯修齊先生
Mr. TONG Sau Chai, Henry

5

張德貴先生
Mr. CHEUNG Tak Kwai,

Stanley

6
林賢奇先生
Mr. LAM Yin Kee

7
潘德明先生
Mr. POON Tak Ming

總理
Directors

8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9

簡陳擷霞女士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10

曾耀祥先生
Mr .  TSANG Y iu  Cheung , 

Thomas

11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總理
Directors

12
韓世灝博士
Dr. HON Sei Hoe, Johnny

13
何榮添先生
Mr. HO Wing Tim

14
黃小雄先生
Mr. WONG Siu Hung

15
鄧慶治先生
Mr. TANG Hing Chee, Mingo

16
馬慶文先生
Mr. MA Hing Man

17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18
曾裕女士
Mdm. TSANG Yue, Joyce

19
黃嘉謀醫生
Dr. WONG Kar Mau, Bernard

20
吳俊華先生
Mr. NG Chun Wah

21
李妮女士
Mdm. LI Lei

22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7

13

14

17

8

22

18

11 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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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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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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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內部審核部

內部審核經理

行政部

行政經理           

陳麗斯

財務部

財務經理           

李小燕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經理       

彭威兒

企業傳訊及
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
籌募總監 

區淑玲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機構發展部

王東源夫人
長者地區中心

陳潘佩清紀念
幼稚園 幼兒中心

吳馬賽嬌
紀念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
中心（元朗）

屯門護養院賽馬會
護理安老院

陳歐陽麗嬋
紀念日間老人
護理中心

陳徐鳳蘭
幼稚園 幼兒中心

慧妍雅集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
中心（沙田）

賽馬會
單身人士宿舍

陳馮曼玲
護理安老院

陳士修紀念
社會服務中心

朱國京夫人紀念
幼稚園 幼兒中心

圓玄學院兒童及
家庭發展中心

梁之潛夫人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楊晉培
護理安老院

陳平紀念
長者鄰舍中心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長青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黃啟泰夫人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戴均護理安老院

郭興坤長者
鄰舍中心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 幼兒中心

鳳德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東方日報慈善
基金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吳鴻茂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元朗東莞同鄉會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蝴蝶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長洲鄉事委員會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文柱石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中醫戒煙辦事處

十部中醫流動
醫療車
元朗屯門/北區沙田/

荃灣葵青/港島/

黃大仙/將軍澳/

天水圍/

觀塘賽馬會健康院/

新蒲崗柏立基健康院/

馬鞍山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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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

緊急援助金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機構發展副經理     

阮慧妍

董事局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
社會服務總監 

翁麗
社會服務總監  

吳凱孚

董事局總辦事處

總幹事  

鄺國光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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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 吳冠儀（中醫服務經理）、陳世健（高級服務經理）、李小燕（財務經理）、陳敏（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鄺國光（總幹事）、吳凱孚（社會服務總監）、呂慧珊（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彭威兒（人力資源經
理）、陳芝嬋（籌募及推廣經理）、林曉玲（內部審核經理）

前排左起： 李永鏗（陳國威小學校長）、黃光啟（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校長）、郭偉祥（鄧佩瓊紀念中學校長「已退
休」）、吳孔琛（陳楷紀念中學校長）、潘兆文（己丑年董事局主席）、梁國源（社會服務總監）、李振垣
醫生（醫院行政總監）、翁麗（社會服務總監）、區淑玲（企業傳訊及籌募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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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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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部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 ssc1@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 翁麗 ssc3@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 吳凱孚 ssc4@pokoi.org.hk

高級服務經理 陳世健 cfmlic@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s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吳冠儀 cmsm2@pokoi.org.hk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服務經理 李嘉儀 fmi_ic2@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總監 區淑玲 cccfr@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呂慧珊 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副經理 林靜雯 a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副經理 張俊杰 accfm2@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經理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司徒詠怡 at@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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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經理 彭威兒 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曾秀雅 ahrm@pokoi.org.hk

內部審核部 

內部審核經理 iam@pokoi.org.hk

行政部
行政經理 陳麗斯 am@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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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地圖

醫院服務
中醫服務
社會服務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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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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服務

博愛醫院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醫院行政總監
李振垣醫生

leetw@ha.org.hk

田家炳護養院 新界元朗坳頭友善街 電話︰2486 8000 醫院行政總監
李振垣醫生

leetw@ha.org.hk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元朗）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字樓

電話︰2478 5769

傳真︰2478 5760

高級醫師
商海峰

cmpyfs@pokoi.org.hk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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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醫師
黃鎏昌

cmpst@pokoi.org.hk

梁之潛夫人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香港太古城道9號
天山閣地舖2號

電話︰2638 0077

傳真︰2513 7613

主任醫師
陳穎

cmptks@pokoi.org.hk

黃啟泰夫人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香港仔華富邨華光樓平台
709-710舖

電話︰2550 3996

傳真︰2551 0380

主任醫師
伍慶文

cmpwf@pokoi.org.hk

元朗東莞同鄉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華祐樓B翼地下2至3號

電話︰2253 6112

傳真︰2253 6209

主任醫師
林鐵志

cmptsw@pokoi.org.hk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新界青衣長發邨社區中心
G02、G05及G06室

電話︰2434 4028

傳真︰2554 0589

主任醫師
李華

cmpty@pokoi.org.hk

長洲鄉事委員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長洲教堂路2號
長洲鄉事委員會2樓

電話︰2986 9272

傳真︰2986 8605

主任醫師
譚崇志

cmpcc@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港島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2 6630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杜健美

中醫流動醫療車－黃大仙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2 6629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區軒明

中醫流動醫療車－將軍澳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102 4538

傳真︰2691 1236

主任醫師
羅裕興

中醫流動醫療車－元朗屯門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102 6405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李廣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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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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流動醫療車－北區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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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醫師
羅永煦

中醫流動醫療車－荃灣葵青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2 9187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鄺倩婷

中醫流動醫療車－天水圍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200 1192
傳真︰2691 1236

主任醫師
黃玲玲

中醫流動醫療車－觀塘
賽馬會健康院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200 1577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妙霞

中醫流動醫療車－新蒲崗
柏立基健康院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200 7917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梁靜茵

中醫流動醫療車－馬鞍山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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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婷欣

中醫戒煙辦事處 觀塘巧明街111-113號
富利廣場15樓1505室

電話︰2607 1222 主任醫師
羅永煦

cmps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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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總監
吳凱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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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

電話︰2447 3886
傳真︰2448 2290

院長
劉國雄

tkic@pokoi.org.hk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院長/社會服務總監
翁麗

ss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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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服務經理
陳世健

cfmlic@pokoi.org.hk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廈村屏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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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主任/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

ss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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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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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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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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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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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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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傳真︰2454 4717

服務主任
李秀玲

wmfi c@pokoi.org.hk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新界橫台山梁屋村52號A

地下
電話︰2488 5611

傳真︰2488 5101

服務經理
區淑虹

cyct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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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服務主任
余漢雄

jcsphic@pokoi.org.hk

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 新界天水圍嘉湖銀座
第2期2樓201B號

電話︰2149 9695

傳真︰2149 9805

主任
林志偉

ccic@pokoi.org.hk

吳馬賽嬌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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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才駿

fmi_hk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青衣長亨邨社區會堂
地下

電話︰2435 1066

傳真︰2435 1047 

副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hic@pokoi.org.hk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湖樓
103-106號地下

電話︰2435 1097

傳真︰2436 1799

副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oic@pokoi.org.hk

長青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青衣長青邨社區中心
地下

電話︰2433 1356

傳真︰2433 1374

副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cic@pokoi.org.hk

鳳德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
社區中心1樓105室

電話︰2322 2600

傳真︰2322 9830

服務主任
楊紫盈

fmi_ftic@pokoi.org.hk

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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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灣
社區中心地下、
1樓107室及3樓

電話︰2466 2679

傳真︰2456 9027

服務主任
邱逸敏

fmi_bbic@pokoi.org.hk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社區中心
地下

電話︰2453 2012

傳真︰2454 8326

服務主任
邱逸敏

fmi_lkic@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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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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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嘉玲

chfl 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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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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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玲

ywyic@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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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孔琛

pohckm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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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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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鏗

info@pohckwps.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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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其昌

ls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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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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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wtyaswo1@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籌募及推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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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服務簡介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為博愛董事局籌劃及舉行多元
化公關及籌募活動，致力增加本院的知名度，令普羅
大眾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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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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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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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更爭取各界及企業的贊助，開拓不同類型的捐款渠
道，令博愛服務能夠邁向多元化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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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及舉辦
各類型的籌募推廣活動，並協助本院屬下55個服務單
位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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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傳部更會定期設計及編撰年
報及各類型通訊，藉以透過不同的渠道及平台，令社
會大眾對博愛多元化的服務有更深入的認識及了解，
發揚博愛精神。

己丑年董事局曾拜訪立法會、食物及衞生局、教育
局、勞工及福利局、醫院管理局、警務處、中聯辦、
衞生署及房屋署等多個政府部門，藉此加強彼此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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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積極與圓玄學
院、蓬瀛仙館、旭日扶輪社等友好團體合作，籌辦不
同類型的慈善企劃。

為了增加與祖國之聯繫及交流，董事局特別於二零零
九年十月十四至十六日期間舉辦為期三天之北京訪問
團，拜訪北京各政府部門，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全國
政協、中央統戰部及民政部，並獲得四個政府部門的
領導接見，分享寶貴的經驗。

企傳部除了負責本院的宣傳工作外，亦肩負籌募經費
的重任，本院於過去一年舉辦過不少籌款活動，成績
理想，包括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博愛九十週年
慈善餐舞會、博愛盃、博愛Golf慈善賽、滙豐博愛單
車百萬行及博愛歡樂傳萬家，並成為《大醉俠》慈善首
映及「香港公開羽毛球超級賽球衣義賣」之受惠機構。
以上活動不但得到各界大力支持，亦蒙傳媒廣泛報
導，增加社會人士對本院善業的認同。本部門將再接
再厲，以「年輕活力」作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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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屆新任董事局成員上任後，均會齊心參拜農業及醫
藥之祖神農氏，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

董事局成員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八日參拜神農氏，繼
而前往元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墓。

潘兆文主席（右四）帶領眾董事局成員誠心參拜神農氏。

潘兆文主席與董事局成員齊心參拜公墓，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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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戊子己丑年交代就職典禮
本院新一屆己丑年董事局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正式
履新。戊子己丑年董事局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假香港君悅酒店大禮堂舉行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當
天承蒙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主持監誓，並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太平紳士、勞
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鄧國威太平紳士頒發獎項及選
任證書。典禮亦榮幸得到多位官商賢達、本院永遠顧
問、名譽顧問撥冗出席，共證時刻，令典禮在莊嚴的
氣氛下順利完成。

戊子年董事局主席藍國慶先生報告過去一年的博愛
工作，並感謝董事局同寅鼎力支持。

己丑年董事局潘兆文主席於典禮上致辭，表示會全力以赴，令本院院務蒸蒸日上。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為本院主持
監誓儀式，莊嚴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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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董事局成員於典禮上宣誓就職。

己丑年潘兆文主席從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手上
接過選任證書，正式展開新一年度的博愛工作。

己丑年董事局成員與一眾主禮嘉賓及其他嘉賓拍攝大合照留念。

潘兆文主席致送紀念品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G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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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董事局就職晚宴
當晚，本院舉行新任董事局就職晚宴，承蒙行政會議
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梁振英議員GBS太平紳士、衞生
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消防處處長盧振雄先生
FSDSM、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先生蒞臨主禮。

為祝賀新一屆董事局就任，當晚安排一連串豐富節
目，本院邀請了曾勇奪多個國際獎項的博愛醫院鄧佩
瓊紀念中學的「拉丁舞孖寶」表演拉丁舞，並邀得人氣
歌手蘇永康、可嵐及唐素琪唱歌助興，氣氛熱鬧。

（ ）副 肖

博愛醫院己丑年董事局成員聯同主禮嘉賓祝酒慶賀新一屆
董事局成立。

戊子年董事局藍國慶主席與己丑年董事局潘兆文主席
（右）主持就職晚宴啟動儀式。

潘兆文主席（右三）聯同黃帆風副主席（左一）、湯修齊副主席（右二）及
梁天富總理（右一）歡迎主禮嘉賓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梁振英議
員GBS太平紳士（中）、證監會主席方正太平紳士（左二）及本院永遠顧
問陳振彬SBS太平紳士賞光（左三）出席就職晚宴。

新晉歌手可嵐悉心打扮，為來賓獻唱新歌。

歌星蘇永康聯同師妹唐素琪合唱醉人情歌，
在場嘉賓聽出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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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董事局拜訪活動
本院致力與各界保持緊密聯繫，增加彼此的交流及合
作，吸納更多寶貴的意見，促進博愛善業的發展。己
丑年董事局自履新後，拜訪了多個政府部門及友好團
體，藉着各個拜訪活動，加強溝通，鞏固彼此的合作
關係，並讓本院從中汲取寶貴的意見，獲益良多。本
院亦透過拜訪活動，推廣院務及最新發展，爭取各界
的支持。

日期
（2009年） 拜訪單位

6月15日 立法會

7月8日 中聯辦

7月9日 醫院管理局

7月13日 食物及衞生局

己丑年董事局成員到訪立法會，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GBS太平紳士
及其他出席茶聚的議員合照留念。

己丑年董事局成員拜訪中聯辦後與中聯辦各官員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醫院管理局成員合照留念。

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率領一眾官員與本院董事局成員
共晉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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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年） 拜訪單位

7月14日 衞生署

7月21日 勞工及福利局暨社會福利署

7月23日 元朗民政事務處及元朗區議會

日期
（2009年） 拜訪單位

7月29日 房屋署

8月3日 警務處

8月25日 傳媒機構

本院董事局成員喜與衞生署各成員共晉午餐，交流意見。
董事局成員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
及社會福利署各官員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士
及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MH太平紳士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房屋）兼房屋署署長
陳鎮源太平紳士及其他房屋署官員會面。

董事局成員拜訪警務處與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先生及其他警官
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各大傳媒代表進行午宴，並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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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年） 拜訪單位

9月8日 教育局

9月14日 沙田民政事務處及沙田區議會

9月24日 觀塘民政事務處及觀塘區議會

日期
（2009年） 拜訪單位

9月28日 大埔民政事務處及大埔區議會

10月20日 蓬瀛仙館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教育局局長孫明揚GBS太平紳士與其他官員
進行午宴，交流意見。

董事局成員拜訪沙田民政事務處及沙田區議會，與沙田民政事
務專員杜彭慧儀太平紳士及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SBS太平紳
士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觀塘民政事務處及觀塘區議會，與觀塘民政
事務專員黃寶蓮太平紳士及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SBS太平紳士
合照留念。

董事局成員拜訪大埔民政事務處及
大埔區議會，與大埔民政事務專員
潘太平太平紳士及大埔區議會主席
張學明議員GBS太平紳士合照留念。

潘兆文主席率領董事局成員拜訪蓬瀛仙館，
與李宏之理事長及一眾司理等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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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中醫訪問
為提升本院形象及知名度，爭取各界對博愛服務的認
同，本院於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九月期間接受香港電台
普通話台之《紫荊花常開》節目共26輯的電台訪問，
節目內容以輕鬆手法探討不同疾病，如癌症、中風、
美容及失眠的中醫治療及調理方法，並介紹中醫食療
方及中醫藥錦囊，讓聽眾可於家中調理身體，保健養

生。節目內更安排中醫師即場解答聽眾疑難，增加節
目的吸引性。自節目播出後，反應不俗。

透過是次港台中醫訪問節目，令全港市民對博愛有更全
面的認識，而且更了解博愛的中醫服務，提高博愛中醫
的知名度及形象，對中醫長遠的發展有莫大的裨益。

本院中醫師接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之《紫荊花常開》
節目訪問，探討不同疾病的中醫治療方法。 博愛中醫為聽眾解答各種疾病上的問題，甚受聽眾歡迎。

「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
為加深市民對本院的認識及了解，開闢更多籌款渠
道，本院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開始推出全新的「博愛有
心人每月捐款計劃」，反應不俗，並得到全港各大商
戶支持。

有見及此，本院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再度展開「每日
$3.3敬老贈醫」推廣活動，觸發市民的善心，支持敬
老贈醫，建設和諧社會。本院獲得全港二百多個宣傳
點張貼捐款海報及單張，包括︰巴士站、香港房屋委
員會、香港房屋協會轄下之屋邨屋苑，以及其他物業
管理公司、零售店舖及食肆，包括瑞安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UA Cinema、通利琴
行、味千集團及博愛屬下單位等，呼籲市民踴躍捐
輸，開拓善款來源。

「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宣傳海報。 巴士站「博愛有心人計劃」宣傳燈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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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訪問團
為加強與祖國之聯繫及交流，本院董事局於二零零九
年十月十四至十六日舉辦為期三天之北京訪問團，拜
訪北京各政府部門及慈善團體。

本院承蒙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之協助，是次北京訪問團成功獲得國務院港澳辦、全
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及民政部，合共四個政府部門的
領導接見，並分享寶貴的經驗。

董事局北京訪問團成員齊集香港國際機場準備出發。

博愛醫院董事局潘兆文主席及黃帆風副主席送贈紀念品予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陳佐洱副主任（中）。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陳佐洱副主任認同本院慈善
服務工作，並祝願本院服務精益求精，邁步向前。

潘兆文主席向國務院港澳辦周波副主任表示希望日後博愛醫院能夠在
香港及內地的政治文化、社會福利善業之互相融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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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期間，雙方就兩地的社會發展及福利事業互相交
流意見。是次訪問團令各董事局成員獲益良多，加深
對內地的社會政策、福利醫療及民生課題的認識，同
時亦了解到國內居民的需要及內地發展的情況，對本
院日後策劃及推動兩地慈善和社會服務發展有莫大的
裨益。裨益

於回請晚宴上，中聯辦周俊明副主任
高歌一曲，潘兆文主席讚賞支持。

北京訪問團與中共中央統戰部
高衞東副部長（中）大合照。

國務院港澳辦周波副主任讚揚博愛醫院九十年來致力為香港服務。

民政部李立國副部長（中）於會面後，與博愛
醫院訪問團於民政部總部大合照，李副部長
祝願本院善業邁步向前。

博愛醫院北京訪問團於拜訪各
部門後設宴，中聯辦周俊明副
主任（右五）與博愛醫院董事局
成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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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服務
中心服務拓展及啟動典禮
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拓展及啟
動典禮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七日假天水圍天耀邨社區
中心禮堂順利舉行。當日邀得社會福利署元朗區助理
福利專員彭宇安先生、民政事務總署高級聯絡主任
（市區及天水圍）馮萬山先生及國際扶輪3450地區地區
總監鄭瑤璋女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本院非常感謝香港旭日扶輪社慷慨捐助港幣
$500,000，成立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服務中
心，本中心的成立是希望開拓天水圍區內外資源，發掘
社區內個人及家庭的潛能，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建立睦
鄰互助網絡，紓緩家庭所面對的壓力，共建和諧社會。

璋女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己丑年董事局成員與一眾嘉賓在台上為「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服務中心」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

博愛醫院成為「YONEX-SUNRISE
二零零九香港公開羽毛球超級賽」
受惠機構
由世界羽毛球協會認可、香港羽毛球總會主辦的
「YONEX-SUNRISE二零零九香港公開羽毛球超級賽」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至十五日期間，假香港灣仔伊
利沙伯體育館舉行。

該賽事屬世界羽毛球協會超級大賽其中一站，多位世
界知名羽毛球球手雲集香江，競逐多項錦標。此項賽
事連續五年由冠名贊助商– YONEX-SUNRISE贊助。今
年，冠名贊助商YONEX-SUNRISE答允將銷售特選球衣
所得的全部款項捐贈博愛醫院作拓展服務用途，共捐
出港幣$250,000予本院，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博愛醫院成為「YONEX-SUNRISE二零零九香港公開羽毛球超級
賽」受惠機構，潘兆文主席代表博愛接受善款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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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拓展典禮
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拓展典禮於二零零九年十一
月十四日假觀塘道457號觀塘賽馬會健康院停車場順
利舉行。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衞生署副
署長譚麗芬醫生太平紳士、觀塘民政事務專員黃寶蓮
太平紳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車鎮濤教授、
圓玄學院主席湯偉奇博士BBS MH，聯同博愛醫院董
事局成員主持開幕典禮，令開幕典禮生色不少。

典禮上，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表示，博愛
近年致力拓展中醫服務，政府近年積極於全港各區開
辦公營中醫門診服務，使中醫藥在基層護理方面充分
發揮所長，而博愛亦於二零零九年與衞生署透過公私
營醫療服務合作計劃，讓中醫流動醫療車停泊於三間
日間公立普通科門診診所，包括觀塘賽馬會健康院、
新蒲崗柏立基健康院及馬鞍山健康中心停泊應診，讓
中醫服務惠澤廣大市民。林署長表示本院於中醫服務
已取得豐富經驗，希望未來能與本院一起推動香港中
醫藥業的發展，造福更多香港市民。
已
醫

眾主禮嘉賓與董事局成員在醒獅表演後拍攝大合照留念。

圓玄學院主席湯偉奇博士BBS MH（左二）及圓玄學院副主席（亦
是本院董事局副主席）陳國超博士MH（左一）頒贈支票予本院，
以贊助本院添置一部中醫流動醫療車，由潘兆文主席在衞生署
林秉恩署長陪同下接受。

潘兆文主席頒贈紀念品予
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
答謝林署長出席「博愛中
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拓展典
禮」。

一眾主禮嘉賓及本院董事局成員於兩部中醫流動醫療車前為「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拓展典禮」主持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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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會
本院一年一度的慈善餐舞會「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
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晚上假中環四季酒店大
禮堂順利舉行。大會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醫生
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

博愛醫院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太平
紳士擔任「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會」首席表演嘉賓，為慈善即
席獻唱。

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

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大唱中西
經典金曲，在場嘉賓反應熱烈，掌
聲如雷。

「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會」主禮嘉賓、董事局成員及其他嘉賓上台祝酒慶賀博愛醫院成立九十週年。

本院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太平紳
士出任主禮嘉賓，由董事局潘
兆文主席致送紀念品予周局長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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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博愛醫院創立九十週年，本院邀請眾多政
界長官、紳商名流、演藝名人共賀盛典。當晚餐舞
會衣香鬢影，而全場高潮乃本院非常榮幸邀得食物
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擔任首席表演嘉賓，周局長更
為慈善即席獻唱金曲，包括《First of May》、《最愛是

誰》及《My Way》，在場嘉賓反應熱烈，掌聲如雷。此
外，周局長更聯同博愛董事局成員合唱經典名曲《東
方之珠》及《明天會更好》，將整晚餐舞會的氣氛推至
高峰，其獻唱環節共為本院籌得港幣一百七十萬元善
款，福澤社群，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周一嶽局長聯同博愛董事局成員合唱經典名曲《東方之珠》及
《明天會更好》，將整晚餐舞會的氣氛推至高峰，

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會共籌得港幣三百九十八萬元，多謝
本院主席總理、各個贊助商及善長的鼎力支持。

「SARCAR豪門世家」贊助的名貴女裝鑽石腕錶由潘兆
文主席（中）以高價成功投得，並由湯修齊副主席及豪
門世家代表一同頒贈。

愛新覺羅啟驤夫人李味辛女士捐贈名畫「紫藤」予本院拍賣籌款，由
吳俊華總理（中）成功投得，並由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及潘兆文
主席頒贈。

博
本

愛新覺羅啟驤夫人李味辛女士捐贈名畫「紫藤」予本院拍賣籌款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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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舞會除邀得周一嶽局長獻唱外，是次餐舞會的冠名
贊助商「SARCAR豪門世家」慷慨捐贈兩隻鑽石名表予
本院拍賣籌款，在場人士踴躍競投。而清雍正皇帝第
九代孫兒愛新覺羅啟驤先生之夫人李味辛女士亦捐贈

其親筆字畫，連同中國銀行送贈的珍藏鈔票亦以慈善
拍賣方式得到眾多熱心人士踴躍競投，是次餐舞會共
籌得港幣三百九十八萬元，善款將用於博愛醫院的各
項服務經費，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歌星江若琳盛裝出席，獻唱金曲，獲得台下
嘉賓一致好評。

中國銀行送贈的幸運號碼「222222」珍藏鈔票由本院歷屆總理
郭興坤先生成功投得，並由衞生署譚麗芬副署長及黃帆風副
主席頒贈。

大抽獎環節獎品豐富，頭獎獎品是由潘兆文主席夫人送出的LV

名貴手袋。

餐舞會表演節目非常精彩，特別安排TVB人氣節目《超級巨聲》
參賽者互相較量表演，氣氛熱鬧。

理 大抽獎環節獎品豐富 頭獎獎品是由潘兆文主席夫人送出的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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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
中心服務拓展及命名典禮
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服務拓展及命
名典禮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日假青衣長安邨安湖樓博
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舉行。是次邀得
葵青區區議會主席鄧國綱先生、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
青區福利專員吳家謙先生及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主席
（亦是本院副主席）陳國超博士MH蒞臨擔任主禮嘉賓。

本院致力為兒童及家庭提供服務，於青衣長安邨設立
圓玄學院家庭多元智能中心，但為了回應青衣社區發
展的需要，本院於二零一零年決定將「長安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正式改名為「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及家
庭發展中心」，提供專業兒童成長發展及家長支援服
務，服務範圍包括︰臨床心理及智力評估、職業治療
小組、言語治療小組等，讓父母進一步了解兒童成長
發展的不同需要，並得到適切的照顧及服務，藉此培
育孩子的成長。

