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簡介
仁愛堂自30年代開始建立中醫診所，贈醫施藥，展開救貧賑災的工作。
為配合社會的發展及需要，仁愛堂於1977年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以「匡老扶幼、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為宗旨，為巿民提供
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康體、環保及社會企業等服務。現有服務單位
170個，遍及港九新界。

仁愛堂網址：www.yot.org.hk 
仁愛眾籌：www.giveyot.org.hk



目錄
主席的話

服務數據

組織架構

董事局活動

籌募及大型活動

仁愛焦點

�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

�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 (治療癌症)

�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 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

�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 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 (精神健康)

社會服務

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可持續發展

人力、資訊及行政

內部審計

財務

全年贊助人及善長芳名錄

鳴謝

服務單位

3

5

7

25

33

45

60

83

95

123

133

139

141

147

159

175



主席的話
過去一年，香港飽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基層市民生活大受影響。縱使面對荊棘滿途，仁愛堂
服務社群的決心，從未動搖。我很高興見到仁愛堂一眾董事局成員及全體員工，竭盡所能以

「群策群力．與愛同行」為目標，堅守崗位，克盡己職，全力關顧弱勢社群的需要，合力與市民
同心抗疫，共渡難關。

疫情肆虐  竭力守護市民
仁愛堂在社會各界的慷慨捐贈及鼎力支持下，先後
獲贈接近40萬個口罩及30萬包消毒搓手液等防疫
物資，並即時透過屬下服務單位派發予社區內的弱勢
社群，以解燃眉之急。本堂亦獲資助向屯門區內的
弱勢社群派發「關愛包」及防疫湯包，減輕因物資
短缺帶來的壓力及負擔。另外，本堂亦積極配合政府
的抗疫工作，全力協助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社區檢測
計劃，抵抗病毒散播。

醫療服務「醫者仁心」
早於2003年首創的綜合及流動醫療車已擴充至27部，
包括本年度新增的「仁愛堂庚子年流動中醫醫療車」，
無間斷為市民提供免診金的優質中醫醫療服務。
關顧到疫情下不少基層市民生計大受影響，本堂
創建「醫者仁心」贈醫施藥計劃。感謝諮議局委員
吳明珍主席MH，以其姊吳明麗女士名義，慷慨捐出
港幣100萬元，讓計劃得以迅速推行。

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為區內基層市民提供
優惠購買自費藥物及推行慈善藥物資助計劃，今年
總資助額超過港幣120萬元。「社區外展藥劑師服務
計劃」，在仁愛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的協助下，
除了為病人準備藥盒及上門送藥外，藥劑師及配藥員
亦會每星期致電病人，密切跟進其服藥情況及各種
疾病問題。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今年成立
顧問委員會，邀得多位資深業界人士參與，策劃基金的
長遠發展方向及服務計劃，致力為基層家庭的專注力
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兒童提供醫療及藥物治療援助，
以及為家長提供訓練及支援。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不斷為癌症病人
提升服務，特別增設資助病人在藥物治療前及期間
接受共兩次心臟超聲波檢查。此外，基金亦為較年
輕且為家庭支柱的癌症病人設立特別審批個案，並
延伸資助至基金未能涵蓋的癌症藥物，為更多癌症
鬥士帶來希望。

社會服務  與弱勢社群疫境同行
本堂喜獲社會福利署增撥港幣2,380萬元，於2020年
9月起在屯門及元朗區額外增加體弱個案的家務助理
服務名額，本堂更成立專責部門「家居照顧及服務
發展部」配合服務發展，提供跨專業服務照顧體弱
長者及支援其照顧者。

「陽光加油站」計劃為有需要的單親家庭提供適切
援助，在疫情下除了提供現金援助、捐贈抗疫福袋
及舉辦親子課程外，「陽光學堂」亦以網上形式授課，
為單親家庭小朋友提供功課輔導服務及舉辦線上
活動。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喜獲善長
捐款港幣320萬，為基層家庭提供經濟及物資援助。

由「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精神健康)」資助的「仁心
向晴照顧者支援計劃」，在疫情期間為照顧者送上
防疫物資及食物現金券，社工更持續以電話及線上
輔導，維持家居照顧的到戶服務及陪診服務，以確保
有迫切需要的照顧者得到及時適切的支援。

教育服務  譜出教學新樂章
疫情下，仁愛堂屬校老師積極迎接抗疫新常態，竭力
為學生建立混合學習模式，靈活結合教學短片、
網上實時視像課堂及各種電子平台，以達「停課
不停學」的有效學習目標。為減輕疫情對家長的經濟
影響，本堂10所幼稚園先後推出四輪減免學費及
膳食費安排，減免總額逾港幣540萬元。

仁愛堂一直重視幼稚園教育及幼兒的全人發展，
今年喜獲教育局2020第一次新校舍分配，將於沙田
火炭駿洋邨開辦逾萬呎新校舍。新辦幼稚園以創新
的「3C•DRAMA」作為教育理念，將於2021/22學年
為該區提供超過200個全日班及半日班幼稚園學位，
為幼兒提供優質的校園設施及教育服務。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在疫情期間仍不忘支持
仁愛堂屬下中小學及幼稚園的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
如舉辦親子共讀班、中一新生適應及親子營、理財
年宵、學生學業獎勵計劃、資助樂團導師及樂器
費用等，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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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建設  可持續發展社區
本堂「綠苑．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至今年已為超過
27個來自不適切居所的家庭提供家居協助。本堂
亦積極參與運輸及房屋局的洪水橋過渡性房屋項目
發展，為輪候公屋多年的屯門及元朗區基層市民提供
協助，預計項目可於2022年底至2023年首季入伙，
提供約400個單位。

「綠在屯門」營運至今已錄得超過20萬參觀人次，
中心共設有159個回收點，本年度共回收超過400噸
回收物，以及重用超過5噸二手物品，而登記成為
「綠惜回收」獎勵計劃及《綠綠賞(電子)積分計劃》的
會員人數超過2,100人。因應疫情，中心將工作坊改以
網上形式舉行，成效顯著。

團結一致  為行善推陳出新
面對持續反覆的疫情，本堂今屆多個籌募活動受到
影響，然而仁愛堂繼續發揮創新精神，變陣出擊，
成功舉辦多個活動，為仁愛堂各項福利服務籌募善款。
當中包括《七元素遊戲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
電 視 籌 款 晚 會 ， 利 用 大 氣 電 波 發 揚 仁 愛 精 神 ；
「Beauty Secret呈獻：仁愛堂長幼共融摺出愛心 齊創
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顯示團結力量，成功創下
「最大規模紙幣心形摺紙展示作品」的健力士世界
紀錄；金輪天地控股呈獻：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21與
HappiPlayground開心結伴行，將仁愛堂傳統大型
活動移師網上舉行，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同舟共濟  愛傳千里
過去一年，我與第四十一屆董事局秉承着「群策群力•
與愛同行」的精神服務社群，讓我深深感受到團結
的力量。同舟共濟，向來都是香港賴以成功的精神，
亦是我們在疫情下迎難而上的力量。我藉此再次
感謝各政府部門及各界友好的匡扶指導、歷屆前賢
的寶貴意見，以及仁愛堂團隊一直緊守崗位，盡力
服務市民。

我在此祝願仁愛堂在新一屆董事局陳承邦主席的
領導下，繼續「同舟共濟，愛傳千里」。在此謹祝大家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謝各位。

第四十一屆董事局
楊素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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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數據  (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

服務單位

受惠人次 

項目資源分配 

醫療服務
60個
>380,000人次
>$125,000,000

服務單位

受惠人次 

項目資源分配 

81個
>932,000人次
>$266,000,000

社會服務

服務單位

受惠人次 

項目資源分配 

17個
751,382人次
>$324,000,000

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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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訓練班參加人次

康體設施使用人次

康體服務
6個
>48,700人次
>180,000人次

服務單位

環保教育活動 

回收物品

參觀 / 活動參與人次

回收伙伴

環保項目
1個
>155個
>410噸
>80,600人次
>159個

服務單位

服務人次 

社會企業
5個
>18,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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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ulet

組織架構

幼稚園及
幼兒園

Kindergarten &
Nursery

幼兒照顧及
學生支援服務

Child Care and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資優及特殊教育
Gifted and

Special
Education

中小學教育
Secondary &

Primary
Education

總監（可持續發展）
Controll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何健玲
HO Kin Ling, Vivian

可持續發展科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vision
社會服務科

Social Services Division

諮議局
Advisory Board

項目統籌
Project

Management

總監（社會服務） 
Controller 

(Social Services)

林國偉
LAM Kwok Wai, Laurence 

康體事務部
Recreation & Sports 

Services Department

葉偉倫
IP Wai Lun,  

Arun

經理
（康體事務） 

Manager
(Recreation &

Sports Services)

長期護理
及社區支援服務部
Long Term Care &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Department

黃秀珊
WONG Sau Shan,

Susanna

經理 
（社會服務）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社區發展及
培訓服務部
Community     

Development & 
Training Services      

Department

鄧惠玲
TANG Wai Ling

經理 
（社會服務）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家庭及
青少年服務部

Family & Youth
Services

Department

方詠思
FONG Wing Sze, 

Wincy

經理 
（社會服務）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家庭照顧及
服務發展部

Home Care & Service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陳穎兒
CHAN Wing Yee,  

Constance

經理 
（社會服務）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教育服務科
Education Services Divison

莫蔚姿
MOK Wai Chi, Eileen

總監（教育服務） 
Controller

(Education Services)

李英旭
Ll Ying Yuk,

Nelson

經理 
（社會服務） 

Manager 
(Social Services) 

長者中心及
社區服務部

Centres for the 
Eldery & Community
Services Department

  
  

董事局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副主席、總理
Chairperson, 

Vice Chairpersons, Directors

方啟良先生
FONG Kai Leung   

行政總裁
 Chief  Executive  

區偉祥
AU Wai Cheung, 

副行政總裁
Deputy Chief Executive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s
綠家居 Green

Rivulet

 Home
水雲澗  

環保企業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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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計部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何詩琪
HO Si Kei, Suki  

內部審計經理
Internal Audit 

Manager

內部審計
Internal Audit

 

行政部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工程部
Engineering  
Department

人力資源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資訊科技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人力、資訊及行政科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dministration Divison

總監（人力、資訊及行政）
Controller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dmininstration)

廖家陞
 LIU Ka Sing, Brian 

  
 

