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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載善業，傳承揚遠。博愛醫
院成立至今已一百零三載，一
直秉承「博施濟眾•慈善仁愛」
的宗旨與港人共同成長，匡羣
濟眾。本年度承蒙一眾董事局
成員推選本人出任為董事局主
席，深存感念，一直與一眾董事
局同寅本著勇於承擔，樂於求
進的理念，延續博愛的百年善
業，為社會帶來更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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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博愛同行轉眼已逾十載，承蒙一眾前賢

的領導及社會賢達的扶持，齊心推動本院持

續發展。時至今日本院屬下共設有超過一百

個服務單位，服務範圍遍及中西醫療、牙科、

安老、青少年、兒童及家庭、教育及基層住屋

服務，每年受惠人次超過一百五十萬，善果豐

碩。今年香港雖受疫情的陰霾籠罩，然而社會

卻更顯得友愛無私，以善啟善，推動本院福澤

更廣，先後落實及推展多個嶄新項目，惠澤社

群。在此，本人謹藉此機會與各位分享博愛醫

院本年度的工作重點：

安居惠民新社區
• 發 展 元 朗 江 夏 圍「 博 愛 江 夏 圍 村 」 

過渡性房屋項目

本港房屋供應與住屋環境問題極受社會關注，

為支持特區政府過渡性社會房屋政策，博愛醫

院於本年度正式開展屬下首個房屋項目「博愛

江夏圍村」，藉此向久候公屋及有特殊緊急需要

的基層家庭提供臨時居所，紓緩因昂貴租金或

惡劣居住環境所致的生活壓力，共同「邁向更好

未來」！

「博愛江夏圍村」建造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首批單位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完工，並於年

底完成整個項目，屆時將提供一千九百九十八

個單位，整個項目料可惠及約四萬名市民。早

前本院已就項目進行招租，市民反應熱烈；項

目規模之大亦可視為未來政府及各社福機構發

展同類項目的重要指標，有助加強基層市民對

過渡性房屋的信心。

本院首度營運房屋項目，涉及眾多專業知識及

實務經驗，雖然面對不少困難與挑戰，仍然當

仁不讓、堅定前行。「博愛江夏圍村」成就了政

府、商界與社福機構三方協作全新模式，以及

八鄉鄉事委員會等地區團體的支持，彰顯著社

會各界共同為弱勢階層服務的決心，攜手揭示

惠民新篇章。憑藉多年服務社群的經驗及已建

立的地區網絡，本院將延伸成熟的醫療及社

會服務至項目內，並增設社區飯堂、超市等設

施，冀為元朗區注入更多配套和活力；未來本

院亦將繼續與各政府部門、地區組織及居民等

持分者緊密聯繫，集思廣益。本人藉此機會向

本項目之建築及工程專業團隊致敬及表示衷心

謝意，為推展項目給予寶貴及專業意見，令項

目更臻完善，居民樂安居、齊友愛。

* 特區政府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宣布將

徵用新建過渡性房屋單位，作為社區隔離設

施之用，包括「博愛江夏圍村」。在博愛醫院努

力協調並蒙運輸及房屋局和相關政府部門、

恒基兆業地產及承辦商之全力協助及趕工

下，順利於有限時間內完成工程，取得臨時入

伙紙，並等待進一步指示，安排正式交接程

序。

• 積極推展打鼓嶺坪輋過渡性房屋項目

紓解本港房屋供應問題極需社會各界的攜手

合作與支援，博愛醫院現正全力推進另一項位

於打鼓嶺坪輋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目前已與各

方達成初步合作協議。於今年一月獲城市規劃

委員會通過該項申請，並於二月獲運輸及房屋

局通過撥款約港幣三億四千萬元資助項目，

冀可於今年第四季動工。有關項目預料可為基

層家庭提供約六百個住宅單位，有助縮短其輪

候公屋編配的時間。博愛醫院將引入多項社區

配套，並強調綠化及宜居的元素，以關顧新社

區住戶及鄰近原居民的需要，創建共融互助社

區，扶弱濟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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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洞北過渡性房屋項目

為發展「古洞北過渡性房屋項目」，博愛醫院董

事局與新界上水區鄉事委員會已開展合作洽

談，並初步獲委員會同意及支持。項目預計涉

及約二千個單位，惠及數萬名基層人士。雙方

正草擬合作備忘錄，博愛醫院董事局將負責統

籌項目發展、申請、建造及營運。

長者夢想成真•追夢無限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逾載，為社會以至人

類的身心靈帶來巨大衝擊，當中尤以老弱長者

的影響最為深遠。博愛醫院深信關懷與溝通是

抗壓良方，冀藉推展博愛長者夢想成真各項計

劃，向長者作心靈支援、傳達關愛及正能量。

其中計劃亮點「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 耆樂之聲

歌唱比賽2021」廣獲好評，獲逾千名長者報名

參與，反應相當熱烈。一眾參加者先後透過網

上海選賽、電台複賽的平台大展歌藝，並得到

大會安排的歌唱導師的專業指導，成就黃金表

演舞台，並讓他們於「長者日」盡情各自精彩發

揮潛能。當中不少參加者更熱心分享其追夢故

事，將堅毅不撓的精神傳揚，藉以鼓勵各位「老

友記」勇敢追夢，本院同寅深受感動。

為幫助更多長者實現夢想，博愛醫院於屬下長

者服務單位展開招募，協助心願未遂的長者圓

夢，讓他們重現歡顏，當中包括為一名患有肌

肉萎縮症的長者實現其與乒乓球好手切磋球技

的夢想，邀得代表香港出戰東京奧運的乒乓球

好手林兆恒與其交流，一圓乒乓夢！吳球伯伯

剛強堅毅的精神，不但成為其實踐夢想的推動

力，同時亦深深啟發現場參與的陳國威小學學

生，傳愛啟夢。

齊心抗疫 守望港人健康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社會民生及公眾健康

構成重大影響，博愛醫院亦特別加強對弱勢社

群的抗疫支援。承蒙各界機構及善長踴躍向本

院捐贈口罩、酒精搓手液等防護物資，本院已

陸續將物資分發予醫護人員、服務使用者及員

工，並加強各單位的消毒、防護措施，以降低

疾病傳播的風險。面對反覆疫情，本院的發展

及服務固然不敢怠慢，各服務單位更是時刻靈

活應對，群策群力，盡心支援社群。

疫情持續，公共醫療體系尤為首當其衝，猶幸

一眾醫護人員仍謹守崗位，並積極配合政府與

新界西醫院聯網的抗疫策略，實施多項加強感

染控制的特別措施，包括加強職員及訪客於服

務場所使用「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的安排，

加強對確診個案的追蹤及疫情防控能力，保障

市民大眾安全；西醫院亦將四樓中翼病房設為

監察病房，集中照顧等候病毒測試結果的病

人，降低「隱形病毒傳播者」對一般病房及病人

帶來的風險。為便利市民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

疫苗，醫院亦特別於地下大堂設立「疫苗接種

站」，為醫院病人和訪客提供免預約的復必泰

(BioNTech)疫苗接種服務，加強防疫成效。

承蒙恒基兆業「抗疫基金」慷慨解囊，向博愛醫

院捐出港幣一百萬元，支援博愛醫院及屬下單

位之前線醫護人員、護理人員及染疫病人之迫

切防護和生活需要，以用作購置各類抗疫物

資，包括快速檢測劑、中醫湯包及乾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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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方面，博愛轄下中醫服務團隊亦全力

支援抗疫，屬下四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應醫

院管理局邀請，為2019冠狀病毒病康復者提供

免費的「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以及於北大

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提供中醫特別診療

服務，為患者提供中醫介入診療，發揮中醫藥

在抗疫治療的角色；博愛中醫服務亦特別推出

中醫防疫湯包，乃參考國家防疫指引，針對香

港地區氣候和人群特點而特別製成，具滋陰潤

肺、健脾利濕之功效，適合港人體質使用；同

時提供多項針對性服務，包括舉辦「中醫醫療

車義診日」，派出轄下全線中醫醫療車於全港各

區進行義診活動，為市民免費提供中醫內科診

症及兩劑濃縮中藥，以減輕弱勢社群之經濟負

擔；為新冠確診者提供免費遙距中醫諮詢、診

症、配藥及物流配送的一站式服務，以手機應

用程式為居家抗疫的確診者提供望聞問之治理

支援；同時進行多場網上中醫專題直播活動，

為巿民提供更多與抗疫有關的中醫藥及保健資

訊，與巿民同心抗疫。

防疫抗疫工作要取得成效，除倚靠特區政府適

切政策及統籌，凝聚社會大眾的力量亦十分重

要。由博愛醫院董事局發起、中聯辦新界工作

部、新界鄉議局、元朗民政事務處、元朗區福

利辦事處、元朗警區及元朗區議會全力支持，

正式成立「元朗各界抗疫關注聯盟」，並獲得元

朗非政府組織、商會及鄉事委員會等多個機構

加入。成立目的旨在統籌各方的抗疫資源及資

訊，集中資源為區內居民提供實際支援。關注

聯盟由多個地區組織聯合組成，成員數量及覆

蓋範圍遍及整個元朗區，務求將防疫資訊及一

切抗疫工作延伸至每個角落，發揮最大力量，

共同保障居民的生活和健康。

關注聯盟將重點幫助包括元朗、洪水橋及天水

圍等地居民，為其提供各項抗疫支援，包括設

立防疫資訊網站及熱線，提供最新之抗疫措

施，包括診療及隔離設施資料，讓市民隨時隨

地掌握資訊；全面支援確診者及家屬，提供居

家隔離支援，包括網上中醫諮詢問診，給予適

切的醫療協助及意見。同時為確診者之家屬提

供心理及情緒輔導，紓緩照顧確診病人所帶來

的壓力，為他們帶來鼓勵和希望；募集各界防

疫抗疫資源，精準使用各方善長捐贈的物資，

惠及市民；向元朗居民派送所需的防疫抗疫物

資，雪中送炭，助其走出疫境。同時，聯盟將協

助處理區內抗疫相關單位招聘短期員工，以解

決人手嚴重短缺問題，並支援前線醫護及長者

院舍抗疫人員，發揮最大力量協助和配合特區

政府的抗疫工作。

為整合抗疫資源，讓社福機構以各自優勢及經

驗支援弱勢社群，博愛醫院作為社會福利界選

委會之一，亦響應號召參與「香港社福界聯合抗

疫大行動」，聯手支援劏房戶家庭、獨居長者及

單親家庭等弱勢社群，為他們派送抗疫物資；

同時博愛醫院亦參與由特區政府統籌之全港

抗疫大行動，竭力動員協助包裝及派發抗疫物

資，其中包括派送物資至各個社區隔離設施，

務求為社會有需要人士提供及時支援，渡過

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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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亦全力配合及響應由香港特區政府主

導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鼓勵員

工接種疫苗，並向已接種三劑疫苗的員工發放

三天有薪假期，讓其充分休息，減低個人感染

風險及預防病毒傳播；配合政府推動疫苗接種

的方向，博愛醫院於屬下的中醫服務單位、安

老院舍及長者日間中心、中小學等服務單位加

強宣傳推廣，並安排專業醫生等醫療團隊舉行

講座及集體接種，以釋除公眾對疫苗接種的疑

慮，期望提升兒童、青少年與長者的接種率，

齊心守望香港人的健康。

救病拯危 醫護服務新領域
• 撥款資助優化西醫服務

本年度博愛醫院繼續本著「醫護市民」的宗旨，

持續拓展各項服務，包括增設十張急症外科病

床及兩張心臟加護病床、額外提供五個心導管

室服務節數、組成聯網內科紓緩治療團隊等；

醫院更成為首批提供5G電訊服務的公立醫院，

透過引入新的科技，有助院方發展遙距視像診

症技術及跨院協作等項目，向智慧醫院的方向

全力推進。

為讓貧病者得到適切的醫療及健康支援，董事

局於本年度繼續向西醫院撥款港幣八十萬元

正，資助醫院持續改善設施、加強醫護培訓及

對病患者的援助。本年度舉行之「博愛醫院董事

局客座教授研討會」更是首次以網上授課的形

式進行，邀得五位來自美國、法國及英國的頂

尖醫學專家出任客座教授，向一眾新界西醫院

聯網的醫護人員分享腦部及脊椎疾病的個案與

機械技術，有助提升醫護人員的專業水平，為

病患者提供適切的治療。

• 元朗地區康健中心

有見基層醫療健康服務需求殷切，香港特區政

府亦陸續於多個地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及屬過

渡性質的地區康健站，銳意加強社區慢性疾病

的治理成效。本院向政府申辦元朗地區康健中

心並成功獲接納申請，合約為期三年，涉及總

資源超過港幣三億元。當中包含一個主中心、

三個附屬中心和三個服務點的營運，可望於二

零二二年投入服務。博愛醫院董事局同寅高度

重視此項目並全力參與前期籌備工作，包括訪

問元朗六鄉鄉事委員會主席及與各地區團體召

開多次會議，洽談投標申請之準備工作，最後

得以申請成功。本院期望藉營運元朗地區康健

中心，發揮基層醫療健康服務之優勢，在社區

提供全面及易達便捷的預防及康復醫療護理服

務，以紓緩公營醫院面臨的服務壓力。

• 中醫治未病

香港政府近年致力推動中醫藥服務的發展，而

中醫治未病亦將是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的重點推

廣項目之一。博愛醫院榮幸獲得廣東省中醫院

的支持及指導，在香港設立中醫治未病服務，

並已於本院銅鑼灣針灸專科中心內設置「中醫

治未病及健康管理中心」，通過中醫問診及儀器

檢測，為求診者進行全面的體質分析，並提供

個人化健康指導、調養或治療方案，協助求診

者提高自我健康管理意識。此外，博愛中醫服

務亦與各個地區的「地區康健中心」進行協作，

除提供中醫診療服務外，更會提供不同主題的

健康講座及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實踐中醫

「治未病」的概念，一同建立健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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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針灸戒煙服務

博愛醫院自二零一零年起，與香港衞生署、中

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合作開展「中醫針灸

戒煙計劃」，在港九新界超過二百個地點提供服

務；至今已為超過一萬三千名吸煙者，提供超

過十二萬人次的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務。本院

欣悉立法會早前三讀通過條例，全面禁止加熱

煙及電子煙，彰顯政府和立法會保障公眾健康

的決心。未來本院將繼續配合政府的控煙措施

及戒煙推廣，加強屬下戒煙服務的支援，當中

包括與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及深圳市

中醫院展開合作，進行「粵港澳大灣區針刺結合

耳穴戒煙的多中心臨床試驗」項目，推動香港以

至大灣區等地發展無煙城市。

多元社會支援 護老攜幼
• 博 愛 醫 院 屯 門 藍 地 長 者 護 理 及 護 養 

安老院舍

長者的福祉一直是本院服務重心之一。博愛醫

院早年榮獲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捐贈一幅位於屯

門藍地福亨村路的地塊，用作興建全港最大之

安老院舍─「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

養安老院舍」。在博愛同寅排除萬難及多番努

力推動下，院舍項目現已進入申請地基工程撥

款階段，並擬於二零二二年底至二三年年初動

工，預計最快於二零二五至二六年落成。院舍

落成後可提供一千四百三十四個宿位，其中七

成為持續護理宿位、三成為護養服務宿位，以

配合不同程度體弱長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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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圖讓院友老有所為，

老有所樂。

• 推 展「中 銀 香 港 百 年 華 誕 慈 善 計 劃」—

「照 顧 • 無 界 限 — 認 知 障 礙 症 照 顧 者 

支援計劃」

隨著人口老化，社會出現認知障礙症的情況亦

愈加普遍，對病患者及其照顧者均構成重大壓

力。博愛醫院與大銀力量合作推出為期三年由

中銀香港百年華誕慈善計劃資助的「照顧 •無界

限 —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支援計劃」（又稱「照顧

者花園」），利用資訊科技之助，同時提供網上

及實體支援，包括於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

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加建約一千平方呎

的服務空間，以更寬敞舒適的空間為照顧者提

供實用照顧資訊及多元化的減壓活動；而線上

支援方面，則由大銀力量以社交網絡群組、手

機程式和網站發放照顧資訊，創造照顧者交流

及互助平台，同行互勉。

•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

本院獲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

劃」撥款資助，於屯門區先後推展「蝴蝶耆織」

計劃及「再創耆織」計劃，透過組織義工隊伍，

配對區內有需要長者，送上關懷及支援，編織

鄰居互助網絡；同時獲此基金計劃撥款資助，

於青衣區推行「童」「里」Link Up青衣島社區服務

計劃，為該區家庭及社區人士提供以身心靈健

康為主題的家庭活動及小組，協助他們正面發

展，提升身心健康及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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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 工 及 福 利 局「兒 童 福 祉 及 發 展 資 助 

計劃」

本年度博愛醫院獲勞工及福利局「兒童福祉及

發展資助計劃」撥款，於屬下兒童及青少年中

心推行「勤有功戲有益 — 兒童全人成長發展計

劃」。計劃自去年十二月開展，為期兩年，藉家

長教育及多元化活動，推廣遊戲和運動對兒童

發展的重要性，啟迪孩子潛能、愉快成長。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精 神 健 康 項 目 資 助 

計劃」—「同行有您 — 照顧者支援計劃」

博愛醫院亦喜獲「精神健康委員會」撥款，於屬

下兒童、家庭及青少年中心推行「同行有您 — 

照顧者支援計劃」，透過一系列的正向減壓活動

及專業治療小組，紓緩精神病人家庭照顧者的

內在壓力及負面情緒。是項計劃為期兩年，將

於今年第一季開始推行，銳意協助精神病患家

屬紓解心靈厄困。

•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

本院於一九九七年成立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

旨在為社會上遭遇不幸而需要援助的人士及其

家屬提供即時經濟支援，以解燃眉之急。其中

秀茂坪寶達邨不幸於去年四月發生火警，釀成

四死二傷的慘劇，博愛醫院董事局旋即啟動緊

急助金撥款予受災家庭解決即時困厄，並於網

站設立募捐連結以便市民捐款，善款現已全數

交予受災家庭。此外，在同年八月於大埔廣福

道的致命車禍上，本基金向意外中的死傷者家

屬合共發放港幣二十萬元。同年十二月於赤鱲

角致命工業意外上，本基金亦即時向兩名死者

家屬合共發放港幣十萬元，以應付迫切的經濟

困難。

自二零一零年起，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已接納

超過一百六十宗申請，合共發放約港幣三百萬

元緊急援助，協助有需要人士克服難關。未來

本院將與各個地區團體繼續保持緊密聯繫，不

分地區種族，唯望及時施以援手。

另外，今年九月高級督察林婉儀於執行職務時

英勇殉職，本院同寅深感惋惜，特意從董事局

基金撥捐作為帛金，並獲多位董事局成員額外

捐出款項支持，聊表慰問。

教育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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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撥更豐富的學習資

源，董事局每年均撥款資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型

的活動，包括籌辦海內外交流活動及多元學習

體驗，鼓勵學生透過親身體驗，從中學習、成

長，學生亦於多項大型公開比賽及校際比賽中

表現傑出，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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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教育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旨在培養學生

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以及

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本院各屬

校一直全力配合教育局有關實踐教育新理念與

指引，包括謹遵局方對於學校升掛國旗及舉行

升國旗儀式的指引，並加強國民教育課程支援

措施及相關學與教資源。去年六月，本院與歷

屆總理聯誼會更榮幸邀得梁愛詩博士大紫荊勳

賢作為教師專業發展日的主講嘉賓，與一眾校

董、校長及教職員分享有關《香港國安法》與國

家安全的看法，獲益良多；而本院屬下三間中

學亦將會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國家安全教育到

校教師工作坊，讓教職員學習如何籌劃於課堂

內外加強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以加強學生對國

家民族的歸屬感及國家安全意識，成為守法的

良好公民。

教育服務漸趨複雜，博愛醫院董事局作為辦學

團體，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議題，包括政治、

衛生及防疫等等，亦會適時靈活調節教學方式

及內容。疫情來襲，為保障學生健康及降低傳

播風險，學校只能暫停面授課程。為避免影響

教學進度，以達致「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目的，

本院屬下各校善用多元化的電子學習策略和各

種電子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材料，舉辦實時

網上課堂，讓學生在家學習，以保持學生的學

習動力和興趣。

與時並進 善心籌募播萬家
為加強博愛醫院董事局、管理層與各服務部

門的溝通，本年度本院特意推出《博愛暖流》刊

物，藉以增進機構內部凝聚力，並向外界機構

分享本院的最新發展，傳揚博愛精神。博愛醫

院服務的持續發展，有賴各界善長熱心支持，

樂施好施，成就善行。冀昐未來凝聚更多企業

及慈善基金捐助，讓本院持續發展更多元的

籌募項目，力求卓越，服務社群。本年度初創

項目包括由上海商業銀行冠名贊助的「上海商

業 •博愛線上單車百萬行」，揉合線上跑的新興

運動模式與公益善事，鼓勵市民於疫境下繼續

保持正能量，逆難而上，突破自我。

面對疫情反覆，博愛醫院恒常籌款活動受到嚴

重影響，多個籌備已久並開展宣傳推廣的活動

亦無奈在最後一刻宣佈取消，包括博愛青年音

樂會、博愛慈善文物行、博愛武林大會、博愛

單車百萬行、博愛ｘ老夫子慈善跑、博愛盃慈

善聚餐及博愛Golf慈善賽等等。同時不少在著

手籌備中之項目亦需延期，包括博愛高卡車慈

善賽、與獲發牌機構合作營運骨灰安置所、博

愛多元民族大露營齊創健力士活動、爭取建立

香港永久露營中心及名跑車慈善巡遊等等。

藉此，本人誠心感謝各副主席及總理們無私奉

獻，提供各自領域寶貴資源，推動成就眾多嶄

新籌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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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最後，本人必須感謝博愛醫院董事局同寅以及

全院一千五百多名職工同事，於過去一年付出

的辛勤努力，疫情下堅守崗位，毫不退縮，迎

難而上精神實屬難得，予以衷心嘉許。

期盼疫情早日消弭，生活回歸正常，社會重現

昔日光輝，博愛醫院上下一心，携手推動各項

重任，共同迎接未來更多新挑戰。本人深信，

新一屆董事局於林群主席帶領下，博愛善業將

更上層樓，發光發亮，願以此老話共勉—「博施

濟眾，慈善仁愛」。

祝大家安康如意，福有悠歸！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主席

李柏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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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link of an eye, I have been serving Pok Oi for 

over ten years, thanks to the generous backing of 

previous leaders and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society, united under the common cause of our 

institution’s sustained development. To date, we 

have over 100 service units in Pok Oi, covering a 

myriad of service areas, inclu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entistry; elderly care; youth,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education; and housing 

projects for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We are 

delighted to see our efforts bear fruit, with over 

HK$1.5 million in the community benefitting every 

year. With the epidemic casting a long shadow over 

the city this year, our society rose to the challenge 

with strengthened bonds and selfless charity, 

fostering goodwill and also inspiring Pok Oi to 

contribute further to the betterment of the 

community. We saw the laun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ny new projects to provide support to various 

groups in society. I hereby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of the key highlights of our work this 

year:

A Safe Haven: New Housing 
to Benefit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 ‘ P o k  O i  K o n g  H a  W a i  V i l l a g e ’ :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at Kong 

Ha Wai, Yuen Long

Housing shortage and living conditions are some of 

the pressing concerns in Hong Kong right now. In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o increase 

transitional housing supply, Pok Oi officially 

launched its first housing project, ’Pok Oi Kong Ha 

Wai Village’ this year,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emporary residence for working-class families 

awaiting public housing or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Relieving residents of significant financial burden as 

well as the undue pressures of living in poor 

conditions, the project hopes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in forging together a brighter future!