博愛董事局潘兆文主席、圓玄學院副主席陳國超博士MH（亦是本院
副主席）、博愛董事局湯修齊副主席、簡陳擷霞總理、陪同葵青區
區議會主席鄧國綱MH太平紳士、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吳家謙先
生主持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命名典禮。

博 事 文 院 陳 博 （ 本院

圓玄學院副主席陳國超博士MH代表圓玄學院慷慨捐贈港幣$100,000

予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作服務拓展及命名，由博愛醫院董事局潘兆
文主席、湯修齊副主席及簡陳擷霞總理陪同葵青區區議會主席鄧國
綱MH太平紳士、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吳家謙先生代表接受。

典禮完畢後，眾嘉賓移步中心前進行命名揭幕儀式，並與中心會員
一起大合照。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提供物理治療予有需要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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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盃十五週年慈善聚餐
本院一年一度的「博愛盃」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假
沙田馬場舉行，當日「博愛盃」的賽事安排於第七場進
行，各匹參賽馬匹實力旗鼓相當，賽事緊張精彩，最
後由韋達策騎的二號金德寶勝出。

今年「博愛盃」活動，除獲得各董事局成員抽空出席支
持外，更獲得多位演藝界名人及商界名流賞光蒞臨，
場面星光熠熠。本院再三感謝太子珠寶鐘錶公司、中
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潘兆文主席、籌委會主席林
賢奇副主席、譚姜美珠總理、彭少衍總理等贊助超過
港幣$100,000的獎金獎品，令現場氣氛更熾熱。

一眾董事局成員與博愛盃得獎馬主拍照留念。 由太子珠寶鐘錶公司捐贈的LEONARD石英五地時間鋼錶由
袁士強先生以高價成功投得。

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
公司捐贈限量版鈔票由
施日華先生成功投得心
頭好。

為善不甘後人，林賢奇副主席以高價成功投得中銀珍藏限量版
鈔票。

本院董事局梁天富總理成功投得中銀珍藏限量版鈔
票，為本院籌得更多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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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Golf慈善賽2010
博愛Golf慈善賽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假惠州棕
櫚島高爾夫球會舉行。參與是次活動的球手超過100

位，除本院一眾董事局成員外，另有多名演藝名人參
加，包括劉丹、戴志偉、林漪娸、甄志強、華娃、余
少寶、陳展鵬及梁朗曦。

本院非常感謝各大贊助商、各界善長、活動籌委會聯
席主席潘兆文主席及吳俊華總理的大力支持，令活動
能順利舉行。

博愛Golf慈善賽繼承以往的成功經驗及各界的踴
躍支持，獲近百名球手及多位名人嘉賓鼎力支持。

比賽開始前，本院邀得劉丹、戴志偉、林漪娸聯同本院董事
局潘兆文主席、活動籌委會主席吳俊華總理、黃帆風副主席
及湯修齊副主席一同主持開球禮。

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派出多名藝人及名人
參賽，令是次活動增添氣氛。

活動籌委會聯席主席潘兆文主席（左二）及吳
俊華總理（左一）與黃帆風副主席（右一）及湯
修齊副主席（右二）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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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屬校第二屆聯校運動會
本院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
博愛醫院屬校第二屆聯校運動會，本院榮幸邀得教育
局九龍區域教育服務處總學校發展主任（西貢）郭浩庭
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本院希望藉着是次運動會能鍛練學生們的體格，發揮
出他們的拼勁精神，並透過邀請賽，加強聯繫本院及
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學校眾師生之情誼，令學生們於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能得到均衡的發展。是次
活動在學生們的汗水、拼勁、喝采及啦啦隊的吶喊聲
支持下順利完成。

本院教育服務委員會湯修齊主席致辭表示，運動會能提供一
個平台，讓各同學大展身手，藉此鼓勵大家發揮多元智能及
培養自強不息的精神。

健兒們在比賽中全力以赴，出盡全力比賽，發揮出體育精神。

啦啦隊落力叫喊打氣，令全場氣氛熱烈高漲。 全場總冠軍為鄧佩瓊紀念中學，學生與頒獎嘉賓教育局
郭浩庭主任及潘兆文主席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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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九十週年歷史文物廊開幕典禮
為紀念博愛醫院成立九十週年，本院特別開闢「博愛
九十週年歷史文物廊」，並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
日假博愛醫院一樓演講廳舉行「博愛九十週年歷史文
物廊」開幕典禮。本院邀得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
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

演藝紅人謝雪心小姐聯同本院董事局成員及多位永遠
顧問親臨主持開幕典禮，令開幕典禮生色不少。

當日，除為博愛醫院歷史文物廊開幕外，眾嘉賓更為
「博愛醫院歷屆董事局主席芳名碑」主持揭幕禮。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
俊雄先生聯同本院董事局成員及多位永遠顧問親臨主持「博愛九十
週年歷史文物廊」開幕典禮。

為紀念博愛成立九十週年，特別開闢「博愛九十週年歷史文物廊」陳
列出博愛的歷史文物。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
俊雄先生聯同本院董事局成員及多位永遠顧問主持「博愛醫院歷屆
董事局主席芳名碑」揭幕禮。

「博愛九十週年歷史文物廊」邀得謝雪心小姐擔任特別嘉賓，令典禮
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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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一家賀新春
一年一度的「博愛一家賀新春」晚宴於二零一零年二月
二十五日假The Mira Hong Kong舉行。本院榮幸邀得
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總監
（聯網服務）張偉麟醫生、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符俊雄先生、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陳令行先生、警
務處元朗區助理指揮官范立德先生及香港聖約翰救傷
隊總監馬正興醫生擔任主禮嘉賓，令晚會生色不少。

是次活動是由博愛醫院董事局、歷屆總理聯誼會及永
遠顧問委員會每年於新春期間一起舉行的聯誼活動，
令多位於社會上貢獻良多的昔日及現屆主席及總理們
有機會聚首一堂，讓大家一齊分享博愛九十年來的輝
煌歷史，見證博愛光輝歲月。

博愛醫院董事局、歷屆總理聯誼會及永遠顧問委員會聯同
一眾主禮嘉賓合照留念。

一眾主禮嘉賓一同向在座嘉賓祝酒。

本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永遠會長梁省德MBE BBS太平紳士（中）與
全國人大政協代表藍鴻震太平紳士伉儷一同合照留念。

本院永遠顧問葉曜丞先生MH大開金口
獻唱，贏得台下一致好評。

本院董事局湯修齊副主席獻唱金曲，掀起全晚的高潮。



112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為生命喝采元朗區學校啦啦隊大賽
有見青少年吸毒問題急劇惡化，政府推行一系列禁毒
措施及宣傳抗毒訊息的活動，其中元朗民政事務處及
元朗社會福利辦事處於二零零九年八月起，於社區推
行「青少年反吸毒社區計劃」，希望透過為青少年舉辦
多項推廣抗毒訊息的活動及多元化體育運動培訓，達
致宣揚抗毒訊息。

博愛醫院獲邀成為計劃之協辦機構。本院董事局撥款
推展『博愛「為生命喝采」學校啦啦隊大賽』，希望透過
競技啦啦隊的精神，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力壓其他參
賽學校勇奪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左起）主禮嘉賓博愛董事局湯修齊副主
席、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士及
博愛董事局黃帆風副主席一起主持博愛
「為生命喝采」學校啦啦隊大賽。

頒獎嘉賓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
員符俊雄先生（右一）及博愛董事局
潘兆文主席及湯修齊副主席頒獎予
中學組總冠軍得主香港管理專業協
會羅桂祥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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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開始，於元朗區及天水圍區
的中小學舉辦啦啦隊運動訓練，並於三月六日舉辦以
「為生命喝采．活出健康人生」為題的元朗區學校啦啦
隊大賽，比賽組別分為小學組及中學組，並設有全場
總冠軍、金銀銅及其他獎項。

比賽當日，19間中小學（共350多名學生）施展渾身解
數，成功帶出「為生命喝采，活出健康人生」的訊息。
博愛醫院將於來年繼續舉辦『博愛「為生命喝采」學校
啦啦隊計劃』，向更多學生及青少年宣揚抗毒訊息。

光明英來學校表現出色，勇奪小學組全場總
冠軍。

中學組參賽學校施展渾身解
數，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勇
奪最佳口號中學組得主。

頒獎嘉賓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余羅少文女士及博愛董事局黃帆風副主
席頒獎予小學組總冠軍得主光明英來學校。

光明英來學校表現出色 勇奪小學組全場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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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全港性大型單車籌款活動－「滙豐博愛單車百
萬行2010」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七日（星期日）假大埔
至沙田單車徑舉行。是次活動成功吸引約3,000人參
加，合共為本院籌得善款總數超過港幣三百萬元。

（左起）博愛醫院副主席暨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張德貴先生、香港警務處沙田區指揮官吳錦榮先生、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亞太區企業可持續發展總監區佩兒小姐、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執行董事、工商業務、個人理財及保險
業務主席霍嘉治先生、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太平紳士、博愛醫院董事局潘兆文主席、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
長張肖鷹先生、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及博愛醫院董事局副主席黃帆風先生帶領一眾參加者進
行活動起步禮，並於起步點前合照留念。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0」之主要目的除為博愛籌
募善款支持社會服務發展外，亦希望推廣香港單車
運動及宣揚環保生活，從而鼓勵市民多做運動，預防
疾病，建立安定和諧的社會。另外，本院亦希望透過
活動加強香港市民對單車安全知識及提高道路安全意
識，減少單車意外發生。

潘兆文主席（左二）及夫人（右一）、黃帆風副主席夫人
（右二）、梁天富總理（中）及彭少衍總理（左一）於活動前
合照，一起宣揚「博愛精神」。

眾主禮嘉賓鳴槍後，各參賽者一齊開步踏單車做善事。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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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參加者由早上6時30分開始陸續抵達大埔海濱
公園集合，登記及領取單車後，隨即前往吐露港單車
徑準備起步。完成起步儀式後，參加者分批出發，途
經科學園、沙田馬場及城門河等熱門遊覽景點至源禾
遊樂場終點結束，全程約10公里，並參與閉幕典禮及
嘉年華，正式完成全日之愉快旅程。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之成功來自社會各界之鼎力支
持及積極參與，除市民大眾外，參加之企業團體亦
有接近30間。其中，本院非常榮幸邀得國際性金融
機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再次作為是次活動

的冠名贊助商，動員超過300名員工參與。另外，佳
能香港有限公司亦成為是次活動的主要贊助商，及派
出超過50名員工參與。同時，本院亦邀得周生生、
樂健坊及通城鐘錶有限公司（精工表）成為鑽石贊助；
Champion System為服裝贊助；Bonaqua、Bonaqua 

BonActive為大會指定飲用水及運動飲品。其他主要的
企業團體包括：三惠有限公司、天行聯合金融集團、
實運集團、訊通展覽公司、仁美清叙、衍生行、太
子珠寶鐘錶、高信集團、TVB藝員隊、英皇教育、加
洲紅、Google HK、捷成洋行、順源建築有限公司及
BAUHAUS等。

活動推廣大使鍾舒漫小姐、洪卓立先生及藝人謝雪心
小姐熱心公益，支持「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0」。

TVB派出藝人隊穿上特色服務，造型突出，
難怪勇奪「最具創意服飾獎大獎金獎」。

企業精英隊—三惠有限公司 企業精英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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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得以成功舉辦，全賴各協辦及支持單位鼎
力協助，包括香港單車聯會、沙田體育會、大埔體
育會、活動大使王史提芬、交通顧問Mannings (Asia) 

Consultants Ltd.、活動顧問何兆麟、推廣大使－鍾舒
漫、洪卓立及可嵐、RoadShow、TVB、商業電台叱
咤903、沙田民政事務處、沙田區議會、大埔民政事
務處、大埔區議會、康樂文化及事務署、懲教署職員

義工隊、HKCI、鎮洋兄弟單車公司、Giant、DOS、
MARATHON Sports、維特健靈、ELITE SPORTS、撒
隆巴斯、Ranking Co. Ltd及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等，
除了參與長時間的籌備工作外，更於三月六及七日派
出超過500名義工為本院及慈善出力。本院當日亦動員
約100名同事協助活動各項安排。眾同事均盡心盡力，
互相合作，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盡顯「博愛精神」。

企業精英隊—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企業精英隊—天行聯合金融集團

企業精英隊—Google HK

企業精英隊—英皇教育 企業精英隊—訊通展覽公司

企業精英隊—上海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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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亦非常感謝各個政府部門及官方機構協助，令活
動得以順利舉行，包括香港教育局、警務處、運輸
署、路政署、社會福利署、聖約翰救傷隊、香港科技
園公司及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等。

另外，是次活動之宣傳工作亦極為成功，除邀得
RoadShow作媒體夥伴於全港3,200輛巴士連續超過一
個月全日不停呼籲外，亦獲TVB、NOW TV、商業電
台、MILK、博納中國戶外廣告有限公司及香港電車有

限公司等主要大眾媒體支持。另外本地各大主要報章
如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太陽報、星島日報、成報、
大公報及文匯報等亦分別以不同角度全方位報導活動
之盛況，讓大眾共同分享參加者當日之喜悅。

有見活動連續兩年均獲廣泛及熱烈支持，證明活動已
獲得社會大眾之肯定。正因如此，本院期望單車百萬
行繼續每年舉辦，並進一步向政府申請公路場地，將
此活動推動為香港具標誌性之公益盛事，於籌募更多
善款之餘，裨益本院各項善業，令更多人受惠。

企業精英隊—仁美清叙

企業精英隊—
太子珠寶鐘錶
公司

鄭詩韻小姐勇
奪最具創意服
飾獎。

油尖旺區議員葉傲冬先生勇奪最
高籌款獎（個人組）。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0」的成功有賴本院董事局
同寅群策群力及贊助商的支持。

香港花式單車好手余心怡督察於閉幕禮表演花式單車，
叫現場觀眾歎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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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0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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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途有愛 — 傑義風采喜迎春
本院與圓玄學院合辦「圓途有愛─傑義風采喜迎春」午
宴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
樓圓滿舉行。當日，本院榮幸邀得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梁智鴻醫生GBS太平紳士、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
長鄧國威太平紳士、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處長鄧偉
勝先生、圓玄學院董事會主席湯偉奇博士BBS MH及
本院董事局主席潘兆文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本院董事局成員、圓玄學院董事會成員及逾千名長者
濟濟一堂共賀新春，溫馨洋溢，並藉着是次活動特別
嘉許博愛及圓玄長者義工，鼓勵更多長者善用餘暇，
發揮潛能，投身義工行列。

各主禮嘉賓與博愛一眾主席總理主持長者義工嘉許儀式後合照留念。

大會邀請著名魔術師王者匡先生與長者一起
大玩魔術，與台下打成一片。

博愛長者穿起民族服飾，落力表演中國舞，
贏得台下熱烈掌聲。

長者們載歌載舞，與台下逾千名長者共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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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歡樂傳萬家
博愛恒常籌款節目《博愛歡樂傳萬家》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十三日破格演出，是次與極受觀眾歡迎的電視遊戲
節目《逐格鬥》合作，透過輕鬆富趣味性的遊戲，向全
港展示博愛最新的服務及理念，並大力鼓勵市民捐
款，籌募本院社會服務經費。為隆重其事，大會先於
三月四日假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

三月十日節目錄影當晚，本院榮幸邀得衞生署署長林
秉恩醫生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擔任主禮嘉

賓。為配合逐格鬥的遊戲，參與的主席總理聯同歌星
及藝員分別組成海軍隊及水兵隊，透過參與七個遊戲
環節爭奪當晚的冠軍。

今年《博愛歡樂傳萬家》由鄭裕玲、I Love U Boyz、鄧
梓峰及朱凱婷擔任大會司儀，率領一眾歌星、藝員大
玩遊戲。演出歌星包括古巨基、杜麗莎、陳偉霆、泳
兒、鍾舒漫、江若琳、洪卓立、王浩信、Hotcha、周
家蔚、金剛、可嵐、朱紫嬈、蘇晉霆等。當晚主席總
理及一眾嘉賓均為慈善傾力演出，為本院籌得十分理
想的善款。

記者會上，董事局成員與出席的歌星呼籲市民踴躍捐輸，
支持《博愛歡樂傳萬家》。

潘兆文主席率領由董事局湯修齊副主席、梁天富總理及一眾歌星
組成的海軍隊參與《逐格鬥》遊戲。

黃帆風主席率領由董事局吳俊華總理、曾裕總理及一眾歌星
組成的水兵隊參與《逐格鬥》遊戲。 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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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五），聯同一眾主席
總理主持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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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兆文主席夫人捐出港幣$250,000予本院，由潘兆文主席、
陳國超博士MH副主席、簡陳擷霞總理及譚姜美珠總理代表
接受。

黃帆風副主席夫人捐出港幣$250,000予本院，由黃帆風副主席、
梁天富總理、曾裕總理及彭少衍總理代表接受。

香港道德會捐出港幣$750,000予本院，由陳國超博士MH副
主席、張德貴副主席、潘德明副主席及鄧慶治總理代表接受。

圓玄學院捐出港幣$900,000予本院，由潘兆文主席、張德貴
副主席、曾耀祥總理及鄧慶治總理代表接受。

Sunrise & Co., Ltd.及香港羽毛球總會捐出港幣$250,000予本院，
由本院黃帆風副主席、潘德明副主席、簡陳擷霞總理及譚姜美珠總
理代表接受。

農本方有限公司捐出港幣$450,000予本院，由湯修齊副主席、曾耀
祥總理、吳俊華總理及彭少衍總理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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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裕總理落力參與慈善遊戲環節，為本院籌款出錢又出力。

吳俊華總理投入玩「套車布」遊戲，為慈善全情投入。

湯修齊副主席於「玩揮春」遊戲，
忘我參與。

梁天富總理投入玩「吹龍」遊戲，表現落力。

潘兆文主席及黃帆風副主席與歌星古巨基齊齊呼籲市民踴躍捐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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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及博愛醫院合辦
全港首創免費中醫戒煙服務啟動典禮
由衞生署及博愛醫院合辦，全港首創的免費中醫戒煙
服務啟動典禮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假

九龍大角咀奧海城順利舉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
合作司王笑頻副司長、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李
國麟議員及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擔任主禮
嘉賓。

國家中醫葯管理局國際合
作司副司長王笑頻司長（左
三）、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
暨廣東省中醫葯局局長彭煒
廳長（右二）、立法會衞生事
務委員會主席李國麟議員
（右三）、衞生署署長林秉恩
醫生太平紳士（左二）、博愛
醫院董事局潘兆文主席（右
一）及博愛醫院董事局副主
席暨中醫服務委員會主席黃
帆風先生（左一）合作完成博
愛中醫流動醫療車之大型拼
圖，正式宣佈免費中醫戒煙
服務展開。

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左一）、博愛醫院
董事局潘兆文主席（中）及博愛醫院董事局副主席暨
中醫服務委員會主席黃帆風先生（右一）進行簽署儀
式，象徵衞生署及博愛醫院合作推展免費中醫戒煙
服務。

國家中醫葯管理局國
際合作司王笑頻副司
長致辭時表示，國家
一向關心香港市民健
康，並鼓勵大家支持
中醫針灸戒煙。

博愛安排啦啦隊
為啟動典禮打
氣，鼓勵吸煙人
士積極戒煙，共
創「無煙香港」。

眾嘉賓於台上合照留念，祝願免費中醫戒煙服務順利開
展，造福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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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無煙香港」運動，鼓勵吸煙人士戒煙，衞生署
及博愛醫院合作，首創以中醫方法，結合輔導及針灸
工作，提供一站式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此服務乃
經由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的專業中醫師提供治
療方案及專業指導，方法簡單安全，只要戒煙者持之
以恒，效果良好。

博愛將會安排屬下10部中醫流動醫療車，將免費針灸
戒煙服務全面帶入全港48個社區服務地點，服務時間
由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星期三及星
期六更會提供夜診服務，期望一年內招攬1,200名吸
煙人士參與戒煙輔導及治療。

眾嘉賓為兩部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剪綵，標誌博愛屬下10部中醫流動醫療車正式將免費針灸戒煙服務全面帶入全港48個社區服務地點。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暨廣東省中醫葯局局長彭煒廳長（右一）、
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中）細心聆聽中醫師介紹有關
針灸戒煙的服務內容。

（左起）博愛董事局彭少衍總理、國家中醫葯管理局國際合作司副司
長王笑頻司長、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暨廣東省中醫葯局局長彭煒廳
長、博愛醫院董事局張德貴副主席及簡陳擷霞總理於博愛中醫流動
醫療車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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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籌募及推廣部主要工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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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巿
民得以認識本院多元化的社會服務。

為籌募各項社會服務經費及全港巿民對博愛的支持，
籌募及推廣部在年度內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博愛月
全港慈善籌款、發行十元慈善獎券、愛心傳萬家元朗

街坊募捐、博愛福米義賣、新春吉品義賣、各區慈善
歌唱晚會、佛誕慈善義賣及售旗籌款等多元化籌款活
動。

籌募及推廣部主力除籌集善款外，更加強聯繫各大屋
邨團體、工商界、社區領袖及政府部門，促進彼此溝
通並建立良好關係。本院一直承蒙全港各大屋邨及團
體鼎力支持，慷慨解囊，令博愛善業發展至全港各
區，令更多有需要的巿民受惠。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開幕典禮，邀請到立法會王國興議員MH、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SBS太平紳士、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李基舜
太平紳士、房屋署李雪崑助理署長、懲教署李雙助理署長、消防處吳邦來新界消防總長、元朗警區指揮官李建輝總警司、社會福利署符俊
雄元朗區福利專員、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聯絡處鄧偉勝副處長蒞臨主禮。

博愛慈善大使江若琳小姐及泳兒小姐（右圖）
呼籲各屋邨團體鼎力支持。

謝雪心女士及珈穎小姐獲頒贈慈善之星委任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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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博愛月是一年一度全港性大型籌款活動，由二零零九
年八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為期八個月。博愛月籌款形
式多元化，其中包括發行四十萬張慈善獎券、上門募
捐、慈善義賣、慈善晚宴、吉品義賣、福品拍賣、跳
舞晚會及嘉年華等。

本院承蒙社會福利署、房屋署、影視及娛樂事務處、
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民政事務總署、警務
處、區議會等多個政府部門協助，並得到全港多個地
區屋邨、屋苑及團體熱烈響應支持，令博愛月能夠順
利舉行。本院謹此多謝社會各界人士的熱心支持，使
本年度籌款成績理想，惠澤社群。

博愛月頒獎典禮暨慶功宴，承蒙立法會王國興議員MH、九龍城區議會主席王國強議員SBS太平紳士、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太平紳
士MH、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議員太平紳士、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議員BBS MH、消防處盧振雄處長FSDSM、懲教署李雙助理署
長、房屋署陳少德助理署長、元朗警署分區指揮官曾繁光警司、社會福利署符俊雄元朗區福利專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鄧偉
勝副處長、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雷沛然聯網總經理（行政）蒞臨主禮，場面盛大。

元朗各界榮獲十大慈善籌募成績最高獎冠軍、最高
晚宴籌募獎冠軍及元朗區籌款成績最高獎冠軍。

祥華賢毅社/葉曜丞議員辦事處榮獲十大慈善籌
募成績最高獎亞軍、最高慈善晚宴籌募獎亞軍及
分區籌款成績最高獎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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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推廣部

博愛月開幕典禮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假九龍紅
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本院榮幸邀請立法會王國
興議員MH、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SBS太平紳
士、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李基舜太平紳士、房屋署
李雪崑助理署長、懲教署李雙助理署長、消防處吳邦
來新界消防總長、元朗警區指揮官李建輝總警司、社
會福利署符俊雄元朗區福利專員、中央政府駐香港聯
絡辦新界工作部聯絡處鄧偉勝副處長蒞臨主禮，令開
幕典禮生色不少。

為答謝各參加博愛月之屋邨團體，本院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十八日假座九龍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博愛
月頒獎典禮暨慶功宴，當晚厚蒙 立法會王國興議員
MH、九龍城區議會主席王國強議員SBS太平紳士、
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太平紳士MH、油尖旺區
議會主席鍾港武議員太平紳士、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
智議員BBS MH、消防處盧振雄處長FSDSM、懲教
署李雙助理署長、房屋署陳少德助理署長、元朗警署
分區指揮官曾繁光警司、社會福利署符俊雄元朗區福

健誼社榮獲十大慈善籌募成績最高獎
季軍、分區籌款成績最高獎季軍。

天恩愛心義工隊榮獲十大慈善籌募成
績最高獎第四名、最高慈善獎券銷售
獎冠軍。

華星海鮮酒家榮獲十大慈善
籌募成績最高獎第五名及最
高慈善晚宴籌募獎季軍。

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榮獲十大慈善籌募
成績最高獎第六名
及最高上門募捐獎
季軍。

五聯辦/深水埔工商聯會
/白田義工團榮獲十大慈
善籌募成績最高獎第七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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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專員、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鄧偉勝副
處長、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雷沛然聯網總經理
（行政）蒞臨主禮，並頒發十大最高籌款獎項予各得獎
屋邨團體，以示表揚及感謝支持。