 

委員會 Committees
堂務行政委員會 Gener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財務委員會 Finance Committee
籌募委員會 Fund Raising Committee
醫療服務委員會 Medical Services Committee
社會服務委員會 Social Services Committee
教育服務委員會 Education Services Committee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ttee
長遠發展計劃工作委員會 Working Committee on Long Term Development Project

管治及審核委員會 Corporate Governance & Audit Committee

 

自資服務部
Self-Financed

Services
Department

劉韻儀
LAU Wan Yee, Ruby

經理
（自資服務）

Manager
(Self-Financed

Services)

中醫教研中心部
Chinese Medicine

Centres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醫療服務科
Medical Services Divison

總監（醫療服務） 
Controller

(Medical Services) 

梁潔芳
LEUNG Kit Fong, Connie

 

慈惠及新服務部
Charity Units &
New Services
Department

譚靜妮
TAM Ching Ni,

Jenny

經理
(慈惠及新服務)

Manager
(Charity Units & 

New Services)

籌募組 
Fund Raising 

Section

企業傳訊組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Section

對外事務部
External 

Department

冼君珮
SIN Kwan Pui,

Paula

經理
（對外事務） 

Manager
(External  

董事局秘書處
Board Secretariat

陳維達
CHAN Wai Tat,

Ryan

經理
（董事局秘書處）

Manager 
(Board Secretariat)

機構發展科
Corporate Development 

Division

總監（機構發展） 
Controller

(Corporate Development) 

王美恩
WONG May Yan, Gloria

財務科
Finance Divison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Financial Controller &
Company Secretary

    
何桂欣

 HO Kwai Yan, Jessie

朱麗琼
CHU Lai King, Yoyo

財務經理
Finance Manager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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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諮議局
諮議局為本堂的諮詢層，主要就本堂的事務及發展方向提供意見予董事局。

主席 Chairperson
謝小華太平紳士 
Miss TSE Siu Wa, Janice, JP

委員 Member
馮雅慧太平紳士
Ms FUNG Ngar Wai, Aubrey, JP

委員 Member
馬清偉先生
Mr MA Ching Wai

委員 Member
陳天生先生BH
Mr CHAN Tin Sang, Henry, BH

委員 Member
陳嘉敏BBS太平紳士
Ms CHAN Ka Mun, Carmen, BBS, JP

委員 Member
周曾鍔先生
Mr CHOU Cheng Ngok

委員 Member
黃樹先生BH
Mr WONG Shu, BH

委員 Member
陳飛龍先生
Mr CHAN Fei Lung

委員 Member
葉順興BBS, MH太平紳士
Ms IP Shun Hing,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李洪森先生 BBS, MH
Mr LEE Hung Sham, Lothar, BBS, MH

委員 Member
簡松年BH, SBS太平紳士
Mr KAN Chung Nin, Tony, BH, SBS, JP

委員 Member
楊少偉BH, MH, OStJ太平紳士
Mr YEUNG Siu Wai, David, BH, MH, OStJ,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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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Member
何君柱先生BH
Mr HO Kwan Chu, Casey, BH

委員 Member
劉業強BBS, MH太平紳士
Mr LAU Ip Keung, Kenneth,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何君堯BH太平紳士
Mr HO Kwan Yiu, BH, JP

委員 Member
鄧楊詠曼BBS, MH太平紳士
Mrs Sophia DAN,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林松錫博士MH
Dr LAM Chung Shek, MH

委員 Member
毛志成先生BH
Mr MO Chi Sing, BH

委員 Member
黃旌先生BH
Mr WONG Sing, BH

委員 Member
張崔賢愛女士BH
Mrs Augusta CHEUNG, BH

委員 Member
陳福榮先生MH
Mr CHAN Fook Wing, Rinco, MH

委員 Member
劉鐵成太平紳士
Mr LIU Tieh Ching, Brandon, JP

委員 Member
顏顏寶鈴BBS太平紳士
Mrs Pauline NGAN, BBS, JP

委員 Member
蕭楚基BBS, MH太平紳士
Mr C.K. SIU, Caecage, BBS, M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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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Member
史立德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Dr SHI Lop Tak, Allen,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任德章先生MH 
Mr YAM Tak Cheung, MH

委員 Member
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Dr CHAN Kwok Chiu, BBS, MH, JP

委員 Member
卓歐靜美女士MH
Mrs Corona CHEUK, MH

委員 Member
龐維新先生MH
Mr W.S. PONG, Wilson, MH

委員 Member
張心瑜小姐MH
Miss CHEUNG Sum Yu, Fiona, MH

委員 Member
莊舜而女士MH 
Ms CHONG Sok Un, Shirley, MH

委員 Member
蔡黃玲玲MH太平紳士
Mrs CHOI WONG Ling Ling, MH, JP

委員 Member
黃達東MH太平紳士
Mr WONG Tat Tung, Dennis, MH, JP

委員 Member
吳明珍女士MH
Ms NG Ming Chun, Jenny, MH

委員 Member
陳鄭玉而博士MH
Dr CHAN CHENG Yuk Yee, Connie, MH

委員 Member
史顏景蓮女士MH
Mrs SHI NGAN King Lin, Kimmy, MH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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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Member
羅台秦博士MH 
Dr LO Tai Chin, Louisa, MH

委員 Member
李愛平博士MH 
Dr LEE Oi Ping, Christina, MH

委員 Member
連卓鋒先生
Mr LIN Cheuk Fung

委員 Member
丘忠航先生
Mr YAU Chung Hong, Peter

委員 Member
鄧錦雄博士BBS, MH
Dr TANG Kam Hung, BBS,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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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副主席
6th Vice Chairperson
戴凱倫小姐
Miss TAI Kai Lun, Karen

組織架構

組織架構方面，董事局為本堂的最高決策層，由一群熱心社會服務的
人士所組成，主要負責審議及制訂政策。根據堂章，董事局須每年
改選一次。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成員共30名，於2020年3月2日經諮議局
會議審查通過，並經周年會員大會批准，於即日之董事局選舉會議選出
主席及副主席。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成員於2020年4月1日就職，任期至
2021年3月31日。

第四副主席
4th Vice Chairperson
鄭慧賢博士
Dr CHENG Wai Yin

第五副主席
5th Vice Chairperson
熊敏博士
Dr HUNG Man, Michelle

第一副主席 
1st Vice Chairperson
陳承邦先生
Mr CHAN Shing Bong

第二副主席
2nd Vice Chairperson
陳慧玲博士
Dr CHAN Wai Leng, Heidi

第三副主席 
3rd Vice Chairperson
王錦輝先生 
Mr WONG Kam Fai, Kenny

主席 Chairperson
楊素梅女士
Ms YEUNG So Mui, Alice

第四十一屆 (庚子年)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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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副主席
7th Vice Chairperson
何建偉先生 
Mr HO Kin Wai, Ken

第八副主席
8th Vice Chairperson
姚宇翔先生
Mr YIU Yu Cheung, Simon

第九副主席
9th Vice Chairperson
蔡潤初先生
Mr CHOI Yun Chor, Tony

第十副主席
10th Vice Chairperson
陳鑑光博士
Dr CHAN Kam Kwong, Charles

第十一副主席
11th Vice Chairperson
蘇淑娥小姐
Miss SOU Sok Ngo, Sarah

總理
Director
李筠翎博士
Dr May LEE

總理
Director
趙子樂先生
Mr CHIU Chi Lok, Tony

總理
Director
胡臻霆先生
Mr Teny WU

總理
Director
陳東毅先生
Mr CHAN Tung Ngai,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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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總理
Director
邱澤峯先生
Mr YAU Chak Fung, Winson

總理
Director
陳璟瓏先生
Mr CHEN Ching Lung, Eric

總理
Director
陳世俊先生
Mr CHAN Sai Chun, Denley

總理
Director
洪宏佳小姐
Miss HUNG Wang Kai, Grace

總理
Director
朱耀中先生
Mr Torres CHEE

總理
Director
呂文華先生
Mr LUI Man Wah, Alvin

總理
Director
陳義霖先生
Mr CHAN Yee Lam, Angus

總理
Director
侯玲玲女士
Ms HOU Lingling, Lilian

總理
Director
黃思語小姐
Miss Misa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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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Director
焦勇博士
Dr CHIU Yung, Leo

總理
Director
許明華女士
Ms HUI Ming Wa

總理
Director
李佩儀女士
Ms LI Pui Yee, Ruby

總理
Director
杜家軒博士
Dr Gary TO

總理
Director
容維維女士
Ms YUNG Wai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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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第四十一屆 (庚子年) 名譽理事及當屆顧問

吳騰副主席
吳廷傑副主席
丁鵬雲副主席
黃曉妮總理
許友堅總理
關淑儀總理
黃俊雄總理
吳瑞麟總理
司馬郡平總理
王姿潞總理
趙旭總理
區潔恩總理
郭純恬副主席

張敬慧副主席
賴楚惠副主席
吳騰副主席
潘俊彥副主席
譚握籌總理
陳銘潤總理
郭志成總理
區潔恩總理

(2014-2017, 2018-2019年度)
(2015-2016年度)
(2016-2020年度)
(2017-2019年度)
(2000-2001, 2003-2004, 2006-2007年度)
(2005-2006年度)
(2016-2017年度)
(2019-2020年度)

李穎妍副主席
黃添福副主席
郝洪總理
陳耀東總理

梁賀琪總理
林俊均總理
邢子婉總理
趙質平總理
李悅琪總理
蘇聰總理
胡福安先生 

名譽理事

當屆顧問

(2016-2020年度)
(2018-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8-2020年度)
(2018-2020年度)
(2017-2018,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6-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8-2020年度)
(2006-2009, 2011-2014, 
2016-2018,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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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以下共設有9個執行委員會，包括堂務行政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籌募委員會、醫療服務委員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教育服務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管治及審核委員會，以及長遠發展計劃工作委員會。
董事局轄下各功能委員會，定期與行政總裁暨各科及部門行政人員舉行會議，推動本堂各項事務和制訂有關
政策及發展方針。

執行委員會

楊素梅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熊敏副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蘇淑娥副主席
胡臻霆總理
朱耀中總理
呂文華總理
連卓鋒主席

王錦輝副主席
戴凱倫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李筠翎總理
陳東毅總理
陳義霖總理
焦勇總理

