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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博愛醫院庚子辛丑年董事局交代
就職典禮的大日子，荷蒙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親臨主禮、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主持監
誓，各界友好撥冗蒞臨致賀，本人謹代
表博愛董事局同寅致以衷心感謝。

庚子年第七十一屆董事局主席
簡陳擷霞女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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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一直心繫社

會，秉承「博施濟眾 • 慈善仁愛」的宗旨，與香

港人共同成長，風雨同路。回望十七年前本人

加入博愛之際，屬下只有四十多個服務單位，

憑藉一眾前賢的不懈努力與睿智領導，今天博

愛已躍升成一個具規模的慈善機構，屬下設有

超過一百個服務單位，每年受惠人次超過一百

萬，竭誠以社會福祉為本，盡心服務社群。

「百年齊扶掖 •共創一零一」，今天博愛的服務

能夠廣延至中西醫療、牙科、安老、青少年及

家庭服務，以及教育服務，實有賴社會各界的

支持，一直與博愛醫院同行，攜手共創一項項

新的目標。行善道路充滿挑戰，今年在疫情的

陰霾下尤見崎嶇，作為當屆董事局主席，深感

任重道遠，幸蒙本院同寅、上下同心，於逆境

下一同砥礪前行，同時力求創新，延續博愛百

年善業，將關愛扶弱的使命努力傳承。

同心抗疫 凝聚善心堅定前行
今年全球經濟民生均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衝

擊，縱然疫情拉開人與人的社交距離，同時卻

也加深彼此的關愛。承蒙各界機構及善長一呼

百應，踴躍向博愛醫院捐贈善款及防疫物資，

關懷基層家庭對應急物品的需要，以至在學

習、身心社靈方面的支援，惠及眾多服務使用

者及前線員工。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向所

有熱心團體、善長致以衷心感謝。

本院的發展及服務在疫情期間從未間斷，董事

局同寅更是堅守崗位，積極加強各單位的消

毒、防護措施，早前更參與支持民政事務總署

的病毒檢測計劃，降低疾病傳播的風險；面對

反覆疫情，各服務單位更是靈活應對，時刻修

訂策略，在疫情下繼續拓展及優化我們的服

務，務求為弱勢社群送上最適切的支援。本人

謹在此與各位分享本院是年的工作重點：

濟困扶弱 邁向社區支援新里程
一 . 元朗江夏圍過渡性房屋

「一零一」標誌新紀元的開展，踏入一零一周

年，博愛醫院開展了本院首個房屋項目 — 發展

元朗江夏圍過渡性房屋項目，為久候公共房屋

的基層家庭提供臨時居所，改善其生活環境。

有關項目由運輸及房屋局督導及撥款資助，恒

基兆業地產借出地塊，本院負責協調項目興建

及以非牟利形式營運，體現官、商、民三方合

作。

元朗江夏圍過渡性房屋項目將採用高效率而安

全的「組裝合成」建築法，提供一千九百九十八

個單位，預料將有近六千名基層市民受惠。現

時籌備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旋即動工興

建，預料首批單位將於明年第一季入伙。本院

亦將在區內引入多項社區配套服務，以完善新

社區的發展，包括：延伸現有的醫療服務、社

會服務等至區內，增設超市、社區飯堂等便民

設施，達致社區共融及資源共享。

本院首次發展及營運房屋項目，涉及眾多專業

知識及實務經驗，對本院同寅無疑帶來新挑

戰，因此，博愛醫院特別成立過渡性房屋項目

委員會，匯聚各界專業人士，憑著以善行事、

堅毅不撓的精神，令項目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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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申辦營運香港首間中醫醫院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院以來，已為鄰近市

民提供中醫診療服務。經過不斷革新與優化，

現時本院屬下的中醫服務單位已拓展至四十八

個，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診療，備受業界、

地區團體的支持及肯定。本院推動中醫藥發展

一直不遺餘力，積極與海內外醫療機構及優秀

學府交流及深化合作，促進中醫藥技術走向國

際。目前，博愛醫院正積極申辦香港首間中醫

醫院的營運，並已通過政府中醫醫院的投標資

格預審。期望憑藉本院多年營運中醫藥服務的

經驗，可進一步為香港的中醫藥發展作出貢獻。

五 . 發展港深西部公路天橋底空置用地計劃

因應本港人口急劇高齡化及社區服務需求，本

院擬就「支援非政府機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資

助計劃」向發展局提出申請。我們打算租用港深

西部公路天橋底下毗連「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

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之空置地塊，用以發展

「社區樂齡支援中心」，為區內長者及有需要的

家庭提供支援，並為藍地院舍提供地方作為後

勤支援，完善區內社會服務網絡。

六 . 申辦組合社會房屋計劃 — 欽州街

本院現正向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申辦「組合社會

房屋計劃」— 欽州街項目，期望可為基層市民紓

解住屋壓力及加強支援，締造互助友愛的社區。

七 . 拓展董事局辦事處

隨著博愛醫院的院務逐步拓展，近年增加不少

部門與人手，董事局現有辦事處的空間已不敷

應用。董事局現正與醫院管理局及博愛醫院就

醫院範圍內空置地塊進行磋商，探討興建臨時

辦公室的可行性，以擴大董事局職員的工作空

間，使他們有更好的工作環境繼續為社會服務。

二 . 博 愛 醫 院 屯 門 藍 地 長 者 護 理 及 護 養

安老院舍

護老扶弱一直都是博愛醫院關注的議題，

本院現正全力推動「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

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項目，預計新院舍最

快於二零二四年或二五年竣工，屆時可提供

一千四百三十四個宿位，有助縮短長者輪候院

舍的時間。

該院舍落成後將會是全港規模最大的安老院

舍，提供先進創新的設備與服務，營造舒適安

逸的居住環境給住院的長者及護老者，包括：

引入樂齡科技與環保建築等元素，提供駐院

醫護診療、感官統合遊廊、無煙烹飪角、散步

徑、綠化園藝天台等，讓院友樂享愉快晚年。

三 . 博 愛 醫 院 百 周 年 陳 是 紀 念 護 養 院 暨

日間中心

位於元朗擴業街的合約院舍「博愛醫院百周年

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亦已於本年度投

入服務，提供一百二十五個安老宿位及二十個

日間照顧服務名額，並引入樂齡科技、認知障

礙症評估中心等配套，有助完善新界西區的安

老服務，建構多元的關愛社區。

新院舍蒙博愛醫院永遠顧問陳國威太平紳士慷

慨捐出港幣九百萬元作為營運經費，並以其先

翁陳是先生為院舍命名；同時亦獲得善長黎錦

兒女士捐贈港幣五十萬元為四樓活動室命名，

延續博愛醫院前總理黎梁紹芳女士對本院的關

愛及支持，體現前賢對博愛的恆久關愛；院舍

亦蒙善長張靜蘭女士遺產執行人捐贈遺產港幣

八十八萬八千元命名二樓樓層，眾善長之慷慨

支持，令本院可持續改善營運及購置醫療設備

等，為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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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牙醫服務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元朗）自二零一四年投入服

務，為區內居民提供專業而優質全面的口腔護

理及牙科診療。承蒙本院庚子年董事局認可人

士（建築師）顧問梁仲清先生 , MBE太平紳士的關

愛扶持，向本院捐贈港幣一百萬元，並以其愛

女梁安薇小姐之名義將診所命名為「博愛醫院

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全面提升本院非資助服

務的營運資源。

「博愛醫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除提供專業牙

科診療服務外，同時也負責支援本院在元朗區

的牙科外展工作，並為合資格的長者、綜援受

助者等提供診療優惠，以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

市民。

四 . 申辦地區康健中心及地區康健站

香港特區政府銳意在全港各區加強以地區為本

的基本醫療服務，並陸續在多個地區設立地區

康健中心和過渡性質的地區康健站，同時希望

提升市民預防疾病的意識和自我管理健康的能

力。本院將參與申辦屯門地區康健中心，以及

沙田區與九龍城區之地區康健站，為市民提供

基本醫療健康服務，以紓緩公營醫院的壓力。

老有所養 幼有所長 活出美好人生
一 . 安老服務

博愛醫院一直珍視每一位長者的需求，現時本

院屬下設有兩間護養院、四間護理安老院及十

間日間長者中心，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全面及

持續的護理照顧住宿服務及綜合性長者社區服

務，以協助長者度過豐盛快樂的晚年。為完善

安老服務，本院除定期審視各單位的配套設施

及服務外，亦積極推展各項支援計劃，令長者

活得美好，安享晚年。

救急扶危 加強醫護支援
一 . 西醫服務

自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開始以來，公共醫療體

系首當其衝，面對種種挑戰、壓力，一眾醫護

仍盡心照顧社群，克服疫瘴。因應醫院管理局

就疫情發展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啟動「緊急應變

級別」，西醫院即時檢視各項非緊急服務、調節

服務量及制訂多項加強感染控制的特別措施，

如增設監察病房、分流檢測站等。醫院亦本著

「醫護市民」的宗旨，持續優化各項服務，包括

設立日間康復服務、增設深切治療病床、加強

眼科、心臟科及電腦斷層掃描造影服務等，為

病患者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

二 . 中醫服務

本年度博愛醫院持續加強社區中醫醫療服務，

增設五部中醫流動醫療車，以便捷、到點的優

勢進一步延伸服務點至偏遠地區。針對元朗鄉

郊地區長者村民對中醫診療的殷切需求，本院

特別調撥資源加強元朗鄉郊的流動中醫醫療

車服務，回饋區內村民多年來對博愛醫院的支

持，獲十八鄉、新田和八鄉等多個地區團體的

歡迎。

疫情肆虐，更需各醫療機構同心協力、救病拯

危。本院的中醫服務除依照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的監測準則，轉介符合疑似病例準則的求診

個案至公立醫院急症室外；亦參與醫院管理局

的「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為2019冠狀病毒

病康復者提供免費的中醫內科門診復康服務，

以及於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提供

「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為患者提供中

醫介入診療，積極抗疫、齊心救治，守望香港

市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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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捐出港幣三百萬元支持，用以加建約一千平

方呎的服務空間，使提供更迎合社會需要的多

元服務。

長者的潛能不容忽視，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主辦的「耆藝樂同行」計劃，透過培訓長者及護

老者成為耆藝大使，讓長者學習多元藝術創

作，並與青少年一同繪畫出一幅幅充滿生命力

的精彩創作，體現長幼共融。計劃榮獲社會福

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二零一八至二零二零

年度全港最佳「兩年計劃」季軍及元朗區最佳兩

年計劃獎等多個獎項，為社區注入更多正能量。

博愛醫院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獲勞工福利局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港幣二百七十五萬

元，自二零一九年九月起於深水埗海盈邨推行

為期三年之「共建耆樂大本『盈』」計劃，協助居

民建立互助網絡及跨界別協作平台，加強邨內

鄰里互助網絡，料可惠及四百五十個家庭。計

劃成效理想，本院更獲頒授「社會資本動力標誌

獎」，肯定博愛醫院的社區服務。

礙於疫情，院舍及日間中心的服務亦受到一定

影響，除須暫停探訪安排，亦難以舉行群體康

樂活動，這難免影響長者們的情緒。本院的服

務單位隨即靈活應變，為安老院舍的院友及家

屬安排視像通話服務，讓院友得到心靈慰藉，

保持開朗心境；日間中心亦加強抗疫資訊及情

緒支援服務，包括透過電話送上關懷問候、進

行視像認知訓練及運動，亦會按需要到戶派贈

抗疫物資，冀以真誠服務與長者攜手共渡難關。

本院正籌備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及楊晉培護理安

老院之重建規劃，除為有需要長者提供舒適的

住宿環境，亦將增設樂齡科技、中西醫療等配

套，目的在改善安老服務，提升長者的生活質

素。

為讓長期病患、缺乏照顧的長者及殘疾人士

實踐居家安老，博愛醫院獲元朗商會支持，於

二零一七年推出「關愛美膳快車」服務，支援本

院屬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為居住於元朗偏

遠鄉郊地區的長者提供送飯、家居清潔、個人

護理等服務。疫情下，長者對家居支援的需求

越趨殷切，猶幸本院再得元朗商會支持，捐款

港幣五十萬支持有關車輛的營運，讓更多孤寡

老人受惠。今年本院更喜獲上海商業銀行慷慨

捐助，撥捐港幣三百萬元支持本院拓展社會服

務，部份捐款用作購置新一輛「博愛醫 院上海

商業銀行關愛美膳快車」，專車現已投入服務，

大大加強家居照顧服務的營運資源，令服務更

臻完善。

本院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合作研發及推展

的「針對認知衰弱長者的虛擬實境 (VR)運動認知

訓練」，已安排職員及服務使用者試行體驗，反

應良好。及後將招募更多長者參與訓練，期望

改善長者的認知能力與體能。

本年度博愛醫院獲中銀香港百年華誕慈善計劃

撥款逾港幣二千二百萬元推行「照顧 • 無界限 

—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支援計劃」。計劃由本院

與非牟利團體大銀力量攜手合作，以創新跨界

別形式，為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提供全面的支援

服務，利用資訊科技之助，同時提供網上及實

體支援，讓患者、照顧者均得到適切的協助。

計劃為期三年，預計將有七千二百七十人受

惠。此計劃同時獲本院永遠顧問陳國威太平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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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強家庭的凝聚力。今年因應疫情，中心除

加強社區抗疫工作外，同時亦修訂服務模式，

以網上方式持續支援有需要的家庭和兒童，例

如透過通訊軟件及網絡平台向會員發放抗疫資

訊、手工藝教學等，亦會輔以視訊模式與會員

進行實時互動，保持交流溝通，盡心支援社群。

今年本院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獲撥款約

港幣二百九十三萬元，推行為期三年（二零二一

至二零二三年）的「童里Link Up青衣島」社區服

務計劃，為青衣區家庭及社區人士提供身心靈

健康為主題的家庭活動及小組，協助兒童和家

庭正面發展，提升身心健康及親子關係，並加

強與其他家庭的聯繫，編織洋溢著愛與關懷的

鄰里網絡。

啟迪潛能 多元發展成就未來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以「博文愛德」為校訓，在新界及九龍

共開辦三間中學、一間小學，以及五間幼稚園

幼兒中心；而姊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

會」屬下亦有一間中學、三間小學致力為莘莘

學子提供優質教育服務，培育學生全人均衡發

展，孕育社會棟樑。

良好師資及豐富學習資源為優質教育的基石，

因此董事局每年均撥款資助學校舉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籌辦海內外交流活動及多元學習體

驗，學生在多項大型公開比賽及校際比賽中屢

獲殊榮。為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本院每年均

會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不同範疇的代表

出任講者，與眾多董事局職員及教職員分享交

流。今年本院先後舉行「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及「幼稚園聯校教師發展日」，分別邀得香港調

解評審有限公司認可調解員周美華女士及香港

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張森炯博士作

分享，現場反應熱烈，參與者獲益良多。

二 . 青少年服務

博愛青少年服務一直本著「多元發展、正向人

生」為服務理念，鼓勵青少年參與地區及職志發

展活動，使其身心均得到全面發展，建設豐盛

人生。本年度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喜獲

「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2020」撥款約港幣七十

萬元推出「社區主播加油站」計劃，讓青少年學

習網絡媒體製作知識，包括導演、編劇、攝影、

表演、剪接等專業技能，為投身新興工種意見

領袖KOL (Key Opinion Leader)作裝備。中心更將

成立「KOL正能量團隊」，凝聚社區人士一同參與

（例如長者、婦女、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等），

創作一系列「為香港打氣」的短片或微電影，於

網絡平台發放，連繫社區，加強關愛共融。

是次疫情對餐飲服務的營運帶來一定挑戰，

博愛Café參與網上外賣平台及推出專設外賣餐

單，讓顧客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和網站，更

便捷地訂購餐飲，繼續支持社會企業。停課安

排及長期抗疫對市民情緒構成一定壓力，我們

關注青少年的身心靈與精神健康，故此博愛的

青少年服務亦多利用網上平台舉行不同形式的

活動、培訓予會員，一同舒展身心，同行成長。

本院青少年服務更獲蘇黎世保險（香港）支持推

展「疫境前行」關懷計劃，並成功獲社會福利署攜

手扶弱基金作配對撥款，整個項目合共獲撥款

港幣一百四十萬。透過身、心、社、靈活動如健

康講座、減壓及治療小組、親子和青少年藝術日

營等多元活動，提升基層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

一同走過疫境，預計可惠及一千六百名市民。

三 . 兒童及家庭服務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十間兒童及家庭中心，以

「快樂兒童、和諧家庭」為宗旨，向基層家庭及

兒童提供興趣班、親子及社區活動等多元化的

服務，藉此啟發孩子潛能、加強親子關係、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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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活動，於疫情期間繼續推廣運動及健康生活

態度，亦藉著從線下跑到線上，提高跑手間之

互動性，將運動與慈善融入日常生活。

隨著電子支付方式愈見普及，博愛亦於Alipay、

PayMe、01心意等平台開放捐款，捐款反應理

想，更見港人熱心行善扶貧、守望相助的美

德。博愛醫院將繼續策劃更豐富多元的籌募活

動，連繫社會各界共襄善舉，傳承關愛。

感恩同行 傳承百載善業
不知不覺，本人與博愛同行十數載，多年來見

證多個重要發展項目與挑戰。過去一年雖處逆

境，仍獲一眾博愛同寅、社會各界人士協力襄

助，克服重重困難。見到博愛董事局同寅能為

香港社會奉上「一零一」的努力，不斷籌劃做到

最好，替弱勢社群提供最適切的支援與服務，

本人實深受感動。

藉此機會再次感謝各政府部門及各界友好的匡

扶指導，同時感激博愛醫院同寅，於過去一年

謹守「博施濟眾 •慈善仁愛」初心，盡心服務市

民。放眼將來，冀望疫情早日消弭，廣大市民

的生活重回正軌，社會恢復繁榮穩定，同時期

盼博愛在新一屆辛丑年董事局領導下為弱勢社

群點燃更多希望之光，福澤香江。

敬祝各位事事順利、身體健康！多謝！

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

簡陳擷霞主席

本院屬下的陳楷紀念中學及陳國威小學獲永遠

顧問陳國威太平紳士捐款支持，改善學校設施

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資源。其中陳楷紀念中學獲

捐款港幣一百五十萬元增設「陳徐鳳蘭紀念演

講廳」，為學生拓展更多元的活動空間，豐富學

習體驗；同時陳國威小學亦獲捐款港幣一百萬

元，以改善圖書館的環境設備及藏書，營造更

舒適閱讀環境，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疫情與停課安排等情況，無疑對師生的教學與

學習帶來一定挑戰，本院屬下各校老師皆善用

網上教學平台及資源，更主動與學生及家長進

行溝通，關注學生在停課期間的身心發展。陳

國威小學成功化危為機，利用環保櫃等物資，

以甚低成本設計DIY圖書消毒櫃，鼓勵學生於疫

情下保持閱讀實體書的良好習慣，並藉此延伸

為STREAM教學活動，讓學童實踐所學。在此本

人摰誠感謝各校校長、老師克盡己職，緊守教

學崗位，並為完善教學盡心盡力，啟迪潛能；

亦喜見學生於未如理想的學習環境下時刻保持

積極心態、勤奮向學，於眾多比賽獲得嘉許。

靈活創新 推動關愛成就善行
要支持院務發展，持續服務社群，有賴各界善

長的踴躍捐輸及指導，成就善行。鑑於2019冠

狀病毒病疫情仍然嚴竣，博愛醫院亦有多個籌

募活動需要取消或延期，本院因時制宜，修訂

籌募策略，開展更有效的捐款渠道，透過電子

網絡成功推動更多善長共襄善舉，體現齊心事

成的力量，包括於一年一度的賣旗日推出線上

賣旗平台，並以心靈勵志繪本《迷失的機器人—

力克》為主題，鼓勵大、小朋友憑藉勇氣和信

念，互勵互勉，逆境自強，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運動是減壓良方，今年本院特推出全港首個線

上踩單車活動「博愛全民Free Riding」，以及將旗

艦活動「博愛x老夫子香港慈善跑」打造為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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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by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Chairman of the 71st Board of Directors (2020-2021)

Today is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Pok Oi”) for the year 2021-2022 . We are 
honoured to have Prof the Hon Sophia CHAN Siu-chee,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officiate the ceremony and 
the Hon Caspar TSUI Ying-wai,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witness the swearing-in. We are also thankful that friends from 
various sectors take the time to attend this ceremony.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Starting to Build a New Chapter Together in the 

101st Year” — Today’s success owes much to the 

continued support from various sectors that moved 

forward with Pok Oi to achieve new goals one after 

another over the years. We now have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that includ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dental services, elderly services, 

youth services, family services, as well as education 

services. The road to charity is full of challenges, 

and the situation this year is even more rugged 

under the pandemic. As the Chairman of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year, I took a heavy burden and 

embarked on a long road. Fortunately, all members 

of Pok Oi forged ahead with a unified purpose 

despite the adversity. We also continued pursuing 

innovation so as to further Pok Oi’s track record 

that spans 100 years of benevolence and pass on 

the mission of giving care and support to the people 

in need.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19, Pok Oi has adhered to 

the motto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and 

has grown up with the Hong Kong people on the 

same path. Looking back to 17 years ago when I 

joined Pok Oi, there were only more than 40 service 

units. Thanks to the untiring efforts and wise 

leadership of my predecessors, today Pok Oi is 

already a sizeable, well-established charity 

organisation with more than 100 service units and 

an annual beneficiary attendance of over one 

million. We are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ell-being and always do our best to serve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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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the Pandemic Together, 

Forging Ahead with a Caring Heart

During the yea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ere affected by COVID-19. Although 

the pandemic has increased the social distance 

among people,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caring 

for each other. Thanks to the all-out support of 

organisations and benefactors from various sectors, 

Pok Oi received numerous donations including 

money and virus prevention supplies. Grass-roots 

families received the emergency items they needed, 

as well as support for their physical, mental, social 

and spiritual health and also learning needs. The 

donations benefited many service recipients and 

frontline staff.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hereby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the kind-

hearted groups and individuals.

Despite the pandemic, th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of Pok Oi have never ceased. All the Board 

members remain steadfast in their posts, and have 

strengthened the disinfec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taken at all service units. They also played 

a part in supporting the community testing 

programme launched by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to help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In the face of repeating outbreaks, 

our service units responded in a flexible manner and 

constantly revised their strategies to continue 

expanding and optimising our services. We strived 

to provide the underprivileged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support. I hereby share with you the 

highlights of our work during the year:

Helping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  

a New Milestone in Providing 

Community Support

1.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in Kong Ha 

Wai, Yuen Long

The 101st year signifies the start of a new era. 

Entering into the 101st year of operation, Pok Oi 

embarked on its first housing project. The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in Kong Ha Wai, Yuen 

Long, provides temporary residences for grass-roots 

families that have been awaiting public housing for 

years. The project aims at giving them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waiting period. It is 

supervised and funded by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The land is contributed by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Pok Oi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the construction work and will operate the project 

on a non-profit-making basis. This is a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community. 

The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in Kong Ha Wai, 

Yuen Long, will employ an efficient and safe 

construction method called “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1,998 units 

to accommodate nearly 6,000 grass-roots citizens. 

The preparatory work is now in full swing and 

construction will begin shortly. Occupa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units is expected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next year. Pok Oi will also introduce numerous 

ancillary services in the area in order to make perfect 

the new community’s development. The plan 

includes extending our existing health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to the area,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facilities 

such as supermarket and community canteen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ublic. Our aim is to achieve 

community harmony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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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The contract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provides 125 residential care places and 20 

d a y  c a r e  p l a c e s .  T h e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o f 

gerontechnology, a cognit ive impairment 

assessment centre and other ancillary amenities help 

to optimise the elderly services and build a multi-

dimensional, caring community in New Territories 

West. 

The new facility received a donation of HK$9 million 

from Mr. CHAN Kwok Wai, JP, a permanent adviser 

of Pok Oi, for its operation. It was named after his 

late father. It also received a donation of 

HK$500,000 from another benefactor, Ms. LAI Kam 

Yee, Pansy, for naming the activity room on the 4th 

floor after Mrs. LAI LEUNG Siu Fong, a former 

director of Pok Oi. The donation represents the 

extension of her support to Pok Oi, as well as the 

long-lasting support from a predecessor. In addition, 

executors of The Estate of Ms. CHEUNG Ching Lan 

Diana donated HK$888,000 for naming the 2nd 

floor after her.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the 

benefactors enables Pok Oi to continue improve its 

operation and purchase medical equipment for 

providing appropriate support to the elderly.

4. Seeking to Operate the First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Hong Kong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19, Pok Oi has been 

providing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o citizens in 

the neighbourhood. After years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ere are now 48 units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nd reliabl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hat have earned the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of the sector and local groups. We 

always endeavou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actively engaging in 

Sinc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a housing project 

which involves lot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will undoubtedly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all of us. Therefore, Pok Oi has set up 

a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committee to bring 

together professionals from various sectors. They 

will act with perseverance and a passion for good 

deeds in making the project as good as possible.

2. POH Tuen Mun Lam Tei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underprivileged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of Pok Oi. We are making an 

all-out effort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POH Tuen 

Mun Lam Tei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ew facility 

with 1,434 beds will be completed as early as 2024 

or 2025 to help the elderly shorten their waiting 

time for admission to the elderly homes.

Upon completion, the facility will be the largest 

elderly home in Hong Kong. There will be innovative 

amenities and services that create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both the elderly residents and 

their carers, these amenities and services include 

gerontechnology, green architecture, resident 

medical team, corridor for sensory integration, 

smoke-free cooking corner, walking trail, and green 

rooftop, etc., which will enable the residents enjoy 

a pleasurable elderly life.

3. POH Centenary Chan See Memorial 

Nursing Home Cum Day Care Centre

“Pok Oi Hospital Centenary Chan See Memorial 

Nursing Home Cum Day Care Centre” located at 10 

Kwong Yip Street, Yuen Long, starte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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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viating their housing pressure, and forming a 

community of mutual help and fraternity. 

7. Office Expansion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view of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its operation, 

Pok Oi has notably increased its headcount and new 

departments were set up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offic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lacking sufficient 

space for its daily operation and to support the 

growth of the organisation. As a result, the Board is 

discussing with Hospital Authority and the Hospital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building a temporary office 

on a vacant site within the boundary of the 

Hospital. This will provide more working space for 

the staff of the Board and will enable them to enjoy 

a better working environment to serve the 

community.

Rescuing the Emergency and 

Strengthening Medical Care 

1. Western Medical Servic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has borne the brunt. In the 

face of various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our 

medical staff remain devoted to taking care of the 

community and overcoming the pandemic. In 

response to Hospital Authority’s activ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in January 2020, we 

immediately reviewed various non-emergency 

services, adjusted the service volume, and 

introduced a series of special measures to 

strengthen infection control, such as the addition of 

observation wards and the setting up of triage test 

stations. Guided by the objective of giving medical 

treatment and care to citizens, Pok Oi continued to 

optimise various services. The efforts made include 

launching daytime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dding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local and 

oversea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which will help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go global. Pok Oi is actively 

seeking to be the operator of first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CMH), and has already passed the 

government’s prequalification exercise to become a 

prequalified tenderer.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in 

operating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we hope to 

make furth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Hong Kong. 

5.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Vacant Site 

under the Flyover of Kong Sham Western 

Highway

In view of the rapidly ageing popu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services in Hong Kong, Pok 

Oi intends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Bureau under its “Funding Scheme to 

Support the Use of Vacant Government Sites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We wish to 

lease a vacant site adjoining “POH Tuen Mun Lam 

Tei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to develop “Community Support Centre for 

the Elderly”. In addition to serving the elderly and 

families in need in the district, the Centre will 

provide extra space for logistical support to the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Lam Tei, thereby optimizing 

our social services network in the area.

6. Proposal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Modular Social Housing Project at Yen 

Chow Street

Pok Oi has applied to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for operating the “Yen Chow Street 

Modular Social Housing Project”. We hope to 

enhance our support for the grassroot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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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North Lantau Hospital Hong Kong Infection 

Control Centre. By providing Chinese medicine 

therapeutic treatment, we play an active role in 

fighting the pandemic. We help the sick to recover, 

and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Hong Kong citizens.

3. Dental Services

The dental clinic in Yuen Long started operation in 

2014. The clinic has bee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high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o local 

residents since then. Thanks to Authorised Person 

(Architect) Mr. LEUNG Chung Ching, MBE, JP, an 

adviser of the 71st Board of Directors of Pok Oi, for 

his donation of HK$1 million, for renaming the 

dental clinic as “ Pok Oi Hospital Dr. Leung On Mei 

Memorial Dental Clinic” in memory of his daughter. 

With this donation, we are able to fully enhance the 

resources for operating our non-subsidised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rendering professional dental services, 

Pok Oi Hospital Dr. Leung On Mei Memorial Dental 

Clinic plays a supporting role to the dental outreach 

work of Pok Oi in Yuen Long. The clinic offers 

medical treatment concessions to eligible elderly 

and recipients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helping those in need in the community. 

4. Tendering Exercises for the Operation of 

DHCs and DHC Express

The HKSAR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strengthen district-based primary healthcare services 

across Hong Kong through the setting up of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DHCs) and interim “DHC Express” 

in various districts, hoping at the same time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self-health management capability. Pok Oi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tendering exercises for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beds; enhancing ophthalmology 

services, cardiology and computerised tomography 

imaging services, thereby providing patients with 

the medical services they need.

2.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During the year, Pok Oi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its 

community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by adding five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With the advantage 

of our fast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mobile clinics to the service points, we have further 

extended such service to the remote areas. As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rom elderly villagers for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in the rural areas of Yuen Long, 

we specifically allocated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services for these 

areas in Yuen Long. This reflects our reciprocation 

to the local villagers for their support over the years, 

and these services are very popular and well 

received by various local groups in Shap Pat Heung, 

San Tin and Pat Heung, etc.