參加博愛月的屋邨團體有百多個，義工參與人數眾
多，各位充滿熱誠、幹勁之精神着實令人敬佩。

施比受更為有福，博愛月是向全港巿民宣揚愛心的行
動，發揮團結及愛心力量，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絕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歡迎全港巿民參與。籌募及
推廣部繼續秉承本院的服務精神，繼續向前邁進，不

負眾望。務請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繼續支持本院善業發
展，共襄善舉，惠澤社群。

售旗籌款
本院獲社會福利署核准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於
新界區舉行售旗籌款日，參與是次售旗的中小學校、
幼稚園、社區團體及本院所屬學校各服務單位義工人
數達三千多人。本院蒙滙豐銀行、恒生銀行及東亞銀
行撥借分行供本院設置旗袋收集站，並協助點算善
款。本院特別感謝參加售旗活動的每位義工朋友，使
售旗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籌得數字理想。

陳麗君議員辦事處/愛民邨居
民協進會榮獲十大慈善籌募
成績最高獎第八名及最高上
門募捐獎亞軍。

義工一邊售旗行善，一邊享受親子樂，極具意義。

長者義工傾力向途人募捐，愛心滿載。

竹園邨慈善籌款委員會榮
獲十大慈善籌募成績最高
獎第十名及最高上門募捐
獎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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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傳萬家元朗區街坊募捐
元朗區街坊募捐乃本院一年一度最具傳統性的募捐活
動，由博愛醫院總理率領員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
至三十一日期間，往元朗、錦田、新田、流浮山、
洪水橋及藍地等地區向各商戶團體沿門勸捐，宣揚
博愛醫院社會服務精神。為使喚起更多巿民支持。今
年度元朗區街坊募捐大會邀請到元朗商會及香港新界
工商業總會元朗分會聯合主辦，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
二十二日舉行起步禮儀式，並邀得元朗區議會主席梁
志祥議員MH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符俊雄先生、元朗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陳令行先生蒞
臨主持起步禮儀式。

新春吉品義賣
博愛醫院為籌集更多善款發展社會服務，於農曆新年
期間舉行新春吉品義賣，邀請到荃灣愛心健康促進會
十多位長者義工及博愛義工團參與，義賣地點計有元
朗、屯門及荃灣等地方，並得到眾多善心人捐助，成
績理想。

元朗區街坊募捐起步禮邀請
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
MH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元
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及
元朗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陳
令行先生蒞臨主禮。

荃灣愛心健康促進會及博愛義工團積極參
與慈善義賣。

博愛董事局潘兆文主席主持十元慈
善獎券電腦抽獎儀式。

健誼社熱烈支
持博愛慈善籌
款活動。

長者義工熱烈響應新春吉品義賣，
為慈善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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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

服務簡介
行政部工作範疇主要分為中央行政及董事局秘書兩
部分。

（一）中央行政工作包括統籌及處理董事局總辦事處及
屬下各單位之中央採購、保險購買及索償跟進、物業
管理及租賃、單位租務、裝修工程、資訊科技支援、
運輸服務、維修保養、貨倉管理、公共設施監管及新
項目發展等。

（二）董事局秘書工作包括為董事局提供文書、行政支
援、協調及聯繫服務，為董事局擔任秘書職務，統籌
董事局會議及內務委員會之文書及行政工作。

服務內容
二零零九年，行政部成功推行及完成以下工作：

中央議價
行政部每年均為屬下單位進行中央集體議價，項目包
括︰文具用品、清潔用品、膳食用品及保險項目（包
括僱員賠償保險、第三者責任保險、現金/物業風險保
險、醫療責任保險、專業責任保險、團體汽車保險、
團體意外保險、物業風險保險、董事及高級職員責任
保險等），務求尋找最合適之供應商及以合理價錢為
機構提供各項物資及服務，節省機構開支。

物業管理及單位租賃
董事局之恆產包括物業及地塊，行政部負責有關管
理、維修及租賃事宜，務求令本院於租務上有固定收
入，增加本院收入來源。

本部門亦負責本院屬下各單位之租賃事宜，包括與業
主洽談租約條款、租金調查、續租及簽訂租約安排。
如本院有新單位開展服務或需搬遷，行政部負責驗收
單位、裝修工程及還原工程等工作。

資訊科技管理
為了配合博愛醫院年輕活力的嶄新形象及讓市民得到
本院最新、最快的資訊，行政部除了定時更新網頁內
容外，並不時為本院網頁注入新元素，利用網上資源

加強宣傳各項籌款活動。博愛醫院網頁並設有網上捐
款，欲捐款的市民可透過本院網頁以信用卡或繳費靈
即時捐款，方便快捷。

此外，行政部已就屬下各單位的電腦系統使用情況作
出詳細調查及分析，並已制訂「資訊科技守則」及「保
護電子化個人私隱資料－技術及操作指引」，建立優
良的資訊科技文化，善用科技資源。

地塊發展
本院近年積極計劃發展博愛醫院側之地塊，為配合上
述的發展計劃，行政部負責進行各項籌備工作，包括
協助董事局聘用顧問公司完成地塊二發展可行性報
告，並草擬地塊發展的認可人士服務之報價文件及提
交分析報告予董事局考慮，落實認可人士的聘用及開
展有關申請程序及建築工程。

協助籌組新一屆董事局
董事局任期於每年四月一日開始，而本院院務之領導
亦會由新一屆董事局成員擔任，行政部須負責一切有
關籌組新一屆董事局之行政及文書工作，並協助邀請
各界別之知名人士出任董事局名譽顧問及專業人士為
本院其他事務顧問，為本院提供各方面之專業意見，
使本院服務更臻完善，邁向新里程。

為董事局提供文書及支援服務
董事局屬下設有多個內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管理本院
不同之服務範疇，行政部負責統籌及協調各會議，並
擔任董事會、管理委員會、建設及拓展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及永遠顧問委員會之秘書工作。行政部亦協助
董事局於有需要時修訂「博愛醫院組織章程」，使章程
更完善及配合現時機構運作。

展望
行政部將繼續定期檢討各項行政政策，以開源節流及
善用資源為目標為屬下各單位提供各項支援及服務。
於新發展項目方面，董事局擬發展博愛醫院地塊，本
部門將全力協助進行及推動各項預備工作，務求盡快
落實及完成有關的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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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於二零零九年，本院除了面對金融危機衝擊外，亦須
處理因社會福利署停止發放「特別一次過撥款」資助而
帶來之財政壓力。一直以來，本院均以保守及穩健財
務政策處理各項事務，故年度內各項運作仍然穩妥。

服務內容
本部負責總辦事處及董事局屬下所有服務單位、籌募
活動及永遠顧問委員會之財務工作，務使所有財務工
作均得到妥善後勤支援及切實執行社署規定之「整筆
撥款手冊」及「慈善籌款活動最佳安排參考指引」。

己丑年期間，財務部執行以下（非恆常性）項目：

* 年度內新增資助︰「輔助醫療人員津貼」、「加強清
潔服務防治新型流感」及「防止人類豬型流感擴散」
等特別撥款，進行分配及監控用款情況。

* 為個別恆常性之年度籌募活動，開立「7-Eleven慈
善捐款」專戶，以便收集更多善款，以及令捐款流
程更為靈活。

* 新增專業護衞公司處理支票類別善款，減少總辦
事處行政工作。

* 研究八達通捐款及服務收費的可行性，增加對外
收集款項之渠道。

* 根據審核建議、單位要求修訂及改善監管程序，
年度內檢討多項財務行政指引，包括：第二節「現
金、支票及貴重財物的保管」、第四節 「零用金處
理」、第十五節「職員膳食」。

* 進行「隨機性現金點算查核」，將舞弊機會及運作
減至最低。

* 提供個別文職同事之工作流程培訓，舉辦更多講
座及分享會，達致統一及完善流程理念。

展望
踏入新一年，財政部計劃中的工作包括：服務單位於
來年引進會員管理、職員編更及出勤等系統，將新配
套融入現行工作流程，進一步減省工序，以便單位預
留更多空間作服務發展。

現時申請內部轉賬付款之輪候時間約三星期，會按需
要檢討每日轉賬款額，期望縮短單位申請付款等候時
間。另外，鑑於上年度定期存款息率偏低，將研究及
探索各類穩健性投資項目，增加本院收益。

財務部會繼續努力學習，引進新事物及理念，期望於
更靈活的環境下將博愛醫院社會服務處現有之資源能
夠更有效運用，令更多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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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主要工作為協助機構制定、推行與檢討人
力資源政策及相應措施，職責範圍包括總辦事處及董
事局社會服務處屬下所有服務單位之職位招聘及人事
任免、薪酬及福利、員工培訓及績效管理等。

服務擴展與開拓就業機會
本院中醫服務持續拓展，本年度增聘三十多個職位，
包括高級醫師、主任醫師、流動車主任醫師、流動車
醫師、見習醫師、初級醫師、中醫配藥主任、流動車
配藥主任兼司機、流動車配藥員兼司機、副行政主
任、會計助理、三級工人及流動車庶務員等。

安老服務方面，本院屬下各護理安老院舍本年度運用
療養補助金及老年痴呆症補助金，聘請合共三十七個
全職或兼職職位，包括社工、護士、保健員及個人護
理員等，致力為院友提供適切的護理服務。

為配合政府創造就業施政，本院於二零零九年開設多
個職位。

各新增職員繼續秉承本院「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
旨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服務。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派員親臨本院為員工主持「防貪講座」，推廣廉潔信息。

員工參與「處理服務使用者暴力
事故及脫身法技巧」工作坊，即
場實習脫身法及分享。

職員培訓
本院重視職員培訓，鼓勵員工持續進修，每年均會為
員工舉辦不同主題的培訓活動，提升員工不同範疇的
知識及技巧。

廉政公署防貪講座
本院於二零零九年六月邀請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為本院舉行管理及專業級職員防貪講座，其後再於
二零零九年八月至二零一零年一月期間，分批舉辦合
共八場前線服務職員防貪講座，出席職員總人數達
四百五十五人。本院會定期舉辦防貪講座，向員工推
廣廉潔信息，提高員工道德操守。

暴力事故及脫身法技巧工作坊
為加強員工對服務使用者暴力行為及自我保護策略之
認識，本院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及八月舉辦三場
「處理服務使用者暴力事故及脫身法技巧」工作坊，合
共六十位員工包括社工、護士、治療師及保健員等參
與，各參與者均表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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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教學法培訓
為配合本院學前教育服務在各幼稚園 幼兒中心推行
「蒙特梭利教學法」，本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至十月安
排共十名幼稚園教職員接受蒙特梭利教學法培訓，並
全數資助培訓費用。截至現在，本院已安排超過二十
位幼稚園教職員接受有關訓練。

護士學生培訓資助
為進一步改善護士人手短缺問題，本院制訂護士學生
資助政策，於二零零九年間資助兩名於屯門醫院就讀
註冊護士課程學護之學費，並資助三名修讀社福界登
記護士課程學護之津貼。上述五位學護將分別於二零
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修畢護士課程後返
回本院任職登記護士或註冊護士。

職員獎賞與福利活動
為提升士氣及員工歸屬感，增強本院在人力資源市場
上的競爭力，本院推出以下獎賞計劃及福利活動。

傑出員工獎勵計劃
本院於二零零九年度舉辦第四屆傑出員工獎勵計劃，
表揚工作表現優秀的員工。傑出員工獎勵計劃深受歡
迎，有效提升員工整體士氣及鞏固團隊精神，傑出員
工能樹立良好榜樣，有助推動職員工作動力。本年度
共十九名員工獲甄選為傑出員工，並獲頒發獎金及獎
座乙個，以茲鼓勵，此外，本院更資助傑出員工參加
技能提升之培訓課程或研討會。

潘兆文主席（右四）頒發獎
項，嘉許2009年度傑出員
工得獎者。

潘兆文主席（左四）頒發長期服務獎，嘉許服務博愛多年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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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

員工出勤獎勵計劃
員工出勤獎勵計劃旨在表揚出勤表現優異的員工，並
鼓勵員工保持強健體魄。本院於二零零九年推出員工
出勤獎勵計劃，確認全年沒有放取病假及工傷病假員
工之勤到表現。本年度超過300名員工獲取員工出勤
獎，並獲發放獎金、額外有薪年假一天及嘉許證書乙
張，以茲鼓勵。

黃帆風副主席（中）頒發獎項，表
揚工作表現傑出的員工。

「傑出員工獎勵計劃」深受歡迎，
陳國超博士MH副主席（右三）與
傑出員工合照。

湯修齊副主席（右一）及鄺國光總幹事（左一）
嘉許今年度傑出員工。

「傑出員工獎勵計劃」深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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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才藝展繽紛晚會
本院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六日舉辦本年度博愛才藝展繽
紛晚會，秉承往年盛況，本年博愛才藝展繽紛共有17

隊參賽組別，各參賽隊伍施展渾身解數，演出精彩，
超過300名員工及家屬踴躍支持，場面熱鬧。

博愛醫院董事局副主席暨籌委會主席湯修
齊先生以一曲《以你為榮》為「博愛才藝展繽
紛晚會」揭開序幕。

中醫服務的一班年輕中醫師於「博愛才
藝展繽紛晚會」勇奪社會服務組別金獎。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於「博愛才藝展繽紛
晚會」勇奪學校組別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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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

員工週年新春晚宴
員工週年新春晚宴乃本院每年舉辦的員工聯誼活動，
讓董事局成員、管理層及前線工作員工聚首一堂共賀
佳節，藉此促進各職級、各單位同工間彼此聯繫。本
年度員工週年晚宴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舉行，
筵開45席，500多名員工參加。週年晚宴節目豐富，
除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新穎遊戲、豐富抽獎外，亦頒
發了多個獎項，包括傑出員工獎及長期服務獎。

職業安全與健康
本院參與職業安全健康局之「職安健員工參與計劃」，
舉辦「博愛職安健常識問答計劃」，向本院員工推廣職
安健訊息。有關推廣活動獲職安健員工參與計劃評審
委員會評選為「優異獎」，並獲邀請出席傑出職安健員
工參與計劃頒獎典禮接受獎項。

本院職業安全健康中央小組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推
出「博愛職安健環保袋設計比賽」，目的為推廣安全與
健康訊息，發揮員工設計創意。參與職員以促進職業
安全與健康或提倡健康生活為主題，設計環保袋圖案
及標語。評審員在多個參賽作品中甄選出冠、亞、季
軍得主，得獎員工除獲贈禮品外，得獎作品更印製成
環保袋。

展望
本院深信，員工乃機構珍貴的資產，以人為本及專業服
務有賴高質素員工的努力。吸納及培育人才固然重要，
提升士氣、增加歸屬感及凝聚團隊精神更是不可或缺。
本院重視員工的意見，致力促進管理層與員工間雙向溝
通。未來，人力資源部會在現行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及
鞏固一套更有系統、更完善及穩健的人力資源管理制
度，確保本院在人力資源市場上保持競爭力。

通
鞏
度

潘兆文主席（左五）與各董事局成員為本院「員工週年新春晚宴」
揭開序幕。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向員工舉杯祝酒賀新春。

潘兆文主席於「員工
週年新春晚宴」上獻
唱，獲得熱烈掌聲。

向員工舉杯祝酒賀新春向員工舉杯祝酒賀新春

工
獻

湯修齊副主席與員工於「員工週年新春晚宴」
上載歌載舞，掀起全場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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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部

服務簡介
內部審核部為獨立運作的部門，直接向董事局之審核
委員會負責。為了配合本院持續發展及確保本院能夠
提供優質服務予有需要的人士，故董事局對內部監控
及機構管治極其重視，並致力維持本院內部審核部的
獨立性。

在審核委員會的督導下，內部審核部貫徹公平、公
開、公正及客觀的宗旨，不定期地往屬下各服務單位
進行不同範疇的審核工作，確保本院的資產得以有效
運用、保管及管理；與此同時內部審核部亦致力研究
多項有助改善、提高經濟及服務效益的項目，令各服
務單位能夠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優質而專業的服務。

服務內容
內部審核部去年積極協助董事局加強監控機制及提升
運作效率，就各服務單位之財務管理、資產管理、採
購管理、捐獻管理及風險管理等範疇作出全面而獨立
的審核工作，並因應服務單位的實際情況提出相應之
改善方案，確保各服務單位貫徹執行本院的各項政策
及守則，持續提高服務水平及減低潛在風險。

內部審核部於去年因應幼稚園 幼兒中心的運作及管
理模式作出全面檢討，共編製了三份檢討建議報告
書，涵蓋幼稚園 幼兒中心之活動收費、課本訂購程
序和校服、書包及手冊訂購程序，以簡化程序、提高
效率及減低潛在風險。

社會人士對服務質素及機構透明度的要求不斷提高，
故內部審核部就服務質素標準十五（SQS15）投訴及讚
賞政策作出全面檢討，並編製了檢討建議報告書供董
事局、審核委員會及管理層作參考。

此外，內部審核部去年亦致力協助籌募及推廣部舉行
博愛月慈善獎劵抽獎程序。透過有系統及獨立的審核
工作，確保整個抽獎程序均在公平、公開及公正的環
境下進行。在各項籌募及推廣活動上，內部審核部亦
積極協助及實地監察，確保各籌募程序符合有關的要
求。

展望
作為博愛醫院之內部審核部門，向以完善本院制度，
提升服務效益及提升機構管治文化為己任。隨着本院
服務漸趨多元化，以及公眾對服務質素及機構管治水
平的要求日漸提高，本部門定當繼續努力協助董事局
對各部門及服務單位的運作進行嚴密監察，促進及維
持本院高水平的管治及服務，以配合本院持續進步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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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本院的中醫服務自創立以來，深受市民信賴，近年
本院致力拓展中醫服務，現有兩間與醫院管理局及
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營辦的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及十部
中醫流動醫療車。於本年度更落實與衞生署合作推
出全港首創的中醫流動醫療車免費中醫針灸戒煙計
劃，於本院屬下十部中醫流動醫療車的四十八個服
務地點推行，提供免費的戒煙輔導及針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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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社會服務總監 吳凱孚先生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先生

中醫服務經理 吳冠儀醫師

員工人數 119人

服務人次 267,637

單位名稱 單位主管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元朗） 商海峰高級醫師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沙田） 黃鎏昌主任醫師

梁之潛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陳穎主任醫師

黃啟泰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伍慶文主任醫師

元朗東莞同鄉會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林鐵志主任醫師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李華主任醫師

長洲鄉事委員會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譚崇志醫師

中醫流動醫療車
（港島/黃大仙/將軍澳/觀塘/新蒲崗）

邱建忠主任醫師

中醫流動醫療車
（北區沙田/屯門元朗/荃灣葵青/天水圍/馬鞍山）

黃玲玲主任醫師

博愛的中醫流動車醫療服務深受市民歡迎，現有10部中醫流動醫療車，行走港九、新界各區。



142

中醫服務

服務簡介
本院自創立之初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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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開
始設立綜合中醫專科診所；二零零六年開辦中醫流動
醫療車服務；同期開始與醫院管理局及香港中文大學
合作，營辦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除為市民大眾提供專
業優質可靠的中醫服務外，更為長者及綜援人士提供
醫藥優惠。本院現時營辦的中醫服務單位包括2間中
醫臨床教研中心、5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和10部中醫
流動醫療車，服務範圍拓展至港九新界各區，並深受
市民的認同及支持。

服務目標
1. 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服務。
2. 為貧苦人士及弱勢社群提供醫藥優惠。
3. 配合政府政策及回應社區需求，推動和發展中醫

藥服務。

服務統計
按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的統計資料顯
示，受惠於本院中醫服務的病人已達267,637人次，
其中得到醫藥優惠的長者及綜援人士共77,291人次，
可見本院中醫服務深受市民信賴和認同。

求診人次及類別統計（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

求診類別 求診人次

普通科 181,060

骨傷科 8,749

針灸科 77,828

總人次 267,637

本院的中醫流動醫療車除提供問診服務外，
亦提供針灸治療。

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拓展典禮邀得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
紳士、衞生署副署長譚麗芬醫生太平紳士、觀塘民政事務專員黃寶
蓮太平紳士、中大中醫學院院長車鎮濤教授、圓玄學院主席湯偉奇
博士BBS MH，聯同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主持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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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人次統計

年度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受惠病人 53,726 52,111 77,742 118,380 157,513 267,637

受惠人次比較 病人類別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68%

29%

3%

 普通科
 骨傷科
 針灸科

服務項目
本院中醫診所主要為市民提供普通科、針灸科、骨傷
科診療服務及中藥飲片/中藥濃縮顆粒配藥服務，並聘
請資深醫師，提供專業優質服務，造福市民。

黃帆風副主席、張德貴副主席及簡陳擷霞總理帶領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鄧偉勝副處長及趙辦副處長參觀香港中文大
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元朗）。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特別親往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元朗）探訪。

傷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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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展望
1. 增辦八部中醫流動醫療車

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自二零零六年初正式開辦以
來，在董事局的領導及地區團體的支持配合下，
迅速發展，深受社區居民的歡迎及信任。有見及
此，博愛董事局將繼續銳意發展中醫流動醫療車
服務，並已得到多個善心機構的捐贈，計劃於
2010-11年度內增辦八部中醫流動醫療車，切實
滿足基層社區的服務需求。

2. 中醫戒煙服務合作計劃
為進一步加強及協調政府的反吸煙工作，衞生署
成立控煙辦公室，於香港推廣無煙文化，保障大
眾市民的健康。博愛醫院與衞生署合作，進行一
個為期一年的中醫戒煙服務計劃，在博愛屬下10

部中醫流動醫療車的48個服務地點，提供中醫戒
煙輔導及診療服務。

診所及中醫流動醫療車
均提供中藥濃縮顆粒配
藥服務，讓市民可以即
沖即飲，極之方便。

由於中醫流動醫療車深受居民
歡迎，本院擬計劃於2010-11年
度增辦八部中醫流動醫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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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本院兩間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除提供優
質的中醫診療服務外，更肩負培訓中
醫畢業生及開展中醫藥科研的工作。

本院致力推動及發展中醫藥服務，並提供醫藥優惠，切實滿足弱勢
社群的需要。

3. 中醫外展服務計劃
由於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深受社區歡迎，為本院
重點發展項目之一。本院計劃參考中醫流動醫療
車的運作經驗，開發小型中醫外展醫療車，內置
基本的診療設備及中藥，以外展方式為安老院舍
及醫院病人提供一站式的預約中醫診療服務，回
應基層社區及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4. 增辦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博愛醫院與醫院管理局及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營辦
的兩間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於董事局及業界的
支持和配合下，運作暢順，深受社區市民的歡迎
及信任，服務表現得到各方的充分肯定。有鑑於
此，博愛董事局希望增辦一所中醫臨床教研中
心，以配合醫院管理局的發展規劃，服務更多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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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報告

完成擴建工程的博愛醫院，設備更趨現代化。為配
合醫院的發展及新界西居民對醫療需求的增加，重
開24小時急症服務，增設綜合專科病房、慧妍雅集
日間婦科中心、日間病房、新界西乳腺專科診所及
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致力為新界西居民提供全
面性的醫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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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報告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 潘兆文先生

委員： 盧志遠醫生

李振垣醫生

陳國超博士MH

黃帆風先生

黃嘉謀醫生

王振聲博士MH SBStJ

王基源先生SBStJ

黃啟泰先生 MH

藍國慶先生

莊文煜醫生

陳智軒教授

蔡映媚女士

梁志祥先生MH太平紳士

一、 醫院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於一九一九年創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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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善，現開
設病床410張（數據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為元朗及毗鄰地區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二、 醫院發展
1. 本院多個中翼病房於二零零九年九月陸續啟

用，新服務提供85張住院病床。詳情如下：
－ 九月一日啟用五樓中翼內科及老人科男

病房
－ 十月五日啟用二樓中翼加護病房/心臟深

切治療部病房
－ 十月十三日啟用六樓中翼內科及老人科

女病房

2. 為擴展新界西聯網界入放射診療及心導管手術
服務，位於地下放射科的血管造影暨心導管室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開始運作。

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投入服務的朗悅中心
由跨職系專科團隊組成，為元朗區的居民提供
社區精神科服務。朗悅中心服務範圍包括日間
康復活動、治療性小組、精神健康教育講座、
心理諮詢服務、偶到服務、外展跟進服務及給
予院內不同部門有關精神科服務上的支援。

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投入服務的慧洪康護診
所是一間專為新界西區長者而設的長者健康資
源中心。診所除推廣長者健康教育、提供預防
疾病的醫護服務及改善長者的自我照顧能力
外，亦為患有相關老人科疾病的長者提供治療。外，亦為患有相關老人

博愛醫院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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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臨床部門
1. 24小時急症服務

博愛醫院急症服務主要為元朗及鄰近鄉郊居民
提供緊急醫療支援。求診人士可透過救護車轉
送或自行往部門接受治療。此外，部門亦設有
急症內科病房，為有需要入院接受治療及觀察
的病人提供服務。

2. 內科及老人科部
博愛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部與屯門醫院內科及老
人科部保持緊密聯繫。部門現設有三個急症病
房和一個康復病房，並備有三張心臟深切治療
病床。而心導管實驗室則於零九年十二月投入
服務，提供侵入性心臟病的治療。

與此同時，部門設有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
集中處理新界西醫院聯網的風濕科轉介個案。
日間服務則包括內窺鏡檢查、心臟檢查等。另
外，設有新界西糖尿病中心，集中處理新界西
醫院聯網的糖尿病個案，為病人提供一站式服
務。

