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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轉眼間接任仁愛堂主席一職已有 5 個月。自履任後，本人與新一屆董事局
成員與管理層參與不同類型的會議，向各界善長及友好機構介紹本堂來年
的最新動向，並先後拜訪各個政府部門，與有關官員就雙方關注的社會
議題交流意見，讓董事局成員更掌握政府政策及社會所需，有助本堂適時
調整發展方向，務求為市民提供最到位的服務。

為秉承本堂「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今年仁愛堂會以「共築美好香港．齊心
創建希望」為目標，優化本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及環保等項目，支援更
多有需要的弱勢社群，共同以善心及愛心建設更和諧的香港。

醫療服務方面，繼 2006 年於屯門成立中醫教研中心，本堂再一次獲醫院
管理局委託，與香港大學合辦全港第 18 所中醫教研中心 —「仁愛堂—香港
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 東涌 )」。中心將於今年 9 月 30 日正式開幕，為東涌及
離島區內逾 15 萬居民提供全年無休的中醫內科、針灸及骨傷推拿等服務。
另外，本堂流動醫療車隊亦於長者人口密度甚高之九龍東區擴展服務，讓更多
有需要的長者可以使用醫療劵，以享用本堂專業中醫服務。

另外，為培育學生作多元發展，仁愛堂田家炳小學與香港冰球訓練學校
合作，於校內興建仿真冰上曲棍球場及提供冰球訓練，是全港首間將「冰上
曲棍球」列入常規體育課程的學校。而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亦與
信和藝術合作推行幼兒藝術發展計劃，除了邀請本地藝術家美化校園天台，
更將創意藝術帶入校園，通過開辦藝術工作坊，教導小朋友以繪本形式製作
「我的第一本日記」，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希望透過計劃，加強
幼兒在創意、溝通及協作的能力，讓他們成為獨當一面的「小小藝術家」!

連續第 5 年舉辦，並獲學界及環保界大力支持的第 5 屆「仁愛堂極地之旅」
亦已圓滿舉行， 25 名「出征大使」在香港大學專業團隊帶領下勇闖亞馬遜
熱帶雨林，順利完成環保考察任務。他們除了近距離觀察當地哺乳類、鳥類
及蝴蝶類等物種，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及面臨瀕危的原因外，更與當地生態
學家及科學家會面，就香港及厄瓜多爾的保育工作進行交流。學生能夠參與
是次旅程可謂難能可貴，他們在旅程中所學習到的知識定必終身受用。我寄望
所有「出征大使」在未來繼續履行「環保領袖」的使命，於全港中學及社區
進行巡迴演講，分享他們的寶貴經歷，感動身邊每一個人，集結社會力量，
為環保出一分力。

我亦很榮幸在這裡宣佈，本堂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支持下，將展開
一系列綠化項目，包括於本堂總部大樓及轄下學校加設各項再生能源系統、
推出「綠色社區課程」等，讓市民認識持續發展的理念及綠色價值觀，建設
綠色社區，履行「綠色機構」的使命。

最後，本堂在短短數月間已舉辦多項籌募活動，包括「仁愛堂『頌親恩、
獻關懷』慈善晚會」、「仁愛堂•鳳翔鴻劇團《李後主》慈善粵劇晚會」及
「仁愛堂『童心煮力為仁愛』小廚神烹飪比賽暨慈善晚宴」等，善款成績令
人鼓舞。我衷心感謝各董事局成員及各界友好的積極參與，並期望各界繼續
支持陸續推出的籌募活動，令善款數字再創新高，為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
送上關愛。

仁愛堂第三十五屆董事局
吳明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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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們花盡心思於校內及社區推行「保護生物多樣性」計劃，
向公眾宣傳保護香港獨有生態的重要性。

香港大學的導師帶領大使們踏足米埔自然保護區學習觀鳥技巧，
經過兩次觀鳥訓練後，大使們對香港鳥類的品種、習性及居住
環境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活動冠名贊助中國北方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暨仁愛堂董事局丘忠航副主席（第二排右四）、合辦
機構香港大學的隨團導師、裝備贊助 Eikowada 董事繆嘉銘先生（第二排左二）及 100 名
「極地保育大使」於 4 月 12 日出席極地之旅簡介會，了解訓練及考察課題。

中國北方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呈獻︰
仁愛堂極地之旅	─	亞馬遜
「極地之旅」踏入 5 周年，過去 4 年在仁愛堂董事局、「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及商界友好的慷慨贊助下，超過 80位「極地大使」分別踏足南極、北極、珠穆朗瑪峰
及肯亞進行環保考察。今年，活動喜獲中國北方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冠名贊助，並邀得
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李樂詩博士MH作活動榮譽顧問及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作合辦
機構，得以承傳「極地之旅」培育新一代成為環保新力軍的使命，並將環保考察的
版圖成功拓展至南美洲。
 
100 名由全港 400 多間中學脫穎而出的「極地保育大使」，於 4月至 5 月期間，接受
一連串由香港大學策劃的物種觀察及生態保育訓練課程，包括到米埔自然保護區、
龍虎山郊野公園、塱原濕地、香港濕地公園進行觀察鳥類及蝴蝶的訓練，了解香港
濕地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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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2

2013

2014

     2010 年 跟隨南極中國國家長城科學
站專家研究極地氣候

   2011 年 乘坐破冰船觀察罕有的北極
熊和冰川，了解全球暖化
對生態的影響

   2012 年 遠征珠峰推廣「無足跡環保
行為」(Leave No Trace)

   2013 年 踏足肯亞，近距離見證動物
大遷徙，同時了解氣候變化
對遷徒路線的影響

   2014 年 勇闖亞馬遜，了解人類活動
及全球暖化對熱帶雨林及
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極地足跡及主題
每年的「極地之旅」考察主題均圍繞不同的環保議題，今年的「極地之旅」就特別配合政府制定香港首份《生物
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的方向，以「生物多樣性」為考察主題。

同樣熱愛大自然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BBS 太平紳士 (右四)、
冠名贊助中國北方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暨仁愛堂董事局丘忠航
副主席 ( 左四 ) 與出征大使們交流觀鳥心得，氣氛熱烈。

2014「出征大使」
25 名表現突出的學生在一連串訓練、專題習作及面試中脫穎而出，成為本年度的「出征亞馬遜大使」。

姓名	 就讀學校
鄭君浩  香港華仁書院
程博軒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蔡家媛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張婷頤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劉芊彤  迦密愛禮信中學
古晉朗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胡騫婷  迦密柏雨中學
蘇曉彤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翁雪瑩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姓名	 就讀學校
卓怡輝  慈幼英文學校
陳晞陽  聖保羅男女中學
羅晞彤  沙田蘇浙公學
李曼玲  荃灣官立中學
趙泳兒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庾霖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瑋恒  拔萃男書院
石麗君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姓名	 就讀學校
李詠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陳智瑩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張樂情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陳家發  英皇書院
蔡丞峯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黃家敏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馬柔嘉  協恩中學
許銀秀  元朗商會中學

( 排名不分先後 )

5

5

2
2

4
4

1

1

3

3

2011

「極地保育大使」訓練包括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訓練營，接受
多項領袖訓練，提升解難能力和建立團隊精神，為出征亞馬遜
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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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典禮
仁愛堂特別於 7 月 20 日假葵芳新都會廣場舉行啟程典禮，並邀得環境局常任秘書長暨環境保護署署長王倩儀
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與仁愛大使 C AllStar 一同為「出征亞馬遜大使」打氣，預祝他們凱旋歸來。

大使與嘉賓及觀眾分享亞馬遜鳥類的習性及特色。 25名大使更即席自彈自唱以環保為主題的創作歌曲「地球之肺」，
呼籲各界保護亞馬遜，愛惜地球的寶貴資源。

25 名「出征亞馬遜大使」為旅程做足準備，並承諾將考察所得的成果和經驗與全港市民分享，肩負宣揚環保訊息的責任。

  冠名贊助  中國北方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合辦機構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
  支持機構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環境保護署
  至尊贊助  成謙聲匯控股有限公司
  鑽石贊助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裝備贊助  Eikowada
  翡翠贊助  曹漢璽總理、信輝實業公司
  保險贊助  富衛保險有限公司
  鳴謝機構  鵬程慈善基金、Kiehl's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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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亞馬遜		見證雨林豐富生物多樣性
 