鄭慧賢副主席
何建偉副主席
陳鑑光副主席
趙子樂總理
洪宏佳總理
邱澤峯總理
胡福安先生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堂務行政委員會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熊敏副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蘇淑娥副主席
胡臻霆總理
朱耀中總理
呂文華總理
張鴻總理 (2007-2008, 2016-2018年度)

王錦輝副主席
戴凱倫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李筠翎總理
陳東毅總理
陳義霖總理
焦勇總理

鄭慧賢副主席
何建偉副主席
陳鑑光副主席
趙子樂總理
洪宏佳總理
邱澤峯總理
梁永祥教授SBS太平紳士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財務委員會

2020至2021年度各委員會之成員如下：

20



 

 

組織架構
鄭慧賢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洪宏佳總理
陳璟瓏總理
李佩儀總理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戴凱倫副主席
侯玲玲總理
陳世俊總理
杜家軒總理

陳鑑光副主席
黃思語總理
許明華總理
容維維總理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籌募委員會

熊敏副主席
何建偉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侯玲玲總理
陳世俊總理
杜家軒總理
林志秀教授
李洪森委員BBS,MH

鄭慧賢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黃思語總理
許明華總理
容維維總理
梁挺雄教授BBS
吳明珍主席MH

戴凱倫副主席
洪宏佳總理
陳璟瓏總理
李佩儀總理
左偉國醫生SBS太平紳士
左中教授
史顏景蓮主席MH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醫療服務委員會

陳鑑光副主席
鄭慧賢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洪宏佳總理
陳璟瓏總理
李佩儀總理 
區佩兒女士
葉順興委員BBS,MH太平紳士
陳國超委員BBS,MH太平紳士

戴凱倫副主席
侯玲玲總理
陳世俊總理
杜家軒總理
周錦祥先生BBS,MH
李洪森委員BBS,MH

蔡潤初副主席
黃思語總理
許明華總理
容維維總理
錢文紅博士
史立德主席BBS,MH太平紳士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社會服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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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凱倫副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何建偉副主席
侯玲玲總理
陳世俊總理
杜家軒總理
戴希立BBS太平紳士
陳嘉敏BBS太平紳士

鄭慧賢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黃思語總理
許明華總理
容維維總理
李南玉博士MH
黃旌主席BH

熊敏副主席
洪宏佳總理
陳璟瓏總理
李佩儀總理
石秦家慧教授
周錦祥先生BBS,MH
張心瑜主席MH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教育服務委員會

王錦輝副主席
蘇淑娥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李筠翎總理
陳東毅總理
邱澤峯總理
王小偉先生 (於2020年6月30日請辭)
何君堯主席BH太平紳士

陳承邦副主席
趙子樂總理
朱耀中總理
呂文華總理

陳耀東總理 (2006-2009, 2011-2014, 2016-2018,
                        2019-2020年度)

陳慧玲副主席
胡臻霆總理
陳義霖總理
焦勇總理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楊素梅主席
李筠翎總理
陳東毅總理
邱澤峯總理
梁永祥教授SBS太平紳士

王錦輝副主席
趙子樂總理
朱耀中總理
呂文華總理

蘇淑娥副主席
胡臻霆總理
陳義霖總理
焦勇總理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管治及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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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楊素梅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熊敏副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蘇淑娥副主席
馮雅慧太平紳士
陳國超委員 BBS,MH太平紳士
鄧錦雄主席BBS,MH
連卓鋒主席

王錦輝副主席
戴凱倫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何君堯主席BH太平紳士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李愛平主席MH

鄭慧賢副主席
何建偉副主席
陳鑑光副主席

史立德主席BBS,MH太平紳士
史顏景蓮主席MH
羅台秦主席MH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顧問

長遠發展計劃工作委員會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法團校董會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校董會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校董會

校董會
本堂共有14個校董會，定期舉行會議，監察屬下學校各項事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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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與管理層合照

(由左至右)前排﹕ 行政總裁 － 方啟良先生
楊素梅主席
副行政總裁 － 區偉祥先生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何桂欣小姐
總監 (可持續發展) － 何健玲小姐
總監 (教育服務) － 莫蔚姿小姐
總監 (醫療服務) － 梁潔芳小姐
總監 (機構發展) － 王美恩小姐
總監 (社會服務) － 林國偉先生
總監 (人力、資訊及行政) － 廖家陞先生

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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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地點 2020年7月3日，香港瑰麗酒店
  就職典禮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就職晚宴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GBS太平紳士

仁愛堂第四十屆(己亥年)/第四十一屆(庚子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晚宴

主禮嘉賓

仁愛堂第四十屆(己亥年)/第四十一屆(庚子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於2020年7月3日假香港瑰麗酒店宴會
大禮堂舉行，並邀得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親臨主禮。
交代就職儀式上，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楊素梅主席在現場嘉賓見證下，帶領29位董事局成員宣誓就職，
標誌着新一屆董事局成員正式履行拓展本堂善業的重大使命。

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仝人以「群策群力•與愛同行」的精神，竭盡所能，配合政府施政，提供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及擴大籌募網絡，
締造充滿「仁愛」的香港。

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楊素梅主席（左）在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太平紳士（右）手中接過選任證書，承諾以「群策群力•
與愛同行」的精神服務香港市民。

第四十屆董事局連卓鋒主席在典禮上發表堂務報告，與在場嘉賓
分享本堂過去一年的福利服務及活動成果。

董事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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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四十屆(己亥年)/第四十一屆(庚子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晚宴

羅致光局長聯同楊素梅主席（右一）及陳承邦副主席（左一）致
送紀念品「仁德輝煌」予卸任主席連卓鋒先生（左二），表揚
仁愛堂在連主席帶領下善業輝煌。

鍾鎮濤先生（右三）、關楚耀先生（右二）、
高海寧小姐（左三）及前香港武術代表隊隊長
「南拳王」鄭家豪MH太平紳士（左二）獲委
任為「仁愛大使」。

許玲玲女士（左一）以港幣18.8萬元投得由香港玉器商會善心
捐贈的《翡翠玉觀音佛像》。

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人才濟濟，定必能集結各界力量資源，肩負起推動本堂善業發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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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活動

就職晚宴設有拍賣環節，其中由著名跨界藝術家馬興文先生Simon Ma捐贈的限量版DRAGO CAVALLO雕塑競投激烈，陳璟瓏總理（右圖左二）
以港幣25萬元投得限量版金色大龍馬DRAGO CAVALLO雕塑。

楊素梅主席（左一）、諮議局委員蔡黃玲玲主席MH太平紳士（右二）、
陳鄭玉而主席MH（右一）及李愛平主席MH（左二）為慈善高歌一曲
《女人花》，博得全場掌聲。

鄭慧賢副主席（中）、熊敏副主席（左）及戴凱倫副主席（右）
合唱《千個太陽》，盡展默契。

楊素梅主席為慈善大開金口，即場獻唱《順流逆流》，單首歌曲
為仁愛堂籌得超過港幣250萬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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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參觀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並讚揚藥物中心
造福社區，便利市民。

董事局成員透過到訪由仁愛堂營運的「綠在屯門」，了解中心以
「減廢為先」為目標的廢物管理策略及推廣環保教育的工作。

董事局成員在慶祝第四十一屆董事局就職花牌下合照留念。

董事局成員獲贈由長者會員親造的手工藝品，以感謝他們一直
以來對老友記的支持及關懷。

董事局參觀仁愛堂服務設施
楊素梅主席帶領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成員到訪仁愛堂
總部，參觀轄下服務單位，包括長者中心、幼稚園、
中醫診所及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隨後更
到訪由仁愛堂營運的「綠在屯門」，了解本堂的環保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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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活動

拜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GBS太平紳士
2020年9月16日

拜訪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
2020年9月25日

董事局拜訪政府部門
每年本堂董事局成員均會拜訪各政府部門，包括勞工及福利局、環境局、教育局及民政事務局，與各部門及
機構的首長會面，就不同民生議題及服務計劃作廣泛交流，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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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
2020年11月12日

拜訪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
202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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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疫 情 肆 虐 全 港 逾 年 ， 社 會 上 不 少
基 層 市民生活大受影響，尤其是孤苦無依的長者
更是境況堪憐。在中秋節這「人月兩團圓」的佳節，
他們除了面對長時間獨困在家中的壓力，更要應付
生活物資短缺的問題，身心都受到沉重的打擊。

仁愛堂每年均舉辦多項大型籌募活動，旨在為本堂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籌募善款，並透過不同渠道提升機構
知名度及形象，以吸引更多熱心善長慷慨解囊，支持本堂拓展及持續優化服務。在疫情下本堂力求創新求變，
成功舉辦多個活動，包括「Beauty Secret呈獻：仁愛堂長幼共融摺出愛心 齊創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
「仁愛堂『關懷長者疫境同行迎中秋』福袋送暖行動」、「金輪天地控股呈獻：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21與
HappiPlayground開心結伴行」等，與眾同樂之餘，為仁愛堂不同的福利服務籌款，務求讓更多有需要的
市民得到適時和貼心的關顧及支援。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右一）及楊素梅主席（右二）親身將愛心福袋送到老友記家中，同時了解他們在疫情下的生活狀況。

籌募及大型活動

有見及此，仁愛堂於佳節前夕推行「仁愛堂『關愛
長者疫境同行迎中秋』福袋送暖行動」，為合共
1,700名長者送上應節愛心福袋，合力將關愛與温暖
傳入社區。

仁愛堂「關愛長者 疫境同行迎中秋」
福袋送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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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們接過愛心福袋後都喜上眉梢，走出疫情陰霾。

福袋內容豐富，包括應節月餅、日常用品
及抗疫用品等，希望在疫情期間送上關愛及
節日祝福。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右一）及
楊素梅主席（左一）親身到多個老友記家中
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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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地點 2020年10月17日，無綫電視城 
冠名贊助 七元素遊戲有限公司
主任委員 楊素梅主席、陳承邦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鄭慧賢副主席、熊敏副主席、
   陳鑑光副主席、蘇淑娥副主席、陳義霖總理、陳璟瓏總理
副主任委員 何建偉副主席、姚宇翔副主席、黃思語總理、邱澤峯總理、許明華總理、杜家軒總理

楊素梅主席（右四）及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中）聯同活動冠名贊助及活動主任委員為晚會揭開序幕。