Speech by Dr. Jim Lee 
Chairman of the 72nd Board of Directors (2021–2022)

A century-long legacy of goodwill and charity extends influence 
far and wide. For 103 years, Pok Oi Hospital has stood by its 
motto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100 years, we have grown alongside the community, doing 
our utmost to serve and help its members. This year, I have been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for this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for their vote of 
confidence. For many years,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the Board, and witnessed its passionate devotion to the 
work of Pok Oi and its belief in constant improvement and 
progression, honouring the hospital’s long, illustrious history of 
benevolence and compassion, as well as bringing greater hope 
and inspiration to Hong Kong society a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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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work for ’Pok Oi Kong Ha Wai 

Village’ is currently underway, with its first phase 

due for completion in Q1 of 2022 and the entire 

project will conclud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upplying 1,998 units that could benefit around 

40,000 residents throughout the project. Earlier, we 

have already initiated procedures for the leasing 

process and the public response has been 

enthusiastic. The impressive scale of the project can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benchmark for similar 

schemes by the government or other social 

organisations in the future, and it also serves to 

create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ransitional housing 

among working-class citizens.

As this was Pok Oi’s first foray in a housing project, 

we naturally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in areas of special expertise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Yet our team 

remained proactive and committed to the cause. 

This novel three-way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social 

organisations, ’Pok Oi Kong Ha Wai Village’ has also 

received invaluable support from local groups such 

as the Pat Heung Rural Committee. In effect, it 

illustrates a common determination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to serve the most vulnerable in society, it is a 

new chapter in our city’s continual efforts to aid 

those in need. Pok Oi intends to capitalise on its 

century-long experience and our well-established 

regional network to extend our current host of 

medical and social services into the project, adding 

new facilities such as community canteens and 

supermarkets. Ultimately, we hope to enhance the 

ancillary services in Yuen Long and inject vitality into 

the area. In the long term, Pok Oi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stakeholders such a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local groups and residents, and to 

draw on their collective wisdom.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here to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and pay 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teams for their invaluable and 

professional input, which has greatly helped 

improve our project and create a more comfortable 

and harmonious home for our residents.

On 28 February 2022,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use of newly completed transitional 

housing, including ’Pok Oi Kong Ha Wai Village’, as 

community isolation facilities to combat the surge in 

COVID-19 cases in the city. After extensive co-

ordination and thanks to the thorough support and 

utmost effort from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and 

our contractors, we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work on time and acquire a Temporary 

Occupation Permit. We are currently awaiting 

further instructions and preparing for official 

handover procedures.

• Full Steam Ahead: Ta Kwu Ling Ping 

Che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To re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 in Hong Kong 

requires collaboration and support from many 

different sectors and industries across the city. Pok 

Oi is currently devoting maximal effort to another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in Ping Che, Ta Kwu 

Ling. By now, we have reached initial agreement 

with all the concerned parties, and have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for our 

application in January this year. In February, we 

were also granted a total of HK$340,000,00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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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ing by the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and 

our plans are to commence construction work in Q4 

of 2022.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project could 

provide around 600 units for working-class families, 

to help shorten their waiting time for public 

housing. Pok Oi intends to introduce a host of 

ancillary service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green, 

liveable elements, to cater for the needs of both 

new residents and nearby indigenous inhabitants, in 

order to foster social integration and build a 

supportive community that protects and helps its 

most vulnerable.

• Kwu Tung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The Board has begun discussions with the Sheung 

Shui District Rural Committee to collaborate on and 

develop the ’Kwu Tung Transitional Housing 

Project’, and we have secured their initial agreement 

and support.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deliver 

around 2,000 residential units, which will benefit 

tens of thousands of working-class individuals. We 

are now draft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 Board will take the lead in co-ordinating 

the project’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s.

The Infinity of Dreams: Dreams 
Come True for the Elderly
The years-long COVID-19 epidemic has brought a 

great level of impact to our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and in particular, has profound, far-

reaching effects for our elderly population. It is our 

deeply held conviction that care and communication 

are effective weapons against stress, so we 

introduced various ’Elderly Dreams Come True’ 

projects to provide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s well as convey 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positivity.

One of the key highlights of the project was the 

’Pok Oi Elderly Dreams Come True Elderly Singing 

Contest’, which garnered widespread support. With 

over 1,000 elderly members applying to enter, the 

enthusiasm for the event was palpable. Participants 

firstly showcased their singing in open auditions 

online before undergoing knock-off rounds on the 

radio. Those who were selected were given 

professional guidance by singing coach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ir glittering moment onstage, so 

that their talents and abilities can be on full display 

on the big day — ’Hong Kong Senior Citizens’ Day’. 

Many participants also keenly shared their dreams 

and stories with us, and their unswerving spirit of 

perseverance not only greatly touched other elderly 

friends in the competition, but also the entire Pok 

Oi team in attendance.

To help more elderly members of society fulfil their 

dreams, subsidiary elderly services under Pok Oi 

have begun recruitment procedures to help the 

elderly realise ambitions and hopes that they are yet 

to achieve, so as to bring cheer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ir lives. This included fulfilling the dream of an 

elderly patient with muscular dystrophy, who had 

wished to play against a professional table tennis 

athlete. Lam Siu-hang,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table tennis team who attended the Tokyo 

Olympics, answered his call and agreed to the 

dream match! Mr. Ng Kau Peter’s fierce grit and 

persistence was the key motivator behind the 

fulfilment of his lifelong ambition, and it also 

aroused profound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rom the 

students in attendance from Pok Oi Hospital Chan 

Kwok-wai Primary School. Such is the power of 

dreams and love: to influence and to 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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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Unity: Safeguarding 
the Health of Hong Kong
COVID-19 has greatly impacted society, our daily 

lives and public health, and throughout the 

epidemic, Pok Oi has reinforced its anti-epidemic 

support for those in need. We extend our thanks to 

variou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ho generously 

donated masks,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sers, and 

other protective equipment. We have distributed 

the equipment to our medical staff, service 

beneficiaries and other employees, and we have 

stepped up the sanitisation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to minimise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While the 

epidemic has been volatile, Pok Oi has persisted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commitment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ervice, and all our service units have 

remained adaptable and flexible in our united fight 

against the disease and our commitment to our 

community.

The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has bore the brun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but fortunately our medical 

personnel have stayed dedicated to their mission, 

pro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anti-epidemic strateg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Cluster. They have put in place many special 

measures to control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cluding arranging for and encouraging staff and 

visitors to use the LeaveHomeSafe app, enhancing 

our capacity for case-tracing and controlling the 

epidemic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ublic. 

The hospital has also converted wards on the fourth 

floor of observation wards to centralize the care of 

patients awaiting their COVID test resul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s posed by ’invisible carriers’ to 

ordinary wards and patients. Also, to make it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public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e and to support the city’s anti-epidemic 

efforts, Pok Oi has also set up a Hospital COVID-19 

Vaccination Station in its ground-floor lobby to 

provide BioNTech vaccination for patients and 

visitors without the need for prior appointments.

Thanks to the largesse of Henderson Development 

Anti-Epidemic Fund, HK$1 million was donated to 

Pok Oi out of kind concern for the urgent protective 

and daily needs of frontline medical workers, 

frontline staff and COVID-19 patients to acquire 

anti-epidemic supplies, including rapid test solution, 

Chinese medicine soup packages and dry fo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k Oi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team too has been endeavouring to do 

their utmost in anti-epidemic efforts. The four Pok 

Oi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cum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res were invited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o provide free-of-charge services as part 

of the ’Special Chinese Medicine Out-patient 

Programme’ for COVID-19 Patients (COVID-19 CM 

Rehabilitation Service), and also to provide special 

services at the North Lantau Hospital Hong Kong 

Infection Control Centre. Our teams have been 

offering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fully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Chinese medicine in 

anti-epidemic treatment. Pok Oi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has also introduced special Chinese 

medicine soup packages that follow China’s 

national guidelines on anti-epidemic efforts. Tailor-

made for the regional climate and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these soup packages nurture the Yin 

and support the Lung,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and removing wetness in our bodi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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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ly fit for the physical needs and conditions of 

Hong Kongers. Concurrently, many specific services 

were provided, including the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Free Consultation Day’, where all 

our Chinese Medicine mobile clinics were sent out 

to provide free consultation across multiple districts 

in Hong Kong. Patients were entitled to a free 

Chinese internal medicine consultation session and 

two packages of condensed Chinese medicine — a 

measure intended to alleviate the needy in society 

of undue financial burden. We also offered a one-

stop, long-distanc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package, comprising consultation, diagnosis, 

dispensing and medicine delivery. Through a simple 

mobile phone app, self-isolating patient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were given diagnostic and 

consultation support by our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To stand united with the public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Pok Oi also held and streamed 

many Chinese medicine workshops and sharing 

sessions online to provide the community with 

further anti-epidemic and healthcare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but also on solidarity 

and mutual support across different parts of our 

society. Initiated by the Pok Oi Board of Directors, 

the ’Yuen Long Anti-Epidemic Concern Alliance’ 

received swift and unreserved support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section of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OCPG), Heung Yee 

Kuk, Yuen Long District Office, Yuen Long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Office, Yuen Long Police Division, 

and Yuen Long District Council. The Alliance 

welcomed a great number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rural 

committees into the fold. The aim of its 

establishment was to organise and co-ordinat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anti-epidemic efforts, to 

concentrate resources on local residents to provide 

practical aid and support for them. The Alliance was 

formed by a number of local and regional groups, 

and its members and coverage network were spread 

across the whole of the Yuen Long district.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its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anti-epidemic work into every corner and every 

home in Yuen Long, to maximise our influence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livelihood of our community.

The main focus of the Alliance is to help the 

residents of Yuen Long, Hung Shui Kiu, and Tin Shui 

Wai, etc., to provide all kinds of anti-epidemic 

support, such as an informational website and 

hotline to impart the latest news and details about 

treatment and isolation facilities, so that the public 

can access such information anytime, anywhere. 

We also offer comprehensive support to patients 

who have tested positive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help them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rough their 

home quarantine, including online Chinese 

medicine consultation to give them appropriate 

medical assistance and advice.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members could also receive mental and 

emotional health counselling, so as to alleviate the 

immense pressure of having to care for COVID-

positive patients and to bring them hope and 

encouragement. The anti-epidemic supplies secured 

from various charitable sources were expe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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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ed to maximise their benefit to the 

community; for Yuen Long residents who received 

care packages of much-needed protective and 

medical equipment, these were without doubt 

valuable and timely gifts in the long-drawn battle 

against COVID-19. The Alliance has also been 

assisting various anti-epidemic groups in the district 

in their recruitment for short-term staff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serious manpower shortage, and 

further, we have been devoting our utmost effort to 

aid frontline medical and elderly home care staff, in 

alignment with the anti-epidemic work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s part of the Social Welfare Subsecto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Pok Oi has answered the call 

to take part in the Hong Kong Social Welfare Sector 

Anti-Epidemic Alliance. The Alliance aims to pool 

together and co-ordinate resources for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different strengths of various social welfare 

organisations, as well as their experience in assist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society. Together,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provide assistance and 

deliver anti-epidemic supplies to families living in 

subdivided flats, singleton elderly,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other demographics in need. We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Anti-Epidemic 

Movement, l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dedicated to mobilising teams to distribute care 

packages and anti-epidemic resources, such as to 

isolation facilities across the city. By providing timely 

assistance to those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we 

hope to help the community overcome this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together.

As a gesture of its full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s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me’, Pok Oi strongly 

encourages its staff members to vaccinate, and 

employees who have received three vaccination 

doses have been given three additional salaried days 

off, allowing them sufficient rest, as well as 

reducing the risk of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To facilitate the government’s campaign to 

encourage vaccin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Pok Oi’s service units such as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nd day 

centres for the elderl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all intensified their promotional efforts 

and invited professional doctors and medical teams 

to hold talks and organise group vaccination, in 

order to combat vaccination hesitancy and enhance 

the vaccination rates among children, youth and the 

elderly. United, we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protec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all Hong 

Kongers.

No Higher Calling: Developing 
New Areas of Medical Services
• Additional funding for the enhance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Ever upholding our motto of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Pok Oi continued to expand its range of 

services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addition of ten 

emergency and general surgery beds and two 

cardiac care beds; the provision of five more cardiac 

catheterisation room sessions; forming a cluster 

medical palliative care team, etc. We also joi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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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group of local public hospitals to provide 5G 

connection service at our sit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helps facilitate projects such as 

long-distance video diagnosis technology and cross-

hospital collaboration, bringing us one step closer 

to our goal of being a ’smart’ hospital.

To ensure that underprivileged patients can get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support, 

the Board continued to approve HK$800,000 for 

Western Medic ine Serv ices to fund the 

enhancement of its facilities, staff training and 

patient support. This year, our annual ’Pok Oi 

Hospital Board of Directors Visiting Professorship 

Seminar’ was held onlin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s 

we invited five top international medical experts 

from the US, France and the UK as visiting 

professors to share with colleague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West Cluster their fascinating insights 

into brain and spine illnesses, drawing on case 

studies and the latest in mechanical technology. The 

event was an inspiring success in helping to raise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our medical staff and 

supporting them in providing appropriat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in the future.

• Yuen Long District Health Centre

In view of the desperate need for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mong the working-class 

communit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set up 

various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around the city, as 

well as interim ’District Health Centre (DHC) Express’ 

centres, in the hopes of enhancing the treatment 

efficacy of chronic illnesses in the community. Pok 

Oi has applied and been approved to establish the 

Yuen Long District Health Centre, with a three-year 

contract granted for a project worth over 

HK$300,000,000. The plans include operating a 

main centre, three subsidiary sites and three service 

points,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gin service in 2022. 

The Pok Oi Board and staff have been devoting their 

utmost effort into the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work for the health centre, including many 

meetings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six Rural 

Committees of Yuen Long to discuss the bid 

proposal, which was ultimately successful. With the 

Yuen Long District Health Centre in place, Pok Oi is 

optimistic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capitalise on the 

advantages of a well-planned health service for the 

working class,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and 

convenient preventative and rehabilitative treatment 

and care services for the community, which will 

ultimately ease the service pressure faced by public 

hospitals in Hong Kong.

• Zhi Weibing: Disease Preven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nd the concept of 

disease prevention (zhi weibing) is one of the key 

areas promoted by Hong Kong’s first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Pok Oi was honoured and 

privileged to receive support and guidance from the 

Guangdong Provi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to establish a disease prevention service in 

Hong Kong, and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Preventive 

Management of Disease & Health Management 

Centre at our Causeway Bay acupuncture centre. 

Through consultation services with our practitioners 

and the help of diagnostic equipment, we offer 

comprehensive physical examinations for our service 

users, as well as personalised health guidance along 

with recuperation and treatment solu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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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se l f  health 

management. Furthermore, Pok Oi’s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have been liaising closely with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in various districts. Apart 

from Chinese medicine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services, we have also organised health talks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free Chinese acupunctur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fully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llective health and welfare of our community.

•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with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Since 2010, Pok Oi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th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Acupuncture Institute on 

the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with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with wide coverage all 

over Hong Kong. To date, it has provided 

acupunctur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free of 

charge to over 13,000 smokers, totally over 

120,000 visits. We were delighted to learn that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recently passed 

the third reading of a bill banning the use of 

e-cigarettes and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a firm, 

demonstrative display of the government and 

Legco’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In 

the future, Pok Oi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and 

smoking cessation campaigns, enhancing its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This includes a project 

entitled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uricular Acupressure for Smoking Cessa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henzh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The initiative aims to help Hong 

Kong and its neighbou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become smoke-free cities.

All Walks of Life: Supporting a 
Diverse Society
• POH Tuen Mun Lam Tei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Elderly welfare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core 

missions at the heart of Pok Oi. When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magnanimously donated a piece 

of land at Fuk Hang Tsuen Road, Tuen Mun Lam Tei 

to us,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t into one 

of Hong Kong’s largest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RCHE) — POH Tuen Mun Lam Tei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Thanks to the perseverance and dedication for the 

team, we have submitted an application for funding 

for foundation works, and we intend to begin 

construction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2022 

and the start of 2023, with a view to complete 

work in 2025 to 2026 at the soonest. The facility is 

projected to provide 1,434 places for elderly 

residents, consisting of 70% ’Care-and-Attention’ 

places and 30% ’Nursing’ places, catering for the 

varied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Upon completion, POH Tuen Mun Lam Tei Nursing 

and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will be 

the largest RCHE in Hong Kong, featuring 

innovative, state-of-the-art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and 

offering a comfortable, secur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its elderly residents and care staff. To ensure 

that its residents will be gainfully occupied and 

en t e r t a i ned ,  t he  s i t e  w i l l  i n co rpo r a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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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ontechnology and green building elements, and 

also provide on-site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corridor for sensory integration, smoke-

free cooking corner, walking trail, and green 

rooftop, etc.

• ‘Carers Garden’ with Support from 

BOCHK Centenary Charity Programme

Given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dementi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which 

creates considerable burden for both dementia 

sufferers and their carers. Sponsored by the BOCHK 

Centenary Charity Programme, Pok Oi has worked 

with Big Silver to launch a three-year scheme named 

’Carers Garden’, which capitalises on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offer online and physical 

support to family carers of dementia patients. Part 

of the programme involves expanding and adding 

1,000 square feet to the Mei Foo Lai Wan Kaifong 

Association Mr. and Mrs. Leung Chi Chim Elderly 

Health Support and Learning Centre, thereby giving 

more service space to allow dementia carers to 

comfortably access information and carry out anti-

stress activities. In terms of online support, Big Silver 

has effectively harnessed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groups, the programme phone app and websit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create a platform for carers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facilitate mutual help 

and encouragement.

• L a b o u r  a n d  W e l f a r e  B u r e a u ’ s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After receiving funding from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Pok Oi was able to 

launch the ’Butterfly Age-friendly Network’ and 

’Butterfly Age-friendly Network II’ programmes in 

Tuen Mun, which seek to form volunteer networks 

and assign volunteer teams to offer care and aid to 

elderly residents in need in the community and 

create systems of neighbourly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lso been sponsored by the Fund to 

run ’Link UP Tsing Yi Island’, a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 that organises activities and small groups to 

reinforce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well-

being for Tsing Yi families and residents, aiding in 

their positive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i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ir 

parent-child bonds.

•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s Funding 

Scheme for Children’s Well-being and 

Development

This year, Pok Oi was honoured to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s Funding 

Scheme for Children’s Well-being and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the ’More than Games: Children 

Development Program’ at its child and youth 

centres. Since its inauguration 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two-year programme has promo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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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play and sport to childhood 

development through parental education and a 

diverse range of activities, in the hopes of fully 

unlocking children’s potential and enabling them to 

wholly enjoy their childhood.

• ‘Better • Together’— Carer Support 

Program with Support from Food 

and Health Bureau’s Mental Health 

Initiatives Funding Scheme

Pok Oi was also delighted to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Mental Health to launch 

the ’Better • Together’ Carer Support Programme at 

its subsidiary child, family and youth services. 

Through a series of positive, anti-stress activities and 

the support from professional teams, the 

programme offers relief to family members and 

carers of mental health patients, helping them deal 

with their pressur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e 

programme is expected to last two years starting 

from Q1 this year, aiming to help allay the 

emotional distress experienced by the family carers 

of mental health patients.

• Pok Oi Hospital Emergency Relief Fund

The Pok Oi Hospital Emergency Relief Fund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1997 to provide urg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eople and their family who 

encountered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so as to 

offer prompt and effective support. Last April, a fire 

broke out at Po Tat Estate, Sau Mau Ping, leaving 

four dead and two injure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took immediate action to activate the relief fund 

and deliver timely assistance to affected families for 

their most pressing needs. A website was also set 

up to allow the public to make donations, and all 

the money raised has now been passed on to the 

affected families. In August the same year, a traffic 

accident occurred on Kwong Fuk Road, Tai Po, and 

a total of HK$200,000 was given by the Emergency 

Relief Fund to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victims in 

the accident. Also, after a fatal industrial accident at 

Chek Lap Kok in December, immediate relief in the 

form of HK$100,000 was offered to the families of 

the two deceased workers to help with their most 

urgent financial needs.

Since 2010, the Pok Oi Hospital Emergency Relief 

Fund has accepted over 160 applications and 

released around HK$3 million in emergency relief, 

helping people in need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Pok Oi is determined to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groups and 

organisations from various districts to promptly and 

effectively serve communities most in need of 

assistance, regardless of geographical and racial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Pok Oi was deeply saddened by the 

tragic passing away of Senior Inspector Kary Lam 

Yuen-yee, who died in action in September this 

year. A small gift was arranged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und,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donations 

from many members of the Board, as a token of 

our appreciation for Senior Inspector Lam’s brav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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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in Education
Pok Oi operates three secondary schools, one 

primary school, and five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under the maxim of ’Erudition and Virtue’. Our 

sister organis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Former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also 

manages one secondary school and three primary 

schools, striving to provide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cultivating their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and nurturing Hong Kong’s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To enrich our students’ 

learning resources, the Board allocates funding 

every year to sponsor our schools in organising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overseas 

exchange tours and other diverse learning 

experiences,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learn and 

grow through hands-on experience. Our students 

have also excelled in many major open and inter-

school competitions, achieving outstanding results 

and awards.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s part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iming to 

develop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country, affection for their people, 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their awarenes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ollective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Pok 

Oi schools have been working untiringly to align 

themselves with and implement the Education 

Bureau’s new pedagogical concepts and guidelines, 

such as following the Bureau’s instructions on the 

display of national flag and conduct of national flag 

raising ceremonies at schools, and strengthening 

support measures and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for national education. Last June, Pok Oi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Former 

Directors of Pok Oi Hospital were honoured to 

present Dr. Elsie Leung, GBM, JP as the keynote 

speaker for ou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y. Our 

school directors, principals and teaching staff 

benefitted immensely from Dr. Leung’s insights into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matter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 three Pok Oi 

secondary schools will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Education Bureau’s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outreach seminars, in which our teaching staff will 

learn how to plan for and enhanc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so as to 

boost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country 

an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which are key to helping them develop into good, 

law-abiding citizens.

Education services are becoming more complex by 

the day. In face of the dynamic changes in society, 

including politics, health and hygiene, and anti-

epidemic work, the Pok Oi Board, as school 

sponsoring body, takes the view that we should 

remain flexible and agile in our approach to 

pedagogy and curriculum content. Due to the 

epidemic, in order to protect students’ health and 

reduce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schools have had to 

stop face-to-face classes. To minimise the impact on 

teaching and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uspending classes without suspending learning’, 

our schools have been employing a wide range of 

e-learning strategies and platfor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aterials and allow them to attend 

online classes at home,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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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with the Times: Raising 
Funds to Spread Love and 
Goodwill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mong Pok Oi Board 

of Directors, management team and other service 

departments, we have launched the Pok Oi Currents 

newsletter to boost staff morale, share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t Pok Oi with external organisations,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philanthropy and 

community service. Indeed,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services at Pok Oi has relied on the 

kind patronage from many different groups in 

society. Their generosity and dedication have 

inspired and engendered numerous acts of charity 

and goodwill. We hope to inspire more companies 

and charity funds to support our work,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pursue excellence, develop a diverse 

range of fund-raising projects, and serve our 

community. A new and innovative project this year 

has been ’Shanghai Commercial • Pok Oi Virtual 

Cycle for Millions’, sponsored by 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Combining the new sports trend 

of virtual cycling with fund-raising for charity, the 

initiative encouraged the public to stay positive even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to tackle challenges head-

on, and go beyond our normal personal limits.

Given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Pok Oi’s usual fund-rais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Many events we have been 

preparing for and promoting had to be cancelled 

last-minute, such as Pok Oi Youth Concert, Pok Oi 

Charity Artefacts Walk, Pok Oi Martial Arts 

Conference, Pok Oi Cycle for Millions, Pok Oi x Old 

Master Q Hong Kong Charity Run, Pok Oi Cup 

Charity Luncheon, and Pok Oi Charity Golf 

Competition, etc. Likewise, many projects that we 

have been planning for also had to be delayed, 

including Pok Oi Charity Go-Kart Race, the planned 

columbarium with a licensed organisation, Pok Oi 

Racial Diversity Guinness World Record-Breaking 

Camp, the lobbying work to establish Hong Kong 

Permanent Campsite, and a luxury sports cars 

charity show, etc.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Vice-Chairmen and 

Directors for their selfless contributions, providing 

valuable resources from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to 

realise new and innovative fund-raising projects.