25 位「出征大使」於 7月 27 日出發前往南美洲厄瓜多爾，展開為期 15 天的環保考察之旅，並在團長香港大學生物
科學學院侯智恒博士的帶領下，就不同的環保專題進行研究及資料搜集，包括森林砍伐對全球暖化的影響、當地
生態保育工作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旅程中，考察隊先後到訪厄瓜多爾面積最大、物種最豐富的 Cuyabeno 及
Yasuni 國家公園，近距離觀察園內的哺乳類、兩棲類及爬行類動物，以及雀鳥及蝴蝶，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及
面臨瀕危的原因，並與在當地進行保育工作的生態學家及科學家會面，研究及探討人類與環境生態的相互影響。

為深入了解科學家在亞馬遜熱帶雨林以及整個厄瓜多爾進行的保育
計劃，考察隊在厄瓜多爾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安排下，特別與
任教生態及環境科學系的大學教授 Prof. Kelly Swing 會面，
探討現時亞馬遜熱帶雨林面臨的威脅。考察隊更就解決當地過
度砍伐所面對的困難向經驗豐富的 Prof. Kelly Swing 請教，
希望可以協助改善當地的伐林工作。

香港大學隨團的導師和大使在每天完成考察工作後進行總結，
並紀錄每天觀察到的物種、數量及特徵等資料，以便進行統計
和研究。

考察隊在 Cuyabeno 保護區探訪了原住民民族 Siona，在城市
發展及外來文化衝擊下，族人仍然努力保存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
包括接近 5,000 種可使用的藥用植物名冊以及傳統的祭典等，
而負責進行祭典的祭司更即場示範了他們潔淨心靈的儀式。

另外，Siona 族人認為雨林中的一樹一物與人類一樣，都有自己
的生命和思想，人類應當尊重，才能和平共存。

亞馬遜流域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石油公司早在 70 年代已於
當地開發雨林以開採石油。由城市到國家公園入口約 3 小時的
車程，考察隊沿途看到無數的煉油廠、維修設施以及連綿數千
公里的輸油管道。不斷開採石油令雨林面積在短短數十年間不
斷減少，亦令無數物種喪失家園，被迫遷移到其他地方或因
此而消失。



6

仁愛焦點仁愛焦點

要在茂密的樹林當中找到物種的蹤影並不容易，考察隊
在原住民的指導下，以望遠鏡及長距離鏡頭於亞馬遜
河上捕捉各種鳥類及動物的蹤跡。

亞馬遜大使將一連 15 天的精彩考察日記及點滴已上傳到「仁愛堂極地之旅」網頁及仁愛堂 Facebook ，讓大家
一同感受是次難忘的考察旅程。他們已於 8 月 10 日凱旋歸來，並積極籌備 10 月 4 日舉行的「中國北方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呈獻︰仁愛堂極地之旅 ─ 亞馬遜」學界分享會，分享成果及體驗，其後更會於全港中、小學及社區作巡迴
演講及接受傳媒訪問，繼續推動各項環保工作。分享會詳情可瀏覽：www.greenadventure.yot.org.hk。

於 90 年代尾開始在 Yasuni 國家公園協助科學家進行研究工作的 Fernando 
( 左一 ) 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更把亞馬遜熱帶雨林當作是自己的辦公室，
沿途向大使一一介紹他「辦公室」內的各種動、植物及昆蟲，並詳細講解
牠們之間的關係及藥用價值。

紅渦蛺蝶	(Cramer's	Eighty-eight)
紅渦蛺蝶以翅底由黑斑組成的數字
圖案，例如「88」圖案而著名，因此
亦被稱為「88 蝶」。數字蝶喜歡在濕土
上聚集，並多為中、小型的蝶，帶有
鮮明的色彩。

綠拉美蜥	(Amazon	Forest	Dragon)
綠拉美蜥全身綠色，在茂密的雨林內難
以察覺牠們的存在，得以輕易避開獵
人的追蹤，是當地生物利用環境因素而
增加生存機會的其中一種行為。

倭狨	(Pygmy	Marmoset)
倭   是體型最小的猴類動物之一，體長
大約只有 14 到 16 厘米，並擁有約 20
厘米的尾巴，以保持身體平衡。輕巧的
身體，加上鋒利的爪子，令牠們能夠在
較少其他猴子出沒的樹冠頂層生活。

緋紅金剛鸚鵡	(Scarlet	Macaw)
金剛鸚鵡是鸚鵡科中體型最大的，而緋紅金剛
鸚鵡的特徵是從額到頸部、背部和尾巴的羽毛
都是緋紅色，翅膀上則覆蓋著黃色羽毛。由於
雨林中的牧草場及水力發電計劃破壞了金剛
鸚鵡的棲息地，加上非法捕獵問題嚴重，導致
金剛鸚鵡面對瀕臨絕種危機。

毒箭蛙	(Amazonian	Poison	Dart	Frog)
毒箭蛙是亞馬遜雨林獨有的物種之一，
因為當地部族將牠們身上的毒素塗於箭上
而得名。大部份毒箭蛙都擁有耀眼的皮膚
顏色，加上體型細小，因而亦被譽為雨林
中的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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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三十四屆（癸巳年）／
第三十五屆（甲午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晚宴

本年度的「仁愛大使」馬德鐘 ( 左三 )、關禮傑 ( 左五 )、鍾舒漫 ( 右二 )、組合 C AllStar  ( 右四、五、七及八 )、粵劇名伶衛駿輝 ( 左二 )
均到場支持，並獲頒發委任狀及勳章，正式履任「仁愛大使」，將仁愛力量發揚光大。

活動於 4 月 7 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圓滿舉行，賀蒙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 GBS 太平紳士、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
醫生GBM, GBS 太平紳士及新界鄉議局主席暨仁愛堂創會主席劉皇發
博士GBM, GBS 太平紳士親臨主禮，場面熱鬧。

同日晚上舉行的就職晚宴，更邀得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SBS,  IDSM
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以及多位官員親臨指導，包括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SBS 太平紳士、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 PDSM 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太平紳士、民航處處長羅崇文太平紳士、懲教署署長單日堅 SBS, 
CSDSM 、懲教署副署長邱子昭 CSDSM 及消防處處長黎文軒先生
FSDSM 等，熱烈祝賀新一屆董事局成員正式就職。

就職典禮上，主禮嘉賓曾德成局長 ( 右 ) 逐一頒發
委任證書予仁愛堂第三十五屆董事局吳明珍主席
( 左 ) 以及各董事局成員，標誌著仁愛堂第三十五屆
董事局正式履行「仁愛」使命，拓展本堂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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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主禮嘉賓黎棟國局長 ( 右 ) 率先與吳明珍主席（左）合唱《相思風雨中》，為義唱
環節揭開序幕，搏得全場熱烈掌聲。

仁愛堂諮議局委員蕭楚基主席BBS, MH太平紳士(右一)及其夫人蕭梁詠筠女士(右二)
特別捐出兩幅由蕭夫人親手繪畫的工筆花鳥畫 —「春意綿綿」以及「翠鳥荷塘」作慈善
拍賣，為仁愛堂籌得港幣10萬元善款。

仁愛堂第三十四屆董事局	
最 高 籌 款 獎

冠軍  楊素梅副主席
亞軍  曹貴子副主席
季軍  李愛平副主席

仁愛堂三十四屆董事局
最熱心參與獎

冠軍  蔡陳淑儀總理
亞軍  歐雪明副主席
季軍  羅台秦副主席、
  曲敏瑜總理及
  袁譚玉琼總理

仁愛堂董事局全年贊助人經募	
最 高 籌 款 獎

冠軍  羅台秦副主席
亞軍  李愛平副主席
季軍  楊素梅副主席

仁愛堂第三十四屆VISA卡
最 高 簽 帳 額 獎

冠軍  歐雪明副主席
亞軍  李筠翎總理
季軍  楊晶晶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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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請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太平紳士及傳媒
暨全年大型籌款節目巡禮2014
 
為讓政府及傳媒友好更了解本堂今年的服務發展以及各項籌募活動，本堂於 6月 5日舉行午宴，並邀得政府新聞處
處長聶德權太平紳士蒞臨主禮及各大傳媒機構的代表到場支持，包括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亞洲電視、有線電視、
NowTV 、香港電台、新城電台、商業電台以及各大報章雜誌共派出過百名代表出席活動，場面熱鬧。