楊 素 梅 主 席 （ 左 四 ） 帶 領 一 眾 活 動 主 任 委 員 及 活 動
副主任委員於記者會率先揭曉捐款熱線，並呼籲善長踴躍
捐款。

籌募及大型活動
七元素遊戲呈獻：

《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
由仁愛堂主辦、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的「七元素
遊戲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
由一眾充滿善心的仁愛堂董事局成員一同參與，以
「群策群力•與愛同行」為主題的亮燈儀式，喻意

仁愛堂透過醫療、社會福利、教育、社企、康體及
環保等多元化的服務，全面照顧弱勢社群的需要，
團結社會各界力量，令有需要的人士得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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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與藝員分組大玩緊張刺激的遊戲，熱情投入，一同寓慈善於娛樂。

楊素梅主席（右五）、鄭慧賢副主席（右七）及熊敏副主席（右四）
在「麗彩霓裳顯愛心」環節中，展示為不同服務受惠者設計的
時尚氣球時裝。

陳承邦副主席（右二）、陳鑑光副主席（左二）、黃思語總理（右一）
及邱澤峯總理（左一）參與「畫裡真真載善心」環節，合力以藝術
沙畫繪畫出維港景色，寓意仁愛堂優質的服務遍佈全香港。

一眾董事局成員、活動贊助及諮議局委員於晚會前酒會大合照，並預祝《七元素遊戲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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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大型活動

日期及地點 2020年12月6日，網上直播 
主禮嘉賓 勞福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太平紳士
冠名贊助 Beauty Secret
主任委員 楊素梅主席、王錦輝副主席、鄭慧賢副主席、朱耀中總理
副主任委員 戴凱倫副主席、姚宇翔副主席、胡臻霆總理、洪宏佳總理、陳義霖總理、呂文華總理、
  許明華總理、杜家軒總理
金贊助  郝洪總理、林俊均總理、邢子婉總理、司馬郡平總理、王姿潞總理、區潔恩總理、
  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銀贊助  吳騰副主席、黃曉妮總理、許友堅總理、梁賀琪總理、黃俊雄總理、吳瑞麟總理、
  趙質平總理

Beauty Secret呈獻：仁愛堂長幼共融摺出愛心 
齊創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
為關顧在疫情期間生活大受影響的市民，特別是
長者及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兒童及其家長，
仁愛堂特別於2020年12月6日舉辦本年度壓軸大型
活動，並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太平紳士
擔任主禮嘉賓，一同以行動支持「仁愛堂長者愛心卡
計劃」及「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是次活動邀得各界善長合力以紙鈔摺出5,000個
「紙鈔愛心」，再拼砌出一幅大型圖案，成功創出
「最大規模的紙幣心形摺紙展示作品」的健力士
世界紀錄。

活動在健力士紀錄認證官遙距核實後，宣佈成功創下「最大規模紙幣心形摺紙展示作品」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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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太平紳士頒贈紀念品
予楊素梅主席。

由各界合力支持，以5,000個「紙鈔愛心」拼砌出大型圖案，展現仁愛堂「群策群力•與愛同行」的團結力量！

鄭慧賢副主席希望活動能夠喚起社會各界的善心及關愛，支持
仁愛堂繼續幫助更多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5,000個愛心紙鈔拼砌出大型圖案，成功創出健力士世界紀錄。

Beauty Secret呈獻：仁愛堂長幼共融摺出愛心 
齊創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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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大型活動
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2020
仁愛堂於2020年10月10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新界區
賣旗日」，一眾善心義工無懼疫情，落力向市民
賣旗，而本堂董事局成員更身體力行，一邊參與
賣旗，一邊為義工們打氣，合力將善心傳遍每個
角落。

今年活動與本地原創卡通人物「Flying Sofye」合作
推 出 四 款 精 美 旗 紙 ， 為 本 堂 的 長 者 及 弱 勢 社 群
服務籌款，支援在疫情期間，生活飽受影響的貧苦
大 眾 ， 同 時 鼓 勵 市 民 透 過 特 別 版 金 旗 心 意 卡 ，
在「疫」境中為身邊人打打氣，合力送上關愛及
正能量！

楊素梅主席（左二）特意到旗站為義工們打氣加油。 鄭慧賢副主席（後排左一）以行動支持「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

善長捐款可獲得「屯門牛牛」開運WhatsApp Sticker及仁愛堂
限量版「屯門牛牛」添福添運利是封。

仁愛堂《一人一祝福 送暖迎新歲》
新春佳節本是喜氣洋洋的好日子，惟社會上不少
基層市民因疫情肆虐，生計大受影響，這個「年關」
實不易過。有見及此，仁愛堂於2021年1月13日至
2月26日期間，特別舉行《一人一祝福 送暖迎新歲》
籌募活動，為有需要的獨居長者及弱勢社群家庭，
提供各類到戶家居支援服務，包括家居清潔及維修、
派發食物等，協助他們迎接新的一年、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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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俊彬以超過80萬步的佳績奪得「步步高升」個人最多步數大獎。

疫情關係，頒獎禮亦移師線上舉行，楊素梅主席（左圖）及活動冠名贊助王錦輝副主席（右圖）隔空頒獎予得獎者。

信雄摯友會亦化身財神參加仁愛堂慈善步行日，一同新春行大運。

日期  2021年1月25日至2月21日
冠名贊助 金輪天地控股有限公司
主任委員 楊素梅主席、陳慧玲副主席、戴凱倫副主席、李筠翎總理、趙子樂總理、胡臻霆總理、
  洪宏佳總理、侯玲玲總理、黃思語總理、邱澤峯總理、陳世俊總理、焦勇總理、
  許明華總理、李佩儀總理
副主任委員 陳承邦副主席、鄭慧賢副主席、熊敏副主席、何建偉副主席、姚宇翔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陳鑑光副主席、陳東毅總理、朱耀中總理、陳璟瓏總理、呂文華總理、
  杜家軒總理
金贊助  連卓鋒主席、郭純恬副主席、趙質平總理、李悅琪總理、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銀贊助  李穎妍副主席、郝洪總理、司馬郡平總理、王姿潞總理

金輪天地控股呈獻：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21
與HappiPlayground開心結伴行
仁愛堂一年一度的慈善步行日一向深受廣大市民歡迎，
鑑 於 受 到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的 影 響 ， 今 年 的
「金輪天地控股呈獻：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21與
HapppiPlayground開心結伴行」首次移師到線上舉行，

在 1 月 2 5 日 至 2 月 2 1 日 期 間 與 市 民 新 春 行 大 運 ，
為仁愛堂社會福利服務籌款，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
適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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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及大型活動

楊素梅主席（左八）及陳承邦副主席（左七）於抽獎儀式暨地區團體頒獎典禮向得獎團體頒發獎盃。

在地區團體慈善獎券銷售比賽中，茹樂社籌款成績驕人，奪得本年度地區
團體籌款比賽的冠軍。

楊素梅主席（右一）和陳承邦副主席（左一）為仁愛堂
慈善獎券抽出幸運兒。

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2020
疫情下基層市民生活越來越艱難，仁愛堂在2020年
12月14日至2021年1月22日期間舉辦一年一度的
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活動，以拓展多元化

社區服務及募集更多善款作各項抗疫支援服務，
關顧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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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隊在仁愛堂不同中心設銷售攤位推銷慈善獎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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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

長者支援服務隊亦定期上門為有需要的體弱或獨居長者，進行
家居清潔。

「樂助弱老」基金資助長者支援服務隊透過定期探訪，為長者
送上慰問，並送上日常所需用品及抗疫物資，讓他們感受到溫暖。

基金由2005年成立至今已經16周年，持續為有需要的
長者提供資助，發揮補漏拾遺作用，讓社區貧弱
長者，在政府資助外，亦可透過基金的經濟支援獲取
個人照顧所需。截至2020年12月底，各項資助的
累積支出款額接近1,680萬。

政府近年投放於長者福利服務資源增加，使更多長者
獲得適切服務，惟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增幅急速，
輪候者眾多，編配資助長期護理服務需時。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旨在透過善長捐款，為有生活困難的長者提供短期或過度性資助，以填補現時社會
服務未能照顧的地方，使他們有能力購買所需服務及物資，以改善生活質素，同時紓緩家人和照顧者所面對
的生活壓力。

年度重要事項
「樂助弱老」基金本着「仁助弱老，愛解厄困」的
精神，在各方善長慷慨捐款下，繼續作出多方面撥款
資助，包括支援認知障礙長者在仁愛堂記憶中心
接受診 治 服務、資助基層長者購置生活物資、參加
社交活動等；個案援助方面，累積獲審批的受惠個案
超過6,800個，累積資助金額達港幣775萬元以上，
當中家居支援服務的資助申請長居首位，亦佔整體
個案資助額約9成。

展望
基金將繼續因應社區需要，靈活配合政府居家安老
政策，提供適切撥款援助予暫時未獲政府資助服務
的基層長者，替其購買基本生活物資及提供社區
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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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無限，力量自強」圍巾慈善義賣活動，為癌症病人，帶來
溫暖、愛與正能量。

基 金 資 助 病 人 於 接 受 藥 物 治 療 前 及 治 療 期 間 接 受 共 2 次 心 臟
超聲波檢查。

部分癌症藥物有機會影響病人的心臟功能，惟公立
醫院專科門診輪候時間漫長。基金就此資助每名
合資格癌症病人共港幣3,700元，於在藥物治療前及
期間到寶血醫院(明愛)或香港中文大學醫務中心接受
共2次心臟超聲波檢查。此計劃於屯門醫院及瑪嘉烈
醫院推行，已有98名病人受惠。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自2007年成立以來，一直以資助貧困的公立醫院癌症病人購買自費
治療藥物，提高病者的存活率及改善生活質素為宗旨。基金更配合醫護人員，因應病人需要，而提出有助
治療的建議，如提供營養飲品等。步入第13個年頭，基金已累計向超過8,200名癌症病人，撥款合共超過
港幣1億4千萬元，發揚了仁善關愛的精神，為無數癌症鬥士迎來曙光，讓他們可以安心接受治療，同時
減輕其家人的經濟壓力。

年度重要事項
心臟超聲波檢查資助計劃 獲Vivienne Tam支持義賣

基金喜獲國際著名時裝設計師Vivienne Tam支持
此項資助計劃，合作推出「愛是無限，力量自強」圍巾
慈善義賣，所有收入將全數用於資助有需要的病人
接受心臟超聲波檢查，令病人得到最適切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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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援助遍及屯門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伊利沙伯
醫院、瑪嘉烈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
瑪麗醫院，支援符合審批資格的癌症患者。另外，
有見將軍澳醫院增設了化療服務，基金於2020年5月
延伸資助服務至該醫院，讓更多九龍東區的癌症

