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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屆辛卯年董事局主席
湯修齊先生報告

今天是博愛醫院辛卯年董事局交代就職
典禮的大日子，荷蒙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

嶽醫生GBS太平紳士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工室新界工作部副部

長李汝求先生親臨主禮，各位長官及友好

賢達撥冗光臨指導，本人謹代表博愛醫院

董事局同寅，致以衷心謝意。

回顧過去一年，本人深感榮幸，有機會帶領博愛醫院

董事局，邁向博愛醫院93週年。博愛擁有72個服務單

位，包括中西醫療、教育、婦女、幼兒、長者及青少

年服務，致力滿足不同階層人士的需要，每年服務人

次超過50萬。早於上任之初，本人已與一眾董事局同

寅，訂立清晰、明確的目標，縱然面對任何艱巨的挑

戰和衝擊，本院董事局同寅仍堅定不移、努力不懈，

在各政府長官、社會賢達、善長仁翁的鼎力支持及指

導下，協助本院逐步推行及完成各項既定工作目標，

發揮「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精神，繼續服務社會

大眾。為此，本人謹將任內之重點工作簡單匯報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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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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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尚品格及正確人

生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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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本院屬下中小學在法團校董會的領導下，

學生成績不斷進步，在公開試中屢創佳績。本院之中

小學，近年致力營造優良的英文環境；而小學一至三

年級英文科，採用大圖書教學法，透過有趣的故事和

學習活動，讓學生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英語拼音、詞

彙、文法等。此外，又與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合辦英語

教學伙伴合作計劃，大學每年派出四位英語教學學系

學生，以嶄新的教學模式教授英語，為學生開創新的

學習體驗，同時亦有助拓寬老師的教學視野。

學前教育

為提升兒童的英語水平，五間幼稚園特別聘請外籍教

師全職駐校教授英語，讓兒童能在多聽多講的環境下

強化英語能力。學校推展蒙特梭利教學法，透過日常

生活教育、感官、語文及數學，讓兒童愉快地吸收知

識，增加學習的興趣。

此外，學校全面推行藉著中國古代故事，培養小朋友

待人有禮，建立正確的道德觀，提高中文的閱讀興

趣。同時，學校亦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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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醫療服務
西醫服務

有見公立醫院護士及醫生人手嚴重流失，對醫療服務

造成壓力，本院撥款予以下項目：

•	 為屯門醫院護士學生提供車津
•	 加強醫生培訓、提升醫護人員之歸屬感及專業知
識

•	 撥款醫院義工及員工康樂
•	 繼續以「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撥款，資
助「新界西康復設備支援庫」，以捐贈及借出康

復設備，協助博愛醫院及屯門醫院出院的長期病

患病人，解決醫療輔助器材或設施的需要。

中醫服務

本年度服務人次創新紀錄，接近40萬人次。本院開辦

五間綜合中醫診所，另與醫院管理局及香港中文大學

合作營辦兩所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提供專業的中醫診

療服務，包括內科、針灸、骨傷、戒煙等。為迎合市

民大眾對中醫服務的需求，本院共設18部中醫流動醫

療車，提供90個服務點，遍佈全港18區，並於去年

增設外展中醫服務，以外展醫療車運送醫師、醫療儀

器和藥物，深入社區，長者中心、護養院、護理安老

院、醫院等之有需要人士，提供一站式的中醫到診服

務，主要服務基層長者，並減輕了公營醫療機構的壓

力。

此外，本院與衞生署控煙辦公室合作開展「免費中醫

戒煙先導研究計劃」，並得到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針

灸研究所的支持。整個中醫針灸療程方便、安全及有

效，自計劃推出後，反應良好，由二零一零年四月推

出，累積幫助超過2,300名煙民成功戒除或減低煙癮。

牙醫服務

本院設於觀塘社區健康中心的牙科診所於二零一一年

七月正式投入服務，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優質

全面的牙科診療服務，更特設外展服務，為社區人士

提供口腔護理講座、口腔檢查及簡單口腔診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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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內行動不便或有特別需要的人士提供直接簡便的

牙科外展診療服務。

此外，博愛營辦為期三年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

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設立三隊牙科外展

隊，包括元朗區兩隊、荃灣及葵青區一隊，由牙科醫

生、牙科助護、註冊社工及服務助理所組成，會按預

約時間帶同所需的牙科設備及醫療物資，前往安老院

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為長者提供免費基礎牙科及口腔

護理服務。

三‧社會服務
•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本院屬下共有7間長者中心及5間安老院舍，本年

度服務長者達36,000人次。為進一步加強大眾關

愛長者的意識，在長者服務方面特別推行「博愛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答謝長者們過往無私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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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推出以

來，本院已為400位長者達成心願，大大提升長者

的快樂指數，並得到各企業贊助支持，傳媒大力

報道，包括無線及亞洲電視新聞等，凝聚社會力

量一同宣揚「關愛長者」的訊息，同時亦希望社

會各界踴躍支持這個充滿意義的活動，讓更多長

者圓夢。

•	 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中心  

本院承蒙香港旭日扶輪社的鼎力支持，慷慨捐

款，在天水圍天晴邨的社區綜合服務大樓，開設

「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中心」，提

供全面的家庭支援服務。整個服務涵蓋婦女、兒

童及家庭多個服務範疇。中心舉辦不同類型的親

子活動、座談會、講座、家庭活動和展覽等，並

加強家庭發展、與家人相處及溝通、子女管教、

家庭壓力危機處理的方法。該新中心於2012年4

月正式投入服務。

•	 博愛醫院香港新界獅子會家庭發展中心

	 本院喜獲「香港新界獅子會」撥款，贊助位於青

衣長青邨之中心進行翻新工程及添置設備，讓服

務得以提升及拓展，並易名為「博愛醫院香港新

界獅子會家庭發展中心」。翻新後的家庭發展中

心，在設計概念上加入不少新穎元素，並為市民

帶來嶄新的服務，由現時只以兒童為主的服務，

推展至家庭各成員。同時，中心亦會聯同本院青

衣區內的其他兩間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重點發

展婦女服務。

•	 極限運動公園

	 本院現正積極籌備於元朗公園側斥資興建逾

15,000平方呎的「極限運動公園」，為元朗及天

水圍區青少年，提供具創意及挑戰性的極限運動

康樂和培訓設施，集合三種熱門的極限運動於同

一場地，包括滑板、特技直排滑輪及BMX自由式

小輪車運動。運動公園內設個人安全設備租借服

務，可供區內青年租借參與極限運動培訓及進行

比賽，藉以鍛鍊青少年的體能及意志力，促進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

•	 青少年數碼及體藝活動中心

	 本院於天水圍天恒邨停車場大樓，開辦總面積達

6,000平方呎的青少年中心，為區內青少年提供各

類支援及發展性服務。運動培訓方面，中心開設

全港唯一室內極限運動場，舉辦各類受青少年歡

迎的極限運動及單車訓練，亦會開辦青少年職志

訓練課程，配備電腦器材，提供數碼和體藝培訓

課程。中心會為區內學校舉辦各類以校為本的生

命教育輔導及活動，透過推動生命教育，提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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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抗逆力，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	 邁向綠色機構 

	 博愛醫院致力推動環保，最近更獲得環境及自然

保育基金撥款，推行「博愛邁向綠色機構」三年

計劃。計劃內容主要透過推行六項綠色策略，

包括「綠色管治及環保管理」、「節能/減碳及

應用可再生能源」、「廢物管理」、「水資源管

理」、「綠色採購」、「綠色教育及推廣」，讓

本院及轄下的社會服務、教育單位，都能減少碳

排放，減低對環境的破壞，並能建立綠色代表單

位，在社區提倡綠色文化。

四‧籌募活動
為推展各項服務，博愛積極籌辦各項籌募活動，包括

以下嶄新籌募活動：

•	 博愛單車百萬行2011

	 本院主辦全港首項大型公路單車籌款活動「滙豐

博愛單車百萬行」，去年破天荒移師到天水圍公

路舉行，吸引5,000名單車愛好者攜手共創善舉，

盛況空前，並籌得超過600萬元善款，參加人數亦

打破歷屆紀錄，成功宣揚單車安全及健康生活的

訊息。

•	 Wii ARE THE KING慈善爭霸戰

	 為積極吸引年輕人做善事，發揚博愛精神，本院

破天荒與人氣遊戲機品牌Wii合作，以比賽形式，

將電子遊戲融入籌款活動中，首次舉辦「博愛Wii	

ARE	 THE	 KING慈善爭霸戰」，將慈善與趣味十足

的親子活動共冶一爐，成為嶄新的籌款活動。

•	 博愛慈善餐舞會2011太空漫遊

	 為營造不一樣的「博愛慈善餐舞會」，今年餐舞

會特別以「太空漫遊2011」為主題，本院非常感

謝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GBS太平紳士，及衞生

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千金林子珊小姐擔任

表演嘉賓，為本院籌得理想善款，在餐舞會大放

異彩。

•	 博愛獻萬家步行慈善籌款

	 為廣籌善款及提高廣大市民對健康的關注，本院

首次攜手與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及香港保險中

介人商會聯合舉辦「保險傳千戶、博愛獻萬家慈

善步行籌款日」。步行路線由元朗體育路出發，

途經十八鄉路、終點站為大棠荔枝山莊。完成步

行後，參加者邊吃特式家鄉盆菜，邊欣賞大會安

排之歌唱表演，場面相當熱鬧。

•	 博愛月全港性籌款

	 此為本院全港性大型多元化籌款活動，項目包括

發行慈善獎券、慈善義賣、上門募捐、慈善晚

宴、嘉年華會等。活動獲多個部門的通力協助，

並得全港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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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愛歡樂傳萬家

	 大型慈善活動「博愛歡樂傳萬家」，特別融入廣

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華麗明星賽》，以輕鬆、有

趣、創新的方式，向大眾推廣本院的社會服務及

資訊。當晚籌得之所有善款，全數交予博愛醫院

社會服務，敬老贈醫，幫助香港有需要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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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博愛醫院紮根香港93年，透過各項慈善公益工作，

與香港人培養出一份密不可分的情誼。為提升服務質

素，本院已委任專業顧問，檢示本院之運作及服務狀

況，並制定長遠策略報告。報告對本院日後之管理、

組織架構、籌募及推廣策略、未來5年發展及服務取

向等，均具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時間飛逝，雖然是短短的一年時間，但本人卻非常榮

幸，能夠與董事局各成員肩負重任，為香港的市民

盡一點綿力，並希望透過一點一滴的推動，能夠發揚

博愛精神，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令社會更團結和

諧。今日，是壬辰年董事局正式履新的日子，新一屆

董事局人才濟濟，新任主席潘德明先生、列位副主席

及總理，皆為社會賢才，熱心公益，定能將本院「博

施濟眾，慈善仁愛」的精神，推展至社會各階層，燃

點更多善長的愛心，為社會謀求更多福祉，造福社

群。

最後，本人謹祝願新一屆董事局工作順利，並再次感

謝各界及各位朋友的支持，敬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

愉快，多謝!

辛卯年董事局主席

湯修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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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63rd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Pok Oi”).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r TSANG Tak S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Dr York CHOW 
Yat Ngok, GBS, JP; and Deputy Director of New Territories 
Sub-Office of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KSAR, Mr. LI Ru Qiu to officiate the 
ceremony.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social elites and 
friends have taken time out of their busy schedules to 
attend.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I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year, I feel deeply honoure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strive towards the 
93rd year of operation of Pok Oi. Pok Oi has 72 service units, 
provi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services, education, 
as well as services for women,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the 
youth. We are devoted to the needs of all strata of society, with 
an annual service attendance of more than 500,000. Shortly 
after I assumed the chairmanship, I worked with members of 
the Board to establish clear and explicit objectives. Even facing 
tough challenges and shocks, all Board members worked 
persistently and tirelessly. With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and 
guidance from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social elites and 
generous donors, we achieved the established objectives step 
by step. Pok Oi develops the spirit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while serving the general public. I briefly outline the 
major tasks accomplished during my service term.

I. Education Services
Pok Oi Hospital schools, with the motto of “Erudition and Virtue”, 
cultivate students to “love, care and serve” the community.  We 
support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ing in education, and 
endeavor to create a salutary learning atmosphere.  Together 
with stakeholders, we work to build a learning community.  We 
foster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noble character, right valu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students.  We 
nurture students to have all-rounded leadership quality, including 
capac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xcel in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and who 
value cultural inheritance, empathy and patriotis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Repor t by Mr. TONG Sau Chai, Henry
Chairman of the 62nd Board of Directors (2011-2012)

o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ha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over the 
past year. Again, our student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ublic 
examinations. In recent years, o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made efforts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English. Big Book Teaching is employed in the English lessons 
for Primary One to Primary Three students. Interesting storie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help to create a pleasurable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English phonetic transcription,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other initiative is a partnership programme with 
McGill University of Canada in English teaching. Every year, 
the university assigns four students in its English Department to 
Hong Kong to teach English for our students. Their innovative 
teaching brings a new learning experience to our students. The 
programme also enables teacher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Pre-school Education
To enhance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 of children,all five 
kindergartens have employed full-time native teacher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hildren can improve their English 
through more practices, bo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Our 
kindergartens have adopted Montessori teaching method to 
make learning more interesting. Children acquire knowledge 
with joy while receiving daily life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their senses, language and mathematical skills. 

Our kindergartens have also implemented an initiative of using 
ancient Chinese stories to educate children to be polite to 
others, develop their moral values and increase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Chinese. As to music education, the Orff Approach is 
adopted to let young students play and learn at the same time. 
A good foundation for music is developed in an orderly and 
gradual manner. 

II. Medical Services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To help relieve the pressure imposed on pubic hospital due to 
a significant outflow of nurses and doctors, Pok Oi adopte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Provided transportation allowance to student nurses of Tuen 

Mun Hospital
•	 Offering more training for doctors, enhanc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Offered more funding for the hospital’s volunte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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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aff recreation 
•	 Continued to support “Rehab facilities support pool 

for New Territories West Cluster” with the funding from 
“Chronic Illnesses Relief Fund”. The programme donates 
or lends rehabilitation equipment to discharged chronic 
illness patients of Pok Oi Hospital and Tuen Mun Hospital, 
meeting their needs for medical supplementary apparatus 
or facilities.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It was a record-breaking year as the service attendance came 
close to the 400,000 mark. Pok Oi has established five 
Chinese Medicine Polyclinics, and two Centre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opera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Hospital Authori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ional Chinese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such specialties as internal medicine, acupuncture, bones-
setting and smoking cessation are provided. Pok Oi has 18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covering the 18 districts of 
Hong Kong with 90 service points. Moreover, new outreach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was launched last year, transporting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pparatus and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community. Needy people in elderly centres, 
nursing homes, elderly homes and hospitals are provided with 
a one-stop Chinese medicine outpatient service. The service 
mainly targets the grass-roots elderly, relieving the burden on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Pok Oi teams up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ave launched 
a pilot programme providing fre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The programme receives support from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t is convenient 
to receive the Chinese acupuncture treatment and the whole 
process is safe and effective. The programme has received 
encouraging response since its launch. It has helped more than 
2,300 smokers to quit or alleviate smoking habit since April 
2010. 

Dental Services
The dental clinic set up in Kwun Tong Community Heath Centre 
came into operation in July 2011 to offer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reliable and quality dental servic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It also offers outreach service with seminars on oral heath 

care, dental check-ups, as well as simple den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vided t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ose with 
difficulty moving around or special needs are given the ease 
and convenience of receiving outreach dental service. 

Pok Oi is also running a three-year “Pilot Project on Outreach 
Primary Dent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with three dental outreach 
teams, including two teams serving Yuen Long and one for 
Tsuen Wan and Kwai Tsing district. The teams comprise dental 
doctors, dental assistants,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s and service 
assistants. They will visit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for the elderly at appointed times with necessary dental 
equipment and medical supplies to provide primary oral and 
dental service to the elderly at no charge.

III. Social Services
•	 Dreams Come True for the Elderly
 Pok Oi has seven elderly centres and five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which had a service attendance of 36,000 during 
the year. Aiming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we launched a scheme called “Dreams Come 
True for the Elderly”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elderly’s selfless devotion in the past. We help senior 
citizens suffering chronic illness or living alone fulfilling 
their wishes. We hope that they will live a happier, richer 
life in their later years. The scheme has helped 400 senior 
citizens to fulfill their wishes since its launch. Their degree 
of happiness has raised substantially. With the support 
and sponsorship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as well as 
extensive coverage by the media including TVB and ATV 
news, a powerful social force has formed to promote the 
message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We hope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will render enthusiastic support to this 
meaningful project, so that more senior citizens can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	 Pok Oi Hospital -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Family Development Centre

 Pok Oi was rendered great support from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which generously made a don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ok Oi Hospital-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Family Development Centre” in the 
community complex of Tin Ching Estate in Tin Shu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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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e offers comprehensive family support covering 
services for women, children and families. It will organize 
different parent-child activities, symposia, seminars, 
family activities and exhibitions. It will also foster family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ways to communicate and 
get along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and how to handle 
family stress or crises. The Centre will come into operation 
in April 2012. 

•	 Pok Oi Hospital - Lions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Family Development Centre

 Pok Oi was most pleased  to receive donation from Lions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to renovate and purchase new 
facilities for a centre located in Cheung Ching Estate, 
Tsing Yi. The financial support allowed the centre to 
enhance and expand its services. The centre was renamed 
“Pok Oi Hospital - Lions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Family Development Centre”. The renovated centre has 
incorporated new elements in its design, introducing 
brand-new services and extending services to members of 
family in the district. This cenre teams up with two other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centres of Pok Oi in Tsing 
Yi, focusing on developing women services. 

•	 Extreme Sports Park
 Pok Oi is planning actively to build an “ Extreme Sports 

Park” adjacent to Yuen Long Park for the youth of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The Park, over 15,000 square feet in 
area, will provide innovative, challenging recreation and 
training facilities for extreme sports. Three popular extreme 
sports including skateboarding, aggressive inline and 
BMX freestyle cycling can be performed in one place. The 
park will also offer equipment rental service whereby the 
local youth can rent safe equipment for extreme sports, 
for training or a match. Such sports strengthen the youth’s 
physical fitness and willpower, which in turn will enhanc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	 Teenagers’ Digital, Sports and Arts Centre
 Pok Oi is setting up a youth centre inside Tin Heng Estate 

Car Park Block in Tin Shui Wai. The centre with a gross 
area of 6,000 square feet, will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supportive and developmental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district. As to athletic training, the centre will feature 

the only indoor extreme sports field in Hong Kong. It will 
offer training in different extreme sports and cycling, which 
are popular among youngsters. There will also be training 
courses for a variety of career development for the youth. 
Having necessary equipment installed, the centre will 
provide digital, physical and arts education.The centre 
will conduct various school-based counselling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in life education for schools in the district. Through 
implementing life education, the centre will help the youth 
enhance the power of anti - adversity and develop positive 
values. 

IV. New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various services, Pok Oi has been active 
in organizing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new 
events:

•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2011
 Pok Oi organized Hong Kong’s first major fundraising 

cycling event on highways. It made a first-ever move to 
take the annual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to the roads 
in Tin Shui Wai. The event attracted 5,000 cyclists, 
who collectively raised over HK$6 million.  It was an 
unprecedented grand occasion with a record high number 
of participants,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importance of 
safe cycling and healthy living. 

•	 Wii ARE THE KING Charity Contest
 With an aim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take part in 

charity and promote spirit of philanthropy, Pok Oi made 
an unprecedented move to cooperate with Wii, a popular 
brand in the video game sector. We organized the first 
“Wii ARE THE KING Charity Contest”. A video game was 
incorporated into a fundraising event that took the form of a 
contest. Charity and interesting parent-child activities were 
integrated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fundraising event. 

•	 ‧“2011	 Space	 Odyssey”	 -	 Pok	 Oi	 Charity	
Annual Ball

 To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Pok Oi Charity Annual Ball, 
we organized the annual party using the theme of “2011 
Space Odyssey”. Pok Oi is most thankful for Dr York Chow 
Yat Ngok,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and 
Miss May Lam, the daughter of Dr Lam Ping Yan, Direct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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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approach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Time flies. while it was only one year, I was greatly honoured to 
work with Board members on important tasks we were charged 
with, contributing efforts to the welfare of Hong Kong citizens. 
With a step by step approach, we strived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Pok Oi”,meaning devotion of love , to eliminate conflicts 
among people, and cultivate a more united and harmonious 
society. 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63rd Board of 
Directors. The new Board consists of a multitude of talents. The 
new chairman, Mr POON Tak Ming, as well as Vice-Chairmen 
and directors are all distinguished, public-spirite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y will certainly extend the spirit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to all of the society. The spirit will 
stimulate more kind-hearted people to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 welfare and well-being of the general public.  

Lastly, I wish the new Board of Directors every success in their 
endeavours and thank all friends from all sectors once again for 
their staunch support. I wish everyone good health and a happy 
life. Thank you!

Tong Sau Chai, Henry
Chairman of the 62nd of Board of Directors

Health to be our guest performers. Their great performance 
in the ball raised large amount of donation towards our 
philanthropic services.

•	 Pok	Oi	Fundraising	Walk
 We stepped up efforts to raise funds and heighten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with a fundraising 
walk organiz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Yuen Long Shap 
Pat Heung Rural Committee and Hong Kong Chamber of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alking route 
started on Yuen Long Tai Yuk Road, ran through Shap Pat 
Heung Road and ended at Tai Tong Lychee Garden. After 
the walk, participants enjoyed a specialty “big bowl feast” 
and the singing performance offered by the organizer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 jolly joyful charity occasion. 

•	 “Pok	Oi	Month”	Territory-wide	Fundraising
 It is a multi-faceted fundraising programme, conducted 

throughout Hong Kong by means of charity raffle, charity 
bazaars, door-to-door soliciting of donations, charity 
dinners and carnivals. The programme received great 
support from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 as well as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over 100 housing estates, social 
groups,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from various social 
sectors.  

•	 Pok	Oi	Charity	Television	Gala
 Incorporating popular television programme “All Star 

Glamour Show Exam”, the large-scale charity event “Pok 
Oi Charity Television Gala” promoted Pok Oi services to 
the public in a casual, interesting and innovative manner. 
Funds raised were used for Pok Oi social services, serving 
the elderly with free medical care and helping the needy 
in the society.

