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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主席
何榮添博士報告

今天是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交代

就職典禮的日子，荷蒙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	 GBS太平紳士，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太平紳

士親臨主禮，本人謹代表博愛醫院

董事局同寅，致以衷心謝意。

在過去一年，本人深感榮幸有機會帶領博愛醫院甲午

年董事局同寅，攜手邁向九十六周年。博愛醫院創辦

於一九一九年，一直秉承「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

宗旨，服務香港市民，至今開辦的服務單位共有八十

三個，包括中西醫療、牙科服務、社會服務、長者服

務、護理安老服務、青少年服務、兒童及家庭、學校

及幼稚園等，服務範圍遍及港九新界各區，每年受惠

人次超過五十五萬。

承蒙各政府長官、社會賢達、各界善長仁翁的鼎力支

持和指導，讓本院各項工作得以順利發展，並取得美

滿成績及獲廣大市民認同。在此，本人現謹將任內各

項工作，進行簡單匯報：

醫院服務
博愛醫院經過不斷的擴建和改善，現設有病床約五百

六十張。為加強醫院對年長病人的復康治療，醫院於

二零一四年十月增設老人科日間醫院服務，每日為三

十位居住在元朗區的長者病人提供復康服務。此外，

老人科亦設有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為病人離院後

的社區照顧提供服務。

隨著新界西的市民對骨科手術的需求殷切，博愛醫院

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屬下的全關節置換中心，於二

零一四年八月正式投入服務，藉此為更多病人提供手

術服務，以及有關術後的跨部門專業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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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於一九一九年已為市民提供中醫診療服務，

隨著市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愈見殷切，博愛醫院近年

已積極拓展中醫醫療服務。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

年度，中醫服務單位已增至三十一個，當中包括三間

中醫教研中心、二十部中醫流動醫療車、五間綜合中

醫專科診所、一間中醫針灸專科中心、一間社區中醫

診所及一間社區健康中心。服務類別涵蓋各階層市民

所需，預計本年度服務人次達五十萬。

•	 免費中醫戒煙服務

	 自二零一零年起博愛醫院與衞生署、中國中醫科

學院合作開展「中醫針灸戒煙計劃」，至今免費

戒煙服務已經拓展至廿八間流動及固定中醫診

所，覆蓋港九新界超過一百個地點，累積為超過

五千三百名吸煙者，提供超過四萬人次免費中醫

針灸戒煙服務。

	 為加深市民對中醫針灸戒煙服務的認識，本院與

衞生署控煙辦公室、中國中醫科學院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舉辦「中醫針灸戒煙新聞發布會」。是次

發布會成功邀請多間傳媒機構派員採訪，報道中

醫針灸戒煙計劃之成效，以及最新的戒煙資訊。

•	 二十部中醫流動醫療車

	 博愛醫院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於二零零五年成

立，在董事局的規劃和指導下，至今已發展成擁

有二十部流動醫療車的車隊，服務拓展到港九新

界各區，服務地點超過一百個，為目前全港規模

最大的流動中醫服務單位。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

深受市民和社區歡迎，本院將繼續提升及拓展服

務，讓更多基層市民得到收費低廉而專業的中醫

治療。

•	 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博愛醫院開設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分別位於

太古、華富、天水圍、青衣及長洲，為巿民提供

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服務。各診所由具經驗

之註冊中醫師駐診，服務專業可靠，價錢大眾

化，並為長者及綜援人士提供醫藥優惠，多年來

服務深得地區人士及廣大巿民支持。然而，部份

診所設施開始老化，本院已安排診所進行翻新；

其中，梁之潛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太古）已

於二零一五年初進行內部裝修，為病人提供理想

的診療體驗。

•	 服務質素監控及風險管理

	 為貫徹博愛中醫「服務為本、病人為先」的理念

和宗旨，博愛醫院成立多個服務質素監察小組，

定期到三十一間博愛中醫服務單位進行多項巡查

及審核。此外，博愛醫院亦委託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完成一項對中醫服務政策、質素、流程及

管理等之內審調查，審閱了相關之服務守則、文

件及記錄。審查結果不但對本院中醫服務監察管

理之嚴謹性作出肯定，亦提出了可持續改善之方

案供本院參考。

牙醫服務
為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一年及二

零一四年，分別在觀塘及元朗開設牙科診所。兩間診

所致力為社區人士服務，提供專業的牙科診療。由二

零一五年起，增設植牙及矯齒服務。植牙方面，本院

邀得專科醫生為本院牙科診所提供到診的專科植牙服

務。矯齒方面，本院除提供傳統固定矯齒外，求診者

還可選擇透明活動式的矯齒治療。

•	 免費牙科外展服務

	 博愛醫院自二零一一年起，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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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及推展為期三年半免費的「院舍及日間護理

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因應

計劃屆滿，為積極回應院舍長者對牙科服務的需

求，將項目轉為恆常計劃，本院由二零一四年十

月一日起，參與由衞生署資助及負責監管免費的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作為「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的參與機構之

一，博愛醫院負責為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

指定安老院舍、盲人安老院、護養院及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內年滿六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免費到

診口腔檢查、跟進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一向重視教育服務，並秉持「博文愛德」的

精神辦學，在新界及九龍開辦三間中學、一間小學

及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另外，本院的姐妹機構「博

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一間中學、三間小

學。本院的學校均位於公共屋邨，致力為基層家庭的

學生服務，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學生終身學

習的能力。博愛醫院於本年度向屬下中小學及幼稚園

幼兒中心撥款四百八十萬，贊助學校推展多個項目，

如設立獎學金及助學金，卓越課外獎等，藉此提升教

育服務質素。

中小學的教育服務方面，本院繼續推行「兩文三語」

校本政策。陳楷紀念中學及陳國威小學與加拿大麥基

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	Canada）合作，推行「英

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每週一

次以英語進行早會，讓學生有更多接觸英語的機會，

而不只局限在課堂上學習，同時又聘請多位兼職的外

籍老師到校為學生安排活動及進行口語練習。鄧佩瓊

紀念中學推行英語學習，讓學生能在高中更有效地以

英文學習各選修科目，以增加學生接觸和練習英語的

機會，為將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此外，陳國威小

學參與由香港大學領導推行的「悅讀‧悅寫意」識字

教學課程，並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培養學生掌握兩

文三語的能力。

教育工作任重而道遠，博愛定將全力配合教育局，共

建可持續發展的多元化教育制度，幫助莘莘學子開創

豐盛的人生，實現抱負。

•	 學前教育

	 博愛醫院屬下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深受家長歡

迎，學生入讀人數為百分之一百。為提升兒童的

英語水平，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特別聘請外籍教

師全職駐校教授英語，讓兒童能在多聽多講的環

境下提升英語能力。學校採用蒙特梭利教學法，

讓兒童愉快地吸收知識，增加學習的興趣。

	 此外，學校藉著中國古代故事，培養小朋友待人

有禮，建立正確的道德觀，提高學童對中文的閱

讀興趣。同時，學校亦採用「奧福音樂教學」，

讓學生邊玩邊學，循序漸進學習，奠定良好的音

樂基礎。

社會服務
安老服務

•	 恒基捐地予博愛建長者安老院

	 承蒙恒基地產集團向博愛醫院捐出位於屯門藍

地、十萬平方呎土地，興建全港最大型長者安老

院。博愛醫院於現階段已逐步訂立興建安老院舍

的方案，項目將由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資助興

建，本院以非牟利模式營運。按目前計劃，項目

將興建一座九層高的院舍，整體樓面面積約三十

七萬平方呎，設有過萬呎綠化園藝天台，讓長者

享用舒適及開揚的綠色休憩空間，落成後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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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零五個長者護養及護理宿位，可縮短長

者正在社署輪候入住老人院時間。服務對象為普

羅大眾。院舍預計最快於二零一八年落成。

	 為隆重其事，本院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舉行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啟動禮」及長者

盆菜宴，並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

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袁

銘輝太平紳士、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兆基博

士大紫荊勳賢、立法會議員暨屯門區議會主席劉

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

賓。啟動禮後，大會隨即舉行長者盆菜宴，讓六

百名屯門區的長者品嚐佳餚，提早共慶新春。

長者鄰舍中心

博愛醫院非常榮幸獲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GBS太

平紳士，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親臨參觀「博愛醫

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張局長細心聆聽及了解中

心的日常運作和服務，期間更與中心的長者聊天和扭

氣球，場面熱鬧。

青少年服務

•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獲民政事務總署「伙

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資助，闢出部份空

間，成立社會企業「博愛Café」。中心旨在培訓

年青專業咖啡師，並為元朗及天水圍區內青年製

造就業機會。為加強員工培訓，中心除安排社會

企業（餐飲）顧問定期為Café員工進行培訓外，

民政事務總署還轉介資深顧問，為Café提供培

訓，提升員工的工作技能和就業能力，加強社會

競爭力。

	 本院非常榮幸獲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GBS太平紳士、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

士，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廿六日及二零一五年

三月廿三日探訪支持，除為Café提供寶貴意見

外，還與員工暢談，主動了解和關懷年青人，勉

勵他們奮發向上，實現自己的價值，積極人生。

•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開幕，場內設有大型極限運動組件，為現時新界

西區首個具有專業運動組件的場地，旨意為區內

青少年提供具創意及挑戰性的極限運動培訓，當

中的運動培訓包括：BMX自由式小輪車、花式滑

板、直排滑輪及滑板車。同時，場內亦開設運動

用品專門店，提供租售設備及維修服務，而專門

店亦聘請區內青年任職，鼓勵創意工業。

築福香港

為宣揚守望相助、共建和諧社會的精神，博愛醫院全

力支持由扶貧委員會社會參與專責小組籌劃的全港性

大型扶貧活動「築福香港」。在過去一年，本院舉辦

多個不同形式的「築福香港」活動，當中包括：讓低

收入家庭共慶新春的「新子新春團拜」、彰顯跨代家

庭共融的「關愛長者、幸福家庭」全港攝影比賽、向

新來港人士及基層家長教授甜品製作的「甜心相聚」

，以及締造親子和諧的「親親爹爹mom	 ──	 親子活

動日」等。

籌募及推廣活動
•	 博愛單車百萬行

	 踏入第六屆、全港最大型的單車籌款活動博愛單車

百萬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二日在青衣昂船洲大

橋盛大舉行。本院非常榮幸從今屆起，獲上海商業

銀行連續三屆冠名贊助博愛單車百萬行。為鼓勵

更多市民參與善舉，今年活動路線特別增設南灣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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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程全長約十三公里，而參加名額亦增至六千

五百名，繼續成為香港最大型單車籌款活動。

	 荷蒙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擔

任博愛單車百萬行主禮嘉賓，本院深感榮幸；事實

上，高局長多年來一直非常支持博愛醫院，並經常

在百忙中撥冗擔任活動主禮嘉賓，一起為博愛籌募

善款，善心滿載，德澤永欽。在此，本人謹代表

博愛醫院董事局同寅，特別向高局長致以衷心的感

謝。

總結
博愛醫院創辦九十六年，藉著各項醫療、教育及社會

服務，早與廣大市民培養出一份密不可分的情意。在

過去的一年，本人深感榮幸能與董事局同寅肩負重

任，一起推動博愛醫院的發展，讓社會上更多有需要

的人士，得到適切的幫助，讓社會更和諧美滿。

今日是乙未年董事局正式履身的日子，新一屆董事局

人才眾多，而新任主席譚姜美珠女士、列位副主席及

總理，皆為熱心公益的社會賢才，在他們的同心協力

下，定能拓展博愛善業，弘揚博愛精神，造福社會。

本人深信乙未年董事局同寅定必竭盡所能，承先啟

後，帶領博愛邁步向前，發揚「博施濟眾‧慈善仁

愛」的宗旨，為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適切的

幫助。同時，本院亦希望各政府部門、社會賢達及熱

心公益的人士，能繼續匡扶指導，支持本院的善業發

展。

在此，本人謹祝願新一屆董事局工作順利，成績美

滿，並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敬祝各位身體健康、工

作愉快。多謝各位！

藉此盛典，本人衷心感謝各位前賢、顧問、董事局同

寅及各同事的鼎力合作，共同攜手拓展博愛善業，一

起共建和諧社會。謹此感謝各位百忙中抽空蒞臨慶

典，敬祝各位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工作順利、生活

愉快，謝謝！

甲午年董事局主席

何榮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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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Pok Oi”).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the Hon. Mr. Tsang Tak S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and the Hon. Dr. Ko Wing Man, B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officiate the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I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Over the past year, it was my great honour to lead the 65th 

Board of Directors on our journey towards the 96th anniversary 

of Pok Oi.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19, Pok Oi has been guided 

by its motto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in serving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Today, Pok Oi has 83 service 

units offering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inclu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dental services, social services, 

elderly services,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s, youth 

services,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education services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etc. Our service network covers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with an 

annual service attendance of over 550,000.

Thanks to the great support from many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prominent community members and benefactors from 

various sectors, Pok Oi has carried out its work successfully and 

the good results are well recogniz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Now I am going to briefly report on the tasks accomplished 

during my service term:

Hospital Services 
Under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enhancement, Pok Oi has 

about 560 hospital beds in operation at present.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we launched 

Geriatric Day Hospital Service in October 2014.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re now offered every day to 30 elderly patients living 

in Yuen Long. We also have “Integrated Discharge Support 

Programme for Elderly Patients” in place to provide   post-

discharge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the strong demand from citizen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for orthopaedic surgeries, the joint replacement 

centre of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was 

officially opened in August 2014.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Repor t by Dr. HO Wing Tim
Chairman of the 65th Board of Directors (2014-2015)

access to surgical services, the centre offers inter-departmental 

professional pro-operative car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h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of Pok Oi dates back to 1919. 

In recent years, activ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expand ou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rom 

citizens. As at the 2014-15 fiscal year, the number of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units has increased to 31, which includes 

three centre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five polyclinics, 20 mobile clinics, an acupuncture centre, a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clinic, and a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This diversity of services ensures that needs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met. The service attendance is expected 

to reach 500,000 this year.

•	 Free	Smoking	Cessation	with	Chinese	Medicine

	 In	2010,	a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involving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was	

launched.	It	is	a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among	Pok	

Oi,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fter	years	of	expansion,	

our	fre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is	now	available	

in	28	mobile	and	regular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The	service	network	covers	more	than	100	locations	

over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On	 a	 cumulative	 basis,	 the	 programme	

has	helped	over	5,300	smokers,	with	an	attendance	

of	over	40,000	for	the	fre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using	 acupuncture,	 we	 teamed	

up	with	 the	Tobacco	Control	Office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to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service	

last	 August.	 The	 event	 was	 a	 success	 with	 the	

presence	of	man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edia.	The	

media	 coverage	 includ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me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smoking	ces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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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Pok	Oi	embarked	on	its	initiative	of	offering	mobil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in	2005.	Under	the	planning	

and	guidanc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fleet	of	

mobile	 clinics	 has	 expanded	 over	 the	 years.	 Today	

there	are	20	mobile	clinics,	and	the	service	network	

has	 expanded	 to	 the	 extent	 that	 more	 than	 100	

locations	over	Hong	Kong	Island,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are	covered.	So	far	 the	 fleet	 is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are	very	well	received	by	citizens	and	

the	 community.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and	

expand	the	service,	further	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professional	 yet	 affordable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s	to	grass-roots	citizens.	

	

•	 Five	Chinese	Medicine	Polyclinics

	 Pok	Oi	has	five	Chinese	medicine	polyclinics,	which	

are	 in	 Taikoo	 Shing,	 Wa	 Fu	 Estate,	 Tin	 Shui	 Wai,	

Tsing	 Yi	 and	 Cheung	 Chau.	 General	 consultation,	

acupuncture	 and	 osteopathy	 services	 are	 provided.	

The	 clinics	 engage	 experienced	 register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to	 render	 professional	 and	

reliable	 services	 at	 affordable	 charges.	 The	 elderly	

and	 CSSA	 recipients	 are	 given	 a	 discount.	 Over	

the	 years,	 the	 services	 are	 well	 received	 by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owever,	 the	

facilities	of	some	clinics	are	ageing,	and	renovation	

works	have	been	scheduled.	The	renovation	works	at	

Mrs.	 Leung	 Chi	 Chim	 Chinese	 Medicine	 Polyclinic	

(Taikoo	 Shing)	 were	 carried	 out	 in	 early	 2015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ideal	 for	 patients	 receiv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	 Service	Quality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of	 Pok	 Oi	 aim	 at	

being	“service-oriented,	 patient-centred”.	 To	 put	

this	 doctrine	 into	 practice,	 Pok	Oi	 has	 established	

several	 service	 quality	 control	 teams	 that	 will	

visit	31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units	 to	conduct	

inspection	and	review	on	a	regular	basis.	In	addition,	

accounting	 firm	 KPMG	 commissioned	 by	 Pok	 Oi	

conducted	an	internal	review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KPMG	 reviewed	 the	 policy,	 quality,	

process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service	manual,	

documents	and	records.	Not	only	does	the	 resulting	

report	affirm	that	ou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re	

under	 rigorous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t	 also	

makes	useful	recommendations	so	that	we	can	mak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Dental Services 
Pok Oi opened a dental clinic in Kwun Tong in 2011 and another 

one in Yuen Long in 2014. The two clinics are dedicated to 

serving the community with professional den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rom 2015, dental implant and orthodontic treatment 

are also available. We have successfully invited specialists to 

provide visiting dental service to patients who need dental 

implant surgery. As for those seeking orthodontic trea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using fixed braces, they 

have the option of using clear, removable aligners.

•	 Free	Outreach	Dental	Services

	 In	 2011,	 Pok	 Oi	 joined	 the	 “Pilot	 Project	 on	

Outreach	Primary	Dent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sponsored	 and	 implemented	 by	 Food	 and	 Health	

Bureau.	The	project	providing	free	services	lasted	for	

three	and	a	half	years.	After	the	end	of	its	term,	we	

responded	 actively	 to	 the	 demand	 of	 these	 elders	

for	 dental	 care	 services	 by	 continuing	our	work	 on	

an	 ongoing	 basis.	 Since	 1	 October	 2014,	 we	 have	

been	 part	 of	 the	 free-of-charge	 “Outreach	 Dental	

Care	 Programme	 for	 the	 Elderly”	 sponsor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s	 one	 of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s	 of	 the	

“Outreach	Dental	Care	Programme	for	the	Elderly”,	

Pok	 Oi	 provides	 outreach	 dental	 services	 to	 the	

elderly	(aged	60	or	above)	staying	in	the	designated	

elderly	 homes,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nursing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in	 Yuen	 Ling,	 Tuen	

Mun,	Tsuen	Wan	and	Kwai	Tsing	District.	The	 free	

services	provided	include	dental	check-up,	follow-up	

treatment	and	oral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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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ervices  
Pok Oi has always regarded education services as very 

important.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Erudition and Virtue”, we 

established three secondary schools, one primary school 

and five kindergartens/nurseries in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There are also one secondary school and three 

primary schools operat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Director And 

Former Director  of Pok Oi Hospital, a sister organisation of Pok 

Oi. All of our schools are located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are dedicated to serving students from grass-roots familie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cultivate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capability, Pok Oi allocated 

HK$4.8 million to the affiliated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as well as kindergartens/nurseries. The Fund is used to support 

various initiatives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ervices, 

such as offering scholarships/study grants and after-school 

excellence award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 continue to implement 

a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school-based policy.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and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have 

been cooperating with McGill University in Canada in running 

the “English Co-teaching Plan”. At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morning assemblie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once 

a week to let students have more exposure to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school has also engaged many part-time foreign 

teachers to organise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and practise oral 

English with them.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encourages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learning medium, with the aim that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taking elective subjects can use 

English more effectively in learning. With increased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more practice, they will be well equipped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career.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has participated in a reading and writing project in Chinese 

literacy teaching, l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school also uses Putonghua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o nurture the students’ 

capability to master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Education is a long-term task with heavy responsibilities. Poi Oi 

will render full support to Education Bureau in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diversified education system, enabling students to 

live a rich life and realise their aspirations.

•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five	kindergartens/day	nurseries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by	parents,	with	an	enrollment	rate	of	100%.	

To	 improve	 the	 English	 standard	 of	 children,	 the	

five	kindergartens/day	nurseries	have	hired	full-time	

foreign	 English	 teacher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hildren	 can	 enhance	 their	 English	

competence	 through	more	 practice	 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adoption	 of	 Montessori	 teaching	

method	boosts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giving	them	

a	joyful	experience	in	acquiring	knowledge.		

	 In	 addition,	 ancient	 Chinese	 stories	 are	 used	 to	

cultivate	 in	 children	 a	 courteous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as	well	as	right	moral	values,	while	increasing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Chinese.	The	Orff-Schulwerk	

approach	 is	 also	 adopted	 to	 let	 the	 children	 play	

and	learn	at	the	same	time,	acquire	knowledge	in	a	

gradual	 and	 orderly	 manner,	 and	 ultimately	 a	 good	

foundation	in	music	is	developed.

Social Services
Elderly	Service  
•	 Land	 donation	 from	 Henderson	 to	 Pok	 Oi	 for	 New	

Elderly	Home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donated	a	site	in	Lam	

Tei,	 Tuen	Mun	 to	 Pok	Oi.	 The	 site	measuring	 over	

100,000	 square	 feet	 is	 earmarked	 for	 the	 largest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Hong	Kong.	

Pok	Oi	is	in	the	phase	of	formulating	a	building	plan	

for	the	elderly	hom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will	

be	 funded	 by	 the	 Lotteries	 Fund	 of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elderly	 home	 will	 be	 run	 by	 Pok	

Oi	 on	 a	 non-profit-making	 basis.	 Under	 the	 current	

plan,	it	will	be	a	nine-storey	building	with	a	total	

gross	 floor	 area	 of	 approximately	 370,000	 square	

feet.	 A	 rooftop	 garden	 of	 over	 10,000	 square	 feet	

provides	 comfortable,	 green	 open	 space	 for	 the	

elderly.	 1,405	 residential	 places	will	 be	 available	

upon	 completion	 to	 help	 reduce	 the	 time	of	 elders	

waiting	 for	 admission	 into	 elderly	 home.	 The	 new	

home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as	early	as	2018.		

	 To	mar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ject,	a	lau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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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mony	 for	 the	 Pok	Oi	 Hospital	 Lam	 Tei	 Elderly	

Residential	 Care	 Home	 was	 held	 on	 16	 February	

2015.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the	 Hon.	 Mr.	

Cheung	Kin	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the	Hon.	Mr.	Yuen	Ming	Fai,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Health);	the	Hon.	Dr.	

Lee	 Shau	 Kee,	 GBM,	 Chairman	 of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the	 Hon.	 Mr.	 Lau	 Wong	 Fat,	 GBM,	

GBS,	 JP,	 Chairman	 of	 Tuen	 Mun	 District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to	

officiate	the	ceremony.	The	ceremony	was	followed	

by	 a	 big	 bowl	 feast	 for	 600	 elders	 living	 in	 Tuen	

Mun,	who	enjoyed	a	gourmet	meal	in	an	early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It was a great honour for Pok Oi to have the Hon. Mr. Cheung 

Bing L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to 

visit Pok Oi Hospital Mr. Kwok Hing Kw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on 4 August 2014. Mr. Cheung was attentive 

in ga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and 

services of the centre. He even twisted balloons and chatted 

with the elders during a lively gathering.

Youth	Services
•	 POH	Wai	Yin	Association	Teen	Club

	 POH	Wai	 Yin	 Association	 Teen	 Club	 allotts	 some	

space	 to	 a	 new	 social	 enterprise	 named	 Pok	 Oi	

Café,	using	fund	from	the“Enhancing	Self-Reliance	

Through	 District	 Partnership	 Programme”of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The	aim	is	to	train	young	people	

to	 become	 professional	 coffee	 masters	 and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youth	i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The	Café	offers	staff	training	on	a	regular	

basis	 with	 a	 social	 enterprise	 adviser	 (catering).	

There	is	also	an	experienced	adviser	referred	by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to	provide	training	in	the	

Café.	The	training	helps	the	Café	employees	enhance	

their	work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and	thus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society.	

	 We	 were	 very	 honoured	 to	 have	 the	 Hon.	 Mr.	 So	

Kam	 L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on.	 Mr.	 Ng	 Hak-kim,	

S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visit	 the	 Café	

on	26	May	2014	and	23	March	2015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offering	 their	 valuable	 advice,	 they	

talked	freely	with	the	Café	workers.	Both	showed	a	

caring	attitude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young	 workers,	 encouraging	 them	

to	move	forward,	realise	their	self-worth	and	live	a	

positive	life.

•	 POH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Extreme	 Sports	

Park

	 POH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Extreme	

Sports	Park	was	opened	in	June	2014,	with	extensive	

extreme	 sports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the	 young	

public.	 It	 is	 the	 first	 venu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with	professional	sports	facilities.	It	provides	

innovative,	 challenging	 training	 in	 extreme	 sports,	

which	 include	 freestyle	 Bicycle	 Motocross	 (BMX),	

figure	 skateboarding,	 in-line	 skating	 and	 scooter	

riding.	 There	 is	 also	 a	 sporting	 goods	 store	 that	

offers	equipment	rental	and	repair	services.		The	store	

has	hired	young	people	in	the	district	to	encourage		

innovative	industries.

Bless	Hong	Kong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helping each other and working together 

for social harmony, Pok Oi renders full support to “Bless Hong 

Kong”, a territory-wide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organised 

by the Societal Engagement Task Force of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During the past year, we organised various “Bless 

Hong Kong” activities including a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for 

low-income families, a territory-wide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promoting cross-generational harmony in families, a dessert 

workshop for new arrivals and grass-roots parents, and an 

activity day aimed at foster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Organised	 for	 the	 sixth	 year,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the	 largest	 fundraising	 biking	 ev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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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as Pok Oi continues to move forward to help more needy 

people with the spirit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We hope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public-spirited citizens will continue their 

staunch support for the charity work of Pok Oi.

I wish the new Board of Directors every success and thank our 

supporters from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in your working life. 

I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predecessors, advisers, Board members and colleagues for 

their concerted efforts to further the charitable deeds of Pok Oi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I extend my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for taking time to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ll the best, every success, as well as happiness in your 

everyday life. Thank you!