內科及老人科部亦於田家炳護養中心設有90張
中央療養病床，照顧需要長期住院的病人。 

3. 糖尿病中心
「新界西糖尿病中心」為聯網內的成年、兒童
及青少年病患者提供多元化的「糖尿病教育課
程」，包括：講解基本糖尿病知識、飲食控制、
藥物知識、高低血糖症狀的處理、自我血糖監
察及調節其生活方式等。中心亦鼓勵病人家屬
及朋友參與有關教育課程及講座。

至於病情較難於控制的病人會被安排接受住院
服務，讓病人學會家居自我監察血糖及注射胰
島素。待病情穩定後，再轉介日間門診的教育
課程繼續跟進。如病人血糖控制仍未如理想，
會被轉介會見內分泌專科醫生，擬定更有效的
治療計劃。

中心設有一套眼底相機，在毋須放大瞳孔的情
況下拍攝病人眼底照，更有效及快捷地檢查
出因糖尿病而引發的眼部問題（如︰視網膜病
變）。其他患有併發症如腎病、足部神經病變、
高血脂等問題的病人亦會定時於中心接受檢
查，以便及早獲得轉介往其他專科再作跟進。

此外，中心亦致力教育及培訓醫護人員有關糖
尿病的最新知識，以及進行相關的醫學科研。

「新界西糖尿病中心」為新界西居民提供日間糖尿病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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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醫學部
家庭醫學部的服務範圍包括家庭醫學內科分
流、糖尿科分流、婦科分流、長期病患以及情
緒精神健康問題。部門亦會照顧新界西聯網員
工的健康問題及相關需要。

部門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成為全港首個推行內科
分流服務的試點。由於成效顯著，此運作模式
現已被其他聯網採納。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的規模在過去六年迅速發
展，服務範圍漸趨廣泛。全年求診的總人次由
二零零三年大約7,000人次增加到二零零九年的
34,292次，佔全醫院專科門診總人次56,622的
百分之六十。

本部門與慧洪康護診所於二零零九年六月聯合
推出一項嶄新的長者服務，名為「悅滿計劃」，
以推動及增強長者情緒健康，並及早接受治療
為目標。

家庭醫學部作為基層醫療及醫院的橋樑，支援
基層醫生在處理複雜病例的需要，也同時做好
「把關」的角色，減少醫院其他專科的工作量；
並盡量縮短醫院專科門診的新症輪候時間，使
病人可盡快得到適當的處理。本部門亦致力培
訓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以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
務及配合基層醫療發展的使命。

慧洪康護診所的健康資源中心設
有自助體檢站，並提供與長者健
康相關的資訊。

慧洪康護診所定期為長者舉辦各類
型健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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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科門診服務
專科門診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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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婦
科、兒科及家庭醫學科。每個分科屬下再劃分
不同專門診所以照顧病人的需要。

為配合住院服務的擴展，專科門診的服務亦不
斷提升，陸續開設更多分科診所。專科門診於
二零零八年年底搬往較寬敞的新位置；診症室
由15間增至24間，新的等候大堂亦增加近170

個座椅，讓更多病人受惠。
    

6. 外科服務
現有的手術室主要處理日間治療及非緊急手
術，以縮短本聯網的手術輪候時間。

• 手術室
手術室自二零零七年九月投入服務以來，為新
界西醫院聯網病人提供外科、骨科及婦科等手
術，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再增加一個手術房
服務，以縮短手術的輪候時間及提供老人髖關
節手術服務。現時的手術室分別提供全身麻醉
及局部麻醉手術。

社區健康中心透過社區健康講座及工
作坊等活動，加深公眾人士對疾病預
防及健康生活的重視。

日間病房為病人提供日間小手術
及其他日間治療及檢查。



151

7. 住院服務
住院服務共有410張病床，包括：
• 內科及老人科病房
• 加護病床/心臟深切治療部病床
• 日間病房
• 日間婦科中心病房
• 急症科病房
• 綜合專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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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屬下之單位包括博愛日間診療
中心及綜合專科病房。

• 博愛日間診療中心
博愛日間診療中心提供一站式綜合專科服務，
範圍包括：

a. 慧妍雅集日間婦科中心
慧妍雅集日間婦科中心主要為新界西區
婦女提供婦科專科診斷及小手術服務
外，亦提供由護士主理之婦科專科診所
服務。

中心於二零零八年期間承蒙慈善團體「慧
妍雅集」捐贈港幣三百萬元，並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十二日正式命名為慧妍雅集日
間婦科中心。病人經醫生轉介至日間婦
科中心後，會按其需要為病人安排接受
婦科超聲波檢查、子宮鏡、子宮內膜抽
取、陰道子宮頸窺鏡檢查、子宮頸抹片
檢查、婦科局部小手術及抽血化驗等。
中心除提供婦科檢查服務外，還設有病
床以供檢查後的病人作短暫休息用途。

綜合專科病房提供內外科、
骨科及婦科等手術服務。

隨着新服務開展，博愛醫院病床
數目增至410張，致力為市民提
供優質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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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婦科專科護士會為病人提供情緒
輔導，並跟進病人的病情，直至療程完
成後，轉介病人至門診為止。

b. 日間病房及小手術室
日間病房為病人提供日間小手術及其他
日間治療和檢查。為縮短病人接受手術
前所需的住院時間，病房會為病人提供
手術前預檢服務。

c. 新界西乳腺專科診所
新界西乳腺專科診所於二零零八年九月
由屯門醫院遷往博愛醫院繼續為新界西
居民提供透過醫生轉介之乳腺專科服務。

d. 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
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為區內病人提供
一站式綜合風濕專科日間服務。其服務
範圍包括病情評估、生物製劑注射、類
固醇局部注射、臨床研究健康教育輔導
及專科護士主導診所。中心亦會提供各
種專職醫療轉介服務，包括︰物理治
療、職業治療、足部治療、營養治療、
臨床心理學服務及醫務社會工作等服

務。而接受本中心治療的病人，一般由
屯門醫院或博愛醫院的專科門診轉介。

e. 傷口專科服務
傷口專科服務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展
開，由專責護士提供傷口評估、護理，
以及其他專職醫療轉介服務。

f. 內視鏡組及心腦電檢部
－ 內視鏡組

內視鏡組為住院病人及經由門診
轉介的人士提供胃內視鏡及膠
囊內視鏡檢查外，亦為住院病
人提供大腸內視鏡、氣囊小腸內
視鏡、氣管內視鏡、支氣管及胃
部超聲波內視鏡等檢查服務。另
外，有關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造
影檢查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投入
服務。

－ 心腦電檢部
心腦電檢部為病人提供床邊心電
圖、心臟超聲波、二十四小時心
電圖、運動心電圖和神經傳導系
統等多項不同的檢查服務。

慧妍雅集日間婦科中心主要為新界西區婦女
提供由護士主理之婦科專科診所服務。 放射科提供多類型診斷服務，包括超音波診斷及X

光透視造影等。
放射科提供多類 診斷 務 括超音波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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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專科病房
為配合新界西醫院聯網內科及各科手術服務的
需求，六樓兩個綜合專科病房（南六及北六）提
供預約外科、骨科、婦科等手術前後服務，並
加強急症骨科、泌尿科及內科住院服務。

除以上臨床部門外，醫院亦設有以下部門：

四、護理部
五、中央消毒及無菌物品供應部
六、病理學部
七、藥劑部
八、放射科
九、物理治療部
十、職業治療部
十一、義肢及矯形部
十二、言語治療部
十三、膳食部
十四、營養部
十五、社區健康中心 
十六、慧洪康護診所

十七、醫務社會工作部
十八、行政事務部
十九、財務部

二十、展望
• 為減低病人的輪候時間並讓更多病人受惠，醫

院將增設更多專科門診及手術節數，並會啟用
更多病房，以提供急症、加護及康復等不同服
務。

• 醫院將繼續發展病房及急症室無線網絡，安裝
流動臨床醫療系統工作站，方便醫護人員更有
效查閱病歷及更新資料，並將網絡伸展至日間
醫療中心。

• 醫院會密切監察人口增長及區內居民需要，不
斷更新醫療服務，繼續發揮「醫護市民」的博愛
精神。

如欲獲悉更多博愛醫院的詳細資料，歡迎瀏覽網頁
www.ha.org.hk/poh。

物理治療部設有15個治療間，設有不同的運
動器械，協助病人進行復康運動。

物理治療師正在教導腕管綜合症病人進行治療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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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香港九十年的博愛醫院，一直秉承「博施濟
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提供多元化及優質的社會服
務，協助構建和諧安定的社會。本院屬下有七間不
同類型的長者服務中心、四間護理安老院、兩間護
養院、八間家庭多元智能中心、社區數碼中心、單
身人士宿舍，另設緊急援助金及長期病患者援助
金，滿足市民大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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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護養院

社會服務總監 吳凱孚先生

院長 吳凱孚先生

員工人數 150人

服務名額 216人

登記義工人數 208人

服務簡介
本院屬下屯門護養院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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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因健康
及身體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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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內容
1. 醫療護理
護養院大部份的院友均被診斷患有多種長期疾
病，按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統計，有超過一半的院
友患有老年痴呆症、中風及高血壓，另有約四份
一的院友患有心臟病、糖尿病及白內障。駐院醫
生會定期檢查院友的健康狀況，跟進治療進展，
重點監察院友常見和多發的病症。

護養院有護士全日24小時當值，提供專業的護理
服務包括為院友進行各項體檢，執行醫生處方或
指示配發和注射藥物，提供特別護理，如︰胃喉
餵飼、尿喉護理及傷口換症等。護理部定期舉辦
不同類型的治療小組，如︰痛症治療小組、糖尿
病小組及中風小組等，配合藥物治療，從身心兩
方面介入，以助紓緩院友面對長期病患的困擾。

護養院非常關注各種傳染病於社區、醫院及安老院
舍傳播的情況，院舍的感染控制小組一直竭盡所
能，按照衞生署及社會福利署指引落實執行各項預
防感染控制措施，並定期舉辦健康教育講座，以便
有效控制環境衞生，減低傳染病爆發風險。

護理員與院友一起玩層層疊，動動手舒展筋骨，

專業護士為
院友量度血
壓。

護養院有護士全日24小時當值，為院友提供
護理照顧外，亦會定期監察院友的身體狀況。

護理員純熟地使用移位機為院友轉移，
方便護理。

院友憶起兒時歌曲，護理員鼓勵院友筆錄
下來，並向其他院友高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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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復康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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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加樓房治
療時段，為體弱卧床及行動不便的院友提供適切
的介入和跟進，密切監察院友的進展。

活動剪影
為促進家庭共融及加強與院友家屬的溝通合作，護養
院於二零零九年九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期間，推行各
項家庭共融計劃，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一) 2009-

2010年度家屬聚會（二）節日慶祝活動－旭日暖意迎中
秋晚會、樂聚冬至迎聖誕聚餐及溫情洋溢迎新歲團年
晚宴（三）模範親友選舉。

1. 2009-2010年度家屬聚會
護養院定期舉辦家屬聚會，藉此加強職員與院友
家屬之溝通，以及提供分享平台予院友家屬。
十月十八日舉辦的家屬聚會，邀請機構營養師廖
淑婷姑娘講解「胃喉餵飼」，並特別安排不同餐類
讓家屬試食，以了解院友在院舍的膳食情況。

3. 起居照顧
按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統計，護養院內只有三名院
友可自行走動，全院35%的院友需長期臥床及胃
喉餵飼，其餘65%為輪椅個案，全部需要高度照
顧及完全依賴職員協助才能進行各項日常活動，
包括肢體轉移、進食、如廁、沐浴和更衣各個細
節。

4. 社工服務
社工為有需要的院友提供輔導服務，並協助他們解
決經濟、情緒等問題，另外亦會舉辦各類活動和探
訪，使院友能善用餘暇及保持與外界社區的接觸。

院友正接受職業治療師提供的感官治療服務。

院友透過視象與遠方親友問好。

機構營養師廖姑娘於「家屬聚會」為院友家人講解「胃喉餵
飼」，院友家屬亦可即場試食院友不同餐類及試飲胃喉奶。

為加強護養院職員與院友家屬之溝通，將家屬分成小組，
與護養院樓房主管彼此分享交流照顧院友的意見。

屯門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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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旭日暖意迎中秋晚會
護養院與香港旭日扶輪社於九月二十六日合辦「旭
日暖意迎中秋晚會」。當晚參與的院友家屬近100

人，在中秋團圓佳節，陪同摯愛親友歡度一個溫
馨的晚上。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助理福利專員黃鎮標先生蒞臨
擔任主禮嘉賓。除護養院院友外，亦邀請了屯門
區內其他慈善團體之長者共同參與，令當晚活動
更具意義，包括：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
修中心、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及仁濟醫院曾榮夫
人長者鄰舍中心。

當晚表演非常精彩，參加者超過250人。為善最樂
的劉石達總理夫人為長者獻唱金曲，協辦單位香
港旭日扶輪社除大派禮物外，亦有代表獻唱首本
名曲，而本院的職員亦參與演出，務求讓各參加
者盡興而歸。

3. 樂聚冬至迎聖誕
促進家庭共融的活動一浪接一浪，在中秋活動
後，護養院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辦「樂聚冬至迎聖
誕」聚餐活動。

正所謂「做冬大過年」，長者均非常重視冬至這節
令。透過此活動，院友與家人以自助餐形式一起
「過冬」和慶祝聖誕佳節的來臨。活動當日天氣寒
冷，需要在樓房分層進行活動，但並沒有影響院
友及家屬的雅興。劉石達總理夫人更為善不甘後
人，忙於在不同樓層為院友表演助興。

4. 模範親友選舉
為肯定家屬和親友對院友的關愛，護養院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期間，舉辦「模範親友選舉」，由職員推
薦提名家屬參與，經評審後選出四位模範親友。
被提名的家屬，每位均對院友關懷備至，除定期
探訪院友外，亦會抽空陪同院友覆診，向醫生直
接了解院友的健康狀況。到訪時亦會協助照顧院
友，例如耐心地協助院友用餐、替院友進行簡單
身體清潔等，同時主動與職員溝通，了解院友在
院舍的生活狀況。部分家屬更會參與院舍的義工
服務，將對長者的關懷推廣至其他院友。

於「旭日暖意迎中秋晚會」眾嘉賓與超過200名的參加者
齊齊拍攝大合照留念。

嘉賓於「旭日暖意迎中秋晚會」中大派禮
物給長者，場面熱鬧，快樂又溫馨。

模範親友對院友的關
愛，實在值得嘉許。

劉石達總理夫人於中秋晚會
中大唱金曲，令參加者歡度
開心的晚上。

在「樂聚冬至迎聖誕」活動中，劉石達總理夫人
除大唱金曲助興外，並與院友及家屬一起拍照
留念。

劉石達總理夫人於中秋晚會

在「樂聚冬至迎聖誕」活動中，劉石達總理夫人

嘉賓於「旭日暖意迎中秋晚會」中大派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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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溫情洋溢迎新歲團年晚宴
護養院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六日舉行「溫情洋溢迎新
歲團年晚宴」。而本院的「模範親友」當晚亦有來
臨接受本院的嘉許。除得獎者外，當晚還有超過
150位充滿孝心的家屬陪同院友一起參與團年飯活
動，溫情洋溢，總參與人數為238人。

此外，當晚表演節目亦精彩豐富。順德聯誼總會
梁銶琚中學的學生表演中樂，正好配合農曆新年
的氣氛，湛江同鄉聯誼會的特色舞蹈，再加上本
院職員的歌唱表演，載歌載舞，場面熱鬧。

義工發展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護養院義工登記
數目增至208人，我們非常重視義工的力量及對我們
的支持。登記的義工主要為地區婦女，亦有來自商界
團體的新力軍。復康用品供應商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的義工除積極參與院舍大型節日活動，亦贊助活動禮
物；而天然護髮用品中心的義工會定期到護養院為院
友理髮。

員工培訓
護養院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進行員工退修訓
練，透過野外定向及障礙比賽，強化同事間的團隊合
作精神。

訓練完結後，院舍舉辦了三次深化工作坊－「走出我
天地」，透過團隊遊戲、小組分享及角色扮演，進一
步強化同事的溝通技巧和合作態度，持續提升院舍的
服務質素。

展望
展望未來，護養院全體員工將繼續攜手並肩，因應院
友的生理及心理需要，透過醫療護理、起居照顧、復
康治療、個案輔導及社交活動，為院友提供完整及全
面之照顧。此外，護養院亦將切實執行服務質素標準
的各項政策和程序，並加強員工的溝通和合作，務求
持續改善，精益求精，期望院友能在我們悉心照顧和
關懷下，愉快生活，安享晚年。

義工帶齊剪髮裝備往護養院替院友
理髮，愛心爆棚。

行動不便的院友難外出，社工部特別為
院友們安排院茗，令院友們笑逐顏開。

護養院進行員工退修訓練，透過野外定向
及障礙比賽，強化同事間的團隊合作精神。

護養院不時邀請天真活潑的小朋友為院友們
送上特色舞蹈，逗得公公婆婆們開心不已。

護護
及於「溫情洋溢迎新歲團年晚宴」中，婦女

義工表演民族舞蹈，獲得熱烈掌聲。

們們 在團年的日子，院長及副院長向院友送上
慰問及祝福，並與院友及家人合照留念。

義工帶齊剪髮裝備往護養院替院友 於「於「

屯門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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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總監 翁麗女士

高級服務經理 陳世健先生

服務使用者人數 618位

管轄單位名稱 單位主管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翁麗女士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陳世健先生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石穩萍女士

戴均護理安老院 劉國雄先生

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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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位
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長期護理、住宿、社交心理及復康
服務。

四所護理安老院亦為174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長者提
供治療服務，包括懷緬治療、感官治療及記憶力訓練
等，以延緩患者智力及體能的衰退速度，各院舍更因
應體弱長者人數有所增加，向94名體弱長者提供療養
照顧服務，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

2009年12月 療養護理
院友人數

合資格申請
老年痴呆症
患者補助金
院友人數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資助位） 31 42

陳馮曼玲護理
安老院 17 60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20 37

戴均護理安老院 26 35

總數 94 174

服務方向
本院致力為長者提供舒適和安穩的「家」，本着這信
念，去年各院舍在環境設備、醫護復康、宗教服務、
義工服務、用者參與及員工培訓六方面持續提升服務
水平，務求讓長者安享晚年。

環境設備
一個舒適和安穩的「家」需要良好環境設備配合，有見
及此，各護理安老院於過去一年不斷改善環境設施，
添置新設備。首先，於社會福利署撥款支持下，四所
院舍均添置了一批高背輪椅，離床監察器及電動醫療
床，為院舍內日漸增加的體弱長者提供更安全及適切
的護理照顧設施。而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
老院更新添置了沐浴床，讓體弱長者能舒適和安全地
平卧於沐浴床上沐浴。

院舍舉行「田園之聚」，增添院友們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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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老院均成功
向何東爵士慈善基金申請撥款，分別添置了主動被動
訓練器及企立式移位機，用以確保各體弱或有自主能
力的院友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具成效的復康訓練。

此外，為強化對老年痴呆症長者的照顧，各院舍亦獲
社會福利署撥款安裝防游走系統及添置一系列多感官
訓練器材，使院舍能提供更多元化的多感官訓練服
務。

醫護復康
長者健康是院舍關注的一大課題。在護理服務方面，
去年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聘請足部治療師為長者修剪厚
甲；由足部治療師提供職員講座加強員工對護足的知
識，並向本院前線同事進行護理厚甲技術的實習訓
練，提升對長者全面護理的質素。

此外，各護理安老院舍定期為院友及家屬舉辦健康講
座，增加他們對長者健康問題之認識。近年，流行性
感冒於社區廣泛傳播，單位亦加強感染控制的措施，
包括由護士協助家屬注射疫苗，減低感染的風險。

本年度四所護理安老院已全面引進外購職業治療服
務，為有需要的院友進行職業治療評估、訂定治療計
劃，讓院友獲得更全面的健康照顧。而單位亦引入新
工作手法協助長者進行復康，如為個別中至高跌倒風
險的院友進行跌倒風險分析，進一步識別及分析個別
院友於日常坐站及步行中容易跌倒的潛在因素，協助
制定更準確的預防跌倒措施及復康計劃。另一方面，
去年戴均護理安老院及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加入多元
化的運動元素，包括「舒筋活絡十八式」、「頸肩小組」
及「奧運八式」，提升院友持續運動的動力。

宗教服務
為了讓長者能安然面對晚年，令有信仰需要或心靈支
持的長者，能透過參與信仰活動，獲得靈性上的滋
潤，各護理安老院舍邀請不同宗教團體安排靈修活動
予長者參與，如：新界西院牧事工有限公司、佛教青
年協會、神召會聖光堂、聖母軍、聖文德堂、洪水橋
靈糧堂及基督教耆福會等，參加者均表示心靈較前平
安、滿足及快樂。

院舍舉辦「動動腦筋組」讓長者
們齊齊計計數，訓練腦筋靈活。

長者們跟學生學習上網，追上
科技潮流。

院舍舉辦「歡天喜地賀生
辰」，祝院友們福如東
海，壽比南山。

院舍安排院友們出外茗茶，人生一樂也。

中秋佳節將至，院友
們落力炮製冰皮月餅
慶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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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義務工作是本院工作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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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四所護理安老
院舍之登記義工人數共達2,288人，總服務人次高達
7,533次。

各單位除了繼續與社區團體合作為長者提供多元化服
務外，更與多間中小學合作舉辦多項活動。去年，伊
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道慈佛社楊日霖學校及本院
護理安老院服務假楊晉培護理安老院舉行了「長幼同
歡迎聖誕」活動，讓四所院舍之長者歡度聖誕佳節，
而學生在過程中可以學習如何籌辦大型的嘉年華活
動，發揮個人潛能。

院舍向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
劃」申請撥款，舉辦「銀髮共聚展關
懷」。

於「耆情暖意創明天」活動，院友作布偶劇
巡迴區內表演，帶出家庭和諧的訊息。

聖誕節舉辦「長幼同歡迎聖誕」，四所院
舍長者聚首一堂，歡度佳節。

此外，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獲得善長贊助長者參與「黃
金歲月濠江行」活動，並邀得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學
生擔任義工，全程協助需要使用輪椅的長者往澳門遊
覽；元朗商會小學家長教師會攜同小學生陪伴長者往
超級市場辦年貨，實行「購物樂融融」，讓孩童學習關
懷長者；還有與多間中小學合辦一些院舍親善探訪及
表演活動，讓體弱長者亦能感受人間有愛。

院舍更向外界申請基金資助，推行義工計劃，在
2009–2010年度，戴均護理安老院及陳馮曼玲護理
安老院成功向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申請
撥款，分別舉辦「銀髮共聚展關懷」和「耆情暖意創明
天」，透過院內的長者與社區人士相互學習分享及由
院友作布偶劇巡迴區內表演，帶出團結抗逆，家庭和
諧的訊息。

長者們擔任賣旗義工，積極
參與機構的籌款活動。

院友們參與「黃金歲月濠江行」
遊澳門，並得到路德會西門英
才中學學生擔任義工，協助照
顧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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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參與
護理安老院舍一直重視服務使用者的意見及參與，因
為我們相信寶貴的意見是推動服務向前的原動力，因
此各單位會定期舉辦院友房會、個案會議、院友大
會、膳食委員會及家屬大會等，讓院友及家屬透過不
同渠道發表對院舍服務之意見，提升長者的歸屬感和
積極性。

鑑於家屬反映對護理年邁的長者力不從心，因而有所
愧疚，故各護理安老院亦於家屬大會中加插專題講
座，向家屬灌輸長者護理知識及實用技巧，讓家屬能
有信心地照顧其長者。

員工培訓
持續員工培訓能提升員工專業水平，給予服務使用者
更優質的服務，本院非常重視員工培訓。去年各護理
安老院共參與了222個培訓活動，參與人次約2,484

次。培訓內容涵蓋長者的心理及生理照顧兩方面，包
括：由聖約翰救傷會舉辦的急救課程、社區文化發展
中心主持的藝術治療工作坊、衞生署長者健康外展服
務派員主講的一系列長者護理課程等。單位更鼓勵員
工參與外界訓練，增加與同業交流的機會，拓闊知識
領域及視野。

展望
展望來年，各護理安老院員工將會繼續努力，秉承過
往的服務方向，透過專業護理、起居照顧、復康治
療、多元化社交活動及設備提升，與院友共同建構一
個更理想的「家」。個更理想的「家」

院舍定期舉行院友與家屬溫馨聚會，互相交流照顧長
者的心得。

端午節，院友與家屬齊齊包裹愛心糭應節。

職員於春茗活動上舞獅助興，氣氛熱鬧。
萬聖節舉辦「全城哈囉喂」，院友
與職員們齊齊扮鬼扮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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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單位主管 梁國源先生

員工人數 46人

會員人數 2,278人截至12/2009

登記義工人數 247人

服務簡介
王東源夫人老人社區服務中心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正式轉型為「長者地區中心」；同時將家務助理隊提升
至「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服務內容包括社交及康樂
活動服務、社區教育、輔導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長者支援服務隊及護老者支援服務。

社交及康樂活動服務
中心目前的會員人數已超過2,200人，中心經常舉辦
不同類型的活動，讓長者們善用餘暇，發揮潛能，建
立積極及豐盛之晚年。為配合科技的潮流，中心為會
員提供多項電腦課程，訓練長者學習上網的技巧及電
腦軟件應用等。此外，中心亦有舉辦電腦導師訓練
班，培訓更多電腦導師，協助電腦班的推展工作。