V. Conclusion
With a history of 93 years, Pok Oi Hospital is deeply rooted 
in Hong Kong. We engage in a large amount of charity and 
community work, and has established an inseparabl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 citizens. With an aim to enhance 
service quality, we have appointed a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to 
review our operations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s. The consultant 
has just submitted a report on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report will have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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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湯修齊先生
Mr.	TONG	Sau	Chai,	Henry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2 潘德明先生
Mr.	POON	Tak	Ming

3 曾耀祥先生
Mr.	TSANG	Yiu	Cheung

4 何榮添先生
Mr.	HO	Wing	Tim

5 黃小雄先生
Mr.	WONG	Siu	Hung

6 吳俊華先生
Mr.	NG	Chun	Wah,	James

7 陳李	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總理 
Directors

8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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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11 鄧慶治先生
Mr.	TANG	Hing	Chee,	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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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曾裕女士
Mdm.	TSANG	Yue,	Joyce

14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15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16 杜玉鳳女士
Mdm.	TO	Yuk	Fung

17 趙瑤女士
Mdm.	CHIU	Yeal

總理 
Directors

18 袁振寧先生
Mr.	YUEN	Chun	Ning

19 蔣佳良先生
Mr.	CHIANG	Kai	Leung,	Larry

20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Linda

21 歐倩美女士
Mdm.	AU	Sin	Mei,	Stella

22 王嘉恩先生MH
Mr.	Albert	WONG,	MH

23 何嘉杰律師
Mr.	Roger	HO

24 吳偉明先生
Mr.	NG	Wai	Ming,	Vincent

25 葉永堂先生
Mr.	YIP	Wing	Tong,	Charlie

26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27 莫兆光先生
Mr.	MOK	Siu	Kwong,	Stanley

28 劉卉女士
Mdm.	LAU	Wai,	Vivian	Shelley

29 張植廷先生
Mr.	CHEUNG	Chik	Ting

30 劉熾平先生
Mr.	LAU	Chi	Ping,	Martin

31 陳偉倫先生
Mr.	CHEN	Wai	Lun,	Stanley

32 侯永昌議員MH
Mr.	HAU	Wing	Cheong,	MH

33 李柏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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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王劭強博士
Dr.	O.Billy	WONG

辛卯年第六十二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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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湯修齊先生
Mr. TONG Sau Chai, Henry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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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企業（中國）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Wong Hau Enterprise (China) Ltd. CEO

黃貿貿易（深圳）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Wong Hau Trading (Shenzhen) Ltd. CEO

圓玄學院 副主席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Vice Chairman

瑪嘉烈及葵涌醫院管治委員會 委員 Princess Margaret & Kwai Chung Hospitals Governing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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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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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快車 總理 Lifeline Express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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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道教聯合會 理事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Director

香港醫療輔助隊 顧問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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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益金新界區百萬行 2010/2012 聯席主席 The Community Chest New Territories Walk 2010/2012 Co-Chairman

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2008/12 委員 Tsuen Wan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2008/12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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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灣東分區委員會 2006/2010 委員 Tsuen Wan East District Committee 2006/2010 Committee Member

荃灣區消防大使會 副主席 Tsuen Wan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s Club Vice Chairman

荃灣區小學校長會 會長 Tsuen Wan District Prim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President

香港教育學院 校董會成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ouncil Member

教育局家校合作委員會 委員 Committee on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Education Bureau Committee Member

懲教署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委員 Committee for Community Support for Rehabilitated Offenders, 
Correction Services Dept 

Committee Member

保安局監警會 2011/12 觀察員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Security Bureau 
2011/12

Observer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觀察員 Council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n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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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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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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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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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潘德明先生
Mr. POON Tak Ming

籍貫 : 廣東普寧

Native Province : Pu Ning,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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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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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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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獅子會 創會會長 Lions Club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East Founding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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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通安全隊(特遣署) 分隊指揮官 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 (Task Force Department) Section Commander

元朗 / 大埔潮州同鄉會 名譽會長 Yuen Long / Tai Po Chiu Chow Natives Association Chairman

新界潮人總會 會董 New Territories Chiu Chow Federation Limited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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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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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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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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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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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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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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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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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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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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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02/2003,2005/2006,2007/2009 總理 Pok Oi Hospital2002/2003,2005/2006,2007/2009 Director

博愛醫院2009/201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09/201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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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曾耀祥先生
Mr. TSANG Yiu Cheung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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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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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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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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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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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Ladies Ltd 董事長 AP Ladies Lt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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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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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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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08/2012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8/201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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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0/201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Vice Chairman

董事局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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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何榮添先生
Mr. HO Wing Tim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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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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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協廣東省中山市委員會2008-2011 政協委員 Zhongshan Committee of the CPPCC 2008-2011 Committee Member

中山市僑資企業商會  2007-2013  副會長 Zhongshan Associ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2007-2013

Vice Chairman

中山市城市規劃協會 2007-2015   理事 Zhongshan Urb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7-2015 Director

中山市海外交流協會  2006-2014  理事					 The Overseas Exchange Association of Zhong Shan City 2006-
2014

Director

中山市工商聯合總會  2007-2016 執行委員會執委					 Zhongshan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ists & Businessmen 2007-
2016

Committee Member

中山海外聯誼會2005-2012 常務理事 Zhongshan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2005-2012 Executive Director

中山市房地產業協會2005-2013 理事 Zhongshan City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2005-2013 Director

中山市沙溪鎮商會2005-2015 副會長

中山市民眾商會2007-2012 副會長

廣東省僑商投資企業協會2007-2013 創會會員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2007-
2013

Founder Member

廣東省房地產業協會2005-2012 常務理事 Guangdong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2005-2012 Executive Director

廣州開發區·蘿崗區僑商會2011-2014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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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Zhong Shan Youth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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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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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08-2012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8-201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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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0-201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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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黃小雄先生
Mr. WONG Siu Hung

籍貫 : 福建南安

Native Province : Nanan, Fujian

董事局成員介紹

港基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 Kong Kei Construction Ltd. Director

太平洋帆船酒店 董事 Vela Pacific Hotel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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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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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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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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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 2009-2010 總理 Yan Oi Tong 2009-2010 Directo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07-2012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7-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社會服務委員會2011-2012 主席 POH Social Services Committee 2011-2012 Chairman

博愛醫院 2007-201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7-2011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1-201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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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吳俊華先生
Mr. James NG

籍貫 : 福建晉江

Native Province : Jinjiang,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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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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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環球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長 Ecomax World Trade Ltd. Managing Director

A & V Media Technology Ltd. 主席 A & V Media Technology Ltd. Chairman

Eco-Green Agrochemical Ltd. 主席 Eco-Green Agrochemical Ltd. Chairman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09-2012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9-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財務及投資委員會2011-2012 主席 POH Finance Committee 2011-2012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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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1- 201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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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成員介紹

Th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The Group Holdings Limited Director

積加行有限公司 董事 Jaguar TC Limited Director

有機屋有限公司 董事 Organic Lifestyle Limite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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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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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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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SP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09/2012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09/201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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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議會 副主席 Youth Council Vice -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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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1/201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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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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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貫 : 廣東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Guan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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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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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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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協廣東省陽江市委員會     政協委員 Yangjiang Committee of the CPPCC 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2004/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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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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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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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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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04/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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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鄧慶治先生
Mr. TANG Hing Chee, Mingo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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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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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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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政協 委員 Tianjin CPPCC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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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06/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6/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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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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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攝影器材進口商會1997-1998 會長 Th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Photographic Equipment 
Importers Limited 1997-1998

Chairman

天水圍飛馬足球會有限公司2008-2010 副主席 TSW Pegasus Football Team 2008-2010 Vice-Chairman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8-2012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08-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04-2007, 2008-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4-2007, 2008-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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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籍貫 : 廣東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

總理

Director

曾裕女士
Mdm. TSANG Yue, Joyce

籍貫 : 廣東紫金

Native Province : Zij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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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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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董事長 Kwok Wing Pty Ltd Vice-Chairman

立成澳洲投資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Lappson Australia Ltd Vice-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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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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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09/2012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09/201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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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

首席執行官

 

身心美慈善基金 創辦人及主席   

美容專家國際學院 創辦人及院長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其他服務業委員

會主席

福布斯亞洲頂尖企業200強 2007/2008  

香港公益金主席大獎2005/2006

世界傑出青年華商2011  

APEA「年度女企業家」2011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09/2012 校董		   

博愛醫院2009/2012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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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籍貫 : 廣東潮州

Native Province : Chaozhou,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衍生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Hin Sang Group Holding Limited CEO

衍生行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Hin Sang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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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浮市委員會 政協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Yunfu Province PRC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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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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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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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10/2012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0/201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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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惠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 Volk Favor Food Limited Board Chairman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常務會長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Deputy President 

油尖旺工商聯會 會長 The Association of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of Yaumatei Tsimshatsui Mongkok Ltd President

香港警務處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Central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政府醫療輔助隊 總部縱隊顧問 HKSAR Auxillary Medical Service Hon Advisor Headquarters Column

西貢區首席顧問 Chief Advisor, Sai Kung District

銀樂隊名譽顧問 Honorary Advisor, AMS Band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10/2012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0/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2011/2012 主席 POE Educ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2011/2012 Chairman

博愛醫院2010/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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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杜玉鳳女士
Mdm. TO Yuk Fung

籍貫 : 福建

Native Province : Fujian

總理

Director

趙瑤女士
Mdm. CHIU Yeal, Icy

籍貫 : 廣東潮陽

Native Province : Chaoyang, Guangdong

天行集團 董事長 I-SKY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柬埔寨─國家建設貢獻金質勳章 受勳人 Medal of Honour Cambodia Recipient
新界總商會 常務董事 New Territorie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Executive Director
新界社團聯會 名譽會長 New Territories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Honourable President
新界社團首長聯誼會 副主席 New Territories Chairman of Societies, Fraternal Association Limited School Manager
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元朗分會 會長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Commercial & Industrial General Association Limited  

Yuen Long Branch
President

新界扶輪社 社員 Rotary Club of New Territories Rotarian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 理事 Association of China Trend Studies (HK) Committee Member
灣仔體育總會 榮譽會長 Wan Chai Sports Federation Honourable President
浩洋青年商會 榮譽會長 Ocean Junior Chamber Honourable President

愛沙貝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天一國際（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華大信貸財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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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11-201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0-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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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袁振寧先生
Mr. YUEN Chun Ning, CN

籍貫 : 廣東新會

Native Province : Xinhui,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蔣佳良先生
Mr. CHIANG Kai Leung, Larry

籍貫 : 福建

Native Province : Fujian

縱橫旅遊有限公司 業務顧問 Package Tours (Hong Kong) Ltd. Business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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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旅遊業議會2010/2012 出外旅遊委員會委員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ong Kong 2010/2012 Outbound Committee

劍橋之友香港有限公司 會員  The Friend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Member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11/2012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0/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Director

國際金融資本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pital Group Limited CEO

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區域總監 AIA HK District Director

香港青少年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創會主席 Hong Kong Youth Culture & Art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Founding Chairman

2011全港青少年禁毒唱作大賽籌委會 主席 2011 Hong Kong Anti-Drugs Singing Contest Organizing Committee Chairman

第一屆獅子山青年商會青年領袖2007 得獎者 1st Lion Rock Junior Chamber Young Leadership 2007 Awardee

第38及39屆仁濟醫院董事局2005-2007 總理 38th and 39th Yan Chai Hospital Board 2005-2007 Director

公益金公益之友屯門區2004-2006 副主席 Friends of the Community Chest Tuen Mun District 2004-2006 Vice Chairman

福建希望工程 2005-2007 董事 The Hong Kong Fujian Charitable Education Fund 2006-2008 Director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11-2012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0-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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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Hill Enterprises Limited Director

仁愛堂 2009~2011 總理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2006~2011 支隊副會長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11-2012 校董   

博愛醫院2006-2009，2011-2012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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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Great Harvest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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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首席執行官

及總裁

Adex Mining Inc. Interim CEO &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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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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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0/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0/2012 Director

博愛醫院八十周年鄧英喜中學2011/2012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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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王嘉恩先生MH
Mr. Albert WONG, MH

籍貫 : 福建安海

Native Province : Anhai, Fujian

總理

Director

何嘉杰律師
Mr. Roger HO

籍貫 : 廣東開平

Native Province : Kaiping, Guangdong

東源大地有限公司 總裁 Eastern Worldwide Co., Ltd. President

四川省政治協商委員會 委員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 Sichuan Province Committee Member

2004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2004  

香港物流協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Logistics Association Honorable President

香港貨船業總商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Cargo - Vessel Traders’ Association  Honorary Chairman

香港菁英會 副秘書長 The Youth Elites Group Vice Secretary

新界青年聯會 名譽會長 Federation of New Territories Youth Honorary Chairman

香港女童軍南區分會 2010 - 2012 會長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Southern District Association 2010 - 2012 President

灣仔民政事務處 - 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2011 - 2013

委員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Wan Chai District Youth Programme 2011- 2013 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2007-2008,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7-2008, 2011-2012 Director

寶德楊律師行 合夥人 Boughton Peterson Yang Anderson Partner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 Beijing Zhong Lun Law Firm Partne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11-2012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07-2008,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07-2008, 2011-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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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吳偉明先生
Mr. NG Wai Ming, Vincent

籍貫 : 廣東恩平

Native Province : Enping,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葉永堂先生
Mr. YIP Wing Tong, Charlie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萬利洋行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國際扶輪3450地區 2006-2007 助理總監   

香港旭日扶輪社1999-2000, 2004-2005 社長   

廣東省韶關市乳源縣政協委員 政協   

新界總商會 常務董事   

和富社會企業 項目主席   

香港國際培幼會幹事 召集人   

香港環保運動委員會 小組委員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1-2012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屯門醫院管治委員會2012-2013 委員 Tuen Mun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2012-2013 Committee Member

北區醫院管治委員會2010-2013 委員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2010-2013 Committee Member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2011-2012 委員 Pok Oi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2011-2012 Committee Member

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款顧問委員會 2010-

2011

委員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Charitable Foundation Fund Raising Advisory Committee 

2010-2011

Committee Member

北區醫院復康商店管理委員會 委員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Rehabilition Shop Management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香港病人互助組織聯盟2009-2013 委員 Hong Kong Alliance for Patients’ Organizations 2009-2013 Committee Member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2007-2013 委員 Hong Kong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 Association 2007-2013 Committee Member

國際扶輪3450地區 2011-2013 區副秘書長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50 (Hong Kong,Macau and Mongolia) 2011-

2013

District Deputy 

Secretary

香港旭日扶輪社 2009-2010 社長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 2009-2010 President

博愛醫院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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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籍貫 : 廣東深圳

Native Province : Shenzhen,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莫兆光先生
Mr. MOK Siu Kwong, Stanley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錦創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Kingchamp Development Ltd. Chairman

新世紀表行 董事長 Sun Century Watches Ltd. Chairman

深圳寶安觀蘭同鄉會 榮譽會長

博愛醫院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資訊推廣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Urban Media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金大班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Honest Pro (Holdings) Ltd. Executive Director

馬鞍山高科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Maanshan Gaoke Magnetic Material Co., Ltd. Executive Director

澳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 總經理 Macau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Representative in Hong Kong General Manager

香港旭日扶輪社1993-94, 2003-04 社長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Sunrise1993-94, 2003-04 President

香港董事學會 理事 HK Institute of Directors Council Member

中國韶關市乳源縣政協 委員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RuYuan Country, Shao 

Guan City,Guang Dong Province

 Member

鐘聲慈善社 董事 Chung Sing Benevolent Society Director

新界總商會 常務董事 New Territories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Executive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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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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植廷先生
Mr. CHEUNG Chik Ting

籍貫 : 潮安

Native Province : Cha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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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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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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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海珠海外聯誼會 副秘書長 Guangzhou Haizhu Overseas Friendship Liaison Association Vice-Secretary

陽江市僑界青年聯合會 副會長 Hong Kong Yang Jiang Merchants and Workers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屯門區少年警訊 名譽會長 Tuen Mun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ouncil Honorary President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11/2012 校董 Pok Oi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11/201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七海塑膠有限公司 CEO	 Seven Seas Plastic Fty Ltd. CEO

Quantum Lighting Products Limited  CEO	 Quantum Lighting Products Limited CEO

Bon Bon Development Ltd. CEO	 Bon Bon Development Ltd. CEO

HKWICA 2011-2012 常務會董 HKWICA 2011-2012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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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劉熾平先生
Mr. LAU Chi Ping, Martin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陳偉倫先生
Mr. CHEN Wai Lun, Stanley

籍貫 : 廣東三水

Native Province : Sanshui, Guangdong

弘山(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香港菁英會 會員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 司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理事   

江西省青年聯合會 港區特邀委員   

桂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常務會董   

贛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副秘書長   

九龍西區扶輪社 理事   

博愛醫院2011/2012 總理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 Tencent Holdings Limited President

英利天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Yingli Green Energy Holding Co., Ltd. Independent Director

博愛醫院 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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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侯永昌議員MH
Mr. HAU Wing Cheong, MH

籍貫 : 廣東南海

Native Province : Nanhai, Guangdong

總理

Director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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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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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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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軍455醫院美和整形外科激光中心 副主席 Shanghai Meihe Plastic Surgery & Laser Treatment Ctr.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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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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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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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人協會 副主席 United World Chinese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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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小姐(2010/2013)香港賽區 會長 Miss China Pageant (2010/2013), H.K. Region President

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

油尖旺區議會 議員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 Committee Member

廣東省清遠市政協 委員 Guangdong Province Qingyuan City Committee Member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客座教授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Visiting Professor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兼職 研究員 School of Economi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art-time Researcher

油尖旺北分區委員會 主席 Yau Tsim Mong North Area Committee Chairman

旺角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會長 Mong Kok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President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副主席 Mong Kok District Cultural,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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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街坊會 會長 Mong Kok Kai Fong Association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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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介紹

總理

Director

王劭強博士
Dr. O. Billy WONG

籍貫 : 福建福州

Native Province : Fuzhou,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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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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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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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榮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Profit Win Development Ltd. Director

展升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Cheer Raise International Ltd. Director

廣東省陽江市第六屆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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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跆拳道協會 名譽副主席 H.K. Taekwondo Association Hon. Deputy 

Chairman

福建省福州大學 名譽顧問 Fuzhou Province, Fuzhou University Honorary Advisors 

博愛醫院2011/201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1-201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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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第六十二屆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

辛卯年第六十二屆屬下五所幼稚園	幼兒中心校董會

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				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榮譽首席校董: 湯修齊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彭少衍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袁振寧先生 梁天富先生

	 蔣佳良先生 劉卉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梁國源先生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				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榮譽首席校董: 湯修齊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何榮添先生 趙瑤女士

	 譚姜美珠女士 林群女士

	 李鋈發先生 歐倩美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梁國源先生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

校				監: 李鋈發先生

榮譽首席校董: 湯修齊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林		群女士 劉		卉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黃小雄先生 杜玉鳳女士 何嘉杰律師 陳偉倫先生

	 陳李	妮女士 趙		瑤女士 張植廷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歐倩美女士 劉熾平先生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梁國源先生

陳  楷紀念中學

校				監: 陳徐鳳蘭女士

榮譽首席校董: 湯修齊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潘德明先生 曾　裕女士

	 黃小雄先生 王嘉恩先生MH

	 鄧慶治先生 何嘉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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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首席校董: 湯修齊先生

辦學團體校董:	 曾耀祥先生 吳偉明先生

	 吳俊華先生 葉永堂先生

	 陳李	妮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 鄺國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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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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次壬戌（1982-83年）	柯利德

歲次癸亥（1983-84年）	李惠光

歲次甲子（1984-85年）	鄧兆棠

歲次乙丑（1985-86年）	梁安福

歲次丙寅（1986-87年）	劉 昌

歲次丁卯（1987-88年）	鄭海泉

歲次戊辰（1988-89年）	朱世熙

歲次己巳（1989-90年）	王德渭

歲次庚午（1990-91年）	鄧英業

歲次辛未（1991-92年）	陳國威

歲次壬申（1992-93年）	鄧英喜

歲次癸酉（1993-94年） 蕭炎坤

歲次甲戌（1994-95年）	李家松

歲次乙亥（1995-96年）	蘇邦俊

歲次丙子（1996-97年）	王東昇

歲次丁丑（1997-98年）	王基源

歲次戊寅（1998-99年）	簡浩秋

歲次己卯（1999-00年）	蕭成財

歲次庚辰（2000-01年）	王振聲

歲次辛巳（2001-02年）	曾元鴻

歲次壬午（2002-03年）	黃啟泰

歲次癸未（2003-04年）	陳振彬

歲次甲申（2004-05年）	張伍翠瑤

歲次乙酉（2005-06年）	葉曜丞

歲次丙戌（2006-07年）	王惠棋

歲次丁亥（2007-08年）	林建康

歲次戊子（2008-09年）	藍國慶

歲次己丑（2009-10年）	潘兆文

歲次庚寅（2010-11年）	黃帆風

歲次辛卯（2011-12年）	湯修齊

歲次壬辰（1952-53年）	趙聿修

歲次癸巳（1953-54年）	趙聿修

歲次甲午（1954-55年）	楊永康

歲次乙未（1955-56年）	楊永康

歲次丙申（1956-57年）	楊永康

歲次丁酉（1957-58年）	程振球

歲次戊戌（1958-59年）	程振球

歲次己亥（1959-60年）	程振球

歲次庚子（1960-61年）	程振球

歲次辛丑（1961-62年）	周 有

歲次壬寅（1962-63年）	鄺國理

歲次癸卯（1963-64年）	甘光孝

歲次甲辰（1964-65年）	陳 泰

歲次乙巳（1965-66年）	鄧英奇

歲次丙午（1966-67年）	梁省德

歲次丁未（1967-68年）	馬紹章

歲次戊申（1968-69年）	梁哲若

歲次己酉（1969-70年）	趙不弱

歲次庚戌（1970-71年）	黃學儀

歲次辛亥（1971-72年）	蔡 準

歲次壬子（1972-73年）	鄭任安

歲次癸丑（1973-74年）	古道誠

歲次甲寅（1974-75年）	張錦鴻

歲次乙卯（1975-76年）	劉皇發

歲次丙辰（1976-77年）	鄧文爕

歲次丁巳（1977-78年） 蔡國楨

歲次戊午（1978-79年）	黃源章

歲次己未（1979-80年）	楊晉培

歲次庚申（1980-81年）	梁水發

歲次辛酉（1981-82年）	黎錦文

歷屆主席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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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第六十二屆董事局永遠顧問