Confronted by a raging pandemic, all medical 

institution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heal the sick 

and save life. Th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of Pok 

Oi follow the monitoring criteria set by the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e identify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fection and 

refer these cases to the accident & emergency 

departments in public hospitals. Furthermore, we 

have joined the “Special Chinese Medicine (CM) 

Out-patient Programme for Discharged COVID-19 

Patients”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o provide 

recovered patients of COVID-19 with free-of-charge 

CM general consultations. We also offer Special 

Chinese Medicine Programme for COVID-19 in-

patients staying in the Community Treatment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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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ach those elderly persons living in the remote 

rural areas of Yuen Long so as to provide them with 

services such as meal delivery, home cleaning and 

personal care. Under the pandemic, home support 

services for the aged becomes more urgent. 

Fortunately, we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again, which donated 

HK$500,000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vehicle. The 

donation will benefit more elderly persons living 

alone. This year, we are also delighted to have the 

generosity of 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in 

donating HK$3 million to support our expans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s. Part of the donation was used to 

purchase a new meal delivery vehicle. The special 

vehicle named “Pok Oi Hospital 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Caring Meal Express” has already 

started its service. It gives a significant strengthening 

of our resources to operate the home care services 

and make it more impeccable.

Pok Oi partnered with the School of Nursing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programme called “Virtual Reality 

Motor-Cognitive Training for Older People with 

Cognitive Frailty”. A try-out was arranged for staff 

members and service recipients with good response 

received, the training programme will recruit more 

elderly persons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them to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and physical abilities. 

During the year, Pok Oi received an appropriation of 

over HK$22 million from BOCHK Centenary Charity 

Programme for implementing a support programme 

for dementia caregivers. The programme is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Pok Oi and Big Silver Community,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It renders a full range of 

support services to the carers of people with 

operation of the DHC in Tuen Mun and the “DHC 

Express” in Sha Tin and Kowloon City to provide 

primary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public hospitals.

Residence for the Aged  

Growth for the Young  

Happy Life for both

1. Elderly Services

Pok Oi always cares about the needs of every elderly. 

There are now 2 nursing homes, 4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and 10 day care centres for the 

elderly. We provide a continuum of residential care 

services, and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enjoys their later 

years. Not only do we review regularly the amenities 

and services of all units, we also actively implement 

various support programmes aiming at optimizing 

our elderly services,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live a 

wonderful and peaceful life in their later years.

We are preparing to plan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Jockey Club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as well as 

Yeung Chun Pui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in need, we will 

introduce the application of gerontechnology and 

to provid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aiming to improve our elderly service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help the elderly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lacking care, as well as the disabled to achieve 

“ageing at home”, Pok Oi launched “Caring Meal 

Express” in 2017 with the support of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 vehicle provides support 

to our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team tha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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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nd a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ve platform, 

which will strengthen neighbourhood support 

among residents in the estate. It is expected to 

benefit 450 households. The project achieved its 

desired results, and Pok Oi won a “Social Capital 

Builder Logo Award” in recognition of its 

community services.

The pandemic did affect our elderly homes and day 

care centres, which had to suspend visits and stop 

organising group leisure activities. The mood of the 

elderly was unavoidably affected. The service units 

of Pok Oi responded to the situation promptly by 

arranging video calls for residents at the elderly 

hom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this way, the 

elderly would be able to receive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maintain a cheerful mood. The day 

care centers enhanced anti-pandemic information 

and provided emotion support services that include 

sending caring greetings to the elderly through 

phone calls, conducting video-based cognitive 

training and exercises, and distributing anti-

pandemic supplies to homes as necessary. We hope 

we can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with the elderly 

with our sincere services.

2. Youth Services

The youth services of Pok Oi always adhere to the 

motto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ositive 

Outlook”, with the aim of encouraging the youth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activities for developing their 

career aspirations. Full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y will 

build a fulfilling life. During the year, Pok Oi Hospital 

Wai Yin Association Youth City received an 

appropriation of about HK$700,000 from “HSBC 

Hong Kong Community Partnership Programme 

dementia through an innovative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 provide both online and physical support and let 

the patients and their carers hav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The three-year programme is expected 

to have 7,270 beneficiaries. It also received a 

donation of HK$3 million from Mr. CHAN Kwok 

Wai, JP, a permanent adviser of Pok Oi, in support 

of building an additional service place of about 1,000 

square feet to cater for multiple services required by 

the community.

The potential of the elderly cannot be ignored. A 

programme called “Accompanying the elderly with 

art and pleasure” organised by the Chan Ping 

Memorial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trained the 

elderly and the carers to become art ambassadors. 

The elderly will learn diverse artistic creation and 

work with the youth to make a wonderful piece of 

creative artwork filled with life embodying the 

merging of the elderly and the youth. As part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roject” launched by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it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second runner-up 

for the Hong Kong Best Activity Award and the 

District Best Activity Award (Yuen Long), in the two-

year project (2018-2020). The programme has 

brought more positive energy for the community.

Pok Oi  Hosp i ta l  Mr .  Kwok Hing Kwan 

Neighbourhood Elderly Centre received a grant of 

HK$2.75 million from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of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for a three-year project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community at Hoi Ying Estate”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9 at Hoi Ying Estate in Sham Shui 

Po. The project helps residents build a mutual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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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1,600 citizens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There will 

be physical, mental, social and spiritual activities like 

health seminars, group therapy and stress relief, as 

well as day camps that promot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youth art.

3.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Pok Oi is operating 10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centres. With “Happy Children, Harmonious 

Families” in mind, we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for grass-roots families and children. 

Interest classes, parent-child activities, community 

events, etc., help to develop children’s potential, 

strength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enhance 

family cohesion. During the year, not only did we 

have to beef up our anti-pandemic efforts, but we 

also had to adjust the mode of service delivery. We 

made use of the Internet to continue supporting 

families and children in need. For example, we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for fighting the pandemic 

and offered arts and craft lessons through 

communication software and the Internet. With the 

use of video as a supplementary medium, there was 

real-time interaction with participants to ensure 

good communication.

This year, POH Wai Yin Association Family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entre also received an appropriation 

of about HK$2.93 million for a three-year (2021-2023)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in Tsing Yi Island. The 

project focusing on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 

health is targeted at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in Tsing 

Yi. There will be family activities and groups 

organised to facilita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enhanc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mpro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2020” for launching a programme called “KOL Live 

in Community”. The young participants learned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online media production, 

including directing, script writing, shooting, 

performing and film editing. The programme helped 

them get prepared for an emerging occupation, KOL 

(Key Opinion Leader). Moreover, we will establish a 

KOL team filled with positive energy. We will pull 

togeth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e.g. elderly, 

women, newcomers to Hong Kong, ethnic minorities) 

to make a series of videos or micro films with 

creativity aimed at boosting the public morale. These 

will be broadcasted on the Internet to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to enhance care and harmony.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catering industry. Pok Oi Café joined online 

platforms and launched a special menu for ordering 

takeaway. This allowed customers to place orders 

conveniently through mobile applications and 

websites, encouraging them to continue supporting 

social enterprises. School suspension and the 

protracted battle against the epidemic have posed 

emotional pressure on people. We care about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Therefore, Pok Oi makes more use of the 

online platforms to organise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for the youth. This is an outlet 

for them to relax and to grow up together. 

The youth services of Pok Oi also received support 

from Zurich Insurance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Partnership Fund for the Disadvantaged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which provided a 

matching grant in the sum of HK$1.4 million, to 

implement a social programme. “#MoveForward 

COVID-19 Support Program”. It is expec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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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and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under Pok Oi received a 

donation from our permanent adviser, Mr. CHAN 

Kwok Wai, JP, to improve the Schools’ facilities and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resources. Among 

them, the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received 

the sum of HK$1.5 mill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an Hsu Fong Lam Memorial Theatre” in order 

to expand more multiple activities space and enrich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Meantime,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received a sum of 

HK$1 million for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stock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thereby 

creating a more comfortable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ing the students their initiative to 

learn on their ow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andemic and school 

suspension would bring challenge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eachers of our schools made good 

use of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s and resources. They 

also actively communicated with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keep track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ir students during school 

suspension.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managed to turn the crisis into an opportunity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An eco-friendly cabinet was 

converted into a low-cost DIY steriliser for books to 

encourage students maintain the good habit of 

reading physical books amid the pandemic. An 

opportunity for STREAM teaching also arose, and 

the students could put into practice what they had 

learned. I hereby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of our schools for their 

dedication, commitment to their posts, and the 

efforts made to further improve teaching and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their students. I am glad to see the 

students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in an 

unsatisfactory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y are 

diligent and have won awards in many competitions. 

strengthen inter-family ties, so as to build a 

neighbourhood network filled with love and care.

Enlighten the Potential — Multiple 
Developments for Future Achievements
Education Services

Under the motto of “Erudition and Virtue”, Pok Oi 

has established 3 secondary schools, 1 primary 

school and 5 kindergartens/nurseries in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The Association of 

Directors And Former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our sister organisation, has also established 1 

secondary school and 3 primary schools.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and 

nurturing whole-person,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students, who are the future pillars of our society.

Good teachers and abundant learning resource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quality education. This is wh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rovides funding to the 

schools every year for various events, as well as local 

or overseas exchange activitie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variety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Our students 

obtained awards in numerous open contests an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As for the teachers, we 

have Teachers’ Development Day every year for 

further professional upgrading, guest speake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share and exchange their experience 

with staff members of the Board and our teaching 

staff. During the year, we had “Joint Schoo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y” and “Joint School 

Staff Development Day for Kindergartens” attended 

by Ms. Priscilla CHOW, accredited mediator of Hong 

Kong Mediation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and Dr. CHEUNG Sum Kwing,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f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pectively. The talks received enthusiastic 

response and the audience benefited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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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Together with Gratefulness 
Passing On the 100-year Philanthropy 
How time flies! I have been with Pok Oi for ten odd 

years and have witnessed many important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Despite the adversity 

facing us during the past year, my colleagues at Pok 

Oi and people in various sectors joined efforts to 

assist me in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Seeing the 

all-out efforts made by my colleagues in the Pok Oi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planning to do their best, and providing the 

disadvantaged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support 

and services, I feel deeply move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gain 

the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friends 

from all sectors for their friendly support and 

guidance. I am also grateful to all members of Pok 

Oi for adhering to the motto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in serving the public with 

endeavours during the year. Looking to the future, I 

hope that the pandemic will end soon so that life 

returns to normal, and the society restore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t is also hoped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ew Board of Directors, Pok Oi 

will bring more light of hope to the disadvantaged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will benefit from their 

efforts.

I wish everyone every success and good health. 

Thank you!

Mrs. KAN CHAN Kit Har, Josephine 

Chairman of the 71st Board of Directors 

Being Flexible and Creative in Promoting 
Philanthropy and Benevolence 
The generosity and support of benefactors from 

various sectors are much needed for Pok Oi to 

develop its philanthropy and continu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remains 

rampant, Pok Oi has cancelled or postponed many 

fundraising events. We therefore have revised our 

fundraising strategy in face of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With mor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donation, we have successfully encouraged more 

benefactors to make donations through electronic 

means including an online flag-selling platform 

launched for the annual flag day. We also adopted 

“Nick The Lost Robot”, an inspirational picture 

book, as the theme to encourage children and 

adults to overcome adversity with courage and 

confidence. In doing so, we brought positive energy 

to the society.

Physical exercises are good for reducing stress. “Pok 

Oi Free Riding”, the first virtual cycling event in 

Hong Kong, was held during the year. The flagship 

event “Pok Oi x Old Master Q — Hong Kong 

Charity Run”, was turned into an virtual running 

event online. We continued to promote sports and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s life amid the pandemic. 

When the offline event moved to an online 

platform, there was increased interaction among 

the runners. The Internet facilitated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charity into everyday life.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electronic payment 

methods, Pok Oi started to receive donations on 

different platforms such as Alipay, PayMe and HK01 

Heart. The good response reflected that Hong Kong 

citizens are enthusiastic in helping the needy people 

and have a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Pok Oi will 

continue to plan mor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o bring 

all sectors together for benevolence and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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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2020/2021 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20/2021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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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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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邦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絲路集團聯營機構）

總裁 Ribbon Corp. Ltd.  
(member China Silk Road Group)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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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總裁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olution Corp. Ltd. COO

廣州空天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副主席 Airkoon com. Tech (GZ) Co. Ltd.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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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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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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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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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兄弟電影有限公司 董事 China Brother Movie Ltd. Board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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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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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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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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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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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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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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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五邑工商總會 永遠名譽會長 Five Districts Business Welfare Association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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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anent Honorary 
Chairman

絲路國際公益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擔保人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K) Ltd. Guarantor

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一帶一路社會工作） 發展研究專家組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Belt & Road Initiative)

R&D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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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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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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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18/2021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8/2021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醫院管治委員會2019/2021 委員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of Pok Oi Hospital 
2019/2021

Committee

博愛醫院2015/2021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5/2021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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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山東青島

Native Province : Qingdao, Shandong

林 群女士
Mdm. LAM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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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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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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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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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or

Adex Mining Inc. 行政總裁兼董事 Adex Mining Inc. CEO & Director

HS Optimus Holdings Limited 執行董事 HS Optimus Holdings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船東會 董事 Hong Kong Shipowners Association Director

香港能源礦產與大宗商品聯合會 會董 Hong Kong Energy, Mining and Commodities 
Association

Director

徐州（香港）同鄉聯誼會 執行會長 Xu Zhou (HK) Association of Fraternity Executiv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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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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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人事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POH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2020/2021 Chairman

博愛醫院建設及拓展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POH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20/2021

Chairman

博愛醫院2016/2021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6/2021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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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廣東江門

Native Province : Jiangmen, Guangdong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首灃控股有限公司（煌府婚宴集團）
HKEX NO:1703

集團主席 Wedding Banquet Group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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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abl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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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able Chairman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副會長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Shenzhen Associations Vice-Chairman

南區工商聯 副會長 – –

華商會 永遠榮譽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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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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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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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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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17/2018, 2019/2020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7/2018, 
2019/2020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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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7/2021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7/2021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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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廣東潮陽

Native Province : Chaoyang, Guangdong

周駿達先生
Mr. CHAU Chun Tat, Danny

香港金銀首飾工商總會2008/現在 常務副會長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2010/現在 副會長 

新界總商會2014/現在 會務委員會主席 

新界扶輪社2014/2015 社長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2015/現在 常務副會長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2015/現在 榮譽院士

社會福利署2016/現在 工商機構義務工作推廣小組委員

香港潮州商會2016/現在 會董

潮陽同鄉會2016/現在 副會長 / 名譽會長

香港珍珠商會2016/現在 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2016/現在 副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2016/現在 常務會董

梁省德學校2016/現在 名譽校董

元朗潮州商會2017/現在 名譽會長

香港疼痛基金2017/現在 名譽顧問

新界潮人總會2018/現在 名譽會長

上海思博學院衛生技術與護理學院
2018/現在

客座教授

博愛醫院2018/2021 副主席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18/現在 校董

香港潮商學校2019/現在 校董

香港大學2019/現在 港大基金會成員

博愛醫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2020/2021

主席

香港大中華中小企業商會2020 名譽會長



庚子年第七十一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庚子年董事局資料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 25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廣東江門

Native Province : Jiangmen, Guangdong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勵福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創東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勵福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14/2020 校董

博愛醫院2012/2019 總理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博愛醫院2019/2021 副主席

美孚荔灣街坊會 榮譽會長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董事局副主席



庚子年第七十一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26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0-2021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廣東台山

Native Province : Taishan, Guangdong

陳國基博士, MH
Dr. CHAN Kwok Ki, MH

醫療輔助隊 署理副總監 （少年團）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 
(Cadet Corps)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 副主席 The Cycl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Limited

Vice Chairman

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香港運動
禁藥委員會

運動禁藥紀律專責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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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of Anti-doping 
Disciplinary Panel

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 備選團委員 Human Organ Transplant Board Panel Member

牌照上訴委員會 委員 Licensing Appeals Board Committee Member

嗇色園可藝中學 校董 Ho Ngai College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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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警訊中央咨詢委員會 委員 Junior Police Call Central Advisory Board Committee Member

秀茂坪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副主席及醫療顧問 Sau Mau Ping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Vice Chairman & Medical 
Advisor

秀茂坪區耆樂警訊名譽會長會 名譽會長 Sau Mau Ping District, Se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Honorary President

東九快樂明天委員會 名譽會長 Kowloon East Happy Teen Committee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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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 創會榮譽會長 Hong Kong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Staffs General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交通安全隊 助理總監 Hong Kong Road Safety Patrol Assistant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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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香港體育適能總會 講師 Physical Fitnes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Lecturer

觀塘體育促進會 副會長 Kwun Tung Sports Promo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Vice President

觀塘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副主席 Kwun Tong Youth Programm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觀塘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 委員 Kwun Tong Healthy City Supervisory Committee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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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獨木舟總會 醫務顧問 Hong Kong Canoe Union Medical Advisor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名譽運動藥物顧問 Hong Kong China Dragon Boat Association Honorary Sports Drugs 
Advisor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醫事顧問 The Unified Association of Kowloon West Limited Medical Advisor

元朗區健康城市協會 委員 Yuen Long Healthy City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黃大仙區拯溺會 義務醫事顧問 Wong Tai Sin District Life Saving Society Honorary Medical Adviso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校董 Pok Oi Hospital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Manager

博愛醫院2014/2020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20 Director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POH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2020/2021

Chairman

博愛醫院2020/2021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20/2021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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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F8企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8347）

主席

長城 (國際）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長

迅祥鋼鐵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 政協常委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副主席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義工團 主席

全港各區工商聯 永遠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2012–2021 總理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2013–2021 校董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13–2021 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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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14/2020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4/202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2/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21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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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高要

Native Province : Gaoyao, Guangdong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趙家樂先生
Mr. CHIU Ka Lok, Jacky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資深區域總監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enior District Director

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 第一副會長
（公共關係事務部）

General Agents and Manag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st Vice President (P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14/2020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14/2020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3/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21 Director

SD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 : 8363）

主席兼執行董事 SD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HKEX Stock Code: 8363)

Chairman & Executive Director

SDM爵士芭蕾舞學院 院監 SDM Jazz & Ballet Academie Chancellor

新加坡卓薈國際幼稚園 校董 SDM-Chatsworth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Chancellor

STAGE Photography 董事 STAGE Photography Director

Green Monday 董事 Green Monday Director

香港兒童舞蹈教育推廣協會 主席 Hong Kong Children Dance Promotion Association Chairperson

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董事 Hong Kong Speech & Swallowing Therapy Centre Director

博愛醫院2013/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21 Director

彩虹屋創意藝術有限公司 董事 Rainbow Creative Arts Limited Director

香港聲樂學院 董事 Red Vocal Academy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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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海南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加地亞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Kattia International Co., Ltd. Director

香港賽馬會 會員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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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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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Chairman

普騰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Eagle Day Investment Limited Director

博愛醫院2012/2013,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13,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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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翊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Headwin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Chairman

澳門當押業總商會2008/現在 秘書長 /副會長 Macau General Chamber of Pawnbrokers 
2008/Present

Secretary General/ 
Vice President

香港鐘表業總會2018/2021 會董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Watch Trades & 
Industries Ltd. 2018/2021

Director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2016/2021 副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6/2021

Vice Chairman

香港玉器商會2009/現在 永遠名譽會長 Hong Kong Jade Association 2009/Present Honorary Life President

香港五邑總會2016/2021 副會長 Wuji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16/2021 Vice President

美國寶石研究院GIA校友會澳門分會
2017/2021

創會會長 GIA Alumni Association (Macau Chapter) 
2017/2021

Founding President

博愛醫院2014/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21 Director

香港中西區女企業家協會2020/2021 創會副會長 Hong Kong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Women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2020/2021

Founding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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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上海寧波

Native Province : Ningbo, Shanghai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MOS House Group Ltd 主席 & 行政總裁 MOS House Group Ltd Chairman & C.E.O

俊匯集團 行政總裁 RBMS Group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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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2014/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4/2021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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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中西區女企業家協會  榮譽會長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Women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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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各區工商聯 會董 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Ltd Honorabl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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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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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控股集團 執行董事

A&S Plus Limited 董事

香港賽馬會 會員

博愛醫院2015/2021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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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南海

Native Province : Nanhai, Guangdong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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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信企業財務諮詢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Fidelity Corporate Financial Advisory Ltd Managing Director

亞洲金融科技師學會有限公司 創會人 Institute of Financial Technologists of Asia Limited Founder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2001/2006 創會理事，名譽司庫 Institute of Financial Planners of Hong Kong 
2001/2006

Founding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Honorary Treasurer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 創會理事，名譽司庫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nalysts and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Limited

Founding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Honorary Treasurer

香港會計師公會1996/1998 H股上市公司財務報表
審核小組組員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996/1998

Group-Member, H Share 
Annual Repor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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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ary Auditor

全港各區工商聯 會董及專業人士委員會
主席

Hong Kong Commerce & Industry Associations 
Limited

Director and Professionals 
Committee’s Chairman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 創會第二副會長 Lion Club of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Founding 2nd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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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orary Council Membe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林麗儀女士
Mdm. Peggy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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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明星賽車隊2013/2021 副主席 Hong Kong Star Racing Team 2013/2021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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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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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2016/2021 副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6/2021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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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5/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5/2021 Director

香港南海沙頭同鄉會 會長 Hong Kong Nam Hoi Sha Tau District Association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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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or

籍貫 : 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袁志平先生
Mr. YUEN Chi Ping, Eddie

豐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 00607） 首席顧問 Fullshare Holdings Limited (HKEX Code: 00607) Chief Consultant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06893）

非執行董事 Hin Sang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HKEX Code: 06893)

Non-executive Director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創會會長兼主席 Hong Kong Young Chief Officers’ Association Founder & Chairman

博愛醫院2017/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1 Director

香港交通安全會 副會長 Hong Kong Road Safety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香港樹仁大學 工商管理課程行業顧問及 
工作實習顧問委員會顧問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Industrial Advisor to  
BBA (Honours) Programme 
and Member of the I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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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Manager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2018/2021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2018/2021

校董 S.K.H. Yuen Chen Maun Chen Primary School 
2018/2021
S.K.H. Yuen Chen Maun Chen Jubilee Primary 
School 2018/2021

School Manager

電影檢查顧問小組2020/2021 成員 Panel of Film Censorship Advisers 2020/2021 Member

香港及英格蘭和威爾士 律師 Hong Kong, England and Wales Solicito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福建

Native Province : Fujian

劉達泉先生
Mr. LAU Tat Chuen

華創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Sino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Limited Chairman

香港公益企業聯會 主席 Welfar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Chairman

香港城市大學國際交流基金 創辦人 Hong Kong CityU International Exchange Fund Founder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副主席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Fujian Associations Vice-Chairman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 委員 Fujian Province Committee of CPPCC Member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高級研究員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Science Senior Researcher Fellow

福建省海外聯會 常務理事 Fujian Province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tanding Council Member

香港閩西聯會 理事長 Minxi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President of Council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執行董事 The Hong Kong Fujian Charitable Education Fund 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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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福建

Native Province : Fujian

王陳鴛鴦女士
Mrs. WONG CHAN Yuen Yeung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周啟榮先生
Mr. CHOW Kai Weng, Kian

東莞市康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Dongguan Kanghua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Director

廣東康華醫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Guangdong Kanghua Healthcare Co., Ltd. Director

馳生有限公司 董事 Free True Limite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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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7/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1 Director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及行政總裁 National Arts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e Group 
Limited 

Associate Chairman & CEO

國際創意及科技總會 董事 IFOCAT Director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常務理事 Hong Kong Young Chief Officers’ Association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葵青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會長 Kwai Tsing District JPC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President

天使投資基金會 副主席及榮譽顧問 Angel Investment Foundation Vice-Chairman & Honorary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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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President

菁匯 主席 Linked Youth President

佛山市青年商會 副會長 Junior Chamber Foshan Vice-President

香港樹仁大學之工商管理學系 媒體營銷（學士學位）— 
業界顧問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Industrial Adviser of Media 
Marketing (BBA Hons) 

博愛醫院2017/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1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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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福建廈門

Native Province : Xiamen, Fujian

余志宏先生
Mr. YU Chi Wang, Jerry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惠陽

Native Province : Huiyang, Guangdong

林世强博士
Dr. LAM Sai Keung, Alex

勤豐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Canfield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博愛醫院2017/2021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1 Director

香港林氏總商會 創會會長 Hong Kong Lin Chamber of Commerce Founding President

香港公益金港島、九龍區百萬行 
籌劃委員會 

聯席主席 The Community Chest (Hong Kong & Kowloon 
Walk For Millions)

Co-Chairman

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 副會長 Hong Kong Kwun Tong Industries & Commerce 
Association Ltd

Vice President

民政事務處觀塘及九龍灣商貿分區委員會 委員 Kwun Tong and Kowloon Bay Business Area 
Committee of HAD

Committee Member

港島獅子會 會長 Lions Club of Hong King Island President

職業訓練局電子業及電訊業訓練委員會 委員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raining 
Board of the VTC

Committee Member 

路德會啓聾學校 校董 Lutheran School For The Deaf Director

2017年第十四屆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 The Excellence in Achievement of World Chinese 
Youth Entrepreneurs

–

2018年第三屆全球傑出青年領袖 – World Outstanding Young Leaders –

2018年第十六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 World Outstanding Chinese Award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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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關永樂先生
Mr. KWAN Wing Lok, Michael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吳志雄先生
Mr. NG Chi Hung, Edmond

行樂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 主席

夢想基金會有限公司 主席

大頭仔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創辦人

香港行樂獅子會 創會榮譽會長

香港再生資源總商會 副會長

公益金之友西貢區委員會 副主席

香港交通安全隊訓練發展署 高級總隊監

香港女子足球總會 名譽會長

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 副會長

博愛醫院2016/2017, 2018/2021 總理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港島獅子會
2018/2019

會長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cao, China Lions Clubs of Hong Kong Island 
2018/2019

President

灣仔中西區工商聯合會2018/2021 永遠名譽會長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8/2021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灣仔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2016/2021 名譽會長 Wanchai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2016/2021

Honorary President

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2015/2021 名譽會長 Wanchai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 Honorary 
Presidents' Association 2015/2021

Honorary President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中文寫作2016/2021 主任委員 HK Youth Cultural & Arts Competitions Committee 
2016/2021

Director Committee Member

孔教學院2017/2021 名譽副院長 The Confucian Academy 2017/2021 Honorary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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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南海九江

Native Province : Jiujang, Nanhai

李星強先生
Mr. LEE Sing Keung, Bruce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汕頭

Native Province : Shantao, Guangdong

王文漢博士, MH
Dr. WONG Man Hon, Frederick, MH

星網商務精品酒店 董事

金城財務有限公司 董事

仁愛堂 36–37 屆 總理

屯門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 2014–2020 副主席

屯門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2014–2020 副主席

新界西獅子會 2015–2018 創會會長

香港房地產協會 副監事長

I.Link Group Limited 主席

中國雲南省 政協委員

中國廣東省潮州市 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副主席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香港工商總會 永遠榮譽會長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 副主席

香港潮州互助社 副理事長

香港汕頭商會 常務副會長

香港澄海同鄉聯誼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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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柯耀華先生
Mr. OR Yiu Wah, Anson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汕頭

Native Province : Shantou

吳泰榮博士
Dr. NG Tai Wing, Desmond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永遠名譽會董兼會董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副會長

復康資源協會 榮譽主席

元朗區少年警訊 名譽會長

香港退休警察義工服務協會 名譽會長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 榮譽會長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名譽會長

香港糖尿康健協會 名譽會長

香港澄海同鄉會 榮譽會長

香港南華體育會 永遠名譽會長

ECI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 : 8013）

主席，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ECI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Stock Code: 8013)

Chairma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EO

Ec InfoTech Limited 主席 Ec InfoTech Limited Chairman

置業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主席 Land Power Internat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Chairman

社會企業研究院 榮譽副院長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Academy Honorary Vice Chanc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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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總裁協會 會員 PolyU CEO Club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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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區少年警訊 會長 – –

資本才俊–2019 – Capital – CEO of the year 2019 –

中國傑出領袖獎2017 – China Outstanding Leader Award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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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葉嘉威博士
Dr. Charlie IP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肇慶

Native Province : Zhaoqing

邵賢偉博士
Prof. Dr. SIU Yin Wai

WeFi Limited微線有限公司 聯合創始人兼董事 WeFi Limited Co-founder & Director

TriTech Distribution Limited 常務董事 TriTech Distribution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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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款顧問委員會 委員 The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Charitable Foundation Committee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企業家委員會 委員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oundation Committee

中國星火基金會 名譽會長 China Star Light Charity Fund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新界北區文藝協進會2017–2019 永遠名譽會長 North District Arts Advancement Association  
2017–2019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九龍東區扶輪社 社董 Rotary Club Kowloon East Director

香港屯門獅子會 會員 Lions Club of Tuen Mun Member

邵賢偉建築工程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SYW & Associates Limited CEO

香港註冊工程師
[建築AP，結構RSE，岩土RGE，專業RPE]

– – –

香港工程師學會
[土木，結構，岩土，消防，建造 ]

資深會員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Civil, Structural, Geotechnical, Fire, Building)

Fellow

英國皇家特許工程師 – Chartered Engineer (UK) –

英國工程師學會 資深會員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UK) Fellow

加拿大註冊工程師 – Professional Engineer (Canada) –

國家一級註冊結構工程師 – – –

廣東省超限抗震審查專家 – – –

澳門註冊工程師 –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Macau) –

澳門大學 客席教授 University of Macau Adjunct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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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潮州

Native Province : Chaozhou

楊啟健博士
Ir. Dr. Herbert KK YEUNG

香港特別行政區警務署深水埗少年警訊 名譽會長 Junior Police Call, Hong Kong Police Force of HKSAR Government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特別行政區深水埗公民教育委員會 委員 Sham Shui Po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Member

深水埗文藝協會 名譽會長 Sham Shui Po Arts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環保教育 
和社區參與項目審批小組

審批委員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Fund Investment Committee,  
EPD of HKSAR Government

Vetting Member

英皇書院 校董 King’s College School Manager

城市大學工程學博士會 現屆會長 Engineering Doctorate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ident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及英皇書院同學會 
小學第二校

副校監 KCOBA Primary School and KCOBA Primary School No. 2 Ass. School Supervisor

香港英皇書院教育基金 副主席 King’s College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Vice Chairman

香港英皇書院同學會 前會長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ast President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區
（2018–2019）

分區主席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D303 Hong Kong and  
Macao (2018–2019)

Region Chairperson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寶安

Native Province : Baoan

張玉書先生
Mr. CHEUNG Yuk Shu, Jackie

星匯晉昇房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Galaxy Upgrade Estates Agency Ltd. Managing Director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當然副會長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Shenzhen Associations Ltd. Ex-Officio Vice President

港澳深圳市僑聯聯誼會 會長 Hong Kong and Macau Fellowship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Federation of Returned Chinese, Ltd.