Dr.	HO	Wing	Tim	
Chairman of the 65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致辭

Hong	Kong,	is	scheduled	for	12	April	2015.	It	will	

be	held	on	Stonecutters	Bridge	in	Tsing	Yi.	We	are	

very	honoured	that	starting	from	this	year,	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will	 be	 the	 title	 sponsor	 of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n	

order	to	encourage	more	citizens	to	join	the	charitable	

event,	Nam	Wan	Tunnel	is	added	to	the	cycling	route	

this	 year.	 The	 route	 will	 be	 around	 13	 kilometres	

in	 total	 length,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expected	to	reach	6,500.	The	event	continues	to	be		

the	largest	cycling	fundraising	event	in	Hong	Kong.		

	 We	 feel	 deeply	 honoured	 to	 have	 the	 Hon.	 Dr.	 Ko	

Wing	Man,	 B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be	 the	 officiating	 guest	 for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In	 fact,	 Dr.	 Ko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Pok	 Oi	 over	 the	 years.	 He	 often	 takes	 time	 out	

of	a	very	busy	schedule	to	be	our	officiating	guest.	

His	kind-hearted	support	 for	 the	 fundraising	efforts	

of	 Pok	 Oi	 is	 greatly	 appreciated.	 I	 hereby	 express	

sincere	gratitude	to	Dr.	Ko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Conclusion   
With 96 years of history, Pok Oi has established an inextricable 

link with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long ago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various medical,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I 

feel a great sense of pride for being able to undertake with my 

fellow Directo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k Oi during the past year, so that more needy people get 

what they need and community harmony is furthered enhanced.

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66th Board of Directors. The 

new Board is a cluster of talented persons. The new Chairman 

Mrs. Tam Keung May Chu, as well as Vice Chairmen and 

Directors are all distinguished persons who greatly support 

charitable causes. Under their concerted efforts, Pok Oi will 

certainly be able to expand its charity deeds, promote the spirit 

of loving and caring for others, and benefit the general public.

I have no doubts that the 66th Board of Directors will strive to 

inherit the past and usher into the future. They will take a leading 



12

Pok O
i H

osp
ital A

n
n

ual Rep
ort 2014 - 2015

主席 
Chairman

1 何榮添博士
Dr.	HO	Wing	Tim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2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3 陳李	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4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5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FACKM	

6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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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 
Directors

8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9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10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11 歐倩美女士
Mdm.	AU	Sin	Mei,	Stella

12 劉卉女士
Mdm.	LAU	Wai,	Vivian	Shelley

13 陳偉倫先生
Mr.	CHEN	Wai	Lun,	Stanley

14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15 王劭強博士
Dr.	O.	Billy	WONG	

16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17 陳俊民先生
Mr.	CHAN	Chun	Man,	Raymond

18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19 魏事成先生
Mr.	NGAI	Shi	Shing,	Godfrey

總理 
Directors

20 朱華樹先生
Mr.	CHU	Wa	Shu,	Felix

21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22 徐嘉文先生
Mr.	Karman	HSU

23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24 魏志偉先生
Mr.	NGAI	Chi	Wai,	Peter

25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26 趙瑤女士
Mdm.	CHIU	Yeal

27 廖齡儀女士
Mdm.	LIU	Ling	Yi,	Candy

28 陳國基博士
Dr.	CHAN	Kwok	Ki

29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30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31 劉永讚先生
Mr.	LAU	Wing	Tsan

32 蘇廣文先生
Mr.	Alex	K.M.	SO

33 羅方圓女士
Mdm.	Sharon	LAW	

34 李淑媛女士
Mdm.	LEE	Shuk	Woon,	Sophia

35 何子任先生
Mr.	HO	Chee	Yum,	Hendrick

36 李豐年先生
Mr.	LEE	Fung	Nin,	Kenneth

博愛醫院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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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何榮添博士
Dr.	HO	Wing	Tim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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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 第十屆政協委員 The 10th Zhongshan Committee of the CPPCC Committee Member 

中山市歷屆政協委員聯誼會 顧問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Former Members of CPPCC Zhongshan 
Committee

Consultant 

中山市僑資企業商會 副會長 Zhongshan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Vice Chairman 

中山市城市規劃協會 理事 Zhongshan Urban Planning Association Director 

中山市海外交流協會 常務理事 The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of Zhong Shan City Executive Director 

中山市工商聯合總會 執行委員會執委 Zhongsh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ists & Businessmen Committee Member 

中山海外聯誼會 副會長 Zhongshan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中山市房地產業協會 理事 Zhongshan Real Estate Guild Director 

廣州市蘿崗區政協 特聘委員 Guangzhou Luogang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PPCC Office-Special 
Committee 

廣州市白雲區政協 第九屆特約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aiyun, 
Guangzhou 

Specially Appointed 
Committee Member 

廣東省僑商投資企業協會 創會會員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Found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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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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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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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輔助隊長官聯會 顧問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Officers’ Club Advisor 

香港交通安全隊 署理高級總隊監 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 Senior Chief 
Supervisor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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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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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Chairman

香港拯溺總會 名譽顧問 The Hong Kong Life Saving Society Honorary Advisor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會長 Mong Kok District Cultural,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Association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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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山西區聯誼會 榮譽會長及副主席 Hong Kong Zhongshan Western District Fellowship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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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ary President 

元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 (Yuen Long District 
Branch)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善德基金會 永遠名譽會長 Hong Kong Shine Tak Foundation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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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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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0/2014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0/2014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4/2015 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Chairman 



14

Pok O
i H

osp
ital A

n
n

ual Rep
ort 2014 - 2015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國榮譚氏企業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Kwok Wing Tam’s Enterprises Ltd.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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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孚威煌餐廳有限公司 董事 Mei Foo King’s Restaurant Lt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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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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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2008/2015 副理事長 Mei Foo Lai Wan Kai Fong Assn. Ltd. 2008/2015 Vice-Chairman

祥華賢毅社 名譽會長   

九龍總商會 副監事長 Kowloon Chamber of Commerce Vice-Chairman of 
Supervisory Council

庇理羅士舊生會有限公司 前委員 Belilios Old Girls’ Association Ltd Ex-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09/2015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9/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2012/2014 主席 POH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12/2014 Chairman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14/2015 主席 POH Finance and Investment Committee 2014/2015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8/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8/2012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2/2015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2/2015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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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陳李 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籍貫 : 海南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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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加行有限公司 董事 Jaguar TC Limite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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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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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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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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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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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區省政協委員會聯誼會 委員 HKCPPCC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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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港區政協聯誼會 會董 HNHKCPPCC Non-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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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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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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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議會 副主席 Youth Council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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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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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荃灣護士支隊 支隊高級副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DS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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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3/2015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3/2015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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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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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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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1/2015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1/2015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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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籍貫 : 廣東潮州

Native Province : Chaozhou,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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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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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行貿易(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Hin Sang Hong Trading (Shen Zhen) Company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美肌之誌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Beautymat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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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ing Committee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揭東縣委員會 政協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Jiedong 
Province PRC

Member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浮市委員會 政協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Yunfu Province 
PRC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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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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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通安全隊 署理總隊監 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 Chief 
Supervisor(Acting)

香港交通安全隊 新界北總區 總區辦公室長官 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 – N.T. North Region Officer of NT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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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Co-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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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海珠區委員會 特約委員   

元朗商會 會董 The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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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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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揭陽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副會長 HK & Kln Kit Yeung Clansmen General Association Ltd. Vice President

元朗區潮州同鄉會有限公司 副主席 YL Chiu Chow Clansmen’s Association Ltd. Vice Chairman

香港中藥業協會 第三屆理監事 Hong Kong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香港中成藥商會有限公司第六屆會董會 常務會董	/副秘

書長

Hong Kong Chinese Prepared Medicine Traders Association Ltd. Standing Director, 
Vice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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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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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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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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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潮僑盂蘭勝會 ( 2013 ) 首席總理 Yuen Long Chiu Kiu Yu Lan Sing Wui 2013 Chairman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10/2015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0/2015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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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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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2/2015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2/2015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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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FACKM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民惠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	   

鶴山(香港)婦女兒童慈善基金會 副主席	   

四川省巴中市 榮譽市民	   

江門市工商業聯合會(江門市總商會) 名譽副會長	   

北京市海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委員	   

廣東國際華商會 理事	   

廣東外商公會 理事	   

鳳凰慈善基金會 副主席	   

香港公益金港島、九龍區百萬行 聯席主席	   

香港警務處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香港消防處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香港政府醫療輔助隊 總部縱隊顧問	   

 新界東總區動員主任	   

 銀樂隊名譽顧問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社區聯絡委員會增選會員   

香港戒毒會 執行委員會委員	   

醫院管理局北區醫院慈善基金委員會 顧問   

民政事務總署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四十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四十周年紀念郵票設計比賽主任委員   

 中文詩創作比賽副主任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企業家委員會 委員   

香港拯溺總會 名譽顧問	   

博愛醫院執行委員會 2013/2015 委員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 2011/2015 主席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14/2015 副主席   

博愛醫院人事委員會 2014/2015 委員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校監	   

博愛醫院陳徐鳳蘭幼稚園 校監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校監	   

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 校監	   

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校監	   

博愛醫院 2010/2012 總理   

博愛醫院 2012/2015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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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籍貫 : 廣東深圳

Native Province : Shenzhen,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新世紀表行 董事長	   

福建僑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	   

深圳寶安觀蘭同鄉會 榮譽會長	   

香港玉器商會 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玉器商會三十七周年，三十九周年 大會主席	   

榮譽雜誌社 榮譽主席   

中國周恩來研究所 副會長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3/2015 校董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2013/2014 主席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2014/2015 主席	   

博愛醫院 2011/2013 總理	   

博愛醫院 2013/2015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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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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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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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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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5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5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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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2013/2015 主席 Pok Oi Hospital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 Committee 2013/2015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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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4/2015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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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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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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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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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2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04/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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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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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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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政協 委員 Tianjin CPPCC 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09/2015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09/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審核委員會 2012/2015 主席 POH Audit Committee 2012/2015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6/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6/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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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籍貫 : 山東青島

Native Province : Qingdao, Shandong

總理

Director

歐倩美女士
Mdm.	AU	Sin	Mei,	Stella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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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

董事

Great Harvest Maet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EO & 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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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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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x Mining Inc. 董事 Adex Mining Inc.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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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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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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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3/2015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3/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0/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5 Director 

慧傑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	   

仁愛堂 2009/2011 總理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2006/2015 支隊高級副會長	   

屯門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2009/2016 名譽會長	   

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2011/2016 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1/2015 校董	   

博愛醫院 2006/2009, 2011/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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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劉卉女士
Mdm.	LAU	Wai,	Vivian	Shelley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陳偉倫先生
Mr.	CHEN	Wai	Lun,	Stanley

籍貫 : 廣東三水

Native Province : Sanshui,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宏天拖運有限公司 董事 Skytruck Transportation Lt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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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上傳媒(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Advanced Media (Hong Kong) Limited Director

廣州市海珠區政協港澳委員會 特約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Guangzhou Haizhu City Committee Member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 第十二屆學員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Hong Ko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fessionals Alumni Association Ltd.

Member

香港女童軍南區分會 名譽會長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Southern District Association 2012/2014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員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Member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會員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11/2015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1/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1/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5 Director

弘山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43 Global Consultants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會計易有限公司 董事 e-Accountant Limited Director

衡量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董事 Assurance Appraisal Limited Director

江西省青年聯合會 港區特邀委員 Jiangxi Provincial Youth Federation Invited Director (Hong 
Kong)

聖約翰救傷隊救護車、運輸及通訊分區 支隊副會長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Ambulance, Transport & Communication 
Region)

Divisional Vice 
President

香港長號協會 主席 Hong Kong Trombone Association Chairman

國際課程發展與領導協會聯網(香港) 副主席 ASCD Connected Community (HK) Vice Chairman

九龍西區扶輪社 理事 Rotary Club of Kowloon West Director

香港菁英會 會員 The Y.Elites Association Member

博愛醫院 2011/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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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王劭強博士
Dr.	O.	Billy	WONG

籍貫 : 福建福州

Native Province : Fuzhou,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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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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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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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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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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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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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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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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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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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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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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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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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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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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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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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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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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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公益基金會 名譽主席 Bright China Foundation Hon. Deputy 
Chairman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4/2015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age 2014/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1/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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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陳俊民先生
Mr.	CHAN	Chun	Man,	Raymond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長城(國際)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	   

安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LUXE Tuxedo Limited 董事	   

廣州市越秀區 政協委員	   

廣州越秀香港青年分會 首屆會長   

新界上水鄉事委員會 名譽顧問	   

香港女童軍沙田分會 名譽會長	   

香港交通安全隊 署長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及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校董	   

博愛醫院 2012/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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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4/2015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age 2014/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2/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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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籍貫 : 廣東江門

Native Province : Jiangme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魏事成先生
Mr.	NGAI	Shi	Shing,	Godfrey

籍貫 : 廣東新會

Native Province : Xinhui, Guangdong

勵福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創東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勵福創建有限公司 董事	   

江門市私營企業商會 2007/現在 常委	   

江門市工商聯總商會 2009/現在 常委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4/2015 校董   

博愛醫院 2012/2015 總理	   

嘉濤安老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監	   

香港童軍大埔北區 主席	   

新界西居民聯會 副主席	   

新界地區事務顧問協會 副秘書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 副主席	   

博愛醫院 2012 / 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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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朱華樹先生
Mr.	CHU	Wa	Shu,	Felix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籍貫 : 廣東高要

Native Province : Gaoyao,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香港交通安全隊訓練發展署 助理署長   

創美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創美愛心慈善協會 主席   

環保慈善基金 副會長   

港島獅子會 理事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董事   

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 名譽會長   

都巿盛世 卓越商界奇才2011   

盛世中華協會 【優秀中華人物徽章】2012   

國際美洲大學 榮譽工商管理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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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4/2015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14/2015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3/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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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徐嘉文先生
Mr.	Karman	HSU

籍貫 : 廣東肇慶

Native Province : Zhaoqing,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首席執行官

UOB Kay Hian (Hong Kong) Limi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亨廷頓資本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Huntington Capital Asia Limited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3/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15 Director 

 	 SD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 
Executive Director

 	 Red Vocal Academy Executive Director

 	 Rainbow Creative Arts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Dunn’s Educ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Star Choir & Vocal Academie Executive Director 

 	 STAGE Photography Executive Director 

 	 Hong Kong Speech and Swallowing Therapy Centre Executive Director 

 	 Myit-school Founder & Director 

 	 Hong Kong Children Dance Promotion Association Chairperson 

 	 Pok Oi Hospital 2013/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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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魏志偉先生
Mr.	NGAI	Chi	Wai,	Peter

籍貫 : 廣東五華

Native Province : Wuhua,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籍貫 : 廣東江門

Native Province : Kongmoon,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致源國際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西貢區工商業聯合會 會長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副會長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大會贊助人   

全港工商業聯合會 副會長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校董   

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校董   

博愛醫院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 校董   

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 校董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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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府婚宴專門店 主席 Wedding Banquet Specialist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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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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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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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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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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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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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3/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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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趙瑤女士
Mdm.	CHIU	Yeal,	Icy

籍貫 : 廣東潮陽

Native Province : Chaoyang,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廖齡儀女士
Mdm.	LIU	Ling	Yi,	Candy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愛沙貝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天一國際(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	   

華大信貸財務有限公司 董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省桂平市 2003/2010 政協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馬山縣 1999/2003 政協委員	   

香港北九龍獅子會 2007/2008 會長	   

香港廣西同鄉會 2007/2009 榮譽會長	   

大埔和富足球會 2007/2009 榮譽副會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2012/2014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 2010/2012, 2014/2015 總理	   

香港賽馬會 會員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Member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 2014/2015 副主席 Hong Ko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12/2013,2014/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13, 2014/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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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陳國基博士
Dr.	CHAN	Kwok	Ki

籍貫 : 廣東台山

Native Province : Tai Sha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籍貫 : 海南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醫療輔助隊 助理總監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Assistant Commissioner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香港環球獅子會 會長 The Hong Kong Global Lions Club,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K. & Macao, China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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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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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塘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Kwun Tong District, Fire Ambassador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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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名譽會長及醫事

顧問

The Unified Association of Kowloon West Limited Honorary President & 
Medical Advisor

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 運動禁藥紀律專責

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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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of Anti-doping 
Disciplinary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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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Director

嘉盛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香港玉器商會 2009/現在 副會長	   

澳門當押業總商會 2008/現在 秘書長	   

澳門中小型企業聯合總商會 2013/現在 理事	   

國際警察協會澳門分會 2014/2015 名譽會長	   

澳門海關（水警）退休人員協會 2014/2015 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政府華員會（海關關員級分會）2014/2015 名譽顧問   

廣東省開平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2014/2015 名譽主席   

廣東省金銀首飾商會 2014/2018 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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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籍貫 : 上海寧波

Native Province : Ningbo, Shanghai

總理

Director

劉永讚先生
Mr.	LAU	Wing	Tsan

籍貫 : 廣東興寧

Native Province : Xingning, Guangdong

 	 RBMS Group C.E.O. 

 	 Cyber Building Limited Director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Mei Foo Lai Wan Kai Fong Association Ltd Honorable Member

 	 Pok Oi Hospital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Director 

湛港遊艇有限公司 董事長	   

大興（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廣東省興寧市政協委員 2005/2010 	   

廣東省湛江市麻章區政協委員 2012 	   

廣粵直通巴士協會 2006/2012 理事	   

西貢區工商業聯合會 2014/2015 副會長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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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蘇廣文先生
Mr.	Alex	K.M.	SO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羅方圓女士
Mdm.	Sharon	LAW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財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董事	   

廣東省四會市政協 (第七屆及第八屆) 委員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第19屆) 董事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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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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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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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房地產協會 副會長 Hong Kong Real Property Federation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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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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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tee Member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會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Real Estate Administrators Member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香港分會 會員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Chapter Member

香港金融分析師學會 會員 Hong Kong Society of Financial Analysts Member

博愛醫院2014/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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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李淑媛女士
Mdm	LEE	Shuk	Woon,	Sophia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angdong

總理

Director

何子任先生
Mr.	HO	Chee	Yum,	Hendrick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晉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Elixir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Co-Founder 

紫荊青年商會 2008年 副會長 Bauhinia Junior Chamber 2008 Vice President 

香港交通安全隊 署理總隊監   

秀茂坪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Director 

Compliance Asia 金融規管顧問 Compliance Asia Compliance 
Consultant 

Barings Solicitors 事務律師(英格蘭及

威爾斯)	

Barings Solicitors Solicitor (England 
and Wales)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15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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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李豐年先生
Mr.	LEE	Fung	Nin,	Kenneth

籍貫 : 廣東肇慶

Native Province : Zhaoqing, Guangdong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簡介

港九各區街坊福利會協進會 主席	   

西營盤街坊福利會 副理事長	   

中西區各界聯合會 副會長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副主席	   

南北行公所 會董兼青年部主任	   

九龍總商會 理事兼公關部副主任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 會董	   

香港米行商會 理事	   

巿區重建局中西區分區諮詢委員會 委員	   

博愛醫院 2014/2015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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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

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屬下五所幼稚園 幼兒中心校董會

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				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何榮添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彭少衍先生 劉		卉女士

	 簡陳擷霞女士 方俊文先生

	 梁天富先生 	

榮譽校董: 李鋈發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周廸遒先生

陳  楷紀念中學

校				監: 陳徐鳳蘭女士

首席校董: 何榮添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吳錦青先生 朱華樹先生

	 陳偉倫先生 黃偉光先生

	 黃曉君女士

榮譽校董: 李鋈發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陳國威小學 

校				監: 陳徐鳳蘭女士

首席校董: 何榮添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林		群女士 方俊文先生

	 李柏成博士 魏事成先生

	 	

榮譽校董: 李鋈發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幼稚園 幼兒中心校董會

校				監: 李鋈發先生

副主席: 黃曉君女士 趙家樂先生 	韓嘉軒女士 羅方圓女士 李淑媛女士

首席校董: 何榮添博士 	 	 	 	

校				董: 朱華樹先生 黃偉光先生 徐嘉文先生 	魏志偉先生 陳首銘博士

	 廖齡儀女士 趙		瑤女士 劉永讚先生 	蘇廣文先生 李豐年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周廸遒先生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				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何榮添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譚姜美珠女士 王劭強博士

	 陳李	妮女士 陳俊民先生

	 歐倩美女士

榮譽校董: 李鋈發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周廸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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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次庚申（1920-21年）	鄧璧如

歲次辛酉（1921-22年）	鄧煒堂

歲次壬戌（1922-23年）	鄧足彬

歲次癸亥（1923-24年）	伍醒遲

歲次甲子（1924-25年）	鄧煒堂

歲次乙丑（1925-26年）	伍醒遲

歲次丙寅（1926-27年）	鄧煒堂

歲次丁卯（1927-28年）	盛連光

歲次戊辰（1928-29年）	鄧伯裘

歲次己巳（1929-30年）	伍礪石

歲次庚午（1930-31年）	林煥墀

歲次辛末（1931-32年）	蔡寶田

歲次壬申（1932-33年）	伍心泉

歲次癸酉（1933-34年）	鄧伯裘

歲次甲戌（1934-35年）	沈冠南

歲次乙亥（1935-36年）	伍耀雲

歲次丙子（1936-37年）	黃耀東

歲次丁丑（1937-38年）	顏鏡海

歲次戊寅（1938-39年）	余焯生

歲次己卯（1939-40年）	黃熾普

歲次庚辰（1940-41年）	霍仁生

歲次丙戌（1946-47年）	鄧伯裘

歲次丁亥（1947-48年）	鄧伯裘

歲次戊子（1948-49年）	黃子律

歲次己丑（1949-50年）	趙聿修

歲次庚寅（1950-51年）	趙聿修

歲次辛卯（1951-52年）	趙聿修

歲次壬辰（1952-53年）	趙聿修

歲次辛巳至乙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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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次庚寅（2010-11年）	黃帆風

歲次辛卯（2011-12年）	湯修齊

歲次壬辰（2012-13年）	潘德明

歲次癸巳（2013-14年）	曾耀祥

歲次甲午（2014-15年）	何榮添

歲次癸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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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主席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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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帆風先生MH

湯修齊先生MH

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葉曜丞先生MH

林建康律師MH

王敏馨女士

藍國慶先生MH

王惠棋先生MH

潘兆文先生MH

潘德明先生MH

曾耀祥先生MH

陳振彬GBS太平紳士

張伍翠瑤博士

王基源(王東源)先生
SBStJ

王德渭先生MH

王東昇太平紳士

簡浩秋先生MH

鄧英業先生

蕭炎坤博士SBStJ

陳國威太平紳士

李家松太平紳士

鄧英喜太平紳士

蘇邦俊先生

王振聲博士MH , SBStJ

曾元鴻先生MH

黃啟泰先生MH

蕭成財先生MH

陳泰先生

梁省德BBS
太平紳士

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

黃學儀先生

鄧英奇太平紳士

鄭任安先生

張錦鴻先生

楊晉培先生

柯利德先生

梁水發太平紳士

鄧兆棠SBS太平紳士

黎錦文先生

梁安福太平紳士

鄭海泉先生

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永遠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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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裕博士 杜玉鳳女士 李志峰先生

潘治忠先生李培先生

葉思貝女士

周鎮堂先生

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 當年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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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華SBS太平紳士

王少強先生SBSt.J, BH

王津BBS太平紳士

王國強博士GBS太平紳士

王敏剛BBS太平紳士

王敏超太平紳士

王華生先生MH 

王德仁先生BH

王賜豪醫生SBS太平紳士

石禮謙GBS太平紳士

任永賢先生

何鴻燊博士大紫荊勳賢GBS

何鏡波先生

吳仕福GBS太平紳士

吳清輝教授GBS  

吳榮基先生CstJ

李德康MH太平紳士

李樹輝SBS太平紳士

沈祖堯教授SBS太平紳士

周厚澄議員GBS太平紳士

周奕希議員BBS太平紳士

林貝聿嘉教授GBS太平紳士

林偉強SBS太平紳士

林國興太平紳士

林漢武律師

邱全先生BBS, MH

胡曉明BBS太平紳士

唐偉章教授太平紳士

孫啟昌SBS, MH太平紳士

徐立之教授GBS太平紳士

殷國榮律師

康寶駒律師

張德熙先生

張學明議員GBS太平紳士

張仁良教授 BBS太平紳士

曹紹偉先生

梁志祥BBS, MH太平紳士

梁智仁教授SBS太平紳士

莊金寧博士MH, BH, O.St.J.

郭位教授太平紳士

陳文佑先生

陳有慶博士GBS太平紳士

陳炳煥SBS太平紳士BH

陳新滋教授太平紳士

陳繁昌教授

單仲偕SBS太平紳士

曾鈺成議員GBS太平紳士

湯偉奇博士SBS, BBS, MH 

程國灝先生O.St.J.

黃以謙醫生

黃宏發太平紳士

黃定光議員SBS太平紳士

黃松泉SBS太平紳士

楊勵賢女士 BH

葉國謙議員GBS太平紳士

甄錫榮醫生

趙振邦博士太平紳士

鄭國漢教授太平紳士

鄭俊平太平紳士

譚贛蘭太平紳士

鍾港武太平紳士

簡松年律師BBS太平紳士

嚴元浩SBS 太平紳士

蘇振顯博士

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 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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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會長

永遠榮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

當年會長

主席

副主席

委　員
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
簡浩秋先生MH王基源先生SBStJ 蘇邦俊先生 藍國慶先生MH

陳國超博士
MH太平紳士

張伍翠瑤博士

杜玉鳳女士黃  旌先生 候永昌先生BBS MH 梁淑莊律師     孫蔡吐媚女士 張德熙博士    潘新標先生

潘美蘭女士莫兆光先生 潘治忠先生游樹登先生 蔣世昌先生 陳鴻基博士MBE  孫國華先生

歐倩美女士

黃曉君女士

陳首銘博士    

羅方圓女士

林  群女士

陳俊民先生

魏志偉先生

蘇廣文先生

陳偉倫先生     

朱華樹先生

陳國基博士     

何子任先生

劉  卉女士     

魏事成先生

廖齡儀女士     

李淑媛女士

李柏成博士

黃偉光先生

韓嘉軒女士

李豐年先生

王劭強博士  

徐嘉文先生

曾思豪先生     

方俊文先生

趙家樂先生     

劉永讚先生     

任永賢太平紳士
（澳洲）

黃雅信醫生 周鎮堂先生      郭紀文先生     黃俊雄先生   朱繼陶先生 蘇國恩先生     

黃志源先生黎永良先生 曾  裕博士陳顥升先生 李掌賢先生 林國興太平紳士 李志峰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陳李  妮女士 吳錦青先生彭少衍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劉石達先生     梁天富先生

何榮添博士

鍾就華先生

鄭  科先生

梁省德MBE,BBS,
太平紳士

林照權先生

李家松O.St.J.
太平紳士

彭啟明先生

陳錦福先生

王少強先生
SBStJ.BH

鄭任安先生

蘇淥銘先生

黃啟泰先生MH

王德渭先生MH 蕭成財先生MH蕭炎坤博士SBStJ. 王振聲博士
MH, SBStJ.