陳泰先生 鄧英奇太平紳士 梁省德BBS太平紳士

蕭炎坤博士SBStJ 李家松太平紳士 蘇邦俊先生

黎錦文先生 柯利德先生 鄧兆棠SBS太平紳士

黃啟泰先生MH 陳振彬SBS太平紳士 張伍翠瑤博士

黃學儀先生 鄭任安先生 張錦鴻先生

王東昇太平紳士 簡浩秋先生MH

梁安福太平紳士 鄭海泉先生 王德渭先生 MH

葉曜丞先生MH 王敏馨女士 王惠棋先生MH

楊晉培先生 梁水發太平紳士

蕭成財先生MH 王振聲博士MH, SBStJ 曾元鴻先生MH

鄧英業先生 陳國威太平紳士 鄧英喜太平紳士

林建康律師MH 藍國慶先生MH 潘兆文先生MH

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黃帆風先生 MH

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

王基源(王東源)先生
SBS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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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第六十二屆董事局當年顧問

張德貴先生 林賢奇先生 韓世灝博士

陳明耀先生 周啟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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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第六十二屆董事局名譽顧問

尹錦滔先生

方正GBS太平紳士

方潤華SBS太平紳士

王少強先生SBStJ, BH

王津BBS太平紳士

王國強博士SBS太平紳士

王敏剛BBS太平紳士

王敏超太平紳士

王華生先生

王德仁先生BH

王賜豪醫生SBS,BBS太平紳士

石禮謙S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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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太平紳士

吳清輝教授GBS

吳榮基先生CstJ

李紹鴻教授SBS太平紳士

李德康MH太平紳士

李樹輝SBS太平紳士

沈祖堯教授SBS 

周厚澄GBS太平紳士

周奕希議員BBS太平紳士

周福添教授

林貝聿嘉GBS太平紳士

林偉強SBS太平紳士

林國興太平紳士

林順潮教授太平紳士

林漢武律師

邱全先生BBS MH

胡曉明BBS太平紳士

韋國洪SBS太平紳士

唐偉章教授太平紳士

孫啟昌BBS,MH太平紳士

徐立之教授GBS太平紳士

殷國榮律師

馬梓才先生

康寶駒律師

張肖鷹先生

張炳良教授GBS太平紳士

張偉麟醫生太平紳士

張德熙先生

張學明議員G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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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位教授太平坤士

陳文佑先生

陳玉樹教授BBS太平紳士

陳宇齡先生

陳有慶博士GBS太平紳士

陳炳煥SBS太平紳士BH

陳智思GBS太平紳士

陳新滋教授

陳繁昌教授

單仲偕SBS太平紳士

曾鈺成議員GBS太平紳士

湯偉奇先生BBS,MH

程國灝先生

黃以謙醫生

黃宏發太平紳士

黃定光議員BBS太平紳士

黃松泉BBS太平紳士

楊勵賢女士BH

葉國謙議員GBS太平紳士

葉滿華BBS太平紳士

甄錫榮醫生

趙振邦博士太平紳士

鄭俊平太平紳士

鄧國威太平紳士

鄧國綱BBS,MH太平紳士

鍾港武太平紳士

簡松年律師BBS太平紳士

簡福飴律師SBS

嚴元浩SBS太平紳士

蘇振顯先生

蘇開鵬B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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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總理聯誼會	第四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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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理
鄧兆棠SBS
太平紳士

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

蘇邦俊先生鄧英喜太平紳士 簡浩秋MH 張伍翠瑤博士 王敏馨女士

孫蔡吐媚女士陳顥升先生 郭紀文先生黃嘉謀醫生 任永賢太平紳士 汪明荃女士SBS 趙美寶女士

陳耀雄先生張德熙先生 曾耀祥先生梁浩龍先生 何榮添先生 吳俊華先生 陳李 妮女士

趙　瑤女士杜玉鳳女士 蔣佳良先生袁振寧先生 林　群女士 歐倩美女士 王嘉恩MH

藍國慶MH林建康律師MH 黎永良先生陳國超博士MH
太平紳士

黃紹開先生 梁淑莊律師 潘新標先生

冼國林先生林國興太平紳士 韓世灝博士鄧坤盛先生 陳鴻基博士MBE
太平紳士

楊少偉OStJ.MH 
太平紳士

陳立漢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劉石達先生 鄧慶治先生梁天富先生 譚姜美珠女士 曾　裕女士 彭少衍先生

吳偉明先生何嘉杰律師 吳錦青先生葉永堂先生 莫兆光先生 劉　卉女士 張植廷先生

陳偉倫先生劉熾平先生 李柏成博士侯永昌議員MH 王劭強博士

梁省德 
MBE,BBS,JP

鄭任安先生 李家松OStJ.
太平紳士

王德渭先生MH

鄭科先生

鄧煜坤先生

蕭成財先生MH

陳錦福先生

林照權先生

湯修齊先生

蕭炎坤博士SBStJ.

陳保生先生

王少強SBStJ.BH

彭啟明先生

蘇淥銘先生

王振聲博士
MH, SBStJ.

楊勵賢女士BH

潘德明先生

黃啟泰先生MH

鍾就華先生吳榮基CStJ. 黃小雄先生王賜豪醫生BBS
SBS太平紳士

蕭文豪律師 葉曜丞MH

潘兆文MH黃志源先生 黃帆風MH游樹登先生 李鋈發先生 周啟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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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架構圖

董事局 永遠顧問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學校法團校董會醫院管治委員會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教育服務委員會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醫療服務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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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			席: 潘德明

副	主	席: 曾耀祥 黃小雄

何榮添 吳俊華

當然委員: 湯修齊

委			員:	 陳李	妮 杜玉鳳

鄧慶治 袁振寧

彭少衍 何嘉杰

李鋈發 侯永昌

審核委員會

主			席: 何榮添

副	主	席: 梁天富 袁振寧

鄧慶治 吳錦青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曾	裕 陳偉倫

莫兆光 李柏成

張植廷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曾耀祥

副	主	席: 何榮添 袁振寧

彭少衍 吳錦青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劉石達 莫兆光

李鋈發 侯永昌

葉永堂

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			席: 黃小雄

副	主	席: 簡陳擷霞 葉永堂

王嘉恩 侯永昌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劉石達 莫兆光

梁天富 劉	卉

譚姜美珠 王劭強

曾	裕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李鋈發

副	主	席: 黃小雄 蔣佳良

簡陳擷霞 吳偉明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譚姜美珠 劉	卉

趙瑤 劉熾平

吳錦青 陳偉倫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主			席: 杜玉鳳

副	主	席: 曾	裕 吳偉明

蔣佳良 陳偉倫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王嘉恩 張植廷

葉永堂 李柏成

吳錦青 王劭強

劉	卉

人事委員會

主			席: 彭少衍

副	主	席: 何榮添 鄧慶治

陳李	妮 趙	瑤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吳俊華 李柏成

林	群 王劭強

吳偉明

管理委員會

主			席: 潘德明

副	主	席: 曾耀祥 黃小雄

何榮添 吳俊華

當然委員: 湯修齊

委			員:	 陳李	妮 何嘉杰

簡陳擷霞 劉熾平

梁天富 侯永昌

彭少衍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			席: 吳俊華

副	主	席: 曾耀祥 何嘉杰

梁天富 張植廷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劉石達 歐倩美

鄧慶治 劉熾平

林	群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			席: 湯修齊

委			員:	 潘德明

曾耀祥

葉永堂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			席: 陳李	妮

副	主	席: 劉石達 王嘉恩

譚姜美珠 莫兆光

歐倩美 侯永昌

當然委員: 湯修齊 潘德明

委			員:	 吳俊華 劉	卉

曾	裕 李柏成

杜玉鳳 王劭強

蔣佳良

內務委員會名單



後排 王劭強博士

總理

侯永昌議員MH

總理

劉熾平

總理

劉卉

總理

吳錦青

總理

吳偉明

總理

王嘉恩MH

總理

林群

總理

袁振寧

總理

蔣佳良

總理

歐倩美

總理

何嘉杰律師

總理

葉永堂

總理

莫兆光

總理

張植廷

總理

陳偉倫

總理

李柏成博士

總理

前排 趙瑤

總理

李鋈發

總理

曾裕

總理

鄧慶治

總理

簡陳擷霞

總理

陳李 妮

副主席

黃小雄

副主席

曾耀祥

副主席

湯修齊

主席

潘德明

副主席

何榮添

副主席

吳俊華

副主席

劉石達

總理

梁天富

總理

譚姜美珠

總理

彭少衍

總理

杜玉鳳

總理



後排 王劭強博士

總理

侯永昌議員MH

總理

劉熾平

總理

劉卉

總理

吳錦青

總理

吳偉明

總理

王嘉恩MH

總理

林群

總理

袁振寧

總理

蔣佳良

總理

歐倩美

總理

何嘉杰律師

總理

葉永堂

總理

莫兆光

總理

張植廷

總理

陳偉倫

總理

李柏成博士

總理

前排 趙瑤

總理

李鋈發

總理

曾裕

總理

鄧慶治

總理

簡陳擷霞

總理

陳李 妮

副主席

黃小雄

副主席

曾耀祥

副主席

湯修齊

主席

潘德明

副主席

何榮添

副主席

吳俊華

副主席

劉石達

總理

梁天富

總理

譚姜美珠

總理

彭少衍

總理

杜玉鳳

總理



董事局

內部審核
(外判予KPMG)

行政及機構
發展部

行政經理
阮慧妍

人力資源經理
彭威兒

企業傳訊及
籌募總監
區淑玲

企業傳訊及
籌募經理
呂慧珊 
張俊杰

*KPMG於2011/12
期間為博愛醫院
董事局提供內部
審計服務
(中小學除外）

籌募及推廣總監
潘小屏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財務部

財務經理
李小燕

人力資源部 企業傳訊及
籌募部

籌募及推廣部

董事局總辦事處

總幹事
鄺國光

組織架構



社會、醫療、教育服務

高級服務總監
梁國源

高級服務總監
吳凱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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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緊急援助金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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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佩瓊
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
臨床教研中心
（元朗）

博愛醫院-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
臨床教研中心
（沙田）

梁之潛夫人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太古）

黃啟泰夫人
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華富）

東方日報慈善
基金綜合中醫
專科診所
（青衣）

元朗東莞
同鄉會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天水圍）

長洲鄉事
委員會綜合
中醫專科診所
（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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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健康中心
(觀塘)中醫針
灸戒煙服務

博愛醫院
牙科診所
（觀塘）

博愛醫院
牙科外展隊
元朗(1)/元朗
(2)/荃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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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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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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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碟)

香港旭日
扶輪社家庭
發展中心
(天晴）

青少年數碼及
體藝活動中心
(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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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護養院

賽馬會
單身人士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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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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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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及醫療服務

高級服務總監 梁國源 ssc_ss@pokoi.org.hk

高級服務總監 吳凱孚 ssc_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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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經理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高級行政經理 黃慧君 tmnha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總監 區淑玲 cccfr@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呂慧珊 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經理 張俊杰 ccfm2@pokoi.org.hk

行政及機構發展部

行政經理 阮慧妍 am@pokoi.org.hk

機構發展副經理 鍾美珍 aodm2@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部

籌募及推廣總監 潘小屏 ─	─	─

籌募及推廣經理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經理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司徒詠怡 at@pokoi.org.hk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經理 彭威兒 hrm@pokoi.org.hk

博愛醫院總辦事處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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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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脷洲

太古

九龍城

紅磡
油麻地

何文田

長沙灣

荃灣

深水埗

美孚

馬灣

東涌

梅窩

屯門

新界

九龍

香港大嶼山

長洲

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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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 聯絡職員 電郵

醫療服務

博愛醫院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醫院行政總監

李振垣醫生

leetw@ha.org.hk

田家炳護養院 新界元朗坳頭友善街 電話︰2486	8000	 醫院行政總監

李振垣醫生

leetw@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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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經理

黎慧雯

dck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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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經理

黎慧雯

dotss@pokoi.org.hk

中醫服務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元朗)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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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沙田)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2479	2126

傳真：2691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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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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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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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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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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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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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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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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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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頴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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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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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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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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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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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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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健美

cmpmc18@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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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利廣場術15樓1505室

電話：2607	1222

傳真：2344	2300

副行政主任

李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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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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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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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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健

cfmlic@pokoi.org.hk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廈村屏廈路

沙洲里村58號

電話︰2472	1377

傳真︰2472	2952

院長

石穩萍

ycpic@pokoi.org.hk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元朗鳳翔路5號

偉發大廈地下6-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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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瑋欣

lccic@pokoi.org.hk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舖

電話︰3514	6402

傳真︰3514	6408

服務經理

林雅琴

khkic@pokoi.org.hk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

進修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景社區中心1樓

電話︰2454	3311

傳真︰2454	4717

服務主任

林寶祥

wmfic@pokoi.org.hk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 新界橫台山梁屋村52號A

地下

電話︰2488	5611

傳真︰2488	5101

服務經理

許先深

cytic@pokoi.org.hk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瑞強樓101室

電話︰2505	6139

傳真︰2505	6159

高級服務主任

余漢雄

jcsphic@pokoi.org.hk

元朗博愛社區數碼中心 新界天水圍嘉湖銀座

第2期2樓201B號

電話︰2149	9695

傳真︰2149	9805

主任

朱耀銘

ccic@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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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地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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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53	2012

傳真︰2454	8326

服務經理

彭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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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綜合服務大樓502室

電話：2445	4675

傳真：2445	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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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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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青衣長青邨社區中心

地下G19室及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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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會堂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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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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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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經理

文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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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中心1樓105室

電話︰2322	2600

傳真︰2322	9830

服務主任

楊紫盈

fmi_ftic@pokoi.org.hk

吳榮基叔叔幼兒遊戲及藝術

薈萃坊(蝴蝶)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灣

社區中心1樓107室

電話︰2465	7785

傳真︰2456	9027

學前遊戲小組主任

蘇健婷

fmi_ppgic@pokoi.org.hk

緊急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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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正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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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孔琛

pohckmc@gmail.com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九龍將軍澳唐賢里2號 電話︰2246	3221

傳真︰2246	4514

校長

莊紹文

webadmin@pohtyh.edu.hk

陳國威小學 九龍將軍澳尚德邨 電話︰2178	5700

傳真︰2178	5775

校長

蔡婉玲

info@pohckwps.edu.hk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新界元朗朗屏邨

賀屏樓9-14號地下

電話︰2442	0776

傳真︰2473	3456

校長

劉詩敏

cppcic@pokoi.org.hk

陳徐鳳蘭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藍田廣田邨

廣田商場204室

電話︰2349	1588

傳真︰2349	1374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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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鳳

ckkic@pokoi.org.hk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邨

翠楣樓地下

電話︰2772	0811

傳真︰2772	0331

校長

梁若明

sscic@pokoi.org.hk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紅磡海逸豪園

23座地下

電話︰2333	3279

傳真︰2356	1820

校長

吳佩玲

ywyic@pokoi.org.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中學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 電話︰2474	5566

傳真︰2415	8226

校長

曾志明

leungst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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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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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公關及籌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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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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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爭取社會各界對

本院的支持，吸納更多合作夥伴，建立良好關係。同

時，本院更積極爭取各界及企業的贊助，開拓不同類

型的捐款渠道，令博愛服務能夠邁向多元化的發展，

惠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服務內容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統籌董事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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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傳部更會定期設計及編撰年報及各類型的通

訊，藉以透過不同的渠道及平台，令社會大眾對博

愛多元化的服務有更深入的認識及了解，發揚博愛精

神。

辛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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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衞生署、房

屋署、社會福利署及中聯辦多個政府部門，以及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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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積極與圓玄學院、蓬瀛仙

館及旭日扶輪社等友好團體合作，籌辦不同類型的慈

善企劃。

為了增加與祖國之聯繫及交流，董事局今年特別聯同

四大本地慈善團體，仁愛堂、仁濟醫院、蓬瀛仙館及

圓玄學院組成「香港慈善機構訪京團2011」，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舉辦為期四天之北

京訪問團，參與人數多達70人，拜訪多個中央政府部

門；包括國務院港澳辦、統戰部、民政部、全國政協

及中華慈善總會，得到各個部門之主要領導殷切接待

及指導，並就兩地社會、民生及福利事務作出具深度

及誠懇之交流，讓本團同寅均感獲益良多。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除了負責本院的宣傳工作外，亦肩

負籌募經費的重任，本院於過去一年舉辦過不少籌款

活動，成績理想，包括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博愛	

Wii	 are	 the	 King	 慈善賽、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

博愛兒童	環抱世界」暑期環保學習計劃、博愛慈善餐

舞會、博愛盃、博愛Golf慈善賽、博愛歡樂傳萬家、

博愛武林大會、中醫藥博愛惠民嘉年華、「為生命喝

采」啦啦隊比賽及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計劃等，以上

活動不但得到各界支持，亦蒙傳媒廣泛報導，增加社

會人士對本院善業的認同。本院將會再接再厲，致力

向各社會階層推廣「博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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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屆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
本院新一屆辛卯年董事局，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正

式履新。庚寅辛卯年董事局就職典禮及就職晚宴，

於四月十八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當天承蒙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副局

長梁卓偉教授太平紳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太平紳

士、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太平紳士、衞生署署

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及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醫生

GBM,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典禮亦榮幸邀得多

「博愛醫院庚寅辛卯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邀請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梁卓偉教授太平紳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

太平紳士、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太平紳士、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及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醫生GBM,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與多位政府高官

及辛卯年董事局成員合照留念。

位官商賢達、本院永遠顧問、名譽顧問撥冗出席，共

證時刻。

當晚，博愛舉行辛卯年董事局就職晚宴，承蒙醫院管

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太平紳士、消防處處長盧振

雄先生FSDSM、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太平紳士及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先生蒞臨主禮。

企業傳訊活動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太平紳士主持監誓儀式，本院辛卯年董事局成員

宣誓就職。

博愛醫院辛卯年董事局湯修齊主席、潘德明副主席及庚寅年董事局黃帆風主

席，頒發紀念品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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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神農氏及公墓
每屆新任董事局成員上任後，均齊心參拜農業及醫藥

之祖神農氏，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本院董事局

成員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參拜神農氏，繼而前往元

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墓。除參拜神農氏外，湯修齊主

席更帶領董事局成員巡視博愛醫院屬下單位。

本院湯修齊主席、潘德明副主席、曾耀祥副主席、何榮添副主席、黃小雄副

主席、吳俊華副主席及陳李	妮副主席頒發紀念品予一眾慈善大使。

在博愛醫院辛卯年就職晚宴上，湯修齊主席伉儷、主禮嘉賓及博愛醫院董事

局成員祝酒敬賀，祝願博愛善業發揚光大。

一眾主席總理，在台上合唱名曲，為「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籌募善款，

場面熱鬧非常。

湯修齊主席帶領眾董事局成員誠心參拜神農氏。

湯修齊主席與董事局成員齊心參拜公墓，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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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 拜訪單位

5月3日 中聯辦

5月5日 元朗民政事務處及元朗區議會

5月9日 懲教署

5月11日 圓玄學院

辛卯年董事局拜訪活動
為了與各界保持緊密聯繫，增加彼此的交流及合作，

吸納更多寶貴的意見，促進本院的善業發展，辛卯

年董事局拜訪多個政府部門及友好團體。藉着拜訪活

動，加強互彼溝通，鞏固合作關係，並透過拜訪活

動，推廣博愛院務及最新發展，爭取各界的支持。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中聯辦後，與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先生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懲教署與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先生CSDSM及其他高官合照

留念，並獲邀請參觀大欖懲教所。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元朗民政事務處及元朗區議會，與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

德強太平紳士及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BBS,MH太平紳士合照留念。

湯修齊主席率領董事局成員拜訪圓玄學院，與圓玄學院湯偉奇主席、陳國超

副主席及眾董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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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 拜訪單位

5月19日 房屋署

5月20日 蓬瀛仙館

5月27日 食物及衞生局

日期（2011年） 拜訪單位

5月30日 教育局

6月3日 警務處

6月14日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湯修齊主席率領董事局成員拜訪蓬瀛仙館，與馬梓才理事長及一眾司理等交

流慈善工作的意見。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教育局局長孫明揚GBS太平紳士與其他官員進行午宴，交

流意見。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主席范佐浩太平紳士，以及各委員

交流意見。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房屋署署長栢志高太平

紳士及其他房屋署官員會面。

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局長率領眾官員與博愛董事局成員共晉午餐，席間局長

提供不少寶貴意見予本院。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警務處與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及其他警官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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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年） 拜訪單位

6月16日 醫院管理局

6月20日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及油尖旺區議會

6月30日 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

8月5日 衞生署

8月15日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GBS太平紳士及其他醫管局高層午

宴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及社會福利署聶德權署長，以及

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各官員交流社會服務發展意見。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與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張

國財太平紳士及屯門區議會主席梁健文MH太平紳士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拜訪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及油尖旺區議會，與油尖旺民政事務

專員郭黃穎琦太平紳士及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太平紳士合照留念。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與其他官員進行午宴，交

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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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慈善構機訪京團，拜訪中央統戰部，並喜獲尤蘭田副部長接見。

博愛醫院、圓玄學院、仁愛堂、仁濟醫院及蓬瀛仙館，聯合組團赴北京拜訪

交流，有助各成員對內地的社會政策、福利醫療及民生課題有更深入認識。

國務院港澳辦華建副主任接見香港慈善構機訪京團，就兩地的社會發展、及

福利事業交流意見，讓本院獲益良多。

香港慈善機構聯合訪京
為加強香港新界主要慈善機構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溝通

及聯繫，加深瞭解國家慈善事業方面的政策以及最新

發展情況，建立團體間的交流平台，增進友誼，促進

合作，並藉以提升效率，提高服務質素。香港新界慈

善機構包括本院、圓玄學院、仁愛堂、仁濟醫院及蓬

瀛仙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星期日）至三十

日，聯合組團赴北京拜訪交流，以促進祖國及香港的

慈善及社會服務的發展。

是次訪京團承蒙中聯辦之協助，成功獲安排拜訪中央

統戰部、民政部及國務院港澳辦、中華慈善總會等

領導接見。會面期間，訪問團與中央政府就兩地的社

會發展，及福利事業交流意見，有助各董事局成員，

對內地的社會政策、福利醫療及民生課題有更深入認

識，同時亦對內地居民的需要有進一步的了解，對本

院日後規劃及推動兩地慈善、社會服務發展等均有莫

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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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一家龍情上海夜
為加強現代董事局成員與歷屆主席總理之聯繫，每年