為配合中心服務推廣至偏遠鄉郊，已於新田、橫台
山、洲頭村、上村、米埔及牛徑村成立衞星中心，今
年更發展至菜園村，合共設有七個衞星中心，為鄉郊
的會員提供定期集會，將中心及社會資訊帶給他們。
自服務開展後，成績理想，並陸續有新會員加入。同
時長者義工亦經常協助往衞星中心召開例會及推行活
動，以實踐「老有所為」的精神。

此外，中心更聯同機構屬下五間長者中心成立「博毅
學院」，而報讀課程的長者人數亦不斷增加，讓長者
實踐終身學習，達到「老有所學」的目的。今年繼續於
中心內推行「香港第三齡學苑 — 自務學習計劃」，透
過該計劃讓第三齡人士（即五十歲或以上人士）學習以
「自發、自管、自教、自學」組織學習課程。服務元朗
區第三齡人士，達致終身學習的目的。而今年亦繼續
與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合辦「基元長者學苑」。由中
學生作為導師，於校園內推行長者電腦班、手工藝班
及馬戲技巧訓練班，讓長者重返校園學習，以推動長
幼共融及長者學習之精神。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不
立

腦
班

為

年

動長者參與「漫步人生路」懷緬治療小組，透過懷緬舊事舊物，
提升長者的自信心。

於聖誕活動中，
職員送上「愛心
小花」，將溫暖帶
給獨居的家居照顧
服務隊的案主們。

家人積極參與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隊舉辦的活動，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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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社區教育服務
社區教育服務着重以多元化的工作模式、社區參與的
精神及社會融和的信念，將關愛長者的信息帶入社
區。單位一直以講座及工作坊形式為區內的長者服務
單位提供支援服務，如「退休新人類」、「多感官記憶
法」、「二人三囑」等。同時，單位亦積極回應長者面
對的問題及需要，如進行「腦有所為」活動以改善長者
記憶、提供訓練活動及評估服務、元朗區人士對虐老
的認識意見調查，以及推行「左鄰右里社區關愛長者
試驗計劃」之「關愛耆老樂天倫活動」，透過多元化的
社區教育活動，宣揚愛護長者的訊息，促進跨代共
融；同時推行預防長者受虐的工作，並對受虐長者提
供適切的支援。

中心的「腦有所為小組」讓長者參與「記憶
奪寶」訓練，改善長者們的記憶力。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之「家添耆樂迎未來」活動計劃，目的是促進
社區共融，強化敬老意識。

奪寶」訓練，改善長者們的記憶力。

同時，中心亦與區內服務單位及學校合作無間，聯合
推廣獲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之「家添
耆樂迎未來」活動計劃，旨在培訓婦女、長者及學校
義工，促進社區共融，強化敬老意識，並鼓勵長者在
逆境中與家人互相關懷，共度時艱。而去年「健樂耆
叟群英匯」活動系列更獲得「元朗區最佳活動獎」。

「關愛耆老樂天倫活動」之溫情系列比賽嘉許禮，場面溫馨感人。

「健樂耆叟群英匯」活動系列榮獲「元朗區最佳活動獎」。

護老者夫婦於「關愛展新姿」比賽活動中施展渾身解數，
悉心打扮，競逐獎項。

中心的「腦有所為小組」讓長者參與「記憶
奪寶」訓練 改善長者們的記憶力

「「
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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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
中心亦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個人輔導服務及治療小組
活動，以解決其在情緒、經濟、房屋或人際關係等問
題。而輔導員亦為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
制」的評估員，為中心有需要申請長期護理服務的長
者作出服務需要的評估工作。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是協助體弱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特
殊需要家庭，提供全面的照顧服務，實踐「在家安享
晚年」和「持續照顧」的理念。服務內容除送飯、家居
清潔、個人護理、護送陪診等家居照顧外，亦會為體
弱人士提供專業周全之護理服務，如個人基本護理、
特別護理、到診醫生服務、物理或職業治療。此外，
亦可提供日間到戶看顧、安排日間或住宿暫託等等。
服務隊每月處理個案人數超過330人。

本隊並於今年獲社會福利署撥款購置一部全新兼備三
個輪椅座位的石油氣環保復康小巴，以取代舊有小型
客貨車，提升護送服務。此外，我們每年定期舉行健
康教育活動，本年度更新增推行「痛症治療小組」、
「處理失眠小組」及「生死教育」活動，另外，義工亦定
期探訪服務使用者及舉行社交活動，讓他們擴闊生活
領域。

長者支援服務隊
長者支援服務隊主要協助改善及提升獨居長者的生活
素質，直至二零零九年底止，本年度本隊已登記的獨
居長者共2,244人；參與服務獨居長者的義工人數共
875人；而義工機構則共有48間；獲義工配對的長者
達七成以上，他們為長者提供了26,808次服務。本隊
已於本區22條鄉村提供較恒常的社區服務，讓區內長
者能得到更多的關顧。

「加強外展工作協助隱蔽及有支援服務需要的長者」服
務已成為長者支援服務隊常設工作之一，透過外展工
作，讓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得到照顧，截至十二月，共
有38位隱蔽長者成功接受常規社會服務，同時亦已推
行了38項社區聯繫工作，以推廣本活動。

自二零零八年八月開始，為期五年的「長者家居環境
改善計劃」為區內長者提供家居環境改善服務，包括
家居維修及更換殘舊家庭用品等。截至十二月止，該
服務已為超過600多位合資格的長者提供所需服務，
讓長者家居環境得以改善。

自二零零八年四月開始，為期兩年的「左鄰右里積極
樂頤年計劃 — 和諧樂滿鄉」，已先後於區內約60條鄉
村提供服務，活動除促進長幼共融外，亦加強鄰里互
相守望的和諧關係，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止，合共
已為11,000多位長者及區內人士提供服務。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村
相
已物理治療師親自

帶領「痛症治療
小組」，教授正
確紓緩痛楚運
動，讓長者們以
運動對抗痛症。

為了支援及關懷患有癌症的家居照顧服務隊案主，中心會舉辦
參觀活動，亦是家居照顧服務隊年度計劃之一。

雙目失明的家居照顧服
務隊案主，與家人一同
參加中心旅行。

綜合家居照顧隊案主們積極參與
活動，走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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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本年度中心仍繼續推行「家居照顧服務」計劃，為長者
提供廉宜的收費式家居清潔服務，改善長者的居住環
境；此外，於十二月推行的「美食嘉年華」亦深得長者
及地區人士的讚賞。另外，於寒冬季節及傳統節日期
間，本隊均會為長者送上禦寒物資及賀節禮品，讓長
者能安度寒冬，並一同感受節日的歡樂氣氛，受惠人
次超過6,500多人次。

服務諮詢委員會
由服務使用者、義工及地區人士所組成之服務諮詢委
員會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委員會
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就中心所推行之服務提供意見，
以增加服務使用者之參與。

展望
自中心轉型為長者地區中心後，便肩負起與地區內各
服務單位的合作及協調的重要角色，除了加強弱老人
士服務外，同時也積極關顧區內護老者的需要，透過
多元化的社區支援服務，協助他們紓緩照顧長者的壓
力及解決其在照顧上遇到的困難。最後，中心會貫徹
執行對服務質素標準的要求，成為一所與時並進，提
供多元化優質社會服務的長者地區中心。

中心免費提供
獨居長者家居
清潔服務，為
長者打掃家居。

義工協助派發
防 疫 包 予 長
者，並向長者
們解釋用法。

義工為長者提供家
居清潔服務外，並
送上清潔用品。

護老者支援服務
護老者支援服務是協助需要照顧六十歲或以上長者的
人士，即長者之配偶、子女及朋友，服務包括護老技
巧訓練、護老者小組、紓緩壓力講座、康樂活動、義
工支援、社區教育、資源閣、復康器材借用、定期通
訊、諮詢及轉介服務等。

中心亦與區內五間長者中心組成「聯網服務」，凡合資
格人士登記成為護老者會員，可憑證享用元朗區六間
長者中心之護老者服務，令護老者獲得多元化及全面
性的支援服務。

於「鬆一鬆同
學 會 」活 動
中，義工定期
協助護老者照
顧體弱長者。

「護老者地區培
訓計劃」結業及
分享會。

於「義工嘉許典
禮」上，表揚義
工們積極參與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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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單位主管 余美萍小姐

員工人數 23人

會員人數 58人截至12/2009

服務簡介

服務對象 服務形式

• 六十歲或以上 • 全時間服務

• 居住元朗區內 • 部份時間服務

• 在日間不能獲家人照顧 • 暫託服務

• 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受損

服務方向
過去一年中心以「活力耆年」為主題，口號是「活力盡
展現，生活新體驗」，透過各種有益身心的活動，鼓
勵長者嘗試接觸新事物，發展潛能，建立健康活力的
形象，達致老有所為的目標。來年中心將以「笑出健
康」為主題，口號是「歡笑滿載，耆樂融融」，推廣正
面情緒及快樂共融的訊息，希望藉着各種活動使中心
長者能夠活得輕鬆自在歡樂和諧，讓他們享受愉快豐
盛的晚年生活。

於「小型東亞運動會」中，各會員參與划艇比賽，看看他們多開心。

「活力耆年活動日」中，會員表演雜耍，有板有眼，非常精彩。

會員發揮團隊精神，落力為大家表演「碟舞翩翩」轉碟雜技。

「動感活力操」比賽中，會員落力演出，為大家表演
「雷霆動感活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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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活力耆年活動日之「趣怪家庭大合照」中，會員穿着華麗服飾，
留住最美麗一刻。

服務內容
中心致力為各會員提供周全服務，包括膳食服務、健
康護理、個人照顧、復康訓練、洗衣服務、健康教
育、護老者支援等，更經常舉辦各類文娛康樂活動，
例如健康講座、旅行及生日會等。

此外，中心會根據會員的能力及興趣，安排會員參與
不同的興趣班，令會員在中心推行復康運動之餘，也
可以鼓勵長者發展潛能，建立興趣，締造豐盛和積極
的晚年。

展望
展望未來，中心全體員工將會繼續努力，因應會員及
照顧者的需要，透過專業護理、起居照顧、復康治療
及各類社交活動，為中心各會員及家人提供更全面的
照顧。

此外，中心亦切實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各項政策及程
序，並加強各員工彼此的溝通和合作，務求持續改
善，提供優質的服務，期望各會員在中心悉心照顧和
關懷下，安享晚年。

中心定期舉行「生日會」，與會員慶祝生日。
會員參與「夢幻時裝巡禮」，
展現懷舊與新潮服飾。

藉着東亞運熱潮，中心舉辦「小型東亞運動會」，
各會員屢創佳績，冠亞季軍優勝者齊齊大合照。

「聖誕新年聯歡會」中邀請長者家人在遊戲節目中替會員扮聖誕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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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鄰舍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中心名稱 陳平紀念長者
鄰舍中心

郭興坤長者
鄰舍中心

單位主管 鄺保時小姐 林雅琴小姐

員工人數 12人 8人

會員人數 926人（長者）
截至12/2009

130名（護老者）

626人（長者）
截至12/2009

130名（護老者）

登記義工人數 111名（長者） 102名（長者）

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屬下有兩所長者鄰舍中心，包括陳平紀念長者
鄰舍中心及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分別位於天水圍天華
邨及深水埗海麗邨，兩所中心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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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以外展工作手法，主動接觸地區上與社會隔離、不懂
主動尋求支援及未獲正規服務的長者，使更多有需要的
長者可以重投社區生活，得到適切的支援。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內容
隨着中心的服務範圍擴展，加上口碑良好，會員人數
增多，會員對中心服務有更高的要求，故中心以提升
服務質素，鼓勵會員終身學習、增加會員的歸屬感為
重點，繼續以「互勉求學、互助傳愛」為服務主題，推
動長者活到老、學到老。

服務重點
長者終身學習
在「博毅學院」及「長者學苑」的設立下，鼓勵長者終身
學習，中心除了舉辦恆常的班組外，更開辦了新課
程，包括：瑜伽班、詠春班及硬地滾球班等，鼓勵長
者吸收新事物，與時並進。

長者支援網絡
中心延續「長幼心連心計劃」的社區共融理念，聯繫地
區團體，以合辦及協辦方式舉行活動，由婦女及青少
年義工定期探訪獨居/缺乏支援的長者，形成緊密的合
作網絡，不但有效運用資源，而且可鞏固中心的支援
網絡，有助發展長者支援服務。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舉辦的
長者魔術表演鼓勵社區人士化
身「魔術師」共同對抗逆境。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參加「千人詠春
十式大匯演」，齊齊創紀錄。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透過地區展覽，測一測「我
們的開心指數」，鼓勵大家開心面對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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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義工發展
中心致力推動長者參與義務工作，本年度本中心獲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撥款舉辦「耆幻魔術社」計劃。
以「魔術」作為主題，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社會面對
種種家庭問題，透過長者魔術表演鼓勵社區人士化身
「魔術師」，共同對抗逆境，變出關懷友愛的社區。

天水圍心、身、靈健康培育
為支援天水圍的社區需要，中心獲「勞工福利局社區
投資共享基金（CIIF）」撥款港幣$1,600,000推行一項為
期三年的「家庭綠洲－開心家庭建築師」計劃，計劃由
二零零九年十月正式開展，計劃以「連結天華家庭，
共建快樂心靈」為主題，由天華邨開始推動身心靈健
康訊息，在首階段先以一系列身心靈探索活動，如
「愛笑瑜伽」、「愛自己按摩學堂」及「家庭綠洲資源寶
庫」等，提升居民的身心精神健康質素。

另一方面，計劃現得到天華邨各互助委員會、區內不
同團體及一班熱心的居民鼎力協助，一同協辦地區宣
傳站、迎新會、節日活動及家庭探訪，一同回饋社
區，為區內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適切的協助，強化天華
邨的鄰舍支援網絡，共同凝聚社區的正能量。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內容
中心在「愉快生活由此起，全人康健攜手創」的服務方
向下推行各項活動及計劃，中心希望透過推廣「康健」
的各項活動及計劃，讓長者能分享運動的樂趣與健康
的生活。

情緒康健推廣
透過推行各項活動，推廣長者精神健康，建立正面的
人生觀；並透過義工培訓，加強社區的凝聚力，發揮
助人自助的精神。活動包括「安安樂樂睡一睡」、「鄰
里互關照嘉年華」、「鄰里互關照─社區互助計劃」、
「同心抗逆境嘉年華」、「深心相印互關懷」及「耆義開
心果」。

中心亦關注隱蔽長者的情緒健康，透過外展手法推廣
資訊，建立不同的網絡及良好鄰里關係，強化其支
援網絡達致情緒健康；活動包括「海麗綜合嘉年華暨
社會服務博覽」、「以愛燃點共諧和、『耆』樂無窮有
妙法」、「懷緬治療應用工作坊」、「耆跡生命—懷緬之
旅」及「愛好睦鄰計劃」。

會員學習「愛笑
瑜伽」，提升居
民的身心精神
健康質素。

南亞裔小朋
友教長者跳
民族舞，體
現長幼共融。

長者運動員全力以赴為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奪得「全港長者運動
會2009」200公尺競賽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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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康健推廣
中心提供各項健康生活模式教育資訊，活動包括與香
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合作的「食得有『營』長者營養小
組」、「長者穩步行訓練班」、「穩步行指導員訓練班」
及嘗試用創新、輕鬆的叮噹搖鼓舞及爵士搖鼓舞訓練
長者的手眼協調，達致體適能康健的目的。

中心繼續積極參與「2009全港長者運動會」，長者運動
員積極投入參與，除取得優異的成績外，亦可鍛練個
人體魄。

本年度中心已與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健康生活發展
中心合作，為大部份會員進行「長者功能性體適能」評
估，測試長者心肺耐力、肌肉耐力、肌肉力量、身體
組成及柔軟度，評估結果會作分析，根據資料成立指
標，並成立「焦點小組」。

社交康健推廣
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節日慶祝及文娛活動，鼓勵長者
互相關懷，並藉此擴濶社交網絡，恆常活動包括生日
會、旅行及新辦的活動如「出來飲吓茶」、「瘋狂冰高
樂」。

智能康健推廣
本年度，中心成功申請成為數碼地區中心其中一個聯
網單位，配合此計劃，中心成立「數碼大使隊」，鼓勵
他們終身學習。此外，中心提供免費手提電腦借用服
務及無綫上網服務，使中心會員可進一步享受上網的
樂趣，吸收多元化的資訊，與時並進。

展望
在未來一年，兩間的長者鄰舍中心會繼續循着「無縫
服務」原則作為中心長者服務的工作目標，希望透過
服務的整合及與地區上各團體的合作，讓長者能享用
更高質素的中心服務。

義工親手製作保
健湯水，送給隱
蔽及獨居長者，
送上關懷。

一班義工於嚴寒的新春佳節送上棉被，
並向長者們拜年問好。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再次獲得「香港千禧獅子會」贊助新一年度長
者電腦學習計劃，並聯同本院董事局譚姜美珠總理主持開幕禮。

由理工大學（護理學系）舉辦的「食得有營」小組，除了讓長者學習
營養價值、食物標籤外，更為每位長者訂立學習契約，鼓勵長者
邁向健康人生。

保
隱

一班義工於嚴寒的新春佳節送上棉被， 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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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
進修中心

單位主管 李秀玲小姐

員工人數 3.25

會員人數 760人截至12/2009
310名護老者

登記義工人數 40名長者，30名護老者

服務方向
1. 發展成為長者健康支援之中心，關注長者生理、
心理、精神及環境之健康，協助長者居於熟悉之
社區生活。

2. 發展成為長者進修中心，鼓勵長者「活到老，學到
老」，抱着持續學習進修之精神，與時並進。

3. 協助長者建立積極人生觀，安享晚年。

中心的會員參與運動競技賽勇奪獎項，真威水！

服務簡介
中心為一所自負盈虧的長者支援及進修中心，中心為
居住於屯門區的市民提供優質的長者支援、進修及相
關服務，目前中心人手編制有三名全職員工及一名兼
職清潔員工。中心自二零零三年開始響應社會福利署
的長者日間服務轉型的計劃，將原有的長者活動中心
轉為以自資營運的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中心的
服務重點是提升長者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安享晚年。

服務內容
1. 健康服務方面
自二零零三年起，開始與醫院管理局新界西聯網
合作設立「社康護理服務」，安排了兩位護士駐守
中心，為長者提供健康檢查、講座、探訪長者及
健康諮詢等服務。另外亦與屯門醫院合作舉辦「不
倒翁防跌計劃」，由屯門醫院派出物理治療師於
中心舉辦不同類型之防跌活動，包括防跌講座、
防跌評估及防跌操，加強長者防跌意識，避免跌
倒，以及提高長者家居環境安全之意識，達致預
防勝於治療之效果。此計劃還跟進曾跌倒之長者
的健康情況，減低日後長者再次跌倒之機會。

中心鼓勵長者們
「活到老，學到
老」，二胡班的
會員與老師合照
留念。

體操班會員於國慶表演前齊心打氣，
預祝表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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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關注長者及社區人士身體之健康，中心為會
員定期舉辦各類型中西醫健康講座或免費問診服務，
提供基本身體檢查，提醒社區人士注意健康飲食之習
慣，多做運動。

於新春團拜上，會員與職員
開心大合照。

中心會員齊齊於大澳
旅行拍照留念。

2. 教育工作方面
證書課程：定期與本院的營運隊舉辦不同專題之
證書課程，讓社區及有興趣之人士加深對相關課
程之認識，包括：

•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高級證書課程
•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課程
• 言語治療技術證書課程

3. 探訪活動方面
中心獲滙豐銀行慈善基金社區發展計劃贊助「護老
關懷探訪行動」，計劃分為義工培訓、探訪及聯歡
會三部份。培訓方面，為長者義工提供探訪技巧
及使用血壓計之訓練，於探訪過程中，除慰問長
者外，亦為受訪者量度血壓，發揮「老有所學、老
有所為」之理念。

展望
1. 發展成為長者健康支援中心，關注長者生理、心
理、精神及環境健康，協助長者熟悉自身居住社
區的資源，使他們能有效使用及享受不同的福利。

2. 鼓勵長者終身學習，持續進修，本着「活到老、學
到老」的精神，與時並進，緊貼社會趨勢，增進知
識及學問。

3. 配合自資中心的發展，舉辦不同類型的健康講座
及課程，提供專業訓練予社區的護老者及有興趣
從事復康服務的人士。

4. 本中心以機構宗旨為本，期望建立及成為一所富
前瞻性並且能創造合理收益的服務單位。

於中秋節活動上，會員以體
操表演助慶。

於生日會上，職員與會員
齊齊扮鬼扮馬搞氣氛。

會員參加運動競技賽。

會員慶祝生日，樂也融融。會員於屯門護養院參加中秋活動。

中心會員齊齊於大澳

於生日會上 職員與會員

於中秋節活動上，會員以體

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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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單位主管 陳瑋欣小姐

員工人數 3.5

會員人數 728人截至12/2009

登記義工人數 73人

服務重點
健康支援服務
中心提供各項健康支援服務，讓長者實踐健康生活，
曾邀請物理治療師、註冊社工及護士等專業人士提供
逾12次免費健康教育講座，更提供逾200人次免費關
節檢查。本年度向會員及其家屬加強「輕度認知障礙」
教育，中心與香港聖公會基愛長者鄰舍中心合作，由
物理治療師及註冊社工舉辦「健腦益智齊響應」活動，
提供初步認知評估、教育講座及數字骨牌棋，向長者
灌輸輕度認知障礙的知識和及早察覺的重要性。

服務簡介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自二零零六年轉營為一所自負盈虧的長者健康支援及
進修中心後，為九龍荔灣美孚區長者提供多元化活
動，提供健康支援及進修學習平台，建立穩固的社交
支援網絡，積極享受生活及發揮個人潛能。

服務方向
關注社區內長者生理、心理、精神及環境之健康，協
助長者在熟悉的社區生活，提供持續學習的機會，並
提供社區健康支援服務以助長者擁有優質的健康生活。

服務內容
長者教育及社交發展、義工發展及培訓、健康教育及
推廣、輔助醫療及健康支援服務、轉介及諮詢、偶到
服務及營養湯水服務。

中心舉辦活力鼓興趣班，會員們開心學習，更與老師合照留念。

長者們積極參與中心的活動，豐盛人生。

中心會員參加深水埗區「長者數字骨牌棋」勇奪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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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九月下旬展開的「耆步穩穩」預防長者跌倒社
區計劃，得到深水埗區議會長者康復服務工作小組、
明愛醫院等支持，為中心會員提供初步評估、橡筋運
動班及轉介至防跌診所等服務，為長者提供預防性及
治療性服務。中心持續提供專業物理治療服務深得區
內人士的歡迎，本年度為區內超過1,400人次提供社
區輔助醫療服務，為不同性別及年齡人士提供物理治
療服務，改善健康狀況，建立「健康社區」。

持續進修及社交發展
本年度中心為會員舉辦接近200次的興趣班，課程內
容包括語文、藝術及運動等，中心超過八成興趣班是
由長者義務導師任教，實踐老有所學、長者為師。為
會員推行超過110次社交及發展活動及近90次大型社
交活動，提供社交聯誼的平台，令長者走進社區。

中心繼續協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及持續推行「優閒
興趣坊」，為區內的社區人士提供各類持續學習課程。

發展義工隊伍
本年度中心義工隊伍包括長者義工及婦女義工，提供
義務工作訓練的機會，參與社區服務及協助中心活
動。過去一年中心義工隊服務時數超過2,500小時，
個人最高服務時數超過380小時。

展望
展望未來，中心為區內人士提供優質的社區健康支援
服務，期望成為健康社區的推動者，除了提供可持續
發展之輔助醫療服務外，同時積極了解會員需要，透
過提供持續學習機會、各類社交活動及義工服務，為
長者及第三齡人士提供健康支援及學習進修之平台。

中心的中國舞興趣班，會員舞技非凡，獲得台下熱烈掌聲。 中心義工隊為區內長者送上關懷，發揮博愛精神。

於「東亞運齊參與」攤位遊戲中，參與的義工們合照留念。 各會員齊齊往山頂旅行，並於山頂廣場合照留念。

供社 誼 社

中心的中國舞興趣班 會員舞技非凡 獲得台下熱烈掌聲 中心義工隊為區內長者送上關懷，發揮博愛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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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服務經理 溫健明先生

員工人數 9.5人

會員人數 長者: 486人

其他年齡: 581人

登記義工人數 158人

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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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長者服務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提升為長者鄰舍
中心，故現時中心是以長者鄰舍中心融合青少年中心
的服務形式為大嶼山南部居民提供社會服務。

服務方向
中心以建立一個「長幼共融」的和諧社區為服務方向，
發展多元化的長者、青少年以至社區服務為目標。二
零零九至一零年度中心年度計劃口號為「長幼共融顯

活力、關顧同行展愛心。」另外，獲社會福利署一次
過撥款資助中心購買會員電腦系統，會員透過個人電
腦咭，便可享受快捷方便的服務，例如簽到、報名及
以積分換取禮物等。