仁愛堂董事局與各大傳媒機構代表聚首一堂，分享仁愛堂最新的服務發展及籌募大計。

主禮嘉賓聶德權處長  ( 右三 )、吳明珍主席 ( 左三 ) 及副主席團展示仁愛堂本年度的發展目標  —              
「共築美好香港．齊心創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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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到訪仁愛堂總部
 
第三十五屆董事局於 4月 25 日到訪仁愛堂屯門總部視察各項服務設施，包括到體育館參觀康體設施、胡忠長者地區
中心探望長者及醫療中心視察中醫、西醫、肝炎測試、記憶診所及牙科服務，了解各項服務的運作。

董事局成員亦特地到位於屯門龍鼓灘的「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了解塑膠回收過程
以及中心的日常運作。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的學生為董事局成員表演精彩的歌舞，更送上親手繪畫的圖畫予各董事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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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拜訪政府部門
仁愛堂第三十五屆董事局先後拜訪各政府部門及友好機構，包括中聯辦、環境局、食物及衞生局、醫院管理局、
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懲教署以及神慈秀明會，與政府官員及友好就民生議題及社會服務發展交流意見，有助
仁愛堂制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聯辦林武副主任 ( 中 ) 率領各官員親身接見仁愛堂董事局成員，並讚揚仁愛堂作為本港六大慈善機構之一，
集結社會各界精英，積極配合政府方向，為市民服務，發放正能量，在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擔當重要的角色。

吳明珍主席 ( 前排右四 ) 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 ( 前排左四 ) 介紹仁愛堂總部大樓及屯門區綠化計劃
和宣傳教育工作的概況，期望推動屯門區成為可持續發展及綠色社區的典範。

董事局成員拜訪食物及衞生局，獲高永文局長 BBS 太平紳士 ( 左五 )、副局長陳肇始教授
太平紳士 ( 左四 ) 及常任秘書長 ( 衞生 ) 袁銘輝太平紳士 ( 右三 ) 接見，並就政府醫療政策
及仁愛堂醫療服務作廣泛交流，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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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柏賢醫生太平紳士 ( 前排左六 ) 讚揚仁愛堂醫療服務對社會貢獻良多，惠及
廣大市民，包括於 7 月啟用的「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 東涌 )」、服務長者的外展牙科
服務隊以及去年推出的支援腦退化症服務等。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SBS 太平紳士 ( 前排左六 ) 十分欣賞仁愛堂推動的多元發展教育項目，包括為中學生而設的環保考察活動「仁愛堂
極地之旅」、於轄下小學的常規體育課程加入冰上曲棍球訓練，以及為幼稚園學生引入藝術發展計劃。

除了拜訪各政府部門，仁愛堂董事局亦到訪友好機構神慈秀明會，與各位教師會友見面，加強溝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 太平紳士 ( 前排中 ) 對仁愛堂總部大樓的擴建計劃十分支持，期待大樓
落成後為屯門區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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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夏韶聲（中）、Joe Junior（右）及
鄭欣宜（左）傾情演繹多首以愛為主題的
經典金曲，場面溫馨。

仁愛堂「頌親恩、獻關懷」慈善晚會
 
由仁愛堂主辦、悅心齋及 Calla Lily Vineyards 全力協辦的仁愛堂「頌親恩、獻關懷」慈善晚會於 4 月 28 日假
香港 JW 萬豪酒店圓滿舉行，晚會邀得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 GBM, GBS 太平紳士擔任主禮
嘉賓，並邀得多位實力派歌手大唱經典金曲，向全港父母親致敬，藉以喚起社會對長者的關愛。
 
晚會以「70年代懷舊香港」作主題，
勾起嘉賓的集體回憶。此外，當晚
更設有慈善拍賣環節， 由悅心齋
捐出的 2 幅珍貴板畫及 Calla Lily 
Vineyards 捐出的 36 枝美國特級
紅酒，吸引多位善長熱烈競投，
整個活動為「仁愛堂長者愛心卡
計劃」籌得港幣 100 萬元， 成績
理想。

主禮嘉賓梁智鴻醫生GBM, GBS 太平紳士 ( 左七 )、吳明珍主席 ( 右七 )、協辦機構悅心齋董事楊亞媛小姐 ( 右六 )、Calla Lily Vineyards
代表徐秉辰先生 ( 左五 )、活動金贊助農本方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隆生先生 ( 左一 )、活動銀贊助 SBI China Capital 董事總經理王健輝
先生 ( 右一 ) 以及活動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一同為晚會進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主任委員  鄧錦雄副主席MH、李愛平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朱繼昌總理、陳慧玲總理、何歐陽翠華總理

金贊助  農本方有限公司

銀贊助  SBI China Capital、Ms. Vivia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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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鳳翔鴻劇團
《李後主》慈善粵劇晚會
 
為推廣粵劇文化，仁愛堂與鳳翔鴻劇團攜手於 8月 17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辦慈善粵劇晚會，並邀得教育局
副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當晚，多位熱心公益的粵劇紅伶，包括衛駿輝、尹飛燕、鄭詠梅、溫玉瑜、
宋洪波及廖國森等傾力演出經典劇目《李後主》，為「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籌得接近 50萬元善款。

主禮嘉賓楊潤雄副局長 ( 左八 )、吳明珍主席 ( 左九 )、各活動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董事局成員於正式開演前與幾位台柱衛駿輝
( 左七 )、尹飛燕 ( 右八 ) 等合照。

晚會全場座無虛席，逾 500 位仁愛堂轄下長者中心的長者更獲善長贊助，免費入場欣賞此精彩劇目。

主任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吳明珍主席、曲敏瑜總理、蘇楊潔玲總理

愛心贊助  鄧錦雄副主席MH、史顏景蓮副主席、曹貴子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
  黃達東主席MH、朱繼昌總理、陳慧玲總理、孫蔡吐媚總理、
  歐倩美總理及歐雪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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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局長 ( 左圖中 ) 與肥媽 ( 左圖左一 ) 以及吳明珍主席 ( 右圖右一 ) 更與陳國強師傅 ( 右圖左一 ) 為慈善首度合作，分別炮製兩道
名菜「春乳和牛」及「鶴湖蟹影」作慈善拍賣，籌得理想善款。

主禮嘉賓高永文局長 ( 右五 ) 、吳明珍主席 ( 左五 ) 、活動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為活動揭開序幕。高局長更讚揚是次比賽糅合
倫理教育，教導小朋友孝親、敬愛長輩的家庭觀念，再由他們為貧困的長者籌款，別具意義。

仁愛堂「童心煮力為仁愛」
小廚神烹飪比賽暨慈善晚宴
 
活動已於 8 月 24 日假尖沙咀海王潮州樓 ( 宴會廳 ) 圓滿舉行，並喜獲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 太平紳士
擔任主禮嘉賓。是次活動主要透過烹飪比賽，宣揚親子共融及鼓勵小朋友從小學習敬愛長輩和培養行善美德。
 
慈善晚宴當晚一共有 8 隊由 4-10 歲熱愛烹飪的小朋友及其大人拍檔以「親子組合」參與比賽，設計及即場烹調
一道富創意又充滿愛的菜式，爭奪「小廚神」的美譽。星級名廚陳國強師傅及肥媽 Maria Cordero 更聯同仁愛堂
董事局成員擔任嘉賓評判，選出「慈善小廚神金、銀、銅獎」、「最具創意小廚神獎」及「最合拍親子組合獎」。
晚會更設「名人名菜」拍賣環節，活動最終為「樂助弱老基金」籌得超過港幣 100 萬元善款，為體弱、自我照顧
能力較差的長者提供到戶家居支援，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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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卓鋒副主席 ( 左二 ) 除擔任活動主任委員外，更贊助晚宴場地及所有筵席
費用，將籌得的善款捐助有需要的長者，為善最樂！

大小廚神劉生（左一）及 Vanessa（左二）於 30 分鐘之內完成菜色，小廚神
與大廚神合作無間，絕無怯場，溫情洋溢。

大廚神曹先生 ( 左二 ) 、小廚神彤彤 ( 左四 ) 及德德 ( 右二 ) 以色、香、味、
健康、愛心俱全的「有鳳來儀黃金鍋」打動一眾評審，最終勇奪「慈善小廚神
金獎」，實至名歸。

主任委員  連卓鋒副主席、陳承邦副主席、朱繼昌總理、連轉逢總理、張嘉齊總理

副主任委員  吳明珍主席、丘忠航副主席、曹貴子副主席、徐永康總理

銅贊助  劉海航總理

筵席贊助  海王潮州樓

訓練場地、  德國寶禮品及廚具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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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全年籌募活動預告
 