Conclusion

Finally, I must hereby extend my most sincere thanks 

to the Pok Oi Board and our entire staff, comprising 

some 1,500 colleagues, for their hard work over the 

past year. They have upheld their duties in such a 

steadfast and capable manner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ir determination to tackle challenges 

head-on is truly invaluable and inspiring, and I 

hereby pay tribute to their fearlessness of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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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I hope that the epidemic will subside soon and our 

lives can return to normal, and society can return to 

its former glory. Pok Oi will remain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our mission and tasks, and also 

welcome new challenges with confidence and 

resolve. I am deeply convinced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ew Chairman, Madam Lam 

Kwan, Pok Oi’s extraordinary legacy will reach even 

greater heights.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onour the words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My best wishes to you all and the best of health.

Dr. Jim Lee

Chairman of the 72nd 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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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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文院士

Mr. LEE Wai Man, PMSM, FS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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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25

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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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裁 Ribbon Corp. Ltd. (t.a. 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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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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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演音像 /中國兄弟電影有限公司 主席 /董事 East Act Entertainment Ltd./China Brother Movie Ltd. Chairman/Board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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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屆顧問 Shine Tak Foundation Current Adv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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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21/2022 校董 POH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21/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18/2022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8/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21/2022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21/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21/2022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21/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幼稚園幼兒中心2021/2022 校董 POH Kindergarten/Day Nursery 2021/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 •醫院管治委員會2021/2022 主席 Hospital Governing Committee of Pok Oi Hospital 2021/2022 Chairman

醫院管理局新界區域諮詢 
委員會2021/2022

委員 New Territories Reg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Hospital 
Authority 2021/2022

Member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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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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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豐億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Great Harvest Maeta Holdings Limited CEO & Executive Director

創康維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Kon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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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6/202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6/202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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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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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2

校董 POH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17/2018, 2019/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安老服務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POH Elderly Services Committee 2020/2021 Chairman

博愛醫院醫療服務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POH Medical Services Committee 2020/2021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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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7/202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17/202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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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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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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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省德學校2016/現在 名譽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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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副主席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18/現在 校董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2018/現在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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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中華中小企業商會2020 名譽會長

香港汕頭社團總會2021/現在 常務副主席

香港汕頭商會2021/現在 常務副會長

九龍總商會2021/2023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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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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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2 校董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20/2021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20/2021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20/2021 榮譽校董

博愛醫院幼稚園幼兒中心2020/2021 校監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2020/2021 主席

博愛醫院2012/2019 總理

博愛醫院2019/2022 副主席

美孚荔灣街坊會 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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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台山

Native Province : Taishan

陳國基博士, MH
Dr. CHAN Kwok Ki, MH

醫療輔助隊 副總監（少年團）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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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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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體藝中學 副校監 Jockey Club Ti-I College Deputy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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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 
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

運動禁藥紀律專責 
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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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of Anti-doping 
Disciplinary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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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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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社區參與及服務 
委員會委員

Physical Fitnes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Member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Service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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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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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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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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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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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教育服務委員會2021/2022 主席 POH Educ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2021/2022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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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20/202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20/202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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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廣東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Guangdong

廖齡儀女士
Mdm. Cand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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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獅子會眼庫 董事 Lions Eye Bank of Hong Ko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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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獎2021 – GBA Outstanding Women Entrepreneur Awards 2021 –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20/202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20/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幼稚園幼兒中心 
2012/2013,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Kindergarten/Day Nursery  
2012/2013,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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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籌募及推廣委員會2021/2022 主席 POH Fundraising and Promotion Committee 2021/2022 Chairman

博愛醫院2021/202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21/202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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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海南省

Native Province : Hainan

韓嘉軒女士
Mdm. HON 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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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會董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Watch Trades & Industries Ltd. 
2018/2022

Director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2016/2022 常務會董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6/2022

Executive Director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粵港澳大灣區 
「灣中」經貿辦事處

副執行官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Deputy Executive Officer

九加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Nine Plus Tw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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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2 副會長 Wuji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16/2022 Vice President

美國寶石研究院校友會澳門分會2017/2022 創會會長 GIA Alumni Association (Macau Chapter) 2017/2022 Founding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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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21/202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21/2022 Vice Chairman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2020/202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20/2022

School Manager

香港中西區女企業家協會2020/2022 創會副會長 Hong Kong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Women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2020/2022

Founding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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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籍貫 : 上海寧波

Native Province : Ningbo, Shanghai

曹思豪先生
Mr. Simon TSO

MOS House Group Ltd (HKEX 1653) 主席 &行政總裁 MOS House Group Ltd (HKEX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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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Cyber Building Limited Chairman

博愛醫院2021/2022 副主席 Pok Oi Hospital 2021/202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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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各區工商聯 副會長 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Ltd 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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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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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1-2022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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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2 校董 POH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14/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2/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2/2022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Guangdong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F8企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8347）

主席兼執行董事

長城（國際）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長

迅祥鋼鐵有限公司 董事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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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副主席兼義工團主席

全港各區工商聯 永遠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2012–2022 總理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及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2013–2022

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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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高要

Native Province : Gaoyao, Guangdong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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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General Agents and Manag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President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14/2022 校董 POH Chan Kai Memorial College 2014/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3/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3/2022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蕭潔嵐女士
Mdm. Sabrina XIAO

華盛控股集團 執行董事

A&S Plus Limited 董事

香港東區婦女聯會 名譽會長

香港惠東同鄉社團總會 名譽主席

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委員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2020/2022 校董

博愛醫院2015/2021 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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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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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LKKC C.P.A. LIMITE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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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香港及 
國際分會有限公司

創會理事 China Real E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Chapter Limited

Founding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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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fessional Members 
Committee’s Chairman

香港新界西獅子會 創會第二副會長 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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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2 副主席 Hong Kong Star Racing Team 20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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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2

副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16/2022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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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Tang Pui King Memorial College 2020/2022 School Manager

博愛醫院2015/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5/2022 Director

元朗區體育會 董事 Yuen Long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Lt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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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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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法律顧問 Fullshare Holdings Limited (HKEX Code: 00607) Chief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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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互動媒體控股有限公司 法務合規總監 Asia Interactive Content Holdings Limited Head of Legal and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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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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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2018/2022

校董 S.K.H. Yuen Chen Maun Chen Primary School 2018/2022 
S.K.H. Yuen Chen Maun Chen Jubilee Primary School 2018/202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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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Welfar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Chairman

香港城市大學基金 最高榮譽會長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ation Honorary Patron

香港城市大學校務委員會 委員 The Court of CityU Member

香港城市大學 榮譽院士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orary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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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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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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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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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2020/202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80th Anniversary Tang Ying Hei College 
2020/2022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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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福建

Native Province : Fujian

王陳鴛鴦女士
Mrs. WONG CHAN Yuen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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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成雲石有限公司 董事 Free True Marble Lt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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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7/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2 Director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2020/2022 校董 Pok Oi Hospital Chan Kwok Wai Primary School 2020/2022 School Manager

恆香冰室 董事 Hang Heung Bakery Cafe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周啟榮先生
Mr. CHOW Kai Weng, K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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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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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2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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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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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福建廈門

Native Province : Xiamen, Fujian

余志宏先生
Mr. YU Chi Wang,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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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2017/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17/2022 Director

聯合華人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基金 (2018) 創會主席 UCESR Foundation Limited (2018) Founding Chairman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惠陽

Native Province : Huiyang, Guangdong

林世强博士
Dr. LAM Sai Keung,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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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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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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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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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會啟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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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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番禺

Native Province : Panyu

關永樂先生
Mr. KWAN Wing Lok, Michael

行樂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 主席

公益金之友西貢區委員會 主席

夢想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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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通安全隊訓練發展署 高級總隊監

斐濟駐港 名譽領事 
榮譽總顧問

香港女子足球總會 名譽會長

博愛醫院2016/2017, 2018/2022 總理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吳志雄先生
Mr. NG Chi Hung, Ed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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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主席 Wanchai and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 2021/2023

President

灣仔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2016/2022 名譽會長 Wanchai District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2016/2022

Honorary President

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名譽會長會2015/2022 名譽會長 Wanchai District Fire Safety Ambassador Honorary Presidents’ 
Association 2015/2022

Honorary President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中文寫作2016/2022 主任委員 HK Youth Cultural & Arts Competitions Committee 
2016/2022

Director Committee  
Member

孔教學院2017/2022 名譽副院長 The Confucian Academy 2017/2022 Honorary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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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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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雲南省 政協委員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Yunnan Province) Committee Member

元朗區少年警訊 名譽會長 Yuen Long Junior Police Call Honorary President

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委員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Yuen Long District) Committee Member

中國廣東社團總會 常務副主席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Guangdo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The Hong Kong Island Federation Limited Executive Vice Director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副主席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Chiu Chow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Ltd. Vice Chairman

香港汕頭商會 會長 Hong Kong Swatow Merchants Association Limited President

香港潮商互助社 常務副理事長 Hong Kong Chiu Chow Merchants Mutual Assistance Society Ltd. Executive Vice Director

香港澄海同鄉聯誼會 會長 Hong Kong Ching Hoi Clansmen’s Association Limited President

香港南澳協會 創會會長 Hong Kong Nam O Association Founding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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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1 副主席

屯門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201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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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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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

Native Province : Guangdong

柯耀華先生
Mr. OR Yiu Wah, Anson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推選委員會 委員

2021年選舉委員會 委員

孔教學院 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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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名譽會長

香港南華體育會 永遠名譽會長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汕頭

Native Province : Shantou

吳泰榮博士
Dr. NG Tai Wing, De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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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長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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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汕頭商會 副會長 Hong Kong Swatow Merchants Association Ltd Vice President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 會董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irector

資本才俊–2019 – Capital — CEO of the year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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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肇慶

Native Province : Zhaoqing

邵賢偉博士
Prof. Dr. SIU Yin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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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Guangdong

葉嘉威博士
Dr. Charlie IP

數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MTT Group Holdings Limited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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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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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董事局 總理 Board of Directors of Yan Chai Hospital Director

九龍東區扶輪社 社長 Rotary Club Kowloon East President

香港浸會大學基金企業家委員會 委員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oundation — 
Membership of the Entrepreneur Committee

Committee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獨立校董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Shun Yeung Primary School Independent Manager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校董 Yan Chai Hospital Lan Chi Pat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School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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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名譽會長 North District Arts Advancement Association 2017/2019 Permanent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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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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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蘇

Native Province : Jiangsu

姚茂龍先生, MH
Mr. YIU Mau Lung, MH

海興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遠東五金行（香港） 董事長

達興機械（東莞 /珠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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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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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順德

Native Province : Shunde

楊敏健先生
Mr. YEUNG Mun Kin,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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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Director

大埔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2020/2022 會長 TPDIST JPC Honorary President Council President

博愛醫院2020/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20/2022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州花都

Native Province : Huadu, Guangzhou

梁志杰先生
Mr. LEUNG Chi Kit

建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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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 San Yip Decoration Company Limited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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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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彭國榮博士
Dr. PANG Kwok Wing, Charles

加煌國際教育集團 執行董事 AK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北京加拿大國際學校 執行董事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中加學校 執行董事 Concord Colleges of Sino-Canada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北京中加學校 董事 Beijing Concord Colleges of Sino-Canada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深圳（南山）中加學校 董事 Nanshan Concord College of Sino-Canada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深圳南山國際學校 董事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Nanshan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安徽中加學校 董事 Anhui Concord College of Sino-Canada Executive Director/ 
Board of Directors

廣東東莞市環宇體育娛樂有限公司 董事長 Guangdong Dongguan Huanyu Sports Entertainment Co., Ltd Chairman

– – TOTAL MEDIA Director

愛丁堡公爵國際獎 – The Duke of Edinburgh’s International Award Foundation –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恩平

Native Province : Enping

嚴皓云先生
Mr. YIM Kevin Howon

– – Ventris Lifestyle Director

– – Edeel (Cambodia) Payment Vice-Chairman

樂善營（慈善團體） 名譽會長 Care Action/Care Camp Honorary President

絲路國際公益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名譽會長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K) Honorary President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47

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中山

Native Province : Zhongshan

李偉文院士, PMSM, FSERA
Mr. LEE Wai Man, PMSM, FSERA

聯合華人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基金 義務總幹事 UCESR Foundation Limited Honorary CEO

勤豐管理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董事局首席執行顧問 Canfield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Ltd Board Principal Executive 
Consultant

法律改革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2014/17）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Sub-Committees Sub-Committees Member 
(2014/17)

社會企業研究院 院士 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Academy Fellow

香港中山石岐聯誼會 會董 – –

中山三鄉鎮（香港）同鄉會 會員 – –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 會員 – –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寶安縣

Native Province : Baoan, Guangdong

潘文思怡女士
Mrs. POON MAN See Yee, Florence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執業資深會計師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FCPA (Practising)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中國執業註冊會計師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ICPA (Prac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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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稅務學會 香港註冊稅務師 The Tax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CFA

香港珠海高新區唐家灣聯誼會有限公司 執行副會長及財務長 Hong Kong Zhuhai Hi-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Tangjiawan Association Limit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 
Treasurer

香港女童軍總會荃青分會 義務稽核務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 Tsuen Tsing  
District Association

Hon Auditor

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榮譽核數師 The Alumni Association of Shaw Colleg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td

Hon Auditor



48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1-2022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陳龍銘先生
Mr. CHAN Lung Ming

安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編號8245）

主席兼執行董事 On Re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HKEX Stock Code 8245)

Chairman &  
Executive Director

信星亞太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Starlab APAC Limited Managing Director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東莞

Native Province : Dongguan

盧官佃先生
Mr. LO Kwun Tin

宏泰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 Wan Tai Property Limited Director

博愛醫院 總理 Pok Oi Hospital Director

公益金之友西貢區委員會 副主席 Friends of The Community Chest Sai Kung District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香港禁毒青年服務團 榮譽會長 Hong Kong Against Narcotic Youth Service Cadet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華商慈善基金會 榮譽主席 HJCCOC — Charity Fund Honorary Chairman

夏蕙慈善基金 榮譽會長 Hai Wai Charity Found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香港新界地產代理商聯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Real Estate Agencies General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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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濟駐港名譽領事 總顧問 Hon Consul for Fiji Islands in HK Chief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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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
董事局成員簡介

總理

Director

籍貫 : 廣東潮州

Native Province : Chaozhou, Guangdong

陳燕萍女士
Mdm. CHAN Yin Ping

博愛醫院2021/2022 總理 Pok Oi Hospital 2021/2022 Director

香港汕頭商會 副會長 HONG KONG SWATOW MERCHANTS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香港島婦女聯會 名譽會長 Hong Kong Island Women’s Association Hon.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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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前海香港商會 創會理事 Hong Kong Chamber of Commerce Qianhai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中國飯店業名人俱樂部 副主席 China Hotel Industry Celebrity Club Vice Chairman

國際旅遊業交流基金會 理事長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Tourism Club President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 創會理事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Entrepreneurs Union

Founding Council Member

香港旅遊業議會 — 出外旅遊委員會 業界委員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ong Kong — Outbound 
Committee

Trade Members

粵港澳大灣區旅行社、酒店及餐飲業聯盟 創會常務副主席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urism, Hotel & 
Catering Union

Founding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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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楷紀念中學
校監： 冼敏英女士

首席校董： 李柏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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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威小學
校監： 冼敏英女士

首席校董： 李柏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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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基博士 , MH

替代辦學團體校董：莊紹文博士

鄧佩瓊紀念中學
校監： 鄧英喜太平紳士

首席校董： 李柏成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方俊文先生

廖齡儀女士

郭志成先生

林麗儀女士

周啟榮先生

榮譽校董： 陳國基博士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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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柏成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陳俊民先生

韓嘉軒女士

袁志平先生

劉達泉先生

林世强博士

榮譽校董： 陳國基博士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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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基博士 , MH

副主席： 黃曉君女士 廖齡儀女士

首席校董： 李柏成博士

校董： 林  群女士
韓嘉軒女士

曹思豪先生

方俊文先生

袁志平先生

劉達泉先生

王陳鴛鴦女士

周啟榮先生

林世强博士

王文漢博士 , MH
柯耀華先生

吳泰榮博士

楊啟健博士

楊敏健先生

彭國榮博士

嚴皓云先生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
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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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主席芳名

歲次庚申（1920–21年） 鄧璧如

歲次辛酉（1921–22年） 鄧煒堂

歲次壬戌（1922–23年） 鄧足彬

歲次癸亥（1923–24年） 伍醒遲

歲次甲子（1924–25年） 鄧煒堂

歲次乙丑（1925–26年） 伍醒遲

歲次丙寅（1926–27年） 鄧煒堂

歲次丁卯（1927–28年） 盛連光

歲次戊辰（1928–29年） 鄧伯裘

歲次己巳（1929–30年） 伍礪石

歲次庚午（1930–31年） 林煥墀

歲次辛末（1931–32年） 蔡寶田

歲次壬申（1932–33年） 伍心泉

歲次癸酉（1933–34年） 鄧伯裘

歲次甲戌（1934–35年） 沈冠南

歲次乙亥（1935–36年） 伍耀雲

歲次丙子（1936–37年） 黃耀東

歲次丁丑（1937–38年） 顏鏡海

歲次戊寅（1938–39年） 余焯生

歲次己卯（1939–40年） 黃熾普

歲次庚辰（1940–41年） 霍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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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次丙戌（1946–47年） 鄧伯裘

歲次丁亥（1947–48年） 鄧伯裘

歲次戊子（1948–49年） 黃子律

歲次己丑（1949–50年） 趙聿修

歲次庚寅（1950–51年） 趙聿修

歲次辛卯（1951–52年） 趙聿修

歲次壬辰（1952–53年） 趙聿修

歲次癸巳（1953–54年） 趙聿修

歲次甲午（1954–55年） 楊永康

歲次乙未（1955–56年） 楊永康

歲次丙申（1956–57年） 楊永康

歲次丁酉（1957–58年） 程振球

歲次戊戌（1958–59年） 程振球

歲次己亥（1959–60年） 程振球

歲次庚子（1960–61年） 程振球

歲次辛丑（1961–62年） 周  有

歲次壬寅（1962–63年） 鄺國理

歲次癸卯（1963–64年） 甘光孝

歲次甲辰（1964–65年） 陳  泰

歲次乙巳（1965–66年） 鄧英奇

歲次丙午（1966–67年） 梁省德

歲次丁未（1967–68年） 馬紹章

歲次戊申（1968–69年） 梁哲若

歲次己酉（1969–70年） 趙不弱

歲次庚戌（1970–71年） 黃學儀

歲次辛亥（1971–72年） 蔡  準

歲次壬子（1972–73年） 鄭任安

歲次癸丑（1973–74年） 古道誠

歲次甲寅（1974–75年） 張錦鴻

歲次乙卯（1975–76年） 劉皇發

歲次丙辰（1976–77年） 鄧文爕

歲次丁巳（1977–78年） 蔡國楨

歲次戊午（1978–79年） 黃源章

歲次己未（1979–80年） 楊晉培

歲次庚申（1980–81年） 梁水發

歲次辛酉（1981–82年） 黎錦文

歲次壬戌（1982–83年） 柯利德

歲次癸亥（1983–84年） 李惠光

歲次甲子（1984–85年） 鄧兆棠

歲次乙丑（1985–86年） 梁安福

歲次丙寅（1986–87年） 劉  昌

歲次丁卯（1987–88年） 鄭海泉

歲次戊辰（1988–89年） 朱世熙

歲次己巳（1989–90年） 王德渭

歲次庚午（1990–91年） 鄧英業

歲次辛未（1991–92年） 陳國威

歲次壬申（1992–93年） 鄧英喜

歲次癸酉（1993–94年） 蕭炎坤

歲次甲戌（1994–95年） 李家松

歲次乙亥（1995–96年） 蘇邦俊

歲次丙子（1996–97年） 王東昇

歲次丁丑（1997–98年） 王基源

歲次戊寅（1998–99年） 簡浩秋

歲次己卯（1999–00年） 蕭成財

歲次庚辰（2000–01年） 王振聲

歲次辛巳（2001–02年） 曾元鴻

歲次壬午（2002–03年） 黃啟泰

歲次癸未（2003–04年） 陳振彬

歲次甲申（2004–05年） 張伍翠瑤

歲次乙酉（2005–06年） 葉曜丞

歲次丙戌（2006–07年） 王惠棋

歲次丁亥（2007–08年） 林建康

歲次戊子（2008–09年） 藍國慶

歲次己丑（2009–10年） 潘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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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次庚子（2020–21年） 簡陳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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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永遠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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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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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陳擷霞女士MH, O.S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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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當年顧問

趙家樂先生 張玉書先生 王菲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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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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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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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慶鋒先生

楊金生先生

衛炳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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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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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定光議員 GBS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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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歷屆總理聯誼會（第五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永遠會長：
李家松先生 , O.St.J., JP 陳錦福先生 , MH 黃啟泰先生 , MH, O.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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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長安先生

當年會長：
李柏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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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曉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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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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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超先生 , BBS, MH, JP 鄧兆棠先生 , SBS, JP

王基源先生 , SBSt.J 蘇邦俊先生 陳鴻基博士 , MBE, JP 張伍翠瑤博士 , JP

蘇國恩先生 李掌賢先生 蘇廣文先生 梁淑莊律師

梁福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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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文素娟女士

黃雅信醫生 黃志源先生 李淑媛女士 孫蔡吐媚女士

江　昕博士 杜玉鳳女士 歐倩美女士 陳振超先生

韋志豪先生 吳錦青先生 , MH 吳榮基先生 , CSt,J 林　群女士

陳國基博士 , MH 廖齡儀女士 曹思豪先生 方俊文先生

陳俊民先生 黃偉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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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茂龍先生 , MH 梁志杰先生 楊敏健先生 彭國榮博士

嚴皓云先生 李偉文院士 潘文思怡女士 陳龍銘先生

盧官佃先生 陳燕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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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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拓展及資訊科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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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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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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資料

藍地安老院舍項目
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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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駿達

委員： 黃曉君
陳國基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方俊文

陳俊民
黃偉光
蕭潔嵐
郭志成
林麗儀
袁志平

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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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駿達

委員： 黃曉君
陳國基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方俊文

陳俊民
黃偉光
蕭潔嵐
郭志成
林麗儀

增補委員： 袁志平

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委員會名單

過渡性房屋計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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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駿達

委員： 黃曉君
陳國基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方俊文
陳俊民
黃偉光

蕭潔嵐
郭志成
林麗儀
袁志平
吳泰榮
葉嘉威
邵賢偉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主委： 林  群

第一副主委： 陳首銘

第二副主委： 周駿達

第三副主委： 郭志成

當然委員： 李柏成

委員：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陳俊民
黃偉光
林麗儀
吳志雄

邵賢偉
姚茂龍
彭國榮
嚴皓云
潘文思怡
盧官佃
陳燕萍

人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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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俊文

當然委員： 李柏成

委員： 陳國基
廖齡儀
韓嘉軒
曹思豪
蕭潔嵐
袁志平
劉達泉

王陳鴛鴦
林世强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葉嘉威
楊啟健

安老服務委員會
主委： 林  群

第一副主委： 黃曉君

第二副主委： 陳國基

第三副主委： 韓嘉軒

第四副主委： 方俊文

當然委員： 李柏成

委員： 陳首銘
周駿達
曹思豪
袁志平
劉達泉
王陳鴛鴦

關永樂
李星強
梁志杰
楊敏健
潘文思怡
陳龍銘

醫療服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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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思豪

第四副主委： 黃偉光

當然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委員： 陳國基
韓嘉軒
蕭潔嵐
余志宏
關永樂
吳志雄

姚茂龍
彭國榮
嚴皓云
李偉文
陳龍銘

建設拓展及資訊科技
委員會
主委： 黃曉君

第一副主委： 陳首銘

第二副主委： 周駿達

第三副主委： 曹思豪

第四副主委： 邵賢偉

當然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委員： 韓嘉軒
方俊文
郭志成
劉達泉
余志宏
李星強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葉嘉威
楊啟健
梁志杰
楊敏健
彭國榮
嚴皓云
李偉文