本院均舉辦博愛一家晚宴。為締造非凡氣氛，今年晚

宴特別注入上海元素，帶來「博愛一家龍情上海夜」

。晚宴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假尖沙咀喜來登酒店

舉行。本院更非常榮幸，邀得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區慶祥先生，擔任晚宴的主禮嘉賓，一同見證本院的

發展，以及名譽顧問王賜豪醫生SBS,BBS太平紳士、

永遠顧問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永遠顧問黃帆風先

生MH的授勳榮耀。

是次活動是本院董事局、歷屆總理聯誼會及永遠顧問

委員會每年於新春期間，聚首一堂的聯誼活動，藉此

讓多位在社會上貢獻良多的昔日及現屆主席及總理，

一起見證本院光輝歲月。

傑義風采喜迎春2012
本院與圓玄學院及仁愛堂合辦「傑義風采喜迎春」午

宴，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假香港國際機場亞

洲博覽館圓滿舉行。是日本院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

明教授BBS太平紳士、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

部副部長張肖鷹先生、全國政協委員湯偉奇博士BBS	

MH、圓玄學院董事會主席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蔡黃玲玲女士及本院董事局主席

湯修齊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並與逾千名長者濟濟一

堂，共賀新春，場面熱鬧。

今年晚宴特別注入上海元素，帶來「博愛一家龍情上海夜」。

本院董事局、歷屆總理聯誼會及永遠顧問委員會每年於新春期間，均會聚首

一堂見證本院光輝歲月。

一年一度的「傑義風采喜迎春」午宴，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假香港國

際機場亞洲博覽館圓滿舉行。

台下千名長者濟濟一堂，共賀新春，場面非常熱鬧。

大會頒發感謝狀予愛心之星謝雪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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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1
本院主辦全港首項大型公路單車籌款活動「滙豐博愛

單車百萬行」，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破天荒移師於天

水圍公路舉行，吸引五千名市民攜手創善舉，籌得約

港幣六百萬元善款，參加人數亦打破歷屆紀錄，並榮

幸獲得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再度全力支持，共

襄善舉。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1」之起步禮主禮嘉賓，

邀得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GBS太平紳士、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太平紳士、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邱誠武太平紳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太平紳士、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先生、湯修齊主席、

滙豐香港區總裁馮婉眉小姐、滙豐亞太區企業可持

續發展總監區佩兒小姐、香港單車聯會會長胡曉明

BBS太平紳士、新界總商會會長張德熙先生、本院當

年顧問暨活動榮譽顧問張德貴先生及活動大使任賢

齊、謝安琪共襄善舉。

當天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率領的局長

隊、活動大使任賢齊及謝安琪、博愛隊、滙豐隊帶

頭出發，接着一眾個人及企業、學校、團體及政府

部門的參加者分批出發，全程約十公里，沿途有多

處上下坡段，極具挑戰性。

活動大使任賢齊及謝安琪

與一眾「滙豐博愛單車百

萬行」起步禮主禮嘉賓，

精神奕奕出席活動。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

2011」獲多位嘉賓鼎力

支持，並由活動大使任賢

齊先生和謝安琪小姐燃點

火炬，象徵「滙豐博愛單

車百萬行」正式開始。

大型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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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人出發   盛況空前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吸引五千名市民、企業機構

及團體參加，盛況空前。今年活動路線由天水圍天影

路出發，經洪天路至洪志路折返，再沿洪天路、返回

天影路結束，全程十公里。路線毗連香港濕地公園，

途經元朗及天水圍區多條村落，風景怡人，為單車愛

好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

「三、二、一」，一聲令下，參加者即浩浩蕩蕩，勇往直前！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乃有益身心的活動，吸引不少兒童及青少年參加。

為宣揚關愛共融的訊息，本院今年邀請殘障人士參加活動。

參加者創意無限，部份人更以特色出位的造型，參加「滙豐博愛單車百萬

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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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多元化  全城參與
為了讓「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辦得盡善盡美及響應

環保，大會特別舉辦以環保及單車安全為主題的嘉年

華，設有特色單車展覽、兒童單車專區，並邀請二零

零九年東亞運動會單人花式單車銀牌得主余心怡督察

表演花式單車，讓市民可以透過有趣及互動的活動增

活動掠影
為鼓勵更多市民及企業機構參加，本院於二零一一年

八月十八日假	The	Mira	酒店舉行「滙豐博愛單車百萬

行」新聞發布會，當日主禮嘉賓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副

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湯修齊主席、香港單車聯會會

長胡曉明BBS太平紳士、本院董事局當年顧問暨活動

榮譽顧問張德貴先生、活動大使任賢齊先生、謝安琪

小姐、活動榮譽顧問洪松蔭先生及活動道路安全顧問

何兆麟先生，吸引全港傳媒到場採訪。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太平紳士擔任「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1」頒獎

禮之主禮嘉賓，湯修齊主席致送紀念品以示感謝。

滙豐精英隊穿着富創意的服飾參加「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2011」，勇奪最具

創意服飾獎（企業精英組）。

二零零九年東亞運動會單人花式單車銀牌得主余心怡督察表演花式單車，令

人歎為觀止。

加對單車安全及代碳生活的認識。另外，為配合活動

的主題及讓市民增加對天水圍社區的認識，大會更與

香港濕地公園合辦「濕地公園定向追蹤生態遊」，讓

市民認識濕地保育及濕地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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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Golf慈善賽2011
「博愛Golf慈善賽」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假中山

雅居樂長江高爾夫球會舉行，活動榮幸獲香港中山僑

商會為主要贊助，以及雅居樂長江高爾夫球會提供

場地贊助，秉承過去多年的成功經驗及各界的踴躍支

持，今年參加之球手超過一百位，除本院董事局主席

總理外，還有多名藝人紅星參加，包括秦沛、李思雅

及余少寶等。

是次「博愛Golf慈善賽」邀得湯修齊主席、活動籌委

會主席何榮添先生、活動籌委會聯席主席潘德明先生

及黃小雄先生、籌委會委員簡陳擷霞總理及趙瑤總

理、吳俊華副主席、梁天富總理、李鋈發總理、歐倩

美總理、簡浩秋永遠顧問、以及香港藝人前高爾夫協

會（AGA）創會主席秦沛先生等人一同主持開球禮。

湯修齊主席、活動籌委會主席何榮添先生、活動籌委會聯席主席潘德明先生

及黃小雄先生、籌委會委員簡陳擷霞總理及趙瑤總理、吳俊華副主席、梁天

富總理、李鋈發總理、歐倩美總理、簡浩秋永遠顧問、以及香港藝人前高爾

夫協會（AGA）創會主席秦沛先生等人一同主持開球禮。

「博愛Golf慈善賽」吸引各界善長踴躍支持，獲得超過一百位名人嘉賓參加。

湯修齊主席、活動籌委會主席何榮添先生及香港藝人前高爾夫協會（AGA）

創會主席秦沛先生球桿一揮，為「博愛Golf慈善賽」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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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慈善餐舞會2011太空漫遊
一年一度的「博愛慈善餐舞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二十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宴會廳舉行。為

營造不一樣的氛圍，今年餐舞會特別以「太空漫遊」

為主題，並非常榮幸再次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

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及首席表演嘉賓。

是晚表演可謂精彩絕倫，打頭陣的是湯修齊主席與

愛子湯德安，載歌載舞演繹《2001太空漫遊》，令

湯修齊主席與愛子湯德安，載歌載舞演繹《2001太空漫遊》，活力十足。 本院非常榮幸，再次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周一嶽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及

首席表演嘉賓。

「博愛醫院慈善餐舞會」今年以2011太空漫遊為主題，主禮嘉賓、董事局成員及其他嘉賓一起在台上祝酒。

全場聽出耳油。至於是晚的高潮，則為周一嶽局長

為慈善籌款，大開金口獻唱《Twelve	 of	 Never》及

《Everything	 I	 do》，為本院籌得理想善款。另外，

本院亦榮幸邀得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千

金林子珊小姐，為大會獻唱《Man	 of	 The	 Hour》及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在場嘉賓反應熱

烈，掌聲如雷。同場還有藝人陳潔靈、朱紫嬈、譚晴

擔任表演嘉賓，為餐舞會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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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星光耀眼，台下衣香鬢影，並雲集政府長官、紳

士名流及演藝名人；當中包括立法會主席曾鈺成GBS

太平紳士、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梁智鴻議員GBM	 GBS

太平紳士、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先生CSDSM、教育局副

秘書長曾翠卿太平紳士、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

長張肖鷹先生應邀出席。

「博愛慈善餐舞會」得以圓滿舉行，除有賴各位善長

鼎力支持外，本院亦非常感謝冠名贊助商太子珠寶鐘

錶公司，慷慨捐贈及贊助多款名錶，以及清雍正皇帝

第九代孫兒愛新覺羅啟驤先生及夫人李味辛女士捐贈

親筆字畫、中聯辦李剛副主任捐贈國畫，並以拍賣形

式，成功為本院理想善款。是晚餐舞會共籌得超過港

幣四百三十萬元，有關款項將全數用作本院各項服務

經費，幫助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衞生署署長林秉恩醫生太平紳士千金林子珊小姐，獻唱《Man	of	The	Hour》

及《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林署長獻花，	在場嘉賓掌聲如雷。

今年的「博愛醫院慈善餐舞會」，喜獲中聯辦李剛副主任捐贈國畫拍賣籌款，並由吳錦青總理以港幣十七萬元投得，成為全場焦點。

潘德明候任主席獻花予藝人陳潔靈小姐，場面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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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修齊主席頒贈「博愛盃」予勝出之馬主馬澄發先生。

一眾董事局成員與嘉賓踴躍出席「博愛盃」，以表支持，場面熱鬧。

潘德明候任主席頒發「博愛盃」，予練馬師告東尼。

博愛盃十七週年慈善聚餐
駿馬在賽道上奔馳，英姿凜凜；在欣賞賽馬時，也可

共襄善舉，意義更為重大。為能福澤社群，籌募更

多社會服務經費，幫助更多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本

院每年均舉辦「博愛盃」，並將賽事及聚餐籌得之善

款，全數用作發展本院各項服務經費，回饋社會；這

個別具意義的活動，獲董事局成員踴躍支持，場面熱

鬧。

創辦於一九九四年的「博愛盃」，為本院一年一度的

大型籌款活動。今屆「博愛盃十七週年慈善聚餐」，

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五日（星期日）下午，假沙田馬

場舉行。當日「博愛盃」賽事安排於第七場進行，各

匹參賽馬匹實力旗鼓相當，賽事非常緊張精彩，最後

由紀仁安策騎的二號馬匹夢幻十一勝出。本院特別感

謝大會之主要贊助人鄭志華先生，以及一眾出席之善

長，為本院籌得理想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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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武林大會2012
中國武術源遠流長，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

更被稱為國粹，尤其是中國武術不但養生，更可培養

習武者自立、自強的精神。為推廣中國武術的精神，

鼓勵全民運動，宣揚健康生活，本院與香港中國國術

龍獅總會，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假灣仔伊利沙

伯體育館攜手合辦「博愛武林大會2012」。

是次活動的反應相當熱烈，本院收得三十隊國術隊伍

踴躍報名參加，並籌得接近五十萬港幣之善款，顯示

武術界齊心協力，共襄善舉。為隆重其事，本院榮幸

邀得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李美美太平紳士，擔任是次

活動之主禮嘉賓。為了讓活動更添異彩，本院特別邀

請著名歌星蘇珊小姐，與湯修齊主席壓軸演出，帶來

娓娓動聽的悠揚音曲。同場還有海外武術團隊，表演

奇門兵器，令在場觀眾拍案叫絕。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李美美太平紳士(中)與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及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合照，一同參與「博愛武林大會2012」閉幕及頒獎典禮。

數百武術人士無分年齡及國藉界限，一起耍太極，場面壯觀。 來自西班牙及希臘的歐洲武術團體，即席表演以傳統中國兵器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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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鄭裕玲擔任大會司儀，樂壇校長譚詠麟作表演嘉賓。

署理衞生署署長曾浩輝醫生太平紳士、中聯辦副部長（新界工作部）張肖鷹

先生與一眾主席總理，主持活動的亮燈儀式。

吳俊華副主席與魯芬一起繪畫，並由藝人陳煒解說畫中意義。

為提升節目的可觀性，活動融入遊戲節目《華麗明星賽》，作為籌款及介紹

本院服務之嶄新形式。

博愛歡樂傳萬家
「博愛歡樂傳萬家」為本院一年一度的大型慈善活

動，多年來深得市民及社會大眾的支持。為提升節目

的可觀性，活動特別注入遊戲節目的元素，配合深受

廣大市民歡迎的遊戲節目《華麗明星賽》，透過輕鬆

幽默、創意十足的形式，向大眾市民推廣本院的創辦

理念、中醫及社會服務，呼籲市民踴躍捐輸，籌募本

院社會服務經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司儀鄭裕玲、阮兆祥率領一眾歌星、藝員大玩遊戲。

當晚演出之歌星及藝人包括樂壇校長譚詠麟、江若

琳、麥長青、金剛、陳煒、高海寧、鄭欣宜、魯芬、

農夫、關心妍、黃凱芹等。為配合《華麗明星賽》的

遊戲，參與的主席總理分別組成1872383小隊、博命

捐錢隊及愛chock戰隊，大玩「明星Post王」、「整你

個樣X孖住Chock零舍Chock」、「蜢人飯局」、「喜

怒哀樂Chock	Chock	Chock」、「華麗品味賽」、「華

麗Gallery」、「明星Jackpot」，為本院籌款。

當晚主席總理及一眾嘉賓均為慈善傾力演出，為本院

籌得十分理想的善款；而是次活動所籌得的一分一

毫，將會全數撥捐博愛各項社會服務經費，敬老贈

醫，幫助香港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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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學院捐出$2,200,000予本院，並由湯修齊主席及吳偉明總理代表接受。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捐出$350,000予本院，並由潘德明候任主席及譚姜

美珠總理代表接受。

圓玄學院會長湯偉奇博士BBS,MH捐出$290,000予本院，並由湯修齊主席及

葉永棠總理代表接受。

陳李	妮副主席、梁天富總理、林群總理及李柏成博士總理共捐出$1,320,000

予本院，並由吳俊華副主席及鄧慶治總理代表接受。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捐出$250,000予本院，並由李鋈發總理及袁振寧總理代表

接受。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捐出$200,000予本院，並由潘德明候任主席及梁天富總

理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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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博施愛心 耆夢成真
本院首創的「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為患上頑疾

或有需要幫助的獨居/隱蔽長者達成心願，提升長者

的快樂指數，並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假奧海城

二期主題中庭舉行「博愛長者夢想成真」發布會。當

日榮幸邀請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擔

任主禮嘉賓，湯修齊主席聯同一眾董事局成員出席支

持，而博愛慈善大使羅蘭及謝雪心到場呼籲善長捐款

支持。

此外，本院亦於去年三月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

科學系副教授顏文雄博士及張宙橋博士展開「先導研

究」，邀請406位60至90歲的長者接受問卷訪問。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問卷調查發布會」於七月十三日

假日航酒店舉行，並吸引各大傳媒出席採訪。

另外，為了讓大眾對計劃有更深入了解和認識，本院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馬鞍山新港城廣場舉

行計劃巡禮，除介紹計劃內容及分享活動成果外，更

展示由長者繪製的畫冊和心意卡，以及多項精彩表

演，包括長者帶領十多位學生獻唱、長者口風琴及歌

唱表演、摺紙、繪畫及攝影展覽等，場面非常熱鬧。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受惠長者致送寫有「長者夢想成真計劃」卷軸回饋本院，並由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與湯修齊主席及一眾董事局成

員、博愛慈善大使羅蘭及謝雪心代表接受。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GBM,GBS太平紳士、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

副教授顏文雄博士、張宙橋博士及湯修齊主席，以及本院董事局成員、博愛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受惠長者丘陵伯伯及陳僑田伯伯於「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

劃」問卷調查發布會合照留念。

計劃參加者之一的鄧官雲伯

伯用口風琴表演《香港是我

家》和《月兒彎彎照九洲》。

關愛長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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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圃鮑參翅肚宴
在人月兩團圓的中秋節，本院特別舉辦「博愛長者夢

想成真計劃」，並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舉辦農圃鮑

參翅肚宴，讓長者們免費品嘗鮑參翅肚，共慶中秋佳

節，夢想成真。

AXA端午送關懷
為讓長者能夠感受佳節氣氛，本院特別在端午節和中

秋節，舉行不少慶祝活動。本院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日，聯同AXA香港管理層及義工隊舉辦「博愛AXA

端午節長者探訪2011」活動，探訪本院陳馮曼玲護

理安老院。當日，本院董事局湯修齊主席與一眾總

理、AXA香港營銷總監馮偉昌先生、博愛慈善大使官

恩娜、江若琳，以及AXA義工隊齊齊到安老院派禮

物、玩遊戲，歡度一個快樂的端午節。

花好月圓迎中秋
本院亦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舉行「博愛『花好月

圓迎中秋』長者探訪活動」，並邀請湯修齊主席聯同

其他總理、捐建人陳馮曼玲女士、博愛慈善大使謝雪

心探訪本院屬下的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與長者們聚

首一堂預祝中秋佳節。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舉辦農圃鮑參翅肚宴，長者們笑逐顏開。

「花好月圓迎中秋」為長者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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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弘揚中醫藥
為進一步推廣中醫藥服務，本院與香港中藥業協會、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聯合主辦「中醫藥博愛惠民嘉年

華」，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假上環假日行人坊(上

環摩利臣街及永樂街交界)圓滿舉行。開幕典禮當日，

榮幸邀請得衞生署(中醫藥)助理署長林文健醫生、中

西區民政事務專員何吳靜靜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中

醫藥部主管謝達之博士、本院候任主席潘德明等，擔

任活動主禮嘉賓，令活動生色不少。

探訪菜園村居民
菜園村居民服務處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投入服務，致力

為村民處理各類問題，並成立義工隊，為村內長者

提供更周全的支援。去年五月，菜園村居民已全部遷

出，並在服務處職員協助下，很快便適應新社區的環

境，安居樂業。二零一一年九月十日本院董事局成員

趁中秋佳節，特別探訪菜園村居民。是次探訪的家庭

乃祖孫三代同堂，搬遷後仍能住在一起，共享天倫之

樂。

旭日暖意迎中秋
本院屯門護養院與香港旭日扶輪社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十日合辦「旭日暖意迎中秋晚會」，除護養院長者及

家屬外，更邀請屯門區內其他服務單位的長者一同共

慶中秋。當晚，大會頒發第五屆愛心義工嘉許獎項予

愛心滿載的傑出義工，而且更大派禮物予長者，皆大

歡喜。為令長者們度過一個快樂的晚上，湯修齊主席

及劉石達總理夫人更大唱金曲，為晚會掀起高潮，令

長者度過難忘又溫馨的晚上。

「中醫藥博愛惠民嘉年華」節目豐富，包括本院中醫服務展覽、真假藥材比

較、中醫義診及諮詢、免費針灸戒煙服務、強身太極示範、滋補湯水試飲

等。

湯修齊主席率領董事局成員探訪菜園村居民，並了解他們搬遷後的生活情

況。

本院與香港旭日扶輪社合辦「旭日暖意迎中秋晚會」，與長者共慶中秋佳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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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Wii ARE THE KING慈善爭霸戰 
為積極吸引年輕人做善事，發揚博愛精神，本院破天

荒與人氣遊戲機品牌Wii合作，以比賽形式，將電子

遊戲融入籌款活動中，舉辦「博愛Wii	ARE	THE	KING

慈善爭霸戰」。

首次舉辦的「博愛Wii	 ARE	 THE	 KING慈善爭霸戰」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啟動禮。至於爭霸戰的正式決戰日，則為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一日，假荷里活廣場舉行，並邀請城中名人

參與「名人表演賽」，包括湯修齊主席、陳李	妮副主

席、香港大學臨床腫瘤學系教授莫樹錦醫生、博愛慈

善大使官恩娜、姚嘉妮及港島高爾夫球會董事譚浩瀚

先生。

本院董事局成員與香港中文大學臨床腫瘤學系教授莫樹錦醫生，以及博愛慈

善大使官恩娜及姚嘉妮出席「博愛Wii	ARE	THE	KING慈善爭霸戰」。

香港中文大學臨床腫瘤學系教授莫樹錦醫生與博愛慈善大使官恩娜及亞洲小

姐張家瑩互相對戰，大家玩得非常投入。

湯修齊主席與亞洲小姐吳嘉星參與「名人明星挑戰賽」。

陳李	妮副主席與博愛慈善大使姚嘉妮身體力行參加挑戰賽，為本院籌募善

款。

兒童及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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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
愛心滿載的慈善大使江若琳，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

八日特別抽空聯同歌迷會成員，探訪博愛醫院施淑鎮

幼稚園，將愛心帶給基層學童。適逢探訪當日，臨近

江若琳生日，一眾幼稚園學生特別為她慶祝生日，她

博愛慈善大使官恩娜，參加電子遊戲籌款活動，大叫有好玩之餘，更覺有意

義。

本院首次舉辦的「博愛Wii	ARE	THE	KING慈善爭霸戰」，於七月二十二日假

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啟動禮。

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的小朋友，送上生日咭予慈善大使江若琳，並與陳李	

妮副主席合照留念。

慈善大使江若琳聯同歌迷會成員與一眾小朋友大玩遊戲。

表示今年的生日過得特別有意義，希望透過身體力行

吸引身邊的人關愛基層學童，為小朋友帶來歡樂及希

望，宣揚博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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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兒童 環抱世界
不少基層學童，因家庭經濟問題而失去放眼世界的機