為進一步發展及優化仁愛堂的多元服務，本堂將推出多項大型創新的籌募活動，希望集結公眾捐款，惠及更多
有需要的人士，讓他們得到適切的支援。

本年度的籌募活動主題多元化，包括廣受歡迎、連續 10 年舉行以獻唱籌款的「名人名曲閃耀十載情」、以宣傳本堂
全面服務，呼籲全港市民踴躍捐輸的「現代教育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華麗熣燦的「仁愛堂周年
慈善餐舞會」以及推廣中國傳統粵曲藝術的「仁愛堂粵曲籌款晚會」等，各具特色。
 
另本堂將連續第 2 年舉辦以喪屍遊行為主題的籌款活動 －「喪 " 施 " 愛心仁愛夜」，更破天荒率領喪屍大軍闖入
銅鑼灣鬧市，務求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為弱勢社群獻出關愛。

全年籌募活動一覽	

	 日期	 	 	 籌募活動

8 月 7 日 ( 四 ) － 8 月 28 日 ( 四 )    月餅禮盒義賣籌款

8月 17 日 ( 日 )    仁愛堂•鳳翔鴻劇團《李後主》慈善粵劇晚會

8月 24 日（日）  「童心煮力為仁愛」小廚神慈善烹飪比賽暨慈善晚宴

9月 20 日 ( 六 )    新界區賣旗日

9月 21 日 ( 日 )    仁愛堂名人名曲閃耀十載情

9月 24 日 ( 三 ) － 10 月 31 日 ( 五 )    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劵銷售

10月 18 日 ( 六 )    現代教育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

10 月 31 日 ( 五 )    喪 " 施 " 愛心仁愛夜

11 月 30 日 ( 日 )    立通機電呈獻：仁愛堂慈善步行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四 )    仁愛堂周年慈善餐舞會

2015 年 2 月 4 日 ( 三 )    仁愛堂粵曲籌款晚會

2015 年 2 月 8 日 ( 日 )    葡萄健跑嘉年華 2015

今年的慈善獎券以繁榮的
香港作為設計主題，希望
各界善長踴躍認購，為建設
美好香港出一分力。



(NL1409)

請將填妥之表格連同善款(劃線支票、正本的銀行入數紙、櫃員機收據或交易紀錄)寄回
香港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7樓或傳真至2655 7790對外事務部。

本人現授權仁愛堂由本人上述之信用卡賬戶內扣除指定金額作定期捐款，並同意授權在本人上述之信用卡有效期後及獲續發新卡時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編號(如適用)：

善長資料

（請附上入數存根正本）（如以自動櫃員機入數，則無須理會頭3個括弧內的號碼）

(072) 864-502-00016-8

(004) 142-056639-001

(024) 241-073832-001

(012) 889-0-002009-9

（請附上交易記錄）

私隱聲明
本堂將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妥善處理及儲存您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查詢，請透過以下途徑與本堂對外事務部聯絡。
地址：香港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7樓          電話：(852) 2655 7788          傳真：(852) 2655 7790          電郵：ea@yot.org.hk

，

， 、

請寄發捐款收據(只適用於港幣100元或以上之捐款，可憑收據申請稅項寬減)。

請於財政年尾(每年4月)將本人捐款總額收據寄給本人

Mr/Miss/Ms



$1.7
$2.2



																																							受惠者心聲
 

個案 1 ﹕
現年 74 歲的陳伯早年於內地娶妻，原以為老來有伴，但內地妻取得單程證來港後便與陳伯離婚，令陳伯大受
打擊，情緒受到困擾。從此獨居的陳伯依靠每月港幣 2,200 元的「長者生活津貼」過活，根本難以維持生計，
生活十分困苦。

後來得到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的醫師介紹，得知「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陳伯便主動
聯絡本堂計劃社工，希望參與計劃，改善生活。經社工的協助找得善長配對，陳伯獲捐助「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銀卡，得到每月港幣 500 元的資助，購買生活必需品，如米、麵條、麥片等及支付中醫診所的醫療費用。得到
善長資助，除減輕了陳伯的生活重擔，更令他有機會參加康樂活動，認識新朋友，重新投入生活，情緒亦因而
得到改善。

個案 2 ﹕
一生奔波勞碌而積勞成疾的許伯，每天服用 8 種不同的藥物令他苦不堪言，而獨居生活更令他覺得非常孤寂。
但性格積極的許伯並沒有因而氣餒，更到仁愛堂社區中心參與義務工作，並經中心介紹而認識「仁愛堂長者愛心卡
計劃」。計劃的社工除了協助許伯申請愛心卡，更不時探望許伯，了解他的生活狀況和開解他的情緒，令他感受到
社會的關愛。
 

陳伯和許伯都是計劃的受惠者，他們各自面對不同的生活困難。得到「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的資助，他們的
生活得以改善，並重新投入社區。他們希望以親筆信向每一位捐款支持「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善長表示謝意，
亦希望有更多善長繼續支持計劃，令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受惠。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捐款系統透明度極高，而且社工會將有需要的個案與善長配對，善長除了每年收到個案
總結報告外，更可即時於網上瀏覽所津助長者使用服務的情況，而社工亦會定時觀察長者使用愛心卡的情況，跟進

個別長者的需要。

有你們的支持，陳伯和許伯才能夠改善生活，積極面對晚年生活，請即支持「仁愛堂長者愛心卡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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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間有愛仁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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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層市民創造就業機會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一直推動可持續社區發展，中心得到屯門區議會資助，與屯門區議會屯門經濟發展
工作小組合辦「永續無窮．識買惜食遊屯門」計劃，為基層人士提供 20 個短期就業機會，由他們搜羅屯門特色
小商店、綠色生態點、文化歷史古蹟等，並將資料集結成小冊子，再上載到手機應用程式，鼓勵社區人士認識
屯門及推動本土低碳旅遊，為社區建立可持續的經濟效益。

招聘進修博覽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致力提供各類培訓及就業服務，包括僱員再培訓及 YES 專業進修課程，讓市民不斷增值。
中心更定期舉辦各行業的講座及試讀班， 包括中醫、美容、旅遊顧問及護理行業等，鼓勵社區人士了解仁愛堂
的培訓及就業服務。

市民踴躍下載手機應用程式，並讚揚資料詳盡豐富，日後暢遊屯門更為方便。

中心於 4月 24 至 25 日參與「Recruit 名企招聘進修博覽」，推廣 ERB 課程及舉行有關
「小丑藝術表演人員」的課程講座，畢業的學員更現場表演魔術及示範扭氣球，令社區
人士更了解小丑行業的概況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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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廢		免費綠色市集
為鼓勵市民將用不上的物品轉贈他人，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早前於大埔運頭塘邨廣場開展
「免費市集」，為市民提供一個自由分享的平台。任何市民可捐贈不需要的東西，亦可免費帶走需要的物品，以物
換物，各取所需，藉以延長物品的壽命，減少製造廢物，從而減輕堆填區負荷。
 
中心希望藉此讓市民反思消費習慣，學習源頭減廢外，同時增加區內市民的交流和聯繫，共同建造綠色的「有情
社區」。

「農耕展耆才」有機耕種計劃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獲沙田民政事務處推行的「沙田社區基金社區園圃計劃」支持，免費使用沙田
大水坑的綠庭園農地一年，以推行「農耕展耆才」有機耕種計劃，鼓勵長者參與有機耕種。中心更安排導師教授
有機耕種的知識，如翻土、播種、除蟲及施肥等技巧，學員更有機會落田實踐，並按季節種植不同蔬果，體驗
綠色生活。

市集內除了以物換物的攤位，更設有舞台及各種「免費服務」，例如導師免費教授市民耍雜技，一展才能。

學員在導師的悉心指導下實踐有機耕種，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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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喜尚樂頤年計劃 2014	—「關愛長者餽贈
粽子行動」及「仁愛喜尚十載濃情獻雙親」
仁愛堂轄下的長者中心得到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及喜尚集團聯合贊助，先後舉辦「關愛長者餽贈粽子行動
2014」及「仁愛喜尚十載濃情獻雙親」，與長者同慶端午節、母親節和父親節，讓他們感受社會的關愛。

「環」好有「您」計劃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獲得「匯豐銀行慈善基金社區發展計劃」撥款資助舉辦「環」好有「您」計劃，鼓勵
社區人士與長者一同參與家居栽種計劃，實踐綠色生活之餘，亦希望社區人士與長者建立友誼，進一步關注長者
的身心需要，從而擴大社區支援網絡，實踐「有情社區」的概念。