服務內容
1. 長者服務
中心的服務範圍逐步擴展，在開辦初期只是服務
梅窩區居民，於一九九九年，中心外展服務進一
步發展至大嶼山南部多條偏遠村落，包括：貝
澳、長沙及塘福。二零零三年，服務更擴展至拾
塱及水口等偏遠地區。中心每月定期以外展方式
借用各村鄉公所以提供社區資訊會議、護老者支
援、義工協助健康檢查、理髮及隱蔽長者探訪等
服務，以滿足居於偏遠地區的長者需要。

另外，中心鼓勵長者終身學習及使用電腦資訊科
技，所以積極推動博毅學院及香港電台長進學院
課程，希望長者亦能緊貼時代步伐，與時並進。
另一方面，中心為加強長者義工服務及護老者支
援工作，以切合中心及偏遠地區長者的服務需
要，因此申請了本區社會福利署地區夥伴協作計

獲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的長者運動競技日2009

活動，啦啦隊大叫口號，激勵士氣。

「我們的成長日記」青
少年於暑期參與黃埔
軍校五天訓練。

9

於「梅窩日2009」，長者表演活力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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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資助舉辦「長幼互勉攜手展關懷計劃」活動，透
過探訪社區及院舍體弱長者、以及帶領體弱長者
旅行及義工跨區互相探訪活動等，從而推動社區
人士關顧身邊長者，建立鄰里網絡及和諧互助社
區。

今年中心亦獲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資
助舉辦了「逆境自強創耆年」活動，以不同的長者
興趣班、「長幼一家人」義工訓練及旅行、長者健
康理財講座及地區探訪等活動，宣揚老有所為的
精神。中心的長者活力拍子舞、活力鼓及太極扇
班更外出表演，獲得社區人士稱讚。

長者非洲鼓班於聖誕節嘉年華中表演。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青少年於麵包工場學習炮製麵包
的技巧。

「逆境自強創耆年」長者烹飪班組員與製成品合照。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青少年烹飪班組員合照留念。

2. 青少年服務
雖然中心一直以小型青少年中心的形式運作，但
中心亦本着發揮青少年的所長，增加他們的自信
心為目標，開辦不同類型的興趣及成長小組等。
於二零零五年亦成立幼童軍第一五六五旅以發揮
青少年個人潛能及訓練團隊合作性，今年亦與本
區小學合作，職員每星期到訪小學提供幼童軍訓
練，現時共有37位隊員。中心亦積極支持青少年
暑期活動計劃，舉辦一連串參觀、宿營、露營及
歷奇活動等，讓青少年善用暑假增廣見聞。其中
「我們的成長日記」活動更獲青少年暑期增補活動
資助40多位梅窩青少年於黃埔軍校體驗軍訓生活。

逆境自強創耆年」長者烹飪班組員與製成「逆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青少年於麵包工場學習炮製麵包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青少年烹飪班組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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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青少年參加奧運徑遠足活動留影。

梅窩消防員向長者們講解防火知識。

今年中心再次成功申請社會福利署「地區青少年發
展資助計劃」，計劃目標是透過中心舉辦不同類
型非學校主流的體驗活動，讓本區貧困家庭的兒
童及青少年能有機會從他們的興趣出發，啟發潛
能，活動元素包括有山藝及攝影訓練、手工藝、
烹飪班、旅遊及義工六大發展項目。

3. 社區關係
中心繼續參與區內不同的聯辦活動，包括協助梅
窩鄉事委員會舉辦地區敬老大會、繽紛梅窩日、
梅窩區端午龍舟競渡等。此外，中心亦獲東涌鄰

舍輔導會邀請協辦「心中寶、敬老傳孝」－左鄰右
里社區關愛長者試驗計劃，期望以多元化及一站
式的服務推廣公眾對預防虐老的認識。

展望
展望未來，中心將加強護老者及義工服務，以及提升
非活躍長者於社區參與能力及對社區資源加深認識，
並鼓勵長者積極表達自己的需要。另外，青少年服務
方面，中心將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興趣班，發掘青少
年的才能。為了滿足地區需要，中心未來將加強婦女
及青少年義務工作服務，並繼續與區內團體合辦活動
推廣梅窩社區的特色。

「長幼互勉攜手展關懷計劃」婦女義工協助長者進行健康檢查。

於「梅窩日2009」，長者表演太極扇獲得觀眾讚賞。
梅窩消防員向長者們講解防火知識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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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單位主管 區淑虹小姐

員工人數 4人

服務簡介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於二零零九年五月起投入服務，透
過多元化的專業服務，從個人、家庭、鄰舍及社區等
不同層面，為菜園村及鄰近鄉郊的村民提供發展性及
支援性的服務。服務處主要提供三大類服務，包括：
個案輔導、社區發展及康樂活動。

村民在中秋節活動「菜園慶團圓」中玩得興高采烈，過了一個難忘
的佳節。

村民在講座中反應熱烈，搶答問題。

服務處為村民安排注射流感及肺炎疫苗。

義工在「義工訓練工作坊」中落力投入參與角色扮演。

個案輔導
由註冊社工提供面談、探訪、轉介及諮詢服務。服務
處如接獲轉介後，會立即展開探訪，並會與有關政府
部門商討，協助村民解決問題。由於服務處長期駐守
村內，遇有村民的求助，可以提供即時的支援及調
解，同時將有關村民轉介至其他服務或政府部門。

義工細心為長者理髮，設計出2010年最時尚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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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社區發展
服務處會舉辦講座、展覽及義工服務等，服務處會透
過問卷調查，了解村民的需要，以及對服務的期望，
並會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及活動，提升服務對象
的身心健康及減輕重置壓力。此外，服務處亦會於村
內不同的地方舉辦展覽，設立諮詢櫃檯，方便村民查
詢，以及解答村民的問題。

康樂活動
服務處會舉辦節日慶祝活動及旅行等鄰舍聯誼活動，
吸引更多村民參加，凝聚鄰舍的聯繫，建立支援網
絡。

展望
由於社工隊長期駐守村內，透過密集式的外展探訪及
村民主動求助，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深入的專業輔
導。服務處參考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RSS），
即有關重置壓力綜合症的學術理論，舉辦不同主題的
講座及活動，減低村民於清拆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
困擾及重置壓力。為了促進政府及村民之間的溝通，
服務處會充當中介的角色，一方面與政府部門密切商
討，協助村民解決問題。服務處會收集村民的意見，
向政府部門反映。另一方面，亦會協助澄清村民的疑
慮，透過服務處聯絡及轉介至各政府部門。

服務處成立「菜園村支援長者義工隊」，與村內有需要
的長者進行配對，定期探訪，協助村民適應搬遷期間
及搬遷後的生活。重置對於需要搬遷的村民，以及將
會失去鄰舍的舊街坊來說，都會造成重大的心理缺
失，因此服務處透過講座、活動及定期出版刊物，擴
展鄰舍層面的支援，協助村民克服心理上的困難。

「菜園村支援長者
義工隊」協助長者
健康檢查。

會

展
者
者

村民在「老友記生日茶聚」
中分享生日願望。

在石崗菜站舉行的「和諧
夏日嘉年華」活動，主禮
嘉賓及表演嘉賓合照。

表演嘉賓在石崗
菜站舉行的「溫情
樂滿鄉」嘉年華中
投入演唱。

村民參與「講古講今導賞旅行」中參觀歷史文物
及現今科技，一起「回望過去，展望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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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翁麗女士

服務經理（中心服務） 李嘉儀女士

服務經理（學校服務） 文怡樂女士

臨床心理學家 吳奕瑩女士

服務使用人次 161,880

會員人數 1,877人

管轄單位名稱 單位主管

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曾昭淦 服務經理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邱逸敏 服務主任

蝴蝶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邱逸敏 服務主任

鳳德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楊紫盈 服務主任

吳馬賽嬌紀念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陳才駿 服務主任

長青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潘靜雯 副服務經理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潘靜雯 副服務經理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潘靜雯 副服務經理

服務簡介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本着「快樂家庭，和諧社區」的服務
理念，為區內的家庭及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中心
現有八所服務單位，分佈九龍及新界，去年中心合共
舉辦了14,449項活動，逾16萬人次受惠。

服務方向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是博愛醫院自資的社會服務項目，
中心採用富彈性及創新的手法為區內的家庭及兒童提
供服務，令他們能善用課餘時間，健康愉快地成長。

服務內容
1.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為回應兒童的發展需要及地區的服務需求，位於
青衣的「博愛醫院長安家庭多元智能中心」將增設
臨床心理輔導及智力評估服務、職業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服務及相關家長教育及專業培訓等。是
次服務拓展有賴圓玄學院捐款資助，單位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二日易名為「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及
家庭發展中心」，使能更貼切反映新服務的性質。

2.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服務
兒童服務
在每一個成長階段中，兒童都有不同的需要。我
們相信透過工作員的誘導及不同的生活體驗活
動，能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積極的人
生觀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中心去年舉辦了多項有關兒童成長發展活動，
如：火柴人之旅、義勇新力軍等，讓孩子透過親
身的經歷面對考驗，感受難題所帶來的恐懼，從
中體會互相扶持、群策群力，共同尋找解決問題
的重要。

中 心 與 TREAT

合辦「開心氣球
大行動」活動，
透過親子一同學
習扭波等有趣玩
意，增進父母及
子女關係。

中 心 與 TREAT

圓玄學院兒
童及家庭發
展中心與聯
合醫院合作
提供言語治
療及職業治
療訓練予區
內有需要之
兒童。

博愛董事局潘兆文主席、圓玄學院副主席陳國超博士MH（亦是本院
副主席）、博愛董事局湯修齊副主席、簡陳擷霞總理、陪同葵青區
區議會主席鄧國綱MH太平紳士、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吳家謙先
生主持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命名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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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多元智能課餘託管服務
中心了解到許多父母為口奔馳，在無可奈何下未
能在孩子放學後給予照顧。為了讓父母能安心工
作，中心舉辦了多元智能課餘託管服務，讓孩子
們在放學後往中心溫習功課及參與不同類型的課
外活動，快樂及健康地成長。

本中心亦分別設有由本院董事局及社會福利署資
助的清貧學額補助金，協助有經濟困難之家庭申
請減免費用，減輕家長的負擔。

家長教育
家庭教育是推廣「和諧家庭」的重要元素。中心本
年度舉辦及參與了多項健康家庭生活教育活動，
目的是引起家長及社區人士對管教子女及維持良
好家庭關係的關注。

中心舉辦「一人一信」免費
郵寄日。

中心暑假舉辦「海防博物館之
旅」，讓小朋友加深歷史的認識。

婦女服務
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慧妍雅集家庭多
元智能中心及吳馬賽嬌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於
本年度繼續參與由婦女事務委員會倡議，香港公
開大學及商業電台合辦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共舉辦了15項課程，共有1,673參與人次。課程包
括，如︰Keep Fit之道、中醫常識入門及輕鬆學電
腦等，鼓勵婦女們持續學習，結交新朋友，開創
精彩人生。

鼓勵婦女們持續學習，中心舉辦婦女瑜伽班。

由婦女事務委員會倡議，香港公開大
學及商台合辦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舉辦電腦班，讓婦女們接觸新科技。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服務計劃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於2009-10年度向教育局成功申
請8份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服務計劃，本計劃採用
小組遊戲形式進行。

小組遊戲能讓兒童透過學習（Learning）、體驗
（Experience）及實踐（Actualization）來發揮個人的
潛能及提供成長發展的機會。是項計劃的目標是
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締造創新的學習條件，
鼓勵思考，提升自信及他們的社交、創造能力。
本計劃於天水圍、屯門、青衣、黃大仙、大圍及
西貢等六個地區推行，合共提供51項免費課餘活
動，約有829名小學生參與。

中心舉辦「昂坪秋日遊」，讓大家出外舒展身心。

中心舉辦「南丫島漁民文化村體驗日」，讓小朋友
親身接觸南丫島特有的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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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服務
學校社工服務計劃
本年度中心繼續為培僑書院小學部提供駐校社工
服務，除了學生輔導服務及家長/教師支援工作
外，中心亦將過往的跨專業團隊工作模式進一步
發展。

由於反應理想，中心繼續邀請基督教聯合醫務協
會（社區康復服務）合作，由經驗豐富之職業治療
師及言語治療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評
估及訓練服務；中心亦同時安排家長小組，除教
授不同的知識及訓練技巧，亦讓他們掌握孩子的
情況以安排最適合的訓練。

研究已證實藝術治療能有效改善孩子的專注力及
社交能力，現時在香港只有極少數學校開辦藝術
治療小組或提供有關服務。本年度中心邀請了樹
仁大學之教授（同時為藝術治療師及高級輔導員）
為學童開辦藝術治療小組，透過創作及分享，讓
孩子學習表達內心的想法及提升他們的人際關
係。小組尚未完成已獲得家長及學校的好評，並
決定於二零一零年增開一班，讓更多學生受惠。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中心於本年度繼續與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元朗
朗屏邨惠州學校、台山商會小學及聖文德天主教
小學合作，推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此外，並於2009-10學年分別與香港基督教信義會
葵盛信義學校、石籬天主教小學、柏立基教育學
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及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
斯理衞理小學合作，為學校提供兒童成長發展小
組，如：童創意念、小小義勇軍等，讓來自低收
入家庭的兒童也可以免費參與學校的課餘活動。

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服務
本年度中心亦與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合作，
為 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提供功課輔導服務及職
業治療服務。

藝術治療師正指導學生畫出
他們對「朋友」的感覺及印象。

職業治療師正替學生進行小肌肉評估。

推行「課後學習支援區
本計劃」，與學校合
作，讓學生與寵物醫生
一起做義工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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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4. 臨床心理及輔導服務
本服務專為12歲以下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心理評
估及治療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兒童評估及心理
社交輔導、家長諮詢及管教子女輔導工作、學校
支援和社區教育服務等。鑑於服務需求日增，本
服務由二零一零年起，將增設兩個服務地點，分
別是位於屯門蝴蝶邨的博愛醫院蝴蝶家庭多元智
能中心及於青衣長安邨的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兒童
及家庭發展中心。

5.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本院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為天水圍天耀
邨居民推行為期三年的「手挽手健康社區互助計
劃」，是項計劃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下旬正式展開
工作，並由博愛醫院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
心負責推行，以健康為關注點作介入，藉此凝聚
社區居民，透過相關活動及組織互助網絡，培養
正面思考、提升居民的抗逆能力，構建健康社區。

計劃推行至今，舉行了多個活動，包括：開心氣
球大行動、健康家庭創和諧遊樂日、健康預防知
多D— 疫苗注射計劃及疫苗注射計劃第二部曲、

「提升孩子的情緒管理能力」家長講座、「陽光孩
子」計劃 — 拼出和諧社區義工服務等。

另外，本計劃亦引入多個合作夥伴，透過匯集各
方的專業知識及資源，為居民服務。團體包括：
旭日扶輪社、智樂兒童遊樂協會、繼續再玩協
會、綠慧公社、親切TREAT、心醫館、新機有限
公司等。

本計劃亦透過組織工作，從而建立互助網絡。我
們已初步成立「快樂媽媽」婦女組，並多次參與協
助及策劃服務。而「陽光孩子」計劃下，初步組成
義工隊及天朗兒童合唱團，藉義務工作的參與，
接觸更多區內家庭，增強社區正面力量。

展望
隨着社會的變遷，兒童及其家庭的需要亦不斷轉變，
我們將因應孩子及家庭的發展，透過加入嶄新的服務
元素及跨專業的合作，使服務使用者能得到更全面更
適切的服務，積極面對生活上的種種挑戰，建立和諧
的家庭。

「陽光孩子」義工隊的一眾小義工
一同協助攤位活動進行。

「陽光孩子」義工隊的一眾小義
工完成探訪活動後，來一個大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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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社會服務總監 吳凱孚先生

單位主管 余漢雄先生

員工人數 6人

服務名額 40人

宿舍簡介
宿舍主要提供短、中期性之住宿服務，幫助有急切住
宿需要之單身人士。宿舍亦關顧舍友的身心發展，按
他們之需要提供協助及輔導，並透過不同的支援服務
及群體活動，讓他們善用餘暇，重返社會。

服務方向
宿舍本年度以「全人照顧，服務為本」為整體服務目
標，本着「互助互愛，共建和諧」的理念，讓住宿舍友
能夠獲得優質的住宿環境、真摯的關懷、豐富的文娛
康樂活動、專業的輔導服務及就業支援等全面性之住
宿照顧。

服務內容
1. 住宿服務
宿舍平均每月入住人數為37人，透過與轉介社工
的協作和跟進，由二零零九年四月至十二月共有
30位舍友獲得較佳的長遠住宿安排。

2. 輔導轉介
宿舍鼓勵各員工多與舍友溝通及接觸，多觀察及
聆聽他們的需要，同時與轉介機構的社工緊密合
作，按舍友面對的問題和需要及長遠住宿安排給
予適切之協助和指導。

3. 就業支援
宿舍設立模擬求職廣場，並提供招聘資訊，協助
及鼓勵有工作能力的舍友尋找合適之工作，改善
其經濟狀況及重返社會。

4. 環境設施改善
宿舍持續改善服務質素，分階段於各房間進行翻
新工程，冀望能為舍友提供一個較佳之住宿環境。

5. 加強聯繫，善用社區資源
宿舍職員定期與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精神科
之醫生、護士及社工召開個案會議，就個別舍友
的精神健康狀況進行專業之交流及跟進，藉此評
估舍友之問題及需要，以及給予適切之照顧。此
外，宿舍亦定期與區內社褔機構和議員辦事處合
作聯辦活動，藉此加強地區聯繫及服務社群。

宿舍提供優質的住宿環境及豐富的文娛康樂
活動予舍友，如炎炎夏日，宿舍便齊集眾舍
友自製「生果冰」消暑。

「知識全攻略問
答比賽」得到
東區區議會撥
款，邀請區內
老人中心、傷
健中心參與，
戰情激烈，鬥
得難分難解。

中 秋 佳 節 慶 團
圓，宿舍特別舉
辦慶中秋活動，
讓舍友感受佳節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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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6. 宿舍統計資料（2009年4月至12月）

6.1.  住宿情況： 

服務名額 40人

平均每月住宿人數 37人（社署指標32人）

入住比率 93%（社署指標80%）

服務人次 335人次

年齡最高舍友 75歲

年齡最低舍友 26歲

6.2.  經濟狀況：

領取綜援 32人（89%）

工作就業 3人（8%）

個人積蓄 1人（3%）

6.3.  活動情況：

活動次數 77次
（平均每月活動 8.5次）

新春佳節，舍友一起炮製美味的蘿蔔糕共慶農曆新年。

舍友一起打邊爐，無懼寒冬，暖在心頭。

聖誕佳節，舍友透過自製心意咭傳達心願及祝福送
給身邊的朋友。

展望
宿舍一直秉承本院「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服務宗
旨，並以服務為本的工作態度，竭誠為有需要人士提
供優質之住宿照顧。宿舍期望透過舒適之居住環境，
多姿多釆的康樂活動以及真摯的關懷，讓舍友建立信
心及自我形象，由受助至互助，從而提升至自助，以
積極之態度重新融入社區及回饋社會。

此外，宿舍亦積極鼓勵員工關愛舍友，透過耐心的聆
聽、親切的慰問和悉心的照顧，鼓勵住宿舍友互助互
愛、互相關懷，彼此扶持，宿舍上下凝聚關愛，共建
和諧之家。

宿舍定期舉辦郊外旅遊活動，讓舍友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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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

社會服務總監 梁國源先生

管轄單位名稱 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

單位負責人 林志偉先生

員工人數 4人

服務使用人數 23,737人

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成立之目的旨在為天水圍區內
市民提供適切的資訊科技設施，並提高市民對資訊科
技的認識。自二零零七年中心改以自資形式營運，中
心每月平均使用率均達八成以上，反映中心的服務深
受天水圍區的市民歡迎。

教育課程
中心舉辦了一系列資訊科技課程讓區內人士參與，課程
包括中文輸入法、認識互聯網、文書處理、試算表及簡
報製作等，區內居民踴躍報名。此外，中心亦與香港公

開大學合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相關資訊科技課程，
目的是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電腦知識及上網技巧。

會員制度
中心自二零零五年七月起，豁免收取入會費用，鼓勵
更多市民使用中心服務，市民只需遞交已填妥的入會
表格，便可免費享用中心內的電腦及各項多媒體服
務。現時，中心會員人數已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
四千五百多人，增加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的五千一百
多人，增幅接近兩成。

課程優惠
為了讓領取綜援及低收入人士均能參加中心之課程，
中心於每項活動中均預留一定數目的名額，讓領取綜
援及低收入的會員可享受免費或以低於半價的學費
報讀課程。此外，持長者咭人士報讀課程亦獲半價
優惠。另一方面，本中心亦定期舉辦免費資訊科技講
座，提升市民對資訊科技的認識。

展望
中心計劃來年開辦更多多元化的資訊科技課程，如
十二月開始，中心已開辦Skype及XP安裝工作坊等課
程，令會員緊貼互聯網資訊及應付日常應用資訊科技
的疑難等。另一方面，中心已經與香港公開大學申請
更多「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相關宣傳品及其他宣傳活
動，務求為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 

座

展展
中
十
程
的
更
動

中心讓會員免費使用電腦服務，深受會員歡迎。

二零零九年度累積會員人數 二零零九年度電腦使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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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援助金

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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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燃眉之急的人士
及家屬。服務成立至今，已援助眾多身處危難的家
庭，度過困難。

服務內容
本港經濟較以往富裕，但每當遇到天災人禍、意外事
件、貧病無依時，社會上仍有家庭或有需要的人士需
要社會各界人士伸出援手，提供緊急經濟援助，協助
解決困難，以解燃眉之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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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二零零三年屯門公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為例，本
院隨即成立「屯門交通意外緊急援助金」，並設立捐款
及輔導熱線，向所有受影響的家庭提供即時援助，當
年本院即時按每個受影響家庭的需要發放緊急援助
金，以及安排社工家訪，予以慰問。

於二零零六年油塘茶果嶺木屋區的兩場大火燒毀了80

多個家庭，本院的乙酉年主席葉曜丞先生MH、當屆
的潘兆文總理及黃帆風總理立刻親到災場了解災民無
家可歸的慘況，並發放緊急援助金向災民作出即時的
現金援助，令災民能夠度過厄困。

自二零零三年起，緊急援助金共發放之金額總數超過
港幣$3,400,000，共援助了超過224個家庭及人士度
過經濟難關，重過正常的生活。

目標與宗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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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援助獨居老人、個人或家庭而其處境處於危機情
況者。

3. 援助因意外引致個人身體傷殘而需要緊急購買各
項輔助器材之人士。

4. 本基金以協助本港居民緊急需要，只作短暫性援助。

不少需要接受
援助的長者都
不 願 接 受 服
務，本院積極
籌備及提供支
援服務。

長者家居環境
惡劣，滿佈雜
物，衞生問題
需要盡快改善。

家徒四壁的隱
蔽長者，每天
只能進食粗茶
淡飯，未能獲
取足夠營養，
生活情況令人
擔憂。

義工們探訪需
要接受援助的
獨居長者，希
望能送上點點
暖意，令長者
體會到人間有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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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服務簡介
長期病患對患者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枷鎖，他們所承受
的身心痛楚及精神困擾及壓力，實非一般人所能理
解。長期的醫療及藥物費用開支更令患者帶來沉重的
經濟負擔，社會對他們的關心及照顧是刻不容緩的。
本院董事局本着「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於二
零零五年成立「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協助提
供支援予長期病患者。

服務內容
為了能解決長期病患者的沉重負擔及經濟壓力，希望
能提供支援予長期病患者，本院董事局決議於十年內
每年定額撥款，以資助各服務長期病患的團體，合辦
項目，攜手建立一個互愛關懷的社會。

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成立至今共有三萬多人受
惠，至今共批出超過港幣$800,000，有效協助無數的
長期病患者的需要，包括協助強直性脊椎炎患者推行
水中太極運動訓練、為血友病患者推行復康運動、為
患有老年痴呆症患者提供音樂及舊曲懷緬治療、為糖
尿病患者舉行互助小組及專題講座、為腎病患者出版
專題刊物及為中風患者推行互助服務等。

援助金目標與宗旨
1. 計劃的宗旨是提供援助及支持予長期病患者的組

織及福利團體，協助他們舉辦活動予長期病患
者，藉着活動減輕患者的壓力，以面對日後復康
的歷程。

2. 凝聚社會力量及資本，共建一個和諧與關懷的社
會。

除了悉心的照顧及慰問，若能凝聚社會力量及資本，得到社會人士
的幫助，患有長期病患的長者們便可以安享晚年。

不少長者身心受到困擾及壓力，其實只要伸出援手提供支援，
便可建立一個互愛關懷的社會。

長期病患者要承受長期的醫療及藥物開支，令患者帶來
沉重的經濟負擔。



本院屬下的中小學致力培育學生成為具自信、自
主、自學、自律及富責任心的學生，發展全人教
育，歷年均得到社會人士及家長的信任及支持。本
院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全面推行蒙特梭利教學，啟
發兒童心智；並有駐校全職的英語教師，令兒童能
在多聽多講的環境下學習英語。此外，全面推行「
兒童誦經文學計劃」，藉着中國古代故事提高中文
的閱讀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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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服務