教育服務委員會
主委： 陳國基

第一副主委： 黃曉君

第二副主委： 廖齡儀

第三副主委： 韓嘉軒

第四副主委： 曹思豪

當然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委員： 方俊文
袁志平
劉達泉
王陳鴛鴦
周啟榮
林世强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楊啟健
楊敏健
彭國榮
嚴皓云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
主委： 廖齡儀

第一副主委： 陳國基

第二副主委： 韓嘉軒

第三副主委： 王陳鴛鴦

第四副主委： 余志宏

當然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委員： 方俊文
郭志成
林世强
王文漢
柯耀華
吳泰榮
葉嘉威
楊啟健

彭國榮
嚴皓云
李偉文
潘文思怡
陳龍銘
盧官佃
陳燕萍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委員會
主委： 韓嘉軒

第一副主委： 陳國基

第二副主委： 曹思豪

第三副主委： 林麗儀

第四副主委： 周啟榮

當然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委員： 郭志成
余志宏
關永樂
葉嘉威

李偉文
陳龍銘
盧官佃
陳燕萍

審核委員會
主委： 曹思豪

第一副主委： 廖齡儀

第二副主委： 韓嘉軒

第三副主委： 林麗儀

第四副主委： 袁志平

當然委員： 李柏成
林  群

委員： 陳俊民
黃偉光
林世强
吳志雄

姚茂龍
潘文思怡
盧官佃
陳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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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第七十二屆董事局
出任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名單

博愛醫院管治委員會
（博愛醫院董事局代表）

主席： 李柏成

委員： 林   群
陳首銘

周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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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陳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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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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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社會及教育服務
副總幹事 吳凱孚 dceo@pokoi.org.hk
醫護總監 戴兆群醫生 hmns@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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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副總監（安老服務） 葉雅麗 tkic@pokoi.org.hk
社會服務副總監（安老服務） 單淑勤 dss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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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健瑩 cmsm3@pokoi.org.hk
中醫財務副總監 林曉玲 cmsam@pokoi.org.hk
署理中醫服務高級經理 余嘉欣 cmsm1@pokoi.org.hk
中醫業務發展經理 丁豪輝 cmsbdm@pokoi.org.hk
中醫服務經理 葉秀君 cms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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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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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理行政副總監 阮慧妍 am@pokoi.org.hk
行政副經理 黃誼堅 a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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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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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恩 ait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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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董事局總辦事處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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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地圖

社會服務醫療服務 中醫服務 教育服務 基層住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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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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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董事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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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賀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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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賀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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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葵涌葵盛西邨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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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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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健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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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健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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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屬下服務單位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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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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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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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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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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芸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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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瓜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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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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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村 新界元朗西菁街26號
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

電話：9071 0780
傳真：2470 7373

註冊中醫師

梁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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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4 3514
傳真：2831 9800

註冊中醫師

梁智媛

cmpmc4@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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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服務經理

葉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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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saco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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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saco3@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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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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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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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st@poko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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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麗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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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時顯

cmp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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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6 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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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號
欣榮商業大廈17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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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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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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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康淇

khkic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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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雪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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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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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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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副總監

單淑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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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燕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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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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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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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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元朗江夏圍過渡性房屋項目

博愛江夏圍村
由運房局撥款十一億資助，博愛醫院轄下建築

小組及恒基地產監督本過渡性房屋項目。博愛

醫院將以非牟利形式營運，供輪候公屋三年或

以上的低收入家庭 (人士 )及現居於惡劣環境及

有迫切需要的家庭 (人士 )入住。

本項目之住宅大樓以創新的「組裝合成」(MiC)

建築法興建，運送於廠房預製的組件至工地再

直接裝嵌成建築物。預製組件在送達工地前已

安裝地板、廁所及廚櫃，從而減省現場施工工

序，大幅度加快項目落成時間。

博愛江夏圍村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動工興建，項

目分兩期工程進行；

第一期工程的四座住宅大樓將提供四百零二個

一至二人單位；三百六十個三至四人單位；十

九個五至六人 /無障礙單位；及兩座綜合服務大

樓以提供基本便利設施（小型街市及便利店）、

社區飯堂及餐廳、醫療服務（中醫、西醫及牙科

服務）及社會服務（長者日間照顧服務、青少年

服務及兒童及家庭服務）；

第二期工程的四座住宅大樓將提供七百二十

二個一至二人單位；四百六十四個三至四人單

位；及三十一個五至六人 /無障礙單位。

整個項目合共提供一千九百九十八個單位，受

惠人數達四萬人。

博愛江夏圍村整體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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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元朗江夏圍過渡性房屋項目

第一期四座住宅大樓共七百八十一個組裝合成單位 (MiC)預計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供首批住戶入

伙，兩座便利設施服務大樓亦預計同時落成，為住戶提供各項服務。第二期四座住宅大樓共一千二

百一十七個組裝合成單位 (MiC)預計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供住戶入伙。

註：以上資料截至2022年1月止。

一至二人示範單位

三至四人示範單位

便利設施服務大樓 一

便利設施服務大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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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隨著香港人口迅速老化，長者及基層照顧者對

安老院舍服務的需求愈見殷切。博愛醫院一直

致力提供優質的長者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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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興建全港最

大的長者安老院舍「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

理及護養安老院舍」。項目建築費用將由社會福

利署獎券基金透過「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

計劃」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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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程邁進 •醫社合一
有賴政府各部門對項目的支持，前期勘察及評

估工作已順利完成，項目詳細設計階段亦接近

尾聲，待興建費用撥款獲批後，工程招標工作

將立即展開。為照顧院舍長者的生活需要及提

供多元化優質服務，院舍將設立跨專業駐院團

隊提供二十四小時起居照顧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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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戶亦能得到一站式的診療及護理照顧。

科技拓新 •與時俱進
人口老化為醫療體系及安老照顧服務帶來嚴峻

挑戰，而樂齡科技打破傳統界限，透過結合老

年學及嶄新科技，以支援長者日常生活需要。

院舍除配備各類高科技的樂齡產品外，更將引

入電子化院舍管理系統，為長者建立個人檔案

及制訂健康改善計劃，提供全面及適切的照顧

服務。此外，隨著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 (5G)面

世，項目團隊在院舍設計階段已預留所需之基

建空間，為打造智慧樂齡院舍作好準備，以提

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以及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深耕細作 •長幼同樂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將採用綠色建築概念，設計團隊利用園林綠

化、空中花園、再生能源應用等設計減低碳排

放，致力為長者打造天然綠化的居住環境。此

外，院舍內將設置一所幼兒中心，提供六十個

幼兒照顧服務名額，為有需要照顧三歲以下子

女的僱員提供日間幼兒中心服務，鼓勵長幼互

動同樂，締造跨代情誼。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71

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

集思廣益 •至臻完善
為讓項目能順利推行，本院成立藍地安老院舍

督導委員會，邀請社會賢達加入，負責項目的

指導及監督工作。委員會由博愛醫院董事局成

員及安老、醫護、學術、建築、財務及地區團體

等界別專業人士組成。

院舍模擬圖  

隨著項目發展陸續展開，督導委員會將繼續協

助本院爭取各界對項目的支持，務求讓院舍可

盡快投入服務，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與日增的

院舍服務需求。

設計時尚簡約的院舍大堂可直達兩座相連的護養院大樓及持
續照顧安老院大樓，方便親友進行探訪。

走道及房間門口設計簡潔鮮明，能有效導向及引領院友辨別
其房間位置。

內園設計將建築與環境相互結合，為長者打造綠色、寧靜及
舒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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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二零一九年至今，香港受疫情打擊巨大，社會彌漫負面情緒，其中尤以長者受影響至深，無論日常

起居，以至社交生活均受嚴重阻礙，直接影響身心靈健康。博愛醫院深信生活充滿希望，冀以生命

影響生命，特別推出「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藉主動關懷與溝通，為患上頑疾及有需要幫助的獨

居及隱蔽長者達成意義非凡的心願，讓老友記重現歡顏。「長者夢想成真計劃」榮幸獲得上海商業銀

行捐款贊助，支持長者追逐夢想，傳揚關愛。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
計劃亮點「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耆樂之聲歌唱比

賽2021」早前喜獲逾千名參加者報名參與，反

應相當熱烈。經過網上海選賽及電台複賽後，

十一個參賽單位成功脫穎而出，晉級總決賽。

為隆重其事，博愛醫院特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博愛長者

夢想成真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總決賽，各

參賽單位全程傾力演唱，競逐歌王歌后寶座！

追逐夢想，無分年齡界限！「博愛長者夢想成

真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自推出以來，廣受

長者支持；當中不少參加者更熱心分享其追夢

故事。為此，大會亦特別新增「積極參與獎」，

肯定多位參加者的努力與堅毅不撓的精神，冀

將正能量傳播到社會每一個角落。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

獲當代慈善基金全力贊助；黃廷方慈善基金、

農本方有限公司及上海商業銀行主力支持，為

一眾富有歌唱才能的長者打造黃金表演舞台，

成就銀髮音樂夢！總決賽當晚各參加者施展渾

身解數，演唱不同風格的中英文歌曲，以至粵

劇曲目、小曲等，競逐歌王歌后殊榮及豐富獎

金：冠軍 — 港幣三萬元，亞軍 — 港幣二萬元及

季軍 — 港幣一萬元，由上海商業銀行以存款戶

口形式贊助獎金。

為支持一眾參賽者勇於追逐音樂夢，大會榮幸

邀得活動榮譽顧問梁智鴻醫生GBM, GBS, OBE, JP

及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

主席林正財醫生SBS, JP蒞臨主禮；星級愛心大使

胡楓、薛家燕現身支持，並聯同熱愛音樂的藝

人嘉賓謝雪心、李龍基及Joe Junior一同為總決

賽擔任評審，鑑賞及肯定參加者的精彩演出。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圓滿舉行，鼓勵一眾熱愛唱歌
的長者追逐音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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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冠軍盧炘榮、亞軍林孟儀及季軍李錦榮聲動全城，現場氣氛一片高漲。

活動榮譽顧問梁智鴻醫生GBM, GBS, OBE, JP及香港行政會議
非官守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SBS, JP藉此活
動，呼籲市民多關愛身邊的老友記。

董事局暨活動籌委會主席李柏成博士喜獲不少長者特意致電感謝博愛醫
院推出「博愛長者夢想成真 • 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鼓勵他們重拾夢
想，令人鼓舞。

籌募及推廣委員會廖齡儀主席感謝社會各界對長
者的關愛，眾志成城，促成是晚的盛大活動。

星級愛心大使胡楓、薛家燕對參加者的精彩表演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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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計劃 •乒乓追夢之旅」

現年六十三歲的吳球於三十歲時不幸確診肌肉

萎縮症，但無礙其對乒乓球運動的熱誠，期盼

有日可與專業乒乓球手交流，增進技巧。博愛

醫院榮幸得到香港乒乓球總會的協助，安排於

今年曾代表香港出戰東京奧運的乒乓球好手林

兆恒出任特別嘉賓，與吳球伯伯切磋球技，讓

長者夢想成真。活動上林兆恒除與「博愛長者夢

想成真計劃」的受惠者吳球交流球技，亦與本院

陳國威小學的學生切磋及分享乒乓球技術與心

得，支持長者與香港運動員！

博愛醫院一直珍視各位長者的需要，除致力拓

展及優化屬下院舍及長者中心的設施與配套

外，亦積極推展各項便利長者的項目，讓長者

樂享晚年。未來本院將繼續招募「博愛長者夢想

成真計劃」個案，希望幫助更多長者完成非凡心

願，心靈富足。

當晚大會特增設「最佳衣著獎」及「最具台風獎」，
參加者亦傾力施展渾身解數，展現舞台魅力！

藝人謝雪心、李龍基及Joe Junior
亦 分 別 演 唱 多 首 經 典 歌 曲，以 歌
聲傳揚善心。

球 來 球 往，港 隊 乒
乓球代表林兆恒與

「博 愛 長 者 夢 想 成
真 計 劃」的 受 惠 者
吳 球 交 流 球 技，氣
氛熱烈！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的學生亦喜獲
機會與林兆恒切磋。

港 隊 乒 乓 球 代 表 林 兆 恒 向 在 座 各 學 生 分 享
乒乓球技術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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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傳訊及籌募活動

服務簡介
企業傳訊及籌募部主要為博愛醫院董事局籌劃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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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及了解，本

部門定期設計及編撰年報、各類型的通訊，透

過不同的渠道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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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辛丑年董事局曾拜訪運輸及房屋局、教

育局、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食物及衞

生局、房屋署、屯門民政事務處、中西區民政

事務處及蓬瀛仙館，藉此加強彼此的溝通，聯

繫及拓展合作空間，以獲得更多政府部門及善

團的支持，共謀善業。

本院於過去一年舉辦多個不同類型的籌募活

動，以支持院務持續發展籌募經費，活動包括：

博愛慈善餐舞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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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博愛×老夫子線上跑

2021，及於博愛花墟顯愛心慈善週推出線上捐

款平台，獲得眾多社會賢達、市民參與支持，

共襄善舉。博愛醫院與眾多地區團體一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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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應熱烈，為慈善出

心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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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訊及  

    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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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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亦按照傳

統習俗，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日齊心參拜神農

氏，祈求院務順景，善業興旺。

參拜過後，董事局成員隨即往博愛醫院及董事

局總辦事處參觀，了解各部門的運作，並於其

後到訪元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墓。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誠心參拜神農氏，祈求善業興旺。

一 眾 董 事 局 成 員 前 往 參 觀 博 愛 醫 院 及 董 事 局 總 辦 事
處，了解各部門的運作。

李柏成主席率領董事局成員，到訪元朗水牛嶺公園拜祭公墓。

董事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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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任期屆滿，新一屆辛丑年董事局於二

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正式履新，繼續秉承「博施濟

眾 •慈善仁愛」的宗旨服務社群。為隆重其事，

博愛醫院特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假香港瑰麗

酒店舉行「博愛醫院庚子辛丑年董事局交代就職

典禮」，邀得時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大紫荊勳賢, 

GBS太平紳士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太平紳士錄影致賀、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太平紳士透過視像形式主持監誓，多位政商

界友好及董事局前賢蒞臨觀禮，共證重要時刻。

是日出席的社會賢達包括：行政會議非官守議

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醫生 , SBS太平

博愛醫院庚子辛丑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
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

部）部長李薊貽、博愛醫院藍地安老院舍督導委

員會榮譽顧問梁智鴻醫生 , GBM, GBS, OBE太平

紳士、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 , CSDSM、立法會議

員謝偉俊太平紳士、時任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

政事務專員袁嘉諾太平紳士、新界鄉議局副主

席林偉強 , SBS太平紳士及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

利專員陳麗珠等，令典禮生色不少。

辛丑年董事局李柏成主席致辭時表示，博愛醫

院董事局將積極與社會各界及一眾善團深化合

作，讓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竭力濟困扶弱。未

來院方亦將舉辦更多元化的活動，期盼社會各

界續賜支持，成就更多惠民善舉。

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簡陳擷霞主席將印信移交予辛丑
年董事局李柏成主席，將關愛扶弱的使命傳承。

「博愛醫院庚子辛丑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假香港瑰麗酒店圓滿舉行。

李柏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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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社會各階層，並展望未來能繼續
攜手開拓善業，匡扶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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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董事局拜訪活動
為與社會各界保持緊密的聯繫，增進彼此的交

流與合作，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於本年度舉

行多項拜訪活動，與多個政府部門及友好團體

會面，積極加強溝通、交流意見。活動不但有

助博愛醫院優化各項服務，更可藉此向社會大

眾發放最新動向，讓各界對本院有更深入認

識，爭取廣大市民支持。

日期 拜訪單位

9月10日 元朗警區

9月15日 蓬瀛仙館

10月15日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10月21日 屯門民政事務處

10月22日 教育局

元朗警區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拜訪元朗警區，與元朗

警區指揮官何鎮宗總警司及多位警官就元朗及

天水圍區內的多個項目發展，交流意見。

蓬瀛仙館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拜訪蓬瀛仙館，與蓬瀛

仙館林赤有理事長及多位理事交流對慈善工作

的意見。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成員拜訪中西區民政事

務處，與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梁子琪太平紳士

會面，深化彼此的交流與合作。

屯門民政事務處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成員拜訪屯門民政事務

處，與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及一

眾官員會面，探討優化博愛各項服務的空間。

教育局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及屬下學校的校長，與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副局長蔡若蓮博

士太平紳士及一眾官員會面交流，就博愛醫院

屬下學校之未來發展，互相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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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拜訪單位

10月26日 運輸及房屋局

11月10日 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

11月22日 食物及衞生局

11月23日 房屋署

運輸及房屋局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成員拜訪運輸及房屋

局，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太平紳士、副局

長蘇偉文博士 , BBS太平紳士等一眾官員交流對

紓解本港房屋供應問題的意見。

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署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拜訪勞工及福利局、社

會福利署，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 

GBS太平紳士、社會福利署署長梁松泰太平紳

士及多位官員，交流社會福利服務發展的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拜訪食物及衞生局，與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常任

秘書長（衞生）陳松青太平紳士及一眾官員會

面，就推動基層醫療與公眾健康分享意見。

房屋署  

博愛醫院辛丑年董事局成員拜訪房屋署，與房

屋署署長王天予太平紳士、副署長（屋邨管理）

楊耀輝等官員會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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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慈善餐舞會2021
一年一度的「博愛慈善餐舞會」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八日假香港瑰麗酒店宴會大禮堂舉行，

今年餐舞會以經典傳承為理念，藉當晚盛典凝

聚各界善心，與博愛的百年善業一同世代傳

承，竭誠回饋社會。大會榮幸邀得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方建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 GBS太平紳士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擔任主

禮嘉賓，令活動生色不少。是次活動所籌得之

善款，將用作支持院方發展社會服務，讓更多

弱勢社群得到適切的援助。

「博愛慈善餐舞會2021」由藝人范振鋒、李思欣

擔任大會司儀，並設有多個精彩表演項目，包

括：由殿堂級鋼琴大師劉詩昆呈獻鋼琴表演；

著名古箏大師鄒倫倫博士彈奏古箏經典曲目；

Pallas國際兒童合唱團一眾熱愛歌唱的小朋友為

慈善獻聲；「聲夢傳奇」的一眾年青歌手Gigi炎

明熹、Rock何晉樂、Sherman潘靜文與Steven孫

漢霖亦傾力獻唱多首流行樂曲，帶動全場氣氛。

博愛醫院亦特意邀得早前於「博愛長者夢想成

真•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勝出的冠軍盧炘

榮、亞軍林孟儀現身獻唱，展現長者對音樂的

熱誠，讓歲月繼續發光發亮；而「博愛好聲音

2021」少年組冠軍Black Blink，亦唱跳K-POP流行

曲，充滿活力，讓音樂與博愛的善業一同不分

年齡、界別，傳承遠揚。今年餐舞會更設有拍

賣及慈善大抽獎環節，獲一眾善長積極競投及

贊助豐富禮物，包括：名貴珠寶首飾、珍藏名

酒等，現場氣氛熱烈。

「博愛慈善餐舞會2021」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假香港瑰麗酒店圓滿舉行。

博 愛 醫 院 董 事 局 李 柏 成 主 席 感 謝 三 位
主 禮 嘉 賓 與 一 眾 社 會 賢 達、善 長 及 友
好 機 構 蒞 臨 支 持，未 來 期 望 諸 位 能 繼
續攜手博愛，共創惠民項目新里程。

林 群 候 任 主 席 暨「 博 愛 慈 善 餐 舞 會
2021」籌備委員會主席期望藉當晚的公
益活動，凝聚各界力量，讓善心廣傳。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GBS太 平 紳 士 及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陳 肇
始教授太平紳士勉勵博愛醫院繼續力臻
創 新，開 拓 更 多 元 化 的 服 務，為 弱 勢 社
群謀福祉。

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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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堂 級 鋼 琴 大 師 劉 詩 昆 演 奏 經 典 曲 目
《我的祖國》，現場觀眾無不陶醉其中。

早前於「博愛長者夢想成真•耆樂之聲歌唱比賽2021」勝出的冠軍盧炘榮、亞軍林孟儀與「博愛好
聲音2021」少年組冠軍Black Blink亦現身支持，為慈善不遺餘力。

Pallas國際兒童合唱團一眾熱愛歌唱的小朋友齊為慈善獻聲。

今年餐舞會設有拍賣環節並邀得金槌拍賣官金鈴主持，帶動現場嘉賓積極競投。

著名古箏大師鄒倫倫博士以箏會友，彈奏
《但願人長久》與《花好月圓》，扣人心弦。

「聲夢傳奇」冠軍Gigi炎明熹演唱不同風
格的《守望麥田》與《愛情陷阱》，現場氣
氛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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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歡樂傳萬家」作為博愛醫院一年一度的大

型籌款節目，多年來一直得到市民踴躍支持，

為本院籌得可觀善款，支持各項院務發展，共

創善業。今年「博愛歡樂傳萬家」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十二日（星期六）於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映，

聚集多位嘉賓落力演出，呼籲各界踴躍支持，

以精湛表演為博愛醫院籌募善款。

「博愛歡樂傳萬家2022」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 GBS太平紳士、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及署理民政事務

局局長陳積志太平紳士預先錄製短片，鼓勵博

愛醫院於疫情下繼續堅守崗位，做好各項防疫

工作及社會服務，將博愛精神發放到香港每一

個角落。當晚同時榮幸邀得多位演藝紅人共襄

善舉，包括汪明荃、林盛斌、麥美恩及鄭衍峰

攜手擔任大會司儀；演出嘉賓包括汪明荃、陶

大宇、泳兒、JW王灝兒、馮允謙、關心妍、Joe 

Junior、李龍基、Maria Cordero（肥媽）、李麗霞

（黑妹）、蘇姍、張彥博、何晉樂、羅家英、王志 

良、張馳豪、文凱婷、潘靜文、鍾柔美、林浩

文、簡嘉麒、林子超、陳俊堅、丘梓謙、劉展霆

及視障歌手蕭凱恩等，以歌舞傳遞愛心，為博

愛醫院籌募善款。

是次活動除了為本院的社會服務籌募善款外，

有關捐款亦會撥放於抗疫工作，以支援弱勢社

群跨過疫境，共渡難關。

博愛歡樂傳萬家2022

「博愛歡樂傳萬家」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星期六）舉行，並由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團為節目進行亮燈儀式。

今年「博愛歡樂傳萬家」由藝人汪明荃、林盛斌、麥美恩及鄭衍峰
攜手擔任大會司儀。

JW王灝兒傾力演唱新曲《納斯卡線》，以歌聲傳揚愛心。

陶大宇打頭陣獻唱紅遍網絡的《倒轉地球》，帶動現場氣氛。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83

企業傳訊及籌募活動

馮允謙為慈善不遺餘力，獻唱
《報復式浪漫》。

泳兒夥拍張馳豪、文凱婷及潘靜文，演繹
充滿青春氣息歌曲。

汪 明 荃 與 鍾 柔 美 一 同 重 新 演 繹 她 的 經 典 勁
歌《迷人Pink Lady》，令觀眾耳目一新。

張 彥 博 與Rock何 晉 樂 以Busking方 式 唱 出 房
屋 計 劃，以 行 動 支 持 博 愛 醫 院「博 愛 江 夏 圍
村過渡性房屋項目」。

羅 家 英 和 王 志 良 師 徒 對 唱 粵 劇《高 平 關 取
級》，氣氛高漲。

視障歌手蕭凱恩深情演繹勵志電影《一路瞳
行》主題曲《面對黑暗》，勉勵港人同心
抗疫、走出疫境。

王 灝 兒（JW）與 馮 允 謙 合 唱 串 燒 歌 曲，為 善
長送上一點甜。

關心妍以串燒歌曲的形式獻唱為「博愛歡樂
傳萬家」作壓軸演出。

應 屆 香 港 小 姐 冠 軍 宋 宛 穎 及 亞 軍 梁 凱 晴 亮
相支持，與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大玩遊戲。

唱 家 班 Joe Junior、 李 龍 基、 肥 媽（Maria 
Cordero）、李 麗 霞（黑 妹）及 蘇 姍 大 唱「金 曲
大串燒」，一同以歌聲發放正能量。