President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支隊高級副會長 Hong Kong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DSVP

香港新界粉嶺區鄉事委員會 名譽顧問 Hong Kong Fanling District Rural Committee Honorary Consultant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一帶一路委員會 主席 Belt And Road Committe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Youth Society

Chairman

香港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委員 Hong Kong North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Member

亞洲賽艇協會 名譽會長 Asia Powerboat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偵探總會 國內秘書長 Hong Kong Private Detective Association Secretary General,  
Mainland China

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 理事 Federation of CPPCC Hong Kong and Macau Members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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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江蘇

Native Province : Jiangsu

姚茂龍先生, MH
Mr. YIU Mau Lung, MH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州花都

Native Province : Huadu, Guangzhou

梁志杰先生
Mr. LEUNG Chi Kit

海興材料有限公司（香港） 董事長

遠東五金行（香港） 董事長

達興機械（東莞）廠 董事長

江蘇省政協 常委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 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 常務理事

江蘇省旅港同鄉聯合會 常務副會長

香港江蘇義工團 團長

江蘇省泰州旅港同鄉會 會長

江蘇省海外聯誼會 副會長

建成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編號：1630） 主席兼執行董事 Kin Shing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梁杯板模工程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Leung Pui Form Mould & Engineering Co. Limited Chairm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新業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San Yip Decoration Company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廣州市花都區政協委員會 委員 – –

香港模板商會 創辦會員 – –

社會企業研究院 院士 – –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 副會長兼常務會董 – –

香港花都鄉親聯合會 會長 – –

廣州僑聯香港聯誼會 常務副會長 – –

香港華商會 副會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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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籍貫 : 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楊敏健先生
Mr. YEUNG Mun Kin, Henry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上海

Native Province : Shanghai

王菲菲女士
Mdm. WANG Feifei

富豪保齡有限公司2005/現在 董事 Belair Bowling Co. Ltd 2005–Now Director

高譽投資有限公司2011/現在 董事 Fame Top Investment Ltd 2011–Now Director

衛民物業管理有限公司2018/現在 董事 Guardman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2018–Now Director

置業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2018/現在 董事 Land Power Internat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Ltd. 2018–Now Director

Smart Kart Group Ltd. 2019/現在 董事 Smart Kart Group Ltd. 2019–Now Director

中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2016至今） 總經理 Central China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td. (2016/Present)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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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方俊文先生

趙家樂先生

廖齡儀女士

郭志成先生

林麗儀女士

榮譽校董： 黃曉君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莊紹文博士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校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李柏成博士

陳俊民先生

韓嘉軒女士

袁志平先生

劉達泉先生

榮譽校董： 黃曉君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莊紹文博士

幼稚園 幼兒中心校董會
校監： 黃曉君女士

副主席： 周駿達先生 陳國基博士 , MH

首席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校董： 李柏成博士

方俊文先生

陳俊民先生

黃偉光先生

趙家樂先生

廖齡儀女士

韓嘉軒女士

蕭潔嵐女士

袁志平先生

劉達泉先生

王陳鴛鴦女士

林世强博士

李星強先生

王文漢博士 , MH
柯耀華先生

吳泰榮博士

陳 楷紀念中學
校監： 陳國威太平紳士*/

冼敏英女士 #

首席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黃曉君女士

陳國基博士, MH
黃偉光先生

曹思豪先生

蕭潔嵐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莊紹文博士

* 任期至2020年12月31日
# 現任校監

陳國威小學
校監： 陳國威太平紳士*/

冼敏英女士 #

首席校董： 簡陳擷霞女士

辦學團體校董： 林  群女士
陳首銘博士

周駿達先生

方俊文先生

王陳鴛鴦女士

榮譽校董： 黃曉君女士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莊紹文博士

* 任期至2020年12月31日
# 現任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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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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次辛巳至乙酉（1941至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院務停頓）

歲次丙戌（1946–47年） 鄧伯裘

歲次丁亥（1947–48年） 鄧伯裘

歲次戊子（1948–49年） 黃子律

歲次己丑（1949–50年） 趙聿修

歲次庚寅（1950–51年） 趙聿修

歲次辛卯（1951–52年） 趙聿修

歲次壬辰（1952–53年） 趙聿修

歲次癸巳（1953–54年） 趙聿修

歲次甲午（1954–55年） 楊永康

歲次乙未（1955–56年） 楊永康

歲次丙申（1956–57年） 楊永康

歲次丁酉（1957–58年） 程振球

歲次戊戌（1958–59年） 程振球

歲次己亥（1959–60年） 程振球

歲次庚子（1960–61年） 程振球

歲次辛丑（1961–62年） 周　有

歲次壬寅（1962–63年） 鄺國理

歲次癸卯（1963–64年） 甘光孝

歲次甲辰（1964–65年） 陳　泰

歲次乙巳（1965–66年） 鄧英奇

歲次丙午（1966–67年） 梁省德

歲次丁未（1967–68年） 馬紹章

歲次戊申（1968–69年） 梁哲若

歲次己酉（1969–70年） 趙不弱

歲次庚戌（1970–71年） 黃學儀

歲次辛亥（1971–72年） 蔡　準

歲次壬子（1972–73年） 鄭任安

歲次癸丑（1973–74年） 古道誠

歲次甲寅（1974–75年） 張錦鴻

歲次乙卯（1975–76年） 劉皇發

歲次丙辰（1976–77年） 鄧文爕

歲次丁巳（1977–78年） 蔡國楨

歲次戊午（1978–79年） 黃源章

歲次己未（1979–80年） 楊晉培

歲次庚申（1980–81年） 梁水發

歲次辛酉（1981–82年） 黎錦文

歲次壬戌（1982–83年） 柯利德

歲次癸亥（1983–84年） 李惠光

歲次甲子（1984–85年） 鄧兆棠

歲次乙丑（1985–86年） 梁安福

歲次丙寅（1986–87年） 劉　昌

歲次丁卯（1987–88年） 鄭海泉

歲次戊辰（1988–89年） 朱世熙

歲次己巳（1989–90年） 王德渭

歲次庚午（1990–91年） 鄧英業

歲次辛未（1991–92年） 陳國威

歲次壬申（1992–93年） 鄧英喜

歲次癸酉（1993–94年） 蕭炎坤

歲次甲戌（1994–95年） 李家松

歲次乙亥（1995–96年） 蘇邦俊

歲次丙子（1996–97年） 王東昇

歲次丁丑（1997–98年） 王基源

歲次戊寅（1998–99年） 簡浩秋

歲次己卯（1999–00年） 蕭成財

歲次庚辰（2000–01年） 王振聲

歲次辛巳（2001–02年） 曾元鴻

歲次壬午（2002–03年） 黃啟泰

歲次癸未（2003–04年） 陳振彬

歲次甲申（2004–05年） 張伍翠瑤

歲次乙酉（2005–06年） 葉曜丞

歲次丙戌（2006–07年） 王惠棋

歲次丁亥（2007–08年） 林建康

歲次戊子（2008–09年） 藍國慶

歲次己丑（2009–10年） 潘兆文

歲次庚寅（2010–11年） 黃㠶風

歲次辛卯（2011–12年） 湯修齊

歲次壬辰（2012–13年） 潘德明

歲次癸巳（2013–14年） 曾耀祥

歲次甲午（2014–15年） 何榮添

歲次乙未（2015–16年） 譚姜美珠

歲次丙申（2016–17年） 陳 李妮

歲次丁酉（2017–18年） 彭少衍

歲次戊戌（2018–19年） 李鋈發

歲次己亥（2019–20年） 吳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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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學儀先生

張錦鴻先生

黎錦文先生

柯利德先生

鄧兆棠SBS太平紳士

鄭海泉先生

王德渭先生MH

鄧英業先生

陳國威太平紳士

鄧英喜太平紳士

蕭炎坤博士SBStJ

李家松太平紳士

蘇邦俊先生

王東昇太平紳士

王基源先生SBStJ

簡浩秋先生MH

蕭成財先生MH

王振聲博士MH, SBStJ

黃啟泰先生MH

陳振彬GBS,SBS,BBS太平紳士

張伍翠瑤博士太平紳士

葉曜丞先生MH

王敏馨女士

王惠棋先生MH

林建康律師MH

藍國慶MH太平紳士

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黃㠶風先生BBS, MH

湯修齊MH太平紳士

潘德明先生MH

曾耀祥先生MH

何榮添博士MH

譚姜美珠女士MH

陳 李妮女士MH

彭少衍先生MH

李鋈發先生MH

吳錦青先生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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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富先生

楊亞媛女士

關麗雯女士

李淑媛女士

湯栢楠先生

林子峰先生

藍王雲仙女士

單煜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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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華GBS, MBE太平紳士

王少強先生SBSt.J, BH

王津BBS, MBE太平紳士

王國強博士GBS太平紳士

王敏超BBS太平紳士

王德仁先生BH

王賜豪醫生SBS太平紳士

石禮謙GBS太平紳士

任永賢先生

何鏡波先生

吳榮基先生CstJ

李樹輝SBS太平紳士

周奕希BBS太平紳士

林貝聿嘉博士GBS, SBS,  

OBE, MBE太平紳士

林偉強SBS太平紳士

林國興太平紳士

林漢武律師

邱全先生BBS, MH

胡曉明博士SBS太平紳士

孫啟昌SBS, MH太平紳士

殷國榮律師

康寶駒律師

張德熙博士

張仁良教授SBS太平紳士

曹紹偉先生

梁志祥議員SBS, MH太平紳士

莊金寧博士BH, MH, Ost.J

郭位教授太平紳士

陳文佑先生

陳炳煥SBS, MBE太平紳士BH

陳新滋教授太平紳士

單仲偕SBS太平紳士

陶錫源先生MH

曾展雄先生

馮友維先生

曾鈺成GBM, GBS太平紳士

程國灝先生MBE, CStJ, QPM, CPM

黃以謙醫生

黃宏發OBE太平紳士

黃定光議員GBS太平紳士

楊勵賢女士BH

葉國謙GBM, GBS太平紳士

甄錫榮醫生

趙振邦博士DBA, MBE太平紳士

鄭國漢教授BBS太平紳士

鄭俊平太平紳士

簡松年律師SBS, BBS太平紳士

嚴元浩先生SBS

譚耀宗GBM, GBS太平紳士

錢大康BBS太平紳士

陳文偉先生

謝偉俊議員太平紳士

陳恒鑌議員BBS太平紳士

吳克儉GBS太平紳士

高永文GBS, BBS太平紳士

史維太平紳士

滕錦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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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會長：
李家松先生 , O.StJ., JP 陳錦福先生 , MH 黃啟泰先生 , MH, OSt.J. 王振聲博士 , MH, SBSt.J.

永遠榮譽會長：
王德渭先生 , MH 蕭成財先生 , MH 葉曜丞先生 , MH 王敏馨女士

永遠名譽會長：
王少強先生 , SBSt.J, BH 林照權先生 彭啟明先生 蘇淥銘先生

鍾就華先生 葉永堂先生 何開端先生

當年會長：
江長安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 O.St.J.

主席：
何榮添博士 , MH

副主席：
王賜豪先生 , SBS, BBS, JP 蕭文豪律師 湯修齊先生 , MH, JP 陳國基博士 , MH

周鎮堂先生 魏仕成先生 簡浩秋先生 , MH 游樹登先生

陳首銘博士 李豐年先生 林賴燕萍女士 陳　李妮女士 , MH

周駿達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 O.St.J. 邱王碧卿女士 韓嘉軒女士

譚健業大律師

義務司庫：
鍾就華先生

委員：（由左至右排序）
譚姜美珠女士 , MH 林建康先生 , MH 陳振彬先生 , GBS, SBS, BBS, JP 陳國超博士 , BBS, MH, JP

王基源先生 , SBSt.J 蘇邦俊先生 陳鴻基博士 , MBE, JP 鄧兆棠先生 , SBS, JP

蘇國恩先生 郭紀文先生 李掌賢先生 蘇廣文先生

張伍翠瑤博士 , JP 楊永明醫生 黃 旌先生 朱繼陶先生

羅方圓女士 潘新標先生 黎永良先生 梁淑莊律師

賴文素娟女士 黃雅信醫生 黃志源先生 孫蔡吐媚女士

江　昕博士 杜玉鳳女士 李淑媛女士 歐倩美女士

陳振超先生 韋志豪先生 吳榮基先生 , CSt, J 吳錦青先生

梁福元先生 李柏成博士 林　群女士 黃曉君女士

方俊文先生 陳俊民先生 黃偉光先生 趙家樂先生

廖齡儀女士 曹思豪先生 蕭潔嵐女士 郭志成先生

林麗儀女士 袁志平先生 劉達泉先生 王陳鴛鴦女士

周啟榮先生 余志宏先生 林世强博士 關永樂先生

吳志雄先生 李星強先生 王文漢博士 , MH 柯耀華先生

吳泰榮博士 葉嘉威博士 邵賢偉博士 楊啟健博士

張玉書先生 姚茂龍先生 , MH 梁志杰先生 楊敏健先生

王菲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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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架構圖

董事局 永遠顧問委員會

醫院管治委員會

行政匯報

直接匯報

執行委員會

過渡性房屋計劃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安老服務委員會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藍地安老院舍項目發展委員會

醫療服務委員會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教育服務委員會
幼稚園幼兒中心校董會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法團校董會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法團校董會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審核委員會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備註︰

• 「醫院管治委員會」由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博愛醫院董事局每年選派當屆主席、副主席以及永遠顧問分別擔任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及委員，監管醫院之服務及運作。

• 本院屬下中小學由各學校之「法團校董會」負責監管，博愛醫院董事局每年會選派主席總理出任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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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主委： 簡陳擷霞

副主委： 李柏成
林　群

陳首銘

委員： 周駿達
黃曉君
陳國基
方俊文
陳俊民

黃偉光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蕭潔嵐

增補委員： 郭志成 林麗儀

人事委員會
主委： 林　群

第一副主委： 李柏成

第二副主委： 陳首銘

第三副主委： 曹思豪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委員： 周駿達
陳國基
方俊文
黃偉光
廖齡儀
韓嘉軒
蕭潔嵐
袁志平

劉達泉
林世强
李星強
王文漢
柯耀華
葉嘉威
張玉書
姚茂龍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委： 陳首銘

第一副主委： 林　群

第二副主委： 周駿達

第三副主委： 袁志平

第四副主委： 關永樂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李柏成

委員： 方俊文
陳俊民
廖齡儀
蕭潔嵐
林麗儀
劉達泉
余志宏

吳志雄
李星強
葉嘉威
邵賢偉
梁志杰
王菲菲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委： 黃曉君

第一副主委： 周駿達

第二副主委： 陳國基

第三副主委： 黃偉光

第四副主委： 廖齡儀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李柏成

委員： 方俊文
陳俊民
趙家樂
韓嘉軒
蕭潔嵐
袁志平
劉達泉

王陳鴛鴦
林世强
李星強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委： 李柏成

第一副主委： 林　群

第二副主委： 陳首銘

第三副主委： 黃偉光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委員： 黃曉君
陳俊民
趙家樂
郭志成
林麗儀
王陳鴛鴦
周啟榮
余志宏

關永樂
吳志雄
邵賢偉
楊啟健
梁志杰
楊敏健
王菲菲

過渡性房屋計劃委員會
主委： 簡陳擷霞

第一副主委： 李柏成

第二副主委： 林　群

第三副主委： 陳首銘

委員： 周駿達
黃曉君
陳國基
方俊文
黃偉光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蕭潔嵐
郭志成
袁志平
吳泰榮
葉嘉威
邵賢偉
楊啟健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
主委： 周駿達

第一副主委： 陳首銘

第二副主委： 黃曉君

第三副主委： 林麗儀

第四副主委： 周啟榮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李柏成

委員： 郭志成
余志宏
林世强
關永樂
吳志雄
李星強
葉嘉威

楊啟健
張玉書
姚茂龍
梁志杰
楊敏健
王菲菲

審核委員會
主委： 李柏成

第一副主委： 林　群

第二副主委： 陳國基

第三副主委： 韓嘉軒

第四副主委： 郭志成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委員： 陳俊民
黃偉光
曹思豪
蕭潔嵐
林麗儀
袁志平
劉達泉

關永樂
吳志雄
葉嘉威
張玉書
姚茂龍
梁志杰
王菲菲

藍地安老院舍項目 
發展委員會
主委： 簡陳擷霞

副主委： 李柏成
林　群

陳首銘

委員： 周駿達
黃曉君
陳國基
方俊文
陳俊民
黃偉光

趙家樂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蕭潔嵐
郭志成

建設及拓展委員會
主委： 林　群

第一副主委： 李柏成

第二副主委： 陳首銘

第三副主委： 余志宏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委員： 黃曉君
方俊文
廖齡儀
曹思豪
劉達泉
王陳鴛鴦
周啟榮
吳志雄

李星強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邵賢偉
楊啟健
楊敏健

醫療服務委員會
主委： 陳首銘

第一副主委： 林　群

第二副主委： 周駿達

第三副主委： 曹思豪

第四副主委： 王陳鴛鴦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李柏成

委員： 陳國基
黃偉光
韓嘉軒
郭志成
周啟榮
余志宏
林世强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張玉書
姚茂龍
楊敏健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委： 陳國基

第一副主委： 黃曉君

第二副主委： 方俊文

第三副主委： 廖齡儀

第四副主委： 郭志成

當然委員： 簡陳擷霞 李柏成

委員： 陳首銘
周駿達
林麗儀
王陳鴛鴦
周啟榮
林世强
關永樂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葉嘉威
邵賢偉
楊啟健
張玉書
姚茂龍
梁志杰
楊敏健
王菲菲

庚子年第七十一屆董事局委員會名單



50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0-2021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博愛醫院董事局代表）

主席： 簡陳擷霞

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陳首銘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永遠顧問委員會代表）

委員： 黃㠶風
陳國超
湯修齊
吳錦青

庚子年第七十一屆董事局
出任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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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董事局資料



組織架構
直接匯報

行政匯報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沙田區）

博愛醫院
牙科服務
支援站
（長青）

博愛醫院
牙科診所
（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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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元朗區）

博愛醫院
梁安薇紀念
牙科診所

王東源夫人
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護養院

關愛美膳快車

五間綜合
專科診所

博愛醫院
社區中醫診所
（坪石）

中醫文化養生館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油尖旺區）

博愛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九龍城區）

博愛醫院
世界針灸學會
聯合會針灸專科
中心（銅鑼灣）

三十五部中醫
流動醫療車/
專科醫療車

博愛醫院
牙科外展隊

（屯門、元朗及
荃灣）

陳平紀念長者
鄰舍中心

楊晉培
護理安老院

戴均
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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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耆樂快車

博愛醫院
百周年陳是
紀念護養院
暨日間中心

博愛醫院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
（屯門）

博愛醫院長者
日間活動中心
（元朗）

博愛醫院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
（深水埗）

李何少芳紀念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蝴蝶）

文柱石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良景）

香港旭日
扶輪社家庭
發展中心
（天晴）

吳鴻茂
紀念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陳馮曼玲
護理安老院

賽馬會
單身人士宿舍

院舍外展
醫生到診服務

香港新界
獅子會

家庭發展中心
（長青）

圓玄學院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長安）

慧妍雅集家庭
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吳馬賽嬌紀念
家庭多元
智能中心
（顯徑）

鄭廖三紀念
兒童及家庭
發展中心
（鳳德）

慧妍雅集
新Teen地
（天恒）

博愛醫院鄭英
紀念社區園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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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榮基叔叔
幼兒遊戲及
藝術薈萃坊
（學前遊戲
小組中心）

元朗商會
極限運動場

博愛Café

博愛醫院
鄧佩瓊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
陳楷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
八十週年
鄧英喜中學

博愛醫院
陳國威小學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任永賢夫人
幼稚園幼兒中心

賽馬會
護理安老院

董事局

總幹事內部審計

服務部門 後勤部門

中醫服務 牙科服務 安老服務
家庭及青少年

服務
醫護服務 教育服務

財務部

人力資源部

企業傳訊及
籌募部

機構發展部

資訊科技部

行政部

52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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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職員名單

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
地址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UG層
電話號碼 2479 0022
傳真號碼 2479 5025
電郵 enquiry@pokoi.org.hk
總幹事 馬學章醫生 ceo@pokoi.org.hk

社會、醫護及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 吳凱孚 dceo@pokoi.org.hk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安老服務） 梁國源 ssc_ss@pokoi.org.hk
機構發展及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社會服務總監（家庭及青少年） 黃慧君 ssc2@pokoi.org.hk
教育服務總監 莊紹文 esc@pokoi.org.hk
中醫服務副總監 陳　敏 cmsm@pokoi.org.hk
中醫服務副總監 區美如 cmsim@pokoi.org.hk
中醫財務副總監 林曉玲 cmsa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羅裕興 cmsm2@pokoi.org.hk
中醫業務發展經理 丁豪輝 cmsbdm@pokoi.org.hk
醫療服務經理 鄧官茹 dotss@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
企業傳訊及籌募總監 蔡冬冬 hccf@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副總監 張俊杰 sccfm@pokoi.org.hk
企業傳訊及籌募副經理 石潤慈 cco2@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助理總監 陳芝嬋 fpm@pokoi.org.hk
籌募及推廣副經理 黎燕文 afpm@pokoi.org.hk

行政部
行政高級經理 阮慧妍 am@pokoi.org.hk

董事局及委員會事務處
董事局及委員會事務經理 陳靜敏 bcam@pokoi.org.hk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總監 譚詠儀 hhr@pokoi.org.hk
人力資源經理 陳慧娟 hrm2@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梁麗萍 ahrm1@pokoi.org.hk
人力資源副經理 陳詠恩 ahrm2@pokoi.org.hk

財務部
財務總監 李小燕 fm@pokoi.org.hk
財務經理 梁秀霞 fdam@pokoi.org.hk
財務副經理 孫淑珍 fdao@pokoi.org.hk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總監 蕭嘉耀 hit@pokoi.org.hk
資訊科技副經理 屈岳沖 aitm@pokoi.org.hk

機構發展部
機構發展及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msm@pokoi.org.hk
機構發展經理 盧少興 odm@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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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醫療服務 中醫服務 教育服務

觀塘

藍田
九龍灣

筲箕灣

柴灣
小西灣

香港仔

銅鑼灣

鴨脷洲

太古

九龍城

樂富

紅磡
油麻地

佐敦

東涌

梅窩

九龍

香港
大嶼山

長洲

天水圍
元朗

粉嶺
大埔

沙田

馬鞍山

慈雲山
黃大仙

將軍澳

何文田

長沙灣

荃灣

美孚

新界

馬灣 青衣

上水

屯門

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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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

博愛醫院 新界元朗坳頭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博愛醫院及 
天水圍醫院總經理

（行政事務）

林康維

poh.service@ha.org.hk

田家炳護養院 新界元朗坳頭友善街 電話︰2486 8000 
傳真︰2443 9593

博愛醫院及 
天水圍醫院總經理

（行政事務）

林康維

poh.service@ha.org.hk

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

地下15–16號舖
電話：2409 7000
傳真：2409 7070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牙科服務支援站（長青） 新界青衣長青邨

長青社區中心G19室
電話：2342 9911
傳真：2432 6128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牙科診所（葵盛） 葵涌葵盛西邨七座

10號地舖
電話：3619 0042
傳真：3619 0043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牙科外展服務處 新界元朗青山道2號
保安樓一樓B室

電話：2470 6626
傳真：2470 9926

機構發展及 
牙科服務總監

黎慧雯

dodc@pokoi.org.hk

牙科外展隊（元朗） 電話：2470 6626

牙科外展隊（荃灣及葵青） 電話：2470 6626

院舍外展醫生到診服務 電話：2479 1233
傳真：2470 9926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中醫服務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元朗區）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2478 5769
傳真：2478 5760

中醫服務經理

羅裕興

cmpyfs@pokoi.org.hk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沙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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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服務副總監

陳 敏
cmpst@pokoi.org.hk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油尖旺區）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2618 7200
傳真：2831 9800

中醫服務副總監

區美如

cmpytm@pokoi.org.hk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九龍城區）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

保民樓401–412室
電話：2193 7000
傳真：2193 7007

中醫服務副總監

區美如

cmphmt@pokoi.org.hk

針灸專科中心

博愛醫院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針灸專科中心（銅鑼灣）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2416 7721
傳真：2752 7006

中醫服務副經理

陳幼雯

cmpcwb@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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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梁之潛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太古）

香港太古城太古城道9號
天山閣地舖2號

電話：2638 0077
傳真：2513 7613

高級醫師

陳家禎

cmptks@pokoi.org.hk

黃啟泰夫人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華富）

香港香港仔華富（一）邨

華光樓平台709–710舖
電話：2550 3996
傳真：2551 0380

一級醫師

胡海騰

cmpwf@pokoi.org.hk

元朗東莞同鄉會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華祐樓B翼地下2–3號
電話：2253 6112
傳真：2253 6209

一級醫師

彭兆華

cmptsw@pokoi.org.hk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青衣）

新界青衣長發邨社區中心

G02、G05及G06室
電話：2434 4028
傳真：2554 0589

一級醫師

李艷婷

cmpty@pokoi.org.hk

長洲鄉事委員會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長洲）

離島長洲教堂路2號
長洲鄉事委員會2樓

電話：2986 9272
傳真：2986 8605

一級醫師

伍慶文

cmpcc@pokoi.org.hk

博愛醫院社區中醫診所（坪石） 九龍坪石邨藍石樓128–129號 電話：2796 8137
傳真：2411 2871

中醫服務副總監

陳 敏
cmpst@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中醫流動醫療車 — 將軍澳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9207 2540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余亦文

cmpmc2@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黃大仙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792 6629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胡子軒

cmpmc3@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屯元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9585 9201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姚美慧

cmpmfs@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深水埗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737 1618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莊潔鎣

cmpmc6@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大圍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580 0527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佩珊

cmpmc7@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東涌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192 0135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吳采壁

cmpmc8@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上水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9202 7775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劉銀鳳

cmpmc9@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新蒲崗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200 7917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李冠姍

cmpmc10@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大窩口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931 7039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鑫穎

cmpmc11@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天水圍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200 1192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林子軒

cmpmc12@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觀塘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580 0752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吳奕芳

cmpmc13@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油塘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790 1532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區悅兒

cmpmc14@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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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軒

cmpmc15@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荃灣西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5939 1786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鄭櫻叢

cmpmc16@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石硤尾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931 7197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葉婷欣

cmpmc17@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天屯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931 9500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蕭稚璇

cmpmc20@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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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流動醫療車 — 天錦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191 1426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王毓芳

cmpmc20@pokoi.org.hk

中醫流動醫療車 — 新界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2478 5769
傳真：2470 7373

中醫服務經理

羅裕興

中醫流動醫療車 — 九龍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2618 7200
傳真：2831 9800

中醫服務副總監

區美如

中醫專科醫療車

中醫專科醫療車 — 葵青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192 0134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蔡嘉恩

cmpmc1@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馬鞍山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200 1910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鄧淑瑜

cmpst@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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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st@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荃灣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792 9187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鄺倩婷

中醫專科醫療車 — 坑口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102 4538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潘晶暉

中醫專科醫療車 — 藍田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220 1577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趙銘林

cmpcwb@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筲箕灣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9804 9992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陳肇麟

cmpmc16@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九龍城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9804 9995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蔡慕寧

中醫專科醫療車 — 元朗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9804 9993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黎偉倫

cmpmc18@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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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明

cmpst@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柴灣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931 6764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林 菁
cmpcwb@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大埔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6790 1533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陳帆煒

中醫專科醫療車 — 旺角 九龍加士居道30號
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6917 1576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胡苑婷

cmpmc32@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屯門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6102 6405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陳詠曦

中醫專科醫療車 — 沙馬 新界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
沙田（大圍）診所地下

電話：5267 4988
傳真：2691 1236

註冊中醫師

李彥博

cmpmc19@pokoi.org.hk

中醫專科醫療車 — 港島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電話：6792 6630
傳真：2752 7006

註冊中醫師

杜健美

cmpmc4@pokoi.org.hk

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社區健康中心（坪石） 九龍坪石邨藍石樓128–129號 電話：2607 1222
傳真：2344 2300

註冊中醫師

何蕙均

cmscp@pokoi.org.hk

中醫文化養生館

中醫文化養生館 新界東涌文東路東涌北公園中藥園 電話：3596 6466 中醫業務發展經理

丁豪輝

cmsbdm@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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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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 
日間中心

新界元朗擴業街10號2–4樓 電話︰2712 0998
傳真︰2712 0977

院長 ccsmic@pokoi.org.hk

戴均護理安老院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瑞國樓

地下至2樓及KW307室
電話︰2447 3886
傳真︰2448 2290

院長

葉雅麗

tkic@pokoi.org.hk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院長

劉國雄

jcic@pokoi.org.hk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九龍慈雲山慈樂邨

樂誠樓及樂旺樓地下至2樓
電話︰2326 3319
傳真︰2329 8870

院長

黃秀儀

cfmlic@pokoi.org.hk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新界元朗屏廈路廈村