仁愛焦點
擴展基金服務範圍
與癌症患者並肩前行

展望

基金首度與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及藥廠三方
合作，病人會先接受基金資助購買自費藥物，再到
藥物中心領取由藥廠提供的免費藥物，致力為癌症
病人提供「一條龍」服務。

基金將於來年度繼續推行並優化心臟超聲波檢查
資助計劃，包括新增名額、擴展受助範圍及取消
病 人 自 付 部 分 ， 務 求 令 更 多 病 人 受 惠 。 此 外 ，
基金將再度向屯門醫院營養部撥款港幣10萬元，
推行第4期營養飲品資助計劃。有需要的癌症病人
只需攜帶指定換領券到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
便可獲取相應的營養飲品，讓病人感受到康復路上
不再孤單。

藥物合作資助計劃

仁愛堂：

本人十分感謝仁愛堂能幫助我爸爸獲得癌症醫療基金，希望此服務能一直進行下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病人！

基金受助人家人
Yau Lai Lan女士

捐款熱線 : 2430 1915
基金網頁 : https://www.yotcancerfund.org.hk

病人受惠。此外，基金亦提供特別審批個案資助，
延伸資助至未被基金服務所涵蓋之病人，主要對象
為較年輕且為家庭支柱的癌症病人，每宗個案最高
資助額為港幣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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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助 人 獲 轉 贈 一 部 二 手 平 板 電 腦 ， 以
解決三位子女同時進行網上授課之情況。

仁 愛 堂 為 受 惠 家 庭 提 供 防 疫 物 資 ，
以解決生活所需。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災禍無情，仁間有愛。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於2009年成立，主要分為「應急錢援助」及「支援服務」
兩部分。

計 劃 由 本 堂 與 合 作 夥 伴 星 島 日 報 合 辦 ， 為 本 港
受意外或災禍影響的家庭提供即時的經濟援助，
同時期望透過作出相關報導，喚起大眾對有需要

應急錢援助
家庭的關注，並透過「仁愛眾籌」平台為個案家庭
籌款。計劃已經為超過140個不幸家庭伸出援手。

計劃為弱勢社群提供現金與物資援助，
並提供其他家居生活支援服務，以改善
他們的生活質素，包括津貼清貧學生的
補習或託管費用；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童提供課餘活動資助，改善他們的
學習條件；轉贈由商界及地區人士捐助
的物資，例如食糧、家電、禦寒物品及
防疫物資等。

計劃不單能夠紓解受助人的生活困難，
同時亦向大眾推動善用資源的訊息。
計劃至今已服務超過1,760個家庭，
累積資助金額超過港幣485萬元。

支援服務

日期 個案 捐助金額

1

2

3

4

5

6

7

3/5/2020

17/5/2020

14/9/2020

9/10/2020

15/11/2020

1/12/2020

25/2/2021

 $363,701

 $102,800
 

$22,000

 $37,000
 

$300,000

 $40,000

$482,700

四十四歲地盤工顏訓真遭工字鐵擊斃，遺下妻子及四名俱有語言障礙
的年幼子女，境況堪憐。
二十六歲內地漢吳永杰在荃灣柴灣角街棚架墮斃，遺下孤寡及遺腹子，
生活無依，境況淒涼。
十四歲肌肉萎縮症少年，步兄長後塵病逝，家庭經濟陷困境。
四十七歲泰裔工人王天於香港仔深灣道酒店地盤遭磚牆壓死，遺下
孤兒寡婦，頓失家中經濟支柱。
油麻地廣東道日前的火警，造成七死十一傷的慘劇。為援助受厄人士
渡過難關，仁愛堂「仁間有愛」應急錢計劃即時撥款，向意外中每個
受影響家庭發放港幣5萬元，以解燃眉之急。
三十七歲「最佳爸爸」廖健邦，在將軍澳大廟灣浮潛捉魚不幸溺斃，
遺下妻子及一對年幼子女，境況堪憐。
三十九歲「好爸爸」洪明偉於粉嶺地盤吊船注玻璃膠時墮下喪身，遺下
妻子和兩名年幼女兒。

2020-2021年度累計資助個案金額       $1,34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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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以推動優質教育項目為宗旨，令學生在全人發展和環球視野上有所提升。基金於
2019-20年度撥款逾港幣100萬元，資助本堂屬下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項目。

年度重要事項
在本年度，本堂屬校透過基金撥款，舉辦了多元化
的全方位學習體驗活動及體藝活動，中學方面包括
有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的中一新生適應及親子營、
初中級G4成長計劃，以提升同學自我認知能力、
樂觀感及學校歸屬感等。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方面有
「理財自有方」及正向思維從心出發等計劃。

而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推出田小讀書會、音樂親子活動
及戲劇項目。至於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運用基金
款項舉辦理財年宵及成立樂團等。

基金資助的幼稚園項目主要涵蓋體能、音樂、藝術
及閱讀範疇，包括花式跳繩班，以培養孩童的耐力；
「親子『樂』悠悠」發展兒童音樂潛能；愛書樂滿Fun
培養幼童閱讀及自學興趣；舉辦小小細運會令兒童
在競技中學習體育精神。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獲基金資助學習「花式跳繩」，
有效訓練幼兒全身肌肉及增強心肺功能。

基金資助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舉行「親子『樂』悠悠」
音樂及情緒活動。

仁 愛 堂 張 慕 良 夫 人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園 獲 基 金 資 助 舉 行 「 愛 書
樂滿Fun」項目，「故事爸媽」到校為幼兒進行講故事活動，培養
孩童愛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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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助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舉行中華文化日年宵市場，讓
學生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基金資助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成立「田小讀書會」，杭州交流團為
其中一項活動，讓學生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及觀摩文學作品，擴闊
學生視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獲基金資助舉行「初中級G4成長計劃」，
透過團體活動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及提高溝通技巧。

基金資助仁愛堂田家炳中學舉行「正向思維從心出發」工作坊，
透過團體活動以培養學生自我情緒管理的能力及人際關係的建立。

展望
基金踏入10周年，將以「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探討傳媒素養」以及「推行環保主題的交流活動」
為三大發展方向，當中運用人工智能作為工具，
首推「看圖知己」項目，期望學生以認識故鄉作

起點，了解中國文化。其他項目包括「打開小皇宮」、
「童」你怡神養心太極體驗工作坊、「小小中醫師」、
「傳承愛」陶瓷工作坊及「文化大舞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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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於2011年成立，結集公眾捐款，為居於屯門、元朗、天水圍、大埔及黃大仙區的
65歲或以上獨居及隱蔽長者，提供生活支援及鼓勵長者走出社區，達致實踐「社區照顧」和「在家安老」的
概念。

計劃的優點在於使用高透明度和貼心的專用電腦系統，為善長配對有需要的受惠長者。善長更可即時於網上
瀏覽所津助長者的使用服務情況。受惠長者可運用「長者愛心卡」內的捐款金額，於仁愛堂轄下社會福利、
醫療、康體及社會企業單位，免費使用生活照顧服務、社交康樂活動及醫療服務，以「錢跟人走」及長者
擁有「靈活自主」的模式進行，提高受惠長者的生活質素、加強他們與社區聯繫，將隱蔽長者帶進社區，有尊嚴
地享受晚年生活。

年度重要事項
截至2021年3月，計劃已累積服務超過92,000人次，
累積使用服務金額達港幣1,891萬元。計劃持續以
「全面照顧個案管理模式」(Total Care Case Management 
Model) 為服務藍本，提供以「居、養、依、樂、為、
教」為重點的社區照顧服務，全面關顧長者在生活上的
不同層面的需要。社工會與受惠者商談，因應其需要
共同制定個人化的服務，並定期留意長者的愛心卡
使用情況，細心掌握長者的身體和生活變化。

計劃於本年度積極與不同地區團體及商界組織合作，
為受惠長者度身訂造多元化的小組活動，包括推行
一系列的「愛共融計劃」、「長者樂遊遊計劃」和
「健康生活」系列，提高長者活動能力、改善身體
機能，並享受社交活動帶來的樂趣，藉此鼓勵長者
融入社區，建立互助網絡，營造「愛心有情社區」。

「頑童打機」，鼓勵愛心卡長者每星期到中心互相競技。 愛心卡長者為中心拍攝防疫打氣影片，學以致用。

居

養

依

樂

為

教

家居清潔、維修及環境改善

醫療、膳食、個人看顧及健康用品訂購服務

起居照顧、護送及陪診服務

社交康樂和健體活動

受惠長者互相幫忙，建立支援網絡

長者或社區中心所辦的學習課程

計劃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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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卡長者於「耆舞派對2020」中，以強勁的舞技及造型
贏得「最估你唔到獎」和「耆舞魔法大獎」。

展望
計劃將繼續服務多區65歲或以上獨居及隱蔽長者，
持 續 舉 辦 活 動 令 其 投 入 參 與 外 ， 亦 會 為 其 提 供
適切的支援服務，減低生活負擔。

長者使用服務人次比例 (7/2011至3/2021)
服務項目
健康用品
膳食
醫療
照顧服務
社交康樂活動
復康
學習課程
使用設施
健體活動
總服務次數

服務次數
38,597
20,738
10,753
10,006

8,745
1,960

974
827
372

92,972

百份比
41.5%
22.3%
11.6%
10.8%

9.4%
2.1%

1%
0.9%
0.4%
100%

●   愛心卡的受惠長者年齡較高，71歲或以上 受惠人佔 88%；
●   52% 是獨居人士；
●   94% 是長期病患者。

受惠人概況 (截至2021年2月)

受惠者心聲

截至2021年2月金卡數字為55張，銀卡為160張；由2011年7
月開始至2021年3月，累積總金額達$18,912,346元。

累積服務津助金額

文叔：
「我係愛心卡長者文叔，好感謝仁愛堂的
幫忙，令我人生上得到充實。愛心卡的
「走在尖尖」活動，教授我科技知識，
令我與時代接軌。」

志叔：
「今年呢個疫情，又要搶口罩，又要搶酒精，
仲要搶米，我地獨居長者邊搶得過後生呀?
好彩愛心卡的職員係第一時間派發防疫
物資同食糧俾我，仲間唔中打電話嚟叫我
小心同問候我健康，我真係好多謝佢哋。」