潘德明先生MH 葉曜丞議員MH

蕭文豪律師 王敏馨女士 李鋈發先生王賜豪醫生SBS
BBS太平紳士

趙美寶女士

何開端先生

湯修齊先生MH    

葉永堂先生

趙   瑤女士黃小雄先生

江長安先生

歷屆總理聯誼會  第四十六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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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 永遠顧問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學校校董會醫院管治委員會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安老服務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藍地安老院舍發展委員會

醫療服務委員會

教育服務委員會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委員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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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主			席: 何榮添

副	主	席: 譚姜美珠 彭少衍

陳李		妮 	

委			員:	 李鋈發 歐倩美

吳錦青 劉		卉

簡陳擷霞 陳偉倫

劉石達 李柏成	

梁天富 王劭強

林		群 	

人事委員會

主			席: 陳李		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王劭強

簡陳擷霞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李鋈發 陳首銘

劉石達 廖齡儀

梁天富 陳國基

李柏成 何子任

黃偉光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			席: 譚姜美珠

副	主	席: 李鋈發 梁天富

吳錦青 徐嘉文

當然委員: 何榮添 	

委			員:	 簡陳擷霞 韓嘉軒

林		群 蘇廣文

歐倩美 羅方圓

方俊文 李淑媛

趙家樂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方俊文 陳國基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吳錦青 廖齡儀

陳偉倫 韓嘉軒

李柏成 曹思豪

魏事成 何子任

陳首銘 李豐年

趙		瑤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李鋈發

副	主	席: 陳李		妮 趙家樂

林		群 魏志偉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王劭強 趙		瑤

陳俊民 曹思豪

黃曉君 羅方圓

朱華樹 李淑媛

徐嘉文 李豐年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主			席: 簡陳擷霞

副	主	席: 陳李妮	 朱華樹

劉		卉 劉永讚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陳偉倫 趙家樂

陳俊民 魏志偉

魏事成 羅方圓

徐嘉文 李淑媛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			席: 陳偉倫

副	主	席: 陳李		妮 魏事成

李柏成 陳首銘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陳俊民 廖齡儀

黃曉君 曹思豪

徐嘉文 劉永讚

魏志偉 蘇廣文

趙		瑤 李豐年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			席: 吳錦青

副	主	席: 陳李		妮 朱華樹

劉石達 陳國基

	 歐倩美 曹思豪

李柏成 李豐年

方俊文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劉		卉 劉永讚

王劭強 蘇廣文

魏志偉 羅方圓

廖齡儀 李淑媛

韓嘉軒 何子任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			席: 劉石達

副	主	席: 譚姜美珠 趙		瑤

黃偉光 	

當然委員: 何榮添 	

委			員:	 劉		卉 韓嘉軒

魏事成 曹思豪

趙家樂 劉永讚

陳首銘 何子任

陳國基 李豐年

審核委員會

主			席: 梁天富

副	主	席: 陳俊民 蘇廣文

	 廖齡儀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劉石達 黃偉光

林		群 魏志偉

歐倩美 陳國基

黃曉君 何子任

提名委員會

主			席: 譚姜美珠

副	主	席: 陳李		妮 	

當然委員: 何榮添 	

委			員:	 彭少衍 劉石達

李鋈發 梁天富

吳錦青 林		群

簡陳擷霞 歐倩美

藍地安老院舍發展委員會

何榮添 	

譚姜美珠 	 	

陳李		妮 	 	

彭少衍 	 	

李鋈發 	 	

吳錦青 	 	

簡陳擷霞 	 	

內務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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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主   席: 何榮添

副 主 席: 譚姜美珠 彭少衍

陳李  妮  

委   員: 李鋈發 歐倩美

吳錦青 劉  卉

簡陳擷霞 陳偉倫

劉石達 李柏成 

梁天富 王劭強

林  群  

人事委員會

主   席: 陳李  妮

副 主 席: 彭少衍 王劭強

簡陳擷霞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李鋈發 陳首銘

劉石達 廖齡儀

梁天富 陳國基

李柏成 何子任

黃偉光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   席: 譚姜美珠

副 主 席: 李鋈發 梁天富

吳錦青 徐嘉文

當然委員: 何榮添  

委   員: 簡陳擷霞 韓嘉軒

林  群 蘇廣文

歐倩美 羅方圓

方俊文 李淑媛

趙家樂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方俊文 陳國基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吳錦青 廖齡儀

陳偉倫 韓嘉軒

李柏成 曹思豪

魏事成 何子任

陳首銘 李豐年

趙  瑤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李鋈發

副 主 席: 陳李  妮 趙家樂

林  群 魏志偉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王劭強 趙  瑤

陳俊民 曹思豪

黃曉君 羅方圓

朱華樹 李淑媛

徐嘉文 李豐年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主   席: 簡陳擷霞

副 主 席: 陳李妮 朱華樹

劉  卉 劉永讚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陳偉倫 趙家樂

陳俊民 魏志偉

魏事成 羅方圓

徐嘉文 李淑媛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   席: 陳偉倫

副 主 席: 陳李  妮 魏事成

李柏成 陳首銘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陳俊民 廖齡儀

黃曉君 曹思豪

徐嘉文 劉永讚

魏志偉 蘇廣文

趙  瑤 李豐年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   席: 吳錦青

副 主 席: 陳李  妮 朱華樹

劉石達 陳國基

 歐倩美 曹思豪

李柏成 李豐年

方俊文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劉  卉 劉永讚

王劭強 蘇廣文

魏志偉 羅方圓

廖齡儀 李淑媛

韓嘉軒 何子任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   席: 劉石達

副 主 席: 譚姜美珠 趙  瑤

黃偉光  

當然委員: 何榮添  

委   員: 劉  卉 韓嘉軒

魏事成 曹思豪

趙家樂 劉永讚

陳首銘 何子任

陳國基 李豐年

審核委員會

主   席: 梁天富

副 主 席: 陳俊民 蘇廣文

 廖齡儀  

當然委員: 何榮添 譚姜美珠

委   員: 劉石達 黃偉光

林  群 魏志偉

歐倩美 陳國基

黃曉君 何子任

提名委員會

主   席: 譚姜美珠

副 主 席: 陳李  妮  

當然委員: 何榮添  

委   員: 彭少衍 劉石達

李鋈發 梁天富

吳錦青 林  群

簡陳擷霞 歐倩美

藍地安老院舍發展委員會

何榮添  

譚姜美珠   

陳李  妮   

彭少衍   

李鋈發   

吳錦青   

簡陳擷霞   

內務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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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

地址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UG層

電話號碼 2479 0022

傳真號碼 2479 5025

電郵 enquiry@pokoi.org.hk

總幹事 鄺國光 ceo@pokoi.org.hk

社會、醫療及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 吳凱孚 dceo@pokoi.org.hk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ssc_ss@pokoi.org.hk

教育服務總監 周廸遒 esc@pokoi.org.hk

社會服務副總監(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dsc@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s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吳冠儀 cmsm2@pokoi.org.hk

中西醫結合服務統籌兼油尖旺中醫中心主管 區美如 cmsim@pokoi.org.hk

中醫會計經理 林曉玲 cmsam@pokoi.org.hk

牙科服務副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高級經理 呂慧珊 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張俊杰 ccfm2@pokoi.org.hk

行政及資訊科技部

行政及資訊科技經理 阮慧妍 am@pokoi.org.hk

資訊科技副經理 吳凱明 ait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副經理 黎燕文 afpm@pokoi.org.hk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副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機構發展經理 徐嘉穎 odm@pokoi.org.hk

機構發展副經理 梁渝敏 aodm@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梁秀霞 fdam@pokoi.org.hk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總監 彭威兒 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陳佩嫻 ahrm@pokoi.org.hk

博愛醫院董事局職員名單組織架構

社會、醫療、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
吳凱孚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元朗）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沙田）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
（油尖旺）

博愛醫院 
中醫針灸
專科中心

黃啟泰夫人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華富）

梁之潛夫人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太古）

博愛醫院
社區中醫診所

(坪石)

元朗東莞
同鄉會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天水圍）

二十部中醫
流動醫療車

天水圍/將軍澳/黃大仙/港島/荃灣/屯
門/沙田/東涌/馬鞍山/新蒲崗/北區/
葵青/觀塘/油塘/大埔/筲箕灣/九龍

城/元朗/沙田及馬鞍山/支援

社區健康中心
(觀塘)中醫針
灸戒煙服務

東方日報
慈善基金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青衣）

長洲鄉事
委員會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長洲）

博愛醫院
牙科診所
（觀塘）

博愛醫院
牙科診所
（元朗）

博愛醫院
牙科外展隊
元朗/荃葵

屯門護養院

博愛醫院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社會服務副總監
(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吳馬賽嬌紀念
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顯徑)

慧妍雅集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圓玄學院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長安)

香港新界
獅子會

家庭發展中心
(長青)

博愛醫院
元朗商會

極限運動場

鳳德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鳳德)

吳鴻茂
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李何少芳紀念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蝴蝶）

文柱石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良景）

吳榮基叔叔
幼兒遊戲及
藝術薈萃坊
(學前遊戲    
小組中心)

香港旭日
扶輪社家庭
發展中心
(天晴）

博愛醫院慧妍
雅集新Teen地 

(天恒)

博愛醫院
天水圍青少年

自修室

賽馬會
單身人士宿舍

教育服務總監
周廸遒

牙科服務副總監
黎慧雯

博愛醫院
鄧佩瓊

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陳楷
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
八十週年

鄧英喜中學

博愛醫院
陳國威小學

陳潘佩清紀念
幼稚園幼兒

中心

陳徐鳳蘭幼稚
園幼兒中心

朱國京夫人紀
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

幼兒中心

*KPMG於
2014/15期間為
博愛醫院董事局
提供內部審計
服務(中小學除
外）

行政及資訊
科技經理
阮慧妍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內部審核
(外判予KPMG)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
副總監
黎慧雯

行政及資訊
科技部

醫護發展部

人力資源總監
彭威兒

企業傳訊及
籌募高級經理
呂慧珊

企業傳訊及
籌募經理
張俊杰

籌募及
推廣經理
陳芝嬋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人力資源部 企業傳訊及
籌募部

籌募及推廣部

董事局

董事局總辦事處

總幹事
鄺國光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
進修中心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
活動中心 (元朗)

緊急援助金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王東源夫人
長者地區中心

陳歐陽麗嬋
紀念日間老人

護理中心

陳士修紀念
社會服務中心

陳平紀念長者
鄰舍中心

郭興坤長者
鄰舍中心

賽馬會護理
安老院

陳馮曼玲
護理安老院

楊晉培
護理安老院

戴均護理
安老院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深水埗)

機構發展
經理
徐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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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

地址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UG層

電話號碼 2479	0022

傳真號碼 2479	5025

電郵 enquiry@pokoi.org.hk

總幹事 鄺國光 ceo@pokoi.org.hk

社會、醫療及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 吳凱孚 dceo@pokoi.org.hk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ssc_ss@pokoi.org.hk

教育服務總監 周廸遒 esc@pokoi.org.hk

社會服務副總監(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dsc@pokoi.org.hk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s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吳冠儀 cmsm2@pokoi.org.hk

中西醫結合服務統籌兼油尖旺中醫中心主管 區美如 cmsim@pokoi.org.hk

中醫會計經理 林曉玲 cmsam@pokoi.org.hk

牙科服務副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高級經理 呂慧珊 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張俊杰 ccfm2@pokoi.org.hk

行政及資訊科技部

行政及資訊科技經理 阮慧妍 am@pokoi.org.hk

資訊科技副經理 吳凱明 ait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副經理 黎燕文 afpm@pokoi.org.hk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副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機構發展經理 徐嘉穎 odm@pokoi.org.hk

機構發展副經理 梁渝敏 aodm@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梁秀霞 fdam@pokoi.org.hk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總監 彭威兒 hrm@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陳佩嫻 ahrm@pokoi.org.hk

博愛醫院董事局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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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中醫服務

社會服務

教育服務

天水圍
元朗

上水

粉嶺

大埔

沙田

馬鞍山

慈雲山黃大仙

將軍澳

觀塘

藍田

九龍灣

炮台山

筲箕灣

小西灣

香港仔

銅鑼灣

鴨脷洲

太古

九龍城

紅磡
油麻地

佐敦
何文田

長沙灣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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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

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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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醫療服務

博愛醫院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醫院行政總監

楊諦岡醫生

poh.serv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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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諦岡醫生

poh.service@ha.org.hk

牙科診所（觀塘）	 九龍觀塘巧明街111-113號

富利廣場15樓1505室

電話︰2342	9911

傳真：2344	2300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副總監

黎慧雯

dotss@pokoi.org.hk

牙科診所（元朗）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

地下15-16號舖

電話︰2409	7000

傳真：2409	7070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副總監

黎慧雯

dotss@pokoi.org.hk

牙科外展服務處 新界元朗青山道2號

保安樓一樓B室

電話：2470	6626

傳真：2470	9926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副總監

黎慧雯

dotss@pokoi.org.hk

中醫服務

中醫教研中心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元朗）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2478	5769

傳真：2478	5760

中醫服務經理

吳冠儀

cmpyfs@pokoi.org.hk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沙田）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2479	2126

傳真：2691	1236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pst@pokoi.org.hk

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2618	7200

傳真：2831	9800

中西醫結合服務統

籌兼油尖旺中醫中

心主管

區美如

cmpytm@pokoi.org.hk

博愛醫院中醫針灸專科中心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2416	7721

傳真：2752	7006

醫療服務經理

余嘉欣

cmpcwb@pokoi.org.hk

博愛醫院社區中醫診所(坪石) 坪石邨藍石樓127-129號 電話：2796	8137

傳真：2411	2871

高級中醫服務經理

陳敏

cmpst@pokoi.org.hk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梁之潛夫人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太古）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道9號

天山閣地舖G2

電話：2638	0077

傳真：2513	7613

一級醫師

陳家禎

cmptks@pokoi.org.hk

黃啟泰夫人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華富）

香港香港仔華富(一)邨

華光樓平台709-710舖

電話：2550	3996

傳真：2551	0380

一級醫師

胡海騰

cmpwf@pokoi.org.hk

元朗東莞同鄉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華祐樓B翼地下2至3號

電話：2253	6112

傳真：2253	6209

一級醫師

譚崇志

cmptsw@pokoi.org.hk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邨社區中心

G02、G05及G06室

電話：2434	4028

傳真：2554	0589

高級醫師

李華

cmpty@pokoi.org.hk

長洲鄉事委員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長洲）

離島長洲教堂路2號

長洲鄉事委員會2樓

電話：2986	9272

傳真：2986	8605

一級醫師

伍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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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流動醫療車

中醫流動醫療車－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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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中醫師

麥妙懿

cmpmc1@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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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中醫師

潘晶暉

cmpmc2@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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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m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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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媚

cmpmc4@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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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mc5@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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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詠曦

cmpmc6@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沙田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2	917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趙詩韻

cmpmc7@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東涌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192	0135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馮時顯

cmpmc8@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馬鞍山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200	1910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婷欣

cmpmc9@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新蒲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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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苡敏

cmpmc10@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北區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192	013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張兆琼

cmpmc11@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葵青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192	0134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謝嘉傑

cmpmc12@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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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銘林

cmpmc13@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油塘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0	1532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林菁

cmpmc14@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大埔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0	153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梁靜茵

cmpmc15@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筲箕灣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9804	9992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肇麟

cmpmc16@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九龍城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9804	9995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杜健美

cmpmc17@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元朗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9804	999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楊筠

cmpmc18@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沙田及馬鞍山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5267	4988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何祖輝

cmpmc19@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支援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2796	8131

傳真：2691	1236

配藥主任

張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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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社區健康中心(觀塘) 九龍觀塘巧明街111-113號

富利廣場15樓1505室

電話：2607	1222

傳真：2344	2300

高級醫師

黃玲玲

cmscp@pokoi.org.hk

社會服務

屯門護養院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 電話︰2457	8123

傳真︰2458	2723

院長

曾婉嫻

tmnhic@pokoi.org.hk

戴均護理安老院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瑞國樓

地下至3樓

電話︰2447	3886

傳真︰2448	2290

院長

譚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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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雄

jcic@pokoi.org.hk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九龍慈雲山慈樂邨

樂誠樓及樂旺樓地下至2樓

電話︰2326	3319

傳真︰2329	8870

院長

黃秀儀

cfmlic@pokoi.org.hk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屏廈路廈村

沙洲里村58號

電話︰2472	1377

傳真︰2472	2952

院長

石穩萍

ycpic@pokoi.org.hk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元朗鳳翔路5號

偉發大廈地下6-11號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服務經理

關凱儀

wtyaic@pokoi.org.hk

陳歐陽麗嬋紀念

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

耀隆樓地下

電話︰2445	3597

傳真︰2445	3623

中心經理

余美萍

caylsic@pokoi.org.hk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離島大嶼山梅窩涌盛街8號

銀礦廣場地下02,04-10號舖

電話︰2984	8018

傳真︰2984	8028

服務經理

溫健明

cssic@pokoi.org.hk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服務設施大樓3樓

電話︰2478	1930

傳真︰2477	7900

服務經理

鄺保時

cpic@pokoi.org.hk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天橋底

（荔灣街市側）

電話︰2310	4848

傳真︰2310	4394

服務主任

盧國歡

lccic@pokoi.org.hk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舖

電話︰3514	6402

傳真︰3514	6408

服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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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寶祥

wmfic@pokoi.org.hk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瑞強樓101室

電話︰2505	6139

傳真︰2505	6159

宿舍主管

余漢雄

jcsphic@pokoi.org.hk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活動中心

(元朗)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服務經理

賴舜鈴	

jccasm3@pokoi.org.hk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地下 電話︰2457	2211

傳真︰2457	2100

服務主任

麥建華

dcctmswa@pokoi.org.hk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舖

電話︰3514	6197

傳真︰3514	6198

服務主任

張創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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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何少芳紀念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蝴蝶)

新界屯門蝴蝶邨

蝴蝶灣社區中心3樓

電話︰2466	2679

傳真︰2456	9027

服務經理

彭慧敏

fmi_bbic@pokoi.org.hk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良景)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景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53	2012

傳真︰2454	8326

服務主任

陳韻婷

fmi_lkic@pokoi.org.hk

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中心

(天晴)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邨

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5樓502室

電話：3543	0163

傳真：3543	0164

服務主任

鄧敏兒

fmi_tcic@pokoi.org.hk

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

天耀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45	4675

傳真︰2445	4605

服務經理

曾昭淦

fmi_tyic@pokoi.org.hk

香港新界獅子會家庭發展中心

(長青)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

地下G19室及1樓105室

電話︰2433	1356

傳真︰2433	1374

副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c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新界青衣長亨邨

長亨社區會堂

電話︰2435	1066

傳真︰2435	1047

服務主任

陳婉珉

fmi_chic@pokoi.org.hk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長安)

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湖樓地下103-106室

電話︰2435	1097

傳真︰2436	1799

副服務經理

潘靜雯

fmi_coic@pokoi.org.hk

吳馬賽嬌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顯徑)

新界沙田大圍顯和里顯徑

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693	2635

傳真︰2607	0967

服務主任

楊紫盈

fmi_hkic@pokoi.org.hk

鳳德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鳳德)

九龍黃大仙鳳德邨

鳳德社區中心1樓105室

電話︰2322	2600

傳真︰2322	9830

服務經理

文怡樂

fmi_ftic@pokoi.org.hk

吳榮基叔叔幼兒遊戲及

藝術薈萃坊(學前遊戲小組中心)

新界屯門蝴蝶邨

蝴蝶灣社區中心1樓107室

電話︰2465	7785

傳真︰2465	9027

學前遊戲小組主任

蘇健婷

fmi_ppg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新Teen地	

(天恒)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恒邨

停車場大樓A翼5樓2號單位

電話︰2673	0345

傳真：2673	0137

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新界元朗公園北路36號 電話：2297	3335

傳真：2297	3977

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天水圍青少年自修室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路6號

天水圍中央公園

電話︰9225	0937

傳真︰2456	9027

行政主任

周芷君

fmi_ao@pokoi.org.hk

緊急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www.pokoi.org.hk(網站)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服務經理

張永祖

wtyaswo1@pokoi.org.hk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服務經理

區彥婷

jccasm2@pokoi.org.hk

教育服務

鄧佩瓊紀念中學 新界元朗朗屏邨 電話︰2474	1576

傳真︰2475	7933

校長

陳京達

tpk-mail@hkedcity.net

陳楷紀念中學 新界沙田隆亨邨 電話︰2604	4118

傳真︰2603	1087

校長

鄭美菁

pohckm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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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董事局資料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九龍將軍澳唐賢里2號 電話︰2246	3221

傳真︰2246	4514

校長

葉樹華

webadmin@pohtyh.edu.hk

陳國威小學 九龍將軍澳尚德邨 電話︰2178	5700

傳真︰2178	5775

校長

蔡婉玲

info@pohckwps.edu.hk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新界元朗朗屏邨

賀屏樓9-14號地下

電話︰2442	0776

傳真︰2473	3456

校長

劉詩敏

cppcic@pokoi.org.hk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藍田廣田邨

廣田商場204室

電話︰2349	1588

傳真︰2349	1374

校長

盧嘉玲

chflic@pokoi.org.hk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

瑞滿樓地下

電話︰2617	3572

傳真︰2617	3413

校長

盧巧藍

ckkic@pokoi.org.hk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邨

翠楣樓地下

電話︰2772	0811

傳真︰2772	0331

校長

梁若明

sscic@pokoi.org.hk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紅磡海逸豪園

23座地下

電話︰2333	3279

傳真︰2356	1820

校長

楊伊琪

ywyic@pokoi.org.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中學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 電話︰2414	5151

傳真︰2415	8226

校長

楊文德

info@lstc.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新界屯門屯利街3號 電話︰2451	2333

傳真︰2618	3120

校長

鄭筱薇

info@mcyos.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新界屯門掃管笏路111號 電話︰2451	0088

傳真︰2451	0022

校長

蔡劍冬

info@mcyoms.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學校

新界元朗朗屏邨第三期 電話︰2474	5566

傳真︰2474	6487

校長

陳志雄

am@yuenlonglst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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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下稱：博愛）承蒙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下

稱：恒地）主席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捐贈位於屯

門藍地福亨村路地塊興建長者安老院舍。為隆重其

事，博愛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舉行「博愛醫院屯

門藍地安老院舍：啟動禮」及長者盆菜宴，並榮幸邀

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

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袁銘輝太平紳士、恒基兆業地

產集團主席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立法會議員暨屯

門區議會主席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太平紳士擔

任主禮嘉賓。啟動禮後，大會隨即舉行長者盆菜宴，

讓六百名長者品嚐佳餚，提早共慶新春。

服務邁向另一里程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致歡迎辭時表示，香港的

人口老化程度日趨嚴重，隨著高齡人口劇增，社會對

長者服務的需求亦隨之增加，博愛將致力發展長者服

務。同時，何主席亦代表博愛醫院董事局同寅，衷心

感謝恒地捐出藍地地塊予博愛，興建全港最大的長者

護養及護理院舍，並非常感謝政府各部門，對項目給

予寶貴的意見和支持。

博愛醫院董事局譚姜美珠候任主席致謝辭則表示「博

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啟動禮」的舉行，正好標

誌著博愛的長者服務邁向另一里程，在未來的日子博

愛可為更多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更全面的護養及護理

服務。

模擬院舍面面觀

非牟利模式營運服務普羅大眾
恒地捐出的地塊位於屯門藍地福亨村路DD一三零，現

階段已逐步訂立興建安老院舍的方案，項目將由社會

福利署（下稱：社署）獎券基金資助興建，博愛以非

牟利模式營運。按目前計劃，項目將興建一座九層高

的院舍，整體樓面面積約三十七萬平方尺，而院舍的

天台亦計劃設計成過萬呎綠化園藝天台，讓長者享用

舒適及開揚的綠色休憩空間。

院舍落成後預計可提供一千四百零五個宿位，當中一

千零六個為持續照顧宿位及三百九十九個為護養服務

宿位，以配合不同程度體弱長者的需要。同時，院

舍會按社署要求安排當中六成為資助位、四成為私家

位，而資助宿位將由社署安排中央輪候冊上的長者入

住，有助縮短長者輪候院舍的時間，私家位服務對象

為普羅大眾。

鑑於居住院舍的體弱長者需要接受多項醫療照顧，院

舍將引進各種醫療服務經驗。按現時設計大綱，本院

已預留空間提供西醫、中醫及牙醫服務，為患病長者

提供多元化醫療服務。

院舍預計最快可望於二零一八年落成，博愛會以「安

在區中‧逸在博愛‧樂在心中」為服務理念，提供廿

四小時全面長者服務，讓他們在綠化舒適的環境中樂

享頤年。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啟動禮



53

博

愛

醫

院

甲

午

年

年

報

特別鳴謝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舉行「博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啟動禮」。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

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及譚姜美珠

候任主席，一起研究博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模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形