會，為了讓他們能開闊眼界，認識及體驗環境保育的

知識，本院連續兩年舉辦「博愛兒童	 環抱世界」環

保學習計劃，榮幸獲得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全力支

持。本院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由董事局成員率

領慈善大使江若琳、朱紫嬈、林司敏及何浚尉與200

名基層兒童一起暢遊迪士尼樂園，度過一個奇妙旅

程。

湯修齊主席、陳李	妮副主席、慈善大使江若琳、林司敏及何浚尉均希望透過

「博愛兒童	環抱世界」讓更多社會人士關愛基層學童。

湯修齊主席、陳李	妮副主席及慈善大使江若琳與小朋友齊齊玩機動遊戲，度過愉快的假期。

本院董事局成員率領慈善大使江若琳、朱紫嬈、林司敏及何浚尉與200名基層兒童一起暢遊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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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博愛「為生命喝采」元朗區學
校及青少年啦啦隊大賽2012
眾所周知「毒品害人，影響一生」，但每年仍有不少

青少年，誤墮毒品的陷阱。有見元朗及天水圍區的青

少年吸毒問題有急劇惡化的趨勢，本院特別舉辦「博

愛為生命喝采元朗區學校及青少年啦啦隊大賽」，以

鼓勵他們多做運動，建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

發放正能量。活動圓滿舉行，共吸引六百多名青少年

參加，齊齊活出精彩健康人生。

第三屆「博愛為生命喝采元朗區學校及青少年啦啦隊

大賽」，於二月二十五日假天水圍天瑞體育館舉行。

是次參與比賽者眾，參與人數達有六百多人，並分設

八隊中學組、九隊小學組、十一隊幼稚園組及五隊

青少年公開組、合共三十三隊隊伍。為了讓參加者能

發揮專業水平，本院特別邀請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協

辦，並提供全數資助，安排多位教練免費為參加者提

供訓練課程、啦啦隊服裝及技巧鞋，從而鼓勵青少年

多做運動的習慣。

除參加者外，同場還有多個政府部門及組織代表，包

括教育局、民政事務處、社會福利署、康樂文化事務

署、元朗區體育會、天水圍飛馬足球會、元朗區中、

小校長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中、小學分會、

元朗區家長教師聯會等，一起見證這段青少年健康成

長印記。

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BBS,MH太平紳士、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

士、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政治助理莫宜端女士、教育局元朗區總學校發展主任

余羅少文女士、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本院董事局湯修齊

主席等擔任主禮嘉賓。

參賽隊伍均施展渾身解數，帶來難度極高、精彩萬分的表演。

全場總冠軍，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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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推廣部

服務簡介
籌募及推廣部宣揚本院的社會服務精神，將「博施濟

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推廣至全港各區，發揚光

大，以喚起全港巿民大眾對本院的支持。籌募及推廣

部主要工作為籌集善款，除籌劃恒常籌款活動外，更

會不斷開拓籌辦新籌款活動。本年度舉辦了多項恆常

籌募活動，包括「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發行十元

慈善獎券、賣旗籌款、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佛誕慈

善義賣、慈善晚宴、嘉年華會等。步行籌款活動則是

本部門首次舉辦之新活動，參加人數及籌款成績亦相

當理想。

同時，籌募及推廣部亦舉辦多元化籌款活動，除可以

籌集更多善款，同時更藉此加強與各大屋邨團體、工

商界、社會地區人士及政府部門之聯繫，促進彼此溝

通及支援協助。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2011
「博愛月」是本院每年一度全港性大型籌款活動，由

二零一一年八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為期7個多月。

「博愛月」籌款多元化，籌款項目包括發行十元慈善

獎券、慈善義賣、上門募捐、慈善晚宴、嘉年華會

等。「博愛月」能夠順利舉行，承蒙社會福利署、房

屋署、影視及娛樂事務處、民政事務署、地政總署、

食物環境衞生處、警務處及政府多個部門的通力協

助，並得到元朗、屯門、荃灣、葵青、北區、大埔、

沙田、西貢、黃大仙、觀塘、深水埗、九龍城、離

島、香港東區、香港南區超過百多個屋邨、屋苑、社

團、商號及社會各界熱心人士鼎力支持。

「博愛月」開幕典禮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假奧海城「聯邦皇宮」舉行。本院榮幸邀請立法會王國興議員MH、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

長、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盧志遠醫生、社會福利署麥周淑霞副署長(服務)、消防處陳楚鑫副處長、懲教署邱子昭副署長CSDSM、元朗區議會主席梁

志祥議員BBS	 MH	 太平紳士、房屋署梁世智助理署長(屋邨管理)、社會福利署符俊雄元朗區福利專員、元朗民政事務處馮萬山高級聯絡主任及香港警察隊員佐

級協會黃		程主席蒞臨主禮，令開幕典禮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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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假紅磡海逸皇宮大酒

樓舉行「博愛月頒獎典禮暨慶功宴」，邀得立法會王

國興議員MH、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議員太平紳

士、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議員BBS,MH、消防處陳

楚鑫處長FSDSM、社會福利署麥周淑霞副署長、元朗

民政事務專員楊德強太平紳士、房屋署陳少德助理署

長、懲教署鄧秉明助理署長、香港輔助警察隊姚仰龍

輔警總監、社會福利署符俊雄元朗區福利專員、中聯

辦新界工作部趙辦副處長及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黃

程主席親臨主禮並頒發「博愛月」十大慈善最高籌款

獎項予得獎屋邨團體，以示感謝。

藝人泳兒小姐及謝雪心小姐，獲委任為博愛慈善大使

「博愛月」籌委會主席暨董事局潘德明候任主席主持十元慈善獎券電腦抽獎

儀式。

博愛月十大慈善屋邨團體成績最高獎	冠軍	──	元朗商會。 博愛月十大慈善屋邨團體成績最高獎	亞軍	──	祥華賢毅社/新界東獅子會/葉

曜丞議員辦事處。

博愛月十大慈善屋邨團體成績最高獎	季軍	──	華星海鮮酒家。

本年「博愛月頒獎典禮」，假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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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籌款
本院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在新界區舉

行賣旗籌款，厚蒙滙豐銀行、恒生銀行及東亞銀行

鼎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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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衷心感謝各參與賣旗之

中、小學校、幼稚園、社區團體、義工朋友及本院屬

下學校之師生及各服務單位員工及員工家屬的襄助。

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
本院與元朗商會及香港新界工商業總會元朗分會於二

零一二年一月五日至三月五日，聯合舉辦一年一度富

傳統性的「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籌款活動，並於一

月五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元朗鳳翔路五

號博愛醫院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舉行「博愛愛

心傳萬家街坊年捐活動」起步禮。當日邀得社會福利

署符俊雄元朗區福利專員及元朗民政事務處蔡健斌助

理專員擔任開步禮主禮嘉賓。街坊年捐範圍包括元朗

市、流浮山、藍地及洪水橋，主要向各商戶沿門勸捐

募集善款，各商戶反應熱烈。

湯修齊主席與董事局成員一起主持賣旗誓師儀式

湯修齊主席與董事局成員率領賣旗學生出發前留影

眾嘉賓與眾主禮嘉賓合照留念

賣旗義工落力地向途人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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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傳千戶、
博愛獻萬家步行慈善籌款
為廣籌善款及提高廣大市民對健康的關注，並透過有

益身心的步行籌款活動推動助己助人的精神，本院首

次攜手與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及香港保險中介人商

會聯合舉辦「保險傳千戶、博愛獻萬家慈善步行籌款

日。

步行日期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四日(星期日)，上午九

湯修齊主席聯同合辦團體主席及眾董事局成員與主禮嘉賓保險業監理專員蔡淑嫻太平紳士、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蔡健斌先生、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議員

BBS,MH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元朗警區副指揮官曾祥達高級警司一同主持按哨儀式。

1900名參加者浩浩蕩蕩地分批步行出發

時正假元朗劇院側空地舉行，步行路線由元朗體育路

出發，途經十八鄉路、公庵路、僑興路、深涌路、水

蕉新村路、僑興路、大棠山路，終點站為大棠荔枝山

莊。為隆重其事，本院於當日中午十二時在大棠荔枝

山莊舉行步行閉幕禮，並筵開140席盆菜，參加者一

邊享受特式的家鄉盆菜，一邊欣賞大會安排之歌唱表

演，場面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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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籌募及推廣部展望未來，除將恒常籌款活動籌辦得更

出色外，更需不時進行活動檢討，及加入新元素、

新思維，令恒常活動籌辦得更精彩及恒久，亦不時要

留意市場的動態，並以有限的資源籌劃及舉辦有顯著

董事局成員及合辦團體主席與主禮嘉賓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SBS,BBS太

平紳士、立法會議員林大輝BBS太平紳士及衞生署(中醫藥)林文健助理署長於

步行閉幕禮上合照留念。

湯修齊主席與董事局成員齊祝步行活動順順利利

湯修齊主席、潘德明候任主席與主禮嘉賓林偉強SBS,BBS太平紳士陪同頒發

合辦紀念品予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趙春強會長及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梁福

元主席

參加者到達終點站即興奮地舉起步行證書拍照留念

成效之活動。籌募及推廣部將繼續加強與屬下中醫部

聯繫及互存訊息，使中醫流動醫療車可延至更多參與

籌款之屋苑團體範圍內擺放，從而令籌募獲更大的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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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大樓

醫院服務

一.　醫院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在一九一九年創立，並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加入醫院管理局。醫院經過不斷的擴建和改善，現開

設病床459張	 (數據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為元朗及毗鄰地區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二.　醫院發展
為配合外科手術服務擴展，博愛醫院小手術室於二零

一一年八月，由日間病房遷往本院三樓北翼，並命名

為「日間手術中心」，為病人提供一站式的手術前、

手術及術後護理服務。服務包括骨科、外科、泌尿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			席: 湯修齊先生

委			員:	 盧志遠醫生	

李振垣醫生	

潘德明先生

曾耀祥先生

葉永堂先生

黃啟泰先生,	MH

王振聲博士,	MH,	SBStJ

葉曜丞先生,	MH

黃帆風先生,	MH

陳智軒教授

莊文煜醫生

蔡映媚女士

梁志祥先生,	MH太平紳士

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腦外科及婦科之局部麻醉

手術。屯門醫院痛症治療科亦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起

遷到博愛醫院，為新界西聯網病人提供專科門診服

務。

三.　臨床部門
1.	 專科門診服務

	 專科門診提供多元化的分科治理服務，包括內科

及老人科、矯形及創傷科、外科、婦科、兒童及

青少年科及家庭醫學科等。耳鼻喉科、眼科及

乳腺專科亦相繼投入服務。此外，屯門醫院痛症

治療科亦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起遷到博愛醫院，

為新界西聯網病人提供專科門診服務。為配合住

院服務的擴展，本院南翼專科門診於本年重新裝

修，陸續開設以上更多分科診所。現時，診症室

由24間增至39間，南北翼等候大堂亦增加近350

個坐椅，讓更多病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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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部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的規模在過去幾年來迅速發

展，服務範圍漸趨廣泛。全年求診的總人次由

二零零三年大約7,000人次增加到二零一一年的

34,042人次，佔全院專科門診總人次(71,270)的

百分之四十八。另外，本院亦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推出嶄新長者服務，名為「光彩晚情」，為年

老長者及早診斷眼科問題及提供適切的治療。

3.	 住院服務

	 住院服務共有459張病床，包括：內科及老人科病

房、深切治療病床/心臟深切治療部病床、日間病

房、日間婦科中心病房、急症科病房及綜合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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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轄下之單位包括「博愛日間診療中

心」及「綜合專科病房」。

①	博愛日間診療中心

設有以下綜合專科部門，提供一站式服務，包

括慧妍雅集日間婦科中心、日間手術中心、日

間病房及術前檢查服務部、傷口專科診所、內

視鏡組及心腦電檢部。

②	日間手術中心

博愛醫院小手術室於二零一一年八月，由日間

病房遷往本院三樓北翼，並命名為「日間手術

中心」，為病人提供一站式的術前、手術及術

後護理服務，包括骨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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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手術中心為病人提供一站式的術前、手術及術後護理服務。 日間病房為病人提供日間手術的術前及術後護理，以及其他日間治療及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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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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展望
為減低病人的輪候時間並使更多病人受惠，醫院將增

設更多專科門診及手術節數，並會啟用更多病床，以

提供急症、加護及康復等不同服務。醫院會密切監察

人口增長及區內居民需要，不斷更新醫療服務，繼續

發揮「醫護市民」的博愛精神。

  博愛醫院服務資料
如欲獲悉更多博愛醫院的詳細資料，歡迎瀏覽網頁

www.ha.org.hk/poh

醫院會定期為長者，舉辦各項健康教育活動。

放射科提供多類型服務給病人，包括超音波診斷及X光造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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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於1919年創立，一直扮演著元朗地區醫院的重要角色，至今已有93年歷史。多年來，本院致力提供多

項社會服務，包括中醫、牙科、護養院、安老院、長者中心、兒童及家庭服務、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及教育服

務，而有關服務均廣受市民歡迎。

牙科服務
本院設於觀塘社區健康中心的牙科診所（觀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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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服務元朗區及荃葵

區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的長者。

中醫服務
本院自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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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合作營辦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提供專業和優質的中

醫服務。

社會服務
本院轄下共有一所護養院及四所護理安老院，分別為屯門護養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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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名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長期護理、住宿、社

交心理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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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護理安老院正為153名老年痴呆症長者提供治療服務，包括懷緬治療、感官治療及

記憶力訓練等，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的衰退速度，而因應體弱長者人數增加，各院舍亦向114名體弱長者提

供療養照顧服務，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

*	統計資料：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	統計資料：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社會服務統計資料

中醫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普通科 --- 260,071

針灸 --- 116,023

骨傷 --- 10,361

戒煙 --- 9,004

其他 --- 23

整體總計 26個 395,482

牙科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牙科診所 1 1,499

牙科外展隊 3 2,827

整體總計 4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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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之董事局及歷屆總理聯誼會自一九七九年起，開始創辦中學及小學之教育服務。

學前教育服務

*	統計資料：截至2011年1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1年12月

*	統計資料：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	統計資料：截至2011年1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1年12月

*	統計資料：截至2012年1月

*	統計資料：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院舍名稱 宿位數目 入住人數 辦理入住人數 入住率

屯門護養院 216 211 5 98%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 165 160 5 97%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位) 48 47 1 98%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156 152 4 97%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140 135 5 96%

戴均護理安老院 109 108 1 99%

整體總計 834 8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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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20 10 16

學生人數 100 99 112 8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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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8 837 88,970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920 161 42,371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677 102 82,951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63 272 754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長者:505 長者:90 長者:47,743

青少年:627 青少年:27 青少年:13,258

義工:30,777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772 72 37,299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461 39 3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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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七 總數

鄧佩瓊紀念中學 103 144 180 190 194 203 163 65 1,139

陳楷紀念中學 112 141 165 185 167 184 166 64 1,072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93 145 133 142 174 166 125 65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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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37 34 45 41 63 86 306

兒童及家庭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0 126,800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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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針灸戒煙先導研究計劃
吸煙是高血壓、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等多種高危疾病的

主要成因之一，要幫助吸煙者回復健康身體，必需戒

除吸煙陋習，但「煙癮形成容易戒除困難」，戒煙者

需要具備充足決心，配合專業戒煙團隊輔助，方能取

得成功。

有鑑於此，本院與衞生署自二零一零年四月開始，合

作開展一項免費「中醫針灸戒煙先導研究計劃」，首

創以中醫流動醫療車深入社區，為巿民提供免費針灸

戒煙服務，配合戒煙中心和固定專科診所全力支援，

服務範圍遍及港九新界超過90個地點。透過註冊中醫

師、護士和註冊社工的跨界別合作，提供結合針灸、

耳穴和輔導的戒煙療程，務求從生理及心理的角度，

全方位協助戒煙者成功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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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配合政府的控煙活動，中醫師向市民解釋中醫針灸戒煙內容。

服務開展至今，已有超過2,300名吸煙者接受免費針

灸服務。本院會延續中醫針灸戒煙服務，讓更多市民

受惠。有意參加者，可致電博愛中醫戒煙熱線2607	

1222查詢。

博愛醫院於上環假日行人坊，設置戒煙展版，推廣服務資訊	。

自2011年起，本院5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亦為市民提供免費的中醫針灸戒

煙服務。

現時本院於全港超過90個地點，提供免費針灸戒煙服務，	讓市民有更多服務

地點的選擇。

本院提供社區健康講座，推廣「無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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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中醫外展服務
為加強基層社區醫療服務，並照顧院舍體弱長者及醫

院住院病人求診中醫的需要，本院持續拓展中醫外展

服務，二零一一年購置改裝兩部中醫外展醫療車，分

別接載元朗及沙田中醫中心的醫師，配備藥物和基本

醫療設備，深入基層社區、院舍及醫院為病人提供一

站式的中醫診療服務。

本院的中醫外展服務深受市民歡迎，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元朗(容鳳書)中醫中心的外展醫療

車共拓展了九個服務地點，受惠人次達1,783人次；而

沙田(大圍)中醫中心的外展醫療車共拓展了八個服務

地點，受惠人次達2,342人次。

中醫外展醫療車上備有顆粒中藥，方便配發給外展病人服用。

本院於2011年購置改裝兩部中醫外展醫療車，接送醫師、藥物及簡單醫療器

材深入社區、院舍及醫院，為病人提供中醫外展服務。

醫師到院舍，為不良於行的病人提供中醫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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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博愛醫院－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中心
本院辛卯年董事局會議通過與世針聯共同合作，在本

港籌辦一所具規模的中醫針灸專科中心，除為巿民提

供具質素的中醫(針灸)服務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中醫

藥培訓和交流平台，共同促進中醫專業的發展。

經詳細巿塲分析及對比，董事局議決自資購置銅鑼灣

欣榮商業大廈十七樓全層約3,000平方尺單位，用作開

辦雙方合作的中醫針灸專科中心。新中心將採用現代

感較強烈的裝修材料和立體弧形設計，營造現代化的

中醫診所典範，並將安排多位資深針灸醫師駐診，提

供高質素針灸專科服務。

中心共設有四間診室及十五個獨立治療空間，保障病

人隱私；另配合專門設計的抽氣換氣系統，確保艾灸

氣味不會影響中心空氣質素。初步預計中心將於二零

一二年八月完成裝修工程，九月開始投入服務，預計

每年服務人次達3萬。

醫師在戴均護理安老院，仔細詢問婆婆病情，婆婆表示服藥後身體好轉。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鄧良月主席來港，出席針灸水平證書頒發典禮，與博愛

董事局主席總理等合照。

本院中醫團隊到訪北京世針聯總部，洽談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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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設有四間診所，十五個獨立治療空間，保障病人隱私。

新中心採用現代感較強的裝修材料和立體弧形設計，營造現代化的中醫診所典範。



89

中
醫

服
務

本院牙科診所設備齊全，服務使用者可於舒適的環境下接受優質的牙科服

務。

於診所正式投入服務首日，劉石達總理伉儷及劉卉總理為表支持，蒞臨觀塘

牙科診所接受口腔護理服務。

牙科診所的設計無論是擺設、色調配搭及設備配置方面，都經過精心設計，

希望能提供舒適、貼心及高質素的服務予服務使用者。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觀塘）
本院設於觀塘社區健康中心的牙科診所（觀塘）於二

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正式投入服務，為市民大眾提供

專業可靠、優質全面的牙科診療服務，當中包括口腔

檢查、洗牙、補牙、脫牙、根管治療、鑲牙等服務。

此外，診所於二零一二年一月開始正式成為社會福利

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認可的牙科診

所，本院牙科醫生均可在牙科診所（觀塘）內直接為

綜援個案進行報價，並協助申請綜援計劃下之牙科治

療津貼，及提供相關牙科診療服務，幫助更多有需要

人士。

本院牙科服務本著以人為本的宗旨，為市民大眾提供

專業而用心的服務。自二零一二年一月起，牙科診所

的服務時間，由去年的每星期九節，增加至每星期十

二節，並由四位牙科醫生駐診，以配合服務發展，為

更多市民大眾提供適切的服務。

診所除提供門診服務外，更特設外展服務，為社區人

士提供口腔護理講座，提高社區人士的口腔護理知識

及技巧。另外，外展服務亦包括口腔檢查及簡單口腔

診療服務（如洗牙、補牙及脫牙等），為區內行動不

便或有特別需要的人士提供直接簡便的牙科外展診療

服務。

牙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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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外展隊
本院由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開始獲食物及衞生局撥