沙洲里村58號
電話︰2472 1377
傳真︰2472 2952

院長

石穩萍

ycpic@pokoi.org.hk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新界元朗鳳翔路5號
偉發大廈地下6–11號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服務經理

關凱儀

wtyaic@pokoi.org.hk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

耀隆樓地下

電話︰2445 3597
傳真︰2445 3623

中心經理

余美萍

caylsic@pokoi.org.hk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離島大嶼山梅窩涌盛街8號
銀礦廣場地下02, 04–10號舖

電話︰2984 8018
傳真︰2984 8028

服務經理

溫健明

cssic@pokoi.org.hk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華邨

服務設施大樓3樓
電話︰2478 1930
傳真︰2477 7900

服務經理

鄺保時

cpic@pokoi.org.hk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 
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天橋底

（荔灣街市側）

電話︰2310 4848
傳真︰2310 4394

服務主任

盧國歡

lccic@pokoi.org.hk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舖
電話︰3514 6402
傳真︰3514 6408

服務經理

單淑勤

khkic@pokoi.org.hk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景社區中心1樓
電話︰2454 3312
傳真︰2454 4717

服務主任

李潔瑩

wmfic@pokoi.org.hk

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5樓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服務經理

賴舜鈴

jccasm3@pokoi.org.hk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新界屯門兆麟街2號地下 電話︰2457 2211
傳真︰2457 2100

服務主任

麥健華

dcctmswa@pokoi.org.hk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

海麗商場地下22號舖
電話︰3514 6197
傳真︰3514 6198

服務主任

鄭浩勤

sspdcc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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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經理

曾家健

jcsph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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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
電話︰2466 2679
傳真︰2456 9027

高級服務主任

陳韻婷

fmi_bbic@pokoi.org.hk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中心（良景） 新界屯門良景邨

良景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53 2012
傳真︰2454 8326

服務經理

文怡樂

fmi_lkic@pokoi.org.hk

香港旭日扶輪社家庭發展中心（天晴）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晴邨

天晴社區綜合服務大樓5樓502室
電話：3543 0163
傳真：3543 0164

服務經理

鄧敏兒

fmi_tcic@pokoi.org.hk

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天耀）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

天耀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445 4675
傳真︰2445 4605

服務經理

鄧敏兒

fmi_tyic@pokoi.org.hk

香港新界獅子會家庭發展中心（長青） 新界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

1樓105室
電話︰2433 1356
傳真︰2433 1374

服務經理

馮翊崙

fmi_cc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長亨） 新界青衣長亨邨

長亨社區會堂

電話︰2435 1066
傳真︰2435 1047

服務經理

袁海鋒

fmi_chic@pokoi.org.hk

圓玄學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長安） 新界青衣長安邨

安湖樓地下103–106室
電話︰2435 1097
傳真︰2436 1799

服務經理

馮翊崙

fmi_coic@pokoi.org.hk

吳馬賽嬌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顯徑）新界沙田大圍顯和里顯徑

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電話︰2693 2635
傳真︰2607 0967

高級服務主任

楊紫盈

fmi_hkic@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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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廖三紀念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鳳德）九龍黃大仙鳳德邨

鳳德社區中心1樓105室
電話︰2322 2600
傳真︰2322 9830

服務經理

文怡樂

fmi_ftic@pokoi.org.hk

吳榮基叔叔幼兒遊戲及藝術薈萃坊

（學前遊戲小組中心）

新界屯門蝴蝶邨

蝴蝶灣社區中心1樓107室
電話︰2465 7785
傳真︰2456 9027

學前遊戲小組 
高級主任

蘇健婷

fmi_ppgic@pokoi.org.hk

慧妍雅集新Teen地（天恒） 新界天水圍天恒邨停車場大樓

A翼5樓2號單位
電話︰2673 0345
傳真：2673 0137

高級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博愛Café 新界天水圍天恒邨停車場大樓

A翼5樓2號單位
電話︰2673 0345
傳真：2673 0137

高級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新界元朗公園北路36號 電話：2297 3335
傳真：2297 3977

高級服務經理

區淑虹

ycic@pokoi.org.hk

博愛醫院鄭英紀念社區園圃 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116約地段
第2162號

電話：2479 1233
傳真：2479 5025

教育服務總監

莊紹文

esc@pokoi.org.hk

關愛耆樂快車 新界元朗坳頭博愛醫院

賽馬會護理安老大樓5樓
電話：2470 2266
傳真：2470 0346

服務經理

賴舜鈴

jccasm3@pokoi.org.hk

關愛美膳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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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okoi.org.hk（網站）

緊急援助金 電話︰2476 2227
傳真︰2476 9303

www.pokoi.org.hk（網站）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電話︰2479 1233
傳真：2479 5025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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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htpkmc@tpk.edu.hk

陳楷紀念中學 新界沙田隆亨邨 電話︰2604 4118
傳真：2603 1087

校長

鄭美菁

pohckmc@gmail.com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新界將軍澳唐賢里2號 電話︰2246 3221
傳真︰2246 4514

校長

李 慧
webadmin@pohtyh.edu.hk

陳國威小學 新界將軍澳尚德邨 電話︰2178 5700
傳真：2178 5775

校長

韋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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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美珠

chflic@pokoi.org.hk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

幼兒中心

新界天水圍天瑞邨

瑞滿樓地下

電話︰2617 3572
傳真︰2617 3413

校長

張彩霞

ckkic@pokoi.org.hk

施淑鎮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邨

翠楣樓地下

電話︰2772 0811
傳真︰2772 0331

校長

梁若明

sscic@pokoi.org.hk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幼兒中心

九龍紅磡海逸豪園

23座地下
電話︰2333 3279
傳真︰2356 1820

校長

楊伊琪

ywyic@pokoi.org.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中學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 電話︰2414 5151
傳真︰2415 8226

校長

楊文德

info@lstc.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

新界屯門屯利街3號 電話︰2451 2333
傳真︰2618 3120

校長

鄭筱薇

info@mcyos.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新界屯門掃管笏路111號 電話︰2451 0088
傳真︰2451 0022

校長

蔡劍冬

info@mcyoms.edu.hk

歷屆總理聯誼會

梁省德學校

新界元朗朗屏邨第三期 電話︰2474 5566
傳真︰2474 6487

校長

陳志雄

am@yuenlonglst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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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醫學愈趨倡明，香港人愈見長壽，人口老化問

題持續加劇，安老院舍服務供不應求，承蒙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創辦人李兆基博士支持，捐

贈一幅位於屯門藍地福亨村路的地塊予本院興

建全港最大的安老院舍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

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項目獲社會福利署獎

券基金透過「私人土地作褔利用途特別計劃」撥

款資助興建，落成後將提供一千四百三十四個

宿位，預計最快於二零二四至二五年竣工。

疫情嚴峻 •迎難而上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困擾，各個行業都

面對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惟興建計劃刻不容

緩，項目團隊堅守崗位、積極與政府各相關部

門緊密溝通，前期勘察及評估工作已順利完

成。過去一年，項目團隊不斷優化設計，全方

位考慮營運需要、感染控制及科技應用等，致

力打造「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

老院舍」成為業界典範。全賴政府各部門的支

持，詳細設計階段將告結束，待興建費用撥款

獲批後，地基工程將可展開。

環保智能 •醫社合一  

引入科技與環保概念，以綠色建築提倡資源

節約，結合樂齡科技及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

(5G)，靈活應用於項目設計、興建、裝修及營運

等方面。院舍內預留充足綠化空間，鼓勵院友

參與園藝，與家人分享綠色成果，共享低碳生

活。照顧逾千長者的生活需要，可靠的服務團

隊尤其重要，院舍將設跨專業駐院團隊，包括

醫生、護士、社工、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牙科醫生及中醫師等，讓住宿院友足

不出戶亦能得到適切的診治及護理。院舍將採

用電子化管理系統及樂齡科技產品，舒緩照顧

者的負擔和壓力，提升服務質素，進一步改善

長者的生活。

長幼互動 •樂活晚年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將致力提供多元化優質服務，除了二十四小時

專業起居照顧外，亦將滿足長者感官及心靈需

要，院舍內將設有多項增值設施，包括感官統

合遊廊、無煙烹飪角、散步徑、綠化園藝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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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配合各式各樣的文娛康樂活動，幫助長者

延緩退化，在人生最後一站，也能活得精彩。此

外，院舍內將設置一所提供六十個照顧服務名

額的幼兒中心，為有需要照顧三歲或以下子女

的員工提供日間幼兒服務，鼓勵「長幼共融」，創

造快樂互動空間。

凝聚力量 •造福社群  

項目規模龐大，本院成立藍地安老院舍督導委

員會，成員包括本院董事局成員及安老、醫護、

學術、建築、財務等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廣納

不同翹楚意見，協助本院爭取各界對項目的支

持，讓「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

院舍」項目順利推展，至瑧完美。

院舍模擬圖

 院舍由兩座相連的服務大樓組成，分別提供五百零四個護養及
九百三十個持續照顧宿位。

 房間簡約明亮，設計注入家居及個人化元素，讓院友仿如置
身家中。

 護養院大樓一樓及持續照顧安老院大樓二樓的多用途室均連接空中花園，院友可隨時在戶外空間享受陽光與種植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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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元朗江夏圍過渡性房屋項目

計劃背景  

政府已於二零二零年推出支援非政府機構過渡

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以協助非政府機構推

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為支持政府政策，恒基兆

業地產有限公司借出一幅位於元朗江夏圍約

四十二萬八千平方呎的土地，以象徵式港幣一

元租金借出地塊予博愛醫院，為期七年，用作

興建過渡性房屋，供輪候公屋三年以上的低收

入家庭，或現居於惡劣環境有迫切需要的人士

入住。項目由運輸及房屋局撥款資助及監察，

恒基協助本院進行前期規劃工作及提供專業技

術指導，博愛醫院負責協調項目興建及以非牟

利形式營運。

計劃目標  

憑藉本院多年服務社群之經驗及已建立的地區

網絡，為弱勢社群提供過渡性房屋服務，改善

其生活質素，紓緩居住於惡劣環境和長時間輪

候公共房屋的住屋壓力。

項目特色  

項目將提供一千九百九十八個單位，當中包括

一至二人單位、三至四人單位及無障礙單位，

區內預計居住人口約六千。博愛在區內將提供

基本生活配套、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有關居

民及商戶將與博愛共同努力，建立一個互助共

融的小社區，鼓勵居民彼此之間的互動，強化

社區參與，締造和諧、友愛、安全、衞生的居住

環境。

過渡性房屋將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以提高

建築效率和安全性、建築質量和可持續性；並

會以臨時形式提供，並不會對長遠規劃意向帶

來影響或減少任何社區已規劃的公共服務；採

用「組裝合成」建築法不單能迅速地提供住宅單

位，更能容許將來在臨時性用途許可期過後輕

易地拆除和重置住宅單位，以減低對申請地點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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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務  

為照顧項目居民之日常生活所需，兩幢合共約

兩萬平方尺之便利設施服務大樓將提供各項配

套服務，有關服務同時開放予鄰近社區人士使

用，締造友愛共融的社區。

基本便利設施

• 小型市場：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之食品及用

品予租戶及鄰近居民。

• 社區飯堂及餐廳：百物騰貴、失業率持續

上升，社區飯堂將以健康有營方式烹調食

物，並以優惠價錢為合資格社區人士提供

營養熱食。項目內餐廳將提供快餐堂食及

外賣服務，方便住戶及鄰近居民。

醫療服務

中醫服務（包括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診療及

配藥）、西醫服務（提供一般門診服務）、牙科服

務（口腔檢查、洗牙及簡單拔牙等）及自助健康

檢測站。

社會服務

• 長者日間照顧服務：提供個人照顧、護

理、復康運動、膳食、社交及康樂活動、

輔導及轉介等服務。

• 青少年服務：提供職志發展、創意文化、

表演藝術等培訓，以及提供專科功課輔

導、義工訓練、興趣班等服務。

• 兒童及家庭服務：提供學前遊戲、課餘託

管、專注力訓練、親子及家長教育、家庭

支援等活動。

項目時間表 

項目將分兩期進行興建，首期單位預計於二零

二一年第一季動工並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入

伙；第二期單位預計於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動工

並於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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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同行抗疫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至今逾一年，疫情

反覆，對社會民生、經濟及市民情緒以至博愛

醫院的服務及籌募工作亦構成一定影響。基層

市民面對各種生活困難及壓力，極需社會正視

及施以援手。面對逆境，本院上下仍當克盡己

責、堅守崗位為市民服務，加強對弱勢社群的

抗疫支援；一眾董事局成員亦多次到訪服務單

位向前線員工打氣，深入了解各單位的工作及

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同心而行，共渡時艱。

防疫措施  

為保障屬下服務單位員工及服務使用者的安

全，本院的各項服務亦因應疫情及政府指引作

出調整，並加強防疫措施，包括：量度體溫、放

置酒精搓手液、建議各員工佩戴外科口罩等，

保持良好個人衞生；同時亦關注辦公室及安老

院舍的環境清潔，在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氈並定

時以稀釋漂白水消毒、噴灑防病毒塗層等，務

求加強服務及辦公場所的防護措施，以便於疫

情期間繼續為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服務。

抗疫援助  

疫情初期，口罩、酒精搓手液等防疫物資嚴重

短缺，甚至大幅加價，對於低收入的基層家

庭，構成沉重負擔。逆境之下幸得各界機構及

善長不忘關顧博愛，踴躍捐款及捐贈防疫物資

予本院員工及服務使用者，並攜手推出多個關

懷計劃，全面照顧弱勢社群的需要，本院已迅

速安排及透過屬下單位發放物資予有需要人

士，以解燃眉之急。

 本 院 的 服 務 單 位 出 入 口 均 設 置 酒 精
搓手液及體溫探測儀。

 長 者 喜 獲 口 罩 及 酒 精 搓
手液等防疫物資，十分感
激博愛及善長的幫助。

 兒 童 及 家 庭 服 務 單 位 噴 灑 消 毒
塗層，加強防護。

 元 朗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袁 嘉 諾 太 平 紳 士 陪 同 新 界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議員 , BBS, MH太平紳士探訪
本院家居照顧服務個案長者，並向其送上防疫
包與殷切慰問。

 簡陳擷霞主席到訪八鄉橫台山村，向長者送上
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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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各界善長的踴躍支持及關愛，讓眾多有需

要的市民受惠，逆境下更見可貴，本院同寅至深

銘感，當中包括：

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

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向本院撥款港

幣四十九萬元，為三千五百位長者及其照顧者

提供應急物資包，包括防疫用品、家居清潔物資

及食物等。有關應急物資已於今年四月由本院

屬下的長者日間服務單位及綜合家居照顧隊，

協助分發予各區有需要的長者及照顧者。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捐款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捐款港幣三十萬元予本院，

用以購買中醫防疫湯水包、酒精搓手液等防疫

用品，以及白米、廁紙等生活必需品，以製作愛

心防疫包，於本院屬下長者日間中心、兒童及家

庭中心派發，惠及約三千名長者及基層家庭。同

時，建行亦向本院捐贈六千個口罩，以緩解基層

人士對防疫物資的急切需求，全力支持基層市

民抗疫。

博愛x蘇黎世保險（香港）「疫境前行」關懷計劃

本院獲蘇黎世保險（香港），透過Z蘇黎世基金

會捐款港幣一百一十萬成立「疫境前行」關懷計

劃，除向基層家庭、學童及長者派發防疫物資

外；亦關注市民的身心需要，邀請各方專家，

提供「身心社靈」的支援，包括舉辦中醫講座、

心理輔導等活動，帶動樂觀心情，以正能量走出

疫境。是次計劃更獲得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

金」的配對資助，預計將能惠及逾一千六百名基

層人士。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派出
義 工 隊 與 本 院 員 工 一 起
準備愛心防疫包。

 愛心防疫包內附有防疫
用 品 及 生 活 必 需 品，以
解市民燃眉之急。

 Z蘇黎世基金會向本院
捐 款 成 立「疫 境 前 行」
關 懷 計 劃， 全 面 支 持
弱勢社群走出疫境。

 計劃派發的「疫境加油
包」除備有防疫必需品
外， 還 有 學 習 或 運 動
物資，為基層家庭、學
童及長者注入正能量。

博 愛x蘇 黎 世 保 險（香 港）「網 上 學 習 • 電 腦

捐贈計劃」

有見疫情持續反覆，停課安排及家中欠缺電腦

的問題對基層家庭及學童構成憂慮，本院與蘇

黎世保險 (香港 )及Z蘇黎世基金會再度合作，獲

捐款港幣三百九十萬元推行「網上學習•電腦捐

贈計劃」，向基層學生送贈手提電腦及SIM卡共

一千二百套，解決其學習困難，並鼓勵他們善用

科技裝備自己；Z蘇黎世基金會更撥出港幣十萬

元以支持本院屬下兒童、家庭及青少年服務的

日常營運，體現最有效務實的支援，於疫境下為

基層學童燃點希望。

 「網上學習•電腦捐贈計劃」可幫助基層學生解決學習困難，
掌握網上授課的學習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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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百佳超級市場現金食物券

博愛醫院亦響應百佳超級市場向弱勢社群發放現金食物券的善舉，於計劃推出後迅速審視及評估

屬下合資格的服務使用者，並透過服務單位安排領取，惠及約八千名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及長者，

每名受惠者可獲港幣二百元的現金食物券，助其及時緩解生活所需。

本院謹代表屬下單位員工及受惠人士，由衷感謝各界機構及善長（排名不分先後）：

外界機構及善長
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馬振愉伉儷

香江同心會

大航假期有限公司

良糧國際有限公司

ET Future Limited

郭繼聰先生

聯合華人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基金

TNG金融集團

縱橫遊控股有限公司

日昇科技

普建醫學皮膚中心（梁子東醫生）

黃廷方慈善基金

中國太平保險集團

中國太平慈善基金會

蔡加讚先生 , BBS

劉鑾雄慈善基金

EQS Asia Limited

香港華彩歌舞團愛心義工隊

青華經管EMBA港澳校友會

梁凱珊女士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長樂居有限公司

SG Hygiene Company Limited

建華業務管理有限公司

A2D Lab Limited

蘇黎世保險（香港）

Z蘇黎世基金會

栢滙慈善基金

念慈功德會

好報有心人

Latter-day Saint慈善協會

燕然基金會

九龍崇德社

世衛防護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及歷屆同寅
李柏成候任主席

林　群副主席

廖齡儀總理

袁志平總理

周啟榮總理

林世強總理

陳　李妮永遠顧問 , MH

梁天富當年顧問

楊亞媛當年顧問

李　培前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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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檢測支援  

今年八月，博愛醫院亦響應民政事務總署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社區檢測計劃，派出長者服

務、兒童及家庭服務團隊向元朗十八鄉南坑村

和天水圍天澤邨澤星樓居民派發和收集咽拭子

採樣套裝，支援社區檢測計劃，合共派發近三千

份咽拭子採樣套裝和近千盒口罩予居民，同心

抗疫。

 居民排隊領取咽拭子採樣套裝、登記表格及口罩。

 工作人員小心核對居民交回的咽拭
子採樣套裝和登記表格的資料。

 簡陳擷霞主席與余志宏總理到檢測
站支持前線員工的工作。

今年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社會各界

以至博愛的服務及籌募工作均構成一定壓力，

但同時樂見社會上有不少機構、善心人士仍心

繫社群，繼續肩負關懷社區的社會責任，扶持

貧弱，無私捐助、出錢出力，實為難能可貴。縱

然未來香港社會仍充滿挑戰，博愛醫院上下亦

定當緊守崗位，秉承「博施濟眾 •慈善仁愛」的精

神為市民作最適切的支援，與廣大市民同心並

肩，一同走出疫境、社會各界更趨和諧互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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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簡介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為博愛醫院董事局籌劃

及統籌多元化公關和籌募活動，增加本院的知

名度，令普羅大眾對博愛醫院的服務有更深入

的了解，提升機構形象，以爭取社會的認同及

支持。

多年來，企業傳訊及籌募部積極加強本院與各

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及商業機構的溝通及交

流，吸納更多合作夥伴。同時，本院亦積極開

拓不同類型的籌款渠道，爭取各界及企業的贊

助，以支持博愛服務邁向多元化的發展，讓更

多有需要的人士受惠。

服務內容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統籌董事局活動，並同

時統籌及協助本院屬下各服務單位籌辦不同類

型的活動。此外，本部門負責聯繫全港各大傳

媒，協助宣傳博愛醫院的善業，並處理各界傳

媒、團體機構及市民對本院的查詢。為讓社會

大眾對博愛的服務有更深入認識及了解，本部

門會定期設計及編撰年報與各類型的通訊，透

過不同的渠道及平台，深化社會大眾對博愛的

了解，傳揚「博施濟眾 •慈善仁愛」的精神。

本院於過去一年舉辦多個不同類型的籌募活

動，為支持院務持續發展籌募經費，活動包括：

博愛GOLF慈善賽、博愛歡樂傳萬家等；因應疫

情發展，本院亦修訂策略，創新求變，推出多

個線上籌款活動，包括上海商業 •博愛全民Free 

Riding、博愛x老夫子線上跑2021，及於賣旗日

推出線上賣旗平台，獲得眾多社會賢達、市民

參與支持，共襄善舉。博愛醫院與多個地區團

體亦建立深厚而良好的關係，並推行多個地區

性籌款活動，當中包括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及

博愛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等，大眾反應熱烈。

博愛的籌募工作不但得到社會各界支持，亦蒙

傳媒廣泛報道，增加大眾對本院善業的認同。

展望未來，本院定將繼續恪守宗旨，將關愛扶

弱的使命傳承，盡心服務廣大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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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神農氏及公墓 
傳統中國民間向來尊崇神農氏為醫護和農業 

的「守護神」，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亦按照傳

統，特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齊心參拜神農氏，

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同日一眾董事局成員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誠心參拜神農氏，祈求善業興旺。

 簡陳擷霞主席慰問院友的情況，了解他們對安老服務的需求。 一眾董事局成員前往博愛醫院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
中心參觀，讚賞院舍環境寬敞舒適。

董事局活動

亦到訪本院最新投入服務的護養院 — 博愛醫院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參觀，探訪

長者院友及了解院舍運作與配套。此護養院有

助完善區內的長者服務，建構多元的關愛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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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陳擷霞主席感謝一眾前賢及友好來賓一直與博愛醫院同
行，熱心關懷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並展望未來能繼續攜手並
肩，弘展善業。

  一眾董事局前賢與現屆成員聯誼交流，增進感情。

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就職聯歡晚宴  

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上任，繼續秉承「博施濟眾• 慈善仁愛」的宗旨

服務社群，並開展「一零一」的新紀元。「百年齊

扶掖 •共創一零一」，多年來博愛醫院幸得眾多

前賢及社會賢達的支持，為本院的百年善業奠

下穩健的基石。為增進董事局成員的感情與聯

繫，博愛醫院董事局特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九日

舉行「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就職聯歡晚宴」，

邀請一眾董事局前賢友好聯誼交流，並祝賀庚

子年董事局正式履新，傳承關愛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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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活動

上海商業•博愛全民Free Riding  

為鼓勵市民在疫情下繼續保持強健體魄與正向

心態，博愛醫院特別舉辦全港首個線上慈善單

車活動，以近年盛行的線上跑為藍本，為一眾

運動愛好者打造線上踏單車的嶄新體驗，隨時

隨地一齊踩，傳播正能量！

活動獲多次支持「博愛單車百萬行」的上海商

業銀行出任冠名贊助，並邀得人氣本地原創

插畫《迷失的機器人—力克》及網上運動平台

Run2gather合作，透過富有力量及感染力的單

車運動，鼓勵大、小朋友憑藉勇氣和信念，互

勵互勉，逆境自強。活動扣除成本後，活動善

款將作社會服務用途，支持博愛醫院繼續服務

弱勢社群，與港人逆境同行。

「上海商業•博愛全民Free Riding」的參加者可選

擇「個人組」、「家庭組」或組隊參加「企業及團體

組」，以挑戰不同目標里數。參加者經網上報名

後，可以自行選擇地點及時間進行單車活動，

利用運動程式等記錄運動旅程，完成後可獲限

量版「NICK機器人力克」精品。參加者既可享

受單車運動、自我挑戰，同時亦能參與公益善

事，意義非凡。

機器人力克與你牽手自強

心靈勵志繪本《迷失的機器人—

力克》作者李浩迅（Orson Li）以

充滿愛和想像力的機械人力

克，為「上海商業•博愛全民

Free Riding」創作海報、跑衣、毛

巾、獎牌等慈善紀念品，鼓勵

大家逆境自強，勇敢追夢，為

世界帶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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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老夫子線上跑2021  

「博愛×老夫子香港慈善跑」一直廣獲好評，

繼於二零一九年首次跑進香港中西區，與八千

名跑手跑勻多個香港著名地標外，今年再與大

家由線下跑到線上，舉辦「博愛x老夫子線上跑

2021」，與大家熟悉的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

一齊想跑就跑，隨時起動！

「博愛×老夫子線上跑2021」由博愛醫院與HK01

旗下流動應用程式「齊動LetZ Goal」合作推出，

盼於疫情期間鼓勵市民齊以運動排解壓力，保

持樂觀正面的心態。今屆主題設計繼續由《老夫

子》第二代作者王澤老師執筆，打造別具情懷的

繪圖及賽事禮品，當中包括特別推出的老夫子

主題飛行棋，讓參加者於運動後移步到棋盤上

與親朋好友繼續「跑」，分享快樂！

 「博愛×老夫子線上跑2021」隨時起動，經典漫畫人物與你一
齊想跑就跑！

 完成指定跑程參加者可獲贈限量版老夫子獎牌乙個。

 大會特別推出別具懷舊情懷的老夫子主題飛行棋，一同回味
港人的集體回憶。

 活動設有不同虛擬獎章，激勵參加者落力跑，完成指定里數
儲齊獎章！

個人組 企業及團體組

是次活動將港人的集體回憶結合跑步運動，

以及善用運動科技，推廣本地原創文化藝術；

而「線上跑」形式更撇除場地限制，將運動與慈

善時刻融入生活，為博愛醫院社會服務籌募善

款，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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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GOLF慈善賽2020 
「博愛GOLF慈善賽2020」於二零二零年十月

二十一日假香港哥爾夫球會粉嶺伊甸球場圓滿

舉行。活動至今已踏入第十七屆，多年來獲一

眾高爾夫球好手及善長支持，寓運動於慈善。

今年於疫情下大會仍榮幸邀得近一百二十名

球手響應公益善事，為博愛醫院的社會服務籌

募經費，以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是

次活動得到各界善長慷慨解囊，包括：冠名贊

助：實運機械有限公司；鑽石贊助：勤豐證券

有限公司；服飾贊助：楊亞媛當年顧問；場地

贊助：香港哥爾夫球會，以及眾多機構及善長

慷慨贊助豐富禮物，一同成就高球籌款盛事。

賽事當日秋高氣爽，一眾球手以新新貝利亞賽

制競逐多個獎項。為增添活動趣味性，大會特

設多個獎項，包括：最遠距離獎（男、女子組）、

最近球洞獎（男、女子組）、一桿進洞獎、隊際

總桿獎及個人淨桿獎，吸引各球手參與競逐，

互相切磋，氣氛樂也融融。

 「博愛GOLF慈善賽2020」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假香港
哥爾夫球會粉嶺伊甸球場圓滿舉行，獲近一百二十名球手響
應善舉。

 「博愛GOLF慈善賽2020」獲簡陳擷霞主席之家族公司實運機
械有限公司出任冠名贊助及組隊支持，為慈善不遺餘力。

 球 手 傾 力 揮 桿，為 博 愛 醫 院 的 社 會
服務籌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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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歡樂傳萬家」一直廣受市民支持，今年活

動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六）於無綫電

視翡翠台以直播形式播放，匯聚眾多嘉賓傾力

演出，以精湛表演為博愛醫院籌募善款。

「博愛歡樂傳萬家2021」榮幸邀得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同時亦邀得

多位演藝紅人共襄善舉，包括：汪明荃、鄧梓

峰、林盛斌、馮盈盈擔任大會司儀；演出嘉賓

包括：AGA江海迦、Gin Lee李幸倪、JW王灝兒、

陳柏宇、C All Star、鄭欣宜、泳兒、林欣彤、小

肥、鄭融、林奕匡、J.Arie雷深如、Hana菊梓喬、

伍仲衡等，以精彩表演號召各界善長慷慨解囊。

是晚活動以夢想成真為主題，其中汪明荃及林

奕匡更分別聯同博愛醫院的服務受惠者一同表

演，成就夢想，將正能量發放到香港每一個角

落。

 博愛醫院榮幸邀得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太平紳士擔任「博愛歡樂傳萬家2021」的主禮嘉賓。

 大會司儀汪明荃亦一展歌喉，夥同本院
長者夢想成真基金受助人梁嘉源一同演
唱，成就梁先生的夢想。

 今年「博愛歡樂傳萬家」由汪明荃、鄧梓
峰、林 盛 斌、馮 盈 盈 擔 任 大 會 司 儀，帶
動現場氣氛。

 林奕匡與博愛青年音樂基金服務受惠者
劉美詩為慈善傾力演出。

 AGA江 海 迦 與Hana菊 梓 喬 聯 同 鄒 倫 倫
女子四重奏演唱《獅子山下》，勉勵港人
同行共勉。

 C All Star四子為慈善不遺餘力，以歌聲
傳揚善心。

 Gin Lee李 幸 倪 為「 博 愛 歡 樂 傳 萬 家
2021」作壓軸演出，氣氛高漲。

博愛歡樂傳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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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銀 行（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捐 款 港 幣
$4,600,000予 博 愛 醫 院，由 機 構 業 務 部
總經理孫德民代表移交支票，並由李柏
成候任主席、袁志平總理及劉達泉總理
代為接受。