導師向參加者細心講解各種植物的不同栽種技巧，參加者都非常投入參與。

中心一共送出 5,200 個粽子予長者中心及元朗區的長者，收到
應節粽子的長者笑逐顏開。

為慶祝母親節和父親節，中心每年均舉行雙親節晚宴。今年更筵
開 100 席，免費招待元朗區接近 1,200 名長者，而仁愛堂董事局
成員亦親身到場與長者歡度溫情洋溢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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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心健氣訓練
為鼓勵長者培養每日運動的習慣，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聯同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向長者教授一套
簡易的呼吸運動，透過練習呼吸和簡單的伸展動作，增強心肺功能，並延緩長者身體機能及器官功能退化。

長者精神抖擻參與護心健氣訓練，保持身心健康。

彭健新先生 ( 左二 ) 與長者合力烹調美食，分享多年的入廚
心得。

大部分長者首次參與拍攝電視節目，不論鏡頭前後都顯得非常興奮。

長者參與拍攝「Feel	‧純搞作」電視烹飪節目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20 多位活力充沛的長者於 6 月
11 日應邀參與 Now  TV 電視烹飪節目「Feel• 純搞作」
的拍攝。藝人嘉賓彭健新先生、年青廚師劉銘佳先生及
主持羅沛琪小姐到訪中心，即場與長者合力炮製和品嘗
多款美食，彭健新先生更即席與長者合唱懷舊金曲，共度
一個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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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腦還童」腦退化症專題講座
為提高市民對腦退化症 ( 又稱認知障礙症 ) 的認識及關注，「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於 6 月 19 日假德福花園
社區中心舉辦「返腦還童」腦退化症專題講座，並邀得聯合醫院精神科潘佩璆顧問醫生擔任主講嘉賓，向過百名
市民介紹腦退化症及最新治療方法，並深入討論如何預防腦退化症及早期治療的重要性。

大部份長者均喜愛收聽收音機，用作消磨時間
及吸收外界資訊。為鼓勵年輕一輩關愛身邊
長者，各位善長可以港幣 88 元慈善價，購買
數碼收音機 * 送給家中長者，或透過仁愛堂
將收音機轉贈有需要的長者會員。善款扣除
成本後將撥捐中心作慈善用途。

* 能接收傳統及數碼電台，乾濕電兩用，並
備有桃紅色、黃色及白色，以供選擇。

歡迎各界善長致電 2323 
4448 向仁愛堂歐雪明腦伴
同行中心查詢。

本堂流動中醫醫療車走訪全港各區超過 100 個服務點，今年更正式進駐牛頭角上邨，以加強九龍
東區服務，為區內 17 萬名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內科及針炙服務。

仁愛堂中醫醫療車擴展九龍東服務		
全線接受長者醫療券		便利長者
為方便九龍東區居民可享用本堂價廉質優的中醫服務，今年 6 月，本堂的流動中醫醫療車隊正式擴展服務到長者
人口密度甚高的牛頭角上邨，為居民提供中醫內科及針灸服務。此外，為方便更多長者可以使用醫療車服務，本堂
19部醫療車全線接受政府推出之「長者醫療券」，令長者得到適切的醫療服務。

逾百名市民踴躍參與是次專題講座，加深對腦退化症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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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	–	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 東涌 )
循證醫學為本		專家教授駐診
由仁愛堂、醫院管理局及香港大學合作開辦的「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 東涌 )」，已於 7 月 7 日開始
投入服務，為離島及東涌區逾 15 萬名居民提供專業中醫內科、針灸科、骨傷及推拿科服務，以回應居民對專業
及現代化中醫門診服務的殷切需求。

中心設有診症室、治療室、評估室、中藥房、煎藥室及多用途活動室等完善設備，並採用電子化服務以方便
市民，中心各專家教授及醫師亦致力以循證醫學為本，為中醫臨床研究提供教學及學術研究基地。

中心亦設有自動化煎藥機，確保煎藥時間精準及保持品質。

中醫治療室設備完善，確保病人能在舒適的環境下接受專業
診療服務。

中心設有現代化之恆溫及恆濕中藥房，並選用醫管局指定中藥
供應商，各種藥材均經過嚴格的檢定，以保證藥材的品質。

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東涌）
地址：東涌富東街 6 號 1 樓
電話：3188 5383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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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病先防、未老先養」專題講座
由於東涌位置偏遠，居民需長時間跨區工作，加上區內空氣質素欠佳，以致居民長期面對鼻敏感及失眠等問題，
因此中心於 6 月舉行一連串的「未病先防、未老先養」專題講座，為居民提供治理鼻敏感及失眠的有效方法，並
率先讓區內居民參觀「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 東涌 )」的設備。中心同事亦先後參與多項區內大型
活動，廣納逾千名居民的意見，而居民對中心提供一星期 7 日中醫門診服務亦大表歡迎。

全港唯一中醫教研中心		全年無休
全新的「仁愛堂 ─ 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 ( 東涌 )」位於東涌健康中心 1 樓，佔地超過 4,300 平方呎。由於大部分
東涌居民需跨區工作，中心特別提供全年無休的中醫門診服務，方便平日無法抽空求診的居民。截至 7 月 31 日，
中心開業僅 25 天，已服務接近 2,000 名東涌居民，平均每日有 80 人次求診，星期日平均求診人次更超過 100。

中心經理（財務及行政）劉淑儀小姐向離島及東涌區居民詳細
介紹中心的服務資訊，鼓勵市民使用本堂專業的中醫內科、
針灸及骨傷科服務。

中心開業當日邀得香港大學中醫藥學學院院長勞力行教授
( 右二 )、北大嶼山醫院副行政總監莊義雄醫生 ( 左二 ) 及
吳明珍主席 ( 右三 ) 親臨主持簡單而隆重的開業儀式。

中醫師以「優質睡眠及經絡養生」為主題的專題講座，幫助居民
減輕失眠問題。

服務使用者曾小姐 ( 右 ) 讚揚中心全年無休的醫療服務，便利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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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會客室：春夏之際防濕疹
根據中國傳統節令「二十四節氣」， 5 月至 6 月是由春入夏的日子，
天氣會變得又濕又熱。因氣候轉變，而引發各種皮膚疾患來求診的人
也開始增加，其中濕疹患者佔多數。患者皮膚會發紅、瘙癢、發乾，
嚴重者更會結痂、起水疱、皸裂、出血。患者會時常覺得痕癢難當，
不停搔抓，從而影響到外觀、日常生活作息和人際關係。
 
中醫古代文獻並沒有「濕疹」此病名，醫師主要根據症狀歸類於
「浸淫瘡」、「濕瘡」等範疇。濕疹的成因除了天氣轉變外，亦與
患者飲食不當、生活壓力、精神緊張、休息不足，導致身體內的
五臟六腑失調有關。根據現代臨床病徵， 濕疹主要分為急性和
慢性期：

急性濕疹

病因  • 內在因素： 壓力大、精神緊張、休息不足、      
  內分泌失調。

  • 外界因素：日晒、風吹、寒冷、搔抓，             
  接觸刺激性物品。

  • 過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症狀	 • 發病急，皮疹左右兩側對稱出現、形態多樣。
常因劇烈瘙癢而經常搔抓，使病情加重。

  • 皮膚紅腫熱痛，劇烈痕癢，紅斑、丘疹、水疱或
膿疱密集成片，嚴重者會糜爛、滲液。

  • 感到劇烈瘙癢和灼熱感，影響睡眠及工作。嚴重
時可伴有發熱等全身症狀。

治療方法  • 急性期以清熱化濕為主，例如用苦參、地膚子、
白鮮皮、土茯苓等藥煎湯內服。部份滲液嚴重的
患者，除了內服，亦會建議用一些清熱利濕中藥，
例如地榆、黃柏、苦參等煎湯外敷患處，可有效
減輕痕癢滲液的症狀。