容「博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是社

福界長者護理安老院舍的旗艦。

精彩的舞龍醒獅表演，令台上台

下的嘉賓拍案叫絕。

典禮完結後，隨即舉行長者盆菜宴，讓六百名長者品嚐佳餚。

恒地集團主席李兆基博士大紫荊勳賢表示，捐地

予博愛醫院興建香港最大安老院及護理中心，有

助紓緩老人院擠迫及縮短輪候入住時間。

拜神儀式，祈求項目事事順利，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亦誠心上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

士向在場長者派發福袋，場面熱鬧。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及譚姜美珠候任主席代表本院，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向恒地集團主席李兆基

博士大紫荊勳賢致送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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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為博愛醫院董事局籌劃及舉行

多元化公關和籌募活動，增加本院的知名度，令普羅

大眾對本院的服務有更深入的了解，提升機構形象，

獲得社會的認同及支持。

多年來，企業傳訊及籌募部積極聯繫本院與各政府部

門、商業機構及社會團體的溝通及合作，爭取社會

各界對本院的支持，吸納更多合作夥伴，建立良好關

係。同時，本院亦積極爭取各界及企業的贊助，開拓

不同類型的捐款渠道，令博愛服務邁向多元化的發

展，惠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服務內容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統籌董事局活動，並同時統籌

及協助本院屬下各服務單位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此外，本部門負責聯繫全港各大傳媒，協助宣傳本院

善業，並處理各界傳媒、團體機構及市民對本院的查

詢。為了讓社會大眾對博愛多元化的服務有更深入認

識及了解，本部門會定期設計及編撰年報、各類型的

通訊，透過不同的渠道及平台，令社會大眾對博愛有

更深入的了解，發揚博愛精神。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曾拜訪立法會、食物及衞生

局、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醫院管理局、衞生署、

房屋署、社會福利署、懲教署、香港浸會大學、中

聯辦及多個政府部門，還有多區的民政事務處及區

議會，藉此加強彼此的溝通、聯繫及尋求彼此間更多

的合作機會，以獲得更多政府部門的支持。地區工作

上，本院亦積極與圓玄學院、蓬瀛仙館等友好團體合

作，籌辦不同類型的慈善計劃。

為增進與祖國之聯繫及交流，董事局今年繼續聯同多

個本地慈善團體，包括：蓬瀛仙館、仁濟醫院、仁愛

堂、圓玄學院及青松觀，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至十二月三日，舉辦為期四天的訪滬團，拜訪上海市

政府領導、上海市委統戰部、考察上海社區養老服務

項目、上海行政學院講座、上海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

任公司及城隍廟等，從而促進祖國及香港慈善的社會

服務發展。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除負責本院的宣傳工作外，亦肩負

籌募經費的重任，本院在過去一年舉辦過不少籌款活

動，成績理想，包括博愛慈善餐舞會2014、博愛盃、

博愛GOLF慈善賽2014、博愛歡樂傳萬家、博愛武林

大會2015及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等；此外，博

愛單車百萬行今年繼續在昂船洲大橋舉行，並邀得上

海商業銀行冠名贊助，吸引六千五百名單車愛好者參

加，場面熱鬧。以上活動不但得到各界支持，亦蒙傳

媒廣泛報道，增加社會人士對本院善業的認同。展望

未來，本院定將再接再厲，致力向各社會階層推廣「

博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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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按傳統習俗，擇

日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廿六日齊心參拜神農

氏，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參拜過後，

董事局成員隨即到元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

墓，並參觀博愛醫院及多個單位，包括博愛

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博愛醫院元朗商會

極限運動場、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博

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以及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了

解本院服務及單位運作。

董事局活動
參拜神農氏及公墓

何榮添主席率領董事局成員，到元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墓。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參觀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甲午年董事局成員參觀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油尖旺），了解單位日常運作及服務。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參拜神農氏後，到博愛醫院賽馬會

護理安老院探訪長者。

中國民間認為神農氏是醫護和農業的守護神，相傳參拜後會得到神明祝福，

故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亦按傳統習俗，齊心參拜神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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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癸巳年董事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任期屆滿，新一屆甲午年董事局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正式

履新。癸巳甲午年兩屆董事局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博愛醫院癸巳甲午年董

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本院榮幸邀請得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

太平紳士擔任就職典禮的主禮嘉賓。典禮當日，本院更邀得多位官商賢達、本院永遠顧問、名譽顧問等一起見

證重要時刻。

就職典禮圓滿舉行後，本院隨即於晚上舉行甲午年董事局就職晚宴。當晚本院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GBS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SBS,OBE太平紳士蒞臨主禮；此外，著名樂隊C	ALLSTAR亦蒞臨晚

宴，擔任表演嘉賓。

甲午年第六十五屆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

「博愛醫院癸巳甲午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擔任就職典禮主禮嘉賓。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介紹甲午年董事局三十六位成員。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

頒發委任狀予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在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GBS太平紳士監誓下，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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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博愛醫院甲午年就職晚宴上，董事局成員與嘉賓一起祝酒敬賀，場面非常熱鬧。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圖左）、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SBS ,	

OBE太平紳士（圖右）撥冗擔任「博愛醫院甲午年就職晚宴」的主禮嘉賓，並勉勵本院

繼續服務香港，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適切的服務。

充滿活力的	 C	 ALLSTAR	 樂隊，帶來多首節拍強勁、旋

律輕快的歌曲，將晚宴氣氛推向高潮。

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與癸巳年董事局曾耀祥主席，在

台上進行玉璽交接儀式，標誌新一屆董事局正式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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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拜訪單位

2014年6月26日 元朗民政事務處及元朗區議會

2014年7月2日 蓬瀛仙館

為與社會各界保持緊密的聯繫，增進彼此的交流與合

作，吸納更多寶貴的意見，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舉

行多項拜訪活動，與多個政府部門、大學及友好團體

會面，吸納社會各界對本院之寶貴意見和支持。

甲午年董事局拜訪活動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局成員拜訪元朗

民政事務處及元朗

區議會，與民政事

務專員麥震宇太平

紳士、元朗區議會

主席梁志祥議員MH

太平紳士及一眾議

員會面。

博愛醫院甲午年

董事局成員到粉

嶺蓬瀛仙館，拜

訪 洪 少 陵 理 事

長、周自達副理

事長及與多位理

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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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拜訪單位

2014年7月8日 香港浸會大學

2014年7月25日 醫院管理局

2014年7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

2014年8月6日 勞工及福利局暨社會福利署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拜訪香港浸會大學，並獲校

長陳新滋教授接見，參觀大學的電影學院及中醫藥學院。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

局拜訪醫院管理局，

與醫院管理局主席梁

智仁教授SBS ,OBE太

平紳士、行政總裁梁

栢賢醫生太平紳士及

多位長官共晉午餐，

雙方就博愛醫院的服

務和未來發展，互相

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局何榮添主席聯

同一眾副主席及總

理 ， 與 中 央 人 民

政府駐港聯絡辦公

室林武副主任等官

員會面，雙方就兩

地社會狀況及慈善

工作，交流寶貴意

見。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

拜訪勞工及福利局和社

會福利署長官，並與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GBS太平紳士、勞工及

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

蘭太平紳士、署理社會

福利署馮伯欣署長等官

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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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拜訪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

會，並與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劉淦權太平紳士、屯門區議會

副主席梁健文議員BBS,	 MH以及一眾議員，就博愛醫院服

務之未來發展，互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局拜訪教育局，

並 與 教 育 局 局 長

吳克儉SBS太平紳

士、教育局副局長

楊潤雄太平紳士及

多位官員會面，雙

方就博愛醫院屬下

學校之未來發展，

互相交流意見。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局拜訪衞生署署

長陳漢儀醫生太平

紳士、衞生防護中

心總監梁挺雄醫生

太平紳士、衞生署

副署長黎潔廉醫生

太平紳士，以及多

位官員午餐聚會。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 局 拜 訪 房 屋 署

署長應耀康太平紳

士、房屋署副署長

李國榮太平紳士等

官員，雙方就博愛

醫院服務之未來發

展 ， 互 相 交 換 意

見。

日期 拜訪單位

2014年8月8日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
區議會

2014年8月19日 房屋署

2014年8月20日 教育局

2014年8月25日 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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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愛 醫 院 甲 午 年

董 事 局 拜 訪 懲

教 署 單 日 堅 署 長

S B S , C S D S M、懲

教署邱子昭副署長

CSDSM以及多位長

官，並合照留念。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局到訪及參觀立

法會，並與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GBS太

平紳士及多位議員

會面。

日期 拜訪單位

2014年9月1日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及
油尖旺區議會

2014年9月4日 懲教署

2014年10月14日 食物及衞生局

2015年1月12日 立法會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拜訪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太

平紳士、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議員太平紳士及多位議

員，雙方就博愛醫院服務之未來發展，互相交換意見。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

事局拜訪食物及衞

生局局長高永文醫

生BBS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

秘書長(衞生)袁銘

輝太平紳士以及一

眾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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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與祖國之聯繫與交流，了解國家慈善事業的政

策及最新發展情況，香港新界慈善機構包括本院、蓬

瀛仙館、仁濟醫院、仁愛堂、圓玄學院及青松觀，於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舉辦為期四

天的訪滬團，拜訪上海市政府領導、上海市委統戰

部、考察上海社區養老服務項目、上海行政學院講

座、上海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及城隍廟等，從

而促進祖國及香港慈善的社會服務發展。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參與由新界各界慶委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福建省會福州舉

辦的「築夢之旅	 閩港攜手創未來	 新界各界賀國慶六

十五週年福建專列團」。承蒙訪問團榮譽顧問暨中

是次訪滬團乃首次舉辦，並蒙中聯辦協助；為建構友

好平台及支持上海之慈善事業發展，本院捐款支持上

海市慈善基金會—上海眾仁慈善服務中心，以支持當

地社區養老服務，幫助內地有需要之市民。

聯辦林武副主任，高級顧問暨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劉林

部長，帶領五十多位團員，拜訪福建省委于偉國副書

記、鄭曉松副省長等領導，期間更進行友好座談，讓

本院獲益良多。

香港慈善機構聯合訪滬

福州拜訪團

本院參與由新界各界慶委會舉辦、為期三天之「築夢之旅	閩港攜手創未來	新界各界賀國慶六十五

週年福建專列團」。

訪問團榮譽顧問暨中聯辦林武副主任與本院何榮添主

席、彭少衍副主席、吳錦青副主席及簡陳擷霞副主席在

歡迎晚宴中把酒談歡，分享本地善業心得。

香港新界慈善機構包括本院、蓬瀛仙館、仁濟醫院、仁愛堂、圓玄學院及青松觀，於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舉辦為期四天的上海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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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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舉辦「博愛一家」晚宴，讓現屆

董事局成員與歷屆主席總理聚首一堂，聯繫感情。活

動每年設定不同主題，以加強晚宴的吸引力。適逢今

年是歷屆總理聯誼會的六十週年，晚宴特別以「甲子

情緣」為元素，營造氛圍。

「博愛一家2015暨聯誼會60週年」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十日，假沙田賽馬會舉行，本院非常榮幸邀得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

長、民政事務局前局長藍鴻震GBS太平紳士擔任晚宴

為了在新春之際向長者送暖，博愛醫院、圓玄學院及

仁愛堂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九日，假大嶼山香港國際機

場亞洲國際博覽館第二號展館，合辦「傑義風采喜迎

春2015」，邀請逾千名長者一起午宴，品嚐美食佳

餚，並嘉許合辦機構之長者義工，感謝他們在過去一

年的付出。

是次活動榮幸邀得多位社會賢達擔任主禮嘉賓，包

括：義工運動義工總領袖梁唐青儀女士、安老事務

委員會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

GBM,GBS太平紳士、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

的主禮嘉賓，一同見證本院的發展。同場，大會亦祝

賀曾耀祥永遠顧問授勳MH榮耀，場面熱鬧。

BBS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

作部張肖鷹副部長、圓玄學院董事會主席陳國超博士

MH太平紳士、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仁愛堂

董事局吳明珍主席擔任主禮嘉賓，令當日活動生色不

少。

台下氣氛一片歡愉，台上表演亦相當精彩。活動當日

大會特別邀請藝人謝雪心為席上長者獻唱，以音樂與

長者們打成一片，用愛心和行動對長者作出關懷與問

候，並祝願長者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是次活動在

歡欣下圓滿結束。

博愛一家2015

傑義風采喜迎春2015

大會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民政事務局前局長藍鴻震

GBS太平紳士擔任晚宴的主禮嘉賓。

「傑義風采喜迎春」午宴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九

日，假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博覽館圓滿舉行。

主禮嘉賓及台上嘉賓與千名長者濟濟一堂，共慶新春，並頒發嘉許獎予多位

長者義工代表，表揚他們過去一年的努力，以及樂於助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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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籌款活動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15 穿越南灣隧道

踏入第六屆、全港最大型的單車籌款活動博愛單車百萬

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二日在青衣昂船洲大橋盛大舉

行。本院非常榮幸從今屆起，獲上海商業銀行連續三屆

冠名贊助，並名為「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

為增加活動的挑戰性和新鮮感，「上海商業博愛單車

百萬行2015」分設了企業組、個人組、最高籌款獎、

最具創意服飾獎和最具創意單車獎。路線方面，今年

首次加入南灣隧道，參加者從青沙公路出發，先進入

南灣隧道再到昂船洲大橋，至昂船路附近折返，青沙

公路結束，全程約十三公里，沿途近觀美麗的藍巴勒

海峽，遠眺維港一帶明媚風光，景致迷人。

今年的「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繼續邀請著名

藝人任賢齊及謝安琪擔任活動大使，與大家一起「踏

單車，做善事」。此外，為鼓勵更多市民參與善舉，

今年的參加名額增至六千五百人；活動由二零一五年

一月下旬開始接受報名，反應相當熱烈。是次活動籌

得之善款，將撥作發展社會服務，為更多有需要人士

提供適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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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大使任賢齊及謝安琪，連續四年身體力行支持博

愛單車百萬行，為表謝意，本院特別訂造兩幅以宣傳

海報為藍本的拼圖，送予兩人作為紀念禮物。活動大使任賢齊及謝安琪一起踏單車進場，場面熱鬧。

東方體育會足球隊代表葉鴻輝、姚學

文、鄭少偉分享運動心得。

「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廿六日，

假尖沙咀The	Mira酒店舉行新聞發布會。

城中名人齊支持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廿六日，假尖沙咀The	

Mira酒店舉行「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新聞發布

會，主禮嘉賓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

士、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博愛醫院董事局譚

姜美珠侯任主席、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榮智權太平紳

士、上海商業銀行郭錫志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活動

大使任賢齊及謝安琪、東方足球隊代表葉鴻輝、姚學

文、鄭少偉等，一齊支持這個一年一度的大型善舉。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致辭時表示，希望藉此活

動向社會宣揚單車安全的訊息，培養參加者良好的踏

單車態度，讓大家在「零意外」的環境下，安全使用

低碳環保交通工具代步，攜手共創綠色都市。上海商

業銀行郭錫志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則指，上海商業銀

行定當致力透過慈善單車百萬行，推動健康綠色及低

碳環保生活，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在昂船洲大橋踏單車雖令人心曠神怡，惟有不少安全

事項要留意。連續四年擔任活動大使的任賢齊，提醒

參加者踏單車上高架大橋時要注意風向，一旦遇上側

風時，要花更大力氣去控制單車，而落橋時路面傾

斜，大家要注意車速。至於謝安琪則讚嘆橋上風景很

美，邊踏單車邊賞海景是一大樂事，加上今年新增南

灣隧道，故感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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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單車百萬行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破天荒移師

在昂船洲大橋舉行，吸引六千名市民參加。當日早上

七時，一眾政界、商界、演藝界和體育界的嘉賓，包

括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滙豐香港區總

裁馮婉眉、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

士、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活動大使

任賢齊及謝安琪、著名導演林超賢等，齊齊整整，一

起主持起步禮儀式。

回顧2014年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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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慈善餐舞會為本院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今年以

「上海之夜」為主題，締造不一樣的餐舞會。「博愛

慈善餐舞會201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假

香港洲際酒店舉行，本院非常榮幸邀得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並獲上

海商業銀行擔任冠名贊助商。此外，醫院管理局主席

梁智仁教授OBE太平紳士、安老事務委員會陳章明教

授BBS太平紳士、懲教署署長單日堅CSDSM、恒基兆

業地產集團林高演副主席等多位政商界名人亦撥冗蒞

臨。

為切合「上海之夜」的主題，本院從佈置、燈光、裝

飾等多方面花上心思，務求讓每位嘉賓和賓客都能感

受上海情懷。此外，為增添餐舞會的歡樂色彩，本院

於當晚為大家準備連串精彩節目，還邀請著名電台節

目主持曾志豪和葉韻怡擔任大會司儀。

至於表演嘉賓方面，本院請來實力派歌手兼電視藝人

陳明恩，以優美的歌聲唱出多首繞樑動聽的歌曲，包

括：《月亮代表我的心》、《Fly	Me	 To	 The	Moon》

及《畫出彩虹》。此外，國際冠軍魔術師李行齊亦到

場大顯身手，一起為博愛醫院籌募善款，善心滿載。

博愛慈善餐舞會2014

「博愛慈善餐舞會201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

樣子甜美的陳明恩，以優美的歌聲唱出繞樑動聽的懷舊金曲。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林高演副主席大開金口，

以渾厚的歌聲唱出名曲《My	Way》。

「2014香港小姐」冠軍邵佩詩及季軍何艷

娟呼籲場內善長慷慨解囊，踴躍購買「博

愛慈善餐舞會」慈善抽獎券。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太平紳士和太太江孟儀醫生，與博愛醫

院甲午年董事局成員，在台上高唱《博愛是一家》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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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慈善餐舞會201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

國際冠軍魔術師李行齊在短短的十多分鐘，帶

來出神入化的奇幻魔術，令台下嘉賓拍案叫絕。

小提琴家楊宇思博士演奏悅耳的《匈牙利舞曲》

及《Somewhere	In	Time》。

失明少女蕭凱恩自彈自唱《夢中的額吉》及

《I	Dreamed	a	Dream》

湯修齊永遠顧問MH演唱《時日如飛》。

天真可愛的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學生，努力向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高永文醫生伉儷勸銷「博愛慈善餐舞會」慈善抽獎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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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運動與慈善於一身的「博愛GOLF慈善賽2014」，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假惠州棕櫚島高爾夫球

會舉行。本院非常感謝香港中山僑商會為主要慈善單

位、致源國際有限公司、西貢區工商業聯合會為黃金

贊助。

博愛GOLF慈善賽2014

累積過去十年經驗，今年的「博愛GOLF慈善賽」繼續

獲社會各界鼎力支持，並薈萃近百位善長，分設廿一

隊參賽隊伍。為增添活動的樂趣，今年大會繼續分設

隊際總杆、個人淨桿、最遠距離獎、最近球洞獎、一

桿上果嶺獎及一桿進洞獎，讓參賽者切磋球技；是次

賽事籌得之善款，將撥捐予博愛醫院用作發展社會服

務，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博愛GOLF慈善賽2014」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假惠州棕櫚島高爾夫球會舉行。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

認為，「博愛GOLF慈善賽」既可

讓熱愛運動的人士聚首一堂，又可

鼓勵大家共襄善舉，一起推動博愛

的善業發展。

今年的「博愛GOLF慈善賽」獲社會各界鼎力支持，吸引近百位善長參賽。

本院非常感謝主要贊助商香港中山僑商會、黃金贊助商致源國際有限公司及西貢工商業聯合會、

埸地贊助商惠州棕櫚島高爾夫球會、大會服裝贊助商Gary	Tsang	x	Modern	Tailor	Design、禮品贊

助商及各慈善隊伍的支持，讓是次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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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欣賞駿馬馳騁、又可做善事。創辦於一九九四年

的「博愛盃」，為博愛醫院董事局的大型籌款活動，

每年均籌得理想善款，用作發展本院各項服務，幫助

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發揚「博施濟眾‧慈善仁愛」

的精神。

博愛盃慈善聚餐

今年的「博愛盃慈善聚餐」獲董事局主席總理及歷屆

總理聯誼會成員鼎力支持，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四日下

午，假沙田馬場舉行。是次賽事安排於第七場進行，

各參賽馬匹表現勢均力敵，一場激戰後，最終由何澤

堯策騎的馬匹「金珀龍華」勝出，場內場外一片歡欣。

「博愛盃慈善聚餐」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四日下午假沙田馬場舉行。

博愛醫院甲午年董事局何榮添主席代表頒發獎盃予馬主謝國輝。

為增添慈善聚餐的樂趣，大會特別準備遊戲及大抽獎，讓董事局

成員及嘉賓歡度一個難忘週日。 每年的「博愛盃慈善聚餐」定必獲董事局主席總理、歷屆總理聯誼會成員鼎力支持。

今年的「博愛盃」賽事非常緊湊，最後由何澤堯策騎的馬匹「金珀龍華」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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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一年一度的大型慈善籌款活動「博愛歡樂傳萬

家」，一直深受市民及社會大眾的支持，每次均能籌

得理想善款。今年的「博愛歡樂傳萬家」，於二零一

五年三月十四日假將軍澳無綫電視城以直播形式，將

節目即時傳送到全港觀眾眼前。

今年的節目繼續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向大眾推廣博愛

醫院的各項服務。同時，多位演藝界紅星亦積極呼籲

市民踴躍捐輸，協助本院籌募社會服務經費；當中包

括：金牌司儀鄭裕玲，還有鄧梓峰、陳貝兒；歌星及

藝人方面，則請來謝安琪、梁漢文、側田、吳雨霏、

泳兒、鄭俊弘、吳若希、太極、C	AllStar及MR.等。

博愛歡樂傳萬家

此外，今年的「博愛歡樂傳萬家」繼續將深受大眾歡

迎的遊戲節目融入其中，為博愛醫院籌募服務經費；

當中包括一眾青春電視劇《衝線》演員包括沈震軒、

蔡思貝、林夏薇、周志文等，參與以「博愛單車百萬

行」為主題的遊戲環節。遊戲節目內容輕鬆惹笑，刺

激萬分，為本院籌得理想善款。是次活動所籌得的一

分一毫，將會撥捐博愛各項社會服務經費，幫助香港

更多有需要人士。

本院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擔任「博愛歡樂傳萬家」的主禮嘉賓。

上海商業銀行郭錫志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代表上海商業銀行捐款

$2,800,000予博愛醫院，並由何榮添主席及譚姜美珠候任主席代為接受。

培力藥業集團董事陳文綺慧BBS，代表培力藥業集團捐款$1,388,000予博

愛醫院，並由陳李	妮副主席、李鋈發副主席、吳錦青副主席代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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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於本年二月與本院合辦「博愛武林大會2015」，香港中

國國術龍獅總會龍啟明副會長代表捐款$701,655予本院，並由彭少衍副主席、

簡陳擷霞副主席、梁天富總理代為接受。

金牌司儀鄭裕玲與鄧梓峰、陳貝兒一起

為《博愛歡樂傳萬家》籌募善款。

太極樂隊獻唱多首經典金曲，包括

《紅色跑車》及《留住我吧》等。

香港玉器商會主席鄧錦雄博士MH、羅志光會長代表香港玉器商會，捐款$300,000予

博愛醫院，並由何榮添主席、歐倩美總理、李柏成總理代為接受。

謝安琪獻唱經典歌曲，包括《畫出彩虹》、

《祝福》等，為本院籌得不少善款。

國際著名小提琴家姚珏與實力派歌手梁漢文，以嶄新

手法重新演繹《纏綿遊戲》，令觀眾聽出耳油。

電視劇《衝線》演員包括沈震軒、蔡思貝、林夏

薇、周志文等，參與以「博愛單車百萬行」為主

題的遊戲環節。鄭俊弘以新歌《投降吧》呼籲觀眾踴躍捐輸。

何安娜善長捐款$200,000予博愛醫院，並由

譚姜美珠候任主席及方俊文總理代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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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及弘揚中國武術精神、鼓勵全民運動，博愛醫

院與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一

日假香港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攜手合辦「博愛武林

大會2015」。

活動踏入第五屆，參加隊伍依舊踴躍，共吸引四十八

隊武術團體、逾千名參加者一起切磋武藝，宣揚中

國武術「止戈為武」的精神。另外，大會亦安排數百

博愛武林大會2015

位不同年齡的武術人士，一起大耍太極，並有連串精

彩節目，包括：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揮動耀目的

夜光龍、貓頭鷹藝術團大跳性感肚皮舞、中東鼓舞樂

團演奏民族音樂、國際龍形王國祥國術總會表演精湛

的醒獅獻技。是次活動籌得超過港幣七十萬元善款，

為歷年之冠；有關善款將用作發展博愛醫院的社會服

務，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與主禮嘉賓，與逾數百位武術人士大合照，場面熱鬧。

武士刀表演令在場觀眾嘆為觀止。 貓頭鷹藝術團大跳性感肚皮舞，令人目不暇給。

雨傘不但可以遮風擋雨，亦可是練武的

一種工具，宣揚「止戈為武」的精神。
國際龍形王國祥國術總會表演精

湛的醒獅獻技，獲全場掌聲。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揮動的

夜光龍，在黑暗中更覺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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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愛與活力慶回歸 豐盛元朗創無限

派發福袋及嘉年華會

博愛醫院董事局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廿一日，假「博愛

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舉行「『愛與活力慶回歸	

豐盛元朗創無限』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週年活

動」。是次活動蒙元朗區議會贊助，為區內居民及青

為了讓獨居和隱蔽長者都能感受「七一回歸」的熱鬧

氣氛，紮根元朗的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廿九日

舉辦「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年活動	派發福袋

及嘉年華會」。

當日早上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到元朗橫台山，探望一

千位獨居及隱蔽長者，並向他們派發福袋，下午則前

往天水圍天恆邨中央公園，出席嘉年華會活動。會場

內設有多個老少咸宜的攤位遊戲，還有歌舞表演及體

適能測試；同場，本院派發免費贈飲券，邀請居民到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品嚐美味咖啡及參觀

該服務單位。

少年提供一個充滿活力的嘉年華會，藉以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十七週年，並鼓勵市民多與家人溝通，促進社

區互動團結，展現元朗區互助互愛的精神。

老少咸宜的攤位遊戲，吸引許多小朋友參加。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於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夕，向一千位獨居及隱蔽長者派發福袋。

「『愛與活力慶回歸	豐盛元朗創無限』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週年活動」假「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