 善 長 吳 明 麗 向 博 愛 醫 院 捐 款 港 幣
$888,000， 由 其 兄 嫂 吳 帖 嫣 然 代 表 致
送，並 由 周 駿 達 副 主 席、王 文 漢 總 理 , 
MH及柯耀華總理接受。

 香 港 中 國 國 術 龍 獅 總 會 與 博 愛 醫 院 合
辦「博愛武林大會2021」，籌得善款港幣
$440,000，並由龍啟明副會長代表移交
支票，由方俊文總理及梁志杰總理代表
接受。

 上 海 商 業 銀 行 捐 款 港 幣$3,300,000支 持
博愛醫院，由副董事長、常務董事兼行
政總裁郭錫志代表移交支票，並由林群
副主席、王陳鴛鴦總理及林世强總理代
為接受。

 博愛醫院董事局前總理黎梁紹芳捐款港
幣$500,000予博愛醫院，由女兒黎錦兒
代表移交支票，並由廖齡儀總理、吳泰
榮總理及葉嘉威總理代為接受。

 實運機械有限公司捐款港幣$308,750予
博愛醫院，由顧問暨博愛醫院董事局主
席簡陳擷霞以及實運機械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暨博愛醫院董事局永遠顧問簡浩
秋 , MH代表移交，並由黃偉光總理及楊
敏健總理代為接受。

 Z蘇 黎 世 基 金 會 捐 款 港 幣$5,008,000予
博愛醫院合作推展多個抗疫計劃，由蘇
黎世保險(香港) 首席市務總監郭慧儀代
表移交支票，並由簡陳擷霞主席、郭志
成總理及林麗儀總理代表接受。

 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認可人士（建築
師）顧問梁仲清 , MBE太平紳士及夫人向
博 愛 醫 院 捐 款 港 幣$1,000,000，並 由 陳
首銘副主席、關永樂總理及吳志雄總理
接受。

 元 朗 商 會 捐 款 港 幣$500,000予 博 愛 醫
院，由主席郭興坤及副主席黃元弟代表
移交支票，並由曹思豪總理、楊啟健總
理及張玉書總理代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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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日 
「博愛醫院新界區賣旗日」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二十六日舉行，為本院屬下兒童及家庭服務中

心，以及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籌募社會服務經費。本院今年特別邀請本港

摺鋁藝術家及心靈勵志繪本《迷失的機器人 — 

力克》作家李浩迅 (Orson Li)，以博愛醫院社會

服務、中西醫療、教育服務及援助金服務為主

題，設計了一套四款的精美旗紙，讓市民大眾

更了解博愛醫院多元化的服務。受2019冠狀

病毒病疫情的影響，今年參與賣旗的義工亦大

幅減少，為增進善款，本院特增設網上賣旗捐

款，善長每捐出港幣一百元，即可獲贈特別版

電子旗，行善更靈活方便。

 「機器人 – 力克」的旗紙及金旗式樣。  受疫情影響，本院增設網上電子旗募捐。

 賣旗義工落力向途人勸捐。

 精美可愛的旗紙深受小朋友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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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傳送主席陳惠芳（右）粉墨登場，與莊婉仙合演《李後主
之去國歸降》。

 何 華 棧 及 卓 歐 靜 美 演 唱《半 生 緣》，唱 詞 優 美，觀 眾 陶 醉 不
已。

 折子戲《梁祝之十八相送》，經典唱段令人聽出耳油。

 藍天佑演出《林冲之柳亭餞別》，功架十足，觀眾掌聲不絕。

博愛醫院愛心慈善戲曲夜
由「愛心傳送」主辦、本院協辦之「博愛醫院愛心

慈善戲曲夜」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順利舉行。鑑於

疫情反覆，活動曾三度延期，「愛心傳送」一眾

名伶為答謝眾多戲迷的支持，特設日、夜兩場

演出，經典劇目包括《半生緣》、《林冲之柳亭餞

別》、《李後主之去國歸降》、《梁祝之十八相送》、

《洛水夢會》、《夢會太湖》及《易水送荊軻》等。大

會當晚邀得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 GBS, IDSM太

平紳士出任主禮嘉賓，並由博愛醫院候任主席

李柏成博士、愛心傳送永遠名譽會長暨籌委會

主席施家殷 , MH及愛心傳送主席陳惠芳致辭及

頒發紀念品予各演出嘉賓、贊助商號及善長。

是次活動為本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

老院舍」籌得理想善款，造福社會上有需要的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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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為本院一年一度的大型

籌款活動，舉行日期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九日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內容包括慈善義

賣、上門募捐、慈善晚會及勸銷二十元慈善獎

券等，多年來深受各屋邨、屋苑、社團、區議會

及政府部門的支持，以籌募擴展各項社會服務

經費，發揮社區團結力量，共襄善舉。

各屋邨及社團舉辦不同的籌款活動包括勸銷獎

券、街頭義賣及慈善戲曲等，為本院籌得可觀

善款。

 各區的慈善義賣攤位，得到一眾義工鼎力支持。

 不少市民熱心嚮應，共襄善舉。

 義工落力勸銷慈善獎券，籌款成績理想。

 大發餐廳多年來舉辦「博愛大發奶茶王義賣日」為本院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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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董事局簡陳擷霞主席在會計師代表監票下，主持二十元慈善獎
券抽獎儀式。

 冠軍 – 愛心傳送

 亞軍 – 健誼社  季軍 –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博愛月十大最高慈善屋邨團體籌款成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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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 
「博愛愛心傳萬家街坊年捐活動」乃本院一年一

度最富傳統性的募捐活動，由本院員工及義工

在元朗、錦田、新田、流浮山、洪水橋及藍地等

地區向商戶團體沿門勸捐，冀能集腋成裘，發

揮博愛服務社群的精神。今年活動由二零二一年

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為喚起更多

商戶及市民支持，本院邀請到香港工商總會元

朗分會聯合主辦，以推動各商戶與市民樂善好

施之心，凝聚社區關愛力量。

 本院董事局簡陳擷霞主席（左一）陪同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
員陳麗珠（右一）頒發感謝狀予合辦機構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
王振球主席（中）。

 商戶熱心捐輸，愛心滿載。  義工進行沿門勸捐，各商戶做善事不遺餘力。

 周駿達副主席（左一）、黃曉君副主席（右一）與主禮嘉賓元朗民
政事務高級聯絡主任禤若翰（右二）頒發紀念錦旗予協助義工隊
代表。

為隆重其事，本院於活動首日舉行活動起步

禮，邀得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陳麗珠、

元朗民政事務高級聯絡主任禤若翰蒞臨主禮，

為活動作出呼籲，並頒發紀念錦旗予協助義工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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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 簡陳擷霞女士 , O.St.J.

當然委員：鄧耀鏗醫生

莊義雄醫生

委員： 陳記煊先生

陳國超博士 , BBS, MH, JP

陳首銘博士

林  群女士

李柏成博士

勞鐸聲醫生

吳錦青先生 , MH

湯修齊先生 , MH, JP

黃㠶風先生 , BBS, MH

黃煒鈴女士

袁少林先生

（一） 醫院服務簡介  

博 愛 醫 院 創 立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並 於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加入醫院管理局。醫院

經過不斷的擴建和改善，病床數目現已增

至超過七百張，當中九十張為博愛醫院田

家炳護養院的療養病床。博愛醫院秉承

「博愛精神、醫護市民」的宗旨，為元朗、

天水圍及鄰近地區的居民提供適切的醫療

服務。

（二） 醫院發展  

博愛醫院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的

主要發展項目包括：設立日間康復服務；

增設兩張深切治療病床；開設一個眼科

手術室節數，並在手術室中實施存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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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立圍手術期護士診所；加強對專

科門診服務的支援；加強眼科、心臟科及

電腦斷層掃描造影服務。

（三） 臨床部門  

1. 二十四小時急症服務

博愛醫院是醫院管理局轄下十八間提

供急症室服務的公立醫院之一。急症

科為需要緊急醫療服務的市民提供

二十四小時急症治療及創傷急救服

務。本院亦設有急症科病房，為病人

提供短期住院觀察及治療服務。

2. 專科門診服務

專科門診提供多元化的分科治理服

務，包括內科及老人科、矯形及創傷

科（骨科）、外科、兒童及青少年科、

家庭醫學科、耳鼻喉科、眼科及乳腺

專科等。

3. 家庭醫學科

家庭醫學科門診以提供高質素、以人

為本、有成效及安全的全人治療為目

標，服務範圍包括（一）家庭醫學分流

診所，為輪候專科門診的病人及早診

治，（二）治療慢性疾病如糖尿、高血

壓及心臟病等，（三）為輕微及中度情

緒病患者提供適切的心理輔導及治

療，促進心理健康，以及（四）為聯網

在職的員工提供職員診所服務。

4. 外科

外科提供日間及預約全身或局部麻

醉手術服務、外科專科門診和術前檢

查，以及全面的內視鏡服務，包括胃

鏡、腸鏡、氣管鏡及內視鏡逆行性膽

胰管服務。部門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起於週一至週五開展每天八小時的外

科急症及手術服務，並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起開展至全年二十四小時外科

急症入院服務及每日十二小時緊急外

科手術支援服務。

部門轄下之新界西乳腺專科中心是本

聯網唯一提供乳腺專科門診服務之亞

專科，為新界西居民提供須醫生轉介

之乳腺專科服務。此外，現時大部分

血管外科及甲狀腺外科個案亦集中於

本院處理。

5. 矯形及創傷科（骨科）

矯形及創傷科（骨科）為遇有創傷、骨

折、燒傷及骨骼疾病而需要醫療的病

人，提供矯形手術、創傷處理及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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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科等專業治療。博愛醫院亦設有

醫院管理局轄下全港第三所全關節置

換中心，由新界西醫院聯網矯形及創

傷科（骨科）及跨部門專業護理團隊提

供手術服務及有關術後的復康治療。

6. 內科及老人科

內科及老人科設有八個病房、博愛醫

院田家炳護養院、老人科日間醫院、

新界西糖尿病中心和風濕病評估及治

療中心。

7. 住院服務

住院服務提供超過七百張病床，服

務單位包括：內科及老人科病房、急

症科病房、綜合專科病房、深切治療

部、心臟深切治療部、日間病房、日

間婦科中心、日間外科服務、全關節

置換中心及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病

房。

8. 日間服務部

日間服務部為新界西居民提供日間專

科醫療及住院服務。除綜合專科病房

外，部門轄下之博愛日間診療中心的

服務單位亦包括：心腦電檢部及內視

鏡部、日間婦科中心、日間病房、風

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日間泌尿科服

務、術前檢查服務及乳腺專科服務。

（四） 展望  

博愛醫院將增設更多新服務及增加病床數

量，讓更多病人受惠。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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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臨床部門外，醫院亦設有以下部門/
單位：

麻醉科及手術室 
服務部

中央消毒及無菌物品
供應部

放射科 病人資源中心

臨床病理學部 社康護理服務

藥劑服務部 質素及安全部

物理治療部 感染控制組

職業治療部 護理部

義肢及矯形部 醫療資訊紀錄部

言語治療部 行政事務部

營養科 人力資源部

足病診療部 財務部

醫務社會工作部 天主教牧靈部

臨床心理學部 基督教院牧部

精神科社康服務

博愛醫院服務資料
如欲獲悉更多博愛醫院的詳細資料，歡迎

瀏覽本院網頁www.ha.org.hk/p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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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博愛醫院積極面對疫情挑戰  

自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開始以來，博愛醫

院同事一直謹守崗位、團結一致，並時刻

保持警覺，同心應對疫情。

因應醫院管理局就疫情發展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啟動「緊急應變級別」，博愛醫院積極

配合新界西醫院聯網的抗疫策略，即時檢

視各項非緊急服務、調節服務量及制訂一

系列病房改裝計劃，並實施了多項加強感

染控制的特別措施。

1. 開 設「 分 流 檢 測 站 」及 實 施 社 交

距離措施

本院急症室增設「分流檢測站」，讓病

徵相對穩定的懷疑個案病人進行病毒

測試及等候測試結果，同時把懷疑感

染病人與其他病人分隔照顧。

此外，為減低傳播風險，本院作出不

同措施提醒候診人士在輪候期間保持

社交距離，當中包括於坐椅及地面貼

上相關提示貼紙及開設額外等候區，

同時醫院餐廳亦作出相應的座位安

排。

2. 開設監察病房及第二線隔離病房

因應疫情的發展，博愛醫院開設一個

監察病房，以集中照顧等候病毒測試

結果的病人，以減低2019冠狀病毒病

「隱形病人」在一般病房出現的風險，

有效預防病毒擴散。本院亦曾經改裝

一個病房成第二線隔離病房，讓康復

中且病情較穩定及傳染性較低的病人

入住，以騰出部分第一線隔離病床接

收新症及病情較嚴重的病人，減輕隔

離病房的壓力。院方會繼續作適合的

資源調配，應對疫情。

3. 加強與員工溝通疫情資訊  

本院一直重視與員工的溝通，及為員

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鑑於疫

情持續嚴峻，因此醫院定期透過員工

座談會、醫院內聯網、電子郵件及短

訊廣播向同事發放防疫資訊，並分享

感染控制事項的最新消息，以加強同

事的防疫意識和應對能力。

面對不斷變化的疫情，本院會繼續密

切留意疫情發展，配合政府政策，共

同做好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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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於一九一九年創立，一直擔當元朗地

區醫院的重要角色，服務港人超過一世紀。多

年來，本院致力為社會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

中西醫療、牙科、護養院、安老院、長者中心、

兒童及家庭服務、青少年服務、單身人士宿

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服務，廣受市民歡迎。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已開始為市民提

供中醫診療服務，近年更致力落實一系列的中

醫服務發展計劃，除開辦中醫流動醫療車服

務，更與醫院管理局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合作營辦中醫臨床教研中心，提供專業

和優質的中醫服務。本院中醫服務發展至今已

有四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五間綜合診所、

三十五部流動醫療車、一間針灸專科中心、一

間社區中醫診所、一間社區健康中心及一間中

醫文化養生館，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

的中醫藥服務。二零二零年四月至二零二一年

二月本院診症人次已突破五十六萬；秉承博愛

精神和中醫服務目標，本院於過去十一個月，

政府籌額資助人次約十三萬人次（佔整體服務

人次約 24 %），此外博愛亦為基層市民及弱勢

社群提供中醫藥優惠近三十萬人次（佔整體服

務人次約 53 %）。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回應社區需求，本院中醫服

務持續發展，除為市民提供優質的中醫藥服務

中醫服務 服務人次

內科 362,929

針灸 165,537

骨傷 17,931

戒煙 9,668

其他 7,352

整體總計 563,417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牙科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牙科診所 3 10,263

牙科外展隊 2 4,559

整體總計 5 14,822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外，亦為社會培訓更多中醫藥界的人才，本院

每年投放近百萬於中醫或中藥的人才培訓。轄

下所有中醫師均受規範化的教育和具多年臨床

經驗，擁有博士及碩士學位之中醫師按年遞增。

中醫服務 
人次分佈 服務人次

政府籌額資助 134,877

自資服務（正價） 131,825

自資服務（優惠） 296,715

整體總計 563,417

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轄下設有三間牙科診所，分別位於元

朗、青衣及葵盛西邨，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

業可靠、優質全面的牙科診療服務，包括口腔

檢查、洗牙、補牙、脫牙、根管治療、鑲牙、植

牙及矯齒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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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院兩隊牙科外展隊自二零一一年四月

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助推行為期三年半的

「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

先導計劃」，至二零一四年九月計劃正式完結。

自二零一四年十月起，由衞生署資助的恆常化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取代先導計劃。博愛

醫院作為「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的參與機構

之一，轄下兩隊牙科外展隊為元朗、屯門、荃

灣及葵青區之指定安老院舍、盲人安老院、護

養院、療養院及日間護理中心內年滿六十歲或

以上的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查、跟進治

療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

社會服務  

安老服務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四所護理安老院，分別為賽

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及私家位）、陳馮曼玲

護理安老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

老院，合共為六百一十八位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長期護理、住宿、社交心理及復康服務。至於

屯門護養院和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

心，主要為因健康及身體功能嚴重缺損而需要

定期接受醫療護理的長者，提供全面及持續的

護理照顧住宿服務。

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安老

院正為八十四位長者提供療養照顧服務，同

時，為應付日漸增加之認知障礙症服務需求，

各院舍亦向一百六十四名認知障礙症長者提供

包括現實導向訓練、感官治療及懷緬治療等治

療服務，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的衰退。

護養院 /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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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204 12 94%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資助位）75 75 0 100%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私家位）50 49 1 98%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 165 161 4 98%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位） 48 44 4 92%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156 149 7 96%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140 134 6 96%

戴均護理安老院 109 105 4 96%

整體總計 959 921 38 96.3%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長者中心
中心名稱 會員人數 登記義工人數 服務人次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 1,465 711 124,700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846 112 14,359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1,181 86 4,338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56 – 615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長者：718 
青少年：491

長者：87 
青少年：24

長者：9,346 
青少年：3,721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935 250 11,216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1,023 119 23,548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 25 10 828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25 20 2,679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23 7 3,096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 34 0 1,625

整體總計 6,822 1,426 200,071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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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本院青少年服務鼓勵青少年發揮創意活力，培

養領導才能，包括開辦提供職志培訓的「博愛醫

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提供咖啡師培訓和餐飲

的社會企業「博愛Café」及提供運動培訓的「博愛

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兒童及家庭服務
博愛醫院的兒童及家庭服務現有十間中心分佈

屯門、元朗、青衣、沙田及黃大仙各區，致力為

基層家庭及兒童提供多元化的服務，而服務對

象主要為六至十二歲兒童、婦女、家庭和社區

人士。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博愛醫院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於一九九四年成

立，主要為有急切住宿需要之單身人士，包括

無家可歸人士、精神病康復者、釋囚及更生人

士，提供短、中期性之住宿服務。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董事局秉持「博文愛德」的精神，開辦

三間中學、一間小學及五間幼稚園幼兒中心。

青少年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3 44,467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兒童及家庭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0 187,217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單身人士宿舍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 358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中學教育

中學學校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初中一 初中二 初中三 高中一 高中二 高中三 學生總數

鄧佩瓊紀念中學 90 158 127 128 125 118 98 754

陳楷紀念中學 97 125 131 122 116 103 98 695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90 123 130 123 107 102 109 694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小學教育

小學學校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生總數

陳國威小學 61 49 32 58 57 53 68 317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學前教育

單位名稱 教職員人數 學生人數

預備班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學生總數

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元朗） 25 11 32 37 38 118

陳徐鳳蘭幼稚園幼兒中心（藍田） 21 39 26 21 26 112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 （天水圍） 21 15 30 37 30 112

施淑鎮幼稚園幼兒中心（觀塘） 18 24 33 27 26 110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紅磡） 19 28 31 31 24 114

統計資料：2020年4月截至2021年2月

另外，本院的姐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

誼會」屬下亦有一間中學、三間小學。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88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0-2021

博愛醫院自一九一九年創立至今，在董事局的領導和支持下，本院中醫服務持續拓展，至今共有

四十八個服務單位，包括四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一間針灸專科中心、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十九部流動醫療車、十六部專科醫療車、一間社區中醫診所、一間社區健康中心（戒煙計劃）及中醫

文化養生館，服務範圍涵蓋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本院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藥

服務，預計本年度服務人次將超越六十萬，當中近七成病人接受醫藥優惠，切實滿足弱勢社群的需

要。

四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香港政府自二零零三年起在全港十八區設立中

醫教研中心，由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和本

地大學，以三方伙伴協作的模式，由非政府機

構負責營運。政府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宣布

逐步將中醫藥納入本港醫療系統，通過政府資

助特定的中醫藥服務，將中醫藥服務確認為發

展香港醫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於

二零二零年三月起，在十八間中醫教研中心於

地區層面提供超過六十萬資助中醫內科、針灸

和骨傷服務配額；同時將中醫教研中心名稱修

訂為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以突顯其在中醫的

醫、教、研角色。

博愛醫院是唯一營辦四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的慈善機構，包括元朗、沙田、油尖旺及九龍

城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每間中醫教研中心

均由資深醫師團隊駐診，配備中醫醫療資訊系

統，為巿民提供內科（包括腫瘤科、婦科及中風

科）、針灸科和骨傷科診療服務外；四間中醫教

研中心亦肩負年青醫師的臨床培訓工作，及參

與中醫科研項目，協助推動本地中醫服務的發

展。

此外，為加強普羅巿民對中醫的認識，四間教

研中心每年會與不同地區的議員及社團組織合

作，舉辦多場中醫專題講座及義診服務，推廣

中醫及健康資訊，回饋社會。

在博愛董事局領導下，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服

務得以鞏固及持續發展：

• 四間中醫教研中心總體服務約二十七萬人

次

• 政府資助門診服務超過十三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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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元朗區）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沙田區）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元朗區）。

 博愛醫院─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沙田區）提供針灸治療服務。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元朗區）於二零零六年開辦，由醫院管理局、

博愛醫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三方合作營運，一直

致力成為中醫醫療、教學及科研中心，深得不

同階層人士的支持及愛戴。

教研中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顧問及具經驗

的中醫師駐診，提供內科全科、針灸及骨傷推

拿治療，為患者提供多元化的專科服務，包括

腫瘤專科、皮膚老人專科、婦科等，全面照顧

大眾需要。本中心亦與醫院管理局保持緊密聯

繫，積極推行中醫服務電子化管理及持續優化

中醫醫療資訊系統，以提供便利、專業而優質

的中醫診療服務。

教研中心深明中醫經驗傳承及推展科研項目的

重要性，多年來不斷安排中心醫師參與不同範

疇的專病系列課程，藉以鞏固專科知識，並將

其所學落實至臨床應用，以培育業界生力軍，

完善香港中醫藥教育科研水平。

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

心（沙田區）是醫院管理局、香港中文大學和博

愛醫院的三方合作診所，多年來堅持醫教研

並重，監控醫療風險，關注醫療質量和人才培

訓，提供高質素的中醫診療服務，各項服務指

標超越醫管局協議要求。

在博愛醫院董事局和醫院管理局的支持下，

沙田區中醫診所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

作，進行跟痛症科研監察 (Study Monitoring)，

科研項目已順利完成，不但為博愛進一步培

訓中醫科研人才；有關研究論文「Efficacy of 

electroacupuncture plus warm needling therapy for 

plantar heel pain: a randomized waitlist-controlled 

trial」亦獲國外醫學期刊刊登，肯定博愛的科

研水平，亦可幫助促進中醫藥的科學化和標準

化，拓展中醫業的發展空間及認受性，提升博

愛中醫在業界的影響力。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油尖旺區）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

心（油尖旺區）於二零一二年開始投入服務，由

醫院管理局、博愛醫院及香港浸會大學三方合

作。中心位於九龍伊利沙伯醫院R座九樓，提供

基本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亦特設有腫瘤

科、婦科及皮膚科專病診療服務。除中醫門診

外，因應醫院住院病人的需求，中心會派醫師

到病房內為有需要的病患者提供中醫針灸治療

服務。中心服務亦進入社區，為院舍及日間長

者中心提供外展針灸及普通科診療服務。
 醫 院 管 理 局 中 醫 部 到 訪 博 愛 醫 院—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中 醫 診
所暨教研中心（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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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服務。中心積極推廣具有特色的中醫專病

專治項目，包括：針灸輔助體外受孕治療不孕

症、腫瘤化療副作用病症、美容（脫髮、暗瘡、

色斑）、神經內科系統病症、中風後遺症、痛症

管理、體重控制等。為配合

銅鑼灣區的上班人士需求，

中心特設夜診服務至晚上八

時。中心於本年度推出防疫

固本湯方的中藥湯包，為市

民提升正氣，助其對抗疫情。

香港政府於「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宣佈將

中醫藥納入香港的醫療系統，中醫診所亦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一日開始提供政府資助中醫門診

服務，讓更多巿民獲得中醫診療服務，推行至

今，廣受地區人士歡迎，提高中醫藥在社區的

認受性。

 博愛醫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九龍城區）
治療室簡潔明亮，為病人提供整潔舒適的就診體驗。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九龍城區）於二零一五年由醫院管理局、博愛

醫院及香港浸會大學以三方合作形式開設，為

本院第四所中醫教研中心。中心主要提供普通

科、針灸科、骨傷科及婦科，亦與廣華醫院骨

科部合作推行醫院管理局第二期「中西醫協作

項目」先導計劃，為廣華醫院住院的「下腰背痛」

病患者，提供院內中醫診症、針灸及內服中藥

治療；部份有需要跟進的病患者，於出院後亦

會前往中醫診所繼續治療。

除提供政府資助中醫門診服務外，因應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診所於二零二零年四月更應

醫院管理局邀請，開展「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

務」，為在本港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出院的人

士，在中醫診所提供免費的中醫內科門診復

康服務。診所同時更參與醫院管理局資助的

「2019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 — 觀察性研究」，

項目主要針對「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的求診

者，進行復康診療之回顧性及前瞻性研究，促

進中西醫協作及相關的中醫臨床研究的發展。

中醫診所同時秉承與不同慈善團體、地區組織

及醫院聯網合作之理念，中心定期與各團體及

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協辦中醫專題講座及義診服

務，加強普羅市民對中醫藥保健的認識。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九龍城區）

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針灸專科中心（銅鑼灣）  

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針灸專科中

心（銅鑼灣）於二零一二年投入服務，中心設有

獨立診室及治療室，私隱度高，環境舒適，設

施完備。除提供一般中醫內科、針灸科及骨傷

科治療外，亦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刮痧等

 針灸專科中心新增「中醫骨傷推拿服務」，由具正規訓練的註冊中醫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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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二零零四年起先後開設五間綜合中醫專

科診所，分別位於太古、華富、天水圍、青衣及

長洲，為不同社區巿民提供普通科、針灸科及

骨傷科服務。各綜合中醫專科診所，除處方內

服中藥外，更可進行針刺治療、電針治療、艾

灸治療、拔罐治療、手法治療及外敷藥物等多

種療法。

隨著社會進步，診所服務亦持續提升，各綜合

診所配有完善設備，如獨立的診室和治療空

間，診療環境舒適並由經驗豐富具經驗之註冊

中醫師駐診，服務專業且價錢大眾化。五間綜

合診所服務不同社區十數載，深得地區人士及

廣大巿民支持愛戴。為推動中醫藥深入社區，

博愛醫院 — 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  

不時與地區團體舉辦中醫健康講座，亦會參與

社區舉辦之義診活動，從不同層面惠及廣泛市

民，以達致預防疾病和保健養生的目標。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各綜合診所亦有加

強防疫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員工及病人均需量

度 體 溫 及 進

行健康申報、

加強診所環境

清潔、以減低

傳播風險，提

高對服務使用

者及員工的保

障。

 東 方 日 報 慈 善 基 金 綜 合 中 醫 專 科 診 所
（青衣）的治療室環境雅緻。

中醫流動醫療車服務  

博愛醫院流動醫療車自二零零六年開辦至今

已接近十五個年頭，以收費廉宜、方便快捷、

服務專業的特點，深入港九新界各區向市民大

眾提供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的中醫診療服

務，深受基層市民的歡迎。有見及此，本院進

一步優化流動醫療車服務，在維持中醫基本服

務的基礎上，以中醫優勢病種和特色治療方法

為核心，設立資深醫師團隊，在香港成功首創

流動中醫專科醫療車服務。

展望未來，本院計劃將所有中醫流動醫療車轉

型至中醫專科醫療車，為市民大眾提供專科

化的中醫治療，以提升博愛中醫的專業形象。

至今，博愛中醫流動醫療車隊已拓展至三十五

部醫療車的專業團隊，服務地點超過一百五十

個，為基層巿民提供便捷的中醫藥診療服務，

切實回應巿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並得到社會

各界和地區團體的支持和肯定。

 簡陳擷霞主席、李柏成候任主席、林群副主席、周駿達副主
席 及 陳 國 基 副 主 席, MH，一 同 出 席 新 一 部 專 科 醫 療 車 的 啟
動禮。

同時，因應近年生活繁忙，常見都市痛症困擾

無數巿民，中心於本年新增「中醫骨傷推拿服

務」，中醫骨傷推拿以中醫理論為指導，運用正

骨手法、推拿手法來調節和治療筋骨、肌肉、

經絡、氣血的損傷和失常，從而預防和治療骨

關節及其周圍軟組織損傷疾病。「中醫骨傷推拿

服務」由具正規訓練的註冊中醫師及經驗豐富

的經筋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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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由 中 醫 師 介 紹 及 示 範 養 生 八 段 錦，
並與參觀團體一同練習。

 資 深 中 藥 師 向 參 加 中 藥 園 導 賞 的 團
員講解中草藥知識。

博愛醫院自二零一零年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

香港衞生署的支持下，以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

研究所作為指導單位，在本港開展免費中醫針

灸戒煙服務。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為

止，十年的戒煙服務受惠人數超過一萬二千， 

一共提供了十萬人次的免費戒煙服務，有效滿

足戒煙者的需求，協助政府推廣無煙健康生活。

在博愛醫院董事局的帶領和支持下，本院積極

拓展大灣區的中醫戒煙服務，在「首屆粵港澳大

博愛醫院中醫文化養生館  

本院一直致力發展中醫服務，為推廣傳統中醫

養生文化及治未病概念，二零一九年於東涌北

公園中藥園內設立首間「博愛醫院中醫文化養

生館」，希望將傳統中醫藥養生保健的概念推廣

至社區，加強市民對治未病的意識，傳承中醫

藥文化的智慧。東涌北公園內的中藥園種有過

灣區衛生與健康大會」，與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及深圳市中醫院簽署的大灣區中醫戒

煙科研合作項目，有關項目亦已獲醫院管理局

新界東聯網道德倫理委員會的批准開展，科研

項目至今已吸納過半數病例，在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的影響下，同事們都積極按計劃推進，