慢性濕疹

• 未及時延醫，令濕疹轉為慢性。

• 為趕快治癒而不恰當使用激素，令病情
反覆。

• 未堅持治療，臨床症狀消失即自行停止
用藥，令濕疹重現。

• 病情反覆發作，數年不愈。皮膚痕癢而乾
燥脫屑，以四肢關節摺疊處為主。

• 患處皮膚浸潤增厚，變成暗紅色及色素
沉著，帶有抓痕，甚至裂開出血。

• 慢性期以養血活血，祛風潤燥為主，會
以四物(地黃、白芍、當歸、川芎)配合其
他養血活血藥物煎湯內服。

除了成人的急慢性濕疹，嬰兒濕疹也能以中藥改善，例如囑患兒父母以苦參、地膚子、蛇床子、枯礬等藥煎湯替患
兒外洗，而以金銀花煲水外洗效果亦佳。預防及調養方面，患者應忌食辛辣、煎炸及生冷冰凍食物，而牛、羊、鵝、
鴨、蝦蟹、貝類、菇類食物亦須適量減少。患者亦應避免熬夜，時常保持足夠休息、心境輕鬆開朗，並緊記在淋浴
後及天氣乾燥時適當潤膚。另外，適量運動亦有助排汗，令病邪從外而解。濕疹患者若注意調養，配合中藥內外治理，
必能紓緩及改善症狀。

註冊中醫師劉嘉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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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藝術美化校園及社區藝術計劃
為進一步發展學生的「3C」即創意
(Creativity)、溝通 (Communication)
及協作能力 (Collaboration)，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與信和藝術合作舉辦「信和藝術
美化校園及社區藝術計劃」，以
創意藝術推動幼兒藝術發展。

信和藝術邀請本地藝術家為幼稚園天台設計壁畫。為配合本堂邁向「綠色機構」的發展方針，
壁畫亦以大自然生態為主，美化校園的同時，亦向小朋友宣揚環保訊息。

計劃開展禮於 6 月 18 日舉行，信和集團總經理黃敏華女士 ( 右三 ) 、本地藝術家黃祐琦
小姐 ( 左三 ) 、吳明珍主席 ( 右二 ) 及史顏景蓮副主席 ( 左二 ) 一同主持開展儀式。

幼稚園更聯同信和藝術舉辦「我的第一本日記」工作坊，以綠色生活為主題，教授學生
製作獨一無二的繪本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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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冰球訓練學校教練的專業指導下，學生於短時間內掌握
基本的溜冰及冰球技巧。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田定先校監 ( 後排左二 ) 及瑞士領事館代表到
學校了解冰球課程的推行情況。

嘉賓們於接受訪問前拍照留念。

仁愛堂「Synthetic	Ice	Rink 冰球運動計劃」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及仁愛堂康體事務部與香港冰球訓練學校獲教育局許可，合辦仁愛堂「Synthetic  Ice Rink 冰球
運動計劃」，於小學的校內雨天操場安裝「仿真冰球場」，成為全港第一間將冰上曲棍球列入常規體育課程的
津貼小學，並由香港冰球訓練學校的導師為校內學生提供冰球訓練。為推廣冰球活動，仁愛堂康體事務部亦會
舉辦冰球訓練班鼓勵區內兒童及青少年參與，一展運動潛能，令冰球運動更為普及。

香港教育 (國際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呈獻：
仁愛堂「家愛互傳」全港小學生童心獻愛心星光
舞台劇DBC數碼電台「爸媽同樂會」節目訪問
 
仁愛堂獲 DBC 數碼 4台校園台台長莫鳳儀MH太平紳士邀請，連同香港教育 ( 國際 )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王玉棠主席
（後排右三）、周啟文總監（後排左三）、仁愛堂諮議局委員陳鄭玉而主席MH（後排中）、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黎仲榮
校長（後排右一）、仁愛堂田家炳小學黃悅明校長（後排左一）、香港話劇團演教員譚家敏小姐（後排左二）及 9 位參演
學生代表一同接受訪問，於大氣電波中與公眾分享舞台劇由排練至公演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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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啟丞助學
騰飛計劃
「仁愛堂啟丞助學騰飛計劃」新一屆義工團
籌委會選舉已於 4 月 3 日假旺角富臨粵之味
酒家舉行， 新一屆同學將肩負薪火相傳的
使命，共同推動社會服務及教育發展，回饋
社會。

探索及實踐以實證為本的「3C」幼兒課程
研究計劃成果發佈會
 
活動已於 3 月 14 日圓滿舉行，並獲香港教育
學院校長張仁良教授 BBS 太平紳士及「仁愛堂
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執行主席暨諮議局委員
陳鄭玉而主席 MH 擔任主禮嘉賓，而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更撥冗出席， 以
專業的學術角度討論由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
與創新中心於本堂屬下幼稚園及幼兒園推行的
「3C」課程， 於提升幼童在創意、 溝通及
協作三方面能力的成效，並交流持續優化課程
的策略。

張仁良教授 ( 左四 ) 與陳鄭玉而主席 MH ( 左五 ) 及其他嘉賓為計劃交流
意見。

明心伴童行潛能發展計劃
由「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
中心」舉辦的第二屆「明心伴童行潛能發展
計劃」已經成功展開，並於 5 月 4 日假香港
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舉辦「親親大自然」高
潛能兒童日營， 並由臨床心理學家及社工
帶領，進行以人際關係、美藝、視覺空間及
體能為主題的遊戲及團體活動，讓他們啟發
潛能。

計劃為屯門、元朗、西貢及深水埗區低收入家庭的 5-9 歲高潛質兒童，
提供免費智力評估及思維培訓，並為家長提供講座，進一步了解高潛質
學生的天賦才能，以提供針對性的培訓。

新一屆啟丞義工團位位充滿活力，為來年的挑戰互勵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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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梁湘明教授 ( 左十二 ) 勉勵畢業生奮發上進、努力學習，為迎接小學的新生活作好準備。

仁愛堂屬下幼稚園 2013-14 年度
聯合畢業典禮
 
典禮已於 6 月 20 日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圓滿舉行，並喜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吳明珍主席、史顏景蓮副主席、諮議局委員周錦祥先生 MH、楊少偉校監 BH,MH,OStJ 太平紳士、張崔賢愛校監
BH、鄧楊詠曼校監 BBS,MH 太平紳士、龐維新校監MH、田熾先校監、賴楚惠總理、何歐陽翠華總理及各園校董
更一同見證 500 多名幼童邁向另一個學習階段。

主禮嘉賓覃翠芝女士 ( 左四 ) 、吳明珍主席 ( 右四 ) 、張崔賢愛
校監 BH ( 左三 ) 與嘉賓一起切生日蛋糕，同賀幼稚園 20 周年
慶典。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
幼稚園暨幼兒園
20周年慶典
 
活動於 5 月 10 日假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舉行，
並獲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特殊教育及幼稚園教育 )
覃翠芝女士蒞臨主禮，吳明珍主席、張崔賢愛校監
BH、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田熾先校監、董事局
成員及校董均撥冗支持，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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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太平紳士 ( 右三 )、仁愛堂董事局
吳明珍主席 ( 左三 )、仁愛堂董事局暨企業營運及發展管治委員
主任委員羅台秦副主席 ( 右二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廢物回收
項目審批小組召集人勞敏慈教授 ( 右一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 環境基建 ) 陳英儂博士 ( 左二 )，以及仁愛堂董事局何歐陽翠華
總理 ( 左一 ) 一同主持典禮儀式，合力以塑膠樽蓋完成環保畫作。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塑出環保、膠給仁愛堂」
塑膠回收伙伴計劃 2013-14頒獎典禮
 
活動於 7月 18 日假生產力大樓會議廳舉行，並邀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太平紳士、仁愛堂董事局吳明珍主席及
仁愛堂董事局暨企業營運及發展管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羅台秦副主席擔任主禮嘉賓，為大會頒發多個獎項予熱心
參與塑膠回收的合作伙伴，並特別邀請表現傑出的伙伴機構及贊助企業分享環保心得，鼓勵各公私營機構繼續支持
塑膠回收。
 

陸恭蕙副局長及吳明珍主席頒發獎項予 2013 年自行運送到
本中心全年塑膠回收量最高之合作伙伴金城營造集團 ( 左圖 ) 及
2013 年全年塑膠回收量最高之合作伙伴牛奶有限公司宜家家居 
( 右圖 )。

主禮嘉賓與得獎合作伙伴機構代表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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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家．愛地球」塑膠回收
環保教育提升計劃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一直致力推廣環保
教育工作，過去不斷開拓外間資源，支持本堂的環保
工作發展。去年10月至今年2月期間，仁愛堂在可口可樂
中國基金有限公司的支持及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的協助
下，在新界西 3個屋苑 — 兆麟苑、新時代廣場及新時代
中城，舉行「愛我家．愛地球」塑膠回收環保教育提升
計劃，以展覽、遊戲及設置「環保教育站」等方式，向
大眾推廣「乾淨回收」的訊息。