運動場」舉行，活動榮幸邀得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太平紳士、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	BBS,	MH太

平紳士、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擔任主禮嘉賓。

「元朗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年活動嘉年華會」在天恆邨中央公園舉行，

本院邀得元朗區陸頌雄議員親臨主禮。

嘉年華會內提供多個刺激的攤位遊戲、有趣的手工藝工

作坊、豐富的專題展覽以及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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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天水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全港十八區中，

天水圍是年青人和兒童比率最高的社區，亦是人口

迅速增長的區份。青少年是明日的社會棟樑，應得到

良好的栽培和指導。為此，本院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廿

一日，假天水圍天秀路公園，舉辦「『博愛活力喜羊

羊』嘉年華暨『踏出人生路』活動巡禮」。本院榮幸

邀得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太平紳

士、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立法會議員

「博愛活力喜羊羊」嘉年華暨「踏出人生路」活動巡禮

暨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BBS,MH太平紳士擔任

主禮嘉賓。

當日的活動非常精彩，大會除安排多個緊張有趣的攤

位遊戲、嘆為觀止的才藝表演外，還舉行「博愛好聲

音」青少年歌唱比賽。本院期望藉著比賽能締造一個

平台和機會，讓青少年一展才華，繼而思考人生路

向，並用「音樂」聯繫香港各個階層，推動社會和

諧，為社區及香港貢獻力量。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一日，假天水圍天秀路公園，舉辦「『博愛活力喜羊羊』嘉年華暨『踏出人生路』	活動巡禮」。

廣受青少年歡迎的花式單車，表演者

玩得出神入化，令歡眾嘆為觀止。

場內設有多個緊張有趣的攤位遊戲，

吸引不少青少年參加。

本院期望透過「博愛好聲音」青少年歌唱比賽，

可讓青少年一展才華，繼而思考人生路向。

經過激烈較量後，「博愛好聲音」青少年歌唱

比賽最終由盧淑儀憑《離不開你》奪得冠軍。

大會邀得歌手龍小菌擔任表演

嘉賓，以及歌唱比賽之評判。

除歌唱比賽外，大會亦安排多項精彩表演，

而風格強勁的拉丁舞，則贏得全場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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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在治療後廿六週，每天吸煙量由平均17.9支減

至7.6支，五十二週則為平均17.9支減至8.5支。

接受基本中醫戒煙療程的五個年齡組別中，三十至三

十九歲及四十至四十九歲兩個男女組別的戒煙年齡層

佔的比例最高，當中約四成為女性，反映中醫戒煙療

程較受三十至四十九歲的女性歡迎。分析結果同時與

衞生署指三十至四十九歲女性吸煙比例呈上升趨勢配

合，可見博愛醫院為戒煙者提供適切的戒煙服務。

為改善市民健康，提升生活質素，博愛醫院將繼續推

行有效而安全的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致力實踐無

煙城市；是次新聞發布會邀得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

主席、衞生署控煙辦主管黃宏醫生及中國中醫科學院

教授楊金生教授出席。

博愛醫院中醫戒煙計劃新聞發布會

博愛醫院與衞生署、中國中醫科學院於二零一零年起三

方合作開辦「中醫針灸戒煙計劃」，免費為戒煙者提供

中醫針灸戒煙服務。為了解中醫針灸戒煙計劃之成效，

本院進行中期檢討，採集了二零一二年四月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參與中醫針灸戒煙計劃之戒煙者數據進行分析，

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結果發現參與計劃的1,149人中，總體戒煙成功率（

完成及未完成基本針灸戒煙療程）廿六週為29.9%，

五十二週為24.9%；至於完成整個「基本針灸戒煙療

程」後廿六週之戒煙成功率達41.6%，五十二週為

34.4%。

即使未能成功戒煙，達90%戒煙者在接受療程後，有

效將每日吸煙量降低一半。分析結果指出，戒煙失敗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舉行「博愛醫院中醫戒煙計劃新聞發布會」。

中醫針灸戒煙計劃自推出以

來深受市民歡迎，而接受療

程者亦未見明顯的不良反應

或副作用。

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楊金生

教授解釋，中國中醫科學院提供的

戒煙方案，由博愛中醫師評估、實

施治療，記錄及分析數據。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致辭時表示，院方與衞

生署、中國中醫科學院於二零一零年起三方合作開

辦「中醫針灸戒煙計劃」，免費為戒煙者提供中醫

針灸戒煙服務。

衞生署控煙辦主管黃宏醫生指出，統計

資料顯示三十至三十九歲及四十至四十

九歲女士的吸煙比例呈上升趨勢，而博

愛醫院的中醫針灸戒煙計劃為此兩組年

齡組別的女士提供了有效的戒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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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籌募及推廣部主要為機構廣籌善款及宣揚博愛服務社

會的精神，將「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推廣至

全港各區，從而喚起廣大市民對博愛的認識及支持。

本部門於本年度舉辦多項籌款活動，如「賣旗日」、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發行慈善獎券」、「慈

善義賣」、「分區籌款晚會」、「金曲楝住唱」、

「慈善戲曲夜」、「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及「博愛

慈善文物行」等籌款活動。

賣旗日
為籌募社會服務經費，本院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二零

一四年八月十三日舉行九龍區賣旗日，厚蒙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恒生銀行及東亞銀行鼎力襄助，除撥借分

行供本院設置旗袋收集站外，更協助本院點算旗袋善

款。此外，各社區團體、長者中心、中小學校、幼稚

園、本院屬下學校之師生及服務單位之員工、義工在

當日暴雨天氣下，仍熱心參與賣旗活動，本院在此衷

心感謝各位踴躍參與！

衷心感謝義工們的參與。 親子義工隊無懼風雨齊齊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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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推廣部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博愛月是博愛醫院每年一度的全港性大型籌款活動，

活動為期七個月。本年度，博愛月籌款由二零一四年

八月廿三日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廿六日舉行。博愛月活

動十分多元化，包括發行十元慈善獎券、慈善義賣、

上門募捐、分區籌款晚宴、慈善金曲夜、粵曲晚會

等。博愛月能夠順利舉行，承蒙社會福利署、香港房

屋委員會、民政事務總署、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衞生

署、警務處及政府多個部門的通力協助，並得到十八

區超過百多個屋邨、屋苑、社團、商號及社會各界熱

心人士鼎力支持及協助。

博愛月開幕典禮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廿一日假九龍紅磡

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本院很榮幸邀得消防處黎文軒

處長伉儷FSDSM、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太平紳

士、懲教署胡英明助理署長、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

區福利專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

副部長、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議員SBS,MH、葵青區

議會主席方平議員BBS太平紳士、沙田區議會主席何

厚祥議員BBS,MH蒞臨主禮，令開幕典禮生色不少。

演藝名人梁舜燕、黃韻材、李浩

群、李文標獲委任為博愛月之星。

演藝名人羅蘭、謝雪心、胡楓

獲委任為博愛慈善大使。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與譚

姜美珠候任主席，在會計師代表

監票下主持慈善獎券抽獎。

博愛月開幕典禮上眾嘉賓合照留念。

博愛大發奶茶義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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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頒獎典禮暨慶功宴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廿六日假

座九龍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以銘謝各協助博愛

月籌款之各屋邨、屋苑及團體，本院當晚邀得立法會

議員暨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BBS,MH太平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懲教

署鄧秉明助理處長（更生事務）、元朗民政事務處黃

智華助理專員、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

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議員SBS,MH、油尖旺區議會主

席鍾港武議員太平紳士、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議

員BBS,MH太平紳士、房屋署趙伯龍元朗區高級房屋事

務經理親臨主禮，並頒發博愛月十大慈善最高籌款獎

項予得獎屋邨團體，以示表揚及感謝。

博愛月十大最高慈善屋邨團體獎 - 冠軍

博愛月十大最高慈善屋邨團體獎 - 亞軍 博愛月十大最高慈善屋邨團體獎 - 季軍

董事局成員落力地勸捐。	 佛誕慈善義賣。

元朗商會/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祥華賢毅社/葉曜丞議員辦事處逄吉、模範、榮基、華盛街坊互助會/元朗婦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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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推廣部

博愛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
博愛醫院與元朗商會及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於二

零一五年一月八日至三月九日期間聯合舉辦一年一度

最具傳統性的「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籌款活動，並

於一月八日上午假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舉行起步禮，當日邀得立法會議員暨元朗區議會主席

梁志祥BBS,MH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

博愛慈善文物行
為籌募緊急援助金經費，博愛醫院與廈村區居民協會

攜手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辦「博愛慈善文物

行」籌款活動，當天早上假元朗劇院舉行開步禮，二

利專員及元朗民政事務處蔡松霖助理專員擔任起步禮

主禮嘉賓，令場面生色不少。

街坊年捐以沿門勸捐及慈善義賣為主，沿門勸捐範圍

包括元朗市、流浮山、藍地、洪水橋、錦田及新田，

主要向各商戶進行善款募集，各商戶反應熱烈。

眾嘉賓主持起步禮鳴炮開展儀式。

眾嘉賓齊齊主持步行開步禮儀式。

一眾義工為「街坊年捐」義賣風車及飾

品，街坊老少齊支持！

主禮嘉賓社會福利署林偉葉元朗區福利專員與董事

局成員頒發感謝狀予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

主禮嘉賓立法會議員暨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BBS,	MH太

平紳士與董事局成員頒發感謝狀予元朗商會。

千名參加者浩浩蕩蕩由元朗出發、途經法定古蹟廈村

鄧氏宗祠，並參與中午設在終點站「香港國際少林文

化中心」之閉幕禮暨盤菜宴，一享家鄉特色盆菜，同

時欣賞歌星精彩的表演，氣氛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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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籌募及推廣部將繼續與各屋邨團體、各大

社團、地區人士及政府部門保持緊密的聯繫及溝通，

促進彼此互動，務求各界人士繼續響應支持機構的籌

款活動，使籌募的層面得以延展。

籌募及推廣部定時緊貼市場的動態，不時進行活動檢

討，除將恒常的籌款活動舉辦得有聲有色外，更銳意

將嶄新的籌款活動，逐漸演變為恒常活動，如「博愛

慈善文物行」已踏入第三年，活動結合元朗區古蹟文

物元素，每年開拓不同步行路線，讓參加者在做善事

之餘，認識地區的傳統文化特色。本部工作使命是將

有限的資源，成就無限的多項籌款活動，籌募更多的

善款為社會服務建設出一分力。

董事局成員參觀位於終點站附近之靈渡寺古蹟。參加者在終點站香港國際少林文化中心品嚐豐富的盆菜宴。

活動當天風和日麗，參加者輕鬆步行。荔灣美孚街坊會全力支持「博愛慈善文物行」。

走畢全程，參加者均可獲發證書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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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院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創立於一九一九年，並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加

入醫院管理局。醫院經過不斷的擴建和改善，現設有病

床約五百六十張，當中九十張為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

的病床（數據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博愛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	 何榮添博士

委員:	 高拔陞醫生

	 楊諦岡醫生*

	 陳李		妮女士

	 林建康先生,MH

	 彭少衍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曾耀祥先生,MH

	 王惠棋先生,	MH

	 葉曜丞先生,	MH

	 陳記煊先生

	 莊文煜醫生

	 蔡映媚女士

	 黃煒鈴女士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

(二) 醫院發展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廿九日增設老人科日間醫

院服務，以提升醫院對年長病人的復康治療。老人科

日間醫院服務由跨部門專業團隊包括：老人科醫生、

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營養師、言語治療

師、足部治療師、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義肢及矯形

師負責提供，並每日為三十位居住於元朗區的年長病

人進行綜合復康治療；此外，老人科亦設有離院長者

綜合支援計劃，為病人離院後的社區照顧作出跟進。

老人科日間醫院內的復康設施	。

醫院本著「博愛精神、醫護市民」的宗旨，為元朗、

天水圍及鄰近地區的居民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



84

Pok O
i H

osp
ital A

n
n

ual Rep
ort 2014 - 2015

另外，博愛醫院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廿六日開設醫院

管理局轄下全港第三所全「關節置換中心」，並由新

界西醫院聯網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及跨部門專業護

理團隊提供手術服務及有關術後的復康治療。

為應付新界西對泌尿科服務與日俱增的醫療需求，博

愛醫院日間泌尿科服務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正式

啟用，為更多泌尿科病人提供服務包括泌尿動力學

檢查、間歇導尿指導護理診所、排尿功能評估護理診

所、膀胱功能障礙護理診所、前列腺刺穿活組織檢查

及血尿醫生評估診所等。此外，外科傷口專科護理診

所和術前檢查服務亦集中在同一病房提供服務，藉此

配合各項專職醫療服務，提供優質及專業的綜合外科

醫療和護理。

(三) 臨床部門
1. 專科門診服務

	 專科門診提供多元化的分科診治服務，包括內科

及老人科、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外科、婦

科、兒童及青少年科（糖尿專科、風濕專科）、

家庭醫學科、耳鼻喉科、眼科及乳腺專科等。

2. 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部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目標是提供高質素、以人為

本、有成效及安全的全人治療。服務範圍包括:

	 提供慢性疾病如糖尿、高血壓及心臟病等治療；

	 家庭醫學（內科、糖尿科及婦科）分流診所為患

者及早診治；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適切的心理輔

導及治療，促進心理健康。

	 鑑於社區對家庭醫學基層醫療需求的增長，部門

在過去幾年也相應增加了門診服務。家庭醫學專

科門診全年的求診總人次，由二零零三年的7,000

人次增加至二零一四年的32,254人次，約佔全院

專科門診求診總人次的41%。

3. 住院服務

	 住院服務共提供約五百六十張病床，服務單位包

括：內科及老人科病房、急症科病房、綜合專科

博愛醫院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增設的全關節置換中心，圖為住院病房。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增加病房及病床，以配合區內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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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服務

除以上臨床部門外，醫院亦設有以下部門/單位：

‧ 24小時急症服務

‧ 內科及老人科部

‧ 新界西糖尿病中心

‧ 深切治療部/心臟深切治療部

‧ 外科服務

‧ 手術室

‧ 新界西乳腺專科中心

‧ 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

‧ 護理部

‧ 中央消毒及無菌物品供應部

‧ 放射科

‧ 病理學部

‧ 藥劑部

‧ 物理治療部

‧ 職業治療部

‧ 義肢及矯形部

‧ 言語治療部

‧ 營養部

‧ 足病診療部

‧ 醫務社會工作部

‧ 心理行為健康部

‧ 精神科社康服務

‧ 社區護理服務

‧ 社區健康中心

‧ 慧洪康護診所

‧ 朗悅中心

‧ 天主教牧靈部

‧ 基督教院牧部

‧ 病人聯絡中心

‧ 行政事務部

‧ 財務部

其他服務

博愛醫院服務資料
如欲獲悉更多博愛醫院的詳細資料，歡迎瀏覽

本院網頁www.ha.org.hk/poh。

病房、深切治療部/心臟深切治療部、日間病房、

日間婦科中心、日間外科服務、全關節置換中心

及田家炳護養院病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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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除提供綜合專科病房，部門轄下之

單位亦包括日間外科服務、博愛日間診療中心及

日間手術中心。

	 	

		 ‧	 博愛日間診療中心

	 	 博愛日間診療中心提供各類型檢查及專科診治	

	 服務，其綜合專科單位包括慧妍雅集日間婦科	

	 中心、日間手術中心、日間病房、術前檢查服	

	 務部、傷口專科診所、內視鏡組及心腦電檢部	

	 等。

	 ‧	 日間手術中心	

	 	 博愛醫院日間手術中心為病人提供一站式術	

	 前、手術及術後護理服務，包括有關矯形及創	

	 傷科（骨科）、外科、泌尿科、整形外科、耳	

	 鼻喉科、腦外科及婦科之局部麻醉手術。

(四) 展望
展望未來，博愛醫院將透過增設病床、專科門診節

數、手術室節數以減低病人的輪候時間，使更多病人

受惠。同時，醫院亦會繼續透過醫院認證計劃，持續

改善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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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於一九一九年創立，一直扮演著元朗地區醫

院的重要角色，至今已有九十六年歷史。多年來，本

院致力提供多項社會服務，包括中西醫療、牙科、護

養院、安老院、長者中心、兒童及家庭服務、青少年

服務、單身人士宿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服務，而

有關服務均廣受市民歡迎。

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轄下設有兩間牙科診所，分別位於元朗及觀

塘區，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優質全面的

牙科診療服務。此外，本院三隊牙科外展隊自二零一

一年四月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助推行為期三年半的

「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

劃」，至二零一四年九月計劃正式完結。自二零一四

年十月起，由衞生署資助的恆常化「長者牙科外展服

務計劃」取代先導計劃。博愛醫院作為「長者牙科外

展服務計劃」的參與機構之一，轄下兩隊牙科外展隊

為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之指定安老院舍、盲人

安老院、護養院及日間護理中心內年滿六十歲或以上

的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查、跟進治療及口腔健

康教育等活動。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已開始為市民提供中醫診

療服務，近年更致力落實一系列的中醫服務發展計

劃，除開辦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更與醫院管理局及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營辦中醫臨床教研

中心，提供專業和優質的中醫服務。

本院中醫服務發展至今已有三間中醫教研中心、五間

綜合診所、二十部流動醫療車、一間針灸專科中心、

一間社區中醫診所及一間社區健康中心，致力為市民

大眾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藥服務。二零一四年四月至

二零一五年二月本院診症人次已突破44萬；秉承博愛

精神和中醫服務目標，本院於過去十一個月，為貧苦

人士及弱勢社群提供中醫藥優惠近26萬人次(佔整體服

務人次約60%)。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回應社區需求，本院中醫服務持續

發展，除為市民提供優質的中醫藥服務外，亦為社會

培訓更多中醫藥界的人才，本院每年投放近百萬於中

醫或中藥的人才培訓。本院所有中醫師均受規範化的

教育和具多年臨床經驗。擁有博士及碩士學位之中醫

師按年遞增。

社會服務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四所護理安老院，分別為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資助位及私家位)、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老院，合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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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屯門護養院，主要為因健康及身體功能嚴

重缺損而需要定期接受醫療護理的長者，提供全面及

持續的護理照顧住宿服務。

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安老院正

為84位長者提供療養照顧服務，同時，為應付日漸增

加之認知障礙症服務需求，各院舍亦向123名認知障

礙症長者提供包括現實導向訓練、感官治療及懷緬治

療等治療服務，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的衰退。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

中醫服務 服務人次

內科 284,880

針灸 133,948

骨傷 12,701

戒煙 9,283

其他 22

整體總計 440,834

牙科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牙科診所 2 5,393

牙科外展隊 2 7,137

整體總計 4 12,530

中醫服務

人次分佈

服務人次

正價人次 181,998

優惠人次 258,836

整體總計 44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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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元朗)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	

(藍田)

朱國京夫人紀念

幼稚園幼兒中心

(天水圍)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觀塘)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幼兒中心

(紅磡)

教職員人數 20 19 23 15 14

學生人數 109 112 112 100 114

整體總計 129 131 135 115 128

長者中心名稱 會員人數 登記義工人數 過去一年服務人次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2,235 792 144,426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1,104 106 50,640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712 100 75,237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68 — 1,088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長者	:	473 長者	:	107 長者	:	14,775

青少年	:	489 青少年	:	236 青少年	:	781

義工	:	925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812 198 11,608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727 79 6,980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元朗) 65 5 1,723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25 19 4,769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12 —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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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一間中學、三間小學。

護理安老院 

長者中心 

青少年服務 

中學教育 

小學教育 

學前教育  

兒童及家庭服務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截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截至2015年2月 *	統計資料：2014年4月截至2015年2月

單位名稱 宿位數目 入住人數	 辦理入住人數 入住率

屯門護養院 216 209 7 97%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 165 162 3 98%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位) 48 48 0 100%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156 150 6 96%

楊晋培護理安老院 140 138 2 99%

戴均護理安老院 109 107 2 98%

整體總計 834 814 20 98%

中學學校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初中一 初中二 初中三 高中一 高中二 高中三 總數

鄧佩瓊紀念中學 99 129 132 140 138 167 176 882

陳楷紀念中學 100 131 124 132 122 155 165 829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91 132 134 139 131 114 110 760

小學學校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陳國威小學 42 76 76 50 52 48 48 350

兒童及家庭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0 206,740

青少年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3 26,153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服務單位 住宿人次

整體總計 1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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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一九年創立至今，博愛醫院中醫服務在董事局

支持和領導下，近年迅速發展及步入多元化。至二零

一四年，中醫服務單位增至三十一個，當中包括：三

間中醫教研中心、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二十部中

醫流動醫療車、一間中醫針灸專科中心、一間社區中

醫診所及一間社區健康中心。服務類別涵蓋各階層市

民所需，預計本年度服務人次達五十萬。

三間中醫教研中心
在博愛醫院董事局、醫院管理局及相關大學中醫學院

的支持和指導下，本院繼續營辦集「醫、教、研」

特色的中醫教研中心。憑藉各員工同心同德，群策群

力，三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服務得以鞏固及持續發展：

‧	 本年度整體普通科綜援免費名額超過30%

‧	 博愛醫院董事局為有需要人士額外提供優惠（綜

援、長者和腫瘤科）超過	31%

‧	 全年服務人次預計超過十七萬三千

數據反映服務切實滿足弱勢社群對中醫藥優惠的需

求，並有效紓緩公營醫療系統所承擔的壓力。

此外，三間中醫教研中心亦積極與醫院管理局屬下醫

院聯網及地區團體合作，不斷擴展不同範疇的醫療服

務和教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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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團隊憑專業服務態度，在區內建立良好口碑，求診

者漸眾，開辦八年以來，服務人次已超過四十萬。由

於服務需求不斷增加，出現供不應求情況，中心遂於

二零一四年五月進行內部裝修，增建一間治療室，以

增加服務供應，盡量縮短病人輪候時間。

教研中心於二零零九年開始展開外展服務，配備一輛

經改裝之客貨車，運送醫師、治療器材及藥物到基

層社區、院舍及醫院，為病人提供一站式的中醫診療

服務，使不便於行的病人也可獲得專業可靠的中醫服

務。此外，教研中心亦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校外進修學院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實習基地，多

年來提供不少學習機會予年青醫師及配藥員，培育業

界新力軍。同時，中心亦與不同社區團體合作，定期

舉辦各類中醫專題講座及課程，以進行中醫科普教

育，向巿民及對中醫知識有興趣之人士灌輸正確中醫

知識，介紹治病及養生方法。
本院中醫部醫師為病人進行診症。

針灸對治療各種痛症、中風後遺

症、面癱、小兒多動症、經痛等

多種疾病均有良好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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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沙田）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沙田）與

醫院管理局中醫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沙田醫

院、屯門醫院和其他中醫教研中心合力開展「針灸治

療中風病人吞咽困難」大型臨床研究，期望能驗證針

灸對中風病人吞咽困難的療效。另外，以腹針治療頸

部疼痛的科研項目亦已順利獲得醫院管理局和新界東

聯網倫理道德委員會的通過，成為中心的第二個科研

項目，致力為中醫提供更多的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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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開始營運至今，年度求診人次倍

增，服務質素獲市民認可。中心除提供長者、腫瘤科

病人及特約團體優惠外，亦接納醫療券計劃使用者。

從二零一四年初開始，來自廣西中醫藥大學的兩位婦

科和針灸科專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受訓回港的骨

傷科高級醫師亦相繼於中心駐診，大大增強了中心的

中醫團隊實力。

中心與伊利沙伯醫院痛症專科中心合作，定期於日間專

科中心設立中西醫會診服務，為長期痛症患者提供中醫

針灸及藥物治療。同時，中心亦增設為癌症紓緩治療病

人及中風病人提供門診及住院外展中醫治療服務。

為幫助更多有需要的長者，中心為多個地區之護老院

舍，提供針灸及內科外展服務，令行動不便的長者可

以接受中醫到診治療服務。此外，中心亦貫徹與不同

慈善團體、政府部門及地區組織合作之理念，定期舉

辦中醫專題講座及義診，加強普羅市民對中醫藥保健

的認識。

中西醫協作服務
本院屬下三間中醫教研中心與所屬醫院管理局醫院聯

網內的西醫，一直保持緊密合作，分別參與於新界

西、新界東及九龍中醫院聯網成立之「中西醫協作」

會議，與醫院之行政人員及聯網內之其他中醫教研中

心，一同討論中西醫協作治療及發展相關的臨床計

劃，制定轉介中醫外展服務的流程及表格，統一針灸

治療記錄文件，提供有規範之門診及住院外展中醫治

療服務等。本院期望明年能加強利用中西醫協作的優

勢，為病人提供更適切的中醫治療服務。

繼往開來，中醫教研中心會繼續秉持精誠醫術和仁厚

醫德，以實證為本，務實擴展中醫專科服務，加強培

訓中醫藥專才，發展並適切落實中西醫協作治療方

案，服務社群。

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環境整齊舒適。

醫師利用中醫骨傷科手

法，為病人進行治療。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配套完善，可進行針刺治

療、電針治療、艾灸治療、拔罐治療、手法

治療、外敷藥物等多種療法，為病人提供綜

合性中醫診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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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本院自二零零四年起先後開設了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

所，分別位於太古、華富、天水圍、青衣及長洲，為

巿民提供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服務。各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均紮根社區，配套完善，可進行針刺治療、