泳兒以歌曲《葉落冰川》為博愛醫院籌募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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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捐款港幣八百萬元予博愛醫院，由
方俊文總理代表移交支票，並由李柏成主席代為接受。

恒基兆業「抗疫基金」捐款港幣一百萬元予博愛醫院，由劉達
泉總理代表移交支票，並由陳首銘副主席代為接受。

當代慈善基金捐款港幣七十萬元予博愛醫院，由當代慈善基
金 主 席 鄧 名 殷 之 代 表 移 交 支 票，並 由 陳 國 基 副 主 席MH代 為
接受。

上海商業銀行捐款港幣三百三十萬元予博愛醫院，由上海商
業 銀 行 高 級 副 總 裁 兼 企 業 銀 行 業 務 主 管 湯 偉 勳 代 表 移 交 支
票，並由林群候任主席代為接受。

香 港 中 國 國 術 龍 獅 總 會 與 博 愛 醫 院 合 辦「 博 愛 武 林 大 會
2022」，籌得善款港幣四十五萬元予博愛醫院，由龍啟明副會
長代表移交支票，並由廖齡儀副主席及曹思豪副主席代為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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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武林大會2022
儘管活動未能如期舉行，疫情拉開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同時也加深眾人支援弱勢社群之

善心。是次活動得到眾多武術團體、各界善長

人翁鼎力支持，踴躍捐輸，為博愛醫院籌得港

幣四十五萬元。善款將會撥入發展社會服務

用途，令各項安老、兒童及家庭等服務得以延

續，繼續支援有需要人士，於社會弘揚關愛。

為表達衷心謝意，本院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八

日於東方日報刊登全版廣告，以鳴謝各參加武

術團體及贊助人，及藉此向大眾宣揚「博愛武林

大會」活動精神，集本地武術團體之力，推廣健

康生活及建立安定和諧社會。

為推廣中國武術，鼓勵全民運動，自2011年開

始，博愛醫院與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合辦 

「博愛武林大會」，本年度「博愛武林大會2022」

原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假荃灣體育館舉

行。由於疫情嚴峻，政府進一步宣佈收緊多項

防疫措施，大會考慮參與者健康、安全及多項

因素，經審慎商討後最終取消「博愛武林大會

2022」活動。

「博愛武林大會2022」原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假荃灣體
育館舉行，為博愛醫院社會服務籌募善款。

大會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八日於東方日報刊登全版廣告，
以鳴謝各參加武術團體及贊助人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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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為本院一年一度的全港

性大型籌款項目，舉行日期由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於全港各

區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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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一直得

到各政府部門、區議會、社團、贊助商戶及本

港多個屋邨、屋苑的鼎力支持，為本院籌募經

費以擴展各項社會服務，共襄善舉。

開幕典禮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

為歷時七個月的籌募活動揭開序幕。是次活動

邀得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太平紳士、消防處處長

梁偉雄, FSDSM、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 CSDSM、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副

部長朱宜華、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胡天祐太平紳

士、香港警務處元朗區指揮官何鎮宗總警司、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陳麗珠、香港紅十

字會社區防災備災策略委員會主席馬澤華MH, 

CSt.J、香港童軍總會公共關係總監何蘭生及聖

約翰救傷隊副總監蘇平翬醫生擔任主禮嘉賓，

令開幕典禮生色不少。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

「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開幕典禮是疫情後再次重啟的大型籌款活動開幕儀式，當日眾嘉賓聚首一堂，場面熱鬧。

本院董事局李柏成主席呼籲各界善長，在未來的籌款期間，
踴躍參與「博愛月」活動。

博愛月籌委會廖齡儀主席感謝全港各區
多 個 屋 邨、屋 苑、團 體 及 商 戶，為 本 院
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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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月活動花絮︰

博愛慈善大使羅蘭MH及謝雪心親臨接受委任狀，並為參與團體打氣。

本院董事局李柏成主席（中）、陳首銘副主席（左）及博愛月籌委會廖齡儀 
主席（右）一同主持二十元慈善獎券抽獎儀式。

多位博愛慈善之星蒞臨支持，包括︰方伊琪、可嵐、黃韻材、王俊棠、王晴、麥德羅、胡櫻汶及李文標。



88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1-2022

各區義工落力勸銷慈善獎券及義賣品，市民嚮應熱心支持。

冠軍 — 愛心傳送

亞軍 — 健誼社 季軍 —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大 發 餐 廳 每 年 舉 辦「博 愛 大 發 奶 茶 王
義賣日」為本院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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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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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各區舉辦吉祥風車

及掛飾義賣，冀能集腋成裘，發揮博愛服務社

群的精神。今年活動由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至二月二十八日舉行，為喚起更多商戶及市民

支持，本院邀得元朗商會聯合主辦，以推動各

商戶與市民樂善好施之心，凝聚社區關愛力量。

流浮山商戶多年來積極參與街坊年捐活動。

義工進行吉祥風車及掛飾義賣。

商戶慷慨捐助，將愛心傳遍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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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愛心慈善戲曲夜
「屯門藍地長者護理及護養安老院舍」，造福社

會上有需要的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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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本院董事局李柏成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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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惠芳致詞及頒發紀念品予各贊助機

構、善長、紅伶及演出嘉賓。

由「愛心傳送」主辦、本院協辦之「博愛醫院愛

心慈善戲曲夜」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假西九

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圓滿舉行。今年「愛心

傳送」演出之精彩劇目共有七個，包括粵曲演

唱《十二金牌》、《蘇小妹三難新郎》、《泣血斷心

盟》、《斷鴻零雁》，以及折子戲《鳳閣恩仇未了

情》、《幻覺恨離天》及《霸王別姬》。當晚全院滿

座，觀眾反應熱烈，門票收益將用作資助本院 

各主席總理及名伶在演出前大合照。

阮德文與李美嫦合唱《斷鴻零雁》，講述詩僧蘇曼殊的
故事，淒美動人。

藍天佑、譚仿芳合唱名曲《泣血斷心盟》。 壓軸的《霸王別姬》，演繹細膩悲壯，感
人至深。

洪海、官陳紅錦、梁煒康及一點鴻合演折子戲《鳳閣恩
仇未了情》選段，郡主意外失憶，群戲對白妙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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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花墟顯愛心慈善週
會邀得油尖旺區議會主席林健文議員擔任主

禮嘉賓，並與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主席賴榮

春、花墟商戶代表、本院董事局成員以及博愛

慈善大使謝雪心，一同主持剪綵儀式及頒發紀

念品。是次活動亦設網上捐款，市民只需捐款

港幣二百元，即可獲贈WhatsApp精緻版活動電

子Sticker及Q版活動磁貼，輕鬆體驗行善樂趣。

由博愛醫院主辦、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全力

支持及贊助之「博愛花墟顯愛心慈善週」已於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舉行，期

間本院義工在花墟及元朗區設置鮮花、盆栽及

Q版活動磁貼攤位進行義賣，目的是為各項社

會服務籌募經費，令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得到適

切的社會服務支援。為隆重其事，啟動儀式於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假旺角花墟舉行，大

一眾嘉賓主持活動啟動儀式，包括主禮嘉賓油尖旺區議會主席林健文議員（右六）、香港鮮花盆栽批發
聯會主席賴榮春（左六）、愛心贊助人銘威地產集團有限公司代表林楚強（左七）、及博愛醫院董事局李
柏成主席（右七）。

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主席賴榮春（左八）與眾花墟商戶致送彩墨畫予本院，預祝活動成功。

博 愛 慈 善 大 使 謝 雪 心 即 場 到 攤 位 義 賣，
歌迷到場支持偶像兼做善事。

家 長 帶 同 子 女 一 齊 做 善 事，以 身 教 教 育
下一代。

小 姊 妹 精 心 挑 選 太 陽 花 送 給 媽 媽，令 現
場洋溢溫馨氣氛，亦為活動增添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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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醫院管治委員會

主席： 李柏成博士

當然委員： 鄧耀鏗醫生

莊義雄醫生

委員： 陳國超博士 , BBS, MH, JP

陳首銘博士

周駿達先生

簡陳擷霞女士 , MH, O.St.J

林 群女士

李開賢先生

勞鐸聲醫生

湯修齊先生 , MH, JP

黃㠶風先生 , BBS, MH

葉永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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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於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的主

要發展項目包括：增設十張急症外科病床

及兩張心臟加護病床；額外提供五個心導

管室服務節數；組成聯網內科紓緩治療團

隊以加強紓緩治療服務；於聯網內額外提

供三千一百九十個護士診所服務人次。

醫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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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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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醫學專科、耳鼻喉科、眼科及乳

腺專科等。

3. 家庭醫學專科

家庭醫學專科門診以提供高質素、以

人為本、有成效及安全的全人治療為

目標，服務範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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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高血壓及心臟病等，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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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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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面的內視鏡檢查服務，

包括胃鏡、腸鏡、氣管鏡及內視鏡逆

行性膽胰管檢查。部門自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起於週一至週五開展每天八小

時的外科急症及手術服務，並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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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術等專業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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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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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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醫療服務。部門轄下之博愛日間診

療中心的服務單位包括心腦電檢部及

內視鏡部、慧妍雅集日間婦科中心、

日間病房和風濕病評估及治療中心，

並提供日間泌尿服務、傷口專科診

所服務、術前檢查服務及乳腺專科服

務。

除以上臨床部門外，醫院亦設有放射

科、專職醫療服務及其他病人支援服

務，為市民提供全面的治理服務。

（四） 博愛醫院積極面對疫情挑戰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博愛醫院

同事一直謹守崗位、團結一致，並時刻保

持警覺，上下一心應對疫情。醫院同時積

極配合新界西醫院聯網的抗疫策略，並迅

速採取所有必要及可行措施，以集中資源

維持服務運作及保護病人和同事免受2019

冠狀病毒病感染。

靈活改變病房用途

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病人對急症室服務

的龐大需求，並騰出空間接收確診個案及

提供更佳的治理服務，博愛醫院先後將原

本計劃裝修的七樓北翼病房臨時改設為一

個急症室臨時觀察區，及將室外分流檢測

區移至本院地下急症科病房，以避免病人

於戶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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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了騰出第一線隔離病床以接收病

情較嚴重的患者，聯網醫院已於極短時間

將部份急症住院病房改為第二線隔離病

房，接收康復中的確診病人。這些隔離病

房可加快隔離病床流轉，有助減輕聯網對

隔離設施的迫切需求。而博愛醫院已將四

樓中翼監察病房改設為第二線隔離病房，

並因應疫情發展將院內一些內科及老人科

病房和綜合專科病房改設為負氣壓病房，

用作接收確診病人。

疫情嚴峻期間，為應付病房用途轉變，博

愛醫院暫停或縮減非緊急臨床服務，以調

配人手至這些隔離設施提供支援。

支援員工

面對社區接連出現源頭不明的2019冠狀病

毒病確診個案，博愛醫院盡最大努力為員

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及充足的個人防護

裝備。醫管局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中旬起向

所有員工派發足夠的快速抗原測試套裝，

讓員工每天上班前進行快速測試，以保障

員工和病人的健康及減少病毒傳播的風

險。此外，院方定時發出防疫通訊及舉辦

員工座談會，加強與員工的溝通。院方亦

提醒部門及員工暫停所有官方活動及避免

不必要的聚會和聚餐。

感染控制組和人力資源部一直為員工和部

門提供及時支援。如員工不幸確診，部門

將立即作出人手調配以維持服務運作。

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醫管局的「特定工

作津貼」進一步涵蓋於2019冠狀病毒病確

診個案指定診所、急症室、隔離病房及微

生物學實驗室等地方工作的員工，以支持

同事上下一心抗疫。

增 設「新 冠 疫 苗 接 種 站」及 全 面 配 合 政

府防疫政策

為保障員工及病人的健康，聯網於博愛醫

院開設「新冠疫苗接種站」以便利疫苗接

種。截至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博愛

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共為市民接種了 

一萬二千二百零四劑疫苗，反應熱烈。

隨著疫情發展，醫院同時積極配合政府防

疫政策，包括於院內加強職員及訪客使用

「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以及實施「疫苗

通行證」的安排，從而增強疫情防控能力

及加強對院內員工和病人的保護。

另外，在此特別鳴謝博愛醫院董事局於疫

情期間仍慷慨解囊，向博愛醫院撥款合共

港幣八十萬元，資助醫院於改善設施及援

助病患者、醫護培訓、員工康樂以及醫院

義工四個項目上的開支需要。博愛醫院將

與博愛醫院董事局繼續共同努力，為市民

提供適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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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展望
面對不斷變化的疫情，博愛醫院將繼續密

切留意疫情發展，配合政府政策並靈活變

通，為社區及市民做好抗疫工作。

博愛醫院同時積極向成為智慧醫院的目標

邁進。醫院於本年度成為首批提供5G電訊

服務的公立醫院，除了為醫護人員的工作

用手提電話提供全面的網絡覆蓋，更展現

了醫院發展智慧項目如遙距視像診症技術

及跨院協作的決心。透過引入新科技，博

愛醫院希望能與時並進朝著智慧醫院的方

向發展，優化醫院服務，並為公立醫院的

可持續發展邁出重要一步。

長遠而言，博愛醫院會因應社區發展需

要，監察區內人口增長，拓展更多新服務

及增加更多病床，讓更多病人受惠，繼續

發揮「醫護市民」的博愛精神。

博愛醫院董事局李柏成主席透過預錄片段向參加者致辭，為
第五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揭開序幕。

李柏成主席（右上）、莊義雄醫生（左上）、屯門醫院腦神經外

科副顧問醫生陳錫鈞醫生（左下）、屯門醫院腦神經外科部門

主管黃瑞濤醫生（左中）、博愛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顧問醫生

鄭鴻安醫生（右中）及屯門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翟

偉光醫生（右下）一同舉起「VP2022」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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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
研討會」
由博愛醫院董事局慷慨撥款支持，第五屆「博愛

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於二零二二年二

月十八日、二月十九日及三月十日順利舉行。

一如以往，博愛醫院透過邀請不同領域的海外

專家為新界西醫院聯網的醫護人員提供培訓課

程，持續提升員工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水平。

今屆以「機器人輔助的腦部及脊椎手術：當今

先進手術模式」為主題，榮幸邀得來自世界各

地的腦部及脊椎手術專家擔任客座教授，當中

包括來自美國邁阿密大學米勒醫學院神經外科

及康復醫學系終身教授Prof. Michael Y. Wang、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的矯形外

科終身教授Prof. Ronald A. Lehman、法國魯昂大

學附屬醫院的神經外科部門主管Prof. Stephane 

Derrey，以及英國倫敦大奧蒙德街醫院的小

兒神經外科顧問醫生Mr. Kristian Aquilina和Mr. 

Zubair Tahir。

鑑於本港疫情嚴峻，本年度的研討會首次以遙

距講座形式舉辦共八場專題講座。此安排既能

讓參加者保持社交距離，減低感染風險，亦便

利其他醫院聯網的同事打破地域限制遙距參

與，促進有關醫學知識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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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上開幕典禮上，博愛醫院董事局李柏成主

席及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鄧耀鏗醫生分別為

是次客座教授研討會致辭，祈願研討會順利舉

行。其中李柏成主席亦聯同博愛醫院及天水圍

醫院行政總監莊義雄醫生、研討會統籌委員

會聯合主席黃瑞濤醫生和鄭鴻安醫生以及統

籌委員會成員陳錫鈞醫生和翟偉光醫生預先

錄製開幕短片，舉起代表Visiting Professorship 

Programme 2022的「VP2022」氣球及發射彩帶禮

花炮，為研討會留下珍貴回憶。

研討會的總參與人次接近七百，反應非常熱

烈。在專題講座上，各客座教授分享了有關神

經外科手術中的機器人輔助、腦部及脊椎手術

的最新技術和知識，並探討不同真實案例，與

參加者互動交流。

研討會統籌委員會聯合主席黃瑞濤醫生感謝博

愛醫院董事局的鼎力支持，讓博愛醫院得以籌

辦第五屆「博愛醫院董事局客座教授研討會」，

為同事提供寶貴的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腦部

及脊椎手術專家進行交流。他指出機器人輔助

的腦部及脊椎手術於香港尚未普及，是次研討

會可讓同事了解更多，學習當今先進的手術模

式以提升技術水平。他期望這種手術模式可以

在未來於香港應用，為病人帶來更優質的治療。
除了客座教授的精彩講解，研討會開幕禮亦設有預錄的發射
彩帶禮花炮環節，令研討會生色不少。

本屆研討會首次透過Zoom讓客座教授與參加者互動，打破地
域界限，促進交流。Prof. Michael Y. Wang（左一）與研討會主
持人作線上交流。

手術機器人示範環節

Mr. Kristian AquilinaProf. Ronald A. Lehman

Prof. Michael Y. Wang

Mr. Zubair Tahir

Prof. Stephane De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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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為社會培訓更多中醫藥界的人才。博愛

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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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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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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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於一九ー九年創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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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及長者中心、兒童

及家庭服務、青少年服務、單身人士宿舍、中

小學及幼稚園教育等，廣受市民歡迎。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自一九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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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間綜合中醫專科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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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煙計劃）及一間中

醫文化養生館（網上），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

業可靠的中醫藥服務。二零二一年四月至二零

二二年二月本院診症人次已突破六十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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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此外博愛亦為基層市民及弱勢

社群提供中醫藥優惠近三十四萬人次（佔整體

服務人次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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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71

針灸 189,677

骨傷 14,943

戒煙 13,645

其他 5,675

整體總計 602,411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中醫服務
人次分佈 服務人次

政府籌額資助 130,482

自資服務（正價） 134,605

自資服務（優惠） 337,324

整體總計 602,411

服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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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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牙科診所 3 11,322

牙科外展隊 2 5,650

整體總計 5 16,972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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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養院及護理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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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208 8 96%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長者中心（資助位） 75 72 1 97%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長者中心（私家位） 50 59 1 98%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資助位） 165 157 2 96%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私家位） 48 45 1 96%

陳馮曼玲護理安老院 156 149 0 96%

楊晉培護理安老院 143 137 0 96%

戴均護理安老院 109 103 1 95%

整體總計 962 930 14 96%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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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 894 125,937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931 135 34,321

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1,113 109 23,929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65 ╱ 723

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 長者：627
青少年：434

長者：107
青少年：24

長者：18,022
青少年：4,965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長者：576
照顧者：230

長者中心：104
照顧者花園：66

長者中心：5,902
照顧者花園：2,063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714 120 50,935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元朗） 25 ╱ 2,167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25 20 5,594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27 7 4,869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長者中心 20 ╱ 4,608

整體總計 9,078 1,586 284,035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護理安老院、楊晉培護理安老院及戴均護理安

老院，合共為六百二十一位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長期護理、住宿、社交心理及復康服務。至於

屯門護養院和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

長者中心，合共為三百四十一位長者提供全面

及持續的護理照顧住宿服務，他們主要是因健

康及身體功能嚴重缺損而需要定期接受醫療

護理。

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安老

院正為八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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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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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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51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兒童及家庭服務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0 223,229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單身人士宿舍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整體總計 1 379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而姐妹機構「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

有一間中學、三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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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127 152 123 128 120 117 767

陳楷紀念中學 95 124 122 131 110 106 94 687

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90 131 121 119 111 103 95 680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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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36 52 34 58 60 53 293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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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7 35 35 35 112

陳徐鳳蘭幼稚園幼兒中心（藍田） 15 11 16 25 28 80

朱國京夫人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天水圍） 20 6 35 31 37 109

施淑鎮幼稚園幼兒中心（觀塘） 13 8 20 31 25 84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紅磡） 20 28 26 31 29 114

統計資料：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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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博愛中醫　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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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部中醫醫療車、一間社區

中醫診所、一間社區健康中心（戒煙計劃）及一

間中醫文化養生館（網上），範圍涵蓋香港、九

龍、新界及離島。

服務多元　關懷基層
博愛中醫致力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

藥服務，服務類型多元化，除中醫傳統內科、

針灸科和骨傷科外，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沙田區）和博愛醫院 — 香

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九龍城區）於

二零一五年起與醫院管理局合作，提供「中西醫

協作計劃」，分別為威爾斯醫院 /沙田醫院接受

中風治療的住院病人，及為廣華醫院接受下腰

背痛的住院病人，提供適切的中醫治療，和出

院後的門診跟進服務。此外，因應新型冠狀病

毒病疫情狀況，本院應醫院管理局的邀請，在

屬下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提供「中醫門診特別

診療服務」，為康復出院的新型冠狀病毒病病人

提供免費中醫內科門診復康服務。教研中心更

派出中醫師，為在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內的病人提供中醫特別診療服務，讓病人

在治療方案上有更多選擇，進一步發揮中醫藥

在抗疫治療的角色。

中醫服務

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九龍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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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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區巿民提供普

通科、針灸科及骨傷科服務。除處方內服中藥

外，更設有針刺、電針、艾灸、拔罐、手法治療

及外敷藥物等多種療法，配合不同病人的需要。

博愛醫院 —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針灸專科中心

（銅鑼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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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未病及健康管理中心設有身

體成份分析儀及經絡儀，提供治未病服務，為

注重健康的人士進行全面的體質分析，度身訂

造一套屬於其個人的健康指導、運用中醫進行

調養和治療方案，從而達到預防疾病的目的。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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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

務。服務至今已超過十二年，累計為超過一萬

三千名戒煙者提供超過十二萬人次的免費中醫

戒煙服務。

為發揚「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精神，博愛中

醫一直為基層巿民提供不同的醫藥優惠。本院

四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自二零二零年三月

起，配合政府基層醫療政策，提供政府資助中

醫服務，廣受地區人士歡迎，二零二一至二二

年度服務人次預計將超過十四萬人次。而博愛

中醫針灸專科中心、五間綜合專科診所及社區

診所皆設有長者優惠。本院三十五部中醫醫療

車的停泊地點超過二百個，竭力為社區基層巿

民提供方便優惠的一站式中醫服務，包括免收

普通科的診金費用，切實回應巿民對中醫服務

的需求。為回饋元朗鄉親一直以來對博愛醫院

的支持，中醫醫療車於本年度更增加元朗鄉郊

線，為大棠村公所、元朗舊墟、元朗大圍村、八

鄉橫台山等鄉親服務，解決偏遠地區居民的醫

療問題，獲得村民的歡迎和支持。

博愛醫院董事局周駿達副主席到訪博愛醫院元朗東莞同鄉會
綜合中醫專科診所，了解診所提供的各項中醫診療服務。

「中醫體質檢查及分析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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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服務

除政府資助的中醫服務外，本院所有中醫診療

服務均接受醫療券，以鼓勵長者加倍關注個人

健康。預計本年度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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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裝備　培養人才
為配合政府中醫藥發展政策及博愛中醫的持續

發展，本院積極進行各項中醫藥培訓工作。四

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每年合共招聘十六位應

屆畢業的中醫師，並為其提供三年的「年青醫師

培訓」，包括由資深中醫師負責臨床培訓指導，

為其提供跟診和實習機會。過程中由資深醫師

從旁觀察指導和示範，以提升年青醫師的臨

床技能。另外，四間教研中心合共派出四位醫

師，參與醫院管理局「2021–22年醫院管理局中

醫初級及高級獎學金培訓計劃」，分別前赴廣東

省中醫院及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進行為期

一年的中醫專科，包括婦科、消化科及腫瘤科

的臨床培訓；同時亦派出一位中醫配藥員參與

「2021–22年醫院管理局中藥專業人員獎學金培

訓計劃」，在中藥鑑定、儲存和中藥房管理方面

進行培訓，加強專業知識，提升服務質素。

近年雖因疫情影響業界實體交流活動，博愛中

醫仍積極透過網絡視像形式參與不同的中醫培

訓及研討會。如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舉辦

的「嶺南中醫腫瘤學術之傳承」及香港中西醫結

合學會舉辦的「婦女常見癌症早期診斷」，持續

和業界交流及參與進修培訓。疫情稍為緩和期

間，博愛中醫更親身出席由香港貿發局於二零

二一年八月舉辦的「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

產品會議」，主禮嘉賓包括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

長于文明及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太平紳士，內容為中醫藥會議及論壇，包括有

關冠狀病毒研究與中西醫治療成果，場內更展

示各項新型的醫療保健產品。博愛中醫於各種

培訓和研討會中收集不少最新的中醫藥資訊，

獲益良多。

本院派出同事出席由香港貿發局於二零二一年八月舉辦的「國
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會議」。