參與「塑膠重用」藝術活動，推廣環保訊息
為推廣廢物重用的概念，「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
中心」提供廢塑膠予不同機構作藝術用途，以別出心裁
的方式支持藝術活動，包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及薩凡納
藝術設計學院合辦的‘Waste  to Art’藝術展覽、「細看
童畫」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優秀作品展、「笑．融」
裝置藝術展覽活動及「海洋藝術展 2014 在赤柱」等，
透過藝術創作提高大眾對資源再生的環保意識。

只要我們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廢物亦可搖身一變成為悅目
的藝術品！

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參與環保小遊戲，學習「乾淨回收」的理念和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方法。

這幅由超過 1,000 個不同大小、顏色、質料的飲品樽蓋組合而成
的畫像，將升級再造(Upcycling)這個環保概念發揮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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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廣社會企業	促進官民商學合作
仁愛堂轄下社會企業於 2 月 28 日應邀參與「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 2014 ，向不同界別及行業人士介紹
本堂社會企業的發展，加深社會對社企的認識。此外，亦希望借機與其他參展社企建立合作關係，一同實踐企業
社會責任。

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亦派出多名實習學生協助推廣本堂的社會企業。

是次推廣得到商界大力支持，跨國企業大聯大電子 ( 香港 ) 有限
公司更派出代表參與活動。

不少市民對社會企業的服務概念感興趣，社企的同事及義工積極
推廣，希望更多市民了解及支持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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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仁愛堂
羽毛球大賽
一年一度的羽毛球界盛事 —「2014 仁愛堂羽毛球大賽」
於 5月 4日及 18 日假仁愛堂社區及體育中心 3樓賽馬會
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圓滿舉行。本年度的賽事吸引全港
超過 330 名羽毛球愛好者參加，在球場上一較高下。

2014仁愛堂劍擊比賽
由仁愛堂主辦之第二屆「仁愛堂劍擊比賽」於 5月 11日假仁愛堂社區及體育中心 3樓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圓滿
舉行。每年活動均會公開邀請全港中小學派員參加，而本年度更有超過 300人次參加，備受學界肯定。

公開組混雙組別比賽競爭非常激烈，各個隊伍鬥得難分難解。

劍擊運動在本港越來越普及，只要用心培訓，不論男女老幼都可成為劍擊好手！

活動邀得仁愛堂董事局羅台秦副主席 ( 第二排左五 ) 及贊助機構恒亞國際有限公司業務經理鍾寧
先生 ( 第二排左六 ) 為活動擔任主禮嘉賓並頒發獎項予各獲獎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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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金鑽贊助（捐款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

翡翠贊助（捐款港幣$500,000元或以上）

太陽 城 集 團

農本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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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金贊助（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明珠贊助	(捐款港幣$300,000元或以上)

陳榮濂副主席BBS太平紳士
(2004-2005年度)

鄭丁港先生

岑濬總理
(2007-2008，2010-2011年度 ) 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亞洲聯合財務
有限公司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諮議局委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BLU ING MEDIA (HK) 
LIMITED

Su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roup

張靜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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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銀贊助（捐款港幣$50,000元或以上）

金贊助（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陳詩玲小姐 周瑞卿小姐 廖茵茵小姐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
有限公司 東保集團華訊電子有限公司 BAKER & MCKENZIE

施少峰先生 澳門福建
體育會

Mr.	Lo	Kai	BongMs.	Diana	Cheung

黃永琳小姐 李德鵬先生李偉健先生司徒達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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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銅贊助（捐款港幣$30,000元或以上）

龐創BBS
太平紳士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岑福貴小姐 吳明遠先生

夏惠娣總理
(2008-2009 年度 )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 年度 )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 年度 )

張心瑜主席 MH
(2006-2007 年度 )
諮議局委員

楊志雄總理
(2004-2005, 

2008-2009 年度 )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 年度 )
余    兒小姐 林雪艷小姐

袁譚玉琼總理
(2011-2012, 

2013-2014 年度 )

蕭楚基主席
MH, BBS 太平紳士
（2010-2011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君陽太陽能電力
投資有限公司瑞銀集團肇慶海外聯誼會

有限公司

NOODLE SHOP SINCE 1958

EDU-SCIENCE 
(HK) LTD金輝製造有限公司宏安集團麥文記

鍾躍龍先生 蘇智明先生 施子龍先生
東富工程
有限公司
(吳國威先生)

澳門福建
婦女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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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善長芳名錄

下列善款由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

註︰由於篇幅所限，只臚列捐款港幣$5,000元或以上之善長，懇請見諒。

陳詩玲小姐  53,000

星展社企優化基金   51,000

廖茵茵小姐  50,000

周瑞卿小姐  50,000

康健集團   50,000

MS CHRISTINE CHUANG  50,000

ALLTRONICS TECH. MFTG. LTD  50,000

BAKER & MCKENZIE  50,000

JENMASTER DEVELOPMENT LTD  50,000

MULTI-GOLD AIR & SEA EXPRESS LTD  50,000

SBI CHINA CAPITAL  38,000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36,000

夏惠娣總理 (2008-2009年度)  34,000

張心瑜主席MH (2006-2007年度)  32,000

楊志雄總理 (2004-2005, 2008-2009年度)  31,000

蔡宗偉先生  31,000

MS LAM SUET YIM  31,000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30,000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年度)  30,000

卓善章總理 (2011-2012年度)  30,000

龐創BBS太平紳士  30,000

吳明遠先生  30,000

蔡一鳳小姐  30,000

陳旺全小姐  30,000

施子龍小朋友  30,000

瑞銀集團  30,000

麥文記麵家有限公司  30,000

澳門福建婦女聯誼總會  30,000

肇慶海外聯誼會有限公司  30,000

MR SO CHI MING  30,000

MR CHAN WAI KWONG ANTHONY  30,000

MR CHIM KIN LUN RICKY  30,000

MS LEI POU TAI  30,000

CHINA NATURAL INVESTMENT COMPANY LTD   30,000

CITY TARGET LTD  30,000

EASTONE ENGINEERING LTD  30,000

JUN YANG SOLAR POWER INVESTMENTS LTD  30,000

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諮議局委員)  27,000

溢裕有限公司   25,000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22,000

MS CHAN YIN YEE  22,000

尹霙達先生  20,000

曾廣釗先生  20,000

唐躍峯先生  20,000

何艷嫦小姐  20,000

冼舜英小姐  20,000

蘇淑娥小姐  20,000

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20,000

MR CHAU KUNG FU   20,000

MR CHENG HOI CHI  20,000

MR CHENG WING TAT  20,000

MR CHOI SHUI HUNG  20,000

MS LAM MAY YIN SHIRLEY  20,000

ZETA CLINIC  20,000

WILSON COMMUNICATIONS LTD  20,000

鄧晴小姐  19,563

毛志成主席BH (1993-1994年度)  18,000

嚴玉麟副主席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15,000

MR KEVIN TSANG  15,000

羅詠珠總理 (2013-2014 年度)  12,000

文理泳會  12,000

丁麗君總理 (2012-2014年度)  10,740

張崔賢愛主席BH(1995-1996年度)  10,000

鄭俊基總理(2006-2007年度)  10,000

吳榮治先生  10,000

MR CHAN WAI KWONG ANTHONY  10,000

MR FAN KWONG BUN  10,000

MR JOHN ANTHONY MILLER  10,000

MR YEUNG WAH KEUNG  10,000

MS MA KA TUNG  10,000

MS PEONY TANG  10,000

MS POON YUK YEE  10,000

AQUATIC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CO LTD  10,000

CAMPELL INTERNATIONAL LTD  10,000

SOMA INTERNATIONAL LTD  10,000

V.K.HSU & SONS FOUNDATION LTD  10,000

施一清總理 (2011-2014年度)  9,000

蘇煜均副主席 (2012-2014年度)  8,000

黎黃玉嫦總理(2004-2005年度)  8,000

天祥發展投資有限公司  8,000

MR LOK KEI WONG  8,000

MR WONG KWING KEUNG  8,000

MISS CHENG KWAN YING  8,000

MS POON CHING WAI  8,000

ROSE VIEW PROPERTY LTD  8,000

梁麟總理 (1988-1989年度)  7,000

梁崑璞總理 (1998-2001年度)  7,000

陳明耀總理 (2008-2012年度)  7,000

裕榮昌製品廠有限公司  7,000

AIA PENSION AND TRUSTEE CO LTD  7,000

鄭樹勝總理 (2003-2004年度)  6,000

陳麗珠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6,000

劉俊彥先生  6,000

蘇耀祖先生  6,000

許亮華先生  6,000

何仲池先生  6,000

蕭瑞珍小姐  6,000

李仲怡小姐  6,000

黃小梅小姐  6,000

陳馬笑桃女士  6,000

MR SIU ON YEUNG  6,000

MS LAU KA LAI  6,000

MS LO MI CHI LORETTA  6,000

ROSE JEWELLERY COMPANY  6,000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5,916