電針治療、艾灸治療、拔罐治療、手法治療、外敷藥

物等多種療法，為病人提供綜合性中醫診療服務。各

診所診療環境舒適，由具經驗之註冊中醫師駐診，服

務專業可靠，而且價錢大眾化，並為長者及綜援人士

提供醫藥優惠，多年來服務深得地區人士及廣大巿民

支持。

由於不少診所已開業十年，部份設施開始老化，本院

亦安排診所進行翻新工作。二零一三年本院為天水圍

診所進行翻新工程，新增診症室及治療室。翻新後，

診所不但環境更舒適優美，內部更分設不同區域，為

病人提供診症與治療服務，增加病人私隱的保障。此

外，本院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初，安排太古診所進行內

部裝修，繼續優化診療環境，讓病人有更理想的診療

體驗。

二十部中醫流動醫療車
博愛醫院的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於二零零五年成立，

在董事局的規劃和指導下，至今已發展成一支擁有二

十部流動醫療車的車隊，服務拓展到港九新界各區，

服務地點超過一百個，是目前全港規模最大的流動中

醫服務單位。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深受市民和社區歡

迎，預計本年度的服務人次超過十六萬。

展望未來，博愛仍然堅守作為善團的社會責任，中醫

流動醫療車會繼續為廣大市民提供普通科免收診金優

惠。同時，本院將繼續秉承「博施濟眾‧慈善仁愛」

的宗旨，努力為市民提供專業優質的中醫藥服務，惠

澤社群。

博愛醫院中醫針灸專科中心
於二零一二年成立的「博愛醫院中醫針灸專科中心」

，除提供一般中醫治療，還努力推廣具有特色的治療

項目，包括：脫髮、暗瘡、久咳、色斑、體重控制和

保健調理。由資深中醫師駐診，提供中醫針灸、現代

化中醫中藥診療服務及中藥顆粒配藥。此外，為配合

銅鑼灣地區的上班人士需要，中心夜診服務延至晚上

八時，致力為市民提供高質素的中醫專科服務。

博愛醫院社區中醫診所（坪石）
一直以來，基層中醫醫療網絡是博愛中醫的特色，深

受國家和政府的肯定和讚許，切實解決基層市民的醫

藥需求。有見及此，博愛醫院董事局一致通過，擴大

坪石邨博愛醫院社區中醫診所的規模，增加一個三百

三十平方呎的綜合治療診室，更附設免費中醫戒煙服

務和每星期兩晚的夜診服務，為社區居民提供便捷優

質的中醫藥服務，回饋居民對博愛醫院的支持。

中醫診所設備完善，提升服務質素。 本院醫師參與社區活動，提供中醫諮詢和義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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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博愛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自二零一零年起博愛醫院與衞生署、中國中醫科學院

合作開展「中醫針灸戒煙計劃」，至今戒煙服務已經

拓展至廿八間流動及固定中醫診所，覆蓋港九新界超

過一百個地點，已累積為超過五千三百名吸煙者，提

供超過四萬人次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為增加市民對中醫針灸戒煙服務的認識，本院與衞生

署控煙辦公室和中國中醫科學院合作，舉辦「中醫針

灸戒煙新聞發布會」；是次發布會採集了二零一二年

四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參與中醫針灸戒煙計劃之戒

煙者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參與計劃的1,149中，

完成「基本針灸戒煙療程」後廿六週之戒煙成功率為

41.6%，五十二週為34.4%。此外，即使未能成功戒

煙，達90%戒煙者在接受療程後，有效將每日吸煙量

減少一半。

中醫針灸是有效而安全的戒煙方法，並受戒煙者歡

迎，效果良好。博愛醫院將繼續推行有效而安全的免

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致力實踐無煙城市。博愛免費

戒煙熱線：2607	1222。

博愛中醫藥材中央藥庫
為使藥材質量得到保障，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三年開始

設立藥材中央藥庫，由專業中藥師負責藥材採購及驗

收，再物流往各診所配發給病人，以增加藥物質量的

穩定性。同時，本院亦改善中醫藥事故通報及風險管

理機制，每年定期進行「藥房運作」及「配藥流程」

巡查，確保藥物質素及配藥流程合符準則。

服務質素監控及風險管理
為貫徹本院中醫「服務為本、病人為先」的理念和宗

旨，持續改善服務質素，提升專業水平，本院於二零

一三年成立多個服務質素監察小組。監察小組於同年

十月至翌年三月期間，到三十一間博愛中醫服務單位

進行多項巡查及審核。其中「臨床質素監察」小組，

由資深醫師負責進行臨床巡查及擔任評審，確保醫療

本院與中國中醫科學院和控煙辦公室，聯合舉行的戒煙新聞發布會圓滿成功。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文明副局長到本院參觀和

指導，充份肯定博愛對中醫藥發展的貢獻。

博愛醫院醫療委員會彭少衍主席，為成功戒煙者頒發證書。

質素符合標準。小組成員共對七十五位醫師進行抽

查，內容包括病歷記錄及臨床突擊檢查。巡查結果

發現大部份醫師臨床表現理想及符合規範，能細心聆

聽病人需求，並以專業認真的態度為病人診治。另

外，對「診所運作」、「感染控制」及「防火設備及

安全」等，亦進行每年例行巡察。小組會提出改善建

議，讓各單位參考及改進，務求精益求精。

除此之外，本院亦委託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二

零一四年六月完成了一項對中醫服務政策、質素、流

程及管理等之內審調查，審閱了相關之服務守則、文

件及記錄。審查結果不但對本院中醫服務監察管理之

嚴謹性作出肯定，亦提出了可持續改善之方案供本院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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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特別事工

中醫服務全體員工退修培訓
為促進各單位員工之間的了解與溝通、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提升效益，中醫服務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在烏溪

沙青年新村舉辦了全體員工退修培訓活動。當日共有

一百八十七名員工出席，並得到董事局何榮添主席及

鄺國光總幹事到場支持。活動當日，管理層就中醫服

務進行了回顧及展望，服務質素監察工作小組對二零

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度巡查作出匯報，而出席的員工

亦就服務質素與溝通技巧方面，積極分享經驗，並作

出寶貴的交流總結。

廣西拜訪參觀交流活動
為加強聯繫國內醫療機關及學術單位，促進中港專業

交流合作，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及總理率領

代表團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前往拜訪廣西中醫藥大學及

附屬醫院，進行交流學習，探討磋商合作發展及提升

中醫專業水平；交流團亦參觀農本方藥廠廠房，考察

藥物生產程序及操作過程，了解藥材鑑定及藥物檢測

標準。此外，本院亦安排醫師到廣西中醫藥大學進行

小兒推拿專科培訓，持續改善臨床質素並研究發展專

科服務。

台灣中醫藥文化之旅
為確保博愛中醫的持續發展，加強與中醫藥業界的聯

絡，中醫服務部在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及總理的帶領

下，於二零一四年十月組成了代表團，從台北經台

中，再到台南和高雄，拜訪了勝昌制藥、順天堂制

藥、華佗扶元堂、中國中醫藥大學和義大醫院中醫部

等不同類型的機構，親身感受台灣中醫藥發展頗為完

善的一面，學習和吸取行業的寶貴經驗，尤其是中藥

的製造工藝和管理標準。是次行程有助成員認識台灣

中醫藥教育和多元化服務的特色，在不斷學習的基礎

上拓展視野，建立和完善中醫藥網絡，促進日後本院

中醫服務的多元化發展。

退修營歷奇活動	─	信任天梯，提升

同事之間的互相信任及扶持。

博愛董醫院事局主席及總理組成代表團，參

觀台灣中國中醫藥大學作訪問學術交流。

博愛醫院中醫服務部全體員工，參加退修營大合照。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及總

理率領代表團，往廣西中醫藥大學

作訪問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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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現設有兩間牙科診所及兩隊牙科外展隊，致

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優質全面的牙科診療服

務。

牙科診所
博愛醫院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在觀塘開設首間牙科診

所，二零一四年一月在元朗開設第二間牙科診所。兩

間診所致力為社區人士服務，提供專業的牙科診療，

包括：口腔檢查、洗牙、補牙、脫牙、根管治療、鑲

牙、植牙及矯齒服務等。

本院牙科診所除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各種優惠（如「博

愛醫院牙科服務援助金」津貼等）外，同時亦為社會

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認可的牙

科診所，為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牙科診療。為方便長

者，本院牙科診所已接受七十歲或以上人士，使用醫

療券以支付牙科治療費用。

鑑於市民大眾對牙齒及口腔護理的服務需求愈見殷

切，除一般的口腔治療項目外，本院牙科服務還致力

擴展牙科治療的範疇，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得到優質及

多元化的牙科治療。

博愛醫院牙科服務由二零一五年起，增設植牙及矯齒

服務。植牙方面，本院邀得專科醫生為本院牙科診所

提供到診的專科植牙服務，至於矯齒方面，本院除提

供傳統固定矯齒外，求診者還可選擇透明活動式的宜

可麗（eCligner）矯齒治療，以滿足不同人士的需要。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元朗)已投入服務一年，深得元朗區市民的支持。 兩間診所致力為社區人士服務，提供專業的牙科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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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外展服務
博愛醫院自二零一一年起，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助

及推展為期三年半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

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期間，本院牙科外展服務

已為超過九十間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提供基

礎牙科診療服務，服務人次超過二萬。另外，在口腔

健康教育方面，本院為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

家屬及護理人員舉辦近三百個講座及工作坊，積極推

廣口腔健康教育。

因應為期三年半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

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於本年度屆滿，為積極回應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

二十二日舉行的「

香港國際牙科博覽

暨研討會」，行政

長官梁振英大紫荊

勳賢，GBS太平紳

士向博愛醫院頒發

「 院 舍 及 日 間 護

理中心長者基礎牙

科外展服務先導計

劃」證書，並由博

愛醫院董事局何榮

添主席代為接受，

以表揚本院在改善

長者口腔健康方面

所作出的努力。

行政長官向本院頒發證書

院舍長者對牙科服務的需求，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

已轉為恆常計劃，本院由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起，參

與由衞生署資助及負責監管的「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

劃」。

作為「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的參與機構之一，博

愛醫院會負責為元朗、屯門、荃灣及葵青區指定安老

院舍、盲人安老院、護養院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內年

滿六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查、跟進

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如長者獲牙科醫生確認

需要接受進一步牙科治療，本院會為長者提供免費到

診治療、或轉介至本院牙科診所，作進一步跟進治療。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從行政長官梁振英大紫荊勳賢，GBS太平紳士手

中，領取「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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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

口腔健康推廣
在過去一年，博愛醫院牙科服務積極推動社區人士對

口腔健康的關注，包括舉行口腔健康講座及口腔檢查

等；同時，本院的牙科醫生亦應不同的團體或單位邀

請，如電視節目、電台、學校、長者中心、弱能人士

宿舍及職業發展中心等，宣揚口腔護理的知識。此

外，本院牙科服務亦參與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職場

師友計劃」，安排兩名同學到博愛醫院牙科診所（元

朗）進行工作體驗培訓。

為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口腔護理常識，博愛醫院牙科

服務於本年度與一所中學聯合舉辦「『齒』生有你樂

盈盈計劃」。是項活動之目的，是向中一學生灌輸

「預防勝於治療」的口腔護理概念，及提醒定期進行

口腔檢查的重要性。

計劃內容包括為該校的中一學生，提供免費口腔護理

講座、口腔檢查，及透過隨機抽樣的方式，邀請參

學生正接受由本院牙科醫生提供實地的口腔檢查。

中學生全情投入地參與牙科小遊戲，練習如何正確地使用牙線。

長者中心的老友記反應敏捷，爭相搶答本院牙科醫生的提問。

本院牙科醫生應《善報》邀請，於節目中

與聽眾分享有關植牙治療等知識。

博愛醫院牙科醫生應《快樂長門人》邀請，於節目中分

享有關鑲假牙的方法及假牙護理等知識。

與活動當中的五十名中一級學生，進行第二次口腔檢

查。接受樣本檢查的學生，會進行「配對樣本平均值

測試」，以量度他們在接受教育活動前後的口腔健康

衛生指數。結果顯示，學生在接受口腔健康教育後，

其口腔健康有明顯的改善。是次活動反應正面，為本

院推廣口腔健康踏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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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服務

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四所護理安老院，分別為賽馬會護

理安老院（資助位及私家位）、陳馮曼玲護理安老

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老院，合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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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安老院正

為95位長者提供療養照顧服務；同時，為應付日漸增

加之認知障礙症服務需求，各院舍亦向155名認知障

礙症長者提供包括現實導向訓練、感官治療及懷緬治

療等治療服務，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的衰退，進一

步實踐「老有所屬」及「持續照顧」的理念。

服務方向
本院秉承着使長者生活富尊嚴、自主和快樂地安享晚

年的信念，除積極推展義工服務外，亦透過引入多元

化服務、設備提升及專業培訓，為長者提供全面照顧。

提供多元化活動  加添生活新姿彩
為了讓院友的院舍生活增添姿彩和趣味，本院多年來

不斷在活動的意念上尋求創新及多元化。今年四所院

舍再共同合辦「耆才運動會2014」，透過啦啦隊比賽

及不同競賽項目，讓來自不同院舍的院友和家屬能聚

首一堂，互相較技。雖然競賽氣氛熾熱，但各院健兒

在「公平、公正、公開」的體育精神下作賽，活動不

但促進彼此友誼，亦成功為各單位營造多做運動，強

身健體的良好運動氣氛。

此外，本院在活動上亦作多方面嘗試，如賽馬會護理

安老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就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及香港園藝治療協會合辦

「園藝治療小組」，在園藝治療師帶領下進行園藝活

動，讓院舍內較體弱的院友獲得認知、社交及身心方

面的改善。此外，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及楊晉培護理

安老院不約而同地舉辦魔術小組，鼓勵長者善用餘

暇，學成後更會到不同院舍及學校等進行表演，服務

社區。

改善環境設備  提升服務質素
本院度四所院舍均善用持續照顧撥款添置不少新設

備，以提升服務質素，當中包括轉換臥式床褥、電動

起人機及生命表徵量度儀等。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和楊

晉培護理安老院，分別在院友房間及物理治療室增設

天花式起人機系統，除方便職員在房間轉移院友減少

勞損外，也可讓院友更安全地進行運動訓練。

長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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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院舍今年獲社會福利發展基金贊助引入嗅氧

洗衣系統，除可減少洗衣粉使用量、提升消毒殺菌及

除味功能外，更可縮短洗衣時間，從而大大節省電

力。經測試後發現有效殺滅95%以上細菌，使院友衣

物更衛生及潔淨。

推展義務工作  鼓勵院友參與
本院一向積極推動義務工作的發展，於二零一四年，

各院舍義工登記人數達1244人，總服務人次則高達

6959次，此實有賴各社區團體、義工組織和社區善心

人士積極參與，如：中電及恒基義工隊、香港專業進

修學校、動物醫生、髮動愛心、星月雲好友義工團、

聖公會聖馬提亞堂、香港童軍總會屯門西區第五十四

旅等，所提供義工服務包羅萬有，包括外出購物、旅

行、院內探訪、粵曲表演、節日表演、小組及定期理

髮服務等，為院友的生活更添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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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及工作態度上能配合長者不斷轉變的需要，從而

提供優良的服務。為此，單位除派員工出席由外界主

辦的課程外，亦邀請專業人士及機構到院內為員工進

行培訓，如：衞生署及消防處。去年各護理安老院合

共參與了二百一十七個培訓活動，參與人次達2284

次，訓練的範圍廣泛，包括：職業安全、扶抱技巧、

藥物管理、感染控制、照顧有溝通障礙的院友、食物

及環境衛生、認知障礙症患者處理及院友心理社交需

要等。此外，今年更復辦退修營，讓四間護理安老院

員工一同參加，藉此增進機構、院舍及員工之間的溝

通

展望
展望來年，本院會秉承過往的工作方針，不斷提升服

務質素，為長者提供更舒適及理想的居住環境。隨著

長者年事日高，身體狀況改變，本院會增加護理及復

康的設備和加強職員培訓，以配合長者持續轉變的生理

及心理需要，期望為院友建設一個更理想的安樂窩。

職員親身上陣扮鬼扮馬，與院友歡度中秋佳節。

耆才運動會2014。

眾職員及院友們一同報佳音，悅耳歌聲為節日更添歡樂氣氛。

與港專學生攜手與院友回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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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博愛醫院在深水埗及屯門營辦「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為合資格長者提供專業服務。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正式投入服務，中心致力為持有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之長者，以及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優質日

間護理服務，讓他們可在社區安享晚年。服務內容包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於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二日開始投入服務，為區內合資格長者提供專業

服務。中心會為每位長者作專業評估以安排合適的日

間護理、復康治療、社交活動及起居照顧服務，並設

有三個針對性復康治療服務組合，包括認知障礙症個

案、腦中風個案及胸肺病個案。期望透過專業評估及

訓練，達致延緩退化，改善活動能力，使長者能繼續

安居於社區。

括專業護理、復康治療、起居照顧、膳食、接載、輔

導及轉介、社交康樂及護老者支援服務。

為更全面滿足會員及社區上長者的需要，中心積極開

拓各類增值服務，例如中醫、針灸、懷緬治療及認知

訓練小組等。此外，中心車務接送於本年度正式啟

用，為居住在海麗邨以外的會員提供便捷、舒適的接

送服務。

除日常認知訓練、物理治療運動外，會員還可參

與集體遊戲，促進身、心、社交的發展。

中心定期為會員舉辦生日會及節慶

活動，會員及家屬都樂在其中。

本年度增設中心車務接送服務，方便

居住較遠的長者會員。

中心致力提供多元化活動以推廣「全人照顧」，包括

保健運動、時事討論、健康講座、節日活動、茶聚分

享及手工小組、義工探訪活動等。今年中心與保良局

董玉娣中學社會服務團合辦一系列長青共融活動，為

響應長者日推廣關愛長者精神，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分別舉辦「長青共融展愛心」及「慈善嘉年華義賣」

。透過精彩表演、聖誕水晶球製作、互動舞蹈及木糠

布丁義賣等活動，提升會員自我價值，凝聚各方力

量，共創和諧社區。

長幼共融，樂聚一堂，共建和諧社區。中心會員專注進行認知訓練。
職員悉心指導會員

進行復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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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局長探訪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為了讓長者活得健康和有尊嚴地生活，博愛醫院致力

提供優質的長者中心服務。本院現有七間長者地區/鄰

舍中心，服務內容多元化，當中包括開辦專為長者而

設的興趣班、推行各類長者學習課程及社交康樂活動

的博毅學院、培養關心社區的義工發展及培訓等。

博愛醫院推行「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目的是答謝長

者們過往的付出，希望能為長期病患、獨居長者達成

心願，提升長者的快樂指數，豐盛晚年生活。另一方

面，本院希望透過是次計劃培養年輕下一代關懷長

者，讓社會更和諧共融。

關愛長者 耆夢成真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自二零一一年成立以來，已累

積協助1,000位長者達成夢想。一方面，本計劃鼓勵

長者一展所長，不少長者獲資助成功籌辦個人畫展、

書法展、音樂會、刺繡展以及手工藝工作坊等，透過

與他人分享興趣，提升自信；另一方面，本計劃亦重

視長者與家人之間的連繫。過去，本計劃曾經撥款安

排長者與家人拍攝家庭照，舉行生日宴及節日家庭聚

餐，以及回鄉探親等，加強家庭的凝聚力。

除此之外，「長者夢想成真計劃」亦遵循個別長者意

願完成他們的心願，如：購買電子琴、到訪主題樂

博愛醫院非常榮幸獲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GBS太

平紳士，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親臨參觀「博愛醫院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了解中心日常運作及服務設

施。參觀當日，張局長更與中心長者大跳棒子運動

操、扭氣球、玩Bingo，又參觀中心的懷舊閣，觀賞平

板電腦/電腦學習示範等，令中心洋溢一片歡欣氣氛。

園、訂造體面服裝、義工隊盆菜宴，以及戲院包場觀

看電影等。本計劃秘書處日後將繼續透過不同渠道，

發掘和收集長者的夢想，幫助更多長者達成心願。

事實上，「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秘書處一直積極接觸

社會上不同的機構和團體，並加以連繫，務求善用社

會資源。今年在十八鄉區居民協會及娛樂聯盟有限公

司熱心贊助下，一百二十位長者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獲安排免費入場遊覽「香港哈爾濱冰雪

節‧冬日嘉年華」，一嘗親身體驗冰雪滋味，以及欣

賞精美冰雕作品，留下難忘回憶。

長者在進入冰雪節會場前拍攝大合照留念。

張局長與中心長者大跳棒子運動操，與長者打成一片，樂也融融。 關懷長者的張局長，向中心長者送上祝福。
張局長向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致送水果籃，

並由何榮添主席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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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

關愛基金福利援助項目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從二零一三年開

幕至今，已為新界西（元朗、天水圍及屯門區）六十

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服務。

中心由專業團隊帶領，以非藥物治療方法，讓患者在

輕鬆愉快的環境下，接受合適的訓練及參與多元化活

動，保持對大腦的刺激，延緩其退化速度。同時，中

心亦為家屬、專業同工及社區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講

座，加強大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務求讓患者及早

辨識，並提供服務，令患者可繼續留在社區安享晚

年。

中心於去年七月為八十名專業同工及家屬舉辦法律講

座，討論與患者有關之實務議題（預設醫療指示、監

管令及持久授權書），聽眾反應熱烈並表示相當滿

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除為合資格長者提

供家居清潔及陪診服務外，還為有需要的低收入長

者，提供鑲活動假牙及接受其他必須的牙科診療服

務。為幫助更多有需要的長者，本院各長者日間服務

單位在過去一年，先後協助推行兩個關愛基金的援助

項目，惠及區內長者，有關推行情況如下：

長者租金津貼
由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八月，博愛醫院共有六間長者日

間服務單位推行「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長者提供

津貼」的援助項目，協助區內合資格長者申請租金津

貼，以紓緩長者面對通脹及週期性租金上升所帶來的

經濟壓力。有關服務的申請人數共有一百六十六人。	

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由二零一四年六月開始，博愛醫院共有一間長者地區

意。為此，中心將於下年度舉辦更多法律講座，讓社

區人士認識相關的法律知識。此外，中心亦定時舉辦

外出活動，讓患者能跟社會有緊密接觸及得到更多的

刺激，並促進患者與家人的關係，讓彼此得到優質的

生活。

中心、三間長者鄰舍中心推行為期兩年的「為低收入

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計劃目的是向

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發放生活津貼，以補貼其生活開

支，讓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在護老者的協助下得

到更適切的照顧，並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安老。

「硬幣活動」有助刺激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大

腦活動能力，延緩其退化速度。

中心由專業團隊帶領，以

非藥物治療方法，讓患者

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接受

訓練，圖為患者參與「動

腦筋	排數字」遊戲。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長者提供津貼」的援助項目，

有助紓緩長者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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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良伴計劃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由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

年，獲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撥款，推行

「耆智傳承暖萬家」活動計劃，以達至《耆年璀璨樂

傳承，共譜和諧創新章》的主題。

計劃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傳承智慧系列」，長

者義工擔任「傳承大使」，把長者以過往人生經歷分

享給年青人，活動包括「童夢耆緣人生規劃」、「傳

承智慧之旅」、「傳承飯局」、「長幼文化傳承工作

為支援屯門良景邨的長者需要，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

支援及進修中心獲「勞工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CIIF）」撥款一百六十六萬元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

「良伴計劃」。

計劃針對良景邨人口老化的需要，致力推行樓長制，

推動「家、社、校」協作，各取彼此所長，互補凹

坊」及「歲月流傳」生命故事採訪。

第二個部份為「文化傳承．關愛社區系列」，透過不

同的社區關懷活動，學生與長者一同服務區內有需要

的人士，攜手推廣助人精神，活動包括「佳節暖萬

家」及「傳承暖萬心」。活動最終獲得「老有所為活

動計劃」「兩年計劃」的地區最佳活動獎，長者義工

亦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八日假沙田石門鄉議局大樓頒

獎典禮中接受嘉許。

凸，共建和諧互助社區。計劃自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起，在屯門良景邨招募一群素不相識的居民成為良

伴，裝備他們服務長者的知識及技巧，透過探訪配

對，支援區內有需要的長者，重建鄰里之間互相守望

相助的關係，並帶動「隱蔽」長者走出社區，強化社

區安全網。此外，計劃亦推動婦女義工以入「廚」為

樂，透過廚藝分享為介入點，連結區內長者。

長者義工教授學生傳統手工藝，傳承中國文化。

義工探訪院舍長者，度過一個充實而愉快的下午。

「耆智傳承暖萬家」的義工代表，上台接受獎項後拍攝大合照。

良伴義工參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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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七間長者日間服務中心，以「博施

濟眾‧慈善仁愛」的精神，提供優質的綜合性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自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起，長者地區中

心增聘一位社工，以提升單位對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

及其護老者的支援服務。同時，本院亦增聘長者地區

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的社工，從而加強對居於社區的

長者支援，包括加強資訊、輔導和處理長者長期護理

需要的評估和服務申請等。

長者地區中心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為元朗區長者提供多元化的

社區支援服務，包括社交及康樂活動服務、社區教

育、輔導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支援服務隊

及護老者支援服務。

長者鄰舍中心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和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分別位

於天水圍天華邨和深水埗海麗邨，兩所中心為長者提

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服務，讓長者能在自己熟悉的社

區內樂享天年。

社會服務中心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於一九九二年三月成立，是

大嶼山南部唯一的社會服務中心，而自二零零三年四

月起，中心便以長者鄰舍中心融合青少年中心的服務

形式提供社會服務。

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致力為各會員提供

周全服務，包括膳食、健康護理、個人照顧、復康訓

練、護老者支援等。此外，中心亦會安排會員參與不

同的興趣班和治療小組，以鼓勵長者發展潛能，締造

豐盛和積極的晚年生活。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和美孚荔灣街坊

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分別於二零

零三年和二零零六年轉型為自資中心，為屯門及荔灣

美孚長者提供多元化活動，以及健康支援和進修學習

平台，讓長者積極享受生活及發揮個人潛能。

展望
展望未來，各中心員工會繼續努力，切實執行服務質

素標準的各項政策及程序，因應長者及其照顧者的需

要，為他們提供更全面、更優質的服務和支援，務求

使長者能在其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

熊貓寶寶親親長幼，宣揚保育的訊息。

護老者與其家人於日營內共享天倫之樂。會員學習繪畫國畫，一同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情操。

日間老人護理中心廿周年紀念聯歡會，會員表演助慶。

長者們藉著學習保健按摩及經驗分享，

真正體驗「教學相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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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院舍背景
屯門護養院是一所社會福利署資助及衞生署監管的長