呀基：
「有愛心卡資助我帶行動不便的太太坐
『樂行車』去覆診，仲可以睇中醫同購買
營養奶粉，姑娘同先生經常問候關顧我
兩老，令患有癌症的太太同心臟疾病的我，
感到無比的窩心。」

余妹：
「我隻腳成日痛，出去睇中醫每次都要
幾百蚊，我退休十幾年，積蓄都用完啦。
我邊有咁多錢呀? 好彩有愛心卡的支援，幫助
我清潔、睇中醫同按摩雙腳，依家隻腳都無
咁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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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
政府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香港有超過73,000名單親人士，他們面對不少生活困難。因此本堂積極透過
於2013年開展的「陽光加油站」計劃，為有需要之單親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同步亦開展
各項服務，讓他們發展潛能，重建自信，更協助他們建立互助網絡，助己助人。

年度重要事項
鑑於單親家庭子女面對學業困難，本計劃亦開展
了課後支援小組，為參與的學童提供適切的指導，
減低家庭成員之間的磨擦。中心亦關顧單親家長

受助人正準備搬遷，獲贈小型家電及廚具，
以減輕經濟壓力。

「陽光學堂」導師善用各種網上工具，讓受助人在疫情下繼續學習，亦藉趣味遊戲以提升
學童專注力。

及 子 女在疫情期間的身心健康，為家庭搜羅防疫
物資，透過面談了解到在家學習的需要，從而製作
一系列的線上活動，讓親子間減少磨擦及放鬆心情。

承蒙楊素梅主席贊助陽光加油站計劃，安排參加者免費參與由Bake Lab烘焙研究所舉辦的蛋糕
烘焙工作坊。

55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現時確診懷疑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的
學童，大部分會先經教育心理學家或臨床心理學家
評估，然後再轉介精神科醫生診斷，整個過程需時
33至56個月，有機會因此錯過治療黃金期。

青少年及兒童是社會的未來棟樑和發展引擎，本堂於2016年成立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凝聚公私營機構及社會各界善長力量，建立多方平台，資助有特殊醫療需要的青少年及兒童接受藥物及行為
治療、提供家庭支援及學校調適的全面幫助，為他們創造更好的環境，讓他們健康成長和發展。基金累計
資助撥款超過港幣300萬元，服務超過5,300人次。

年度重要事項
資助懷疑ADHD學童提早接受評估
把握治療黃金期

為縮短ADHD學童長時間輪候情況，基金喜獲人間有情
慈善基金慷慨捐款港幣36萬元，於2020年5月開展
「人間有情慈善基金 － ADHD兒童教育心理評估服務」，
資助100名來自屯門、元朗及荃灣區，由學校社工或
老師轉介懷疑患有ADHD的學童，免費接受教育心理
學家的評估，如有需要更會轉介懷疑個案至適切的
醫療機構以盡早接受診斷與治療。

致：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
童醫療基金

  善長：史立德主席及
史顏景蓮主席，謝謝你

們

的善心資助。張正平醫生
，謝謝你細心診斷及感

謝

順天邨201舖的職員
和護士，謝謝你們幫助

。

    本人及女兒對你們的
幫助再次表示感謝！

受助人趙佩儀敬上

2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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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基金在本年度成立了顧問委員會，邀得多位資深
業界人士參與，藉此推動基金的長遠發展方向及服務
計劃，同時為推動籌募善款、宣傳、公眾教育、

成立基金顧問委員會
集合各界別專業人士推動基金發展

服務拓展等事宜提供意見，並藉此促進社會對有
特殊需要的青少年及兒童的關注。

右起：鄺玲醫生、吳明珍主席MH、蔡黃玲玲主席MH太平紳士、史顏景蓮主席MH、史立德主席BBS, MH太平紳士、楊素梅主席、
史佩加女士及李志光教授一同抱著「為善最樂」的心，積極推動基金發展。

展望
為了讓更多懷疑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
的青少年及兒童及早接受檢測及治療，基金將積極
拓展服務範圍，包括深水埗、黃大仙等，並會有效

運用資源，提供與時並進的服務予其照顧者，如
教育及精神支援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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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精神健康)
為關注照顧者精神健康需要及作全面支援，由「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精神健康)」資助的「仁心向晴
照顧者支援計劃」於2019年7月正式開展。計劃由社工及醫護人員組成團隊，連結本堂醫療、社服、教育及
康體四大科部，創建跨科部的支援平台，以支援有經濟困難，並需要照顧認知障礙症、長期病患家屬、
特殊教育需要子女或單親家庭的照顧者，提供專業評估及個案管理，務求及早辨識照顧者精神健康需要，
並共同策劃改善精神健康的生活方案。

年度重要事項
計劃成立至今共接觸過百位照顧者，受惠家庭人數
達350人以上，當中特殊教育需要兒童之照顧者佔
41%，長期病患者的照顧者佔28%，而單親家庭及
認知障礙症之照顧者分別佔20%及11%。透過計劃
之評估及跟進，成功及早識別出62%以上於抑鬱
狀況高於標準之照顧者，為他們提供適切之個案輔導
及轉介工作，及早察覺照顧者的精神壓力狀況，
以作支援。

另一方面，照顧者亦透過計劃的支援配對服務，
按各家庭之需要全數資助參與本堂醫、社、教及康
四科部內的不同活動及服務，包括到戶照顧、家居
清潔、水雲澗按摩服務、中醫治療抑鬱症服務、社區
中心課程及康體活動課程等，資助內容多元及個人化，
讓照顧者更有效紓緩照顧壓力，改善及提升精神
健康狀況。

仁心向晴Facebook粉絲專頁 線上輔導及實用資訊分享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計劃為照顧者送上防疫
物資及食物現金券，社工更持續以電話及線上輔導，
並分享實用防疫資訊，給予適切關懷及打氣。此外，
計劃積極與各服務單位作出協調，維持到戶的家居
照顧服務及陪診服務，以確保有迫切需要的照顧者
得到及時適切的服務。

除了跨專業個案管理工作之外，計劃盼能接觸更多
有需要人士及推廣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在2020年
10月31日建立全港首個臉書粉絲專頁，為認知障礙症
長者、長期病患者、特殊學習需要子女及單親家庭
的照顧者，提供不同的活動內容及資訊，鼓勵他們
擁有屬於私人的時間，以提升照顧者自我關懷意識，
並促進照顧者或公眾人士在專頁上進行討論、分享及
交流，以達到社群互助交流的意義。

於 2 0 2 0 年 1 0 月 3 1 日 正 式
建 立 ， 歡迎掃瞄QR code
成為我們的粉絲，專頁內
提 供 不 同 的 活 動 內 容 及
資 訊 ，鼓勵照顧者及公眾
人士一同討論、分享及交流。

疫情下社工繼續以電話及WhatsApp為照顧者提供情緒支援，
並同步分享發佈在仁心向晴Facebook粉絲專頁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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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展望
「仁心向晴照顧支援計劃」是一項針對照顧者的
嶄 新 精 神 健 康 支 援 服 務 ， 展 望 探 討 以 健 全 模 型
(Wellness Model)概念為主軸，連結醫、社、教、康
不同服務之配對工作，提倡及推廣身心全面健康的

概念，讓照顧者關注個人的精神健康，增強抗逆
能力；另外，積極發展網上支援平台，推廣關注照
顧者精神健康的訊息，並提升社會對照顧者需要的
關注。

受惠者心聲

可以有機會參加跳舞班，那是我

一直以來的心願，感謝仁心向晴給予

的資助!

感謝社工姑娘時常探望我們，送上

溫暖和慰問，又為我們安排家居清潔

服務，更為我安排按摩中心的按摩

服務，使我身心都得到放鬆，我和

太太都很感動，多謝仁心向晴計劃。

媽媽接受了仁心向晴資助的到戶

照顧服務後，我終於可以放鬆一下，

安心享受山上的風景和屬於自己的

時間，山上的風景依然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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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科
秉承本堂「匡老扶幼、關社睦鄰」的使命，本堂社會服務科致力為幼兒、兒童、青少年、婦女、長者、
基層家庭、少數族裔及弱勢人士提供優質與創新的社會服務；透過發掘潛能及鼓勵自主參與，促進服務
對象的互助及志工發展。本科由5個部門共81個單位組成，包括「長者中心及社區服務部」、「長期護理及
社區支援服務部」、「社區發展及培訓服務部」、「家庭及青少年服務部」，以及配合社會福利署社區安老
服務發展而新成立的「家居照顧及服務發展部」；加上5個特別服務計劃，包括「陽光加油站」計劃、仁愛堂
羅台秦關愛基金(精神健康)、「仁間有愛」社區支援計劃、「長者愛心卡」計劃及「樂助弱老基金」，為有需要
的長者、弱勢社群、單親家庭及有輕鬱症狀的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

年度重要事項

● 面對過去一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社會
服 務 科 各 服 務 單 位 員 工 緊 守 崗 位 ， 繼續
維持家居照顧服務及院舍服務等必要服務，
而其他服務單位之員工亦主動透過多元的
方法，主動關心服務使用者的心理需要，
提供服務及防疫物資支援，務求做到全民
抗疫，上下一心，提升社區抗逆能力。

社區抗疫  心繫基層

● 在疫情期間，市民爭相搶購口罩、消毒與
日常食用品等，對基層家庭及獨居長者
影響尤甚。承蒙仁愛堂董事局成員、政府
部門及外間機構慷慨捐贈合共超過100萬個
口罩、酒精搓手液、漂白水及抗疫湯包等
防疫物資給弱勢社群，為他們送上健康祝福
和支援。

● 「陽光加油站」在疫情期間無間斷支援單親
家庭。楊素梅主席及各善長分別捐出現金
援助、抗疫福袋及親子課程，「陽光學堂」
亦以網上形式授課，為 單 親 家 庭 小 朋 友
提供功課輔導服務。計劃在疫情下更舉辦
線上活動，包括聖誕聯歡會，親子集體遊戲、
服裝比賽等，使單親家庭可透過視像活動
與朋友相聚，一同歡度美好時光。

各界透過仁愛堂送贈物資予基層家庭抗疫。

疫情期間，「陽光加油站」繼續關顧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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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我們更認清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胡忠長者地區中心及四間長者鄰舍中心獲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港幣415萬，資助發展
「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此計劃是本港
首個結合電子及數碼化健康管理技術，社區關懷及
專業團隊分析服務數據的計劃，目的是透過運用
數碼健康科技，鼓勵長者定時進行健康檢查、運動
及參與健康活動，達致自我健康管理效果。