博愛醫院董事局李柏成主席到訪博愛中醫專科醫療車，了解
地區居民的中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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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科研　提升專業
博愛中醫會參與不同科研項目，為促進中醫辦

證論治的發展出一分力。在醫院管理局的支持

下，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沙田區）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合作，

進行跟痛症科研監察，相關研究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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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 — 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九龍城區）亦參

與由醫院管理局中醫部統籌的中醫藥科研實務

培訓計劃，就針灸治療急性腰痛 — 遠端取穴與

局部取穴的療效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提升中醫

師的科研設計和分析能力。

在博愛醫院董事局的帶領和支持下，本院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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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粵

港澳大灣區針刺結合耳穴戒煙的多中心臨床試

驗」項目，有關項目獲醫院管理局新界東聯網道

德倫理委員會的批准開展。在新冠病毒病疫情

的影響下，同事們積極按計劃推進，爭取按計

劃完成大灣區的科研項目，以提升博愛中醫的

形象。

本院亦積極參與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舉

辦，有關中醫醫院的營運設計及與中醫診所暨

教研中心互動發展方向的諮詢會，為本港中醫

業發展共同努力。

推廣治未病　抗疫同行
自新冠病毒病疫情開始，博愛中醫一直與醫院

管理局中醫部等相關部門保持聯絡和溝通，了

解各項防疫措施，同時加強各診所的感染控制

措施，包括診所環境的清潔、為診所員工及病

人量度體溫及進行健康申報、配合政府推行「安

心出行」應用程式、鼓勵巿民養成記錄出行的習

慣，以減低傳播風險，並提高對服務使用者及

員工的保障。本院中醫服務更組織專家教授，

設計中醫防疫湯包，幫助巿民提升「正氣」，同

時向市民推廣中醫藥防疫知識，進行社區防疫

保健宣傳教育，以提高市民的防疫意識，協力

預防感染新冠病毒。

博愛中醫防疫湯方，為巿民加強「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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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中醫積極進行不同的宣傳推廣工作，包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與衞生署共同舉行中醫針灸

戒煙記者會，講解中醫戒煙流程和最新的統計

數據，同時讓大眾了解戒煙能減低感染新冠病

毒病的風險，以鼓勵巿民戒煙，開展無煙生活。

博愛亦與媒體合作，於網絡社交平台及博愛中

醫網站進行多場中醫專題直播活動，主題環繞

中醫戒煙、婦女更年期、中醫體重控制等治未

病及中醫保健養生題材，鼓勵巿民透過中醫調

理體質和增強體魄，與巿民共同抗疫，每場直

播均超過一萬人次觀看，獲得巿民的認同，提

升博愛中醫的口碑。

衞生署關思禮高級醫生、博愛何蕙均和鄧欣
恩中醫師一同推廣戒煙服務

博愛鄧欣恩中醫師講解有關針灸及耳穴治療的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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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屬下四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與醫院管理

局中醫部攜手合作，共同推廣三九天灸保健活

動，宣傳天灸有助提升體質、加強免疫功能及

預防特定疾病如新冠肺炎。四間教研中心更為

接受天灸人士提供優惠收費，鼓勵巿民接受三

九天灸服務，加強市民的預防及保健意識，發

揮治未病作用和優勢。

隨著人口老化及慢性病日益遍，為提升市民自

我管理健康的能力及支援長期病患者，「地區康

健中心」（規模較小的為「地區康健站」）將陸續

在社區投入服務。博愛中醫將與各個地區的「地

區康健中心」進行協作，除提供中醫診療服務

外，更會提供健康講座及免費中醫針灸戒煙服

務，協助扭轉現時「重治療、輕預防」的觀念，

實踐中醫「治未病」的概念，一同建立健康社區。

加強服務　持續進步
展望未來，博愛中醫會繼續謹守崗位，為巿民

提供專業可靠的中醫服務。同時與時並進，持

續提升服務質素，為巿民帶來更優質的服務

體驗。隨著時代變遷及巿民生活模式的轉變，

手機上網的普及，博愛中醫亦善用資訊科技，

設計中醫手機應用程式，支援手機預約及查詢

等服務外，更將以先導計劃形式，加入中醫視

頻覆診及健康諮詢服務功能，提供遙距醫療服

務，為巿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務，以滿足市民多

方面的需要。

本 院 中 醫 服 務 團 隊 到 訪 深 水 埗 地 區 康 健 中 心，進 行 參 觀 及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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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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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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一日起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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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元朗區內人口迅速增長及對牙科服務的

殷切需求，本院計劃於博愛醫院首個營運的過

渡性房屋項目— 「博愛江夏圍村」增設第四間牙

科診所，為區內居民提供全面而專業的牙科診

療服務，惠及更多基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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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牙科服務積極參與多項社區服務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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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牙科診所

（葵盛）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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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服務

博愛醫院梁安薇紀念牙科診所自二零一四年起服務元朗區居
民，深得區內人士支持。本院牙科服務會致力用心服務基層
市民，以回饋持份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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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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院已服務超過一千四百名

合資格居民，提供逾一萬一千個治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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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於葵青區參與計劃的輪候人數眾多，

本院於二零二一年五月，接獲葵青安全社區及

健康城市協會邀請，參與成為「葵青社區重點項

目 — 牙科護理服務」的合作機構，為葵青區居

民提供與社區參與計劃相若的牙科服務，以紓

緩輪候名單，讓更多葵青區居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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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計劃的長者均滿意本院的牙
科服務。

葵青區議會盧婉婷議員（左一）巡察本院牙科服
務支援站（長青）之服務質量。

牙科醫生悉心地為到診者講解口腔護理注
意事項，提供全面牙科服務。

牙科醫生為參與「葵青社區重點項目 — 牙科護理服務」計劃的
長者提供口腔治療。

本院的第三間牙科診所 — 「博愛醫院牙科診所（葵盛）」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正式投入服務，為有需要市民提供優質及專業的
牙科診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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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服務

牙科外展服務
本院自二零一一年開始參與由食物及衞生局資

助及推展為期三年半的「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

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為超過九十

間安老院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提供基礎牙科

診療服務，服務超過二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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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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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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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ODCP)之合資格

長者，如需要進一步牙科治療，本院將安排為

長者提供免費到診治療或轉介至本院牙科診所

作進一步跟進治療。本院除安排「醫護關愛快

車」協助牙科外展隊之日常工作外，更提供支援

服務，往返院舍以接送有需要長者到本院牙科

診所接受治療。為提供更安全及有效率的跟進

服務，本院會調動設有升降台裝置之車輛負責

接送，以支援行動不便及體弱長者到診所接受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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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以來，疫情肆虐，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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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接種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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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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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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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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

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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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為六百二十一位有需要的

長者提供長期護理、住宿、社交心理及復康服

務。為貫徹「持續照顧」的理念，現時四所護理

安老院正為八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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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症長者提供各種治療服務，包括現實導向訓

練、感官治療及懷緬治療等，以延緩患者智力

和體能的衰退。

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影響

去年疫情漸趨穩定，五所院舍在政府限聚及保

持社交距離措施下，已有限度恢復院內外活

動，但為保障院友安全，院舍實施了一系列防

疫措施。

防疫措施

為防止病毒傳入院舍以保障院友安全，院舍實

施以下防疫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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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兩項措施，並

於進入院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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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洽當社交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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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衣才離開院舍。

6. 如有職員被納入「強制檢測」、「家居隔

離」、或間接接觸懷疑個案，必須立即向主

管報告。

7. 若職員自身需要進行檢疫，其後亦需要採

取醫學監察十四天，即每天上班前需要測

量體溫及觀察病徵。

8. 五所院舍員工疫苗接種率已超98%。

9. 已參與推動第三輪院友接種疫苗計劃。

10. 已為院友進行了二十三輪「2019冠狀病毒

病」檢測。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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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有限度探訪安排

按社會福利署指引，除正接受檢疫或醫學監察

或回港後須自我監測的人士；被納入強制檢測

公告並正等候結果的人士；有同住家人正接受

家居檢疫的人士；及出現如發燒、呼吸道感染

徵狀或突然喪失味覺 /嗅覺的人士，一律不得探

訪院舍（公務除外），院舍同時正實施有限度的

探訪安排：

1. 限制同一時段每位院友的訪客數目至每次

最多一人（公務除外）；

2. 按院舍的實際情況（例如可用的空間或設

施），限制同一時段的訪客人數，以減少訪

客在院舍聚集；

3. 探訪需事先預約，讓院舍可預先編排探訪

時段及地方；

4. 避免個別訪客頻繁探訪；及

5. 盡量縮短訪客在院舍的逗留時間。

視像服務

雖然院舍已恢復有限度探訪安排，但院友們會

因暫別親友而有不同情緒影響。因此，各院舍

繼續為院友及家屬提供視像通話服務，讓院友

得以透過視像方式與家人及親友聯繫，藉此保

持身心愉快。

賽馬會基金購置的抗疫物品 /器材

為著疫情的新常態下，賽馬會撥款各院舍港幣

三十萬元購置器材，讓院友在疫情期間仍能與

外界保持聯繫、支援院友健康狀況及提升院舍

感染控制措施。在感染控制方面，添置了防菌

床簾、屏風、消毒機、防感染垃圾桶及空氣清

新機等；支援院友健康狀況方面，購置了醫療

器材如吸痰機、溫度計、認知訓練遊戲板，定

時及加強照顧院友的身體及認知健康狀況；為

外界聯繫，各院舍亦購買了手提電腦、平板電

腦及手提器材，以促進院舍、員工與家屬三方

的視像聯繫。

疫情下的活動

雖然在疫情下舉辦活動有不少限制，但本院同

工仍能在限制下成功舉辦不少活動，盡力為院

友帶來歡樂。節日性活動包括賀農曆新年、父

母親節、復活節、端午節、中秋節、聖誕節及冬

至活動。另外也舉辦了院內煮食、懷舊小組、

和諧粉彩小組、飲茶、旅行及運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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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慶團圓。 和諧粉彩小組。

牛壯力健賀新歲。 曼玲奧運會。

院友、聖誕老人及職員齊唱聖誕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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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部份特別服務

因應疫情持續，護養院按政府建議於二零二一

年五月十日起恢復有限度預約探訪服務，安排

院友到地下大堂與家屬見面，服務人次近九百

人。護養院亦同步提供平板電腦視像服務，以

增加院友與家屬聯繫並滿足其情緒需要，服務

人次超過一千三百人。

此外，護養院配合政府呼籲，鼓勵員工及院友

接種「2019新冠疫苗」，以更有效保護體弱院

友，護養院會為有表達接種意願的院友及保證

人提供協助，包括安排院舍外展接種或社區疫

苗中心接種。護養院會持續透過院友會議、海

報及播放疫苗資訊，加強防疫措施及推廣教育

工作，並積極配合政府最新防疫指引，與院友

和家屬一起同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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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醫院屯門護養院
院舍背景

屯門護養院是一所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及衞生署

監管的長者院舍，於一九九八年投入服務，主

要為健康及身體功能缺損，而需要定期接受醫

療護理的長者，提供二十四小時住宿及專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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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養院有護士全日二十四小時當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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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友日常起居均有護理員協助，包括肢體轉

移、進食、沐浴和更衣等各項細節。此外，院

舍社工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小組、活動和探

訪，以助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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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中秋節，護養院邀請院友和
家屬在預約探訪服務期間拍照留念。

恆常預約探訪服務安排在地下大堂
進行。

疫情期間，社工部職員陪伴院友到
花園閒遊。

平板電腦視像服務會配合院友起居
作息及健康需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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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疫苗接種知多啲」長者講座及身
體評估
為配合政府鼓勵長者接種新冠疫苗，保護自己

及家人，讓社區築起防疫屏障，博愛醫院於二

零二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於本院屬下之

十一間長者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家庭服

務中心，舉辦「疫苗接種知多啲」講座。

本院邀請私家醫生向三百四十名社區長者及其

照顧者講解感染新冠病毒風險和接種新冠疫苗

之優點，另派發宣傳單張提供有關疫苗的最新

資訊。同時，醫生亦為六十五名有需要之長者

提供身體評估，以協助長者及其照顧者考慮接

種疫苗。感謝董事局王陳鴛鴦總理樂捐港幣一

萬元贊助活動經費及購買禮物送予參加活動後

完成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之長者，以作鼓勵。

參與單位名稱 參與單位名稱

1 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7 賽馬會護理安老院日間護理中心

2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深水埗） 8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屯門）

3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 9 王木豐紀念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4 百周年陳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 10 博愛醫院吳鴻茂紀念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天耀）

5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長亨）

11 博愛醫院李何少芳紀念兒童及家庭發展

中心（蝴蝶）

6 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

及進修中心

本院董事局王陳鴛鴦總理（右三）捐出港幣一萬元贊助，
並與「疫苗接種知多啲」講座參加者合照。

「疫苗接種知多啲」講座參加者與醫生及中心職員合照。

為會員及家屬安排醫生進行疫苗健康講座
及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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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博愛醫院轄下共有十一間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並以「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為宗旨，為居於社

區的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優質的長者社區支援

服務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讓退休人士及年老

體弱的長者都能繼續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安

享晚年。

照顧患上認知障礙症的年長家人為照顧者帶來

沉重壓力。為了讓他們得到全面支援，本院在

二零二一年與大銀力量合作推出為期三年由中

銀（香港）資助的「照顧 • 無界限 — 認知障礙症

照顧者支援計劃」（又名「照顧者花園」），以實體

中心、網上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提供支援，以

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1. 社區支援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為元朗市及元朗鄉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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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者支援服務隊、隱蔽長者服務、護老者及有需

要護老者支援服務、認知障礙症支援服務及「智

友醫社同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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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為區內長者及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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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以長者鄰舍中心融合

青少年中心的服務形式，為梅窩及大嶼南鄉郊

地區市民提供社會服務。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長者一起做運動(Flexi-bar)，健腦又健身。

護老者參與頌缽聲音療癒工作坊，達致
寧神減壓效果，為自己製造喘息空間。

陶瓷製作初體驗。

賽 馬 會e健 樂 參 加 者 一 同 參 與 合 球 運
動，協力於有限時間內得分。

護老者於疫情緩和期間參觀西九藝術
公園及體驗茶道文化，暫時放下忙碌的
照顧工作，藉此機會放輕鬆。

疫情期間職員上門教授獨居長者使用樂齡
科技遙距學習，並與義工視像探訪交流。

長者學習蝶古巴特拼貼，發揮藝術天分，
把圖案拼貼在布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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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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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運作，以彈性及多元化的形式，為屯門及荔

灣美孚長者提供健康支援和進修學習活動，讓

他們積極享受生活及發揮個人潛能。「照顧者花

園」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於荔灣街坊會梁之潛

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開始運作，服務

更伸展至星期五晚、星期六及部份星期日與公

眾假期。

2. 社區照顧服務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陳歐陽麗嬋紀念日間老人護理中心和百周年陳

是紀念護養院暨日間中心以社署資助服務形式

為體弱長者會員提供周全服務，並安排會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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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院轄下位於深水埗、屯門及元朗的三

間長者日間護理單位為持有社區照顧服務劵的

體弱長者提供日間護理服務及到戶訓練。而長

者日間活動中心（元朗）更是專門為患有認知障

礙症的患者提供照顧訓練。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王東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的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為居於元朗市及元朗偏遠鄉郊的長者提供

上門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因應長者不同需

要，分為「普通個案」及「體弱個案」並提供包括

膳食、陪診及上門照顧護理等服務。

展望

展望未來，各中心員工會繼續努力，以安老事

務委員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居家安老」

為原則，切實執行服務質素標準的各項政策及

程序。同時，亦會因應「初老」長者及「老老」長

者與其照顧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更全面、更

優質的服務和支援，務求為不同年齡與健康需

要的長者提供適切的服務，以促進長者維持積

極和豐盛的人生。

我地係咪好型、好Chok呀！

長者一同參與書法活動，鍛鍊腦袋。

眾義工及同事合力籌辦聖誕活動，讓綜
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案主與其家人開心
愉快！

賽馬會義工探訪服務，一班年青
義工與會員進行音樂交流。

可以係中心飲茶，好開心！



116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1-2022

「照顧 •無界限 — 認知障礙症照顧
者支援計劃」
隨著人口老化，長者患上認知障礙症的情況會

更普遍，患者的家人必感到十分吃力。為了讓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照顧者得到全面支援、減輕

壓力，博愛醫院安老服務與大銀力量合作推出

為期三年由中銀（香港）資助的「照顧 • 無界限 

— 認知障礙症照顧者支援計劃」，亦稱為「照顧

者花園」。

「照顧者花園」透過線上線下合作模式為照顧者

提供支援。「照顧者花園」在美孚的實體中心為

照顧者提供實用照顧資訊、減壓活動、「暫託服

務」及熱線服務9171 9593（9593寓意關心長者

夠唔夠衫）等；大銀力量會在線上支持照顧者，

包括面書群組、手機程式「啱傾App」和網站，整

理及發放照顧資訊，創造照顧者交流及互助平

台。

掃瞄QR Code下載：

美孚實體中心：博愛醫院美孚荔灣街坊會梁之潛伉儷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地址：九龍美孚新邨天橋底（荔灣街市側）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pokoicarersgarden
網頁 : https://carersgarden.org
啱傾App : https://app.carers.chat/download-app

「照顧者花園」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樂齡
科技博覽會設宣傳攤位，推廣服務，讓
更多照顧者認識及受惠於本計劃。

下載了「啱傾APP」，可隨時隨地發表意
見、問問題、集思廣益；同路人能在此
找到共鳴，資深照顧者能為新手照顧者
提供重要支援，發揮互助精神。

「手機班」讓照顧者善用科技，學習如何
更快捷便利地查閱網絡上的照顧資訊。

外出活動亦設有「暫託」服務，讓照顧者能安心
出外走走，感受大自然氣息，給自己放鬆的空
間。

瑜珈班是最受歡迎的減壓活動之
一；多元化的減壓活動及工作坊
讓照顧者學習「休息」的重要。

實體中心定期舉辦專家講座，為
照顧者提供實用資訊。

歡迎照顧者 /關心照顧議題
的 人 士 掃 瞄QR Code以 下
載「啱傾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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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香港傑出義工獎
本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提名郭燕銘女士參

選由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辦的「第九屆香港傑出

義工獎」。經義務工作發展局評審後，郭燕銘女

士獲選為「第九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得主之一，

而該中心則獲頒提名人獎。

郭老師本着「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的信念，

建立錦田壁畫村，為社會帶來開心、和諧、共

融的正能量，以創作壁畫連繫人與人之間的感

情；鼓勵長者義工突破自我，展現「老有所為的

精神」；同時啟發青少年義工勇於嘗試及發揮潛

能。

員工培訓
博愛醫院長者日間服務員工培訓日2021

為讓日間服務員工更了解認知障礙症及體弱

長者照顧的需要，並提倡讓長者自主自立地生

活，本院長者日間服務員工培訓日於二零二一

年八月八日（星期日）於郭興坤長者鄰舍中心

以實體及網上形式同步舉行。培訓主題為「自

立支援」，透過欣賞電影「照顧人 — 有您真好」

及小組討論，讓員工重新思索、理解長者的需

要。當日共有來自七間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一百三十五位不同職級之員工參與。

地區同工培訓：療心知心和諧生命計劃

本院陳平紀念長者鄰舍中心獲華人永遠墳場管

理委員會「二零二零年度慈善捐款計劃」資助港

幣十八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元舉辦「療心知心和

諧生命計劃」。

計劃主要以「專業培訓」的模式，加深業界同工

對使用「療心卡」及「和諧粉彩」藝術進行生命

教育小組的興趣，並提升同工對兩者運用於生

命教育時的概念認知與基本技巧；從而向超過

五百位天水圍居民推展療心生命教育活動，推

廣正向生命教育訊息。

第九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得獎
者：郭燕銘女士。

九十四歲大師姐代表中心領
取提名人獎及送花祝賀。

郭老師指導長者與青少年共同繪畫位於「錦田鄉村俱樂部」的
壁畫。

七 間 長 者 日 間 服 務 中 心 員
工積極參與員工培訓日。

同工按著導師的帶領，一步一步畫出
和諧粉彩畫。

同工全神貫注地學習療心卡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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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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愛與關懷 為舍友生命加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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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渴望透

過以「家」之照顧模式，陪伴舍友在人生的中轉

站播下正面的生命種籽，讓他們相信並帶著盼

望開創自己的人生。

疫情持續 在逆流中發揮正能量
二零二一年間疫情持續，我們必須保持社交距

離和減少聚集接觸。宿舍團隊專注防疫工作

外，亦努力學習，接受不同類型培訓，提升服

務質素。

原已計劃之活動在疫情稍緩後將儘可能復辦。

在限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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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新鮮蔬果、日用品、食物及抗疫物品為舍

友送上支持、關愛和祝福。

暖暖的謝意 正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男兒有淚不輕彈」，多年來接受我們宿舍服

務之男士，大都習慣把感受放在心裡。一碗熱

湯、一頓熱飯，正正是宿舍向舍友們表達的

一份心意。意想不到的是，本年度我們收到共

十四位舍友寫給我們的謝意卡。心意卡內容充

滿情感和愛，濃濃的謝意絕對是讓我們努力向

前的最大推動力。

展望
在新的一年，宿舍團隊將持續帶著愛與關懷陪

伴舍友，共同經歷人生中轉站。

博愛醫院賽馬會單身人士宿舍

熱心團體向舍友送贈禮物包。

滿滿字句中除了是謝意，更是一份情。 同事投入學習心肺復甦法。 宿舍主管常主動關心舍友。

單身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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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

本院青少年服務一直本著「多元發展、正向人

生」為服務理念，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面對

疫情，繼續關注青少年的身心靈與精神健康，

為社區注入正能量。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
承接上年度推行「社區主播加油站」計劃，合共

培訓超過一百四十名青少年。本院推行「博愛

KOL實習計劃」，聯繫多間企業配對工作實習機

會，包括媒體設計、協助拍攝及製作廣告、網

站或社交平台工作等，以加強培訓青少年相關

工作技能，持續提供培訓及實習機會。

此外，本院獲蘇黎世保險（香港）慷慨支持，同時

向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申請配對基金，推

行「疫境前行」關懷計劃，整個項目共獲資助港幣

一百四十萬元，透過以身、心、社、靈為主題的活

動，提升基層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加強抗逆力

及正向能量，整項計劃約一千六百名人士受惠。

中心推行「社區主播加油站」計劃，申請
基 金 購 置 設 備 及 聘 請 專 業 導 師，介 紹
KOL行業及相關技能培訓。

本院董事局李柏成主席、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韓嘉軒主席及夫婿吳海宏、郭志成總理、特別嘉賓鄧再森與一眾博愛青少年，
一同化身KOL參與拍攝打氣短片。

本院董事局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韓
嘉軒主席與「博愛KOL實習計劃」青年學
員會面，分享職場心得。

中心舉辦「最有正能量短片」網上投票比
賽，邀請青年會員參賽，並將作品上載網
絡媒體，於網上投選心水短片及按Like，
選出優勝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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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前行」關懷計劃獲蘇黎世保險全力支
持，義工隊更投入參與，與博愛攜手為社
區注入正能量，共同渡過逆境。

本年度「博愛好聲音」決賽於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舉行，活
動更邀得多位本院董事局成員出席支持及擔任評判。

「博愛好聲音」優勝隊伍於「博愛慈善餐舞會2021」落力
表演，汲取舞台經驗。

「博愛好聲音」因應疫情停辦一年，並於去年復辦第六屆比
賽，反應熱烈，共吸引二百二十二隊隊伍參賽。

透過園藝治療，進行生命教育，學習珍惜
生命及互相尊重。

「疫境前行」關懷計劃藝術日營中，透過
創作和分享「愛和包容」，表達對社區的
感情。

家長參加身心靈小組，掌握舒緩身心壓
力的方法。

「疫境前行」關懷計劃日營中，親
子沐浴於陽光與清新空氣中，手
拖手做瑜伽和靜觀活動，又溫馨
又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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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Café
博愛Café面對疫情，嚴謹執行政府指引及衛