款，營辦為期三年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

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設立三隊牙科外展隊（元

朗區兩隊、荃灣及葵青區一隊）。

本院牙科外展隊由牙科醫生、牙科助護、註冊社工及

服務助理所組成，會按預約時間帶同所需的牙科設備

及醫療物資，前往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為長者

提供免費基礎牙科及口腔護理服務（包括口腔檢查、

洗牙、簡單補牙、脫牙、止痛及緊急牙科治療等）。

此外，牙科外展隊亦會定期為前線護理人員提供講座

及培訓，增進他們對日常口腔護理工作的知識和應變

能力，以協助他們為居於院舍的長者及長者日間護理

中心的服務使用者，提供日常基本的口腔護理服務。

在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提供牙科外展服務，大大

有別於在牙科診所內進行牙科治療工作。牙科外展

隊的醫護人員無論在診療環境、設備儀器、服務對象

的健康狀況等各個方面，每天均面對不同的挑戰。除

了使用功能較少的手攜式牙科診療儀器外，服務對象

多為體弱多病的長者。本院牙科外展隊憑著專業的知

識，加上各隊員之間彼此信賴，相互配合，各盡其

職，發揮所長，致力為安老院舍和日間護理中心的長

者提供適切合宜的牙科診療服務，讓更多有需要的長

者受惠。

此外，本院更特設「博愛醫院牙科服務援助金」，為

計劃內有經濟困難的元朗區長者提供津助，讓其有機

會接受進一步和適切的牙科診療服務。

牙科外展隊前往不同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為長者和護理人員提供口腔健

康教育講座，增進他們的口腔護理知識。

牙科外展隊每次外出服務，必須帶備如圖中所示的手攜式牙床椅、牙燈、洗

牙機等牙科外展儀器。

「博愛醫護關愛快車」除協作日常外展服務外，更會為有需要到本院牙科診

所接受較複雜口腔治療的長者，安排免費接送服務。



91

牙
科

服
務

設立博愛醫院屯門僑居協進會
牙科外展服務處
有賴董事局的領導和支持，位於元朗保安樓的牙科外

展服務處，於二零一一年八月正式啟用，為本院牙科

外展服務提供各項支援和配套。承蒙屯門僑居協進會

的慷慨為善，捐款贊助本院發展牙科外展服務，特以

此辦事處命名為「博愛醫院屯門僑居協進會牙科外展

服務處」，以垂紀念。

服務處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假王東源夫人長者地

區中心舉行揭幕典禮。揭幕典禮當日承蒙社會各界鼎

力支持，衞生署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陳祖貽太平紳

士、屯門僑居協進會理事暨本院董事局永遠顧問張錦

鴻先生、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符俊雄先生、民

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蔡健斌先生等擔任

主禮嘉賓，連同本院湯修齊主席、潘德明候任主席以

及一眾總理一同主持揭幕儀式。

此外，揭幕典禮當日更邀請了元朗區長者出席參與，

藉此讓社區人士有機會認識本院牙科服務。典禮過後

亦安排了義診服務，由本院的牙科醫生率領一眾醫護

人員，為長者提供免費口腔檢查、洗牙等牙科診療服

務，讓區內長者親身體驗本院專業優質的診療服務，

同時將本院的牙科外展服務進一步推展到元朗社區。

博愛醫院董事局湯修齊主席及陳祖貽醫生，代表本院牙科服務接收由屯門僑

居協進會理事張錦鴻顧問代表致送的28萬元支票。

博愛醫院牙科服務團隊。

博愛醫院董事局湯修齊主席、潘德明候任主席以及一眾總理嘉賓，一同為本院牙科外展服務處主持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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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計劃理念
本院推行「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目的是為答謝長者

們過往無私的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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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關懷長

者，讓社會更和諧共融。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發佈會
本院早前已於本年五月份為九位長者夢想成真進行先

導計劃，包括︰舉辦集郵展、書法展、茶聚坊、中樂

表演、灌錄唱片、探訪獨居長者及拍攝合家歡照片等

等。本院亦邀請了影視紅星羅蘭及謝雪心擔任博愛慈

善大使，為是次計劃進行推廣及宣傳，讓更多長者達

成心願。

長者服務

謝雪心及羅蘭女士與本計劃受惠長者真情對話。 鄭伯收到秘書處為他送上雪櫃後，心中開心不已。

自計劃推出以來，本院已接獲超過380個申請個案，

個案正陸續處理及完成，所申請夢想包括：享用鮑參

翅肚餐、粵曲獻長者演唱會、回鄉探親、旅遊、購置

眼鏡、助聽器、電視機、冷氣機、義工服務等等，以

下是部份受助個案之報導。

鄭伯喜得雪櫃 食物終可保存
鄭伯與妻子是從內地來港的居民，現在於觀塘租住一

間「劏房」單位。由於家中欠缺雪櫃，他們唯有採用

「吃一餐、買一餐」的方法，不能買過多的食物，否

則會讓食物容易變壞，這樣卻使他們造成生活的不

便。所以中心的職員為他們申請本院的「長者夢想成

真計劃」，申請雪櫃，讓食物得以儲存。本院則安排

了一部雪櫃送給鄭伯，鄭伯感到非常開心及高興，並

表示：「多謝博愛為他送上雪櫃，不用再為食物而煩

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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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晚宴渡寒冬  攜手歡聚顯溫情
一群來自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的長者，他們大半

的人生都是勞碌度過，工作時間長達七十多年。為了

生計，年青時努力工作。現在他們卻希望能夠打扮自

己，吃一餐豐富的晚餐，享受一下，故申請本院的「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本院安排了他們到九龍旺角朗

豪酒店享用一餐豐富的晚餐，並與他們慶祝冬至。當

中的食物包括鮑參、燉翅等佳餚。他們十分享受及滿

意是次晚宴及異口同聲地表示：「非常開心，從來也

沒有吃過這些食物!」

年屆九十展心意 寒冬送暖顯溫情
一位年屆九十的長者選擇退而不休，繼續擔任義務工

作。縱使行動不便，而且亦患有其他長期病患；但是

她卻對露宿街頭的人士特別深刻。梁婆婆表示由於

露宿人士缺乏三餐溫飽，心裡感到難受，希望有生之

年為露宿人士獻出一點關懷及支援。所以，她向本院

申請「長者夢想成真計劃」，希望實現這個夢想。最

後，本院安排她與其他的院友探訪「基督教關懷無家

者協會」之服務使用者，並且派發禮物及與他們共進

午膳，以慶祝冬至。她亦得到協會的服務使用者熱情

招待，他們彼此之間亦能夠互相交流。最後，梁婆婆

表示能夠向他們表達關懷，以表心意，感到非常開

心。

東華三院莫黃鳳儀安老院的本計劃受助長者一起參加「豐富晚宴渡寒冬」，

享受美品佳餚。

梁婆婆與院舍內的院友一起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探訪其他服務使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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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適合助聽器  改善聽力助溝通
八十三歲的羅婆婆的聽覺能力較弱，不能聽到外面的

聲音，這卻往往較難與別人溝通。她經常不能清楚聽

到聲音及別人所表達的意思，因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誤

會，甚至爭拗。另一方面，由於聽覺受損，大大減少

了觀看喜愛的粵語長片的次數及參加院舍內的講座，

實在有感不便。這卻對她的心理及社交網絡構成一定

的影響，故配戴助聽器對她來說是十分重要，甚至是

一個夢想。因此，院舍的職員為她申請本院的「長者

夢想成真計劃」，申請一部助聽器，協助她完成夢

想。本院立即安排她到聽力中心檢查耳朵及進行測

試，羅婆婆感到非常開心，使她可以重拾聽覺，大大

改善了生活質素。

眼鏡助視力 賞心又悅目
劉伯伯於內地出生，他的經歷非常淒慘，孤苦無依。

隨著年事漸高，近視及老花的毛病讓他難以收看電視

節目、閱讀報章及書寫，以致失去生活的樂趣，更對

心理及與別人溝通均構成一定的影響。如他能擁有一

副合適的老花眼鏡，便可重拾樂趣，並改善自我照顧

能力，提高個人的生活質素。故院舍職員特別為劉伯

伯申請本院的「長者夢想成真計劃」，希望為他申請

一副老花眼鏡，協助他完成夢想。本院收到了有關的

申請後，便安排他到眼鏡中心檢查視力及進行測試，

他感到非常開心，他可以使用眼鏡閱報及書寫，同時

亦能大大改善了生活質素。

羅婆婆正在聽力中心測試聽力，配戴助聽器，重拾聽力。

劉伯伯於眼鏡專門店，配戴老花眼鏡後，能清楚看到報章的內容，心感喜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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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房)計劃
增設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

服務理念
根據香港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六十五歲或以上

長者人口為852,796人，佔整體人口12.4%；預計二

零三六年該比例將上升至26.4%。面對急升的高齡化

人口，安老事務委員會就長者社區照顧服務進行了顧

問研究。報告確立以「社區照顧為本，院舍照顧為後

援」的長者服務方向，同時亦提出探討安老院舍作為

社區照顧服務基地的可能性建議，包括在安老院舍增

設日間照顧及膳食服務，而近年業界亦不斷探討以不

同模式提供社區支援服務的可行性。

服務內容
為回應社會對長期護理服務之需要及配合政府之政策

方向，本院建議設立較具前瞻性及持續發展的社區

照顧服務發展策略，協助紓緩社區照顧服務不足之問

題。有見及此，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房)計劃增設

六個自負盈虧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以院舍服務

及資源作為後盾，並善用本身優勢，所提供的服務由

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而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亦照

常提供服務，以配合社區不同長者及家庭的需要，彌

補現行服務的不足。此外，服務收費亦多元化，給予

服務使用者更多選擇，收費由半日：一百五十元、全

日：三百元、每星期：一千五百元至每月：五千五百

元不等，收費與提供自負盈虧長者日間護理服務的志

願機構接近。

服務目標
本院希望透過本計劃作為社區照顧發展策略第一階段

試驗計劃，在元朗區提供市場化的日間護理服務，為

有服務需要及具經濟能力的家庭及長者，提供另類高

質素的多元化社區支援服務，以紓緩現時長者對社區

照顧服務之需求。若此服務模式能取得成功，將有助

本院確立新社區照顧服務發展方向，為日後進一步推

展服務奠下基礎。

物理治療師替長者進行物理治療訓練。

本院寬敞的電視廳給予長者足夠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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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通過於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推行「為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

提供家居清潔及陪診服務津貼」的援助項目，目的是

為正在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低

收入家庭的長者，提供不多於十二個月的家居清潔及

陪診服務津貼，讓這些長者可維持家居環境衛生，以

及協助他們按時覆診。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獲社會福利署通知，成功申請成為關愛基金福利援助

項目之認可服務機構，以營運有關家居清潔及陪診服

務，為元朗區內年滿六十五歲、並經社會福利署關愛

基金組審批合資格之長者，提供每月最多四百八十元

（60元X	8小時)的家居清潔及陪診津貼。

	

關愛基金福利援助項目

家居照顧員替婆婆抹地，婆婆看見笑呵呵！抹抹抹，抹到個窗潔而亮。婆婆跟住姑娘，一起小心過馬路，去覆診。

該中心將於十一月一日起，聘請兼職家居照顧員向合

資格長者提供由關愛基金津貼的家居清潔及或陪診服

務，個案由社會福利署評估和分派；有關津貼不會直

接向長者發放，中心會按每位長者所接受之實際服務

時數，以實報實銷形式獲發服務津貼。

為使長者可靈活運用津貼，計劃期內，長者可將每月

的津貼餘額累積至下月使用，以每三個月為一期（由

開始接受津貼的月份起計共四期），每期可使用的津

貼額不能多於一千四百四十元。如選擇的服務收費高

於每小時六十元的津貼上限，或每期使用的服務收費

超出一千四百四十元，長者須自行支付超出上限之服

務收費部分。長者如選用陪診服務，須自行支付接受

服務時所需的交通費。該中心將以收支平衡方式營運

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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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承蒙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撥款十一萬七千五百元	，

推行一個以社區為本、為期兩年（二零一一年至二零

一三年）	的「社區防跌評估及預防工作計劃」，旨在

改善長者的行動和平衡能力；提高長者的防跌意識及

引起大眾關注長者的跌倒問題。

防跌計劃成功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合辦，為長者提供跌倒危機評估、骨質密度測試、平

衡力測試、防跌講座及邀請太極專家教授長者太極十

式。同時，參加者亦需要接受由中文大學研發的高頻

率低震幅震動治療儀器，藉以增強長者的肌肉力量及

平衡力，減低他們跌倒的機會及風險。

計劃內容及推行時間
社區防跌計劃將於機構轄下四所日間長者服務單位推

行；包括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郭興坤長者鄰舍

中心、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及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

中心。

計劃亦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至十月間，分別舉辦了一

次專業同工訓練、防跌大使訓練及四次長者防跌講

座。計劃亦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安排約一百位長者

前往威爾斯醫院接受骨質密度及平衡力測試。同時，

長者亦將於各自的服務單位接受為期半年的震動治療

運動。另外，防跌計劃亦包括由受訓的防跌大使為參

與計劃的長者提供家居安全評估，查找他們家居潛在

的陷阱，並將有需要的長者作出醫護人士轉介。當完

成測試後，中文大學亦會將收集所得來的數據進行分

析，並會總結成報告及光碟作同業參考。

長者接受骨質密度測試

長者接受平衡力測試

長者耐心聆聽評估報告結果

社區防跌評估及預防工作研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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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與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健康生活發展中心合辦的「

踏步運動對於靜態平衡、動態平衡及平衡信心的影

響」的研究，於二零一一年八月進行，希望透過學術

研究及提供訓練課程，讓長者及同工認識踏步運動，

並寓學習於遊戲，訓練及強化肌肉，減低他們跌倒的

機會。此外，各參與的長者服務單位可根據研究的結

果，於日後計劃活動時作為藍本，以提升日後長者服

務質素。

參與長者服務單位包括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

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王木

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王東源夫人長者地

區中心、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及陳士修紀念社會服

務中心。各中心分別邀請五十位長者進行前測及後測

評估，從中各自篩選十五位有跌倒危機長者參與二十

四節密集式訓練課程。

為期二十四節的「踏步行」活動，主要為長者提供一

個有趣及新穎的方式，以改善和訓練他們的動態及靜

態平衡。課堂內容包括：傳球活動、過橋接力、圍圈

團體舞和方塊行，以改善參加者的平衡能力及反應。

是次研究預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份完成所有的課程訓

練，待將收集資料分析後會製作光碟及安排發佈會公

佈研究結果。

半坐體前伸測試：

伸一伸、度一度，讓我們測試一下長者的伸展能力。

手眼協調能力測試：

中心的「體適能測試先鋒」義工專注地引導長者完成不同的「反罐」動作，

以考驗他們的手眼協調能力。

Fun	Noodles	棒棒操：

長者們在輕輕鬆鬆的氣氛下融入棒棒操運動，在不知不覺間地鍛鍊著個人的

反應、節奏感、以至平衡力。

「踏步運動對於靜態平衡、
動態平衡及平衡信心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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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長者院舍服務，除致力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外，

對院友的精神滿足亦十分重視。過去，本院一直努力

透過一系列親子活動，促進院友及家屬的聯繫，讓家

屬對身體狀況日漸衰退的院友，作出精神上的支援，

從而令各院友的身、心、靈均得到滿足，安享晚年。

為進一步了解長者院友的心理需要，並為未來服務設

計上作出更多預備及改進，本院獲社會福利發展基

金撥款二十萬為轄下五間護理安老院舍（包括：陳馮

曼玲護理安老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戴均護理安老

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及一間護養院-屯門護養院，

推行為期兩年(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年度)的「家

庭支援對護理安老院長者的重要性研究計劃」。	

同時，本院成功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參與

是次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嘗試透過量化長者的四個心

理層面，包括強化心理健康、生活滿足度、與親友關

係及自我認同感，從而分析現行各院舍所推行的活動

能如何有效促進家屬對院友的支援，將現行的服務推

陳出新。	

計劃暫定於二零一二年初正式推行，現正進行選取研

究對象的階段，目標希望招募五十位長者參與研究。

此外，計劃同時邀請部份患腦退化症的院友及家屬一

同參與，務求研究結果亦可適用於相關的院友及家

屬。計劃預定於二零一三年首季完成，期望研究成果

能提升院舍內的家屬支援服務及引起大眾更關注院舍

長者的心理需要。

本院護理安老院院長(左一及右一)與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助理(中間四位)合照。

研究主要以一對一之面談方式與家屬們詳細傾談，以便於取得有關資料後再

作出進一步的分析。

家庭支援對護理安老院長者重要性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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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屯門護養院為社會福利署資助及衞生署發牌監管的長

者院舍，於一九九八年投入服務，主要為因健康及身

體功能嚴重缺損，而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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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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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屯門護養院獲社會福利發展基金（第一期）及董事局

撥款進行業務系統改善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開展

「電子護理管理系統」研發項目，計劃透過無線射頻

識別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	RFID）

配合無線網絡科技，在院舍房間裝設平板電腦，護理

人員利用個人電子工作證確認身份，即場輸入數據及

記錄資料，並設有提示功能確保各項工作按時完成。

系統除有助改善工作效率、提升專業形象之外，更能

促進內部溝通並加強服務監察。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對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素有研究，更在多個

研發項目取得專利及獎項。電子護理管理系統（RFID	 -	 Electronic	 Nursing	

Management	System）中，護理人員利用個人電子工作證確認身份，即場輸入

數據及記錄資料。

房間電腦登入後第一版的版面顯示房內院友的資料。

屯門護養院研發「電子護理管理系統」

	

本院於二零一一年初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

程學系協助，實地視察院舍及進行討論，根據實際運

作和服務流程，為護養院度身制訂以無線射頻識別技

術研發上述「電子護理管理系統」。

展望
期望透過「電子護理管理系統」研發項目，持續改善

院舍實務運作，加強內部溝通，包括醫療護理、復康

治療、起居照顧、社工服務及行政運作等，藉此提高

院舍管理及服務的質素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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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援天水圍的社區需要，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獲

「勞工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CIIF)」撥款一百六

十萬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家庭綠洲-開心家庭建築

師」計劃，致力強化「人」這社會資本，提升天水圍

居民的素質。

以「笑」作為其中一個介入點
•	 由二零一零年一月開始，在天水圍招募一群素不

相識的居民成為愛笑大使，教他們以笑聲感染他

人，更體現社會資本的精神。一群愛笑大使用

	 「笑聲」感染天水圍的人，並榮獲「二零一零年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成人團體組的優異獎」，

組員的正面轉變以及為社區所付出的努力被獲肯

定。

耆謀妙策展繽紛計劃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獲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

動計劃」撥款，推行「耆謀妙策展繽紛」活動計劃，

以達至《老而彌堅培後進，多元文化敬耆英》的主

題。

該中心安排長者擔任「耆才師傅」進行歷奇活動。同

時亦於地區招募「小記者」組成「長幼記者隊」，到

不同的長者服務單位訪問長者的人生經歷及奮鬥史，

並編成劇本，由長者義工演繹生命故事劇場，巡迴於

學校及中心演出。同時，亦透過與元朗少數民族的活

動，宣揚多元文化共融訊息。

•	 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一群天水圍區愛笑大使

一改「天水圍＝被助」的形象，他們衝出「圍

城」走進尖東，鼓勵港人在面對挑戰下仍能笑於

暴風，並在星光大道作誓師儀式後，隨即開始花

車巡遊宣傳及大玩愛笑瑜珈，以笑聲感染途經的

行人及遊客，鼓勵港人關注身心健康。

•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以「笑看人生-	我可以」短片

參加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舉辦之「我的最動結網故

事」選舉活動，結果以最高票數突圍而出，獲「

最能引發共鳴大獎」。

以「笑看人生-我可以」短片得到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舉辦之「我的最動結網故

事」活動中獲得「最能引發共鳴大獎」。

「耆謀妙策展繽紛」獲得「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地區最佳活動計劃大獎，長

者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參加頒獎典禮。

你我笑一笑，香港更美妙！

家庭綠洲─開心家庭建築師獲「最能引發共鳴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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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天水圍區人口急速上升，對青少年及新移民服務

的需求日益增加。為回應社區需求，本院積極籌辦青

少年及社區服務，為元朗及天水圍區內青少年提供適

時的支援，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

新辦「青少年數碼及體藝活動中心」
為紓緩天水圍區內青少年服務不足，以及回應區內青

少年危機問題，本院於天水圍天恒邨自資開辦青少年

中心，位於天恒邨停車場大樓五樓A翼，總面積約六

千平方呎，可以為區內青少年提供各類支援及發展性

服務，包括運動培訓、生命教育及職志發展等。

現時中心已進行基本建設工程，本院會陸續開展場地

設計及室內裝修工程，包括興建全港唯一室內極限

運動場，配備極限運動設施及安全設備，開辦各類受

青少年歡迎的極限運動及單車訓練，為青少年提供具

挑戰性、鍛鍊體能及意志的活動。本院獲社署「攜手

扶弱基金」資助推展「博愛『踏出人生路』青少年運

動培訓計劃」，為新中心的重點發展項目之一，透過

極限運動及單車訓練課程，以及社區參與和義工活動

等，讓青少年活出健康精彩人生。

此外，中心會開辦青少年職志訓練課程，配備電腦器

材，提供數碼和體藝培訓課程，並為青少年提供適

切的輔導及社工支援服務，提升區內青少年的工作技

能，加強就業能力。中心亦會為區內學校舉辦各類以

校為本的生命教育輔導及發展性活動，透過推動生命

教育，幫助學生探索自己、他人及社會的關係，思考

生命的意義，學會走出困境，提升青少年的抗逆力，

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本院新辦青少年數碼及體藝活動中心位於天水圍天恒邨停車場大樓。

中心配備各類設施提供青少年職志培訓及舉辦生命教育活動。

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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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辦「極限運動公園」
本院現正積極籌備於元朗公園側斥資興建逾一萬五千

平方呎的「極限運動公園」，為元朗及天水圍區青

少年，提供具創意及挑戰性的極限運動康樂和培訓設

施，集合三種熱門的極限運動於同一場地，包括滑

板、特技直排滑輪及BMX自由式小輪車運動。運動公

園內設個人安全設備租借服務，可供區內青年租借參

與極限運動培訓及進行比賽，藉以鍛鍊青少年的體能

及意志力，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本院現已開展場地設計工作，並陸續進行場地平整及

建設上蓋設施工程。本院計劃開辦各類極限運動培訓

課程，並於公園內開設運動用品專門店，鼓勵創意工

業，聘請區內青年協助管理場內設施及場地使用。一

方面可以增加青年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為區內的青少

年提供在職培訓及就業輔導，培育青少年全面發展，

活出更燦爛的人生。

公園具備極限運動培訓設施，集合三種熱門的極限運動於同一場地，包括滑

板、特技直排滑輪及BMX自由式小輪車運動。

本院已開展公園場地設計工作。

本院將於元朗公園側，興建極限運動公園，佔地逾一萬五千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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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
家庭發展中心
在董事局成員的帶領下，博愛醫院近年積極加強關懷