者院舍，於一九九八年投入服務，主要為健康及身體

功能嚴重缺損，需定期接受醫療護理的長者，提供廿

四小時住宿及專業服務，包括醫療、護理、起居照

顧、復康治療及社工服務。全院共有二百一十六床

位，平均分佈四層樓房，全院職員約一百五十人。

員工退修培訓
「關愛共融、化壓力為動力」是屯門護養院今年員工

退修培訓之主題。為加強員工之間的合作及團隊精

神，護養院運用社福基金第二期（員工培訓）撥款，

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及七日進行了兩天之退

修培訓，總參與人數達八十五人，包括部門主管、各

級前線護理同事及支援職級同事等。

是次培訓讓員工能走出院舍，在戶外營地感受一下大

自然，透過專業導師設計的團隊遊戲、活動及分享，

有助提升員工對團隊之歸屬感、認同感及關懷感，更

能讓員工舒展身心及紓緩壓力。培訓檢討問卷調查顯

示，超過90%員工認為是次培訓內容實用、富趣味性

及啟發性，員工亦反映活動能讓他們增強彼此之包容

性，有助建立及穩固團隊。展望來年護養院會繼續加

強監察及培訓，推動優質管理，鞏固現有服務，提升

專業水平，並配合服務需要，持續改善發展院舍服

務。

邁向綠色機構計劃
屯門護養院為配合機構推行「博愛邁向綠色機構計

劃」，積極參與相關工程項目，並以建立環保院舍為

目標。

「博愛邁向綠色機構計劃」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金」撥款，於二零一二年底開始籌備，由博愛醫院聘

請的環保顧問公司為護養院進行實地評估及訂立方

案，分期推行一系列環保工程；項目包括提高能源效

益、再生能源、改善空氣質素、溫室氣體減排及環境

管理系統等範疇。護養院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十二

月，將全院超過一千支T8光管更換成LED節能光管，

同時將舊式窗口冷氣機更換成節能效果較佳的冷氣

機，藉以提升護養院的能源效益。

其他環保設施建議如下：
‧	 廚餘機（設於地下）─	 有助將廚餘轉化成有用

的資源。

‧	 雨水收集灑水系統（分別設於天台及地下花

園）─	 收集雨水，分別灌溉天台及地下花園的

植物，節約用水。

‧	 太陽能光伏板（設於天台）及太陽能草坪燈（

設於地下）─	吸收太陽光作能源，循環再用。

根據計劃，本院於日後會推行一系列講座及展覽等

宣傳活動，加強院友、家屬、職員以及社區人士的

環保意識，共同實踐環保院舍。

副總幹事到場鼓勵同事，並與導師、院長

和同事來張合照。

透過團隊活動，增加互動，強化

團隊精神。 更換LED燈後院舍更見光亮。 建議加建的太陽能光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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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人士服務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主要為有急

切住宿需要之單身人士，包括無家可歸人士、精神病

康復者、釋囚及更生人士，提供短、中期性之住宿服

務。

全人照顧 多元服務
宿舍本著「全人照顧」的信念，以「家」為照顧模

式，除提供住宿照顧外，宿舍亦全面關顧舍友的身心

發展，並按他們的需要提供職業輔導、健康講座和其

他支援服務。此外，宿舍亦透過多元化的群體活動，

例如節日慶祝、旅行、康樂活動等，讓他們善用餘

暇，重新融入社會。

在照顧精神病康復舍友方面，宿舍除提供藥物督導

外，更定期與東區尤德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召開個案

會議，密切監察舍友復康進度，以便提供更適切的醫

療護理跟進。

支援舍友 渡過困境
因應舍友經濟情況，宿舍除為舍友提供水果、宵夜、

糖水和節慶食品外，還積極聯繫地區團體，收集食

物、日用品及物資以分發給舍友，解決他們基本生活

所需。

展望未來，宿舍會繼續努力發掘地區資源，積極鼓勵

和輔導舍友，協助他們渡過人生困境，重投社會。

齊齊到石澳燒烤，舍友均讚食物好美味！

宿舍舉辦問答比賽「知識全攻略」，伸手助人協會亦派會員前來參與。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學生義工到訪，與舍友開心玩遊戲。

妙筆生揮迎羊年，祝各位羊羊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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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博愛醫院獲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資助，推

展「踏出人生路	 ──	 青少年運動培訓計劃」，現已

完成三期，為區內中學，包括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

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順德聯誼總會

翁祐中學等近七十名學生，舉辦極限運動和單車訓

練、職志發展、社區參與及義工服務等活動，為青少

年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

啟發青少年創意及技能
當中「成長工作坊」活動更邀得「慧妍雅集」與香港

中文大學舉辦《解‧毒》互動講座，讓青少年認識濫

藥的禍害。至於「仁兄仁姐」及「星club交流會」活

動，亦邀得前香港單車代表隊成員何兆麟、前香港足

球代表隊成員劉志強、創作歌手龍小菌及經理人邵子

風等，分享運動員和歌手的生涯及奮鬥經歷，鼓勵青

少年積極面對人生，追尋夢想。

同時，中心亦積極拓展社區網絡，參與「元朗區青年

節」活動，帶領區內青少年籌辦啟動禮和閉幕禮、各

項大型表演、攤位活動等，讓青少年發揮創意活力及

領導才能，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中心更參與社會福

利署「職場師友計劃」工作小組，協助籌劃活動，並

成為導師，為區內中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及督導。

此外，中心舉辦多項社區關愛活動，並獲香港房屋委

員會撥款，舉辦「重聚Teen倫」計劃，招募青年義工

於節日期間探訪區內長者，送贈愛心禮物。中心亦參

與「元朗學生大使計劃」，作為其中一個培訓機構，

協助元朗學生大使策劃社區服務，以「環保、惜食」

為主題，發掘社區可用資源及加以善用，並獲頒「最

具創意獎」，以鼓勵參與青少年發揮無限創意，回饋

社會，培養社會責任感。

「元朗學生大使計劃」以環保、惜食為主題，製

作環保酵素，發掘社區可用資源及加以善用。 「舞起來	Jazz	FunkJazz」小組，代表中心參與社區藝術大匯演活動。

「踏出人生路」參加者正接受山路單

車訓練，非常專心導師講解。

青年義工參與「重聚Teen倫」計劃，在

節日期間探訪區內長者送贈愛心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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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正式開

幕，場內設有大型極限運動組件，為現時新界西區首

個具有專業運動組件的場地。場地可供BMX自由式小輪

車、花式滑板、直排滑輪及滑板車的培訓和練習，方便

區內人士於放學或下班後，到場內練習及互相交流切磋。

現時場內更添置了流動組件，可以讓青少年創作及挑戰更

多新穎的極限運動花式，藉以鍛鍊體能和意志力。

西廚顧問，為Café提供餐單設計及西餐培訓，提升員

工的工作技能和就業能力，與及加強社會競爭力。

博愛Café以「品味咖啡，用心為您」為口號，提供

各類咖啡及小食，亦會聯繫地區團體，定期舉辦音

樂會、電影分享會、慶祝派對及培訓講座等包場活

動，Café已成為區內青年互相交流的平台。現時Café

與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合辦咖啡文化及培

訓班，教授水吧飲品及甜品小食的製作技巧，讓區內

學生認識咖啡文化及餐飲行業。

中心更與區內中小學合辦極限運動培訓課程，由中心

提供專業導師、運動器材及個人保護裝備。同時，中

心亦定期舉辦「極限運動體驗日」，由專業教練示範

及教授，藉以推廣極限運動，讓初學的兒童及青少年

在安全的環境下體驗極限運動的樂趣。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蘇錦樑局長、元朗民

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太平紳士探訪及支持「博

愛 Café」，並提供寶貴意見和鼓勵員工。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設有大型極限運動組件，可供「踏出

人生路」參加者接受訓練用途。

教育局局長吳克SBS太平紳士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三日探訪「

博愛 Café」，並主動與員工暢談，了解和關懷年青人。

「極限運動體驗日」由專業教練示範及

教授，藉以推廣極限運動。

蘇局長及吳局長探訪支持博愛Café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獲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

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資助，闢出中心部份空間，

成立社會企業「博愛Café」。本院非常榮幸獲香港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GBS太平紳士、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廿六

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三日探訪支持，為Café提供意

見，鼓勵員工。Café旨在培訓年青專業咖啡師，並為

元朗及天水圍區內青年製造就業機會。為加強員工培

訓，除本院社會企業(餐飲)顧問「銀龍飲食集團」定

期為Café員工進行培訓外，民政事務總署亦轉介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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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家庭服務

博愛醫院的兒童及家庭服務現有十間中心分佈屯門、

元朗、青衣、沙田及黃大仙各區，致力為基層家庭及

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服務對象主要為六至十二歲

兒童、婦女、家庭和社區人士，服務內容包括兒童成

長小組、課餘託管、多元智能興趣班組、親子活動、

家長教育講座、社區教育活動、婦女義工/互助小組、

駐校社工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等。

延展課餘託管
本院現時共提供三百多個課餘託管服務名額，為多區

有需要的家庭或雙職父母提供子女課後照顧，對象為

小一至小六學生。因應社區對課餘託管服務的需求殷

切，博愛醫院應社會福利署邀請，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開辦「延展課餘託管服務計劃」，在天水圍天恒中

心、青衣長青中心及屯門良景中心提供共三十個減免

收費的服務名額。

三間中心的託管時間由星期一至五的下午三時至七

時，延長至晚上九時，另週六週日及學校假期亦提供

託管服務，讓在職父母能安心工作，亦使其子女在課

餘時間獲得適當的照顧。

計劃內容除提供功課輔導、家長輔導、教育及技能學

習外，中心還會提供成長小組、社交活動、戶外活動

和參觀等，令學童在身心、學業、智能、情緒及社交

上得到均衡的發展。

博愛醫院董事局何榮添主席、魏志偉總理與百多名課託生共慶中秋。

課託生的德育培訓相當重要，故本院不時舉辦敬老活動。

何主席與課託生談談笑笑，流露慈父神態。

東方足球隊探訪中心，與課託生大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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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A計劃
環保意識及生態保育是近年國際社會熱門的議題，香

港政府及不同的環保團體亦積極推廣環保訊息，致力

將環保由一個概念化為日常生活的實際行動。本院得

到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贊助，在屬下十間兒童

及青少年中心推行「環保A計劃」；透過一系列的活

動和學習，使兒童和青少年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及學

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具體行動實踐環保，身體力

行，保護環境。

計劃分三期推行，由個人生活到走出社區以至關心社

會，由淺入深。計劃第一期集中在個人層面，主題為

「日常生活及惜飲惜食」，讓參加者由認識環保開

始。計劃第二期集中在社區層面，主題為「減廢回收

及環境保育」，讓參加者認識減廢回收的重要性及處

理步驟，最重要是明白減廢回收的源頭乃珍惜資源。

計劃第三期集中在世界層面，主題為「世界性的環保

議題」，帶領參加者放眼世界，明白全球正面對不同

的生態、環境等問題如何危害人類生活，從而帶出保

護環境刻不容緩的訊息。

做完小農夫後，小朋友自當更「惜」食。

小朋友最喜歡餵飼小動物。 接近三百名小朋友及家長，參加本院大型戶外環保活動，齊齊體驗野外農耕樂。

「環保A計劃」帶領大家走入社區	─	屯門環保園。

「Recycle		Reuse		Replace」三個Re字，學習循環再用。



109

博

愛

醫

院

甲

午

年

年

報

社會服務

大型活動
本院兒童及家庭服務與香港小輪(集團)有限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合辦「博愛兒童維港遊海上大

派對2014」船河活動，接待共三百名兒童及其家人。

期望透過活動加強父母與兒童的親子關係，締造親子

快樂、家庭和諧的訊息。

是次活動除得到「香港小輪公司（集團）有限公司」

和「洋紫荊維港遊」的贊助外，多名博愛醫院董事局

成員、香港小輪公司集團總經理何志盛博士和社會福

運動培訓計劃
博愛醫院一向積極聯繫商業機構、社會企業、慈善基

金及地區熱心人士，拓展社區網絡，為中心會員提供

多元化和跨界別的活動，豐富其生活體驗，擴闊視野。

本院於二零一四年參與「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免費運

動培訓計劃，服務對象為基層低收入家庭兒童，並率

先在屯門區蝴蝶中心及良景中心開展曲棍球培訓。計

利署許桂芬元朗助理福利專員更出席支持，與眾同

樂。活動當天，除有豐富表演和遊戲環節外，大會更

特別為十至十二月生日的兒童舉行生日會，令小朋友

和家長都雀躍萬分。	

是次活動更招募了樹仁學院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的學生義工參與，中心期望透過不同的活動，

培養社會大眾對義務工作的積極態度，並連結不同層

面的社區成員關愛共融，共建和諧社區。

劃為期兩年，由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二零一六年八月，

內容包括固定每周訓練、外界交流比賽活動及社區義

工服務，藉此培養學童健康身心及積極正面的價值

觀。計劃推行以來反應良好，參與學童積極投入，自

信心和紀律性均有顯著提升，家長亦一致好評。本院

期望日後與更多不同的團體協作，推行多元化的服務

計劃和活動，讓更多基層家庭的兒童受惠。

小朋友獲「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大使方力申到場支持，士氣大振。

超過三百名小朋友及家人參加海上派對。海上生日派對，大家津津有味，一起品嚐豐富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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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助因各種意外而喪失生命人士之家庭，而其家人因該等人士喪生而造成經濟困難者。

• 援助獨居老人、個人或家庭而其處境處於危機情況者。

• 援助因意外導致個人身體傷殘，而需要緊急購買各項輔助器材之人士。

• 本基金以協助本港居民緊急需要，只作短暫性援助。

目標與宗旨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目的是援助

因遭遇到不幸而需要即時援助，以解燃眉之急的社會

人士。服務成立至今，已援助眾多身處危難的家庭，

渡過困難。

雖然本港經濟較以往富裕，但社會上仍有人遭遇不幸

的情況如天災人禍、貧病無依、意外事件，而援助金

就為其受害者及家人等有需要人士，提供緊急經濟援

助，以協助解決困難。本院的緊急援助金會就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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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困難家庭施以援助
本援助金歡迎非政府機構、政府部門、地區團體、傳

媒機構或熱心人士就有關人士被界定為需要協助者，

而向本院作出適當的轉介。

本院在接獲申請後，由接案當值社工與案主、轉介人

或聯絡人聯繫，就個案情況及本基金宗旨作出評審，

並進行家訪了解情況。

計劃發放緊急援助金之金額，由援助金管理人員及董

事局主席作出審批，而單在二零零九至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本院接受了一百一十八宗個案申請，合共批出

超過一百廿六萬元予有需要人士，解決生活上的燃眉

之急。展望未來，本院仍會與各個地區團體保持緊密

的聯繫，為遇上經濟困難之家庭提供適切的援助。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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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康復設備支援庫

對患者而言，治療是一段漫長的道路，而在復康過程

中，康復設備及有效的資訊能大大提升患者的自我照顧

功能。但很多有效的康復設備都是十分昂貴，為協助病

人重投社區，並過著豐盛及有意義的生活，博愛醫院於

二零一零年透過「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與屯門

醫院一起成立「新界西康復設備支援庫」。

支援庫除為中風者提供家居護理手冊，還為長期病患

者提供免費短期康復設備借用服務，直至患者康復或

康復設備支援庫添置平板電腦和輔助溝通器具，職業治療師用以協

助運動神經細胞疾病患者進行思維訓練，提升腦功能及溝通。

各款康復運動器具–物理治療師評估病人情況，建議合適的家居運

動，並借出資源庫的器具，讓病人多參與康復運動，促進復原。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不再需要時，便歸還設備，並將設備轉借予其他有需

要的患者使用。此舉不但有助長期病患者康復，亦可

減輕患者家庭的財政負擔，紓緩照顧者的壓力。服務

於二零一四年透過屯門醫院，以「腦博視，愛看見」

為主題，一共借出1,698次康復設備予有需要人士，協

助他們復康，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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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博愛醫院董事局秉持「博文愛德」的精神辦學，創辦

教育服務。現時，本院在新界及九龍共開辦三間中

學、一間小學及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另外，本院的

姐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一間

中學、三間小學。

為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本院屬下的中小學均秉承下

列宗旨辦學：

‧	 以「博文愛德」為校訓，培育「博愛」精神；

‧	 支持專業領導及教學，營造優良學習氛圍，與持

分者共建尚學社群；

‧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建立高尚品格及正面價值

觀，終身學習，追求卓越；

‧	 培養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獨立思考、善於溝通、

具國際視野、重視文化承傳、關愛社會及國家、

具領導能力的人才。

博愛醫院一向重視教育服務，致力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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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結構

班級 班數

中一 4

中二 4

中三 4

中四 5

中五 6

中六 6

總數 29

校外獎項
類別 得獎數目 參與人次

藝術 56 130

體育 75 221

學術 58 115

音樂 23 50

朗誦 42 42

總計 254 558

學年活動

類別 項次

比賽 26

座談會及講座 20

訓練班及訓練營 85

考察活動及參觀 34

主題活動 18

表演觀賞 12

服務活動 8

其他活動 12

總計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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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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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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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成績及前瞻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所有中一學生，均為一級及

二級之小六學生，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中六學生

升讀大學或大專院校的比率約70%。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總平均二級或以上百分率為88.7%。首屆文憑試，

李銘謙同學全部科目考獲5*以上佳績，並修讀香港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圖左起）本校郭詠雪、區永聯、葉創基老師獲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體育學習領域」嘉許狀。

本校學生英國利物浦暑期遊學團。

本校黃昭蓉同學在《Doodle	4	Google	塗鴉比賽》中，榮獲全港總冠軍及中

學中四至中六組冠軍，得獎作品在	Google.com.hk首頁上展示24小時。

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三年級之校友

甄侃斌同學（圖左二）於「第17屆亞運會」勇奪男

子佩劍團體賽銅牌，為香港爭光。

校友陳慶瑋和田麗琪同學在韓國
仁川舉行的亞洲室內暨武術運動
會，於拉丁鬥牛舞決賽為港歷史
性奪金；同年於第六屆東亞運動
會於倫巴舞項目，取得一銀。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於拉脫維亞首都
里加（Riga）舉行的格蘭披治體
育舞蹈賽（甲組拉丁舞），榮獲
金牌。

大學（法學士）；吳澤榮同學考獲2科5**及3科5*成

績，入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學士/理學士（工學院））

，並獲頒“Dean	 of	 Engineering	 Scholarship	 2012”

。鑑於本校學生為中上之材，因此本校的課程設計將

會以學生入讀大學的訴求為依歸，並期望學生入讀大

學時能修讀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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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設計 特色課程
1.	 校本小班教學

	 本校推行小班教學，加強照顧學習差異，並有效

增加師生的互動及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2.	 中一自主學習先導計劃

	 本計劃強調學生自習、備課和小組合作學習的重

要性，鼓勵學生投入學習，並以培養學生自學態

度和能力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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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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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每年二

至四月期間，大學方面會安排外籍英語教師到校實

習，這對營造英語環境，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面有

正面、積極的幫助。

4.	 初中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本校中一至二級全面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

文，以期在初中階段進一步鞏固及提升學生語文

學習的能力。

	

生態校園 發展科研
本校設生態校園，包括熱帶雨林區、迷你果園、淡水

生態魚池及香草園等綠色環保設施。此外，本校與海

洋公園學院、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及香港城市大學合

作，參與《馬蹄蟹校園保姆計劃》，旨在讓學生透過

飼養馬蹄蟹的過程，提升對瀕危物種的保育意識。

環保教育 持續推廣
本校致力推行環保教育，曾連續五年取得「學界環

保獎勵計劃學校」榮譽獎及特別獎，與及「香港綠色

學校獎」亞軍。二零一二年，博愛醫院獲得「環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撥款，以本校為其中一個重點示範單

位，全面推行「博愛邁向綠色機構」計劃。

發展潛能 多元活動
本校學生於二零一四年世界機關王總決賽中，奪得世

界賽國中組亞軍，為港爭光。本校男子合唱團代表香

港前往北京參加「第十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

活動全國總評選」，分別奪得團體合唱（青少年組）	

金獎和獨唱（青少年組）銀獎。本校歌詠團參加由康

文署及音樂事務處主辦《音樂「正」能量學校聯演》

勇奪最「正」能量獎、魅力台風表現獎及優良表演

獎，戰績彪炳。

此外，本校學生於《外展教練計劃中學籃球挑戰賽

2014》中奪得男子組冠軍；於《沙田及西貢區中學

分會2013-2014年度中學校際籃球比賽》中奪得男子

甲組及女子乙組冠軍﹔並於《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2013-2014年度中學校際手球比賽》中奪得女子乙組	

及丙組冠軍。

班級結構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於一九九零年創校，以「博文

愛德」為校訓，培育「博愛」精神。本校支持專業領

導及教學，並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為依歸。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班數

政府資助班數 4 4 4 4 5 5 26

校本班數 5 5 5 5 6 6 32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德藝雙馨》本校老師前往廣州景泰中學，與內地

老師交流「自主學習」的教學經驗。

本校Peaceful	Voice	代表香港，前往北京參加第十屆《德藝雙馨》全國總評選，

勇奪「團體合唱金獎亅。

麥基爾大學外籍英語老師與本校準中

一學生，在暑期英語課程中合照。

「機關王競賽隊伍於2014世界機關王總

決賽奪得世界賽整合組」國中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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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本校為一所津貼男女學校，於一九九九年由博愛醫院成

立，以「博文愛德」為校訓，本着博愛精神，誨人不

倦；透過整全計劃，致力提供一個愉快、溫馨、關愛的

學習環境，促進學生五育均衡發展，以實踐全人教育為

理想，培育學生成為懂得不斷學習的良好公民。

教師資歷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本校共有六十二位教師，包

括博士兩人、碩士三十一人、學士廿九人。

多元智能 各展才華
1.	 聯課活動：本校透過境內及境外學習，擴闊同學

視野及豐富生活體驗，更能培養學生成為積極及

勇於面對挑戰的新一代。此外，透過「愉快星期

五」計劃，超過四十個學會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及

建立生活品味。

2.	 早讀課及早會活動多元化：包括紀律訓練、早操	

、英語活動、老師及學生經驗分享或短講、好書

推介、語文活動等，藉此擴闊學習經歷。

班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4 4 4 5 5 5 27

班級結構

3.	 德育及國民教育：本校透過課內、外活動，營造

關愛校園的氣氛，幫助學生建立自信，熱愛生

命，培養良好品德，為他們將來貢獻社會作準

備。

4.	 學術活動：學術週、語文活動、音樂表演、視藝

創作展、境外考察等。

5.	 培育未來領袖：學生領袖、圖書館領袖生及總務

特工隊等多項精英訓練，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兩文三語 推廣閱讀
1.	 英文科為了配合「兩文三語」校本政策，締造豐

富的英語學習環境，增加學生接觸和練習英語的

機會，為將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2.	 中一數學及綜合科學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中二級

數學及綜合科學至少一班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中

三、中四級數學科至少一班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藉著語文政策的推行，營造學習英語的氛圍。

師生攜手 再創佳績
二零一四年文憑試中，八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其中六

科合格率更超過90%；升讀大學或大專課程的百分比

達81.7%。至於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校外比賽共

獲三十二個冠軍、四十二個亞軍、四十九個季軍，以

及多項優異及良好獎項，獲獎人數合共333人。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中一班際集誦比賽。學生參與種植計劃，綠化校園。

米埔實地學習，有助學生了解

生態與發展的關係。

學生在陸運會中，落力的為社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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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本校自二零零七年度起推行「普通話教中文」。學生

從一年級上學期起，開始有系統地學習聲母及韻母，

學生在一年級下學期時，已能全面以普通話學習中

文，成效顯著。

由二零一二年度起，本校參與由香港大學領導推行的

「喜悅寫意」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九個學習範疇：口

語能力、語素意識、字形結構、書寫、認字方法、閱

讀理解策略、閱讀流暢度、簡單語法知識及簡單寫作

等。目前，學校正發展三年級的「喜悅寫意」課程，

並優化一及二年級的課程，藉此繼續提升學生的語文

能力。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學校簡介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為博愛醫院董事局創辦的全日

制政府資助小學，位於將軍澳尚德邨。學校由博愛

醫院董事局永遠顧問陳國威太平紳士捐出開辦經

費，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正式投入服務。學校秉

承博愛醫院「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服務社會宗

旨，以「博文愛德」為校訓，培育學生在德、智、

體、羣、美五育的均衡發展。

在英文教學方面，學校利用大圖書教學法教授英語，

通過唱歌、講故事、遊戲等活動學習英文生字、句子

結構、拼音及文法，加強學習英語的趣味性，提高學

生學習英語的動機。此外，學校亦與加拿大麥基爾大

學（McGill	 University）協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

作計劃，大學派出四位英語教學學系的學生來教授英

語，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體驗，並增加學生接觸英

語的機會。

全方位學習及課外活動
為增加學生參加境外學習及交流活動的機會，學校每

年都會申請「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

地交流計劃。今年，老師帶領四及五年級同學到廣

東省廣州市考察及交流，並參觀廣州的西式建築物，

了解其歷史背景及文化特色，行程令學生眼界大開。

此外，學校亦為各級學生安排各種參觀活動及宿營活

動，讓學生體驗課堂以外的學習樂趣，擴闊視野。

學校開設了三十多個課外活動小組，讓學生參加，包

括有英語戲劇、中國舞、合唱團、樂器班、電腦班、

繪畫班、田徑、柔道、球類、童軍、公益少年團、環

保大使、義工隊等，以發揮學生不同的潛能。

學校與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協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

四及五年級學生到廣州市考察及交流。 本校中國舞班屢獲殊榮。

六年級學生到長洲參加畢業營，參與學習

活動。

英語戲劇有助學生建立自信及提升

英文口語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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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單位名稱 陳潘佩清紀念

幼稚園幼兒中心
(元朗)

陳徐鳳蘭
幼稚園幼兒中心
(藍田)

朱國京夫人紀念
幼稚園幼兒中心
(天水圍)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觀塘)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幼兒中心
(紅磡)

校長 劉詩敏女士 盧嘉玲女士 盧巧藍女士 梁若明女士 楊伊琪女士

創校年份 1988年 1993年 1994年 1999年 2002年

學生人數
(截至2/2015)