生措施。為加強外賣服務，中心亦專設外賣餐

單，獲得顧客繼續支持。除此之外，Café推出多

款自家製手工禮品，包括手工曲奇及鳥結糖，

以及於本年度特別新推出雪花酥和多款節日禮

盒，向外界推廣本院社企服務，獲得社區團體

熱烈支持訂購。

博愛Café亦積極發揮社企精神，為社區獻上關

懷。今年獲邀參與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的照

顧者日[尋找真我 活在當下]，舉辦「喘息咖啡室」

活動，提供舒適的空間，由咖啡師教授社區人士

製作特飲及小食，並由中心社工帶領分享會，學

習減壓和放鬆，關注社區人士的精神健康。

博愛醫院元朗商會極限運動場
本院位於元朗的極限運動場，設有大型滑道組

件，除了為喜愛極限運動的人士提供安全的練

習場地，亦有申請基金購置運動器材及個人保

護裝備。中心多年來舉辦不少青少年培訓課

程，共邀得本港運動員及專業教練擔任極限運

動導師。

因應疫情，不少青年失業或就業不足。中心聯

繫現役香港隊資深教練，免費開辦「滾軸溜冰導

師培訓課程」，包括安全知識、教學技巧、器材

管理等。青年學員表現優秀，順利通過考核及

畢業，獲本院頒發證書，並聘請為中心興趣班

導師或助教。藉以鼓勵青年將興趣發展成職業

技能，加強就業能力及社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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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有音樂天份及有經濟困難的青少年，提

供培訓和學習的機會，發展音樂潛能，追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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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Café獲邀參與「Give Me Five社企嘉年華2021」
大型展銷活動，鼓勵本地可持續消費，支持社企。

「喘息咖啡室」活動由咖啡師教授照顧者及家人製作手沖咖啡和
飲品畫花，療癒心靈。協助照顧者互相關心和聆聽彼此需要，
持續建立支援小組。

除 了 售 賣Café手 工 自 家 製 產
品，中心婦女義工親自鈎織手
工公仔，捐贈Café義賣。巧手
精細，獲得顧客讚賞。

音樂基金受惠青年劉美
詩 克 服 聽 障，於 博 愛 歡
樂傳萬家表演小提琴演
奏，為聽障人士打氣。

本 院 董 事 局 李 柏 成 主 席，勉 勵 基
金受惠青年繼續努力。疫 情 下 減 少 外 出 飲 食，

不 如 自 家 製 作。青 少 年
參 加 聖 誕 蛋 糕 製 作 班，
發 揮 創 意，為 家 人 製 作
節日蛋糕。

滾軸溜冰導師培訓課程，終
於 畢 業 啦!表 現 優 秀 的 學 員
獲聘為中心興趣班導師。

疫情下會員遵守防疫措施，
努力練習，鍛鍊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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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共有十所兒童及家庭中心分佈於九龍及新

界各區，致力為基層家庭及兒童提供多元化的

預防及支援性服務。中心本著「快樂家庭、和

諧社區」的服務理念，除了關注兒童和家庭的

需要，亦一直積極建立社區網絡，發掘地區資

源，服務有需要長者及社區人士，宣揚「彼此關

愛」及「社區共融」的訊息。

課餘託管服務及多元活動
過去一年疫情持續反覆，中心分別提供網上及

實體課餘託管服務以支援不同需要的家庭，服

務包括託管照顧、功課輔導、成長小組及外出

活動等。此外，由於學校有頗長時間停止面授

課，家長和子女因學業及功課問題而不時有衝

突令關係變得緊張。中心因此增加舉辦親子活

動，透過不同的減壓工作坊和身心靈小組，加

強彼此溝通和互動，重新建立互信關係，促進

家庭和諧。

兒童及家庭服務

走進菜園，明白食物得來不易，學會珍
惜食物。

小朋友在專業導師指導下，學習「護脊操」。

中心為課託生舉辦畢業禮，大家都很興
奮！

疫情之下，中心仍然保持開放，為有需要學童提供
課託服務。

坐上橫水渡，要靠自己努力拉繩前往對
岸，十分新奇和有趣。

中心邀請警民關係組主講「網絡安全」，
加強學童對網絡陷阱的警惕。

中心為課託生舉辦不同內容的小組，培
養學童多元智能、社交及成長發展等。

雖然首次試玩滾軸溜冰，大家已經能初步
掌握平衡技巧。

疫情緩和時，中心恢復戶外活動，小朋
友在心經簡林留影。

透過「非洲鼓」訓練，提升學童專注力及
團隊精神。

參加歷奇訓練，
挑戰自己，建立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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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計劃 — 蝴蝶「耆」織
本院兒童及家庭服務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

款資助兩項計劃，分別於屯門及青衣區推行。

其中屯門區蝴蝶中心推行的「蝴蝶『耆』織」計劃

(2019–2021)，服務內容包括在區內建立「樓長

制」，透過組織義工隊伍，配對區內有需要長

者，編織鄰居互助網絡。疫情出現令活動推行

有很大困難，然而在逆境中，樓長正好發揮重

要作用，為長者送上關懷及支援，體現鄰里間

守望相助的精神。

本院亦成功再獲撥款開展「再創『耆』織」計劃

(2022–2024)，重點加強社區人士對認知障礙症

患者及其家庭需要的認識和理解，支援他們「居

家安老」。

「性格透視工作坊」有助家長更了解自己和小
朋友，減少磨擦，促進親子關係。

長者樓長化身為社區導賞員，帶領中學生遊
覽屯門，認識當區歷史。

婦女參加瑜伽減壓小組，讓身心得到舒
緩。

青年義工上門探訪長者，透過手機使用
「智活心智測試」應用程式，幫助長者初
步評估記憶狀況。

感謝善長慷慨捐贈善款，讓中心購買聖
誕禮物分發予小朋友，聖誕節更添快樂！

親子義工在節日探訪區內長者，送上關
懷與祝福。

親子競技考驗彼此間合作，讓家長和子女在笑
聲和汗水中留下快樂回憶。

一同製作手印畫，享受親子手作的樂趣。

長者義工在成果分享
會上表演舞蹈，分享
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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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計劃 — 「童」「里」Link Up
青衣島
青衣區長亨中心於二零二一年亦獲「社區投資

共享基金」撥款推行「童」「里」Link Up青衣島計劃

(2021–2023)，計劃透過以身心靈健康為主題的

家庭活動及小組，連結青衣「山上」及「山下」的

家庭，協助兒童和家庭正面發展，提升參加者

的身心健康及親子關係，並加強與其他家庭的

聯繫，編織鄰里網絡；進而組織家庭義工隊，

鼓勵兒童及家庭發揮專長，助人自助，並期望

參與家庭角色轉化至活動義工 /統籌者，共同組

織青衣島的內在資源，集合個人、家庭、團體

（社、福、醫、校）力量以建立社會資本，從而讓

青衣島成為一個鄰里共融的和諧小島，不做「睡

房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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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有需要的家庭及社區人士一

同走過疫境 /逆境。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韓嘉
軒主席及董事局余志宏總理頒
發證書予青年義工，以表揚他
們的貢獻。

「青 衣 食 乜 餸」婦
女 義 工 組 定 期 製
作 小 食， 上 門 贈
送給區內老友記。

青衣區親子義工隊透過扭氣球，傳送快樂
的訊息。

同事及義工走進區內不同屋邨，擺設健康諮詢
站，為長者量血壓及提供健康資訊。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委員會韓嘉軒主席親身到中心頒發
「傑出員工獎」，並嘉許及勉勵一眾同事，在疫境中自強
不息。

中心舉辦不同的健康講座，提升老友記
對身體健康的關注。

青 衣 區「運 動 拾 義 人」義 工 隊 學 習 地 壺 球
後，於運動體驗日協助推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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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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區一百一十一間私營或自負盈虧安老院舍及

殘疾人士院舍之院友提供免費的醫生到診服

務。本院統籌社區內二十多位私家執業醫生，

每週到訪院舍，為院友診斷偶發性疾病、進行

健康檢查及感染控制教育，以促進院友的健康

及提升醫療健康管理服務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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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為院友進行健康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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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成效
• 2021/22年 度 醫 生 到 診 院 舍 約 一 萬

一千五百次；

• 接受到診服務約四萬八千九百五十八人

次；

• 提供健康教育講座約一百三十九次；

• 院舍及抽查院友對服務之滿意程度達百份

之百。

院舍外展醫生到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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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診醫生每星期為院友診症及檢查，院舍及院友均歡迎到診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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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

關於基金
本院緊急援助金於一九九七年成立，目的是為

因遭遇嚴重意外而受傷或身故而需要即時經

濟援助的人士或家庭，基金提供一次性經濟援

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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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緊急援助金歡迎非政府機構、政府部門、

團體或熱心人士為有需要協助人士，提出轉

介。本院在接獲申請後，由接案當值社工與申

請人、轉介人或聯絡人聯繫，就申請人情況作

出評審及家訪。申請之金額須由援助金管理人

員及董事局主席作出審批後才會發放。

為秀茂坪寶達邨達喜樓火災、大
埔廣福道車禍及赤鱲角工業意外
的死傷者提供援助
本院對於社會一些突發災難事件會主動及積極 

回應，如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凌晨秀茂坪寶

達邨達喜樓發生奪命大火，釀成四死兩傷，其

中一人輕微受傷，無需留院。博愛醫院董事局

即時啟動「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向意外中每名

死傷者家屬分別發放港幣三萬元及港幣二萬

元，透過觀塘民政處負責人見證下共發放港幣

十四萬元予家屬以示深切慰問，同時亦為家屬

眾籌了港幣十四萬零七百六十四元二角以援助

受影響家庭及早渡過難關。

此外，在同年八月於大埔廣福道的致命車禍

上，本基金向意外中的死傷者家屬合共發放港

幣二十萬元。同年十二月於赤鱲角致命工業意

外上，本基金亦即時向兩名死者家屬合共發放

港幣十萬元，以應付急需的經濟困難。

其他受助個案
由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二一年，博愛醫院接獲

了一百五十四宗申請，合共批出超過港幣

三百一十九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元予有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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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20

2020– 
2021

2021年 
12月為止

接獲申請 21 16 19 12 11 17 9 8 13 14 14

批出申請 19 16 14 10 9 15 9 8 13 13 14

發放金額 173,977 161,522.5 153,081 107,972 150,135 231,653 154,058 182,272 657,768.5 566,073 661,353

博愛醫院緊急援助金的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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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對長期病患者而言，治療過程是一段漫長的道

路，無論病患者或其家人都會面對不同的困

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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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個案
(1) 撥款資助Ken洗腎及針灸

Ken是小提琴家，於二零一五年確診末期

腎衰竭及需輪候換腎手術。等候期間體

弱，未能工作，需長期服藥及覆診。自二

零一六年起，「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

金」資助Ken每周到博愛醫院 — 香港浸會

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油尖旺區）進行

兩次針灸治療及到愛心力量中原慈善洗腎

中心兩次洗腎。治療後血壓及各項指標穩

定，終於二零二一年初接受換腎手術，並

逐步康復。本院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

間撥款港幣十四萬八千五百元資助Ken洗

腎及針灸。

(2) 撥 款 資 助Yellow購 買「類 克」劑 藥 治 療

費用

Yellow是一名勤奮好學的大學生，於二零

一八年，身體突然急劇轉差，及後確診患

有罕見疾病 — 神經白塞氏症，需要即時

休學。在博愛醫院治療期間，醫生建議

Yellow試用自費藥物「類克」，需每兩個月

接受一次治療，而每次治療費用約為港幣

二萬元。但因家境貧困，無法持續負擔昂

貴的藥物費用，十分徬徨無助。

博愛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

本院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間撥款共港

幣五萬九千二百元，以資助Yellow購買「類

克」作治療用。

(3) 撥款資助Luke小朋友物理治療 /針灸費

用及交通津貼

Luke ，八歲，博愛醫院文柱石家庭多元智

能中心課餘托管同學，因父母離異而由嫲

嫲照顧。爺爺及父親均為兼職地盤散工，

家中收入不穩定。

Luke於二零一八年初突然中風。出院後右

半身痙攣、讀寫及語言障礙、專注力不足

及大小肌肉較弱。因受疫情影響未能回屯

門醫院繼續覆診，而改在博愛醫院 — 香

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元朗）接受針灸

治療。治療後活動及說話能力漸有好轉。

中醫師建議Luke繼續接受中醫診治及物理

治療。但因家中經濟困難，家人未能負擔

Luke之醫療及交通費用。

為把握最佳治療時機，博愛醫院董事局

通過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從「博愛

醫院長期病患者援助金」中撥備港幣一萬

元，作為資助Luke進行中醫針灸治療及物

理治療的費用，讓小朋友維持身體機能，

於病患中仍可渡過有質素的生活。

* 以上個案受惠人仕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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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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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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學與教學，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學生在多項校際比賽及大型公開比賽

中，屢獲殊榮。

教育服務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129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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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一學生均為一級及二級之小六學生。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六學生在疫情期間

進行中學文憑考試，在總平均二級或以上百分

率高達92.5%，二級或以上百分率達100%的共

有八科。畢業生升讀大學或大專院校比率超過

七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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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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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廣泛接觸多種語言

以提升語文水平。

屬下中學

本校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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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學習以外的技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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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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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和朗誦等比賽中獲得優

異成績，亦曾在不同項目代表香港出戰全國賽

或國際賽，屢獲獎項，為校為港爭光。女子田

徑隊員奪得夏季青少年田徑賽2021全港女子

U18標槍冠軍，破香港U18女子標槍記錄（42.00

米）。此外，戲劇學會在香港學校戲劇節囊括多

個獎項，當中包括「評判推介演出獎」。本校學

生亦在校際朗誦比賽中的英文、普通話及粵語

朗誦奪得多項冠、亞及季軍。飛標隊在二零二

零至二零二一年度蟬聯元朗區青年節2021「青

年飛鏢共飛翔」聯校網上飛鏢錦標賽校際盃冠

軍，成績斐然。

中國舞成員在第五十七
屆學校舞蹈節奪得中國
舞（獨舞）甲級獎。 

步 操 樂 團 在 香 港 步 操 樂 團 公 開 賽 中 屢
獲殊榮。

蟬聯元朗區青年節2021「青年飛鏢共飛翔」
聯校網上飛鏢錦標賽校際盃冠軍。

田徑隊員勇奪全港女子U18標槍冠軍，
破香港U18女子標槍記錄（42.00米）。

初中生參與民安隊少年團結業禮。



130 Pok Oi Hospital Annual Report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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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英語教師到校實習，營造英語環境，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4. 中一至二級部份班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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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學生活動
本校男子歌詠小組參加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

節（全球總決賽）奪得合唱團中學組第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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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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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共三年。

歌 詠 小 組Spiritual Man於「第 八 屆
香港國際音樂節」（全球總決賽）奪
得合唱團中學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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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亞 太 機 械 人 聯 盟 競 賽 香 港 選
拔賽中獲得季軍。

「沙 田 及 西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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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境 卓 越 大
獎 — 學校（中學）金獎。

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131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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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為精

神，持續發展成為具教育理想、關愛學生的教

育團隊，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環境，使學

生在愉快、溫馨的學習氣氛下，充份發揮個人

潛能，學會學習，愛己愛人，多元發展，勇於面

對挑戰，成為高素質的優秀公民。

教師資歷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本校共有六十位教師，

包括博士二人、碩士二十八人、學士三十人。

班級及課程編製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編制班數 4 4 4 4 4 4

適異創新 閃耀潛能
1. 聯課活動：透過考察活動，擴闊視野及增

廣見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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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擴闊學生的學習體

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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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

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4. 「啟發潛能大數據系統」：運用創新科技，

令老師更清楚掌握學生特性，施以適異教

學，輔以生涯規劃，助學生發展潛能。

5. 資優教育：重點發展資優學生在學術方面

的高層次思維，培養他們自主學習，並關

顧他們的行為及情感需要。

兩文三語 中英兼擅
1. 英文科致力透過早會、主題活動、英語大

使計劃、戲劇活動、朗誦比賽、辯論訓練

及設置社交媒體戶口等，締造豐富的英語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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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將來的升學及就業作好準

備。

師生攜手 再創佳績
本校繼二零一七年獲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

校大獎」及二零一九年獲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

學校成就大獎（一星銀獎）」後，二零二一年又

獲得「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二星銀

獎）」的殊榮。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What a marvelous musical! It was so much fun!

本校榮獲晉級獎項─「國際啟發潛能教
育學校成就大獎（二星銀獎）」。

推動資優教育，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 培育未來領袖，讓學生發揮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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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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文三語發展

• 英文科採用全英語課堂教學，低年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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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同學學習英語的動機及能力。

• 學校致力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讓

同學透過多元學習經歷學習英語，接觸

不同文化。本年度學校透過PIE（Primary 

International English Curriculum）校本國際英

文課程理念，除增聘外籍老師，亦將 IB課

程的學習策略融入英文課程中，令同學在

學習主題下，選擇閱讀自己喜愛的英文圖

書，與同學一起討論及進行探索活動，更

會走出課室，在開放的學習模式下，把英

文學習融入日常生活中。

• 中文科三至六年級全面採用普通話授課，

以提升學生於普通話的聽、說能力，並增

強學生書面語的表達能力；同時透過引領

思維教學法以加強學生的篇章理解能力及

高階思維能力。

屬下小學

多元學習啟發學生潛能

• STEM校本課程，發展科技教育

本校成功申請多項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發展校本STEM課程。本年度更發展航空

課程，教授一至六年級同學基本的飛行原

理，地下大堂更增設模擬駕駛倉，讓同學

學習模擬飛行駕駛。本校亦設置魚菜共生

船，讓同學實地了解魚菜共生系統的運作

原理，提升同學的環保意識及珍惜生命的

態度。

• 啟發潛能課程

每逢星期一至三下午最後一節課，同學均

放下書本，輕鬆參與各項活動。多元的活

動有助拓寬學生的接觸面，讓同學從嘗試

中發掘潛能，感受生活的趣味及多彩。

本 校 柔 道 隊 在
前 港 隊 代 表 羅
麗 華 老 師 帶 領
下，在2021香港
柔 道 形 錦 標 賽
中 共 取 得 十 二
面 金 牌 的 佳
績！

外籍老師化身成為機長，
與 學 生 在 學 校 的「機 場 大
堂」進行英文學習活動。

疫情下，本校學生與姊妹學校大鵬中心小學的同學進行實時
網上交流活動，分享兩岸不同的文化。

本 校 英 文 科 推 行PIE校 本
國際英文課程，外籍老 師
與小二同學在探索循環再
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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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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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燕貞校長 張彩霞校長 郭凱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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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112人 82人 112人 87人 114人

入讀百分率 100% 73% 100% 80% 100%

教職員人數 23人 16人 20人 14人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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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及幼兒中心皆從《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以

幼稚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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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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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特色
本校以「博文愛德」為校訓，本著「博愛」精神，

培養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獨立思考、善於溝

通、具國際視野、重視文化承傳、關愛社會及

國家、具領導能力的人才。學校一直致力幫助

學生成為愉快、有健康體魄、持守正面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態度、喜愛探索求知、善於溝通、

樂於與別人交往、富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人。

學校以「正向心理、情緒教育」為主軸，透過日

常生活的親身體驗、社交活動和遊戲，讓學生

從而學習生活規範，待人接物的態度，並得以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紀念幼稚園幼兒中心
我們一直相信「父母愈快樂、家庭愈健康、孩子

愈幸福」的家庭教育理念。學校多年來發展「童

心同行義工團」，從中發揮家校協作精神，鞏固

家校溝通的橋樑，讓家長與孩子一同經歷及成

長，於體驗中學習及認識學校的理念和方向，

增加彼此合作和信任，一起為學生締造快樂又

幸福的童年生活。

主題活動：學生探索蔬菜的類型。 愛的時光：學生擺出愛的姿態，一起進
行藝術創意活動。

遊戲活動：學生一起玩拼砌積木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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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學校以「啟發幼兒潛能」為發展目標，本年度我

們繼續成為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之會員學

校，推行「啟發潛能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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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兒提供一個全方位學習環境，讓

他們在愉快與和諧的氣氛下，充分發揮他們的

潛能，學會學習。我們亦致力透過建立健康校

園環境及生活習慣以實踐「健康校園」，鼓勵幼

兒從「做中學」，從真實情景中體驗、探索生活

環境中有趣的議題。

課程特色
學校本年度以「營造正向校園文化，推動幼兒正

面積極學習及成長」為發展計劃，訂立了品德主

題，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創設互動的學習環境

及延伸活動等，以增加幼兒體驗和實踐良好行

為的機會，持續培養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並進一步讓幼兒學會自律、遵法守規、愛護公

物、尊重關愛及欣賞別人，成為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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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心態」、思考

模式及培養正向品格能力，實踐全人發展。

此外，我們重視培養幼兒「兩文三語」能力。駐

校外籍英語老師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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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有趣及富意義的兩文三語環境來建

立語言基礎，為升讀小一前作好準備。

我們相信有效的家校合作，有助幼兒展現潛

能。故此，本校設立「家長教師會」及「義工媽媽

隊」，藉以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

建立夥伴合作關係。

在課程方面，學校繼續全面深化「幼兒在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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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幼兒自由探索、操作及討論

的空間，提升幼兒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校同時

鼓勵幼兒自己思考、自己做事，讓幼兒同時享

受多種遊戲及完成工作的滿足感，促進他們的

全人發展，提升學習能力，發揮個人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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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指定日期，如：國慶慶祝會、慶
回歸活動等，安排幼兒進行升國旗活
動，藉以加強幼兒對國情和國家安全的
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培育他們成
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看誰摺的紙飛機飛得最高最遠。
欣賞了不同的中國水墨畫，讓
媽媽和我也來創作一幅吧！

來 到 古 色 古 香 的 涼 亭，
快把特別的中式建築記
錄下來，還要好好愛護。

幼兒透過參與多元化的
自 由 遊 戲 及 區 角 活 動，
藉以引發自主參與和探
索 的 動 機，充 分 發 揮 他
們的潛能，學會學習。

幼 兒 透 過 參 與 香 港
女童軍「快樂小蜜蜂」
(HAPPY BEE)制 服 團
隊 的 不 同 活 動， 從
而 建 立 他 們 活 潑、
開朗、勇敢、克服困
難、遵守紀律等良好
品格，實踐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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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學校以「兒童為本」及「遊戲中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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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以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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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

學習活動以遊戲和探索為主，配合課程目標加

課程特色
本校秉承博愛醫院「博文愛德」的校訓，致力推

動及發展優質的幼兒教育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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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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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蒙特梭利教

學，學校更推行合作學習和環境教育，引發幼

兒的學習興趣，讓他們有機會發問、思考、討

論，懂得與人合作，從而學習解難。藉此鼓勵

幼兒具獨創性的想法，提升思維發展，培育他

們自小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別人和尊重環境。

學校積極推動正向教育，透過「STAR星級正向

課程」帶領幼兒持之以恆地建立「感恩」、「仁

慈」、「欣賞自己」和「成長思維」等習慣，培養

他們成為樂於助人、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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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亦十分重視品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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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於接受挑戰的小朋友，從而建立美好的人

生，尋找生活上的滿足感，活出Doing Good and 

Feeling Good。學校同時引入地壺球運動，這是

一個要求精準、策略、專注力、溝通、團隊合

作、禮儀和逆境智能的運動，讓學生體驗共融

運動。

博愛醫院施淑鎮幼稚園幼兒中心

博愛醫院任永賢夫人幼稚園幼兒中心

幼兒喜愛親親大
自然，從戶外活動
體驗遊戲的樂趣。

透過「正向音樂椅」遊戲，讓
幼兒學習表達感恩，建立正
向態度。

在 大 自 然 中 進 行 集 體 遊
戲，讓幼兒鍛鍊良好體魄，
增添活力。

學校帶學生實地考察，觀察
海洋垃圾，提升環保意識。

學校重視家長教育，經常舉
辦親子活動。

學 校 引 入 地 壺 球 運 動，
讓學生體驗共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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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37,888萬