學校資料

單位名稱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元朗）

校長 劉詩敏女士

創校年份 1988年

教職員人數 11人

學生人數 87人截至12/2009

單位名稱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藍田）

校長 盧嘉玲女士

創校年份 1993年

教職員人數 11人

學生人數 83人截至12/2009

單位名稱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天水圍）

校長 張雲鳳女士

創校年份 1994年

教職員人數 9人

學生人數 84人截至12/2009

單位名稱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觀塘）

校長 梁若明女士

創校年份 1999年

教職員人數 5人

學生人數 60人截至12/2009

單位名稱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紅磡）

校長 吳佩玲女士

創校年份 2002年

教職員人數 9人

學生人數 99人截至12/2009

價值
‧ 我們相信及尊重學生的獨特性，接受學生具有個
別的能力，是主動的探索者。

‧ 我們相信透過學校、家庭及社會三方面的共同協
作，能夠提升及擴闊學生在知識、態度及技能上
的領域。

遠景
‧ 以學生為本並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 培育學生成為一個具自信、自主、自學、自律、
勇於創新的孩童。

‧ 培養學生建立國際視野。

‧ 推動學校建立緊密的家長夥伴關係及社區協作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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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服務

家長陪同小朋友往公園
進行寫生活動。

透過模仿日常生活，如檢查牙齒，
讓學童認識自己。

八大使命
‧ 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
培養學生的全面發展及學習興趣，建立學生終身
學習的良好基礎。

‧ 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
讓學生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培養學生成為具國
際視野的新一代。

‧ 追求卓越
為學生的未來，建立穩健的基礎。提升學前教育
水平，發展優質教育，致力培育幼兒成才，以及
追求卓越的教育服務。

‧ 文化承傳及道德教育
透過學校、家庭及社區共同協作，向下一代施以
全人教育，提升道德修養，藉道德教育灌輸學生
正確的道德觀念，建立良好的品德，承傳優良文
化。

‧ 與小學銜接
為學生推展適切的幼小銜接計劃，並發展小一校
本課程，協助學生銜接小學課程及生活。

‧ 家校合作
通過家長與學校的合作，一起策劃及推動「家庭與
學校合作」計劃，與家長共同協作，培育學生，令
幼兒健康快樂地成長。

‧ 教師的專業發展及支援
教師為了建立專業階梯，提升教學質素，特別加
強教師的專業培訓，並攜手與家長一起合作，培
育優秀學生，共建「尚學社群」。

‧ 倡導社區協作
實踐及推動家庭教育及「學校、家庭、社區」協作
文化。

學校聘請全職外籍英語教師，負責全面推行英語教學，讓幼兒在
多聽、多講的環境下增強語文能力。

小朋友利用蒙特梭利教具進行學習。

小朋友們一起划龍舟，認識端午節。



193

本院屬下的幼稚園 幼兒中心積極推行家校協作活動。

小朋友們前往小學進行資訊
科技的學習，認識新科技。

學生們利用音樂劇的形式宣揚「關愛」的訊息。

學校鼓勵學生進行閱讀活動，吸收更多知識。 小朋友表演舞獅，認識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

本院屬下的幼稚園幼兒中心積極推行家校協作活動。

小朋友表演舞獅 認識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

教學特色
學校採用以建構學習為理論架構，引用「綜合課程理
念」，並根據蒙特梭利教學的理念及方法，以融滙教
學方式及哲學，輔以具體的教材，讓幼兒在手腦並用
的情況下，體驗及理解抽象概念，令學習變得更富趣
味及容易吸收。

另外，各學校更引入頌經文化，如︰《弟子規》，弘揚
中國道德優良文化，培育品格高尚的幼兒。除基本課
程外，學校亦定期安排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鼓勵幼
兒透過親身體驗汲取知識。各學校亦經常被獲邀於區
內社團活動中表演，讓幼兒多參與社區活動，增廣見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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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服務

語文教學
學校着重幼兒語言能力發展，兩文三語亦是本院屬下
幼稚園 幼兒中心的其中一個教學特色。學校特別聘請
全職外籍英語教師及普通話教師，負責全面推行英語
及普通話教學，讓幼兒在多聽、多講的環境下增強語
文能力。

配合外間教育計劃
學校配合教育局推行校本支援「幼兒教育達善計劃」，
並從教師工作坊中，提升教師在自評文化的知識、態
度及技能，對教學相得益彰。此外，學校繼續參加語
文教育常務委員會之「學前優質英語教學」計劃，透過
教師工作坊及到校支援服務，為教師教授英語教學技
巧，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系統記錄
各學校採用持續評估模式觀察幼兒學習進度，因應他
們的學習情況，調適教學策略；同時，亦為幼兒建立
學習歷程檔案，有系統地紀錄幼兒成長歷程。

優化環境
各學校積極美化校園環境，透過不斷翻新工程及添置
教學用具，為幼兒提供更理想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
亦配備蒙特梭利教室，設有五大學習區域，讓幼兒在
自由和被尊重的環境下，啟發幼兒的心智能力。

於體能活動時間，普通話
老師與學生以普通話交談。外籍老師透過有趣的活動，增加

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老師利用蒙特梭利教具來教授小朋友數學的概念。

小朋友利用英語學習製作pizza，從遊戲中學習，
多開心！

小朋友們前往海洋公園旅行，提升對大自然的認識及興趣。

小朋友利用蒙利梭利教具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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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面積寬敞，設有壁畫及兒童作品展覽區，並提供
豐富的物料及互動性的環境，刺激幼兒的想像力及創
造力；並善用大自然的戶外環境進行學習，促進幼兒
身心健康，讓幼兒透過親身體驗及探索，提升對大自
然的認識及興趣。

聯校英語才藝匯演
學前教育部每年均舉辦聯校英語才藝匯演，今年的活
動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日假聖公會基顯小學舉行，
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高級研究主任岑素寶博
士蒞臨主禮，加上同學們精彩的演出，令學生及家長
度過了一個既開心又難忘的經歷。

學術交流
為進一步提升本院幼稚園 幼兒中心教師團隊的專業發
展，學前教育服務於本年度進行以下兩項學術活動︰

‧ 聯校教師培訓日「打開心靈」
本院學前教育服務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七日舉行
聯校教師培訓日「打開心靈」，藉着不同活動讓教
師加強自我認識，從而增強團隊間互信之關係，
並學習運用行為表現分析之技巧。

‧ 「幼稚園校長專業培訓課程」上海之旅
本院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盧嘉玲校長及朱國
京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張雲鳳校長於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五日期間參加由教育局
舉辦的「幼稚園校長專業培訓課程」上海之旅。

該課程提供緊密的專題講座、分享及參觀等，並與
上海優質學前教育單位交流及學習，課程完成後，
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的專家派出代表往本院幼稚園
幼兒中心作學術交流及觀課，藉此提升本院學前教
育的水平。

家長們正在學習與子女溝通的技巧，以建立彼此和諧的關係。

家長利用蒙特梭利教具教導小朋友。

家長與小朋友一起炮製美食，多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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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服務

家校合作
各學校一直重視與家長工作，透過申請家庭與學校合
作活動計劃資助家教會運作，讓家長一同參與學校政
策，並定期舉辦家長活動，目的是幫助家長培育幼
兒，與子女建立和諧的關係。此外，學校定期舉行家
長面談日，讓家長了解幼兒在學校的表現，同時，亦
讓教師了解幼兒在家之表現，達致家校一心。

榮譽共享
各學校致力為幼兒推行優質教育，而其努力亦得到外
界的認同。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於本年度分別獲
得「幼兒學校」及「第八屆綠色學校」的獎項。

小朋友們扮演警察，加深對社會的認識。

小朋友們齊齊慶祝生日，開心又滿足。

家校協作推行聖誕節活動，歡欣又熱鬧。

小朋友們與媽媽一起參加親子活動。

外籍教師與學生們一起進行英語遊戲活動。

學校善用大自然的戶外環境進行學習，
讓學生們認識我們的大自然。



197

校長 李永鏗先生

創校年份 1998年

班級數目 20班

教職員人數 52人

學生人數 505人

學校簡介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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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軍澳區的學
童提供優質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校舍。

班級編制
本校目前開辦一至三年級各兩班，四年級三班，五年
級四班及六年級五班，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兩班，合共
二十班，全校學生人數共五百零五人。學校在多個年
級安排小班環境，採用小班教學的模式，為學生提供
更適切的照顧。

班級 班數

一年級 2

二年級 2

三年級 2

四年級 3

五年級 4

六年級 5

加強輔導計劃班 2

總數 20

校董會
本校已成立法團校董會，負責學校的管理工作，校董
會成員包括由博愛醫院董事局委派的代表、校長、教
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社會人士，現任校監為陳徐鳳蘭
女士。

為推廣資訊科技教育，本校課室
及特別室均安裝有電腦設備。

本校中央圖書館藏書量豐富，
希望能培養學生閱讀課外書的習慣。
本校中央圖書館藏書量豐富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198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校舍設備
本校校舍樓高七層，除標準課室外，另設有大禮堂、
籃球場、音樂室、視覺藝術室、中央圖書館、學生活
動中心、電腦室、多媒體語言教學室、雨天操場及輔
導教學室等。

為推廣資訊科技教育，本校全部課室及特別室均安裝
有電腦及投影設備，方便老師教學。在戶外地方，校
方更安裝有無線上網系統，方便教師及學生隨時使用
電腦設施，進行學與教的活動。

人事編制
本校共有教職員五十二人。在教師編制方面，本校現
有校長一人，教師三十四人，圖書館主任一人及外籍
英語教師一人。其他職員包括有社工一人、兼職言語
治療師一人、行政助理一人、文員二人、教學助理二
人、電腦技術員一人、校工五人及兼職校工二人。

課程及教務
本校的課程包括現行的小學核心科目，主要以中文教
授。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校方自行編訂電腦科教材及
生活教育教材，幫助學生掌握資訊科技知識及培養良
好的品格。學校由一至六年級均採用活動教學法，利
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指導學生學習。

本校中、英、數等學科的教師會定期進行共同備課，
又安排同儕觀課及教學觀摩，提升教學質素。學校會
定期舉行教學會議，檢討教學工作的進展及教學成
效。各學科均設有科目委員會，負責發展及完善該科
的課程。而本校在各級的課堂均安排輔導時間，為學
生解決功課上的困難。此外，本校更安排學業成績稍
遜的學生接受加強輔導教學，或提供小組輔導。

德訓工作
本校的訓輔工作，由訓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教
師及學校社工共同負責。學校在每日上課前均有集
會，為學生提供德育指導。逢星期一的週會均設有特
定的主題，由教師或校外專業人士以歷奇活動、小組
討論、故事、話劇、角色扮演等模式啟發學生思考，
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明辨事理的能力。

此外，學校更會推行不同的德育活動，幫助學生養成
自律盡責的精神，建立良好的校風。在本年度，學校
繼續獲得教育局撥款為學生舉辦「成長的天空」計劃，
引入正面文化，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幫助學生成長。

本校學生參加機械人埠際賽獲得佳績，令人鼓舞。

為豐富學生校園生活，本校特別舉辦萬聖節學習活動。為豐富學生校 生活 本校特別舉辦萬 節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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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本校每逢星期五均設有學藝活動課，安排多姿多彩的
活動項目，切合學生的興趣，豐富學習生活。在課餘
時間，本校亦開辦了三十多個興趣小組，由本校教師
或外聘的專業導師帶領，培養學生在體育、音樂、舞
蹈、繪畫、數學、語言及電腦等多方面的才華。

在每一個學年，本校均會安排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校
際比賽，讓他們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的學生共同切磋，
提升技巧。歷年來，本校學生在各類型的校外比賽均
取得驕人成績，為學校爭光。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我
們每年亦會為學生安排境外交流活動，極受學生及家
長歡迎。

與家長的聯繫
本校非常注重與學生家長的聯繫，以收家校合作管教
之效。日常除利用通告、學生手冊、電話及面談等方
式與家長保持聯絡外，在新學年開始前，更會為新入
學的學生及家長舉辦指導日及家長會，建立彼此的合
作關係，加強溝通。

在每個學年的中期，學校會舉行家長日，邀請學生家
長到校，與老師一起討論幫助學生學習的方法。本校
已成立家長教師會，讓教師及家長有更多機會見面和
溝通，增進了解，加強合作。此外，學校每年都會邀
請校外的專業人士主持家長講座，或舉辦家長教育課
程，為家長提供管教子女及幫助子女學習的方法和意
見，讓學生在學校與家庭兩方面都能夠得到最好的照
顧。在本學年，學校更安排教師進行家訪，進一步加
強與學生家長的聯繫。

本校設有學藝活動課，例如中國舞蹈組，同學們表演
精彩的舞蹈，備受讚賞。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本校安排學生往沙頭角中英街
參觀，極受家長及學生歡迎。

每年一度的敬師日，家長向老們送上摯誠的祝福。

家教會舉辦家校親子旅行，聯繫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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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長 陳京達先生

創校年份 1987年

班級數目 29班

教職員人數 60人

學生人數 1,111人

學校簡史
博愛醫院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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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訓
「博學於文，愛人以德」

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成為具獨立思考、良好社會意識、國際視
野、溝通能力、責任心之良好公民。

教師質素
全部教師已具備專業資格；所有英語科及普通話科教
師已達基準要求。

學生質素
所有中一學生均為一級及二級之小六學生。

班級結構
班級 班數

中一 5

中二 5

中三 5

中四 5

中五 5

中六 2

中七 2

總數 29

學業成績
2008-09年度升讀大學或大專院校比率超過90%。中
學會考及格率為87.9%，高級及高級補充程度會考及
格率為83.7%。

校風
根據教育署(1999)質素保證視學組報告，鄧佩瓊紀念
中學經過多年的努力，學校已成功建立淳樸、有活力
及和諧的學校氣氛。在校長強而有力的領導下，校內
各成員皆投入工作，態度積極。學校擁有一支年輕及
富有敬業樂業精神的教師隊伍，對工作熱誠投入，對
學生親切關懷。學生尊敬師長，對學校有歸屬感。此
外，學校致力維持和諧、進取及着重紀律的環境，有
利教與學的進行。學校近幾年來各方面均持續進步，
尤以學生的整體表現及學校在管理、訓輔、校風等範
疇的表現最為突出，誠非倖致。

本校步操樂團於「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中，榮獲金獎。

中四級陳慶瑋及田麗琪同學於2009東亞運動會拉丁舞專項
「查查查」比賽中榮獲銅牌，為港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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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局(2008)質素保證分部報告表示，鄧佩瓊紀
念中學目標正確，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懂得利用多
元化課程和更多非正規課程所提供的學習機會，幫助
學生成長。校長具多年行政經驗，具責任心和不屈不
撓的精神，曾領導學校改善學生行為，培育學生建立
良好校風。教職員都能各司其職，盡心教學；學生能
遵守課堂常規，依從教師指示專心學習。學校着重學
生紀律，學生大多淳樸守規，師生及朋輩關係良好。
學校亦普遍獲得家長信任和支持，辦學團體和法團校
董會亦能適時為學校提供支援和幫助。

課程編排
中一至中三：一般課程
詳情請參閱本校網頁www.tpk.edu.hk。
中四至中七：文、理、商兼備
詳情請參閱本校網頁。

學科課程設計：334學制課程設計

A B C D E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選修科 經濟 中國歷史 經濟 物理 化學

歷史 地理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生物 / 化學 /
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生物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物理 / 
體育 / 旅遊與款待 / 視覺藝術

其他學習
經歷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週會

* D班數學科設有數學延伸課程，另加兩節: 同學可選修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或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其他學習經歷（包括藝術經歷、體育經歷、德育及公
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歷）將會安排在
體育課、週會、課後或其他日子進行。

此外，學校亦會為部分有需要的同學在中五開始安排
在校外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本校葉勁柏老師於「2009優秀教師選舉」中，榮獲優秀
教師選舉的教育管理大獎。

游泳隊同學於「東亞運動會盃」之元朗區中學聯校
水運會榮獲男子組總冠軍。



202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本校陳昫樂同學於「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獲得科幻畫優異獎「作品名稱︰傷城
（見下圖）」。其作品更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參加全國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賽」，
榮獲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三等獎。

課外活動
本校為鼓勵同學能善用餘暇，除學生會及社際活動
外，尚有三十多個學會及校隊為同學提供多元化課餘
學習機會。

2008-09年度課外活動組織

學生會

四社 博社（紅社）、文社（黃社）、
愛社（藍社）、德社（綠社）

學術、
藝術興趣類

中文學會、英文學會、數學學會、
電腦學會、地理學會、旅遊學會、
美術學會、音樂學會、合唱團、
步操樂團、小提琴班、結他班、
笛子班、東方舞蹈組、西方舞蹈組、
拉丁舞蹈組、戲劇學會、攝影學會、
棋藝學會、健康教育學會

服務類 童軍、女童軍、紅十字會青年團、
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圖書館學會、
義工隊

體育類 體育學會、籃球隊、足球隊、排球隊、
手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田徑隊、
越野隊、游泳隊、劍擊隊、箭藝隊

* 所有中一至中四學生均需參加「一生一運動；一生一藝術；一
生一服務」計劃。

於「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中，本校學生獲
得高級組團體銀獎、個人高級組冠軍、個人高級組精英獎
及個人高級組優異獎二名。

全人教育課程設計
所有就讀本校之學生於高中畢業前最少要參與以下活
動及接受訓練：
1. 初中必須接受軍訓
2. 高中必須接受領袖訓練
3. 完成最少六項專題研習
4. 參加科學發明及創作活動
5. 參觀不同類型機構最少五次
6. 參加義工/制服團體訓練
7. 完成不少於七百篇英語閱讀訓練
8. 完成不少於一百八十篇普通話閱讀訓練
9. 掌握最少一項體育技能
10. 掌握最少一項樂器演奏技巧
11. 完成最少一項棋藝/橋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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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活動
2008-09年度學校主要活動統計

類別 項次

比賽 103

座談會及講座 26

訓練班及訓練營 119

考察活動及參觀 21

主題活動 40

表演觀賞 16

服務活動 14

其他活動 32

總計 371

校外獎項
2008-09年度校外獎項成績統計

類別 得獎數目 參與人次

朗誦 39 101

音樂 105 283

學術 12 118

藝術 30 122

體育 43 73

總計 229 697

其他組織
• 家長教師會於一九九五年成立。
• 校友會於一九九七年成立。

展望
本校學生為中上之材，近五年入讀大學比率平均約九
成。學校為了能令學生有卓越的成就，本校的課程設
計將會以學生入讀大學的目標為大前題，期望學生入
讀大學時能修讀專業課程，發展所長，貢獻社會。

於「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
金會比賽中，黃奕鈞同學的
作品與分別來自溫哥華、新
加坡、北京、上海及香港的
優勝者一起參加總決賽，在
國際評選中獲得「高級組冠
軍」。

本校黃奕鈞同學於「改善及美化元朗市內防
洪渠繪畫創作比賽」中，獲得冠軍。

本校陳廣立、張哲林及林業竣同學於「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獲得物理及工程學優異獎（作品名稱︰腳踏充電器）。

本校賴燕婷同學於「建築素描比賽」中，獲得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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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校長 吳孔琛先生

創校年份 1990年

班級數目 29班

教職員人數 102人

學生人數 1,060人

學校簡介
博愛醫院積極拓展教育事業，於一九九○年於沙田區
開辦本校。為表彰陳楷先生宅心仁厚，熱心教育之大
德，遂將學校命名為「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本校
秉承博愛醫院關心社會，博施濟眾的精神，致力為學
生營造優良淳樸的學習環境，裨其在五育方面有均衡
的發展，愉快學習，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回饋社會。

本年關注事務
本校本年度以「實事求是：促成績，守紀律，倡環
保。」為目標。

班級結構
年級 班數

初中一 5

初中二 5

初中三 5

高中一 5

中五 5

中六 2

中七 2

合共 29

學生成績
1. 二零零九年中學會考各科平均合格率為82.2%，個
人最佳會考成績為4優3良。歷屆最佳會考成績為6

優1良 (1999年)。

2. 二零零九年高級程度會考各科平均合格率為
85.6%。歷屆最佳高考成績為4優1良 (2003年)

教務發展
1. 提升兩文三語

• 初中一至初中三實行母語教學，高中一、中五
級則按學生的語文能力進行分流教學，預科則
以英語教學為主。

• 初中全面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 與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教育學院合作，並資
助四位英語學系的外籍老師於本校實習，協助
加強同學的英語能力。

• 參與教育局「英語提升計劃」。
• 營造語言環境，如英語電台、英語日、普通話
電台、普通話日、早讀計劃、閱讀計劃等活動。

同學們參加「創意科藝工程計劃」，訓練他們的
創意思維。

本校推行「博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推廣計劃，於初中體育課進行
基礎單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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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課程
• 各級於暑期設銜接課程。
• 初中三數學科及高中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
教育設跨班編組教學。

• 初中：設試前溫習計劃，初中三TSA訓練及考
試日溫習課節，培養學習氣氛。

• 高中：透過補課計劃及留校溫習計劃，鞏固同
學的學科知識。

• 聘用中、英、數及通識科教學助理，協助老師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3. 推動閱讀風氣
各科合作推行「從閱讀中學習」計劃，除了設定明
確閱讀目標，提升學生閱讀的深度及廣度外，學
校亦推行各項活動，如早讀計劃、閱讀分享、
閱讀獎勵計劃及比賽等。學生亦備有個人閱讀檔
案，紀錄閱讀概況。

4. 推廣專題研習
於初中一級推行跨學科專題研習，訓練同學協
作、解難及表達能力。

5. 資訊科技教學
• 教學時加入資訊科技元素，增加課堂的互動性。
• 設eStudy伺服器，支援資訊科技教學。

課外活動
1. 為了讓同學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擁有愉快多姿
的校園生活，本校舉行不同類型的活動及全校性
比賽，讓學生發揮才能。

2. 除提供運動、音樂、話劇及創意等課程外，學校亦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盡展所長。

3. 「博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計劃
為了推廣單車運動及單車安全訊息，本校推行「博
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推廣計劃，於初中體育課進
行基礎單車培訓，表現優異之同學將獲委任為「博
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協助將訊息推廣至其他學
校及社會大眾。

環保教育
1. 本校連續五年獲取「學界環保獎勵計劃學校榮譽獎
及特別獎」，更獲得「香港綠色學校獎」亞軍，取得
獎金港幣$100,000於校內設立「環境教育中心」。
本校的環保教育獲質素保證視學評為表現卓越及
突出。

y

同學們聚精會神分析DNA指紋圖譜。

「博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與小學學生合照留念。

「博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
往小學推廣單車運動及單
車安全訊息。

「博愛單車環保健康大使」帶領小學生們進行環境
科學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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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綠色學校，服務社群，回饋社會」為主題，與
大學學者及從事環保研究的校友開展「環保．科
學．創意」中小學協作計劃，為環保大使提供訓
練，負責帶領小學生、家長及長者參與本校的環
保課程。

3. 本校申請環保基金贊助綠化天台及設置太陽能
板，實踐環保生活。

4. 陳楷氣象站透過全自動氣象資料收集記錄儀，測
量及記錄溫度、濕度、風速、雨量、紫外線指數
等變化數據，並傳送及上載到本校網頁，為學生
提供研究氣象的機會，亦為區內居民提供實時天
氣資訊。

本校積極推廣環保教育，並於
2008/09年度獲得綠化校園計劃
優異獎。

本校學生參與「東亞運動會
環保服裝設計比賽」榮獲優
異獎。

本本
20

優

香港中文大學江紹佳教授親臨
本校主持「DNA指紋圖譜分析」
工作坊。

學校舉辦「初中一暑期銜接課
程」，同學們正進行競技活動。

為了讓學生擁有多姿多彩的
校園生活，學校特別舉辦英
語話劇表演。

香港中文大學江紹佳教授親臨臨

國情教育
1. 透過每月之升旗儀式及其他國情教育活動，令同
學關心祖國。

2. 過去數年，師生曾往北京、上海、南京、西安、
洛陽、長沙、廣州及清遠等地作探訪交流。

3. 本校師生家長曾經參觀珠海中山大學、北京師範
大學、南沙科大研究中心、廣州大學城及中學，
以了解國內教育的發展。

4. 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建立「遠程教室校園電視
台」，通過網絡與本港、國內及海外的中學進行學
習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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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第13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學生
與律政司黃仁龍SC太平紳士合照留念。

2005創意思維世界賽中，本校中三學生勇挫765隊參賽者，奪得
「世界最高榮譽創意大獎」（The Ranatra Fusca Creativity Award）。

2008創意思維香港區比賽獲得冠軍，並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創意
思維世界賽。
2008創意思維香港區比賽獲得冠軍，並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創意

展望
1. 課程改革

• 為配合課程改革，本校初中設有社會及人文教
育科，讓同學能順利銜接高中通識課程。

• 為拓展同學的學習經歷，其他學習經歷課節以
講座、小組討論等不同形式，讓學生多接觸書
本以外的知識。

• 初中三及高中一級推行「ICAN」課程，培養同學
成為自律、積極、自信和快樂的人。

2. 新高中課程優化計劃
透過檢視新高中科目組合，優化新高中課程，以
迎接二零一二年中學文憑試。

國際獎項
本校獲得創意思維香港賽六屆全港冠軍，並五次代表
香港前往美國參與創意思維世界賽，奪得「世界最高
榮譽創意大獎」、全球亞軍及季軍、兩屆「世界第四名
優異獎」，成績理想。

校外獎項 (2008-09年度)

性質 獎項數目 獲獎人次

體育 21 64

音樂 26 131

朗誦 17 51

閱讀 3 372

創意 3 18

其他 20 61

總數 90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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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長 黃光啟先生