109人 112人 112人 100人 114人

入讀百分率 100% 100% 100% 100% 100%

教職員 20 19 23 15 14

學校宗旨
博愛醫院屬下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均本著「博文愛

德」校訓：「博學惠眾播幼苗，文賢兼具慧智能；愛

心盡顯惠社群，德育啟廸拓潛能。」的精神，貫徹八

大教育使命，通過教職員及家長上下一心的合作下，

締造和諧及愉快的學習環境，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

從而培養學生成為一位具自信、自主、自學、自律、

勇於承擔及敢於創新的孩童。

消防員哥哥到校與學生介紹防火安全知識，分享

消防員的工作及用具，讓學生們大開眼界。

學生開心感受舞獅的樂趣。

警務處「機靈先生」到校與學生講解如何保護自己的訊息，

亦教導學生如何報警求助，培養學生正確的求生技能。

學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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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
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教師要具備足夠的專業教學能

力與熱忱，才能學習不同的教學策略，並能將理論實

踐於教學過程。根據一九八二年Eisner指出，教學是

一種科學與藝術結合的結果，成功的教學表現是一種

運用教學管理的科學藝術，以及創造學習環境的藝術

加以創新，高教學效能的表現。

有見及此，本院於本年度積極透過聯校及校本舉辦之

教師培訓，包括邀請內地著名幼兒園老師，親臨指

導本院屬下五間幼稚園教師，藉以開拓藝術視野。另

外，本院亦邀請台灣蒙特梭利老師，到訪博愛醫院任

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與本院屬下五間幼稚園教

師，分享如何進行蒙特梭利教學。

同時，各校亦因應不同的校本課程，為教師安排合適

的培訓、參觀及分享，讓教師透過不斷學習和互相分

享，鞏固及增進學前教育的知識及技巧，讓教師與時

並進，提升教學效能，發揮專業態度。

學習領域的定位
根據《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學校應按照「兒童

發展」和「兒童學習」的基本原則來訂定課程，並兼

顧幼兒的興趣、需要和能力，創設多元智能的環境，

透過生活經驗、感官的接觸、各種探索活動和趣味的

遊戲，讓他們均衡地發展。

為此，博愛醫院屬下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均按著校本

需要，透過「蒙特梭利教學」、「奧福音樂教學」

、「藝術教育」、「戲劇教育」、「品德教育」等，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讓學生自發性地探索與學

習，從而發展學生的秩序感、創造力、想像力、靈

活、審美能力等質素。

邀請廣州省級幼兒園老師與本地老師進行工作坊。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藝術)，內地老師與本地老師進行觀課、說課、評課。

透過蒙特梭利的課程，培養學生自主、自學、自信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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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揚「環保教育，從小做起！」的觀念，博愛醫院

屬下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均致力發展環保教育。由

於環境教育必須從學生的實際生活出發，故學校在設

計課程時，會因應課程編排、環境配合、家長教育等

因素，設計一套容易讓學生理解、貼近實際生活的課

程，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環境道德觀念，學會珍惜資

源，培養環保的意識，繼而改變家庭生活的模式。

總結
「萬丈高樓從地起」，穩固地基是極為重要，而建構

過程萬不能掉以輕心。幼兒教育是人生工程中的地

基，特別在塑造幼兒的品格、引發喜愛學習的精神、	

人際關係的建立和創意思考的培養等，都是十分重要

的。

為裝備學生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各校核心價值必須

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貫徹終身學習的

精神，從而學會如何學習；培養各種能力，獲取建構

知識、技能和態度，以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

在整個培育的過程中，大家互相尊重和接納，彼此包

容及信任，務求建立一個連貫而靈活的架構，適應各

種改變，以符合及發展學生未來的需要為依歸。

全方位活動	—	幼兒利用感官去感受大自然。

瑞士日內瓦銅管五重奏Geneva	Brass	Quintet蒞臨學校，並即席為學生表

演銅管樂，讓學生近距離欣賞世界級專業音樂家的表演。

教授學生用橙皮製作環保酵素清潔劑，既減少廚餘，又可

減少對環境的污染，體驗環保生活的樂趣。

家校合作活動	─	親子堆沙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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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金   額 (HK$)

社會福利署補助 178,391,665

教統局撥款 152,593,980

醫院管理局及衞生署補助 18,728,329

籌募及捐款 30,412,893

服務收益 168,628,982

其他收益 7,360,135

總收益 556,115,984

支   出 金   額 (HK$)

安老服務經費 211,265,218

教育服務經費 150,422,487

幼稚園服務經費 29,212,908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經費 20,353,936

中醫服務經費 111,677,569

單身人士及其他經費(包括：緊急援助金、長期病患者援助金、長者夢想成真等） 3,721,030

行政經費 7,093,654

籌募活動費用 11,470,422

本期盈餘 10,898,760

總支出 556,115,984

項   目 金   額 (HK$)

博愛單車百萬行 8,311,180.00 

癸已甲午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花籃代金) 291,928.00 

甲午董事局就職晚宴 1,100,221.10 

新界區售旗籌款 617,103.90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4,004,007.00 

2014年博愛月獎券銷售 1,716,552.00 

博愛高爾夫球慈善賽2014 613,213.00 

博愛慈善文物步行籌款2014 498,646.70 

博愛慈善餐舞會 2,818,298.00 

博愛武林大會 701,655.00 

博愛盃 485,400.00 

博愛愛心傳萬家元朗區街坊年捐 383,849.90 

博愛歡樂傳萬家 4,485,750.00 

方潤華基金、方樹堂基金 贊助貧困長者醫藥捐款 100,000.00 

匯賢愛心慈善晚會 84,477.70 

香港玉器商會三十九周年慶祝晚宴 300,000.00 

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及義工計劃 118,012.50 

董事局基金捐款 3,782,598.00 

 籌款總收益  : 30,412,892.80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經常費用(未經審核)收支表

各界捐款及慈善籌款總收入(實際或估計)摘要

註：賬項只反映經常性開支，並會於2015年中期進行外部審核，最終賬目以審核為準，審核後報告可供公眾查閱。

註：賬項會於2015年中期進行外部審核，審核後報告可供公眾查閱。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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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何榮添主席

譚姜美珠副主席

陳李 妮副主席

彭少衍副主席

李鋈發副主席

吳錦青副主席

簡陳擷霞副主席

劉石達總理

梁天富總理

林  群總理

歐倩美總理

劉 卉總理

陳偉倫總理

李柏成總理

王劭強總理

方俊文總理

陳俊民總理

黃曉君總理

魏事成總理

朱華樹總理

黃偉光總理

徐嘉文總理

趙家樂總理

魏志偉總理

陳首銘總理

趙 瑤總理

廖齡儀總理

陳國基總理

韓嘉軒總理

曹思豪總理

劉永讚總理

蘇廣文總理

羅方圓總理

李淑媛總理

何子任總理

李豐年總理

王敏馨永遠顧問

林建康永遠顧問MH

潘兆文永遠顧問MH

湯修齊永遠顧問MH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上海商業銀行

Lee Yuen Housewares Co., Ltd.

蓬瀛仙館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香港中山僑商會

衍生行有限公司

訊通展覽公司 

農本方有限公司

i Dance Enterprise Limited

縱橫遊

香港玉器商會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香港洲際酒店

銘威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周大福珠寶有限公司

余壽寧先生MH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BAUHAUS HOLDINGS LTD.

華訊股份有限公司

Wild Organic Skincare

Krueger Engineering (Asia) Ltd.

Noble Group 

俊匯建材有限公司

TWIST

香港政府華員會海關關員級分會

九龍總商會

鎮洋兄弟單車公司

樂健坊

Reecho Asia Pacific Limited

屈臣氏蒸餾水

DKSH Hong Kong Limited

Googoogaga Limited 

中慧有限公司

The Link Management Limited 

Allen & Overy (Hong Kong) Limited 

中遠(香港)置業有限公司

中遠(香港)工貿控股有限公司

嗚謝各界善長/公司/機構對博愛醫院之
鼎力贊助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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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Esquel Enterprises Limited 

Ace Life Insurance Co., Ltd. 

信昌機器工程有限公司

WCWP International Limited

Equinix Hong Kong Ltd.

Crown Worldwide (HK) Limited

MaxiPro(Asia) Ltd.

Ferria Grand Worldwide Ltd.

永貿產品製作有限公司

Coach Hong Kong Ltd.

鳳凰一號

City U MBA 2014

實運集團

SAS Institute Ltd.

NYP Trinity Ltd. 

Brixon Overseas Limited

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

Hong Kong Jewel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培力藥業集團

何安娜女士

商業電台叱吒903

Milk Magazine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深水埔街坊會太極班/彩

雲顧式太極會劍班/錦英太極拳劍班/太玄太極會

安琪太極學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黃大仙社區中心國術組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玄之樂太極坊

北少林耀武國術學會--蔡梅芬太極班

中國香港武術工作者協會

心儀太極八卦武術會

武術家/凝身太極會/武術家慈善基金/中國吳式太極拳總會

天人海明太極社

香港元朗晨曦太極會

香港謝少珍太極學會

梁日初太極學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利安太極班

北少林陳永光國術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沙田馬鞍山耀安九龍慈雲山慈中顧式太極會

自然健身氣功會

文康國術體育會

神念流居合劍(日本武士刀)

梁錦棠詠春同學會

香港陳式心意混元太極關永生拳術會

香港山東太極螳螂拳總會 - 梁麗娟武術會

蔡李佛趙民安國術會

香港松峰太極學會

鴻基武術學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慈雲山顧式太極會 余小蘭太極班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林瑞芳顧式太極班

貓頭鷹藝術團

香港中東鼓舞樂團

葉滿棠師傅

國際龍形王國祥國術總會

陳淑卿太極武術學會

錦英苑二期業主立案法團顧式太極會

群力太極拳研藝社

北少林富山顧式太極會

北少林禾輋黃浩樑太極班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西貢區工商業聯合會

佳定集團

羅厚杰先生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瑞士瑞信銀行

棕櫚島

惠州市湛港游艇貿易有限公司

林賢奇前副主席

Golf Buddy

S-YARD

KASCO

TaylorMade

Tifosi

Wilson

Golf Magazine

mySing

Munsingwear

Plant 216 Studio

Gary Tsang x  Modern Tail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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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元朗商會/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1,669,006.00

逢吉、模範、榮基、華盛街坊互助會/元朗婦女力量 897,682.50

祥華賢毅社/葉曜丞議員辦事處 546,500.00

何榮添主席 516,935.00

和諧長青服務聯會 450,053.80

梁天富總埋 403,800.00

上海商業銀行 348,000.00

李柏成總理 281,267.20

韓嘉軒總理 259,635.00

陳 李妮副主席 253,600.00

簡陳擷霞副主席 229,305.00

李鋈發副主席 210,400.00

健誼社 207,886.10

陳首銘總理 207,000.00

何安娜女士 203,000.00

同皇有限公司 200,000.00

方俊文總理 169,750.00

譚姜美珠副主席 153,435.00

愛心傳送 143,000.00

曹思豪總理 134,000.00

祥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30,000.00

黃偉光總理 128,585.00

彭少衍副主席 121,780.00

元朗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121,641.60

廣源社區居民聯會/鄭楚光議員辦事處 106,762.00

黃碧雲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愛民邨居民協進會 104,272.60

香港中山僑商會 101,000.00

歐倩美總理 100,835.00

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

黃紀勳伉儷 100,000.00

智永有限公司 100,000.00

方潤華基金 100,000.00

WONG YUI LAM 100,000.00

許林慶議員辦事處 93,385.50

翠竹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93,007.10

吳錦青副主席 92,600.00

林群總理 91,500.00

李淑媛總理 87,035.00

大發餐廳 83,450.00

蓬瀛仙館 80,8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劉永讚總理 75,100.00

蘇廣文總理 73,700.00

NOBLE FOUNDATION LTD. 70,000.00

ALLTRONICS TECH. MFTG., LTD. 68,000.00

麗閣邨麗萱樓互助委員會 66,978.00

OVE ARUP &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 66,500.00

朱華樹總理 60,036.00

高雅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0

施鴻冠女士 60,000.00

LESTER C H KWOK, J.P. 60,000.00

LEE YUEN HOUSEWARES CO. LTD. 60,000.00

湯修齊永遠顧問MH 59,600.00

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58,746.40

趙家樂總理 55,136.00

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藝林曲藝苑/龍蟠苑業主聯會 54,209.60

竹園邨街坊會 53,242.80

嘉華建材(香港)有限公司 52,600.00

AZEUS SYSTEMS LTD. 51,000.00

恒生銀行 50,000.00

林瑞宏/鄒景敏善長 50,000.00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50,000.00

THE LINK MANAGEMENT LTD. 50,000.00

KAM TAM SUK HAN 50,000.00

葵芳邨互助委員會聯會 46,967.40

縱橫遊 46,000.00

王劭強總理 44,400.00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40,300.00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38,000.00

愛心健康促進會 36,175.00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33,000.00

劉石達總理 31,400.00

富山邨琼富居民聯會 31,034.30

東熹苑業主立案法團 30,027.90

蘇家榮李秀英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0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30,000.00

葉桂珍小姐 30,000.00

萬興有限公司 30,000.00

郭興坤歷屆總理 30,000.00

凌敏芝小姐 30,000.00

OPS TECHNOLOGY LTD . 28,900.00

善長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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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劉卉總理 28,400.00

李鋈麟博士 28,000.00

西貢區工商業聯合會 28,000.00

CROWN WORLDWIDE (HK) LTD . 27,900.00

的巨國際採購有限公司 27,400.00

WADDY JEWELLERY CO. LTD . 26,950.00

區卓基先生 26,940.00

李慧琼議員/李蓮議員/潘國華議員 26,922.40

魏事成總理 26,900.00

德永佳集團 26,000.00

林建康永遠顧問 26,000.00

羅方圓總理 25,911.50

陳俊民總理 25,900.00

THE CHINA ENGINEERS 25,800.00

KEI YORK PANG VICTOR 25,800.00

廖齡儀總理 25,500.00

寶英拓展有限公司 25,000.00

恒基溫暖工程基金有限公司 25,000.00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25,000.00

中遠(香港)置業有限公司 25,000.00

YAN LING LING 25,000.00

VEROLUX COMPANY LTD . 25,000.00

TELEFIELD LTD . 25,000.00

SAS INSTITUTE LTD. 25,000.00

JARDINE MATHESON LTD. 25,000.00

ICTI CARE FOUNDATION ASIA 25,000.00

I  BUILD A LTD. 25,000.00

GOOGOOGAGA LTD. 25,000.00

ESQUEL ENTERPRISE LTD. 25,000.00

CSL BEHRING ASIA PACIFIC LTD. 25,000.00

COACH HONG KONG LTD. (MAX YIP) 25,000.00

ALLEN & OVERY ( HK )LTD. 25,000.00

淘大花園業主立案委員會聯會 22,519.30

陳偉倫總理 22,500.00

杏花邨業主委員會住宅代表分會 21,353.50

長洲鄉事委員會  21,159.00

黃曉君總埋 20,400.00

清河邨居民協會 20,089.30

潘繼祖先生 20,000.00

歐彩甜女士 20,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林澤榮父子有限公司 20,000.00

沙田第一城委員會 20,000.00

余寶珠女士 20,000.00

竹隱長春洞 20,000.00

KO YUET WAH 20,000.00

香港仔中心慈善籌委會 19,369.40

鳳德慈友聯誼會/簡志豪議員辦事處 18,758.20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18,694.60

徐嘉文總理 18,400.00

李豐年總理 18,400.00

博愛義工A隊 18,359.10

陳文華議員辦事處/屯門區居民服務社/小熊貓/活力超群 18,210.10

民建聯油尖旺支部 17,994.30

陳岫雲社區服務處(翠屏邨) 17,564.60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17,020.40

萬宜堂擇日館新張誌慶好友花藍代金 16,890.00

KWONG MI LI 16,700.00

HOP CHEONG ELEC. WATER-WORK & DECORATE CO. 16,100.00

佳定集團 16,000.00

李志峰當年顧問 16,000.00

中國健身會有限公司 16,000.00

趙瑤當年顧問 15,000.00

何子任總理 15,000.00

黎樹濠議員辦事處/油麗邨 14,576.30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14,400.00

香港婦女健康大使總會 14,380.00

梁龍漢斌歷屆總理 14,100.00

李福基先生 13,800.00

新界石上水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13,606.90

藍田區各屋邨苑 13,300.00

博愛義工B隊 12,877.70

昌盛苑(華明路)業主立案法團 12,799.40

荃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12,697.00

SHUM MAN SAU 12,600.00

愛民邨居民協進會 12,541.50

富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12,527.70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12,429.60

曉麗苑業主協會/蘇麗珍議員辦事處 12,319.40

張錫容議員辦事處/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12,281.40

永利士多 12,097.40

博愛醫院2014/2015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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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許生祥 / 容常潔善長 12,000.00

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11,931.10

古桂耀社區服務處 11,887.40

清河邨清照樓互助委員會 11,874.10

三聖邨進漁樓互助委員會 11,708.20

BAUHAUS HOLDINGS LTD. 11,200.00

張木林議員辦事處 10,856.40

鴨脷洲邨利澤樓互助委員會 10,764.50

文娛會有限公司 10,700.00

大埔寶雅苑(A、B、C座)業主立案法團 10,549.20

青暉社區服務中心 10,372.00

安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10,268.40

好到底麵家 10,036.60

耀東邨互助委員會/耀東興東居民協會 10,013.10

太和寶雅活動統籌委員會 10,006.80

羅桂堅先生 10,000.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10,000.00

興旺(灣仔) 10,000.00

興旺(花園街) 10,000.00

興旺(亞皆老街) 10,000.00

鄧焯星先生 10,000.00

潘兆文永遠顧問 10,0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10,000.00

黃李宛融女士 10,000.00

陳漢然先生 10,000.00

陳永光中醫診所 慈善捐款 10,000.00

彩寶蔴雀娛樂 10,000.00

張贊鴻先生 10,000.00

美孚荔灣街坊會有限公司 10,000.00

林賴燕萍女士 10,000.00

林興壽先生 10,000.00

林燕小姐 10,000.00

周鎮堂當年顧問 10,000.00

李樹沛先生 10,000.00

李家松永遠顧問太平紳士 10,000.00

李汝大議員辦事處 10,000.00

岑袁美娟社區服務處 10,000.00

佛教青年協會 10,000.00

好彩蔴雀耍樂 10,000.00

王敏馨歷屆總理 10,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方奕展先生 10,000.00

YIP YING KEUNG 10,000.00

YEUNG LAI KA ROLANDA 10,000.00

SOMA INTERNATIONAL LTD. 10,000.00

ROSSANG GAW WANG 10,000.00

NGAN LUNG CATERING 10,000.00

LEUNG TAI LOI 10,000.00

FUNG HING KI 10,000.00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 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9,600.00

張偉良先生 9,440.00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康業長沙灣(I)區 9,437.00

和富中心 9,417.0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9,400.00

天水圍金曲(愛心)義工隊 9,188.60

CHAN WILING YVONNE 9,000.00

清澤樓互助委員會 8,925.20

麥潤培議員辦事處 8,880.60

袁敏兒議員辦事處 8,696.00

李進秋議員辦事處 8,262.50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 8,229.50

太極拳研習同學會 8,098.00

灣仔大佛口販商協會 8,000.00

張女善長 8,000.00

神念流居合劍 8,000.00

荃灣祈德尊新邨「祈德尊健康十八式同學會」 7,986.10

CHRISTOPER WONG 7,700.00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7,462.00

梁錦棠詠春同學會 7,200.00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7,053.10

羅致良先生 7,000.00

張國昌議員辦事處 6,877.20

紅磡居民服務協會/林德成社區服務處 6,730.00

象山邨樂山樓互助委員會 6,499.90

周奕希議員辦事處 6,241.20

蕭浪鳴議員辦事處 6,210.00

新元朗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6,034.50

富安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6,000.00

吳乃堅先生 6,000.00

何韞怡善長 6,000.00

何潔玲小姐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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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國術體育會有限公司 6,000.00

CHU KIN CHUNG 6,000.00

CHEUNG YEE HUNG 6,000.00

勝光投資有限公司 5,800.00

譚榮勳議員辦事處 5,247.50

蝴蝶邨 蝴蝶之友社 5,183.60

熱度義工團  5,074.00

欣盛苑A至G座業主立案法團 5,040.60

興年(國際)印刷有限公司 5,000.00

蔣翠琼小姐 5,000.00

廣福之友 5,000.00

劉婉桃小姐 5,000.00

嘉盛珠寶鐘錶有限公司 5,000.00

楊家駒善長 5,000.00

黃大仙下邨龍樂樓互委會 5,000.00

陳小碧小姐 5,000.00

國際專業管理研究中心 5,000.00

姚永昇先生 5,000.00

林玉花小姐 5,000.00

林少文善長 5,000.00

昌樂護老中心 /荃灣街坊同樂會 5,000.00

周家裕先生 5,000.00

李國華先生 5,000.00

余少蘭慈雲山顧式太極會 5,000.00

永義(香港)有限公司 5,000.00

民德實業有限公司 5,000.00

方文利先生 5,000.00

文滿良先生 5,000.00

中山巿美太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5,000.00

YIP KWOK PING 5,000.00

WU PO CHUNG 5,000.00

MOU FUNG LTD. 5,000.00

LAW KWOK HUNG 5,000.00

LAU YUK  WAN 5,000.00

LAM WAI HON 5,000.00

LAM KA FAI 5,000.00

JOY GROUP LIMITED 5,000.00

IRENE SUNG 5,000.00

CERDIT SUISSE AG HONG KONG BRANCH 5,000.00

中山市東華印藝有限公司 4,928.00

鄺國光先生 4,850.00

郭偉強議員辦事處 4,740.00

善長芳名 金額

群策社 4,536.00

朗晴居  4,519.20

DRAGON TEAM TRADING LTD. 4,500.00

海怡半島業主委員會/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4,336.30

九巴之友 4,314.20

天水圍社區協進會 4,217.30

馮錦顏先生 4,040.00

樂善社有限公司 4,000.00

滿利達(香港)有限公司 4,000.00

馮忠明先生 4,000.00

景鴻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4,000.00

許錦基金有限公司 4,000.00

林寶華善長 4,000.00

李以健先生 4,000.00

天青草堂有限公司 4,000.00

NG FUNG LIN  4,000.00

時運中心 3,985.60

心儀太極八掛武術會 3,980.00

陳建國社區服務處 3,911.10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華革社區服務團 3,880.00

駿光警衛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800.00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3,800.00

何明記麵家 3,698.10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 3,641.20

天人海明太極社 3,640.00

YUENG WAI FONG 3,600.00

海麗邨保安部 3,570.00

俊宏軒妍心社 3,510.00

原築 3,504.50

LEUNG SAU FONG 3,500.00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3,432.50

ALBERT SO SURVEYORS LTD . 3,350.00

TRANG VICTORIA 3,330.00

第三街仁信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3,280.60

茶果嶺鄉民聯誼會 3,265.00

吳美議員辦事處 3,223.50

李玉芳小姐 3,188.00

潘志文議員辦事處 3,161.00

寶昌葉記珠寶金行 3,000.00

羅氏夫婦 3,000.00

顏慶美小姐 3,000.00

簡浩秋永遠顧問 3,000.00

博愛醫院2014/2015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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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資料截至2015年1月31日止。 如有錯漏，敬請見諒。            
捐款$3,000.00以下善長恕未臚列，謹些致謝！

善長芳名 金額

鄭慧珠小姐 3,000.00

蔡尉 小姐 3,000.00

標準錶針及配件廠有限公司 3,000.00

楊少蓮小姐 3,000.00

景帝貿易有限公司 3,000.00

勞寶珊小姐 3,000.00

陳素華小姐 3,000.00

梁旭霞小姐 3,000.00

梁月華小姐 3,000.00

財源實業有限公司 3,000.00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有限公司 3,000.00

保良局 3,000.00

金獅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林建源先生 3,000.00

林忠澤先生 3,000.00

東方 3,000.00

周駿達先生 3,000.00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3,000.00

李銀好善長 3,000.00

岑燕玲小姐 3,000.00

吳偉明先生 3,000.00

何銳康先生 3,000.00

全港各區工商聯 3,000.00

生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王玉美小姐 3,000.00

仁濟醫院  3,000.00

九龍總商會 3,000.00

WONG SAU MAN 3,000.00

WAIFER DECORATION & ENGINEERING CO . 3,000.00

SKYVIEW OPTICAL CO., LTD. 3,000.00

P & N WORLDWIDE CO. LTD. 3,000.00

LO HING HUNG 3,000.00

LAM DEREK 3,000.00

KWAN SI HOK 3,000.00

KID LINE LIORLDWIDE LTD. 3,000.00

KENNETH GAW 3,000.00

KAN FONG LING RENITA 3,000.00

HO WING MAN 3,000.00

HO GORDON  3,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HO CHI SANG 3,000.00

DAMING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LTD. 3,000.00

CHOI TAK YIU 3,000.00

CHEUNG LO CHEUNG 3,000.00

CHENG WAI TUNG & YUE PUI 3,000.00

B. C. CHOW & CO. 3,000.00

ASIA PANICH INVESTMENT CO (HK) LTD.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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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陳	李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FACKM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簡陳擷霞女士,	O.St.J.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O.St.J.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總理 Directors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劉卉女士 Mdm. LAU Wai, Vivian Shelley
陳偉倫先生 Mr. CHEN Wai Lun, Stanley
王劭強博士 Dr. O. Billy WONG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朱華樹先生 Mr. CHU Wa Shu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陳國基博士 Dr. CHAN Kwok Ki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羅方圓女士 Mdm. Sharon LAW 
李淑媛女士 Mdm. LEE Shuk Woon, Sophia
李豐年先生 Mr. LEE Fung Nin, Kenneth
李培先生 Mr. LI Pui
藍王雲仙女士 Mrs. LAM WONG W.S., Mina
蕭何元鳳女士 Mrs. XIAO HE Yuan Feng, Amy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曾向得先生 Mr. Ray TSANG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林賴燕萍女士 Mrs. LAM LAI Yin Ping, Cherie
林麗儀女士 Mdm. Peggy LAM 
余秀蘭女士 Mdm. YUE Sau Lan
王曉燕女士 Mdm. WONG Hiu Yin
江昕博士 Dr. H Eric CHIANG
陳泓斌先生 Mr. CHAN Wan Pan
楊亞媛女士 Mdm. YEUNG Ah Wun, Winnie

博愛醫院乙未年第六十六屆董事局

乙未年董事局成員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