社區照顧  健康管理
● 另一方面，本科透過社會福利發展基金資助，

建立數據湖(Data Lake)，協助整合本堂不同服務
系統會員的健康和護理資料，並利用人工智能
運算學習，為個別服務對象制訂更適切的社區安老
生活規劃，優化綜合醫社關懷計劃與調配，降低
入醫院和院舍的風險，作為社服科長遠發展規劃
的重要參考。

● 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減少社交活動及接觸，
難免令人感到孤單寂寞，影響情緒和精神健康。
因此，家庭及青少年服務部透過網上及實體服務，
突破社交隔離，促進社區連繫，建立關愛社區。

精神健康  關愛社區

● 另一方面，因疫情長期停課，家長承受沉重的
照顧壓力，影響情緒和精神健康。因此，家庭及
青少年服務部透過創新意念，提供另類託管及
支援照顧者服務，讓家長有多點自由時間，紓緩
親職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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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 在這段抗疫路上，社會服務科特意邀請加拿大多倫多
大學曾家達教授把各同事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
的實務經驗和智慧，彙集成書，名為「疫流而上 － 
仁愛堂疫境實務經驗及智慧整理𢑥編」，期望與
業界分享心得。

專業智慧  彙集成書

展望
本科會持續以社會創新的思維，推動持份者參與，
並開拓社區資源，回應社區需要，在過程中提倡
志工文化，發展專業實踐，長遠達致共建可持續
發展社區的願景。

●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的「青年夢工匠」
在疫情期間努力發揮社會創新意念，與社區攜手
抗疫，並為社區帶來持續改善；目前已成功孕育
40多個青年社會創新計劃，每個計劃均持續推行
超過一年，以加深社會影響。

社會創新  溯本尋屯

● 本年度更出版了一份由青年主導，以「溯回根本，
尋找屯門」為宗旨的社區報 －《溯本尋屯》。

● 繼上年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卓越實踐在
社福」十大卓越項目獎之後，「青年夢工場」的
成功例子更獲選為聯合國認可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即將
出版的全球社區服務亮點的其中一個參考案例。

「青年夢工匠」擺檔向街坊拜年。

青年向街坊介紹社區報《溯本尋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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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長者因疫情困在家中，引致身體機能加速衰退，
本堂屬下11個服務單位聯合申請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的「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獲批港幣
21萬6千元，並於2020年6月至9月期間推行「『疫』
要玩樂支援計劃」，共有744位長者受惠。此計劃
透過培訓義工及借用合適的遊戲器材予參加者，鼓勵
他們在家進行活動，提升活動能力及與社區人士的
互動機會。義工們的無私奉獻，讓我們體驗疫境背後
卻滿載溫馨。

長者中心及社區服務部

過去一年社會受疫情挑戰，本堂長者中心善用社交
媒 體 ， 如 W h a t s A p p 、 F a c e b o o k 、 Z o o m 、
YouTube等，與服務使用者保持互動溝通，亦將
部分班組活動改於線上進行，更藉外借平板電腦、
Wi-Fi蛋、智能電話等設施，推動長者及照顧者與社區
保持緊密聯繫。

疫情挑戰  跨越限制

本堂「長者中心及社區服務部」旨在為區內長者和護老者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社交活動、支援服務及
個案輔導等，同時為長者營造友善環境，鼓勵他們發揮自我，善用本身的人生閱歷、知識和技能，參與
義工服務，投入社區，活出豐盛晚年。現時主要組成的服務單位包括1間長者地區中心、4間長者鄰舍中心、
2間長者活動中心，以及1間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中心。

年度重要事項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玩轉「腦」朋友 ‒ 長者數碼共融在社區
於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舉行，計劃的齡活大使體驗虚擬實境
(VR)及其他電子遊戲，初嘗數碼玩意。

在 疫 情 下 集 合 社 福 界
力量，向認知能力受損
人士派發玩樂包，讓家人
與 長 者 可 以 鬆 一 鬆 ，
一起玩遊戲。

中心在屯門區不同地方舉辦街頭展覽，向區內居民宣傳中心的
各項服務，同時為長者進行初步認知評估，辨別懷疑患上輕度
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中心舉辦「ZOOM零距離」課程，讓長者認識使用網上平台的
方法及技巧，緊貼社會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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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本堂屬下的一間長者地區
中心及四間長者鄰舍中心，
於2020年9月獲香港賽馬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批 款 港 幣
415萬元資助，由2020年11月
至2022年7月舉辦為期21個月
的「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
管理計劃」，預計超過1,100人
受惠。

健康管理 運動為先

「地區最佳老有所為活動(2018-2020兩年度)計劃」
獎項。

仁愛堂屬下長者中心，透過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
活動計劃資助，歷年來舉辦多項出色的活動計劃，
去 年 兩 所 位 於 屯 門 及 沙 田 區 的 服 務 中 心 更 獲 選

此計劃是本港首個結合電子及數碼化健康管理技術，
社區關懷及專業團隊分析服務數據的計劃。目的是
透過運用數碼健康科技，於長者中心層面，鼓勵
患病長者定時進行健康檢查、運動及參與健康活動，

老有所為 再創人生

藥劑師為中心護老者個別指導長者服藥的注意
事項。

長者透過遊玩視像椅子舞做運動。

在「耆樂無窮在家中」活動購置電子遊戲，
讓長者能寓運動於娛樂，一方面紓緩身心，
另一方面為長者們帶來新體驗。

中心的「社區關懷朗誦隊」，響應一年一度的國際義工日，探訪
屯門區的長者鄰舍中心，與他們分享中國唐宋時代的文學作品，
並透過遊戲及手工書籤製作，一同感受詩人的生活態度。

護老者減壓工作坊透過教授瑜珈運動，讓護老者減緩壓力，
參加者反應積極。

達致自我健康管理效果；並由香港中文大學研究
團隊負責分析健康及活動大數據，以冀建構有效的
長者健康生活模式，讓長者得以社區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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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捐助下，中心在疫情下為
護老者舉辦一連串減壓活動，讓護老者得以喘息。

中心啦啦隊訓練─彩虹耆蹟中心啦啦隊正式啟動，彩虹耆蹟寓意
每位長者能活出自己色彩，將正能量傳遞到社區，創造生命奇蹟。

中心為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組成易徑玩樂訓練小組，大家
樂也融融，利用不同的玩具及樂器，訓練長者的各項能力。

中心為護老者提供園藝治療小組，協助他們爭取更多空間及力量
照顧長者，從而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及情緒問題。

中心在屯門區不同地方舉辦街頭展覽，向區內居民宣傳中心的
各項服務，同時為長者進行初步認知評估，辨識懷疑患上輕度
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啟樂延智訓練小組透過集體遊戲，啟動快樂旅程，延長晚年智慧。 長者義工接受香港電台《善報》訪問。

其中由本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舉辦的「仁情滿載•跨代
傳愛」敬老愛老計劃，藉着推動鄰里互助支援網絡，
以紓緩社區護老者壓力，促進護老者及長者學習
正向態度面對生活挑戰，肯定護老者的付出和貢獻。
而本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舉辦的「智樂
關愛耀沙田」計劃，亦透過訓練年青長者義工，
結合運動、玩樂及藝術(SPA)三大元素，為初期認知
障礙症長者提供持續的腦力及認知培訓，延緩參加
長者的認知衰退的情況，維持其生活質素。兩個計劃
合共服務接近6,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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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到服務

課程/班組

活動

個人服務 (包括輔導服務、
隱閉長者服務、暫托、照顧服務等)

46,471人次

14,519人次

111,091人次

9,508人次

展望

長者人口日益增多，但新一代「登六」者，無論是
從職場退下來或是退而不休，都已擺脫刻板思維的
形象，其人生閱歷、生命智慧，均值得我們深入的
去了解和借鏡。

雨後彩虹  光輝耀目
如何克服困境，營造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讓長者
不單只接受服務，更可以發揮所長，服務他人，將為
未來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的重要方向。

長者中心及社區服務部
2020-2021年度服務總人次統計圖表 (截至28/2/2021)

67



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部
長期護理服務為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區長者提供完善的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轄下設有1間護理安老院及
1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社區支援服務為元朗及屯門區人士提供社區支援服務，轄下包括位於元朗的仁愛堂(元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日間護理單位及位於屯門友愛邨的仁愛堂(友愛)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並為有生活困難的長者
提供短期或過渡性資助。

年度重要事項

疫情下院舍服務荊棘滿途，不論人手、
護理、感染控制及身心各方面的支援，
均要作出全面調整。隨着疫情的轉變，
院舍服務除集中在護理照顧及感染控制
方面，我們亦關注院友和職員的情緒健康。
在暫停探訪期間，院舍提供了視像對話及
更多小型活動予院友，讓他們維持與家人
溝通及社交康樂活動；在職員方面，我們
亦肩負維持長者健康及零感染的重任，
在 嚴格執行感染控制措施外，同時給予
同事情緒支援及鼓勵。

在院友、家屬及職員的互相信任、緊密
配合及共同努力下，我們繼續堅守工作
崗位，維持院舍服務，以長者安康為己任。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繼續推行本堂社服科之焦點計劃 －「易徑
玩樂」，讓院友在疫情下仍能在玩樂中
得到滿足，改善或減慢認知衰退的情況。

在第二波疫情緩和時，本院把握機會提供家屬預約探訪，讓院友及家屬在足夠的防疫措施下，
可以親身直接互動接觸，當中更提供玩具予大家玩樂，增添見面的互動元素。

疫情期間，職員透過科技為有需要院友
及家屬提供視像見面的機會，一解他們
掛念之情，互報平安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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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中心為體弱長者提供日間照顧及支援服務，本年度
以「愛•同行」為服務重點，透過舉辦「密密聯•
默默送•蜜蜜撐」等關顧活動，讓會員及家屬感受
愛與關懷。中心亦特別關顧因身體欠佳或疫情關係
致未能到中心接受服務的會員，主動替他們度身
安排訓練物資或玩具，及透過心意卡和電話關顧
會員及其家屬，從而減輕照顧者壓力。