爭取按時完成大灣區的科研項目，以提升博愛

中醫的形象。

百種中草藥，而毗鄰設有展覽館介紹中醫治療

及預防各種疾病的方法。

中醫文化養生館會定期舉辦各項健康養生活

動，如中醫健康講座、中草藥導賞、八段錦及

穴位按摩手法練習等，為市民提供中醫全面的

中醫養生保健資訊。館內更提供各式養生食療

及保健產品，當中包括博愛中醫自家品牌的中

藥材湯料包、防疫及養生湯包等。

中醫藥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養生樂活的瑰寶，

博愛醫院中醫文化養生館會藉宣傳中醫藥養生

保健文化，加強市民對運用中醫手段改善健康

狀態，預防疾病的概念，從而推動中醫藥文化

的傳承。

加強元朗鄉郊中醫服務  

博愛扎根元朗超過一百年，以元朗為基地，提供

多元化服務至港九新界各區。雖然近年元朗日

漸城市化，但居住於元朗鄉郊地區的村民卻面

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為回饋元朗村民一直以來

對博愛的愛護和支持，本院董事局調撥資源，加

強元朗鄉郊的流動中醫醫療車服務，為村民提

供方便優惠的一站式中醫服務。在收集各村長

的協辦意向後，新服務已逐步開展，更獲得十八

鄉、新田和八鄉等多個地區團體的歡迎和支持。

 博愛中醫醫療車為元朗鄉郊居民提供中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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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抗疫工作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感染情況，博愛中醫會依

照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監測準則，轉介符合疑

似病例準則的求診人士至就近的公立醫院急症

室作進一步跟進，並加強相關應變及感染控制措

施，包括：

• 加強診所環境清潔，並在診所及洗手間當

眼處張貼海報，提醒求診者及職員注意個

人衛生，以減低疾病傳播機會

• 採購合適的防護及清潔消毒用品，確保庫

存充足，並按不同崗位分配使用。

• 要求所有員工及求診人士在診所的範圍內

必須佩戴外科口罩，並提供酒精搓手液予

員工和求診人士潔手。

• 設立分流站，為求診人士量度體溫，並按照

監測準則評估及分流病人，以便及早發現

符合疑似病例準則的求診人士。

• 配合政府推行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將

相關二維碼張貼在診所正門當眼處，求診

者可在進入診所時立刻掃描，以鼓勵市民

養成記錄出行的習慣。

在中醫角度，2019冠狀病毒病屬於中醫的疫症，

在中醫古書籍內已經有治療疫症的記載和經驗

方可以借鑒，因此，博愛中醫亦積極開展中醫藥

防疫保健活動，包括：

• 組織專家教授，設計固本防疫湯方，幫助巿

民提升「正氣」。

• 加強宣傳，鼓勵吸煙人士參與博愛免費中

醫戒煙服務，以增強抵抗力。

• 與坊間機構合作，免費派發中醫藥福袋，宣

傳中醫治未病，提高巿民健康意識。

• 在本院中醫網站內，設立防疫專頁，為市民

提供中醫防疫保健資訊。

 

同時，本院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亦應醫院管理局

的邀請，參與「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為在本

港公立醫院接受2019冠狀病毒病治療後出院的

人士，在中醫診所提供免費的中醫內科門診復

康服務，及於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內，是供

「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為患者提供中醫

介入的治療服務，發揮中醫藥的防疫治病功效，

為本港抗疫工作出一分力，與市民抗疫同行。

 中 醫 診 所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措 施，包 括 為 求 診 者 量 度 體 溫、 
提 供 酒 精 搓 手 液、職 員 亦 會 查 詢 求 診 者 的 外 遊 史 及 張 貼

「安心出行」二維碼。

 博 愛 中 醫 防 疫 固 本 湯 方， 為 巿 民 
加強「正氣」。

 推廣博愛中醫戒煙服務，與巿民共同
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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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現設有三間牙科診所及兩隊牙科外展

隊，致力為全港市民提供專業而優質全面的口

腔護理及牙科診療服務。

牙科診所 •••••••••••••••••••••••••••••••••••••••

本院三間牙科診所分別位於元朗水邊圍邨、

青衣長青邨及葵涌葵盛西邨。診所為社區人士

提供多元化牙科診療服務，包括口腔檢查、洗

牙、補牙、脫牙、根管治療、鑲製活動假牙、牙

冠、牙橋、植牙及矯齒等。

 博 愛 醫 院 牙 科 診 所（元 朗）自 二
零 一 四 年 服 務 元 朗 區 居 民，深
得 區 內 人 士 支 持，並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正 式 命 名 為 「博 愛 醫 院 梁
安薇紀念牙科診所」 。

本院牙科診所除了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長者及綜

援人士八折優惠外，同時也是社會福利署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認可牙科診所，為

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牙科診療服務。

政府為了減輕長者及家屬的醫療負擔，以及加

強健康推廣和基層醫療服務，由二零一七年七

月一日起降低長者醫療券計劃受惠長者的合資

格年齡由七十歲降至六十五歲，累積金額上限

亦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起提高至港幣

八千元。所有合資格長者均可在本院轄下之牙

科診所以醫療券支付牙科治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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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議會張鈞翹議員（左一）巡察本院牙科服務支援站（長
青）之服務質量。

關愛牙醫診所 ••••••••••••••••••••••••••••••••

本院自二零一二年已登記成為「關愛牙醫診

所」，為年滿六十歲接受「家居照顧服務」及年滿

六十五歲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合資格長者，

提供免費鑲配活動假牙及其他有需要的牙科診

療服務，如洗牙、補牙及脫牙治療。

為協助推行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讓更多合資格長者受惠，本院三間牙科診所均

提供「一站式」服務，為合資格長者直接辦理關

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申請手續及預約應

診時間。

社區參與計劃 ••••••••••••••••••••••••••••••••

本院應葵青區議會邀請參與「社區參與計劃 — 

加強牙科護理服務」，並獲甄選為上述計劃合作

機構之一，為六十歲以上的合資格葵青區居民

提供牙科護理服務，有關計劃自二零一七年九

月於牙科服務支援站（長青）正式展開。本院新

開辦的牙科診所（葵盛）於二零一九年一月正式

投入服務，同年二月已成為上述計劃下其中一

個服務單位，為合資格葵青區居民提供專業牙

科診療服務。

由葵青區議會資助「社區參與計劃 — 加強牙科

護理服務」已進入第四個年度，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本院已累計服務超過一千二百

名合資格居民，提供逾一萬個治療項目。

 博愛醫院牙科服務支援站（長青）除支援外展工作
外，亦為葵青區居民提供專業牙科診療服務。

 本院的第三間牙科診所 —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葵
盛）」巳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正 式 投 入 服 務，為 有 需
要市民提供優質、價廉及專業的牙科診療服務。

為確保上述計劃的服務質素及成效，葵青區議

會定期派代表親臨本院參與計劃的牙科診所，

與合資格葵青區居民直接溝通，聽取參加者意

見，並積極優化計劃，以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

 本院牙科診所設備齊全，牙科醫生專業用心地為每一位病人
提供適切的診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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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本院庚子年董事局認可人士（建築師）顧問

梁仲清 , MBE太平紳士捐贈港幣一百萬元，支持

本院牙科服務發展，並命名本院位於元朗水邊

圍邨之「博愛醫院牙科診所（元朗）」為「博愛醫

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持續為市民提供專業

優質的牙科服務。本院特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十四日舉辦「博愛醫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命

名典禮」，以答謝善長之慷慨捐輸。

典禮當日由元朗區議會主席黃偉賢和元朗民政

事務助理專員吳力燊親臨主禮，為感謝梁先生

樂善好施，博愛醫院董事局簡陳擷霞主席帶領

董事局成員及眾嘉賓一同見證「博愛醫院梁安

薇紀念牙科診所」正式命名。

牙科外展服務 ••••••••••••••••••••••••••••••••

本院自二零一一年開始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

助及推展為期三年半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

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為超過九十

間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提供基礎牙科

診療服務，服務超過二萬人。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ODCP)自二零一四年

十月一日起，取代「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

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成為恆常化計劃，由

衞生署資助及負責監管。

 善長梁仲清 , MBE太平紳士伉儷頒贈支票予博愛醫院，並由
元朗區議會黃偉賢主席（右一）、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吳力
燊（右二）、博愛醫院董事局簡陳擷霞主席（右三）及周駿達副
主席（左一）代表接受。

 兩位主禮嘉賓、善長梁仲清 , MBE太平紳士伉儷及一眾博愛
醫 院 董 事 局 成 員 為「博 愛 醫 院 梁 安 薇 紀 念 牙 科 診 所 命 名 典
禮」舉行簡單而隆重的揭幕儀式。

 一眾嘉賓及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親臨位於元朗水邊圍邨的
「博愛醫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參觀。

 牙 科 醫 生 為 長 者 進 行 氟 化 物 治 療，以 加 強 牙 齒 保 護 預 防 蛀
牙。

診所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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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是ODCP的服務提供者之一，負責元朗、屯

門、荃灣及葵青等區內獲指派之安老院舍、盲

人安老院、護養院、療養院及長者日間護理中

心的六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免費到診口腔檢

查、跟進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等活動。

自ODCP推出以來，本院牙科外展隊累計服務超

過三萬四千人，為九十多間院舍及日間護理中

心提供牙科外展服務。本院承諾將繼續提供優

質服務，幫助社區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和弱勢社

群。

口腔健康推廣 ••••••••••••••••••••••••••••••••

除門診及外展服務外，本院向社區人士提供免

費口腔護理講座及培訓工作坊，提高市民的口

腔護理知識和技巧。經過累積多年的牙科服務

經驗，本院認為單靠進行補救性治療遠不及預

防性的口腔知識教育及作定期口腔檢查來得更

有療效。本院積極加強與社區人士及不同機構

的合作，提倡口腔健康的重要性，期盼喚醒市

民對口腔健康的關注。

2019冠狀病毒病的挑戰 ••••••••••••••••

自年初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以來，疫情猖獗令

香港各行各業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包括本院

牙科服務。為有效減低傳染病感染風險，本院

牙科診所亦加強預防感染控制，實施多項防疫

措施，包括員工及病人均需量度體溫及進行健

康申報、為前線員工選購高防護級別的個人防

護裝備、全面加強環境清潔、嚴謹執行消毒及

滅菌程序、暫停提供較高傳染性之治療服務如

洗牙及提供防疫培訓等，以保障員工及病人健

康。

本院牙科服務會繼續緊守崗位，與香港市民一

同並肩抗疫，攜手努力，希望能早日戰勝疫情。

 牙科醫生到診院舍為長者提供實地口腔檢查 
服務，院舍及長者均歡迎有關安排。

 本院定期為院舍院友、家屬及員工講解常見的口腔
疾病及預防方法，以提高他們對口腔健康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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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四所護理安老院及一所合約

院舍，分別為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及私

家位）、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楊晉培護理安

老院、戴均護理安老院及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

院暨日間中心，合共為七百四十三位有需要的

長者提供長期護理、住宿、社交心理及復康服

務。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

安老院正為八十四位長者提供療養照顧服務，

同時，為回應日漸增加之認知障礙症服務需

求，各護理安老院舍亦向一百六十四名認知障

礙症長者提供包括現實導向訓練、感官治療及

懷緬治療等治療服務，以延緩患者智力和體能

的衰退。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  

去年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五所院舍在政

府限聚及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下，所有院內外活

動均已取消，但為保障院友安全，院舍實施了

一糸列防疫措施。

職員防疫措施

1. 所有職員每天上班前必須自我探熱，如有

發燒，必須立即求醫及報告主管。

2. 進入本院大堂時，必須量體溫及潔手，如

有發燒，必須立即離開及求醫。

3. 外判服務員工亦必須執行第一及第二項，

並於進入本院時，需要填寫健康申報表。

4. 職員在院舍範圍內必須戴口罩、勤潔手、

保持恰當社交距離；用膳時必須用屏罩遮

擋，膳後消毒用餐範圍；在職員休息室內

不可除下口罩交談。

5. 每天職員下班回家前，盡量洗頭、沐浴和

更衣後才離開院舍。

6. 職員盡量不要到訪香港以外其他地方。

7. 若有職員居住國內，建議暫居本港親屬住

處；若有需要，亦可居住本院宿舍。

8. 如有職員被「家居隔離」、或間接接觸懷疑

個案，必須立即向主管報告。

9. 若職員自身需要檢疫十四天後，需要醫學

監察十四天，即每天上班前需要量體溫觀

察病徵出現。

安老服務

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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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職員曾與檢疫人士有直接接觸等，將安

排家居工作；如工種未能安排家居工作的

話，便需要再放假十四天才復工，首七天

將放年假（或其他假期），及後由主管決定。

11. 職員在嚴峻的日子裡，盡量減少不必要的

社交活動，或減少前往衛生環境不理想的

食肆進食。

12. 參與五輪自願性檢測。

探訪安排

按照衞生防護中心指引，除體恤原因外，一律

不得探訪（公務除外）。

院舍安排體恤探訪如下：

1. 由辦公室註冊護士評估院友健康狀況，如屬

以下的類別，可向院長申請安排體恤探訪：

1.1 臨終病人；

1.2 EOL病人；

1.3 末期癌症病人；

1.4 因病經常出入醫院而情況不樂觀的院友；

1.5 極度情緒不穩的院友需要家人安慰等。

 紅外線自動探溫機。  自動探溫機。

 空氣清新機。

其他防疫措施

1. 在院友及職員飯檯安裝膠板間隔。

2. 定期噴灑防毒塗層。

3. 添置自動探溫機。

4. 添置空氣清新機。

視像服務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下，院舍為降低院友感染風險而暫停探訪

安排，但院友們會因暫別親友而有不同情緒影響。因此，院舍特別為

院友及家屬提供視像通話服務，讓超過七百名院友得以透過視像方式

與家人及親友聯繫，藉此保持開朗心情，從視像探訪上獲得心靈慰藉。

疫情下的活動

雖然在疫情下不建議群眾聚集，令舉辦活動有諸多限制，但本院同工

仍能突破框框，五院成功舉辦「博愛正能量攝影比賽」，希望院友能透

過攝影記錄拍攝發放正能量，同心抗疫，各院院友均踴躍參加。

 博愛正能量攝影比賽。

展望  

展望來年，各護理安老院員工將會繼續努力，

秉承過往的服務方向，透過專業護理、起居照

顧、復康治療、多元化社交活動及設備提升，

與院友共同建構一個更理想的「家」。

 院友與家屬視像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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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十間長者日間服務中心，並

以「博施濟眾 • 慈善仁愛」的精神，提供優質的

綜合性長者社區照顧服務。於二零二零年十月

一日起，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獲邀參與「少

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並獲配一名「少數

族裔社區大使」，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長者服

務。此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護理個案）除

獲得社會福利署對原有二十個護理個案的額外

撥款外，同時亦新增二十個護理個案及特別膳

食服務，以加強支援社區上的體弱長者。

過去一年，因受疫情影響，各中心未能提供大

型活動及偶到服務，並只能維持有限度服務，

而小組活動亦以預約或網上形式進行。

長者地區中心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為元朗區長者提供

多元化的社區支援服務，包括社交及康樂活動

服務、社區教育、輔導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長者支援服務隊、隱蔽長者服務、護老者

支援服務、有需要護老者支援服務、認知障礙

症支援服務、智友醫社同行計劃及公開服務。

長者鄰舍中心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和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分別位於天水圍天華邨和深水埗海麗邨，兩所

中心為長者提供一站式的社區支援服務，讓長

者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內樂享天年。

社會服務中心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於一九九二年三月成

立，是大嶼山南部唯一的社會服務中心，而自

二零零三年四月起，中心便以長者鄰舍中心融

合青少年中心的服務形式提供社會服務。

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致力為各會

員提供周全服務，亦會安排會員參與不同的興

趣班和治療小組，以鼓勵長者發展潛能，締造

豐盛和積極的晚年。長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

專為患有認知障礙（癡呆）症的患者及其家人提

供服務；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則致力

為持有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之長者及六十歲或

以上的長者提供優質日間護理服務。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和美孚荔

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

心，分別於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六年轉型為自

資中心，為屯門及荔灣美孚長者提供多元化活

動，以及健康支援和進修學習平台，讓長者積

極享受生活及發揮個人潛能。

展望  

展望未來，各中心員工會繼續努力，切實執行

服務質素標準的各項政策及程序。同時，亦會

因應長者及其照顧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更全

面、更優質的服務和支援，務求使長者能在其

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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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慶團圓。

 外 展 剪 髮 義 工 到 訪 大 嶼 南 水 口 村 公 所
為居於偏遠地區長者理髮。

 疫 情 下，長 者 未 能 在 中 心 享 用 膳 食。
王 東 源 夫 人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改 以 外 賣 飯
盒形式，以滿足區內長者的午、晚餐需
要。

 長者也能「潮」學夏威夷小結他，在音樂聲
中迎接聖誕。

 親 子 義 工 組 員 協 助 製 作 窩 心 手 作 送 予
安老院長者。

本院安老服務部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合作

研發及推展一項透過虛擬實境的運動認知訓

練，並獲創新及科技局創科生活基金及香港理

工大學撥款，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開始推行

為期三年的計劃。為了讓遊戲內容及介面更適

合長者，測試階段邀請了本院安老服務職員試

玩及提供意見。此外，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

團隊於二零二零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在郭興坤

長者鄰舍中心邀請了十七位長者進行計劃測

試，參加者分成兩組：實驗組及對照組進行為

期八星期的訓練。長者對於虛擬實境 (VR)運動

認知訓練感到既興奮又投入。計劃於二零二一

年二月中開始至二零二三年在本院五間長者日

間中心招募六百多位合資格的長者參與是次

訓練。

 參加長者進行計劃測試。

 負責職員教導長者 
如何操作VR。

針對認知衰弱長者的虛擬實境 (VR)運動認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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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 工 準 備 上 門 分 發 強 心 健 體 包 前，職 員 向 大 家 講 解 注
意事項。

 強心健體包內含小型運動物品、動腦筋遊戲及抗疫小冊
子等。

 受惠長者善用強心健體包內的運動物品，舒展筋骨。

 長者喜獲強心健體包。

去年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初期，大部份長者

中心服務暫停開放。為關顧體弱長者的身心

需要，本院向香港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

基金」申請撥款港幣四十九萬八千四百元製作

四千個「袋袋平安 — 強心健體包」，以支援在社

區生活的長者及其照顧者在抗疫期間仍能保持

有適當的活動及資訊。強心健體包當中包括小

型運動物品如拉筋帶、按摩球及手握力器；動

腦筋遊戲如四巧板、扭計骰及禪繞畫，以及由

香港紅十字會及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提供的長者

及照顧者的抗疫小冊子。

本院各長者日間中心及綜合家居照顧隊於二零

二零年四月將四千個強心健體包分發予各區有

需要的長者或照顧者，以鼓勵長者在家仍要保

持適量運動、多動腦筋及注意心靈健康。

袋袋平安 — 強心健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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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藝樂同行」計劃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主辦的「耆藝樂同行」計

劃，榮獲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二零

一八至二零二零年度全港最佳「兩年計劃」季軍

及元朗區最佳兩年計劃獎。計劃的「耆藝大使」

更獲得「二零一九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成人

組、長者組及成人團體組的元朗傑出義工之

星，共五大獎項，表揚義工對社區義務工作的

貢獻及樂於助人的精神。

「耆藝樂同行」培訓長者及護老者成為「耆藝大

使」，學習多元藝術創作，他們突破自我，發揮

個人潛能，多次到訪元朗錦田壁畫村，與青少

年一起繪畫壁畫，充分表現他們勇於嘗試，力

求創新的精神！他們無懼好天曬、落雨淋，企

梯子或蹲低作畫，共同完成一幅幅充滿生命力

的創作。

其中一幅名為「梅、蘭、菊、竹」的壁畫，更是組

員所設計，以「花中四君子」表達人生哲理，彰

顯中國傳統文化，體現長者在社區也能夠畫出

彩虹、活得精彩！組員在短時間內與不同年齡

及界別的人士分享藝術創作，他們做好自己，

就能夠把「老有所為」的精神延續下去，為社區

注入更多正能量！

 位於錦田祠堂村由長者設計的壁畫「梅、蘭、菊、竹」。

 九十三歲大師姐在評審時喜遇藝人安德尊 (大王 )。 「耆藝大使」與青少年跨代共融繪畫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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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於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假博愛醫院陳國威小

學舉行開幕典禮。本院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何啟明太平紳士及本院永遠顧問陳國威太平

紳士擔任主禮嘉賓。當時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

疫情仍然嚴峻，故此是次典禮全程以網上直播

進行，讓社福界同業、同事以及好友們於網上

一同參與。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為社會福利

署合約院舍，是本院轄下首間合約院舍。適逢

博愛醫院創立一百周年，得到博愛醫院永遠顧

問陳國威太平紳士慷慨捐助本院開辦經費港幣

九百萬元，並以其先翁陳是命名陳是紀念護養

院暨日間中心。

另外，承蒙善長黎錦兒慷慨解囊，以其已故母

親黎梁紹芳校長之名義，捐贈遺產港幣五十萬

予博愛醫院，故此為院舍四樓佔地五百呎的活

動室命名為「黎梁紹芳校長紀念堂」，以作紀念。

院舍秉承「博施濟眾 • 慈善仁愛」的宗旨，由二

零二零年三月起正式投入服務。全院共三層，

提供有七十四個資助宿位、一個指定暫託宿位

和五十個非資助宿位，合共一百二十五個宿

位。院舍更附設二十個日間護理服務名額及加

設認知障礙症照顧診所，以服務區內有需要的

長者。院舍本著「以人為本，持續改善，優質服

務」為宗旨，讓長者在身心靈都得到專業團隊的

悉心照顧，在被受尊重及舒適的環境中，享受

有意義及有質素的晚年生活。

 簡陳擷霞主席及馬學章總幹事與董事局成員合照。

 董事局成員致送紀念品予善長黎錦兒。

 董事局成員致送紀念品予永遠顧問陳國威太平紳士。

 全體出席嘉賓大合照。

博愛醫院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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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服務期間，職員及陪伴機械人與會員進行網上運動班。

 「身心健康同抗疫」，博愛外展牙醫細心為會員進行口腔檢查。

 「齊心抗疫」，護士教導會員實習正確潔手七式。

 「樂齡展愛心」，人工智能小海豹「寶寶」，深受長者歡迎。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服務簡介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於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開始投入服務，為社會福利署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認可服務提供者，

為區內合資格長者提供專業服務，每節可提供

十二個服務名額。中心會為每位長者提供專業

評估，從而安排合適的日間護理、復康治療、

社交活動及起居照顧服務，並設有三個針對性

復康治療服務組合，包括認知障礙症個案、腦

中風個案及胸肺病個案。期望透過專業評估及

訓練，達致延緩退化，改善活動能力，使長者

能繼續安居於社區。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
驗計劃」的認可服務提供者  

為配合政府政策，中心接納社會福利署邀請，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開始成為第三階段認可服

務提供者。中心承蒙各界指導，持續改善，服

務獲社區人士認同，現階段每節服務名額維持

十二名，並會提供不同的服務組合供長者選擇。

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感染控制
措施  

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中心按社會

福利署建議，曾兩度暫停日間護理服務，期間

中心加強資訊及情緒支援服務，包括電話慰問

和進行視像認知訓練及運動，亦會按長者需要

到戶派贈抗疫物資。中心會嚴格執行感染控制

措施，加強清潔消毒、加設隔板以單向座位用

餐、暫停所有外界探訪及每日進行健康教育

等，盡量減低交叉感染風險，期望能為會員提

供安全舒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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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恆 常 提 供「珍 貴FACE TIME」電 話 視 像 探
訪服務。

 「愛上綠賓FUN」園藝治療小組。

 於二零二零年五至七月期間提供「FACE 
TO FACE」預約探訪服務。

 噴灑防病毒塗層。

院舍背景  

屯門護養院是一所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及衛生

署監管的長者院舍，於一九九八年投入服務，

主要為健康及身體功能缺損，而需要定期接受

醫療護理的長者，提供廿四小時住宿及專業服

務，包括醫療護理、起居照顧、復康治療及社

工服務。全院共有二百一十六個床位，平均分

佈四層樓房。

院舍服務概要  

護養院有護士全日廿四小時當值，並有駐院醫

生提供專業的醫療護理服務。在復康治療方

面，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會因應院友的個

人需要，制定及執行合適的治療計劃，為體弱

卧床及行動不便的院友提供適切的介入及跟

進。

院友日常起居包括肢體轉移、進食、沐浴和更

衣各個細節均有護理員協助。此外，院舍社工

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小組、活動和探訪，以

助舒緩院友面對長期病患的困擾，保持與外界

社區的接觸。社工更會為有需要的院友提供輔

導服務及諮詢，協助他們解決經濟及情緒等問

題。

同行抗疫  

因應疫情持續，護養院除了加強日常環境清潔

消毒工作外，亦進一步加強抗疫措施，包括在

大堂入口位置增設自動感應酒精搓手液機及額

探體溫機、安排探訪人士進行健康申報、配合

政府安排院舍職員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及

聘請專業承辦商為全院噴灑防病毒塗層。

齊心關懷  

護養院在疫情期間特別增設恆常電話視像服

務，希望在配合政府暫停探訪期間，亦能滿足

院友和家屬的情緒需要。此外，護養院在確保

社交距離、個人衛生及空氣流通前提下，繼續

為院友提供分樓層活動，包括善用地下花園舉

行小組 /活動、透過個別關顧服務及電子互動遊

戲取代集體活動，並安排家屬拍攝短片為院友

打氣，以鼓勵院友及家屬同心抗疫。

展望未來  

屯門護養院會繼續加強監察和培訓，推動優質

管理，鞏固現有服務，提升專業水平，並配合

院友需要，持續改善及發展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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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服務簡介  

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成立於一九九四年，為有   

急切住宿需要之單身男士，如無家可歸者、精

神病康復者及更生人士等提供短期或中期之住

宿服務。

用愛與關懷，讓舍友更有生命力  

宿舍全面關顧舍友之身心靈需要，按不同狀況

提供悉心協助與輔導，並透過不同的支援服務

與健康之群體活動，讓舍友可善用餘暇，體驗

正面之生活模式。

面對困境或是人生必經之路，我們也體會到每

位舍友都有著其獨特之生命故事。因此，除了

透過實際而基本之住宿照顧外，亦渴望透過

以「家」之照顧模式，陪伴舍友在這人生的中轉

站，播下正面的生命種籽，讓舍友都相信，可

以帶著盼望開創自己的人生。

博愛醫院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單身人士服務

面對疫情，在挑戰中迎難而上  

二零二零年，因應疫情我們必須保持社交距離 

和減少聚集接觸。宿舍團隊亦把心力放在 

防疫、檢測和衛生教育工作上。而原先計劃的

活動都因此暫停。然而，宿舍團隊仍持續努力

與社會熱心人士和團體連繫，成功募集不少物

資送贈舍友，包括口罩、日用品、食物及抗疫

物品，為舍友送上關愛和祝福。

持續改善環境，優化宿舍設施  

本院一直透過申請獎券基金撥款，持續改善環

境設施，為舍友提供更安全和優質的服務。本

年度亦完成了兩項重要工程，包括更換外牆消

防喉管及翻新房間110室。宿舍過去連續數年

申請撥款翻新舍友房間，期望為舍友提供更舒

適的居住環境。

展望  

展望未來一年，宿舍團隊將繼續以愛與關懷陪

伴舍友，共同走過人生旅途。

 職員講解抗疫措施，舍友認真聆聽。

 宿舍將外界捐贈物資送贈舍友。

 熱心團體送贈聖誕美食。

 翻新後的房間，新淨美觀和更實用。

裝修前裝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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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疫 情 下 大 家 精 神 抖 擻，出 發 為 社 區 人 士 派 發 
愛心防疫物資。

 「社區主播加油站」的青少年學習網絡媒體製作
知 識，包 括 導 演、編 劇、攝 影、演 出、剪 接 等
KOL專業知識。

 本院獲蘇黎世保險（香港）慷慨支持「疫境前行」
關懷計劃，本院董事局及企業代表一起到場支
持。

 除 了 派 發 防 疫 物 資，對 區 內 居 民 亦 親 切 慰 問，
送上關懷。

 充滿正能量的未來KOL認真學習，構思「為香港
打氣」的短片。

 青 年 義 工 落 力 協 助 製 作
及包裝「疫境前行」關懷計
劃的「疫境加油包」。

本院青少年服務一直本著「多元發展、正向人生」為服務理念，提供多元化的預防性和支援服務。面

對二零二零年疫情，香港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和情緒困擾；在青少年服務上，我們都特別關注

青少年的身心靈與精神健康，期望透過不同的服務計劃，為他們注入正能量，協助他們保持正面及

積極的生活態度面對疫情，共同攜手渡過逆境。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青少年中心申請「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2020」，舉辦「社區主播加油站」計劃，獲批約港

幣七十萬元，舉辦KOL職志培訓課程。KOL是青

少年希望投身的未來工種之一，本計劃讓青少

年學習網絡媒體製作知識，成立「KOL正能量團

隊」，配合基金主題，將會創作「為香港打氣」的

短片，為自己、為社區注入正能量。

此外，本院亦獲蘇黎世保險（香港）慷慨支持，

推行「疫境前行」關懷計劃，同時向社會福利署

攜手扶弱基金申請配對基金，整個項目共港幣

一百四十萬。透過身、心、社、靈為主題的活

動，提升基層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一同走過

疫 /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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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培訓活動多數以網上形式舉行，社工亦會因應青少
年的需要，提供適時輔導。

 一人一祝福，為會員打打氣!

 即使相隔著口罩和螢幕，大家仍可以一起 jam歌，透過網上
進行音樂交流。

 舉 行 文 藝 創 作 活 動，發 揮 青 少 年 的 創 意，亦 有 療 癒 心 靈 之
效。

 透過藝術創作活動，協助青少年紓緩壓力，發展多才多藝。

 中心製作網上節目，與會員一同網上玩遊戲。

 為自己製作閃亮燈牌，隨時隨地為自己加油集氣!