天水圍社區，並投放更多資源服務區內居民。隨著

天水圍（北）人口急速增長，區內對家庭支援服務的

需求亦相應增加。為回應社區訴求，本院早於二零零

八年已構思在天水圍（北）自資營辦一所家庭發展中

心，並透過元朗民政處向政府提交計劃書，表達居民

的意願。

承蒙香港旭日扶輪社的鼎力支持，慷慨捐助五十萬元

予本院在天水圍區內開辦服務單位。適逢房委會在天

晴邨內興建的社區綜合服務大樓落成，為區內各階層

提供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本院亦選址於大樓內設立家

庭服務單位，並命名為「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

庭發展中心」，以配合天水圍區居民的需求。

針對天水圍區的多種問題（包括人口結構問題、資源

配套缺乏、社會服務不足等），特別是天水圍（北）

社區有較多低收入家庭及新來港婦女，家庭問題較為

複雜，中心主要提供兒童服務、婦女服務及家庭服

務。

博愛醫院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

中心，為區內各階層提供多元化的

社會服務。

家庭發展中心主要提供兒童服務、婦女服務及家庭

服務。

家庭發展中心設有活動室，方便區內的居民使用。

兒童及家庭服務

在兒童服務方面，除了基本的課餘託管服務，中心更

提供專科補習服務，針對改善學童的專科（如英文、

數學等）學習能力。此外，為針對部份學障支援服

務只側重功課輔導，中心亦推行感覺統合運動訓練

（	 Sensory	 Integration	），改善學障兒童專注力的問

題。

在婦女服務方面，中心將會提供人際技巧訓練、謀生

技能及職業培訓，促進其個人成長及才能發展；並透

過建立互助義工小組，強化婦女的支援網絡及生活適

應能力。

至於家庭服務方面，中心會舉辦不同類型的親子活

動，為親子提供雙向溝通和分享學習的空間和機會，

並透過一系列教育性或推廣性的活動（如座談會、講

座、小組、家庭活動及展覽等），推行兼具預防及發

展功能的社區教育（如家庭發展、家人相處及溝通、

子女管教、家庭壓力及危機處理等），旨在加強家庭

的角色和功能，鞏固家庭關係和預防家庭破裂。



105

社
會

服
務

為配合服務拓展，是次裝修工程的設計概念會加入新

穎元素，將位處地下及一樓的單位劃分成「家樂閣」

及「童樂閣」，兩者在設計間隔、顏色選用及傢俱設

備的配伍上選用不同風格，期望為兒童、婦女及其他

家庭成員提供既多元化、舒適休閒的學習環境及活動

空間，以配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博愛醫院香港新界獅子會
家庭發展中心
本院位於長青社區中心地下G19及一樓105室的博愛醫

院長青家庭多元智能中心，自二零零三年開辦至今九

年，室內裝修設備已耗損殘舊，中心喜獲香港新界獅

子會撥款命名贊助，有關款項已用作單位的翻新裝修

及設備添置，以拓展多元化的服務空間，提升現有服

務質素，中心並易名為「博愛醫院香港新界獅子會家

庭發展中心」，以鳴謝善團支持。

因應青衣區對婦女服務的需求日漸增加，為配合社區

需要，中心計劃拓展服務內容，服務對象將由現時針

對兒童為主，推展至家庭各成員。除繼續提供優質的

兒童服務外，更會聯同本院青衣區內其他兩間兒童及

家庭發展中心，重點發展婦女服務。一方面鼓勵婦女

積極參與活動及技能培訓，擴闊社交圈子，自我增值

及增強個人自信；另一方面發展互助義工小組，提升

其面對困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助其建立和諧的家

庭關係以及積極的社區生活。

翻新裝修及設備添置後的家庭發展中心，將拓展多元化的服務空間，提升現

有服務質素。

一樓的「家樂閣」，舒適自然。

一樓另一邊的「童樂閣」，顏色艷麗，充滿活力。

中心定期舉辦不少兒童活動，「英語生活體驗營」屬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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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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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以解燃眉之急。

服務成立至今，已援助眾多身處危難的家庭，度過困

難。雖然本港經濟較以往富裕，但社會上仍有人遭遇

不幸的情況，如天災人禍、貧病無依、意外事件，其

受害者及家人，需要接受緊急經濟援助，協助解決困

難。而本院的緊急援助金就申請人的個別情況提供短

暫性緊急現金或物資援助，如需長期援助之個案，則

會作出相關轉介。

本院對花園街排檔發生災難性大火的
積極回應
本院對於社會一些突發災難事件亦會主動積極回應，

如二零一一年花園街排檔發生四級大火，釀成九死三

十四傷慘劇，本院董事局便即時從本援助金撥出八十

萬元，透過社會福利署向死傷者家屬及無家可歸的災

民提供經濟支援，協助他們度過難關，以解受影響人

士燃眉之急。

目標與宗旨
•	 援助因各種意外而喪失生命人士之家庭，而其家

人因該等人士喪生而造成經濟困難者。

•	 援助獨居老人、個人或家庭而其處境處於危機情

況者。

•	 援助因意外致個人身體傷殘而需要緊急購買各項

輔助器材之人士。

•	 本基金以協助本港居民緊急需要，只作短暫性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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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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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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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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復康設備借用情況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本院本著「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成立「長期

病患者援助基金」支援長期病患者提升康復的機會。

康復的目的是協助病者帶來心、身及功能上的正面改

變。所以，康復的最終目標就是協助病人提升自我

照顧及獨立能力，重投社區並過著豐盛及有意義的生

活，而這亦是本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成立的理念。

本年度其中一個個案，百歲夫婦伍伯伯及95歲的伍婆

婆，數年前開始輪候資助護理安老院，原可一同入住

院舍，惟因婆婆身體轉差，須另安排入住療養院，年

邁夫婦被迫分離。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即發放

一筆款項，安排兩老入住同一間安老院舍，使他們可

以共度晚年。

中風及其他長期病患對患者而言可以說是一個漫長以

至是「終身」的枷鎖，即使是患者出院後，他們所承

受的身心痛楚及精神困擾和壓力，實非一般人所能理

解。患者能在復康過程中，康復設備及有效資訊可以

大大協助提升患者的自我照顧功能，及紓緩照顧者的

壓力。由於很多有效的康復設備都十分昂貴，而長期

病患者的援助金則可提供短期借用的服務，將康復設

備給予患者，直至他們不再需要時，便可回收並再次

借予有需要的人士，不但可協助長期病患者康復，亦

可減輕患者家庭的財政壓力。

有鑑於此，本院根據長期病患者的需要，以本院長期

病患者援助金，與屯門醫院於二零一零年成立「新界

西康復設備支援庫」，提供免費康復設備借用服務及

中風病患者家居護理手冊，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中風及

長期病患者，使他們重投社區。由二零一一年一月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長期病患者援助金透過屯門醫院

一共借出一百六十八次康復設備予有需要人士，協助

他們復康，造福社會。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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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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鳳女士 梁若明女士 吳佩玲女士

創校年份 1988年 1993年 1994年 1999年 2002年

教職員人數 16人 16人 20人 10人 16人

學生人數 100人 99人 112人 86人 107人

校訓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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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著「博文愛德」的精神，致力為學生締造和諧及愉

快的學習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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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方針
•	 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

•	 培育學生國際視野的精神

•	 培育學生成才，以推動學生追求卓越。

•	 培育學生正確的道德觀念，建立良好的品德，承傳優良

文化。

•	 為學生銜接小學課程及生活作準備。

•	 與家長共同協作，培育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

•	 加強教師的專業培訓，培育優秀學生，共建尚學社群。

•	 實踐及推動家庭教育及「學校－家庭－社區」協作之文

化。

締造綠色校園生活，有助幼兒啟發潛能。

學生前往社區中心、進行體操訓練和玩遊戲，促進全人健康發展。

學前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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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為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

具個性的發展，學校透過「誦讀中國經典文學」，讓

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古人的智慧，提升文化修養；

同時，亦著重學生親身的經歷(例如：參觀、探訪等)

，培養多角度思考，擴闊視野，啟發學生的智慧和培

養良好的品格。

教學特色
‧ 蒙特梭利教學

	 在教學上全面推行「蒙特梭利教學」，並開始逐

步嘗試滲入課程中，以探究學習之精神激發學生

學習的動力，培養他們獨立自主的性格。同時，

學校亦會加強啟發學生的學習能力，以學生為主

動建構的知識者，以學生的興趣與發展為主軸，

讓學生能自由地探索、發現、解決問題及表達自

我。

	

‧ 兩文三語

	 學校著重學生語言能力的發展，明白學習語言是

要於有利的環境下學習，因此，各校已提供外籍

英語教師及普通話老師，讓學生能在多聽、多講

的環境下增強英語及普通話能力，提升學生對語

言的學習興趣，為未來打好良好基礎。

學生正利用蒙特梭利教具學習英文詞語，為未來升上小學作好準備。

締造和諧及愉快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開開心心上學去。

各校老師齊心協力向前行，目的是發揮大家的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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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福音樂
學校尊重學生各階段的發展特性及個別差異，透過整

合性的藝術教學活動，以音樂為主軸，融入「文學

的」、「美術的」、「舞蹈的」、「戲劇的」	藝術體

驗，讓學生們快樂的走進音樂世界裡，啟發學生的音

樂熱情；並以親身參與的方式，開啟多元智能以「快

樂體驗」、「自由探索」、「感受想像」、「創意展

現」、「合作學習」為教學核心，讓學生在輕鬆的氣

氛下，循序漸進學習，在邊玩邊學中，奠定良好的音

樂基礎。

配合外間教育計劃
學校積極參與教育局推行之校本支援「內地與香港教

師交流及協作計劃」（體能綜合性活動）」及「內地

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美藝綜合性活動），

透過校本教師工作培訓、課程小組會議、同儕備課、

觀課、反思、專業交流，促進學生全人健康及藝術發

展。

發展領域
學校致力繼續發展有系統的綜合校本課程，通過「蒙

特梭利教學」、「奧福音樂」、「教育局校本支援培

訓計劃」，積極提升教學人員課程之規劃及實踐能

力，以強化啟發學生的學習能力，讓學生能自由地探

索、發現、解決問題及表達自我，最終培養學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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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重視家長，定期讓家長與學生進行特別環保小手工，加強親子關係。

透過綿繩畫製作，有助增強學生的美感發展和藝術能力。

在多聽、多講的環境下，學生與外籍老師輕輕鬆鬆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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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增廣見聞，本校與加拿大麥

基爾大學(University	 of	 McGill)合辦英語教學伙伴合

作計劃，大學每年派出四位英語教學學系學生，以嶄

新的教學模式教授英語，為學生開創新的學習體驗，

同時亦有助拓寬老師的教學視野。

今年，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統籌的「數學科內地教師

交流計劃」。來自安徽新建小學的黃娟老師，每周跟 透過大圖書教學法，學生能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英語。

本校連續四年與加拿大排名第一的麥基爾大學，合辦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

劃，為學生營造英語學習的環境。

安徽新建小學的黃娟老師，每周跟本校數學科老師交流教學心得。

加拿大排名第一的麥基爾大學，每年派出四位英語教學學系學生，到本校教授英語。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為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位於

將軍澳尚德邨，在一九九八年創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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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美五方面均衡的發展。

本校數學科老師協作交流。老師透過共同備課，發展

多元化的數學教學策略；同時可以協助本校優化校本

數學課程，提升學與教質素。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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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及前瞻
所有中一學生均為一級及二級之小六學生，而2010-2011年度之中七學生，

升讀大學或大專院校比率超越90%。高級及高級補充程度會考及格率為87.7%

。鑑於本校學生為中上之材，近五年入讀大學比率平均約九成。有見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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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結構 學年活動
2010-2011年度學校主要活動統計

校外獎項
2010-2011年度校外獎項成績統計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班級 班數

中一 4

中二 5

中三 5

中四 5

中五 5

中六 5

中七 2

總數 31

類別 得獎數目 參與人次

藝術 25 91

體育 159 398

學術 24 106

音樂 24 71

朗誦 53 169

總計 285 835

類別 項次

比賽 103

座談會及講座 34

訓練班及訓練營 86

考察活動及參觀 30

主題活動 49

表演觀賞 19

服務活動 23

其他活動 16

總計 360

本校步操樂團於2011年7月，前往馬來西亞參加2011步操表演樂團世界錦標賽，榮獲銅獎。

本校劍擊隊於「中學校際劍擊比賽」中，榮獲多個獎項，成績令人鼓舞。

「國內傑出青年分享會」奧運乒乓球冠軍王

楠女士，到本校大展球技，表演精彩絕倫。

博愛醫院本著多年來服務社群的精神於一九八七年

九月一日創辦第一所中學，並以新界望族鄧公佩瓊

太平紳士命名，以表揚及紀念鄧氏生平對社會之貢

獻。本校校訓「博學於文，愛人以德」，教育目標

是培育學生成為能獨立思考、有良好社會意識、有

國際視野、有溝通能力、有責任心之良好公民。致

力提供全人教育。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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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設計  特色課程
1.	 本校與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合作，並資助四位

英語學系的外籍老師於本校實習，協助加強同學

的英語能力。

2.	 為照顧同學的學習需要，提高學與教的效能，本

校於今年高中一開展「高中小班教學計劃」把五

班高中同學，分為六班教授，減少每班的學生人

數，讓老師更能照顧同學的需要，提升教與學的

效能。

3.	 2012至2013年度，本校將於初中一至高中二全面

推行「小班教學計劃」。

發展科研　探索世界
1.	 參與香港理工大學探索熱島效應研究活動，以探

討熱島效應及屏風效應。這次研習報告熱身賽

中，本校學生獲得亞軍。

2.	 參與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香港綠色能源應用創

作機關王競賽」，獲得香港區冠軍，並代表香港

前往台灣參與「綠色能源應用創作機關王競賽　

－　城巿盃邀請賽」，勇奪國中組冠軍。

環保教育  持續推廣
本校已連續五年取得「學界環保獎勵計劃學校榮譽獎

及特別獎」，更獲得「香港綠色學校獎」亞軍，取得

獎金十萬元於校內設立「環境教育中心」及興建「生

態校園」。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2011美國創意思維世界賽奪得世界季軍，並接受青協U21網上電台及報章訪

問。

綠色能源應用創作機關王競賽台灣總決賽，獲得國中組冠軍。

國情教育  認識祖國
本校參與「關愛基金	 –	 校外基金(境外學習活動)」

，以資助校內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參與境外學習活動。

過去半年，分別安排了往北京、中山、柳州、福建的

境外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走出香港，擴闊眼

界。

溫馨校園  關愛一生
本校以「愛心關懷滿校園，陳楷中學是我家」為學校

的核心價值，為本校師生營造「溫馨家庭」的感覺。

本校參與2010/11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並獲評審

甄選為「關愛校園」的榮譽。

衝出亞洲  為港爭光
1.	 本校獲得創意思維香港賽七屆全港冠軍，並七次

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與創意思維世界賽，奪得

2005「世界最高榮譽創意大獎」、2010全球冠

軍、2008亞軍、2007及2011季軍、2002及2005

「世界第四名優異獎」，成績理想。

2.	 本校創意思維隊獲教育局資優教育中心邀請，拍

攝一輯有關本校學生勇奪世界冠軍成功故事的錄

像片段，而該片段現已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

中心的展覽廳-「薈萃館」內播放，並同時展出學

生製作的表演道具。薈萃館內設「香港卓越學生

資料庫」，展示香港學生於全國及國際比賽的卓

越成就，該資料庫已記錄了本校五屆創意思維隊

員的資料。

類別 得獎數目 參與人次

藝術 25 91

體育 159 398

學術 24 106

音樂 24 71

朗誦 53 169

總計 285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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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師生攜手 再創佳績
2011年高考合格率達95.4%，13科之中，7科合格率

達100%，所有科目合格率高於全港，10科優良率高

於全港。最佳成績為2A,1B,1E。

2010 -2011年度校外比賽共獲11個冠軍，15個亞

軍，9個季軍，以及多項優異及良好獎，獲獎人數合

共102人次。

多元智能 各展才華
聯課活動：本校舉辦「全方位學習日」，在不同級

別加入重要的成長及學習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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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五計劃共40個學會，豐富學生學習經歷及建立生活

品味。

早讀課：早會活動多元化，包括：紀律訓練、早

操、師生英語交流活動、學生才藝表演、老師及學生

經驗分享或短講、好書推介、語文活動等，藉此擴闊

學習經歷。

德育及國民教育：本校以「愛己愛人，關心社

會」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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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資歷
2011至2012年度本校共有六十四位教師，包括博士3

人，碩士24人，學士38人。

班級及課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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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他們將來於社會、國家及世界貢獻自己作好準備。

學術活動：學術週、跨科語文活動、音樂表演、美

術創作展、家政作品展、境外考察等。

領袖訓練：領袖生、輔導學長及總務特工隊等多項

精英訓練，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及領導才能。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文 理 理/商 商 文 理 理/商 商 文/商 理

班數 4 4 4 6 2 1 1 1 2 1 1 1 1 1

透過境外學習，實地體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精粹。

運動場上盡情發揮所長。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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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報
告

收   入 金   額 (HK$)

社會福利署補助 134,789,330 

教統局撥款 139,826,441 

醫院管理局及衞生署補助 11,031,334 

籌募及捐款 31,752,682 

服務收益 124,782,347 

其他收益 4,796,897 

總收益 446,979,031 

支   出 金   額 (HK$)

老人服務經費 168,383,266 

教育服務經費 140,062,235 

幼稚園服務經費 22,863,309 

家庭課餘託管服務經費 13,172,597 

中醫服務經費 69,421,048 

數碼、青少年中心及單身人士服務經費 2,905,294 

行政經費 4,310,539 

其他支出(包括：緊急援助金、長期病患者援助金、清貧助學金及特別項目等） 6,463,200 

籌募活動費用 11,621,140 

本期盈餘 7,776,403 

總支出 439,202,628 

項   目 金   額 (HK$)

2010/2011年度售旗日 1,164,879.10 

辛卯庚寅交代就職典禮 - 花籃代金 478,445.00 

辛卯年董事局就職晚宴 2,002,935.60 

博愛兒童 環抱世界 409,330.00 

博愛Wii Are The King 慈善賽 327,502.70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5,219,697.20 

2011年博愛月獎券銷售 1,749,980.00 

滙豐博愛單車百萬行 6,147,972.52 

博愛"高夫"慈善賽 494,756.80 

慈善步行籌款 786,791.00 

博愛九十二週年慈善餐舞會 3,615,559.00 

博愛武林大會 456,882.00 

博愛盃十七週年慈善聚餐 346,600.00 

愛心傳萬家元朗街坊募捐 400,000.00 

博愛歡樂傳萬家 3,700,000.00 

博愛舊衣回收活動 120,000.00 

博愛有心人每月捐款及義工計劃 100,000.00 

博愛醫院「捐助善長芳名碑」 250,000.00 

長者夢想成真計劃籌款 752,200.00 

董事局基金捐款 3,229,150.67 

籌款總收益  : 31,752,681.59 

財政報告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經常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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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項將於2012年中期進行外部審核，審核後報告可供公眾查閱。

註：賬項將於2012中期進行外部審核，審核後報告可供公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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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修齊主席

潘德明副主席

曾耀祥副主席

何榮添副主席

黃小雄副主席

吳俊華副主席

陳李 妮副主席

劉石達總理

簡陳擷霞總理

梁天富總理

鄧慶治總理

譚姜美珠總理

曾裕總理

彭少衍總理

李鋈發總理

杜玉鳳總理

趙瑤總理

袁振寧總理

蔣佳良總理

林群總理

歐倩美總理

王嘉恩總理MH

何嘉杰律師總理

吳偉明總理

葉永堂總理

吳錦青總理

莫兆光總理

劉卉總理

張植廷總理

劉熾平總理

陳偉倫總理

侯永昌議員總理MH

李柏成博士總理

王劭強博士總理

王惠棋永遠顧問MH

藍國慶永遠顧問MH

潘兆文永遠顧問MH

黃帆風永遠顧問MH

林賢奇當年顧問

王易良先生

鄭志華先生

圓玄學院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佳能香港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蓬瀛仙館

九龍總商會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香港單車聯會

周生生

VACA小牛角

華訊股份有限公司

縱橫遊

亞太婦女協會

香港廸士尼樂園度假區

AXA 安盛集團

現代美容控股有限公司

KINJI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精工表)

農本方有限公司

李錦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衍生行有限公司

並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香港海洋公園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

金珠船務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中山僑商會

香港中山西區聯誼會

雅居樂長江高爾夫球會

民億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

呂寶興先生

孫蔡吐媚歷屆總理

精英兄弟有限公司

黎時煖先生

劉永讚先生

余純安先生

新昌豐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集德創建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

多卡利斯堡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萬信有限公司

英國文化協會

香港傳藝中心

SDM爵士芭蕾舞學校

荷里活廣場

鎮洋兄弟單車公司

泛亞飲食有限公司

樂健坊

屈臣氏蒸餾水

商業電台叱吒903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博納中國戶外廣告有限公司(POAD)

香港單車資訊網

中倫律師事務所 

德永佳集團

實運集團

施耐德電氣

鳴謝各界善長/公司/機構對博愛醫院之
鼎力贊助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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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蘋果動新聞

香港理工大學

入境處義工隊

訊通展覽公司

新界總商會

衍生行有限公司

世樂慈善基金

香港中藥業協會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奧海城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安琪太極學會

群力太極拳研藝社

康正太極學會

青華太極學會

香港元朗晨曦太極會

文康國術體育會

中國香港吳式太極拳總會

武術家

凝身太極會

深水埔街坊會太極班

錦英太極班

利安太極班

彩雲顧式太極會

自然健身氣功會

林瑞芳太極會

玄之樂太極坊

黃大仙國術組及太極拳．劍師資班

梁日初太極學會

蔡梅芬太極班

葉惠琼太極班

黃浩樑太極班

心儀八掛武術會

余小蘭太極班

VC Organic

bauhaus

Champion Systems Limited

Lazer 

KINJI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Woo King Hang

Silvergate Company Limited

City Links Golf Lounge

Srixon 

KAMUI

PURAGOLF

ROYAL SPORTING HOUSE

Munsingwear

Mac Gregor

QQ Club

DOS

Giant

Muc-off Co., Ltd.

Mannings (Asia) Consultants Ltd.

Milk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Mayer Brown JSM

Zuellig Pharma Asia Pacific 

The Link Management Limited 

Li & Fung (Trading) Ltd. 

Esquel Enterprises Limited 

RoadShow Media Ltd.

Jardine Matheson 

MaxiPro

Azeus Systems Limited

OPS Technology Ltd

Krueger Engineering 

TodayIR (Hong Kong) Limited  

Maxfreight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HK Ltd

Crown Worldwide (HK) Limited

Leighton Contractors (Asia) Limited

Noble Group 

Chevalier Group 

Gammon Construction Limited

Cathay Pacific Airways

Power Assets Holdings Ltd.