社會服務(包括安老、家庭及

青少年及單身人士)

$38,164萬

安老服務

$48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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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3萬

教育服務

$2,956萬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37,810萬

過渡性房屋計劃

$21,984萬

中醫服務

$26,125萬

教育服務

$3,075萬

牙科服務

$3,491萬

籌募及捐款

$2,255萬

其他收益(包括2019冠狀病毒病抗疫

撥款、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賽馬會基

金撥款、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等)

$37,813萬

過渡性房屋計劃

$735萬

籌募活動費用

$19,547萬

中醫服務

$2,512萬

牙科服務

$1,437萬

行政支出
$2,991萬

本期盈餘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收益分析 (未經審核 )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支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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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柏成主席

林　群候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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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齡儀副主席

韓嘉軒副主席

曹思豪副主席

方俊文總理

陳俊民總理

黃偉光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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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茂龍總理 , MH

梁志杰總理

楊敏健總理

彭國榮總理

嚴皓云總理

李偉文總理

潘文思怡總理

陳龍銘總理

盧官佃總理

陳燕萍總理

陳國威永遠顧問 , JP

蕭炎坤永遠顧問 , SBStJ

王敏馨永遠顧問

潘德明永遠顧問 , MH

何榮添永遠顧問 , MH

譚姜美珠永遠顧問 , MH

陳　李妮永遠顧問 , MH

簡陳擷霞永遠顧問 , MH, OStJ

石禮謙名譽顧問 , GBS, JP

吳榮基名譽顧問 , CstJ

林貝聿嘉名譽顧問, GBS, SBS, OBE, MBE, JP

曾展雄名譽顧問

蘇廣文歷屆總理

崔德剛歷屆總理

鄭永鴻歷屆總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銀行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當代慈善基金

黃廷方慈善基金

農本方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華明行有限公司

Acestar Concept Limited

俊文樂器貿易有限公司

帝京酒店

香港瑰麗酒店

衍生行有限公司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迪士尼樂園渡假區

Smartech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Limited

香港海洋公園

豐年有限公司

Peri-Infinite Limited

OTO Bodycare (H.K.) Ltd

Ace Kitchen Limited

馬百良天然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

百老匯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Brother International (HK) Ltd

頌恩香港有限公司

栩柏有限公司

原味家作有限公司

得利龍百貨有限公司

大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恆香老餅家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糧友麵包控股有限公司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煌府婚宴集團

小肥味道

梁介福（斧標）藥業有限公司

海天堂

加拿大楓之寶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冠珍醬園

時天優質生活

妙健茶國際有限公司

怡加新（香港）實業有限公司

CheckCheckCin Holdings Limited

良茶隅有限公司

好底饌食品有限公司

天地和堂有限公司

嚐*健康基金

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

銘威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Ec InfoTech Limited

康業地產有限公司

逢吉、模範、榮基、華盛四村街坊互助會

獅子林私房火鍋

美聯物業

康衛國際有限公司

MOS House Group Limited

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雄輝發展有限公司羅有雄先生

屯門商會

東周刊

余壽寧先生 , MH

余浩興先生

沈慶旺先生

永年士多

好到底麵家

何明記麵家

樂都堂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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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豐行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華懋集團物業管理服務部

其士集團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社會福利署

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處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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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發展基金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黃大仙社區

中心國術組

圓壹太極學會

程國樑藍灣太極會

香港元朗晨曦太極會

振明楊式太極拳學會

中國香港武術工作者協會

中華太極社

青華太極學會

中國香港吳式太極拳總會 /凝身太極會

林瑞芳顧式太極班

謝少珍太極學會 - 油尖旺旺角區太極班

太極堂

碧海衡天健身氣功會

榮真研藝社

蔡李佛趙民安國術會

蓬瀛仙館養生團

鄭美賢太極學會

梁錦棠詠春同學會

開心太極坊中華武術會

香港松峰太極學會

剛柔流空手道鷹志會 

香港山東太極螳螂拳總會 – 梁麗娟武術會

Expert Medical 嘉悅醫療

CATALO Natural Health Foods Limited

Ingrid Millet

景𣾀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鄭俊平先生

輝煌創建實業有限公司

陳慎芝先生

Jason Fan

嚴偉貞女士

卡樂斯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鋁遊家有限公司

UW Selections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梁挺雄 

教授BBS

威萊（香港）有限公司

Kon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馬世良堂製藥有限公司

Vital Care Hong Kong Limited

惠民口罩

蓬瀛仙館副理事長葉滿棠先生

蓬瀛仙館理事霍濟康先生

行樂國際基金會

文康國術體育會

蘭英太極學會

陳淑卿太極武術學會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龍獅隊

Face 家庭攝影

Ogawa Health Care International (HK) Ltd.

老夫子餐館

美的集團

東淦工程有限公司

義合工程有限公司

UCESR Foundation Limited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SAS Institute Ltd

Evolution Security Consulting Limited

流星騎士體育會

房地產物業顧問

黃萬達醫舘

Nan Fung Property Management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EFT Solutions Limited

鎭洋兄弟單車公司

馬百良藥廠

駿驥首飾廠有限公司

CK Hair International Ltd

碼頭故事火鍋

榴槤皇后

JUST CLIMB

香港珍藏車協會

港安集團

張小宇先生

MV Momentum Group Limited

生記榴連

Freeway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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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2021/2022善長芳名錄

善長芳名 金額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8,018,706.70

上海商業銀行 2,712,502.58

李柏成 主席 930,000.00

當代慈善基金 700,000.00

林　群 候任主席 620,000.00

陳首銘 副主席 620,000.00

周駿達 副主席 620,000.00

黃曉君 副主席 620,000.00

陳國基 副主席 , MH 620,000.00

廖齡儀 副主席 620,000.00

韓嘉軒 副主席 620,000.00

曹思豪 副主席 620,000.00

愛心傳送 456,880.00

黃偉光 總理 433,841.88

吳泰榮 總理 385,300.00

姚茂龍 總理 , MH 350,000.00

王陳鴛鴦 總理 327,451.00

余志宏 總理 325,000.00

李偉文 總理 320,000.00

方俊文 總理 310,000.00

陳俊民 總理 310,000.00

蕭潔嵐 總理 310,000.00

郭志成 總理 310,000.00

林麗儀 總理 310,000.00

袁志平 總理 310,000.00

劉達泉 總理 310,000.00

周啟榮 總理 310,000.00

林世强 總理 310,000.00

關永樂 總理 310,000.00

吳志雄 總理 310,000.00

李星強 總理 310,000.00

王文漢 總理 , MH 310,000.00

柯耀華 總理 310,000.00

葉嘉威 總理 310,000.00

邵賢偉 總理 310,000.00

楊啟健 總理 310,000.00

梁志杰 總理 310,000.00

楊敏健 總理 310,000.00

彭國榮 總理 310,000.00

嚴皓云 總理 310,000.00

潘文思怡 總理 310,000.00

陳龍銘 總理 310,000.00

盧官佃 總理 310,000.00

陳燕萍 總理 310,000.00

同皇有限公司 300,000.00 

銘威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188,000.00

健誼社 163,200.00

博愛義工A隊 160,598.20

阮笑連 158,000.00

港九藥房總商會有限公司 155,855.40

農本方有限公司 1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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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KAI LAM 142,000.00

寶豐隆有限公司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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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靜雯 100,000.00

NG TENG FO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100,000.00

梁龍漢斌 歷屆總理 100,000.00 

香港道德會 100,000.00 

逢吉模範榮基華盛四村街坊互助會 91,800.00

妙趣雅集顧式太極會 90,260.00

簡陳擷霞 永遠顧問 , MH, O.St.J 82,538.00

大發餐廳 75,860.00 

WONG SO PING PECKY 67,620.00

博愛義工B隊 60,485.60

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 /藝林曲藝苑 52,581.90

KWONG MI LI 50,000.00

德鈺有限公司 50,000.00

合眾鋼架有限公司 50,000.00

聯豐興業（集團）有限公司 50,000.00

周品根 50,000.00

完美醫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UCESR FOUNDATION LIMITED 50,000.00 

華懋集團物業管理服務部 41,446.90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40,000.00

HYC FOUNDATION LIMITED 40,000.00

CHUNG SHU HUNG HENRY 40,000.00 

THE SOCIETY OF CHINESE ACCOUNTANTS & AUDITORS CHARITABLE TRUST 39,438.00

盧碧霞醫生 39,100.00

彩豐行有限公司 37,197.20

好到底麵家 36,236.80

香港環境師學會 35,700.00

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 - 黃大仙社區中心國術組 34,330.00

香港仔中心慈善籌款委員會 33,731.00

陳　李妮 永遠顧問 , MH 32,800.00

富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2,140.00

香港（東區）杏花婦女會 31,600.00

清河邨居民協會 30,261.00

六合聖室有限公司 30,000.00

鑑基平護（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0

郭興坤陳麗華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30,000.00

陶添興 30,000.00

TSE SIU LING 30,000.00

CHENG PUI MAN 30,000.00 

KWOK SEK CHI 28,500.00

程國樑藍灣太極會 28,420.00

鳳德居民聯會 /鳳德慈友會 25,717.70

翠竹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24,660.00

中華太極社 24,650.00

圓壹太極學會 24,260.00

鄭鑑雄 23,834.00

楊勵賢社會服務團 23,215.60

振明楊式太極拳學會 23,200.00



博愛醫院辛丑年年報 141

善長芳名錄

善長芳名 金額 

天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22,575.00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1,370.30

祈德尊新邨業主立案法團 20,944.40

陳麗茹 20,820.00

李慧琼議員、潘國華議員、關浩洋議員辦事處 20,803.60

天水圍金曲愛心義工隊 20,694.40

竹隱長春洞 20,000.00

證券商協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0

金銘餐廳小廚有限公司 20,000.00

香港華彩歌舞團愛心義工隊 20,000.00

LI NGAI 20,000.00

SIR HUD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000.00

榴槤皇后 20,000.00

戚秀蘭 20,000.00

玉清別館有限公司 20,000.00

CHAN SIU FUN JANIS 20,000.00 

HUI KAM FOUNDATION CO., LTD. 20,000.00 

陸志昌 20,000.00

雍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19,882.50

良景鄰里關愛協會 19,571.50

兆麟苑業主立案法團 18,641.50 

NG KAR YING 18,500.00

香港元朗晨曦太極會 18,350.00

淘大花園 18,000.70

岑袁美娟社區服務處 18,000.00

曾少雲 18,000.00

清河邨婦女會 /清平樓互助委員會 16,066.50

東淦工程有限公司 15,800.00

CHENG YAN 15,800.00

彩寶娛樂公司 15,000.00

好彩娛樂公司 15,000.00

TSANG CHOI LIN 15,000.00

李少芳基金有限公司 15,000.00

正本會有限公司 15,000.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黃錦威 15,000.00 

中國香港武術工作者協會 14,600.00

青華太極學會 14,560.00

麥德羅 14,478.90

富豪花園 14,000.00

何明記麵家 13,871.90

中國香港吳式太極拳總會 /凝身太極會 13,800.00

上海總會 13,600.00

黃浩明太平紳士 12,800.00

碧海衡天健身氣功會 12,600.00

上水天平邨居民福利會 12,586.00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12,316.50

昌盛苑（華明路）業主立案法團 12,274.40

謝少珍太極學會 12,100.00

新星的士同業聯會 12,000.00

梁國華 12,000.00

香港粉嶺耆英長青社 /祥華之友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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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堂 12,000.00

何維君 12,000.00

CHAN MAN YU 12,000.00

林瑞芳顧式太極班 12,000.00

LAW PO WAH 12,000.00

李若芝 12,000.00

唐惠蘭 12,000.00

永年士多 11,877.60

愛民邨居民協進會 /薈萃服務網絡協會 11,746.00

順欣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11,560.60

康業西九龍義工隊 11,251.50

荃灣象山邨樂山樓互助委員會 11,193.90

LUI LONG KWAN 11,000.00

康業地產有限公司 11,000.00

文娛會有限公司 10,800.00

朗天知友社 10,491.00

蝴蝶之友社 10,400.00

EVOLUTION SECURITY CONSULTING LIMITED 10,000.00

祥華賢毅社 10,000.00

李汝大辦事處 10,000.00

陳志強 10,000.00

SAS INSTITUTE LTD 10,000.00

張女 10,000.00

寶昌葉記珠寶金行 10,000.00

雲鶴山房 10,000.00

麗閣邨麗萱樓互助委員會 10,000.00

靈隱寺有限公司 10,000.00

萬昌五金建材有限公司 10,000.00

KINETIX SYSTEMS LIMITED 10,000.00

文醮祿 10,000.00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 10,000.00

TSO SIMON 10,000.00

蔡天啟 10,000.00

RICHLION LTD 10,000.00

榮豐建築有限公司 10,000.00

YUEN HENG TING 10,000.00

陳永振 10,000.00

鄧燕梅 10,000.00

黃錫禧 10,000.00

碼頭故事火鍋 10,000.00

JUST CLIMB 10,000.00

香港珍藏車協會 10,000.00

YEE WAI SHUN 10,000.00

CHEUNG SIU YU 10,000.00

C K HAIR INTERNATIONAL LTD 10,000.00

偉達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MV MOMENTUM GROUP LIMITED 10,000.00

港安集團 10,000.00

油麗妍慧社 10,000.00

CHEUNG KAM KWOK 10,000.00

FUNG LAI FUN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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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FA PROPERTY SERVIC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10,000.00

LO WAI LAN 10,000.00

PACIFIC VISION ENTERPRISES LIMITED 10,000.00

陳秋 10,000.00

樂善社有限公司 10,000.00 

謝繼生 10,000.0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0,000.00 

LAW HUNG KUEN JANSON 10,000.00 

YEUNG WAI KWONG 10,000.00 

華金國際資本有限公司 10,000.00 

KWOK MAN HAR 10,000.00 

林小琪 10,000.00 

林正弘小朋友 10,000.00 

LAI YUNG KWOON 10,000.00 

房志良 10,000.00 

ALBERT KO 9,500.00

快樂人生義工服務團 9,400.00

北區國粹文化協進會 9,098.50

嘉湖愛心義工隊 8,954.00

新界北義工團 8,907.20

張錦松合家 8,900.00

李家松 永遠顧問 , 太平紳士 8,800.00

關愛彩雲愛心隊 8,800.00

廣福之友 8,745.00

林德成議員辦事處 /紅磡居民服務協會 8,732.50

欣盛苑A至G座業主立案法團 8,720.00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 8,589.70

HON HING ENTERPRISES LTD 8,362.00

華富耆樂會 8,320.60

鴨脷洲北岸婦女聯合會 8,201.10

荔景長者互聯網 8,040.70

土南之友 8,000.00

楊素貞 8,000.00

LI NGAH YING 8,000.00

易威奇有限公司 8,000.00

興田邨業主立案法團 7,765.80

吳劍良先生、吳彥熹先生、陳秀清女士 7,700.00

梁錦堂詠春同學會 7,200.00

將軍澳中心57地段業主委員會 7,069.20

元朗屏山區居民協會 7,020.80

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7,005.00

MA KWOK HING & WONG HON FONG 7,000.00

T.K. TSUI & ASSOCIATES LTD. 6,900.00

荃灣街坊福利會有限公司 6,800.00

CHING MAN WAI MABLE 6,688.00

榮真研藝社 6,500.00

屯門區居民服務社 /小熊貓 6,206.00

楊子熙辦事處 /油麻地居民權益關注會 6,201.50

新元朗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6,167.00 

CHEN FAI TUNG 6,149.00

青暉社區服務中心 6,1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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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木林 6,100.00

LEUNG WAI LIM 6,100.00

尚德堂社區服務中心 6,000.00

蓬瀛仙館 6,000.00

香港顧問有限公司 6,000.00

海泓社區服務協會 /鍾港武社區辦事處 6,000.00

剛柔流空手道鷹志會 6,000.00

香港松峰太極學會 6,000.00

安定之友社 6,000.00

EFT SOLUTIONS LIMITED 6,000.00

廣源社區居民聯會 /廣康歡樂協會 6,000.00

LEUNG KAI WING 6,000.00

GRAND PACIFIC INVESTMENTS LIMITED 6,000.00

開心太極坊中華武術會 6,000.00

蔡李佛趙民安國術會 6,000.00

鄭美賢太極學會 6,000.00

香港山東太極螳螂拳總會 -梁麗娟武術會 6,000.00

CHAN KAM YIU 6,000.00

MA KAM LAM 6,000.00

CHEUNG YEE HUNG 6,000.00

關傲霜 6,000.00

盧嘉輝 6,000.00

韓昇 6,000.00

CHEN WAI KUEN 6,000.00

FONG LOK YUE 6,000.00

LEUNG SHUK MUN PHYLLIS SYLVIA 6,000.00 

KAM HING WATCH CASE MFG. LTD. 6,000.00 

CHENG PUI GEE BONNIE 5,800.00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686.00

PRECISION ENTERPRISE LIMITED 5,300.00

漁光村互助委員會 5,013.00

王敏馨 永遠顧問 5,000.00

太極拳研習同學會 5,000.00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5,000.00

VIEWKING TRADING LIMITED 5,000.00

楊衛星 5,000.00

元朗洪水橋各界協會 5,000.00

陳妙玲 5,000.00

劉玉鳳 5,000.00

順利建材潔具有限公司 5,000.00

SHEEN HOK CHARITABLE FOUNDATION 5,000.00

嗇色園 5,000.00

黃錦鴻 5,000.00

LUI WAI FUN 5,000.00

周錦浩 5,000.00

POON SAI KIT 5,000.00

中華基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5,000.00

REGAL PORTFOLIO MANAGEMENT LIMITED 5,000.00

FUNG YEE WAN 5,000.00

林威信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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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高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

KONTEX CO LTD 5,000.00

黎淑儀 5,000.00

生記榴槤 5,000.00

FREEWAY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LIMITED 5,000.00

葉潔馨 院務顧問 , MH 5,000.00

嚴偉貞 5,000.00

CHAN WING YUE LOUIS 5,000.00

卓慶兆 5,000.00

梁國棟及鄧潔娉 5,000.00

ON GEAR TRADING CO LTD 5,000.00

YU WAH CHEUNG 5,000.00

華隆玩具有限公司 5,000.00

LUI KWOK CHUNG 5,000.00

CHAN MAN KWONG 5,000.00

WONG KWOK HUNG 5,000.00

YEE HOP ENGINEERING CO., LTD 5,000.00

CHOW KING FAI 5,000.00

高珮瑜 5,000.00

MAK DESMOND 5,000.00

張景喜&利志文 5,000.00

SHUM JING JING 5,000.00

LEE YAT HING 5,000.00

鍾優明 5,000.00

WU PO CHUNG LILY 5,000.00

POON KWOK WAI STEPHEN 5,000.00

鄭峻安小朋友 5,000.00

盈卓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5,000.00

TANG CHUNG YIN 5,000.00

HO TING CHEUNG 5,000.00

鄭峻銘 5,000.00

萬宜堂玄空派風水擇日 4,800.00

九巴之友 4,713.00

NAL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4,600.00

海怡半島 4,527.50

LEE CHI WAH HAZEL 4,300.00

千里台業主立案法團 4,296.00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4,052.50

陳如松 4,000.00

葵芳邨互助委員會聯會 4,000.00

九龍道德會龍慶堂有限公司 4,000.00

梁永雄 4,000.00

衛嘉樂 4,000.00

富山邨富信樓互助委員會 4,000.00

四川物業發展顧問有限公司 4,000.00

HUNG HON INDUSTRIAL CO LTD 4,000.00

HO KAM TIM 4,000.00

HO HIN TUNG 4,000.00

余素月 4,000.00

張琪騰社區服務處 4,000.00

李葉健友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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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國術體育會 3,900.00

LEUNG HANG FUNG 3,888.00 

時豐中心 3,778.00

陳建國社區辦事處 /勵德邨德全樓互委會 3,670.90

YEUNG WAI FONG 3,600.00

陳妹妹 3,600.00

顏思遠 3,600.00

LEUNG KAM WING 3,600.00

藍田消防局C隊 3,501.00

林月英 3,500.00

青雅苑業主立案法團 3,464.50 

劉柏祺辦事處 /大角咀匯群協會 3,449.00

沙田第一城委員會 3,400.00

富健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3,360.50

田灣新城居民權益聯會 3,303.00

WAN YUEN TUNG VICKY 3,300.00

張雪英、蘇啟明 3,120.00

天德聖教慈雲清善社 3,100.00 

鄧耀芬 3,000.00

蔡少峰辦事處 /大角咀之友 3,000.00

王婉庭 3,000.00

FUNG WING KAI 3,000.00

鄧俊邦 3,000.00

HAH WAI HING CATHERINE 3,000.00

CHAN YAT CHOR 3,000.00

呂廣榮 3,000.00

陳倩兒 3,000.00

謝志賢 3,000.00

黃沛全 3,000.00

林忠澤 3,000.00

梁旭霞 3,000.00

王玉美 3,000.00

陳素華 3,000.00

謝德棣 3,000.00

YU WAI KUN 3,000.00

葉香玲 3,000.00

張瀚華 3,000.00

黃玉燕 3,000.00

崔炎鴻 3,000.00

江佩蓮 3,000.00

陳錦強 3,000.00

保良局 3,000.00

鄧伙壽 3,000.00

博德佛堂 3,000.00

抱道堂有限公司 3,000.00

光明書局 3,000.00

文滿良 3,000.00

TIN KWONG PING 3,000.00

CHEUNG HOK MAN DESMOND 3,000.00

羅氏夫婦 3,000.00

馮錦顏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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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 3,000.00

倫敦食品廠 3,000.00

承利行有限公司 3,000.00

天生顧問公司 3,000.00

林貝聿嘉 名譽顧問 , GBS, SBS, OBE, MBE太平紳士 3,000.00

佛教大光園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3,000.00

YAU SHEUNG HANG 3,000.00

LEUNG WING CHUNG 3,000.00

香港廣西防城港市同鄉聯誼會 3,000.00

RONALD LU & PARTNERS (HONG KONG) LIMITED 3,000.00

蘇晴 3,000.00

杜啟強 3,000.00

GOODWELL (HK) LTD 3,000.00

NG WAN YING 3,000.00

YANG CHOW JULIETTE 3,000.00

WONG WAI FUN 3,000.00

KWOK SAU PO 3,000.00

景𣾀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3,000.00

WONG WAI MAN WINNIE 3,000.00

CENTURY INDUSTRIAL (ASIA) LTD 3,000.00

王鐘新有 3,000.00

MA FOOK YEE 3,000.00

輝煌創建實業有限公司 3,000.00

鄭俊平 3,000.00

JASON FAN 3,000.00

陳慎芝 3,000.00

PONG SUET YAN 3,000.00

TANG W C MICHAEL 3,000.00

李慧卿 3,000.00

東莞同鄉總會荃灣分會有限公司 3,000.00

威信繩𧜵（國際）有限公司 3,000.00

KWONG PUI LING 3,000.00

唐妙群 3,000.00

SHUM MAN SAU 3,000.00

榮泰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3,000.00

陳傍華 3,000.00

馮麗珊 3,000.00

TAY VI BING 3,000.00

楊焯銘 3,000.00

福彩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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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8日止。如有錯漏，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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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Chairman

林 群女士
Mdm. LAM Kwan

副主席
Vice 
Chai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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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光先生

Mr. WONG Wai Kwong, Willis

總理
Directors

方俊文先生

Mr. FONG Chun Man

陳俊民先生

Mr. Raymond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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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志雄先生

Mr. NG Chi Hung, Edmond

李星強先生

Mr. LEE Sing Keung, Bruce

總理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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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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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文院士

Mr. LEE Wai Man, PMSM, FSERA

潘文思怡女士

Mrs. POON MAN See Yee, Florence

盧官佃先生

Mr. LO Kwun Tin

陳燕萍女士

Mdm. CHAN Yin Ping

鄭俊裕先生

Mr. CHENG Chun Yue

高兆霆博士

Dr. KO Siu Ting

壬寅年第七十三屆董事局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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