 今年沒有畢業典禮了，就讓中心為你們舉辦一個私人的畢業
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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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é舉辦咖啡班，讓參加者沖調及品味「喘息」咖啡，一
起鬆一鬆。

  自 家 製 手 工 曲 奇 有 多 款 口 味，Café用 心
製作，獲得顧客讚賞支持。

 參加Café活動，合力泡製出「打卡」特飲。

 本院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周駿達主席親臨Café，分享
逆境營運之道，為同事打氣!

博愛Café

博愛Café面對疫情，嚴謹執行政府指引及衛生

措施，持續營運。除了加強網上外賣平台，亦

專設外賣餐單，讓顧客可以利用手機應用程式

和網站提供Café訂餐服務，簡便快捷地訂購餐

飲，反應良好，獲得顧客繼續支持。

博愛Café為本院首間社企，一直推動青少年職

志發展。本年提名員工參選由香港社會企業

總會 (HKGCSE)舉辦「香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

獲得「優秀社企員工」獎項。此外，Café亦喜獲

2020 TECM社企嘉許計劃「社企好友大獎」，以讚

揚本院Café積極推動社企之間的互助及合作。

對同事是一份肯定和認同，對博愛Café亦是一

份鼓勵和支持。大家會繼續努力，為Café推出

更多新服務內容，以期能持續發展，達致社企

成立的理念。

 Café加強防疫措施，減少座位及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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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保持社交距離，戴著口罩仍努力練習，除了鍛鍊體魄，
亦有助減壓。

 極 限 場 設 有 小 茶 園，會 員 可 以 學 習 種 植
香 草， 回 到 家 中 都 可 以 呷 著 健 康 香 草
茶，洗滌心靈。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本院極限運動場設有大型滑道組件，為喜愛極

限運動的人士提供安全的練習場地，並推廣「有

型運動、健康人生」的訊息。

雖然疫情嚴峻期間參照政府指引而暫停開放，

但仍會與會員保持聯繫和關顧。而在疫情和緩

時，場地會維持開放及加強防疫措施，讓會員

可以繼續鍛鍊體魄，舒展身心，建立正面積極

的生活態度。

博愛青年音樂基金

博愛青年音樂基金於二零一九年一月正式成

立，為青少年提供培訓和學習的機會，發展音

樂潛能，追尋夢想。由二零一九年成立至今，

受惠的基層家庭和有經濟困難的青少年持續

增加。因應疫情，今年內多項交流活動未能舉

行，本院遂邀請受惠人拍攝短片，分享他們的

學習進度。縱使疫情下很多音樂課程中斷、考

試延期，但學生仍堅持對音樂的熱誠，停課不

停「樂」，值得讚賞。

 博愛青年音樂基金邀請受惠青少年自拍音樂短片，同
時讓基金了解受惠人的學習進度，鼓勵「停課不停樂」。

 疫情下雖然很多音樂課程中斷、考試延期，但青少年仍堅
持對音樂的熱誠，自行在家練習。

展望  

本院青少年服務團隊，將繼續與青少年並肩同行，擁抱盼望，共同走過疫 /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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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家庭服務

本院共有十所兒童及家庭中心分佈在九龍及新

界區，致力為基層家庭及兒童提供多元化的預

防及支援性服務。今年因應疫情，中心訂定新

工作方向及轉變服務模式，一方面集中人手進

行社區抗疫工作，另一方面將部份恒常服務轉

化為網上模式，持續為有需要的家庭和兒童提

供關顧。

社區抗疫工作  

疫情初期物資短缺，感謝董事局成員、善長及

外界企業捐贈物資，紓解前線同事及服務使用

者對防疫物資的需求。董事局簡陳擷霞主席、

李柏成候任主席及周駿達副主席更親臨中心，

為同事「打氣」，並協助分發抗疫物資予基層家

庭及長者。

兒童及家庭服務團隊亦努力募集外界物資，派

發社區人士（包括低收入家庭、綜援家庭、獨居/

雙老長者、DSE考生等）。過去一年，經中心領

取物資的人數約二萬八千人。

 眾 志 成 城，期 望 在 疫 境 之 中 為 社 區 帶 來 多 一
點支援。

 簡陳擷霞主席及中國建設銀行（亞洲）代表變身
義工，一齊落力包裝抗疫物資。

 李柏成候任主席、職員及義工上門探訪屯門蝴
蝶邨獨居及雙老長者。

 李柏成候任主席向長者送上福袋，同時 
送上關懷和祝福。

 董 事 局 成 員 不 辭 勞 苦，即 使 疫 情 嚴 峻， 
亦親身到中心與同事進行工作會議。

 簡 陳 擷 霞 主 席、周 駿 達 副 主 席、張 玉 書
總 理 及 總 幹 事 馬 學 章 醫 生，寫 上 心 意 咭
為同事打氣。

 疫 情 期 間，青 少 年 及 家 庭 服 務 委 員 會 周 駿 達
主席親自到中心視察，了解服務情況。

 周駿達副主席提點同事做好防疫工作，亦不忘
為大家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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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者亦是重要的家庭成員，為了鼓勵長者活得健康、活得開心，本院參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計劃，於屯門蝴蝶邨及湖景邨推行為期三年的長者服務計劃「蝴蝶『耆』織」（二零一九至二零二一

年）。在疫情期間，中心特別關顧區內獨居及雙老長者，持續募集抗疫物資、日常用品及食物，親自

送到長者家中，希望亦藉此送上關懷和祝福。

 中 心 主 動 募 集 外 界 抗 疫 物 資，
並派發予區內長者 /家庭。

 中 心 職 員 細 心 教 導 長 者
使用迷你空氣清新機。

 受 惠 家 庭 收 到 抗 疫 物 資，
十 分 感 謝 博 愛 在 疫 境 中 幫
助他們。

 家 庭 會 員 收 到 中 心 不 同 的
日 用 品 等 物 資，感 謝 博 愛
的關顧。

 中心將不同物資（包括口罩、搓手液、日用品、米麵等）包裝
成抗疫包派發給社區人士。

 職員製作DIY遊戲包、隨身肥皂紙及口罩夾。

 託生擔任親善大使，協助長者
領取口罩。

 「新 世 界 自 助 口 罩 計 劃」的 受 惠
者 可 以 每 星 期 到 中 心 自 助 提 取
口罩。

此外，中心主動聯繫新世界發展，參與「自助提取口罩計劃」，於天水圍區中心及青衣區中心安裝

自助口罩機。受惠對象包括領取綜援、在職家庭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及其他有需要的人

士，受惠人數約二千人。

社區抗疫物資分發︰
項目 數量 (2020年1月至12月 )

口罩 約493,000個

抗疫包/其他物資 約28,700包

受惠人數 約28,000人

物資來源 善長、地區團體、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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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亦獲中國建設銀行（亞洲）捐款港幣三十萬元購置抗疫物資包三千份，派發予基層家庭及長

者。蘇黎世保險（香港）亦慷慨支持，除向基層兒童及長者派發三千個抗疫包外，更捐贈一千二百部

全新手提電腦及SIM卡，以支援青少年網上學習，紓緩基層家庭購買電腦的經濟壓力。

 蘇 黎 世 保 險（香 港）捐 贈 抗 疫 包 給 基 層 學 童，
內有口罩及益智遊戲玩具等。

 蘇黎世保險（香港）捐贈電腦予基層家庭，支援
網上學習。

學童/青少年關顧工作  

過去一年，由於疫情嚴峻及反覆，大部份時間學校停止面授課程，學童須留在家中學習。因此，中

心以電話及網上平台支援學童及青少年，包括每星期致電家長及學生關顧生活情況，並製作了多

條短片（包括抗疫資訊、手工藝 /遊戲分享等），透過通訊軟件及網絡平台向會員發放，希望藉此分

享交流、紓緩情緒及提升正能量。

 

中心並透過視訊模式與學童 /青少年進行實時互動，內容包括單對單問功課、輕鬆通識課、互動遊

戲、手工藝、線上 jam歌等，亦有舉辦幼兒家長講座，教授遊戲及講故事技巧。

 

 停課期間，中心除電話關顧外，亦透過視像模式與學童跟進功課、玩遊戲、做運動等。

 職員製作短片教 授小手工、煮食、魔術等。

 透過視像模式，中心開設家長講座及親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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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中心仍然維持開放，讓有需要的家庭和學童使用託管服務。除加強清潔及嚴格執行防感

染控制措施外，中心亦安排「一檯一學童」以保持社交距離，並暫停茶點時間，以減少戴除口罩的情

況。

 抗疫期間，中心保持開放予有需要的
學童，並嚴謹執行防疫措施。

 中心安排託生「一人一檯」，保持社交距離。 

 疫情緩和期間，中心舉辦小組活動，
長者們透過和諧粉彩抒發情緒，療癒
心靈。

 跳跳舞讓小朋友身心都得到紓緩！

此外，為鼓勵家庭以積極正面方式紓緩抗疫情緒，本院於疫情期間舉辦了多項特色活動，包括：才

藝比賽（短片）、家庭抗疫照片比賽、公民教育繪畫比賽及標語創作比賽，社區人士踴躍參與，大家

共同發放抗疫正能量。

 「博 愛 小 明 星 才 藝 比 賽」收 到 不 少 精 彩 的 表 演 片 段，包 括
樂器獨奏、家庭合奏及魔術表演等。

 三位少女自創舞蹈，活力十足。

展望  

展望未來，本院兒童及家庭服務團隊，將繼續以愛與關懷，陪伴有需要的家庭一同走過疫 /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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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外展醫生到診服務

博愛醫院由二零一八年十月起於新界西推行

「院舍外展醫生到診服務」計劃，為元朗區及屯

門區一百零八間私營或自負盈虧安老院舍及私

營或自負盈虧殘疾人士院舍之院友提供免費的

醫生到診服務，診斷偶發性疾病、進行健康檢

 到診醫生每星期都為院友診症及檢查，院舍及院友均歡迎到
診服務。

 到診醫生為院舍職員及院友安排健康講座，分享感染控制及
預防疾病等健康資訊。

查及講座，以促進院友的健康及提升院舍的醫

療健康管理服務素質。博愛醫院聘用十九位私

家醫生及屬醫療機構之醫生按期到訪院舍，每

年可服務近八千位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超過

一萬一千次之到診服務。

服務範疇  

• 統籌及安排每週免費醫生到診院舍服務並提供藥物治療。

• 為每院友每年進行健康檢查。

• 為有需要之院友覆檢約束衣物或復康用具。

• 為院舍員工或院友安排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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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

目標與宗旨  

1. 援助因各種意外而喪失生命人士之家庭，而其家人因該等人士喪生而造成經濟困難者。

2. 援助獨居老人、個人或家庭而其處境處於危機情況者。

3. 援助因意外致個人身體傷殘而需要緊急購買各項輔助器材之人士。

4. 本基金以協助本港居民緊急需要，只作短暫性援助。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目的

是援助因遭遇到不幸而需要即時援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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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過困難。

雖然本港經濟較以往富裕，但社會上仍有人遭

遇不幸的情況如天災人禍、貧病無依、意外事

件，為協助受害者及其家人等有需要人士走出

陰霾，博愛醫院設立「緊急援助金」為他們提供

緊急經濟援助，以協助解決困難。

本院對廣東道唐樓奪命大火的積極回應  

本院對於社會一些突發災難事件亦會主動積極回應，如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晚上油麻地廣東

道唐樓發生奪命大火，釀成八死十一傷，拆散三個尼泊爾籍家庭。本院董事局便即時從本援助金撥

出港幣三十五萬元，向意外中的死傷者家屬發放緊急援助，以示深切慰問，協助受影響家庭及早渡

過難關。

在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二零年，博愛醫院接受了一百六十六宗個案申請，合共批出超過港幣

二百七十九萬四千零二十元予有需要人士，解決他們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展望未來，博愛醫院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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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援助金年度
2010–
2011

2011–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20

2020–2021 
（截至2020年

12月）

接獲申請 26 21 16 19 12 11 17 9 8 13 14

批出申請 20 19 16 14 10 9 15 9 8 13 13

發放金額（港幣$）$255,508 $173,977 $161,522.5 $153,081 $107,972 $150,135 $231,653 $154,058 $182,272 $657,768.5 $566,073

本院的緊急援助金會按申請人的個別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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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緊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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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界

定為有需要協助人士，而向本院作出適當的轉

介。本院在接獲申請後，由接案當值社工與案

主、轉介人或聯絡人聯繫，就個案情況及本基

金宗旨作出評審，並進行家訪了解情況，計劃

發放緊急援助金之金額，由援助金管理人員及

董事局主席作出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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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期病患者而言，治療過程是一段漫長的道

路。為此，博愛醫院成立「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

援助金」，資助有需要的長期病患者，使其得到

適切的診治及復康照顧。

個案剪影：資助年輕大學生醫療
費用
現年二十七歲的Yellow（化名）是一名勤奮好

學的大學生，她熱愛教學，並經常參與義務工

作。於二零一八年，Yellow身體突然急劇轉差，

及後確診患有有機會致命的罕見疾病 — 神經白

塞氏症，需要即時休學，並於同年七月入住博

愛醫院。

在入院治療期間，醫生為Yellow試過不同治療

方案，但效果不太理想，因此醫生於二零一九

年年初建議她試用自費藥物「類克」，惟此藥物

對神經白塞氏症的治療用途尚未納入醫院管理

局的藥物安全網內，亦不符合申請撒瑪利亞基

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的條件。Yellow需

每兩個月接受一次治療以控制病情，而每次治

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療所需的藥費約為港幣兩萬元。當時Yellow需

要急切的治療，但她的家庭無法持續負擔昂貴

的藥物費用，Yellow的家人為藥物費用四出尋

找資助，感到十分徬徨無助。

本院獲悉Yellow的狀況後，於二零一九至二零

二零年間安排「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撥

款共港幣十八萬元，以資助Yellow每兩個月一

次的藥物治療，為她提供多一個治療選擇。經

過數次的治療後，Yellow的病情終於穩定下來。

本院亦定期向醫護人員了解該藥物的治療成

效，以便及時安排往後的經濟援助。

「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讓Yellow獲得適

切及時的治療，亦減輕了Yellow一家在治療路

上的經濟壓力，讓Yellow及家人重拾對生活的

憧憬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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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社會的發展需要人才，而教育就是培育人才的

搖籃。博愛醫院教育服務的抱負，一直以「博文

愛德」為校訓，培育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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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屬下學校分佈於新界和九龍區，共開

辦三間中學、一間小學，以及五間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質教育服務，培育

學生全人及均衡發展。除了提升學生學習素

養，掌握學科知識的能力外，亦十分重視學生

不同的學習經歷，全方位學習。因此，博愛醫

院董事局每年均撥款資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型

的活動，籌辦海內外交流活動，改善學習與教

學，提升整體教育成效。學生在多項校際比賽

及大型公開比賽中，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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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學校簡史及辦學宗旨  

博 愛 醫 院 本 著 多 年 來 服 務 社 群 的 精 神 於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創辦第一所中學，並以新

界望族鄧公佩瓊太平紳士命名，以表揚及紀念

鄧氏生平對社會之貢獻。本校建校超過三十

年，一直致力提供全人教育，培育學生成為有

良好社會意識及具責任心之良好公民。

學生質素及學業表現  

所有獲取錄的中一學生均為第一及第二組別之

學生。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中六考生在疫

情期間進行中學文憑考試，在總平均2級或以上

百分率仍接近九成，並有多位同學考獲5*的佳

績。畢業生升讀大學或大專院校比率大約八成

半，當中不少更獲本港著名大學取錄為本科生。

班級結構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班數 5 4 4 4 4 4 25

語文培訓及全方位學習  

本校致力提供優良的英文、中文及普通話學習

環境，師生同心營造以英文及普通話為主的語

言環境，例如英語日、英語大使、中英文科辯

論及朗誦比賽等等，同學在廣泛接觸下能提升

語文水平。

本校強調要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

習，務求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

難以達到的目標。同學透過參與境內 / 外考察、

本地或國際比賽和社會服務等，發展個人潛能

和各項共通能力。所有中一級學生須參加民安

隊少年團，參與紀律訓練課程，培養青少年自

律、刻苦及守規的精神，並引導學生熱心服務

社會。每年舉辦「中一敬師聚餐」，由學生邀請

小學母校師長到本校共晉晚餐，弘揚尊師重道

和飲水思源的精神。

校外獎項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每年均在多項學

術、運動、舞蹈、棋藝和朗誦等比賽中獲得優

異成績，亦在不同的體育項目代表香港出戰全

國賽或國際賽，並屢獲獎項，為校為港爭光。

步操樂團在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已連續多年奪

得第一組金獎；舞蹈組成員亦在眾多舞蹈比賽

中囊括多項殊榮。本年度更首次奪得元朗區校

際網上飛鏢比賽團體冠軍。

 校隊成員在校際體育比賽中奪得多項
團體殊榮。

 校隊成員在學界水運會奪得男子甲組
五十米蝶泳冠軍及其他組別獎項。

 首 次 於 元 朗 區 聯 校 網 上 飛 鏢 錦 標 賽 
包攬團體冠軍及個人冠亞軍。

 中 國 舞 蹈 組 於 元 朗 區 校 際 舞 蹈 比 賽 
榮獲中學組金獎。

屬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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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詠小組CHARMING STAR獲「德藝
雙馨全國總評選」小組合唱第一名。

 「沙田及西貢區校際田徑比賽」男子
組取得大滿貫及男子團體總冠軍。

 第十七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於一九九零年創校，以

「博文愛德」為校訓，培育「博愛」精神。本校支

持專業領導及教學，並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為

依歸。

校本設計 特色課程  

1. 推行小班教學，有效增加師生的互動及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

班級 初中 高中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班數

政府資助
班數 4 4 4 4 4 4 24

校本班數 5 5 5 5 5 5 30

2. 重視學生自習、備課和小組合作學習，培

養學生正確的自學態度和習慣。

3. 與 加 拿 大 麥 基 爾 大 學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合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

劃」。每年二至四月期間，大學方面會安

排外籍英語教師到本校實習，營造英語環

境，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4. 中一至二級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以期在初中階段進一步鞏固及提升學生語

文學習的能力。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
(STEM)  

本校對發展「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

(STEM)不遺餘力。中一級推行「Edmodo學生AR

線上體驗課程」，中二級推行跨學科專題研習

「製作智能溫室模型」。課外活動方面，除開設

STEM培訓班外，亦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各類型

比賽，包括：「樂齡科技顯愛心2019」、「iSTEM

科創•建構未來」培育計劃─「全港STEM Starter

比賽」等。

榮獲「APRA 2019台灣國際錦標賽 — 中學組

銀河守護任務」亞軍

本校參賽隊伍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到台灣參加

由「亞太國際機械人聯盟」主辦的「APRA 2019台

灣國際錦標賽」。賽事舉行期間，學生充份發揮

系統思考、團體合作及解難能力，最後成功榮

獲「中學組銀河守護任務」亞軍。

綠色環保生態校園  

本校榮獲「第十七屆綠色

學校金獎」、「第十七屆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 學

校（中學）金獎」及「 《香港

傑出品牌大獎》CSR香港

傑出綠色學校獎2019」。

此外，本校由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開始，獲「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認證為「香港綠色機構」(Hong 

Kong Green Organization)。

 在 亞 太 國 際 機 械 人
聯 盟 主 辦 之「APRA 
2019台 灣 國 際 錦 標
賽 」中， 榮 獲「 中 學
組 銀 河 守 護 任 務 」
亞軍。

多元學生活動  

本校歌詠小組代表香港前往北京參加第十五屆

《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全國總評選奪得

小組合唱（少年B組）一等獎，為港爭光。體育方

面，本校學生獲得2019/20年度「沙田及西貢區

校際田徑比賽」男子團體總冠軍，2018/19全港

青少年手球分齡賽（女子U16）冠軍，和2018/19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室內賽艇比賽男子乙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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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學校簡史及辦學宗旨  

本校為一所津貼男女學校，於一九九九年由博

愛醫院成立，以「博文愛德」為校訓，本着博愛

精神，誨人不倦；透過整全計劃，致力提供一

個愉快、溫馨、關愛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五

育均衡發展，以實踐全人教育為理想，培育學

生成為懂得不斷學習的良好公民。

教師資歷  

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本校共有六十位教師，包

括博士二人、碩士三十人、學士二十八人。

班級及課程編制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編制班數 4 4 4 4 4 4

適性揚才 多元發展  

1. 聯課活動：透過境內外考察，擴闊視野及

豐富生活體驗，培養學生成為積極及勇於

面對挑戰的新一代；並透過「愉快星期五」

計劃，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建立生活品

味；亦透過學術週、語文活動、音樂表演

及視藝創作展覽等活動以促進學習。

2. 早會活動：包括英語交流活動、才藝表

演、師生經驗分享及短講、德育及國民教

育活動、好書推介等，藉此擴闊學生學習

經歷。

3. 以「博施濟眾 •慈善仁愛」精神作為培育學

生的總方向，重視純樸的校風，建立關愛

校園，培育高素質的優秀公民。

4. 培育未來領袖：透過學生領袖、學生會、

社幹事及英語大使等多項精英訓練，培養

學生的領導才能。

5. 「啟發潛能大數據系統」：令老師更清楚掌

握學生特性，施以恰當培育策略，輔以生

涯規劃，助學生適性揚才，多元發展。

兩文三語 中英兼擅  

1. 英文科致力透過午間活動、主題活動、朗

誦比賽、英語大使計劃、校際戲劇節及設

置社交媒體戶口等，締造豐富的英語學習

環境，為學生將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2. 中一數學科及綜合科學科以英語作為授課

語言，中二級數學科及綜合科學科以及中

三至中六級數學科至少一班以英語作為授

課語言，藉此營造學習英語的氛圍。

師生攜手 再創佳績  

本校繼二零一七年獲得「啟發潛能教育學校大

獎」後，二零一九年六月，再次獲得晉級獎項─

「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肯定了本校在

推動「啟發潛能教育」方面的表現。

 本校榮獲晉級獎項 ─ 「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

 Having fun at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舉辦領袖精英培訓活動，培養學生
的領導才能。

 透 過「啟 發 潛 能 大 數 據 系 統」，助 學 生
適性揚才，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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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學校簡介及辦學宗旨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於一九九八年創校，以

「博文愛德」為校訓，培養學生成為有愛心的

人，致力培養自主學習精神，強調兩文三語的

發展，為學生奠下良好的基礎。

愛學習、善溝通  

兩文三語發展

• 英文科採用全英語課堂教學，低年級推行

大圖書教學，通過唱歌、講故事、遊戲等

活動學習英文，加強學習英語的趣味性，

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能力。

• 學校旨在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讓學

生透過多元學習經歷學習英語，接觸不同

的文化。學校每年與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合

作，推行「英語教學伙伴合作計劃」，大學

每年會派遣四位外籍英語教師來港與學

校老師一起上課，進行教學交流。另外，

學校今年更增聘外籍老師至四位，全年駐

校，讓英語融入學生日常的生活當中。

 在 啟 發 潛 能 課
服 務 學 習 的 教
學 單 元 中， 同
學 探 訪 護 理 安
老 院， 又 彈 又
唱， 施 展 渾 身
解 數， 把 歡 樂
帶 給 長 者， 以
行 動 關 懷 有 需
要的人。

盡責任、展潛能  

1. STEM校本課程

•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發展校本

STEM課程，透過不同的探究學習，訓

練學生在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

綜合及應用能力、提升解難能力，以

及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

2. 啟發潛能課程

• 每逢星期一至三下午最後一節課，

學生放下書本，輕鬆地參與不同的活

動，多元的活動能拓寬學生的接觸

面，讓學生從嘗試中發掘自己的潛

能，感受生活的趣味及多彩。

關愛校園 「疫境下，停課不停愛」  

疫情下，學校於停課期間，除了致力為學生提

供網課及電子學習配套外，亦毋忘關心在家

中的學生，全校教職員齊心合力，展開關愛大

行動，給同學們寄出「關愛大禮包」，內有小禮

物、書籤、摺紙、手工材料、相片……更有老師

寫給同學們的親筆信，把滿滿的愛和關心送抵

多月不見的學生。

• 中文科二至六年級全面採用普通話授課，

以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增強學

生書面語的表達能力，並透過引領思維教

學法加強學生的篇章理解能力及高階思維

能力。

屬下小學

 疫 情 期 間，學 校 寄 出「關 愛 大 禮
包」給 每 一 位 同 學，學 生 及 家 長
收到後拍照回應表達開心的心情
及對老師們的感謝。 

 外籍英語老師與學生進行英文學習活動。

 吳艾廸及陳焯然同學代表
香 港 參 加「2019韓 國 濟 洲
盃 柔 道 邀 請 賽」，在 濟 洲
比賽場地和香港隊李廣鎬
教練（韓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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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陳潘佩清 陳徐鳳蘭 朱國京夫人 施淑鎮 任永賢
校長 劉詩敏校長 鄭美珠校長 張彩霞校長 梁若明校長 楊伊琪校長

創校年份 1988年 1993年 1994年 1999年 2002年

學生人數（截至2/2020） 118人 112人 112人 110人 114人

入讀百分率 100% 100% 100% 100% 100%

教職員人數 25人 21人 21人 18人 19人

幼稚園教育

博愛醫院屬下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致力為學

童締造和諧及愉快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品

格發展，正確道德觀念，使他們成為自信、自

主、自學、自律及勇於承擔的新一代。為配合

教育局的幼稚園教育政策，本院屬下的幼稚園

及幼兒中心均遵從《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以

「遊戲學習好開始、均衡發展樂成長」的教育理

念為依歸，秉持「兒童發展」和「兒童學習」為基

本原則，並兼顧學生的興趣、需要和能力等方

面之培育，營造啟發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的學習

環境，讓學生能在安全、愉快的環境中健康均

衡地成長和發展。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

課程特色  

本校以「博文愛德」為基礎，本著「博愛」精神，

培訓團隊專業及創造性思維，建立主動學習及

創新的工作氣氛，與家長、社區人士等持分者

共同為學生建立多元及才德並重的學習環境。

我們強調全人發展，通過遊戲、藝術教育和體

驗式學習，幫助學生成為自信、自主、自學、自

律、勇於承擔及敢於創新的人才。

本校根據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持續依據「兒童發展」和「兒童學習」的原則來規

劃課程，並兼顧學生的興趣、需要和能力，創

設啟發多元智能的環境，透過生活經驗、感官

接觸、各種探索活動和趣味遊戲，讓他們均衡

愉快地發展。

學校一直強調：「勇於嘗試創新意，藝術生命展潛

能」。我們堅信「以學生為本」的精神，相信每位

學生都有無限潛能，不過必須有規律生活和高

效能的課堂學習；家長的成長及技巧訓練亦很

重要，有效的家長合作有助建構學生「健全人

格」並獲得全面均衡的快樂成長。只要學校與家

長攜手合作，便能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體能活動：學生正進行
踏單車。

 遊戲活動：學生正進行
顏色及種類配對遊戲。

 分 享 時 刻：學 生 們 互 相 一 同 討 論 及 分
享，營造尊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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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陳徐鳳蘭幼稚園幼兒中心

博愛醫院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

 幼 兒 透 過 參 與 各 類 型 比 賽，
以 建 立 自 信 心 及 發 揮 潛 能，
肯定個人能力。

 由 幼 低 班 及 幼 高 班 幼 兒 擔 任「小
風紀」，以培養承擔責任、發揮自
信、自律及互助精神。

 我找到了具中國特色的建築！快
把它記錄下來。

 學 校 獲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邀 請，拍 攝
「3Es情+社同行計劃」課堂。

 網上聖誕聯歡會，真好玩呢！

 透過遊戲、獎勵計劃、「鼓勵樹」及
標 語 等，於 學 校 營 造 正 向 氣 氛，
為 幼 兒 建 立 正 確 價 值 觀 及 培 養 正
向品格能力。

課程特色  

學校以「啟發幼兒潛能」為發展目標，於本年度

成為「啟發潛能教育學校計劃」成員，致力為幼

兒營造富尊重、信任、樂觀和關愛的學校文化

及環境，透過「地方」、「人物」、「政策」、「課程」

和「過程」的配合，為幼兒提供全方位的學習環

境，讓他們在愉快與和諧的氣氛下發揮潛能，

學會學習。同時致力實踐「健康校園」，建立健

康校園環境及生活習慣，鼓勵幼兒從「做中學」

及真實情景中體驗，探索生活中有趣的議題。

在塑造幼兒正向品格方面，透過每天誦讀《弟子

規》、正向品格遊戲、影片分享、品格獎勵計劃

及親子活動等，為幼兒建立正確價值觀及培養

正向品格能力，實踐全人發展。

此外，學校重視培養幼兒「兩文三語」能力。駐

校外籍英語老師透過輕鬆自然的情境，讓幼兒

學習及應用英語，如：早會、歌唱、話劇表演

等，透過有趣的兩文三語環境來建立語言基

礎，為幼兒升讀小一前作好準備。我們相信有

效的家校合作，有助幼兒健康快樂地成長。故

此本校設立「家長教師會」及「義工媽媽隊」，以

促進家長與學校間的聯繫及溝通，建立夥伴合

作關係。

課程特色  

幼兒的社交情緒能力對其全面發展相當重要，

學校持續參與香港教育大學《幼兒社交情緒發

展課程》，從認知至實踐、從實踐至情感，逐步

發展幼兒的健康情緒，透過不同情境、角色扮

演、遊戲讓幼兒認識如何正確表達情緒，又讓

幼兒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學校亦相信環境規劃

是推行優質課程的重要元素，本年度積極優化

學校環境設置、提供多元文化及跨性別共融的

材料。

在課程方面，學校繼續全面深化孩子在遊戲中

學習的理念，進一步加強遊戲中自由探索的元

素。教師設計綜合、富彈性、具啟發性和有趣

的遊戲課程，給予孩子自由探索、操作及討論

的空間，提升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校同時

鼓勵孩子自己思考、自己做事，讓孩子同時享

受多種遊戲及完成工作的滿足感，促進幼兒的

全人發展，提升幼兒的學習能力，發揮個人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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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幼兒中心