創校年份 1999年

班級數目 27班

教職員人數 63人

學生人數 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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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育為主導，促進五育均衡發展；以實踐全人
教育為理想，致力提供愉快、溫馨、關愛的學習環
境，啟發學生潛能，培育學生成為愉快及懂得不斷學
習的良好公民。

教師資歷
2009-10年度本校共有五十六位教師，包括兩位博
士、二十三位碩士、三十位學士及一位教育學院畢業
生。

班級編制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文 理 理/商 商 文 理 商 文/商 理 文/商 理

班數 4 5 5 2 1 1 1 2 1 1 1 1 1 1

 博士
 碩士
 學位
 教育文憑

41%

53%

2% 4%

本校為慶祝十週年校慶，同學們用心排演音樂劇
《樂樂樂》，獲得一致讚賞。

十週年動感迎校慶，同學們踴躍參加環校接
力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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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 各展才華
1. 課外活動分學術、興趣、服務、音樂及體育五
類，有逾四十個學會及興趣小組，着重發揮學生
多元潛能。

2. 早會活動多元化，包括：紀律訓練、早操、英語
日、學生才藝表演、老師經驗分享、好書推介、
語文活動等，藉此擴闊學習經驗。

3. 經常舉辦閱讀週、學術週、跨科語文活動、音樂
表演、美術創作展、家政作品展、境外考察、德
育及公民教育活動等。

愛心教育 以人為本
1. 秉持愛心教育精神，品德與學業並重，並實施「雙
班主任制」，推行家訪親善活動。

2. 實行友輩支援、舉辦中一「伴我啟航」計劃，進行
領袖生、輔導學長及總務特工隊等多項精英訓
練，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及領導才能。

同學們參加水火箭比賽，啟發研究科學的興趣。

學校每年都會舉行旅行活動，聯繫師生感情。

為了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及領導才能，學校舉辦「中六迎新營」。

學校舉辦「歲月如歌歌唱比賽」讓同學
們大展歌喉，造就明日之星。

同學們參觀科學園，藉此引發學生的多
元潛能，加深對創意工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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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兩文三語 推廣閱讀
1. 初中實行母語教學，增強學生學習效能；同時致
力推廣「兩文三語」，進行「全語文訓練」。

2. 重視非正規課程語文活動，如英語日、中華文化
月、普通話日、萬聖節派對等。

3. 高中科目多轉為英語授課，並設暑期課程增強學
生英語水平。

4. 班主任節推行「悅閱閣」閱讀計劃，於「悅閱星期
三」早會中推介好書，並設書展及閱讀獎勵計劃。

5. 英文科為了配合「兩文三語」校本政策，舉辦多項
英文短期課程擴闊學生的學習範圍，提升學生的
英語能力。

學校為提高學生英語水平，特別舉行多項富
趣味性的英語活動供學生參加。

學校寓趣味於教學中，舉
辦非正規課程語文活動，
如萬聖節派對，增加學習
趣味。

資訊教學 與時並進
1. 現設兩間電腦室及一間「多媒體語言學習MMLC」，
所有課室已安裝電腦系統、投影機及實物投影
機，方便各科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效能。

2. 教師透過內聯網豐富教學資源，以多媒體及網
上資訊輔助教學，提升學與教效能。各科透過
OpenLearn電子教學平台，建立網上課室，拓闊學
習空間。

家校同心 士氣高昂
1. 籌辦各項活動，以促進家校與親子關係，例如：
講座、興趣班、旅行、燒烤會、親子閱讀計劃、
義工服務等。

2. 定期出版家教會會訊，加強家校溝通。



211

為了發掘學生潛能，學校舉辦社際棋藝比
賽，讓同學們切磋棋藝，一較高下。

學校注重學生的體格發展，同
學們在操場上齊齊跳大繩，舒
展身心。

本校樂團參與商場活動表演，讓
市民大眾可以欣賞本校學生的多
才多藝。

學
學
展

師生攜手 再創佳績
1. 二零零九年高考合格率達89.5%，遠超全港平均合
格率（74%）。十三科之中，六科合格率達100%，
十一科合格率及八科優良率高於全港。最佳成績
為2A，1B，2C。

2. 二零零九年會考超過八成的學科增值獲評為第7至
最高的第9級，最佳六科及中英數三科計算高於全
港平均。

3. 2008-09年度校外比賽共獲八個冠軍，十三個亞
軍，二十個季軍，以及多項優異及良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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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2009-10年經常費用收支表（未經審核）
收入 金額 HK$

社會福利署補助 132,659,474

教育局撥款 97,693,299

籌募及捐款 24,999,576

服務收益 91,880,202

其他收益 5,231,971

總收益 352,464,522

支出 金額HK$

老人服務經費 159,047,617

教育服務經費 98,527,367

幼兒服務經費 21,035,472

家庭課餘託管服務經費 10,434,760

中醫服務經費 45,319,138

行政經費 4,525,924

數碼中心及單身人士服務經費 2,602,638

其他支出 2,450,275

總支出 343,943,191

註：賬項會於2010年中進行外部審核，審核後報告可供公眾查閱。

各界捐款及慈善籌款總收入(實際或估計)摘要
項目 金額HK$

戊子己丑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花籃代金 179,750.00

己丑年董事局就職晚宴 704,900.90

2009/2010年度售旗日 1,135,442.80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2009 4,724,607.76

2009年博愛月獎券銷售 2,030,716.60

「YONEX-SUNRISE二零零九香港公開羽毛球超級賽」捐款 250,000.00

博愛九十週年慈善餐舞會 3,980,000.00

《大醉俠》博愛慈善義映 100,000.00

博愛Golf慈善賽2010 276,013.60

愛心傳萬家元朗區街坊募捐 332,080.00

博愛盃十五週年慈善聚餐 539,000.00

博愛新春吉品義賣 95,722.40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0 3,157,767.00

博愛歡樂傳萬家 2,840,000.00

博愛舊衣回收活動 150,000.00

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 112,148.50

博愛醫院「捐助善長芳名碑」 210,000.00

董事局基金捐款 4,181,426.09

籌款總收益： 24,999,575.65

註：賬項會於2010年中進行外部審核，審核後報告可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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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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UHAUS Holdings Ltd.

Bio Beauty Culture Ltd.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Bonaqua

Bonaqua BonActive

Celki Medical Limited

Champion System Limited

Clinique

DOS

DR醫學美容集團

EMAX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Folli Follie Hong Kong Limited

fotop.net

Four Seasons Hotel Hong Kong 

Giant

Google HK

Hong Kong Cyclist Information Net

In Express Recreation Management Ltd.

JSM孖士打律師行

Kao (Hong Kong) Ltd.

KASCO

KINJI 

Lush Hong Kong Limited

MacGregor

Mannings (Asia) Consultants Ltd.

MARATHON Sports

Marjorie Bertagne

Milk Magazine

mTm

Munsingwear

Ossia (HK) Co. Ltd.

Rever 香港交換網

StayDri

Sunrise & Co., Ltd.

Swiss Privilege

TaylorMade

The Mira Hong Kong 

Toy State International Limited

UA Cinema Circuit Limited

豪門世家

蓬瀛仙館

農本方有限公司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

衍生行有限公司

保多康靈芝孢子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洲際酒店

富豪機場酒店

香港海洋公園

雪肌蘭國際集團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孔教學院

美聯慈善基金

灝天金融集團

上海商業銀行

圓玄學院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

九龍樂善堂

東亞銀行

新界總商會

國衞保險公司

香港道德會

元朗商會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單車聯會

沙田體育會

大埔體育會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周生生

樂健坊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精工表)

沙田民政事務處

沙田區議會

大埔民政事務處

大埔區議會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

懲教署義工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鎮洋兄弟單車公司

精英體育發展有限公司

撒隆巴斯

博納中國戶外廣告有限公司 (POAD)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潘兆文主席

黃帆風副主席

陳國超博士 MH副主席

湯修齊副主席

張德貴副主席

林賢奇副主席

潘德明副主席

劉石達總理

簡陳擷霞總理

曾耀祥總理

梁天富總理

韓世灝博士總理

何榮添總理

黃小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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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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慶治總理

馬慶文總理

譚姜美珠總理

曾裕總理

黃嘉謀醫生總理

吳俊華總理

李妮總理

彭少衍總理

潘兆文主席夫人

黃帆風副主席夫人

梁省德BBS MBE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李家松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簡浩秋MH永遠顧問

陳振彬SBS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陳有慶博士GBS LLD 太平紳士名譽顧問

高郭嘉齡永遠名譽會長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

佳定集團

通利琴行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新界的士商會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允記集團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專綫小型巴士聯會總商會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

英皇教育

宜家傢俬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業實業有限公司

李寧有限公司

香港君悅酒店

高域蒸電有限公司鄭志華先生

高永堅先生

呂寶興先生

羅運鵬先生

薛善文先生

英永祥先生

曾鈺成GBS太平紳士

香港藝人高爾夫協會

棕櫚島高爾夫球會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東莞博格達紅酒食品有限公司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香港賽馬會

孫蔡吐媚女士

歐倩美當年顧問

袁士強先生

施日華先生

安豪工程有限公司

加洲紅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三惠有限公司

天行聯合金融集團

捷成洋行

訊通展覽公司

實運集團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仁美清叙有限公司

施耐德電氣

高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

路訊通(RoadShow)

商業電台叱咤903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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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各傳媒機構對博愛醫院之熱烈支持

Milk Magazine

Now TV

RoadShow

大公報
成報報刊有限公司
東方報業集團有限公司

明報周刊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
星島報業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香港商報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電台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都市日報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新報有限公司
頭條日報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排名按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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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2009/2010善長芳名錄

善長芳名 金額（HK$）

陳國超博士MH副主席 1,966,900.00

元朗各界 1,600,000.00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1,117,935.00

潘兆文主席 905,800.00

香港道德會 756,000.00

湯修齊副主席 528,400.00

黃帆風副主席 509,200.00

梁天富總理 489,333.00

潘德明總理 436,923.00

林賢奇副主席 397,000.00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 LTD. 363,249.50

藍國慶永遠顧問 268,300.00

羅傑承先生 266,000.00

香港旭日扶輪社 250,500.00

HONG KONG BADMINTON ASSOCIATION LTD. 250,000.00

吳俊華總理 249,400.00

祥華賢毅社/葉曜丞議員辦事處 232,404.90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229,924.00

張德貴副主席 209,240.00

健誼社 208,888.80

李妮總理 186,100.00

天恩愛心義工隊   173,536.10

譚姜美珠總理 161,500.00

朱繼陶當年顧問 160,730.00

華星海鮮酒家 152,104.20

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140,536.30

曾裕總理 139,300.00

馬慶文總理 134,033.00

五聯辦/深水埔工商聯會/白田義工團 130,594.00

陳麗君議員辦事處/愛民邨居民協進會 130,149.30

簡陳擷霞總理 124,730.00

和諧長青服務聯會 123,722.60

健力環保發展有限公司 120,000.00

竹園邨慈善籌款委員會 117,638.00

樂群社 110,496.70

黃嘉謀醫生總理 108,800.00

博愛義工隊 106,487.00

新界上水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104,649.90

彭少衍總理 104,400.00

銘威地產  100,000.00

荃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99,532.80

韓世灝博士總理 94,500.00

鄧慶治總理 85,534.00

廣源社區居民聯會/鄭楚光議員辦事處 82,193.00

TANG MO LIN 80,000.00

元朗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71,373.16

善長芳名 金額（HK$）

李汝大議員辦事處 69,478.00

林建康MH永遠顧問 68,000.00

觀塘藍田各屋邨屋苑 67,860.20

何榮添總理 67,800.00

歐倩美當年顧問 63,000.06

歐彩甜女士 62,000.00

鄺志堅當年顧問 61,884.66

古桂耀議員辦事處 61,685.30

蓬瀛仙館 57,800.00

郭興坤歷屆總理 55,000.00

彩燕歌藝團 54,648.00

龍蟠苑業主聯會/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藝林曲藝苑 54,617.10

英皇教育 53,230.00

高域蒸電有限公司 50,000.00

周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50,000.00

黎志強議員辦事處/香港婦女關懷互助社 48,792.85

陳振彬SBS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48,500.00

黎志強議員辦事處/興民權益會 48,016.65

施耐德電氣 47,635.00

大發餐廳 47,178.00

JOYCE 時尚服飾 46,600.00

黃小雄總理 45,000.00

北四家長會   42,875.90

上海商業銀行 40,180.00

香港仔中心博愛慈善籌款委員會 39,833.20

愛心健康促進會 39,275.60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39,000.00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8,253.80

縱橫遊 38,000.00

維傑善長 38,000.00

Mr. PETER 38,000.00

鳳德道街坊會/李玲鳳社區服務 36,629.00

麗閣邨 36,368.10

馮兆林先生 35,329.10

陳基業先生 35,0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34,000.00

曹漢光議員辦事處 33,572.70

好到底麵家 33,529.80

海怡半島業主委員會/海怡半島婦女聯合會/

林啟暉議員
31,086.60

呂寶興先生 31,000.00

陳鑑基先生 30,500.00

鄧慕孏小姐 30,000.00

莊靜芬小姐 30,000.00

安豪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30,000.00

JSM 孖士打律師行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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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金儀小姐 29,239.98

香港中華郵學會 28,868.70

富山邨琼富居民聯會 28,766.40

帝皇點心甜品 28,345.30

黃志源當年顧問 28,000.00

施日華先生 28,000.00

宏輝(香港)有限公司 28,000.00

慈雲山慈友聯誼會/簡志豪議員辦事處 27,726.10

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 27,154.90

興康樓互助委員會 26,792.30

慈雲山慈民邨 26,086.40

羅世傑醫生 26,000.00

方邦興先生 26,000.00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有限公司 24,400.00

梁淑楨議員辦事處/港島東區婦女協會 23,630.00

長洲鄉事委員會 22,411.20

杏花邨業主委員會住宅代表分會 21,690.40

GOOGLE HK 21,682.00

ALAIN HO 20,600.00

嘉湖山莊 20,534.50

羅佩芬小姐 20,476.62

葵芳邨各互委會 20,221.60

IMAGE FACTORY LTD. 20,035.00

捷成洋行 20,000.00

恩惠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

沙田第一城委員會 20,000.00

竹隱長春洞 20,000.00

加洲紅 20,000.00

NATURE'S VILLAGE 20,000.00

KO WING KIN 20,000.00

HING LUNG HONG LTD. 20,000.00

BAUHAUS HOLDING LTD. 20,000.00

恒生銀行 19,100.00

梁浩龍當年顧問 19,000.00

IN EXPRESS RECREATION MANAGEMENT LTD. 18,950.00

CHOI CHIU FAI, STANLEY 18,020.00

黃裕材議員辦事處/天水圍關社娘子軍 17,280.30

廖遠大當年顧問 17,233.60

CELKI INTERNATIONAL LTD. 16,170.00

香港婦女健康大使總會 16,069.90

東亞銀行 16,000.00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15,900.00

LAW WAN PANG 15,800.00

和富中心 15,200.40

港加（基金）有限公司  15,000.00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14,284.80

善長芳名 金額（HK$）

鄺國光總幹事 14,000.00

富士高實業有限公司 13,800.00

三業國際有限公司 13,800.00

RAINBOW BROTHERS LIMITED 13,800.00

陳少棠議員辦事處/葉傲冬議員辦事處/油尖之友社 13,735.20

吳榮基CStJ名譽顧問 13,695.00

田灣區街坊協進會/陳富明議員辦事處 13,366.20

梁芙詠議員 13,354.50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 13,143.00

周永勤議員辦事處 13,117.10

LEE CHAN HUNG JAMES 13,000.00

寶雅區義工康樂社 12,893.90

康玉善長 12,849.71

曾耀祥總理 12,500.00

何嘉杰歷屆總理 12,410.00

三聖邨 12,154.60

黃大仙下邨龍樂樓互委會 12,148.70

梁省德BBS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12,000.00

沙田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11,868.30

太和寶雅活動統籌委員會 11,209.60

李家松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11,000.00

一心家居服務社 10,816.00

TATA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TD. 10,800.00

張錫容議員辦事處/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10,591.10

九巴之友 10,366.70

耀東邨互助委員會 10,351.70

領域電訊有限公司 10,080.00

鄺志修 / 朱金裳 夫婦  10,000.00

賴素玲小姐 10,000.00

鄭任安永遠顧問 10,000.00

新興台的士從業員聯會 10,000.00

新星飲食集團 10,000.00

黃銳林先生 10,000.00

馮木添先生 10,000.00

許文貴父子基金會 10,000.00

梁錫光 當年顧問 10,000.00

梁興台先生 10,000.00

長青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金銘潮州粉麵 10,000.00

幸福邨居民服務促進會 10,000.00

大地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10,000.00

YEUNG WING HONG 10,000.00

YEUNG PO HAR 10,000.00

YETWAN DEV., LTD. 10,000.00

WING ON SECURITIES LTD. 10,000.00

TRANS-GLOBAL HONG KONG INVERSTMENT LTD.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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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YUE MAN  10,000.00

SOMA INTERNATIONAL LTD. 10,000.00

PAT PING PING 10,000.00

MT BIKER 10,000.00

MAN PUI FUN 10,000.00

KENNETH HEWITT  10,000.00

JAMES CHEN C. T. LTD. 10,000.00

HO YING KIT 10,000.00

GARY MAK, DENNIIS WONG & CHANG 10,000.00

CLUB PP DISCO RARAOICE NIGHT CLUB 10,000.00

CHUNG YUNG CYCLE CO. 10,000.00

CHOW MUN SUM TONG FOUNDATION LTD. 10,000.00

CHAN YEUK CHUN 10,000.00

CALIFORNIA RED LTD. 10,000.00

ASIA TEL-NE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TD. 10,000.00

ANNA 10,000.00

荃景花園第一期業主委員會 9,947.50

蝴蝶邨活動籌備委員會 9,895.40

元朗屏山區居民協會 9,838.40

潘國華議員辦事處 9,800.10

黃大仙下邨龍福樓互助委員會 9,563.50

富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9,396.50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9,381.20

蓉苑點心甜品餐廳 9,379.60

李蓮/李慧琼議員辦事處 9,294.30

許生祥 / 容常潔 善長 9,000.00

曉麗苑業主協會/蘇麗珍議員辦事處 8,849.20

文娛會 8,717.90

蕭浪鳴議員辦事處 8,593.80

周奕希議員辦事處 8,471.00

太極拳研習同學會 8,239.00

翠柏仙洞(道教)會有限公司 8,000.00

利澤樓互助委員會 7,752.80

陳岫雲社區服務處/翠桐樓/翠杏樓互委會 7,700.00

安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7,632.00

陳偉業/陳美蓮議員辦事處 7,603.30

悅湖山莊 7,601.50

曉暉花園 7,515.60

CHEUNG YEE HUNG 7,500.00

白田邨太田樓互助委員會 7,430.00

青暉社區服務中心 7,287.90

俊宏軒第三座互助委員會 7,196.00

KWOK GUNG TO ADRIAN 7,000.00

冠峰園業主立案法團 6,860.40

天平婦女會 6,807.40

JEBSEN & W.,LTD. 6,732.00

善長芳名 金額（HK$）

陳建國社區服務處 6,515.10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6,500.00

昌盛苑(華明路)業主立案法團 6,478.90

寶雅苑業主立案法團 6,398.90

INITIAL FASHION CO., LTD. 6,390.00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康業長沙灣(I)區 6,340.50

象山邨樂山樓互助委員會 6,197.40

張瑪莉小姐 6,178.60

德利酸枝傢俬 6,000.00

新界總商會 6,000.00

何鴻德先生 6,000.00

任靜怡小姐 6,000.00

左思宗先生 6,000.00

元朗商會 6,000.00

THE MIRA (HONG KONG) 6,000.00

SING YIP TOYS MFY. LTD. 6,000.00

翠濤閣業主立案法團 5,976.60

九龍城區潘志文議員辦事處 5,800.20

灣仔區議會麥國風議員辦事處 5,716.20

新元朗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5,691.10

ARTE HONG KONG LTD 5,600.00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聯合會 5,534.50

郭偉強議員辦事處 5,445.50

清河邨清照樓 5,436.30

工聯會葵青地區服務處 5,331.80

關熾歡先生 5,000.00

歐語小姐 5,000.00

新福(香港)有限公司 5,000.00

富安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5,000.00

陳耀明先生 5,000.00

莊舜而女士 5,000.00

梁鳳琼小姐 5,000.00

張廣揚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5,000.00

岑袁美娟社區服務處 5,000.00

巴素琴小姐 5,000.00

YUNG WAI CHING 5,000.00

YEUNG LAI KA 5,000.00

WUN CHI SHING, CHRIS 5,000.00

SPADINA INVESTMENT LIMITED 5,000.00

MANLEY TOYS LTD. 5,000.00

LEUNG YAN TING 5,000.00

LEE KOON HUNG 5,000.00

LAI MING FONG 5,000.00

KWOK CHI YAU 5,000.00

JUNE FAIR ENGINEERING CO.LTD. 5,000.00

JCSF ZBZ DEVELOPMENT CO.,LTD.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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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HOP YICK MANAGEMENT LTD 5,000.00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HONG KONG BRANCH

5,000.00

茶果嶺鄉民聯誼會 4,853.00

灝天環球投資有限公司 4,800.00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4,800.00

美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4,800.00

京子有限公司 4,800.00

海麗邨居民 4,785.00

合興工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4,783.90

祈德尊新邨業主立案法團 4,700.00

仁信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4,697.50

群策社 4,610.00

LAU SZE WAN 4,570.00

經緯製衣有限公司 4,500.00

玩具城國際有限公司 4,500.00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 4,500.00

HONG KONG AIRPORT SERVICES LTD. 4,500.00

廣福之友 4,306.60

何明記麵家 4,298.30

翠竹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4,220.00

興田邨業主立案法團 4,150.30

黃卓桂先生 4,050.00

盧慶光先生 4,000.00

葉曜丞MH永遠顧問 4,000.00

詠藜園有限公司 4,000.00

恒發貿易公司 4,000.00

英永祥先生 4,000.00

李冠鳴先生 4,000.00

天真佛堂有限公司 4,000.00

TIN KWONG PING 4,000.00

LEE LUNG CO., LTD. 4,000.00

ALBERT SO SURVEYORS LIMITED 4,000.00

千里台 3,997.70

灣仔社區聯會 3,967.90

俊宏軒第7座互助委員會 3,862.50

新屯門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3,829.60

李榮基先生 3,800.00

北九龍獅子會 3,800.00

天行聯合金融集團 3,600.00

瑞心樓互助委員會 3,554.00

李均頤議員辦事處 3,536.00

陳玉珍小姐 3,500.00

善長芳名 金額（HK$）

AU WING CHEUNG 3,470.00

戴吉昌先生 3,310.00

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3,250.00

朗晴居業主委員會/朗晴居客戶服務處 3,222.10

RHL APPRAKAL LIMITED 3,130.00

富健花園 3,059.50

張永和先生 3,011.30

樂善社有限公司 3,000.00

獅子吧 3,000.00

楊國駒先生 3,000.00

黃國基醫生 3,000.00

雅潔清潔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梁雪芬小姐 3,000.00

張美琪社區服務處 3,000.00

偉承行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高寶貿易有限公司 3,000.00

東華三院 3,000.00

威進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冠豪有限公司 3,000.00

保良局 3,000.00

金城營造 3,000.00

東藝首飾廠有限公司 3,000.00

忠誠茶座有限公司 3,000.00

杜燊 先生 3,000.00

竹林明堂有限公司 3,000.00

王敏馨永遠顧問 3,000.00

文滿良 3,000.00

天德聖教慈雲清善社 3,000.00

仁濟醫院 3,000.00

RUBIKS EXPRESS LTD. 3,000.00

RAYTEX HOLDING LTD. 3,000.00

PONG KING FAI 3,000.00

LUK WAI SING 3,000.00

KAN FONG LING 3,000.00

IP PANG KIU 3,000.00

HO WAI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3,000.00

CHEUNG CHI HUNG, KELVIN 3,000.00

CHAN YAU HING, ROBIN 3,000.00

C. P. LIN & CO. 3,000.00

B.B. CHOW & CO. 3,000.00

AHL  DESIGN WORKSHOP LTD. 3,000.00

註﹕ 以上資料截算至2010年1月31日止。如有錯漏，敬請見諒。捐款$3,000

以下善長恕未臚列，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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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黃帆風先生 Mr. WONG Fan Foung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湯修齊先生 Mr. TONG Sau Chai, Henry

張德貴先生 Mr. CHEUNG Tak Kwai, Stanley

林賢奇先生 Mr. LAM Yin Kee

潘德明先生 Mr. POON Tak Ming

曾耀祥先生 Mr. TSANG Yiu Cheung, Thomas

何榮添先生 Mr. HO Wing Tim 

總理 Directors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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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韓世灝博士 Dr. HON Sei Hoe, Johnny

黃小雄先生 Mr. WONG Siu Hung

鄧慶治先生 Mr. TANG Hing Chee, Mingo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曾裕女士 Mdm. TSANG Yue, Joyce

吳俊華先生 Mr. NG Chun Wah

李妮女士 Mdm. LI Lei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陳明耀先生 Mr. CHAN Ming Yiu, Samson

杜玉鳳女士 Mdm. TO Yuk Fung

趙瑤女士 Mdm. CHIU Yeal

周啟榮先生 Mr. CHOW Kai Wing, Stephen

袁振寧先生 Mr. YUEN Chun Ning

蔣佳良先生 Mr. CHIANG Kai Leung, Larry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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