MS SUZANNE CHU  5,400

林志鴻先生  5,000

馬介欽先生  5,000

蘇智安先生  5,000

許國光先生  5,000

葉鳳娟女士  5,000

香港房屋協會  5,00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5,000

中華商務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5,000

俊和發展集團  5,000

金城營造有限公司  5,000

香港台山同鄉總會有限公司  5,000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5,000

麗絲迪系統有限公司  5,000

泰和車行有限公司  5,000

義合工程有限公司  5,000

MR CHIN HON CHUN  5,000

MR LEUNG KWONG YAN  5,000

MR NG MING NGOK JOSEPH  5,000

MR SIU WAI TAT  5,000

MR SO CHI HENG KEVIN  5,000

MR SO HON FAT  5,000

MR TSANG TING FAT  5,000

MR WONG HA YEUNG  5,000

MS HE SHULAN  5,000

MS LAM PUI YEE  5,000

MS SABRINA ZENG  5,000

MS TAM SHUK HAN  5,000

MS TSANG SUET FU  5,000

CHAU MING WORKSHOP  5,000

ESTEE LAUDER (HONG KONG) LTD  5,000

GAMMON CONSTRUCTION LTD  5,000

GOOD BRIGHT INDUSTRIAL LTD  5,000

KAM WAH MINERALS TRADING LTD  5,000

MAN TAK CHI SIN ASSOCIATION LTD  5,000

MASTER WILL LTD  5,000

PAUL Y. GENERAL CONTRACTORS LTD  5,000

SAMSUNG - HSIN CHONG JOINT VENTURE  5,000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 LTD  5,000

TOP EXPRESS INFRASTRUCTURE LTD  5,000

TWINCITY (FAR EAST) LTD  5,000

YOUTH SQUARE  5,000

吳明珍主席  1,123,680

丘忠航副主席  971,800

歐雪明副主席   623,800

曹貴子副主席  522,600

太陽城集團  500,000

李愛平副主席   473,000

楊素梅副主席  470,380

COCA-COLA CHINA FOUNDATION LTD  420,455

鄧錦雄副主席MH  378,000

連卓鋒副主席  334,410

史顏景蓮副主席  315,000

鄭丁港先生   300,000

羅台秦副主席  291,000

張敬慧副主席  282,000

陳承邦副主席   280,000

張華強副主席 (2011-2012年度)  280,000

陳慧玲總理  263,580

李偉健先生  200,000

周國芳女士  200,000

MS CHEUNG CHING LAN DIANA  200,000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200,000

田家炳基金會  198,800

蔡黃玲玲主席MH (2011-2012年度)  190,000

王傲山總理  187,600

曹漢璽總理  183,380

朱繼昌總理  183,000

何歐陽翠華總理  179,000

李筠翎總理  178,000

陳鄭玉而主席MH (2013-2014年度)  176,700

劉海航總理  175,000

林金銓總理  164,800

蕭楚基主席BBS, MH太平紳士 (2004-2005年度)  161,000

連轉逢總理  160,000

蘇楊潔玲總理  152,000

張嘉齊總理  150,000

賴楚惠總理  148,000

李薇總理  145,000

林茂總理  142,000

郭純恬總理  142,000

陳榮濂副主席BBS太平紳士  140,000

曲敏瑜總理  140,000

吳騰總理  140,000

徐永康總理  140,000

THE TSANG MAN DAT CHARITABLE FUND  110,000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107,000

岑濬總理 (2007-2008, 2010-2011年度)  101,000

STELUX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TD  101,000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100,000

司徒達成先生  100,000

施少峰先生  100,000

李德鵬先生  100,000

黃永琳小姐  100,000

彭家  100,000

澳門福建體育會  100,000

MR LEI WAI I  100,000

MR LO KAI BONG  100,000

MR WONG CHING PING ALEX  100,000

EASTATION GALLERY HK LTD  100,000

SU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100,000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10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98,000

ABLE CAPITAL INVESTMENTS LTD  90,000

SONIC GOLD LTD  90,000

CANTOR FITZGERALD (HONG KONG)  77,390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年度)  71,000

MR CHUNG YIU LUNG JOHNNY  70,000

楊晶晶總理 (2013-2014年度)  68,000

MS WONG HIU HUNG  68,000

悅心齋  60,112

CALLA LILY VINEYARDS  60,112

袁譚玉琼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60,000

MR TAM EDDIE SUN KEUNG  60,000

史立德主席MH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57,000

STRONG LIGHT INVESTMENTS LTD  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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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長者服務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00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33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473	5113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德雅苑地下1-3號及6-8號	 	 2658	631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第二號亭	 2452	2790	/	2452	2603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穗禾苑商場平台G39號	 	 2681	2234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
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路1號地下	 2634	6670	/	2634	6671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字樓	 	 2882	9936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2樓		 	 2479	3360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2944	7206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A隊)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18-19號地下		 	 2461	0388	
仁愛堂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B和C隊)	
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商場地下1C9-1C10室		 	 2457	8234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D隊)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2443	1333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隊)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2475	5293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2476	5590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9	2299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5	9001	
仁愛堂	(屯門區)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日間護理單位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32-535室		 2655	7660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661	
弱勢社群服務 
仁愛堂鄉郊老人外展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80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9	3123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1樓106-7室		 	 2320	4007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睦鄰街7號		 	 2326	3339	
社區服務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5樓及6樓		 2655	7599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至407室		 	 2450	8822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2655	7520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2655	7520	
社區發展 
仁愛堂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地下		 	 2466	0695	
仁愛堂關懷鄉郊社區發展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2463	3934	
仁愛堂社區資源發展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2463	3958	
青少年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1樓、2樓及4樓		 	 2654	6188	
社區持續教育服務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2655	7668	
仁愛堂鄧楊詠曼長者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2655	7622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599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575	
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3462	2300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九龍西)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6樓		 	 2155	2885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屯門澤豐)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		 	 3104	0820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2466	6802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2466	5270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2451	0372	/	2451	0373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3號	 	 2457	1302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低座地下	 	 2458	5033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荃灣大窩口邨富泰樓地下	 	 2408	3000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將軍澳彩明苑彩貴閣地下	 	 2706	0827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深水埗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1樓114號	 	 3514	6333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770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兆康苑兆恆閣兆順閣平台	 	 2465	5719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5樓	 	 2448	2316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3樓	 	 2638	3082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1樓104室	 	 2199	7343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GH249室	 	 2655	7771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773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組	
屯門安定邨第六校6樓600室劉皇發夫人小學	 	 2466	0312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757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440	6624	/	2440	9379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	
屯門屯利街6號仁愛分科診所5樓	 	 2430	1309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心
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地下60號舖	 	 2618	2689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3號地舖	 2443	2319	/	2443	2029	
仁愛堂葵芳綜合醫療中心
葵芳葵義路15路葵芳閣地下G號舖	 	 3690	8198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2-16號廣福華庭1-2號地舖	 	 2652	0071	
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大埔靖遠街55號地舖	 	 2638	7393	
仁愛堂程思遠世代無肝炎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85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2323	4448	
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東涌）	
東涌富東街6號東涌健康中心1樓	 	 3188	5383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28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1樓	 	 2655	7888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888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888	
仁愛堂連卓鋒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888	
環保及社會企業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屯門第38區龍門路133號環保園	 	 2618	6308	
仁愛堂社會企業	—	辦公室
屯門建發街13號建發工業大廈9樓13室	 	 3541	9966	
仁愛堂社會企業—綠家居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6015	9904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	
屯門置樂花園2座商場地下30-31號	 	 3617	9115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分店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3617	9115	
長者健康生活站（屯門站）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90	
長者健康生活站（大埔站）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2658	6313	



Website: www.yot.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yot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