Sims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roup 

Quantum Light

Fox International Channel (Star TV)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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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2,100,000.00 

湯修齊主席  2,011,521.00 

元朗商會  1,842,642.00 

劉熾平總理  538,600.00 

香港新界獅子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00 

李柏成博士總理  436,800.00 

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410,000.00 

陳李 妮副主席  405,400.00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397,300.00 

梁天富總理  380,900.00 

吳榮基CStJ.名譽顧問  370,000.00 

王易良先生  353,000.00 

新界東獅子會/葉曜丞議員辦事處/祥華賢毅社  330,000.00 

華星海鮮酒家  320,526.00 

李鋈發總理  306,301.00 

林群總理  297,400.00 

蓬瀛仙館  283,800.00 

屯門僑居協進會  280,000.00 

健誼社  275,558.00 

香港旭日扶輪社  250,000.00 

CANON HONG KONG CO., LTD.  250,000.00 

潘德明副主席  246,550.00 

YEUNG LAI KA ROLANDA  230,000.00 

吳錦青總理  214,812.00 

香港道德會  200,000.00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  200,000.00 

石籬一、二邨  193,626.00 

吳俊華副主席  170,800.00 

石蔭東邨 石蔭居民  166,666.90 

林賢奇當年顧問  164,000.00 

創樂和諧  160,155.00 

和諧婦青服務聯會  146,591.00 

青康街坊好友會  140,386.00 

STANDARD LIFE (ASIA) LTD.  138,000.00 

莫兆光總理  136,368.00 

何榮添副主席  131,600.00 

簡陳擷霞總理  129,400.00 

曾裕總理  118,893.00 

張植廷總理  117,400.00 

譚姜美珠總理  116,7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美聯物業及美聯工商鋪  116,688.00 

李汝大議員辦事處  115,000.00 

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114,000.00 

恩惠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10,000.00 

葉永堂總理  103,992.00 

廣源社區居民聯會  102,317.00 

高域蒸電有限公司  100,000.00 

香港中山僑商會  100,000.00 

陳麗君議員辦事處/愛民邨居民協進會   99,975.00 

竹園邨慈善籌款委員會  99,660.00 

袁振寧總理  98,400.00 

博愛義工隊  90,692.00 

健力環保發展公司  90,000.00 

太平洋帆船有限公司  90,000.00 

CHAN CHUNG MO  90,000.00 

黃帆風永遠顧問MH  88,000.00 

彭少衍總理  83,600.00 

立通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82,000.00 

歐倩美總理  81,200.00 

龍蟠苑業主聯會/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藝林曲藝苑  78,079.00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73,054.00 

黃小雄副主席  72,200.00 

杜玉鳳總理  71,400.00 

香港城物業代理設計裝飾公司  70,000.00 

廸生貿易(亞洲)有限公司  66,400.00 

和富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64,792.00 

吳偉明總理  64,392.00 

大發餐廳  63,888.00 

趙瑤總理  63,153.00 

MOBLE GROUP LTD.  60,000.00 

GAMMON CONSTRUCTION LIMITED  60,000.00 

曾耀祥副主席  56,800.00 

觀塘藍田各屋邨屋苑  51,971.00 

九龍總商會  51,000.00 

陳基業先生  50,000.00 

振輝國際有限公司  50,000.00 

振華(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50,000.00 

林潔粧善長  50,000.00 

周生生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50,000.00 

SIU MEI LAM  50,000.00 

博愛醫院2011/2012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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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長

芳
名

錄

善長芳名 金額

LESTER C H KWOK, J.P.  50,000.00 

LAM MING KONG  50,000.00 

GEORGE WONG  50,000.00 

SHUN YUEN CONSTRUCTION CO.,LTD.  49,400.00 

陳偉倫總理  46,732.00 

葵芳邨各互委會  44,630.00 

何嘉杰律師總理  43,092.00 

CHEUNG SHING (168) DEVELOPMENT CO., LTD.  42,000.00 

長康邨  40,734.00 

領匯物業有限公司  40,000.00 

莊舜而女士  40,000.00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40,000.00 

LI & FUNG ( TRADING ) LTD.  40,000.00 

JARDINE MATHESON  LTD.  40,000.00 

AZEUS SYSTEMS LTD.  40,000.00 

麗閣邨麗萱樓互助委員會  39,027.00 

德永佳集團  38,0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38,000.00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38,000.00 

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38,000.00 

大力齋廚  37,455.00 

林掌先生  37,029.00 

郭興坤歷屆總理  35,000.00 

王劭強博士總理  34,900.00 

港島東區婦女協會 /梁淑楨議員辦事處  34,275.00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4,269.00 

勝光投資有限公司  33,355.00 

杏花邨業主委員會住宅代表分會  31,111.00 

鄧慕蓮小姐  30,000.00 

福名氏  30,000.00 

黃裕材議員辦事處/天水圍關社娘子軍  30,000.00 

黃玲玲小姐  30,000.00 

KRUEGER ENGINEERING (ASIA) LTD.  30,000.00 

蔣佳良總理  29,600.00 

ALCO ELECTRONICS LIMITED  29,500.00 

十八鄉區居民協會  28,000.00 

ESQUEL ENTERPRISES LTD.  27,750.00 

富山邨琼富居民聯會  27,093.00 

SIMPLUS LTD.  27,000.00 

東熹苑業主立案法團  26,139.00 

善長芳名 金額

梁石有先生  25,116.00 

陳明耀當年顧問  25,000.00 

韋玉良先生  25,000.00 

興康樓互助委員會   23,748.00 

鳳德慈友聯誼會  23,352.00 

彩燕歌藝團  22,844.00 

侯永昌議員總理MH  22,492.00 

馮木添先生  22,000.00 

ROADSHOW MEDIA LTD.  22,000.00 

香港仔中心慈善籌委會  21,901.00 

觀音寺有限公司  20,000.00 

釋印西  20,000.00 

楊貫一先生  20,000.00 

陳弍善長  20,000.00 

其士國際集團有公司  20,000.00 

吳國榮先生  20,000.00 

竹隱長春洞  20,000.00 

光華公益基金會  20,000.00 

世樂慈善基金  20,000.00 

王惠棋永遠顧問MH  20,000.00 

ZUELLIG PHARMA ASIA PACIFIC LTD.  20,000.00 

TODAI IR (HONG KONG ) LTD.  20,000.00 

SIMS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20,000.00 

SCHNEIDER ELECTRIC (HONG KONG) LTD.  20,000.00 

PROCESS AUTOMATION INT'L LTD.  20,000.00 

POWER ASSETS HOLDINGS LTD.  20,000.00 

OPS TECHNOLOGY LIMITED  20,000.00 

NOBLE GROUP  20,000.00 

MAYER BROWN JSM  20,000.00 

MAXIPRO (ASIA) LTD.  20,000.00 

MAXFREIGHT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HK LTD.  20,000.00 

LI PING  20,000.00 

LEIGHTON CONTRACTORS  (ASIA) LIMITED  20,000.00 

EVA CHU  20,000.00 

CROWN WORLDWIDE (HK) LTD.  20,000.00 

CHAN HEUNG MING  20,000.00 

CATHAY PACIFIC AIRWAYS  20,000.00 

APPLE DAILY LTD.  20,000.00 

AH YAT ABALONE CONTROL LTD.  20,000.00 

香港婦女關懷互助社  19,769.00 



120

善長芳名 金額

青暉社區服務中心  18,880.00 

LEUNG WING IP  18,000.00 

屯門區居民服務社、小熊貓、活力超群  17,372.00 

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第一、二、三、四期  16,755.00 

新界總商會  16,600.00 

新界上水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16,478.00 

王嘉恩總理MH  16,000.00 

泰和樓互助委員會  15,356.00 

WONG KO YIN  15,000.00 

BLUE CROSS (ASIA-PACIFIC) INSURANCE LTD.  15,000.00 

上海商業銀行  14,800.00 

嘉湖山莊  14,521.00 

好到底麵家  14,371.00 

國衞保險有限公司  14,127.00 

香港婦女健康大使總會  14,039.00 

新興台的士從業員聯會  14,000.00 

TIN KWONG PING  14,000.00 

孫曉玲小姐  13,950.00 

精英兄弟有限公司  13,800.00 

呂寶興先生  13,800.00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HONG KONG 

BRANCH

 13,800.00 

何明記麵家  13,529.00 

HOP CHEONG ELEC., WATER-WORK & DECORATE CO.  13,500.00 

趙承基議員辦事處  13,080.00 

心儀太極八卦武術會  13,030.00 

潘兆文永遠顧問MH  13,000.00 

SHUM MAN SAU  13,000.00 

元朗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12,832.00 

PLA GROUP  12,800.00 

荃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12,656.00 

北四家長會  12,135.00 

清河邨居民協會  12,023.00 

許生祥 / 容常潔 善長  12,000.00 

太和寶雅活動統籌委員會  11,909.00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11,848.00 

觀塘翠屏邨陳岫雲社區服務處  11,818.00 

耀東邨各互助委員會  11,658.00 

毛桂英善長  11,585.00 

PRICEWATERHOUSE COPPERS FOUNDATION  11,550.00 

REALIFE INSURANCE SERVICES LTD.  11,2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三聖邨進漁樓互助委員會  11,025.00 

岑袁美娟社區服務處  11,000.00 

CHENG HAI POR  11,000.00 

CHEMTAX (STOLL) CO., LTD.  11,000.00 

LG SOURCING, INC.  10,900.00 

GOOGLEINC.  10,895.00 

黃大仙下邨龍樂樓互委會  10,849.00 

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10,815.00 

劉石達總理  10,600.00 

海怡半島業主委員會/海怡半島管理有限公司  10,038.00 

熱度義工團  10,013.00 

灝天環球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0 

鄺國光先生  10,000.00 

豐順成  10,000.00 

歐彩甜女士  10,000.00 

楊家聲太平紳士  10,000.00 

富豪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陳金明善長  10,000.00 

冠誠西藥房  10,000.00 

冠生藥房有限公司  10,000.00 

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木棉時裝校服制服  10,000.00 

方俊文先生  10,000.00 

中山市美太保健制品有限公司  10,000.00 

大地物業代理公司  10,000.00 

YIP MAN HOI  10,000.00 

YEUNG WING HONG  10,000.00 

YEUNG CHI KAI  10,000.00 

YAU YAT CHUENX  10,000.00 

TAM YUE MAN  10,000.00 

SILVERGATE COMPANY LIMITED  10,000.00 

PAT PING PING  10,000.00 

NG KWOK SUN  10,000.00 

MAN PUI FUN  10,000.00 

MAK YIU HAY  10,000.00 

LOW NGEE KIAT  10,000.00 

LI SAN TUNG  10,000.00 

KEE TIME DEVELOPMENT LTD.  10,000.00 

FUNG HING KI  10,000.00 

CONVOY FINANCIAL GROUP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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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三菱電機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9,850.00 

呂志文議員辦事處  9,645.00 

富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9,624.00 

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9,622.00 

劉卉總理  9,600.00 

和明苑業主立案法團  9,545.00 

兆軒苑業主立案法團  9,498.00 

新元朗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9,461.00 

油麗邨  9,273.00 

黎嬌女士  9,100.00 

張木林社區服務處  9,098.00 

羅致良先生  9,000.00 

周永勤議員辦事處  8,955.00 

林瑞芳太極會  8,925.00 

黃大仙下邨龍福樓互助委員會  8,879.00 

陳永光先生  8,800.00 

梁興台先生  8,800.00 

SO WAI KEUNG  8,800.00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8,793.00 

高俊傑社區服務處/瑞心樓互助委員會/

瑞意樓互助委員會  

 8,600.00 

鄧慶治總理  8,600.00 

清河邨清照樓互助委員會  8,539.00 

WONG CHEONG MAN  8,420.00 

香港荃灣社群協進會  8,415.00 

祈德尊新邨業主立案法團  8,407.00 

岑楚良先生  8,400.00 

QBE HONG KONG & SHANGHAI INSURANCE LTD.  8,400.00 

致富商機有限公司  8,360.00 

香港粉嶺耆英長青社  8,313.00 

文娛會有限公司  8,147.00 

天華邨居民協會 華祐樓/華萃樓/華悅樓/華逸樓/華朗樓/

華彩樓互助委員會

 8,046.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8,000.00 

孫蔡吐媚歷屆總理  8,000.00 

MAGIC KEY LTD.  8,000.00 

陳先生  7,924.00 

康玉善長  7,818.00 

THE TOKIO MARINE AND FIRE INSURANCE (HK) LTD.  7,800.00 

荃景花園第一期業主委員會  7,772.00 

林靜雯小姐  7,500.00 

青華太極學會  7,050.00 

善長芳名 金額

太極拳研習同學會  7,039.00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康業長沙灣(I)區  7,032.00 

周奕希議員辦事處  6,871.00 

蝴蝶邨活動籌備委員會  6,624.00 

YEUNG KIU MAN  6,600.00 

象山邨樂山樓互助委員會  6,551.00 

專業護衛有限公司  6,540.00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  6,306.00 

TANG WAI MAN  6,300.00 

陳玉珍女士  6,100.00 

靈隱寺有限公司  6,000.00 

黎佑康先生  6,000.00 

德利酸枝傢俬  6,000.00 

劉浩林善長  6,000.00 

趙社英善長  6,000.00 

賈雲良善長  6,000.00 

景帝貿易有限公司  6,000.00 

陳秀小姐  6,000.00 

林燕女士  6,000.00 

文滿良先生  6,000.00 

YEUNG PO HAR BETTY  6,000.00 

WONG KIN SHUN  6,000.00 

MAKEY INTERNATIONAL LTD.  6,000.00 

CHEUNG YING MAN  6,000.00 

CHEUNG YEE HUNG  6,000.00 

俊宏軒第三座互助委員會  5,805.00 

昌盛苑(華明路)業主立案法團  5,793.00 

群策社  5,770.00 

YEUNG MEI MEI  5,650.00 

仁信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5,601.00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5,600.00 

CHING PUI YUK PAT  5,550.00 

CHEE SING CHUNG  5,500.00 

葉滿棠先生  5,400.00 

黃浩樑太極班  5,310.00 

仁愛堂有限公司  5,280.00 

郭偉強議員辦事處  5,252.00 

陳秋華善長  5,250.00 

武術家  5,100.00 

YEUNG HO YIP  5,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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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 金額

譚志明先生  5,000.00 

韓世灝博士當年顧問  5,000.00 

劉幼霞善長  5,000.00 

葉德生先生  5,000.00 

葉茂林先生  5,000.00 

源美棠歷屆總理  5,000.00 

黃雅信歷屆總理  5,000.00 

舒雷慕司芭蕾爵士舞蹈學院有限公司  5,000.00 

富安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5,000.00 

郭昭春善長  5,000.00 

梁浩龍歷屆總理  5,000.00 

香港潮僑公益協進會有限公司  5,000.00 

香港漢文師範大學同學會  5,000.00 

洪鳳派國術體育總會  5,000.00 

姚群英女士  5,000.00 

李家松太平紳士永遠顧問  5,000.00 

比富達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5,000.00 

天平婦女會  5,000.00 

WATERWOOD SEAFOOD CO., LTD.  5,000.00 

TUNG SIN TAN  5,000.00 

TECHMERGE RESTAURANT MANAGEMENT LTD.  5,000.00 

MOU FUNG LTD.  5,000.00 

MA KIT YEE, MADELEINE  5,000.00 

LAW KWOK HUNG  5,000.00 

JUNEFAIR ENGINEERING CO., LTD.  5,000.00 

HING LIN INTERNATIONAL PRINTING CO., LTD.  5,000.0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GROUP LTD.  5,000.00 

FINEST IND.CO., LTD.  5,000.00 

CHENG CHI MING  5,000.00 

陳兆康先生  4,825.00 

鱷魚恤有限公司  4,800.00 

譚均偉先生  4,800.00 

盧壽如先生  4,800.00 

黃紹開歷屆總理  4,800.00 

利農有限公司  4,800.00 

IP HUNG YAM  4,800.00 

HO HO YIN  4,670.00 

KWOK YUK LING  4,500.00 

CHEUNG CHUN KIT  4,500.00 

蔣凱善長  4,492.00 

善長芳名 金額

華革社區服務團/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4,468.00 

TANG WAI KIT  4,450.00 

葉玉梅小姐  4,400.00 

YIP TIN SUNG  & TANG OI WAN  4,400.00 

富健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4,329.90 

茶果嶺鄉民聯誼會  4,266.00 

翠竹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4,200.00 

打本雄輝先生  4,186.00 

陳詠堂先生  4,180.00 

海麗邨保安  4,050.00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  4,050.00 

興田邨業主立案法團  4,048.00 

德教紫香閣有限公司  4,000.00 

陳裕偉先生  4,000.00 

周松明女士  4,000.00 

左雪明善長  4,000.00 

左思宗先生  4,000.00 

LEUNG SUK CHING  4,000.00 

尹兆峯先生  3,990.00 

時運中心  3,864.00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3,800.00 

LEUNG KAI WING  3,800.00 

九巴之友  3,763.00 

吳兆偉先生  3,680.00 

CHAN TIK KI  3,605.00 

文詩泳小姐  3,520.00 

YUE CHI YUNG  3,500.00 

KIN WO A/C ENGINEERING LTD.  3,500.00 

何玉珍女士  3,450.00 

CHAN YU HO  3,450.00 

蕭浪鳴議員辦事處  3,358.00 

陳九如善長  3,350.00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  3,325.00 

中國香港吳式太極拳總會  3,320.00 

康正太極學會  3,290.00 

陳泳珠善長  3,280.00 

梁日初太極學會  3,280.00 

荃灣翠濤閣業主立案法團  3,279.00 

蟠龍半島  3,250.00 

葵青頤樂社  3,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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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資料截至2012年3月21日止。	如有錯漏，敬請見諒。

捐款$3,000.00以下善長恕未臚列，謹以致謝！

善長芳名 金額

國際孟豪國術體育會(香港)  3,200.00 

CHAN KA WAI  3,190.00 

千里台  3,155.00 

CPS INSURANCE BROKERS LTD.  3,150.00 

潘耀宗先生  3,100.00 

慈雲山顧式太極會  3,100.00 

陳小慧小姐  3,100.00 

張德貴當年顧問  3,100.00 

合興工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3,053.00 

譚誠、廖敬昌、范榮富善長  3,000.00 

譚玉蓮小姐  3,000.00 

駿光警衛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鄧坤盛先生  3,000.00 

盧敬德先生  3,000.00 

樂善社  3,000.00 

樂昌市梅花鎮湯偉奇伉儷醫院  3,000.00 

誠業紡織有限公司  3,000.00 

黃業端善長  3,000.00 

黃文康測量師有限公司  3,000.00 

馮錦顏善長  3,000.00 

詠蕧園四川擔擔麵  3,000.00 

視佳光學有公司  3,000.00 

程偉傑  3,000.00 

勞寶珊小姐  3,000.00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3,000.00 

梁雪芬女士  3,000.00 

彩寶娛樂公司  3,000.00 

張美琪社區服務處  3,000.00 

張元源先生  3,000.00 

康華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3,000.00 

偉嘉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3,000.00 

泰藝製品廠有限公司  3,000.00 

香港道教聯合會  3,000.00 

盈富警衛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封開湯國華醫院  3,000.00 

保良局  3,000.00 

金文華針織製衣廠  3,000.00 

林忠澤先生  3,000.00 

東華三院  3,000.00 

百昇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善長芳名 金額

好彩娛樂公司  3,000.00 

光明書局  3,000.00 

生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生記山西刀削麵  3,000.00 

天生參茸行  3,000.00 

仁濟醫院  3,000.00 

大生行飼料有限公司  3,000.00 

ZHAN GANG TOURIST TRANSPORTATION  3,000.00 

YEUNG WAI KI  3,000.00 

UNION MANOR LTD.  3,000.00 

TANG MEI WAH  3,000.00 

SUN CHONG FUNG INSURANCE AGENCY  3,000.00 

SAMPO ENGINEERING LTD.  3,000.00 

NATIONAL ARTS ENTERTAINMENT LTD.  3,000.00 

MO LAI KAI  3,000.00 

LI HUO CHIEN  3,000.00 

LAI KIN TUI  3,000.00 

FOU YING ENGINEERING CO.,LTD.  3,000.00 

CHUN KIT FONG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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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潘德明先生 Mr. POON Tak Ming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曾耀祥先生 Mr. TSANG Yiu Cheung
何榮添先生 Mr. HO Wing Tim
陳李	妮女士 Mrs. CHAN LI Lei
譚姜美珠女士 Mrs. TAM KEUNG May Chu, Winnie
彭少衍先生 Mr. PANG Siu Hin
李鋈發先生 Mr. LEE Yuk Fat 

總理 Directors 劉石達先生 Mr. LAU Shek Tat, Simon
簡陳擷霞女士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梁天富先生 Mr. LEUNG Tin Fu, Eddie
曾裕女士 Mdm. TSANG Yue, Joyce
杜玉鳳女士 Mdm. TO Yuk Fung
袁振寧先生 Mr. YUEN Chun Ning, CN
林群女士 Mdm. LAM Kwan
歐倩美女士 Mdm. AU Sin Mei, Stella
吳錦青先生 Mr. NG Kam Ching 
劉卉女士 Mdm. LAU Wai, Vivian Shelley
陳偉倫先生 Mr. CHEN Wai Lun, Stanley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王劭強博士 Dr. O.Billy Wong
蘇淥銘先生 Mr. SO Luk Ming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李志峰先生 Mr. LI Chi Fung
林辰峰先生 Mr. LIN Chen Feng
李培先生 Mr. LI Pui
阮德祐先生 Mr. YUEN Tak Yau, Daniel
周鎮堂先生 Mr. CHAU Chun Tong, Tom
黃俊雄先生 Mr. WONG Chun Hung, Hanson
陳俊民先生 Mr. CHAN Chun Man
譚振鳴先生 Mr. TAM Chun Ming
梁衛漢先生 Mr. LEUNG Wai Hon
廖齡儀女士 Mdm. LIU Ling Yi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江長安先生 Mr. KONG Cheung On
崔雅思女士 Mdm. TSUI Nga See, Winnie
潘美蘭女士 Mdm. POON Mei Lan, Jenny
魏事成先生 Mr. NGAI Shi Shing, Godfrey
何開端先生 Mr. HO Hoi Tuen
朱華樹先生 Mr. CHU Wa Shu, Felix
潘治忠先生 Mr. POON Chi Chung, Raphael

博愛醫院壬辰年第六十三屆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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