 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培育全
人發展。

 幼 兒 從 遊 戲 中 進 行 體 能 活
動，鍛鍊良好體魄。

 學校推行蒙特梭利教育，培育幼兒自
主、自學、自律和自信。

 在 大 自 然 中 進 行 自 由 遊 戲，讓
幼兒發揮創造力。

 透過支持本院售旗籌款活動，自小教
育幼兒公益善舉，培養助人為快樂之
本的精神。

 幼 兒 通 過 觀 察 探 索 植 物 的 生
長，學會尊重生命。

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

課程特色  

學校以「兒童為本」及「學會學習」為教學理念，

相信每個孩子皆是獨特個體，是主動的學習

者，而遊戲是孩子的生活，從遊戲中加強幼兒

學習興趣、增進求知精神，啟發創意思維，提

升解難能力，並培育幼兒良好的生活習慣，養

成健康體魄，以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均

衡為發展目標。

學校設計適切兒童發展的多元課程，因應兒

童興趣、能力和需要，編定具全面而均衡的課

程。學習活動以遊戲和探索為主，配合課程目

標加強自由探索元素，發展幼兒九大共通能

力。學校採用「主題教學」、「區角遊戲」及「設計

活動」等教學模式，讓幼兒透過多元課程來探究

知識。學校近年致力推行正向教育，以發展幼

兒品格強項、建立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為重點，

並藉著推動健康校園，鼓勵幼兒注重健康、常

做運動，愛護大自然，學會感恩，建立正能量

和快樂感。學校重視品德教育，以「愛」、「尊

重」和「感恩」作重點，讓幼兒之間互相關愛、彼

此尊重、和諧共處，讓幼兒成為有愛心、具自

信、能思考、懂合作的好孩子。

課程特色  

本校秉承博愛醫院「博文愛德」的校訓，致力推動

及發展優質幼兒教育。學校的課程內容全面均

衡，培育全人發展，培養幼兒自主、自學、自律、

自信。「自主、自學、自律、自信」強調幼兒自發的

內在學習動機，學校按幼兒的發展需要、興趣和能

力，去發展校本的特色課程，除了蒙特梭利教學，

學校推行合作學習、環境教育和正向教育，引起幼

兒的學習興趣，讓他們有機會發問、思考、討論，

懂得與人合作，從而學習去解難，找出答案，鼓勵

幼兒有自己獨創性的想法，提升思維發展，培育幼

兒自小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和尊重環境。

學校持續推行環境教育，在課程中加強培養

幼兒自小愛護環境，珍惜資源，惜物減廢的態

度，從生活中實踐環保。學校透過舉辦校內回

收日、惜食活動、食物募捐、沖沖五分鐘等，提

升家長及學生「惜物減廢」及「乾淨回收」的環保

意識。此外，學校亦善用社區之環保資源，讓

學生從多元化及全方位的學習經驗增加環保知

識。學校積極推行環保教育，藉著幼兒的努力

和家庭的配合，於二零二零年獲得環境運動委

員會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幼兒學校組別嘉許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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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4,614萬

其他收益(包括保就業撥款、2019冠狀

病毒病抗疫撥款、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及賽馬會基金撥款等)

$36,804萬

安老服務

$538萬

單身人士及其他服務

(包括：緊急援助金、

長期病患者援助金等）

$37,458萬

社會服務(包括安老、家庭及青

少年、單身人士及其他服務)

$2,375萬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2,121萬

牙科服務

$26,341萬

教育服務

$26,155萬

教育服務

$19,548萬

中醫服務

$4,582萬

籌募及捐款

$17,721萬

中醫服務

$1,705萬

牙科服務

$438萬

籌募活動費用

$2,597萬

行政支出

$6,331萬

本期盈餘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收益分析（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支出分析（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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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各界善長/公司/機構對
博愛醫院之鼎力贊助及支持

善長芳名

博愛醫院董事局

簡陳擷霞主席

李柏成候任主席

林　群副主席

陳首銘副主席

周駿達副主席

黃曉君副主席

陳國基副主席 , MH

方俊文總理

陳俊民總理

黃偉光總理

趙家樂總理

廖齡儀總理

韓嘉軒總理

曹思豪總理

蕭潔嵐總理

郭志成總理

林麗儀總理

袁志平總理

劉達泉總理

王陳鴛鴦總理

周啟榮總理

余志宏總理

林世强總理

關永樂總理

吳志雄總理

李星強總理

王文漢總理 , MH

柯耀華總理

吳泰榮總理

葉嘉威總理

邵賢偉總理

楊啟健總理

張玉書總理

姚茂龍總理 , MH

梁志杰總理

楊敏健總理

王菲菲總理

陳國威永遠顧問 , JP

陳　李妮永遠顧問 , MH

梁天富當年顧問

楊亞媛當年顧問

吳榮基名譽顧問

林貝聿嘉名譽顧問

何鏡波名譽顧問

陳佐堅測量師（院務顧問）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孫蔡吐媚歷屆總理

蘇廣文歷屆總理

崔德剛歷屆總理

實運機械有限公司

中歐（遠東）集團 

勤豐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哥爾夫球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CHINA GYMNASTIC ASSOCIATION LTD.

Aarow Shipbrokers

Patrick Lo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威萊（香港）有限公司

Package Tours (HK) Ltd.

KPL Group Limited

Ingrid Millet

Vital Care Hong Kong Limited

恆香老餅家

Discovery Bay Golf Club Limited

Expert Medical 嘉悅醫療

AQ Bio Technology Group

撒隆巴斯

海天堂有限公司

珮氏驅蚊爽

國際軟法促進總會

iSecret

Kasco

Golf Vacation

HLD Enterprise Limited

得興生活百貨

憶食尚臘味煲仔飯

PGA Development Centre

Hong Kong Golf & Tennis Academy 

Station ONE And The Only 1st Store

RTS

PURAGOLF

PORTERLINE GOLF



鳴謝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 129

HONMA

REG TRAVEL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發展基金會

榮真研藝社

蔡李佛趙民安國術會

太極堂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黃大仙社區中心國術組）

張志剛武術學院

蓬瀛仙館養生團

謝少珍太極學會

香港精武體育會 

武術家/中國香港吳式太極拳總會/活力太極功總會/凝身太極會

將軍澳健康太極學會

Chan Hao Kong

香港元朗晨曦太極會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藍灣太極會

鄭美賢太極學會 

振明楊式太極拳學會

中國武術林錦明培訓中心

中國香港武術工作者協會

文康國術體育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慈雲山顧式太極會

碧海衡天健身氣功會

蔡銳勛太極學會

林瑞芳顧式太極班

圓壹太極學會

卓越系統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JM Network Limited

CVISION

蘇黎世保險（香港）

Z 蘇黎世基金會

UCESR Foundation Limited

東淦工程有限公司

行樂國際基金會

Ogawa Health Care International (HK) Ltd.

老夫子餐館

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尊家管業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 物業管理部

上海商業銀行

南豐集團

HKPCC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Equinix Hong Kong Ltd.

機場管理局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

DKSH Hong Kong Limited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Strategic Sports Limited

Konway International Ltd.

鎭洋兄弟單車公司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有限公司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鎮洋兄弟單車公司

亞運單車行

龍記單車

香港大學

香港單車聯會

Run2gather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

Acestar Concept Limited

金寶多企業有限公司

郭興坤陳麗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輝瑞普強香港有限公司

俊文樂器貿易有限公司

元朗區潮州同鄉會

衍生行有限公司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工商總會元朗分會

余壽寧先生 , MH

余浩興先生

譚木匠Carpenter Tan

新華旅遊

OTO Bodycare (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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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Kitchen Limited

百老滙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源生坊

Brother International (HK)Ltd

頌恩香港有限公司

栩柏有限公司

山頂纜車有限公司

Proluxury普樂氏

南王雞（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大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得利龍百貨有限公司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Mind & Life 心活誌

親子王國

匯豐銀行

富邦銀行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

置業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Ec InfoTech Limited

Bles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梁介福（斧標）藥業有限公司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彩豐行

華懋集團物業管理服務部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好到底麵家

何明記麵家

永年士多

樂都堂水

其士集團

社會福利署

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處

香港警務處

地政總署

食物環境衛生署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宜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置佳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恆基國際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俊宏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創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建成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華彩歌舞團愛心義工隊

三井錶業有限公司

李錦記

農本方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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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2020/2021善長芳名錄

善長芳名 金額 

CHAN KWOK WAI FOUNDATION LIMITED 5,500,000.00 

Z ZURICH FOUNDATION 5,008,000.00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4,630,532.20 

上海商業銀行 3,331,080.15 

影馳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00 

YETWAN DEVELOPMENT LTD. 1,219,182.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1,155,000.00 

中國太平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1,090,000.00 

CHOW TAI FOOK JEWELLERY CO. LTD. 1,000,000.00 

吳明華先生及 吳明珍女士 , 張靜蘭遺產承辦人 888,000.00 

煌府集團有限公司 635,444.00 

黃曉君 副主席 620,000.00 

元朗商會 502,000.00 

LAI KAM YEE（黎錦兒） 501,816.80 

ESPRIME LIMITED 480,000.00 

林麗儀 總理 421,044.00 

EC INFOTECH LIMITED 409,964.00 

葉嘉威 總理 370,362.00 

雅健醫學中心 370,000.00 

APPLE CREDIT LTD. 360,000.00 

方俊文 總理 350,000.00 

袁志平 總理 347,757.00 

UCESR FOUNDATION LIMITED 340,000.00 

姚茂龍 總理 , MH 330,000.00 

柯耀華 總理 329,816.00 

王文漢 總理 , MH 324,892.62 

名佳集團有限公司 321,430.00 

楊啟健 總理 317,500.00 

周啟榮 總理 310,077.40 

DAZIL LIMITED 310,000.00 

KA SHING JEWELLERY & WATCH LIMITED 310,000.00 

NGAI SANG INDUSTRIAL CO LTD. 310,000.00 

SD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310,000.00 

SYW & ASSOCIATES LTD. 310,000.00 

陳俊民 總理 310,000.00 

黃偉光 總理 310,000.00 

曹思豪 總理 310,000.00 

蕭潔嵐 總理 310,000.00 

郭志成 總理 310,000.00 

林世强 總理 310,000.00 

李星強 總理 310,000.00 

張玉書 總理 310,000.00 

梁志杰 總理 310,000.00 

王菲菲 總理 310,000.00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300,000.00 

仲益國際有限公司 300,000.00 

梁紫薇 300,000.00 

陳國基 副主席 , MH 250,000.00 

鄧智偉 250,000.00 

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240,000.00 

榮豐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240,000.00 

周駿達 副主席 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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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FUNG CHU 200,000.00 

林忠信 200,000.00 

凌雲寺佛教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0 

LEE CHI SHING JIM 179,749.87 

林群 副主席 179,000.00 

健誼社 160,336.00 

梁仲清 , MBE太平紳士 150,000.00 

BTC MANAGEMENT CONSULTANTS LIMITED 110,800.00 

CANFIELD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110,000.00 

GIANT VENTURE LIMITED 110,000.00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103,055.30 

ELITE IDEA LTD. 100,000.00 

EXACT WIN LTD. 100,000.00 

LESTER C H KWOK, J.P. 100,000.00 

ZONTA CLUB OF KOWLOON CHARITABLE TRUST 100,000.00 

香港道德會 100,000.00 

詹漢清 100,000.00 

廖齡儀 總理 100,000.00 

王偉樑 100,000.00 

梁龍漢斌 歷屆總理 97,500.00 

香港許氏兄弟慈善有限公司 96,000.00 

王玉成 90,000.00 

王偉雄 90,000.00 

大發餐廳 82,209.00 

萬宇有限公司 80,000.00 

曾少雲 72,000.00 

勵福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68,669.00 

林偉培 66,880.00

韓沂彤 60,000.00 

WINNIE CHOW WAI YEE 51,069.00 

BRILLIANT GLOBAL FORWARDING LTD. 50,000.00 

CHIN HO FUNG YEE 50,000.00 

KON SEE YUK 50,000.00 

LAM HO YIN OLIVER 50,000.00 

大灣區管弦樂團有限公司 50,000.00 

黃國樑 50,000.00 

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 /藝林曲藝苑 48,451.80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44,844.00 

博愛義工A隊 43,920.00 

華懋集團 43,817.40 

LEUNG WING HANG 43,000.00 

盧碧霞 42,500.00 

CHUNG SHU HUNG HENRY 40,000.00 

鄺美稜 40,000.00 

RAY ELECTRONICS INDUSTRIES LTD. 38,000.00 

香港（東區）杏花婦女會 37,800.00 

香港華彩歌舞團愛心義工隊 36,000.00 

中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35,800.00 

楊亞媛 當年顧問 33,697.43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2,889.40 

陳　李妮 永遠顧問 , MH 32,800.00 

香港仔中心慈善籌款委員會 31,1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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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CITY INVESTMENT LIMITED 30,586.24 

CHENG PUI MAN 30,000.00 

LEUNG CHUN KA 30,000.00 

六合聖室有限公司 30,000.00 

康茂興業有限公司 30,000.00 

郭興坤陳麗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0 

黃炳珍 30,000.00 

劉業強 30,000.00 

潤京有限公司 30,000.00 

鄺美利 30,000.00 

博愛義工B隊 29,669.20 

曾麗英家人 27,000.00 

黃兆諾 26,858.00 

雍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26,552.80 

LEE MAN TAT 26,000.00 

翠竹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25,880.00 

香港互勵會（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25,629.50 

李慧琼議員 /潘國華議員 /關浩洋辦事處 25,179.40 

TSANG SUI WAN 25,000.00 

CHU POK HIM 23,000.00 

荃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22,567.60 

CHAN LAI FONG（陳麗芳） 22,502.00 

黃啟泰 永遠顧問 , MH 22,000.00 

陳麗茹 20,820.00 

CHAN CHUNG SZE 20,000.00 

CHINA GYMNASTIC ASSOCIATION LTD. 20,000.00 

HO WING MAN BRENDA 20,000.00 

HOP CHUNG SCAFFOLDING COMPANY LIMITED 20,000.00 

KO PING SUM SAMUEL 20,000.00 

LEUNG YAT SING 20,000.00 

P & J GROUP LTD. 20,000.00 

PATRICK LO 20,000.00 

REED SMITH RICHARDS BUTLER 20,000.00 

SML (HONG KONG) LIMITED 20,000.00 

TSANG CHOI LIN 20,000.00 

WU MAN BUN BENNY 20,000.00 

正虹有限公司 20,000.00 

竹隱長春洞 20,000.00 

岑袁美娟社區服務處 20,000.00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20,000.00 

梁暖馨 20,000.00 

雲鶴山房 20,000.00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 

蔡友文 20,000.00 

證券商協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 

鑑基平護（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 

寶昌葉記珠寶金行 20,000.00 

愛心傳送 20,000.00 

好到底麵家 18,389.90

兆麟苑業主立案法團 18,119.80 

香港精武體育會 18,000.0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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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豐行有限公司 16,845.30

香港元朗晨曦太極會 16,500.00 

張志剛武術學院 15,100.00 

好彩蔴雀耍樂 15,000.00 

吳榮基 名譽顧問 15,000.00 

周富明 15,000.00 

彩寶麻雀娛樂 15,000.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黃錦威 15,000.00 

KINETIX SYSTEMS LIMITED 15,000.00 

愛民邨居民協進會 /薈萃服務網絡協會 14,920.00 

何明記麵家 14,549.20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有限公司 14,444.50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13,901.60 

富豪花園 13,740.00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13,170.00 

林德成議員辦事處 /紅磡居民服務協會 12,754.00 

JOINT CONCEPT DYNAMIC LIMITED 12,309.30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12,250.00 

LAW PO WAH 12,000.00 

LUI LONG KWAN 12,000.00 

圓玄學院 11,800.00 

東淦工程有限公司 11,600.00 

永年士多 11,508.70

康業西九龍義工隊 11,225.10 

梁桂南 11,000.00 

俊宏軒妍心社 /天水圍同心義工隊 /俊宏軒第七座互助委員會 10,951.50 

上海總會 10,800.00 

昌盛苑（華明路）業主立案法團 10,517.60 

慈雲山鳳德慈友聯誼會 10,320.20 

順欣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10,242.50 

青暉社區服務中心 10,240.30 

快樂人生義工服務團 10,200.00 

張錦松合家 10,100.00 

香港粉嶺耆英長青社 /祥華之友 10,010.00 

CATHERINE WAI SHUEN TONG 10,000.00 

李汝大辦事處 10,000.00 

CHAN YOCK NAM (Y.C.CHAN) 10,000.00 

EMINENCE DESIGN ENGINEERING COMPANY 10,000.00 

GARBO CLOCK INDUSTRIAL LTD. 10,000.00 

GOPI MALIWAL 10,000.00 

IP SHING CHEUNG 10,000.00 

簡松年 名譽顧問 , SBS, BBS太平紳士 10,000.00 

NG FUNG MING 10,000.00 

PACKAGE TOURS (HK) LIMITED 10,000.00 

TAM YUE MAN 10,000.00 

WINNIE CHOW 10,000.00 

WONG KEE FONG 10,000.00 

WONG KWOK HUNG 10,000.00 

文娛會有限公司 10,000.00 

永全物流（中港）有限公司 10,000.00 

玉清別館有限公司 10,000.00 

麗閣邨麗萱樓互委會（何元成先生）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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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荷 10,000.00 

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10,000.00 

國棟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0 

張女 10,000.00 

張燕冰 10,000.00 

梁志鵬 10,000.00 

清河邨居民協會 10,000.00 

陳妙玲 10,000.00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 10,000.00 

陳德輝 10,000.00 

馮錦顏 10,000.00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10,000.00 

銘威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鄧玉蓮 10,000.00 

鄧志光 10,000.00 

鍾佩慧 10,000.00 

韓美玲 10,000.00 

靈隱寺有限公司 10,000.00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10,000.00 

HANG SENG BANK 9,800.00 

李家松 永遠顧問 , 太平紳士 9,800.00 

祈德尊新邨業主立案法團 9,648.10 

梁上玉 9,532.00 

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8,918.00 

振明楊式太極拳學會 8,760.00 

CHENG KIN FAI 8,000.00 

EMBERCARE MEDICAL GROUP LIMITED 8,000.00 

NG PAI KAN 8,000.00 

SAS INSTITUTE LTD. 8,000.00 

VIEWKING TRADING LIMITED 8,000.00 

文滿良 8,000.00 

楊衛星 8,000.00 

元朗洪水橋各界協會 8,000.00 

興田邨業主立案法團 7,671.30 

HO LAI HAR 7,620.00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 7,597.30 

陳國威 永遠顧問 , 太平紳士 7,000.00 

CHAN HAO KONG 6,920.00 

安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6,907.00 

新元朗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6,691.00 

將軍澳中心66地段業主委員會 6,270.90 

CHEUNG YEE HUNG 6,000.00 

KWAN KAM MAN SUSY 6,000.00 

MA KAM LAM 6,000.00 

TIN KWONG PING 6,000.00 

石常宇 6,000.00 

李若芝 6,000.00 

尚德堂社區服務中心 6,000.00 

林賴燕萍 歷屆總理 6,000.00 

孫緯霖 6,000.00 

常琴 6,000.00 

逢吉模範榮基華盛四村互助會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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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 6,000.00 

港九機器十三科聯合總商會有限公司 6,000.00 

劉卉 歷屆總理 6,000.00 

劉浩林 6,000.00 

廣源社區居民聯會 /廣康歡樂協會 6,000.00 

蓬瀛仙館 6,000.00 

蔡天啟 6,000.00 

衛嘉樂 6,000.00 

盧嘉輝 6,000.00 

韓昇 6,000.00 

關傲霜 6,000.00 

佛教大光園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6,000.00 

士多香港有限公司 5,876.48 

北區國粹文化協進會 5,854.30 

新界北義工團 5,850.40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5,800.00 

EQUINIX HONG KONG LTD. 5,800.00 

MAIN SHINE DEVELOPMENT LIMITED 5,800.00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 5,800.00 

蝴蝶之友社 5,600.00 

瑞士鏡片（香港）有限公司 5,500.00 

藍灣太極會 5,479.00 

時豐中心 5,421.80 

海怡半島 5,374.40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星堤會所 5,367.30 

黃錦鴻 5,200.00 

元朗屏山區居民協會 5,159.20 

天水圍金曲愛心義工隊 5,030.00 

CHAN KAI MING HARDY 5,000.00 

CHAN KIT YING 5,000.00 

CHAN TING BONG 5,000.00 

CHONG HOI KIU 5,000.00 

CHOW KING FAI 5,000.00 

FUNG MAN YEE 5,000.00 

HUI WAI SUM 5,000.00 

KANFORD HOLDINGS LTD. 5,000.00 

KWOK YUNG WA 5,000.00 

LAU CHUN KIT STEPHEN 5,000.00 

LAW HUNG KUEN JANSON 5,000.00 

LEUNG MAN FUNG 5,000.00 

LOGISTICS WORLDWIDE LTD. 5,000.00 

M-BAR LIMITED 5,000.00 

POON FUNG LING ALKE 5,000.00 

TANG WING CHOI 5,000.00 

WONG HAU YAN 5,000.00 

YEUNG WAI KWONG 5,000.00 

元朗合益有限公司 5,000.00 

文醮祿 5,000.00 

王敏馨 永遠顧問 5,000.00 

北區彩園耆樂社 5,000.00 

朱家宜 5,000.00 

何惠流 5,000.00 



善長芳名錄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 137

善長芳名 金額 

李文達 5,000.00 

易威奇有限公司 5,000.00 

香港出入口華洋百貨行普益商會 5,000.00 

唐惠蘭 5,000.00 

時穎中心 5,000.00 

梁惠英 5,000.00 

郭威 5,000.00 

郭興坤 5,000.00 

陳玉珍 5,000.00 

華門有限公司 5,000.00 

順利建材潔具有限公司 5,000.00 

黃燕儀 5,000.00 

嗇色園 5,000.00 

趙美卿 5,000.00 

劉太 5,000.00 

歐陽壽榮 5,000.00 

鄭妙華 5,000.00 

黎銳康及趙孻妹 5,000.00 

鍾四妹 5,000.00 

鄺廷熙 5,000.00 

羅準 5,000.00 

譚姜美珠 永遠顧問 , MH 5,000.00 

原築 5,000.00 

翠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4,944.40 

葉曜丞 永遠顧問 ,  MH 4,800.00 

鄧英喜 永遠顧問 , 太平紳士 4,800.00 

萬宜堂玄空派風水擇日 4,600.00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4,564.80 

新界西社區義工隊 4,400.00 

陳麗銀 4,326.50 

港九藥房總商會 4,143.10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4,115.60 

九巴之友 4,114.00 

朗晴居 4,108.00 

CHAN CHI YUEN 4,000.00 

KAI FUNG INSURANCE BROKERS LTD. 4,000.00 

WONG CHUN SING SAM 4,000.00 

WONG PING HUNG 4,000.00 

上水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4,000.00 

太極拳研習同學會 4,000.00 

光明書局 4,000.00 

何榮添 永遠顧問 , MH 4,000.00 

李豐年 歷屆總理 4,000.00 

承利行有限公司 4,000.00 

邱靜真 4,000.00 

洪月嬌 4,000.00 

張成 4,000.00 

陳如松 4,000.00 

陳詠怡 4,000.00 

富山邨富信樓互助委員會 4,000.00 

張木容 4,000.00 

謝靜音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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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夫婦 4,000.00 

時運中心 3,963.10 

元朗大會堂 3,800.00 

陳楚貂 3,800.00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3,800.00 

時采中心 3,742.20 

LAI KOON MING & LAM SUK HING 3,740.00 

千里台業主立案法團 3,736.00 

雅都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627.30 

YEUNG WAI FONG 3,600.00 

陳妹妹 3,600.00 

單煜樂 當年顧問 3,464.00 

林淡鑾 3,398.00 

陳佐堅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3,380.00 

東亞公証行有限公司 3,302.00 

莫景棠 3,300.00 

LEE CHI WAH HAZEL 3,150.00 

鄭漢華 3,042.00 

CHAN TAK KIN 3,000.00 

CHAN WING YEE KIMMY 3,000.00 

CHAN YEE LING IRENE 3,000.00 

CHEUNG HOK MAN DESMOND 3,000.00 

FUNG LAI SHAN LISA 3,000.00 

FUNG WING KAI 3,000.00 

GRAND TREASURE INDUSTRIAL LIMITED 3,000.00 

HAH WAI HING CATHERINE 3,000.00 

HUI SO KUEN 3,000.00 

JUSTIN NG CHUN YIN 3,000.00 

KAN FONG LING RENITA 3,000.00 

LEE WAI MUN 3,000.00 

LEUNG PAK KI 3,000.00 

LO SHIU SING 3,000.00 

MAIN PLAN LIMITED 3,000.00 

NG CHUI YIU, JENNIFER 3,000.00 

SO KWOK FAI 3,000.00 

WILSON GARMENT ACCESSORIES (INT’L) LTD. 3,000.00 

WONG CHEK MING 3,000.00 

YAU LAI YIN ANGELINA 3,000.00 

YEUNG MIU PING 3,000.00 

YU WAI KUN 3,000.00 

仁濟醫院 3,000.00 

文祿星 3,000.00 

王玉美 3,000.00 

王婉庭 3,000.00 

任配言 3,000.00 

竹林明堂有限公司 3,000.00 

余德慶 3,000.00 

佛教長霞淨院有限公司 3,000.00 

大光園有限公司 3,000.00 

李明翰 3,000.00 

李錫林 3,000.00 

杜先生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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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系統顧問有限公司 3,000.00 

周傑文 3,000.00 

尚正堂中醫診所 3,000.00 

抱道堂有限公司 3,000.00 

林忠澤 3,000.00 

金輪天地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 

保良局 3,000.00 

南北中西藥房 3,000.00 

朗輝投資有限公司 3,000.00 

袁勝 周歡容 3,000.00 

馬金和 3,000.00 

高傑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張瀚華 3,000.00 

梁永雄 3,000.00 

梁旭霞 3,000.00 

梁國華 3,000.00 

郭立成 3,000.00 

陳妙紅 3,000.00 

陳素華 3,000.00 

陳偉權 3,000.00 

陳慧淇 3,000.00 

麥紀民 3,000.00 

葉香玲 3,000.00 

道教清善壇有限公司 3,000.00 

嘉福服務有限公司 3,000.00 

廖智德 3,000.00 

榮泰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3,000.00 

劉玉鳳 3,000.00 

劉惜珍 3,000.00 

歐陽定邦 3,000.00 

鄧俊邦 3,000.00 

鄭惠紅 3,000.00 

鄭煜榮 3,000.00 

鄭穎姍 3,000.00 

黎有年 3,000.00 

黎時煖 3,000.00 

蕭志成 3,000.00 

謝德棣 3,000.00 

顏慶美 3,000.00 

捐款$3,000.00以下善長恕未臚列，謹此致謝！

註： 以上資料截至2021年2月28日止。如有錯漏，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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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主席
Chairman

李柏成博士
Dr. Jim LEE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林　群女士

Mdm. LAM Kwan

陳首銘博士

Dr. CHAN Shou Ming

周駿達先生

Mr. CHAU Chun Tat, Danny

黃曉君女士

Mdm. HUANG Xiao Jun

陳國基博士 , MH
Dr. CHAN Kwok Ki, MH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總理
Directors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郭志成先生

Mr. Wilson C. KWOK

林麗儀女士

Mdm. Peggy LAM

袁志平先生

Mr. YUEN Chi Ping, Eddie

劉達泉先生

Mr. LAU Tat Chuen

王陳鴛鴦女士

Mrs. WONG CHAN Yuen Yeung

周啟榮先生

Mr. CHOW Kai Weng, Kian

余志宏先生

Mr. YU Chi Wang, Jerry

林世强博士

Dr. LAM Sai Keung, Alex

總理
Directors

關永樂先生

Mr. KWAN Wing Lok, Michael

吳志雄先生

Mr. NG Chi Hung, Edmond

李星強先生

Mr. LEE Sing Keung, Bruce

王文漢博士 , MH
Dr. WONG Man Hon, Frederick, MH

柯耀華先生

Mr. OR Yiu Wah, Anson

吳泰榮博士

Dr. NG Tai Wing, Desmond

葉嘉威博士

Dr. Charlie IP

邵賢偉博士

Prof. Dr. SIU Yin Wai

楊啟健博士

Ir. Dr. Herbert KK YEUNG

姚茂龍先生 , MH
Mr. YIU Mau Lung, MH

梁志杰先生

Mr. LEUNG Chi Kit

楊敏健先生

Mr. YEUNG Mun Kin, Henry

彭國榮博士

Dr. PANG Kwok Wing, Charles

嚴皓云先生

Mr. YIM Kevin Howon

李偉文先生

Mr. LEE Wai Man

潘文思怡女士

Mrs. POON MAN See Yee, Florence

陳龍銘先生

Mr. CHAN Lung Ming

盧官佃先生

Mr. LO Kwun Tin

陳燕萍女士

Mdm. CHAN Yin Ping



博愛醫院庚子年年報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0-2021

地址 Address：
元朗坳頭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大樓UG層

電話 Telephone：
2479 0022

電郵 E-mail：
enquiry@pokoi.org.hk

網址 Website：
www.pokoi.org.hk

博愛醫院董事局

博愛醫院
Pok Oi Hospital

網頁 webpage

年報2020-2021
Annual Report 

電子版 e-Edition

百年齊扶掖 共創一零一

      Commemoration on 101st Anniversary
A Century-Old Pledge to Community Services

P
o

k
 O

i H
o

sp
ita

l A
n

n
u

a
l R

e
p

o
rt 2

0
2

0
-2

0
2

1

博
愛
醫
院
庚
子
年
年
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