中 心 在 疫 情 期 間 亦 花 心 思 與 會 員 一 起 設 計 防 疫
間隔簾，以確保會員有安全社交距離及增加其能力感，
使部分會員在疫情下仍能參與中心多元化活動，
豐富晚年生活。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疫 情 期 間 雖 暫 停 所 有 訪 客 和 義 工 探 訪 ，
但面對院友日常所需，職員為 院 友 提 供
理髮服務，維持他們整齊的儀容。

職員透過個別香薰按摩及慰問，讓長者感受
被愛、關懷的感覺，以紓緩緊張和不安之情。

體弱會員在「香薰舒緩樂樂樂」活動中，享受已接受培訓同事為
他們提供的個別香薰按摩，紓緩身心及情緒上的不適，並透過
身體接觸讓他們感受「觸得到的關愛」。

會 員 設 計 屬 於 自 己
與 別 不 同 的 防 疫 間
隔 簾 ， 會 員 對 自 己
既有個人特色又有防疫
作 用 的 設 計 ， 十 分
滿意。

會員在「密密聯•默默送•
蜜蜜撐」活動中收到中心
特別製作的心意相冊。

本院安排精緻聖誕大餐予糊餐院友享用，
味覺、視 覺 、 嗅 覺 皆 獲 滿 足 ， 大家見到
都眉開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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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服務亦結合本堂長者愛心卡及社區支援中心的
服務使用者及義工，如單親家庭小孩子、企業義工
等，不分年齡共同創造了一個跨服務的獨特照顧模式，
讓服務使用者享有自主選擇和開心健康的社區生活。

單 位 貫 徹 自 主 和 能 力 導 向 的 服 務 概 念 ， 為 認 知
障礙症長者建立一個共融的生活環境，並會按長者的
個別需要提供車輛接送、早/午餐膳食，及度身設計
復康和多元化認知能力小組及活動，延緩長者認知
及身體機能衰退，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仁愛堂(元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為提升長者保持與外間聯繫，中心首次與香港展能藝術會，透過
「摸摸藝術」活動，在藝術導師帶領下，長者可自主地運用不同
素材，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

在易徑玩樂義工協助下，長者可自主選擇喜愛的遊戲，發揮能力
及創意，提升其自尊感。

小朋友與長者一同玩遊戲及電玩，充分展現共融共活的景象。

疫 情 下 長 者 選 擇 在 家
抗 疫 ， 中 心 提 供 Z O O M
網 上 訓 練 ， 一 起 做 簡 單
運動、認知訓練、唱歌等，
減慢長者機能及認知退化，
關心長者情況，也可紓緩
家屬的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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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各項節日佈置、炮製節日食品等，更將部份花絮
上載中心網上平台「彩虹頻道」，讓長者家人一同分享
有關喜悅，在「疫」境中加添快樂元素，保持精神
健康。

疫情期間，部份服務需要暫停，但社工依然定期以
不同方式與長者保持聯繫；當長者能夠重返中心時，
中心亦嚴謹地進行各項防疫措拖，確保長者健康
得到保障，身心得到適切的支援。當中長者進行了
不同社區共融活動，小組組員與長者一同為中心進行

並 互 相 配 合 以 優 化 各 項 資 料 管 理 及 分 析 ， 從 而
提升服 務 的整體質素及準確度，並聯結各持份者
自主參與，共同締造一個共融共活的理想社區。

來年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部將會持續善用社區
資源，包括運用「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增 添 的 醫 療 團 隊 津 助 和 人 手 及 電 腦 支 援 系 統 ，

仁愛堂(友愛)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展望

中心透過不同活動，讓長者可以增強個人能力感，並保持與社區聯繫。

疫情期間安排長者多到戶外吸收新鮮空氣，保持身心健壯。 服務暫停期間，職員透過網上服務，進行活動，繼續關心有需要
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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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及培訓服務部
社區發展服務一直致力聯繫社區不同持份者，鼓勵居民關心社區，為有需要的群體提供不同類型社會服務。
轄下單位包括社區中心、社區資源中心、延續發展中心、屯子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社區服務中心、屯門
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屯門「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及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

培訓服務致力為各類人士提供培訓服務及專業課程，務求提升服務使用者的就業競爭力，同時開拓他們終身
學習的機會。轄下單位包括「仁愛堂培訓及就業服務」及「YES培訓學院」。仁愛堂培訓及就業服務主要提供
ERB僱員再培訓課程及就業跟進服務；而YES培訓學院則配合培訓及教育發展的需要，拓展了四大服務範疇，
包括專業進修課程、青年生涯規劃、企業培訓及安老服務培訓計劃。

年度重要事項

青年夢工場致力在屯門區建立青年友善的社會平台，
連結及推動青年的社區參與，以社會創新的方法回應
屯門社區需要。每年會舉辦兩屆的「青年夢工匠 －
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讓有想法的青年可以創新
方式，將具社會影響力的計劃實踐出來。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由2017年至今，青年夢工場先後協助推行40個青年
社會創新計劃，讓有想法及熱誠的青年為社區帶來
改變。每個團隊會在屯門實踐不少於一年的社創計劃，
當中關注不同群體的需要，如長者、少數族裔、殘疾
人士、青少年及兒童等，服務接近1萬5千人次。
本年度，已順利推行第六屆及第七屆青年夢工匠計劃，
第六屆有5隊團隊通過評審並獲得啟動基金，已經在
區內發展計劃。第七屆亦有9隊團隊獲得測試基金，
將會在屯門區內試行其社創計劃。

計劃名稱
赤嵐體育會（長者新興運動推廣）
惜・愛寵（寵物友善及資訊平台）

居家有里（社區家居維修）
童行旅行（兒童自主教育）
青流（青年技能互換平台）

靜心・生活（靜心紓壓）
N+1 Age（女性自我成長社群）

TeeN職創賦（職涯規劃）
Unifire（社區照顧者培育及配對）

我想我行（工種介紹媒體平台）
工藝長樂社（長者工藝及在地社群營造）

笑旅時代（棟篤笑培訓及社區改變）
五百萬（考生自我紓壓平台）

屯弦合作社（社區規劃及設施）

屆別

第六屆

第七屆

夢工匠—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

仁愛堂諮議局委員李洪森, BBS, MH（右）與屯門蝴蝶選區區議員
楊智恒先生（左）擔任第六屆青年夢工匠的評審，認真聆聽
青年社創計劃的構思。

青年夢工匠計劃的參加者需參與一連串的社創培訓活動，從而
設計回應社區需要的社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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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參選團隊「笑旅時代」充滿活力，交流後與評審合照。參選青年團隊面見評審，認真地講解他們的社創計劃藍圖。

夢工匠團隊HobbyHK向外間基金會分享其服務理念及工作。地區機構出席分享交流會，了解夢工場及夢工匠團隊的工作及
服務支援。

青年籌辦落區街站，向街坊介紹夢工場及屯門社區報《溯本尋屯》。青年在地區派發《溯本尋屯》，與街坊分享創刊號的內容。

為了加強青年夢工匠團隊與地區不同機構、學校合作，
青年夢工場積極連繫地區不同有意參與青年社區工作
的單位，並舉辦超過20次分享及交流會，推廣單位及
青年夢工匠團隊的工作及服務支援，讓更多持分者
進一步了解及促成相關合作。

此外，青年夢工場於本年度組織了一班關心屯門，
希望以文字方式作分享的青年，創造了一份由青年
主導及具屯門特色的社區報 －《溯本尋屯》，其宗旨為
「溯回根本，尋找屯門」，希望透過認識及記錄屯門
的起源和故事，連結生活在這個社區的人，共同建構
屯門人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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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分別親訪屯門的「嚤囉山」及「井頭村」一帶，進行「關愛
基金 (2020) 住戶生活津貼」外展填表工作坊。

仁愛堂社區中心聯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渣打銀行及社會福利署，
親訪屯門寮屋區的基層租客。

抗疫期間，本中心不僅轉贈防疫物資及舉辦線上及
實體的服務，以回應社區人士的身心需要，本中心亦
聯同多個團體舉行一系列活動，包括屯門寮屋探訪日、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童你

仁愛堂社區中心

抗疫•納米抗菌自潔塗層計劃」、劏房住戶租金資助
計劃，以及2020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
生活津貼，藉社區探訪、環境改善，及經濟援助等多元
活動服務，以滿足低收入不適切居所家庭的生活需要。

過去一年，社區疫情嚴重，大家被迫留守家中抗疫，
面對這狀況下，大家對生活的恐懼及擔憂與日俱增，
少數族裔家庭由於語言及社區資訊問題，境況更為
嚴重，我們團隊面對前所未有的服務環境，成功
聚集社區各方的力量為會員所需提供支援。在疫情
初期防疫物資極度缺乏，當大家為求一包口罩苦等

「Legends of our own」 EM volunteers group協助少數族裔家庭投入社區。

社區資源中心 － 少數族裔支援服務
幾小時，有多間小店將自用的清潔用品及物資以疫情前
價格轉售給本隊製作抗疫包，亦有社區人士自費在
外地購買了幾千個醫學用口罩送給少數族裔家庭等，
當中不乏社區濃濃的人情故事，讓我們共同走過這漫長
的抗疫日子。

「全面性•關顧低收入不適切居所家庭」的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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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HOME CARE 。 WE CARE」社區支援行動協助街坊抗疫。線上小組活動在疫情下拉近大家距離。

在2020年7月初疫情稍緩，中心即舉辦家庭離島一天遊與街坊外出
旅行鬆一鬆，舒展身心。

鄉郊居民多以單車代步，再加上鄉郊偏遠，維修單車的商舖亦不多，
故中心義工鍾哥夥拍義工開設單車維修服務，為附近街坊檢查或
維修損壞單車。

抗疫期間，街坊不時會收到不同機構或善長捐贈之防疫用品，在聖誕
前夕街坊收到由信善紫闕玄觀送出福袋，讓他們在節日更感暖意。

本中心位於屯門藍地鄉郊圍村，與鄰近輕鐵或西鐵有
一段距離，再加上本年度香港面對疫情問題，故鄉郊
街坊均以單車代步。有見及此，中心與義工鍾哥開設
單車維修站，以支援街坊檢查及簡單維修單車，期望
街坊能安全安心駕駛。

此外，中心與惜食堂合作，除恒常定時派發凍餐以
支援弱勢家庭或長者外，疫情期間亦安排派發飛機餐，
更安排送贈防疫用品、食物包等予有需要街坊。

仁愛堂屯子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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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作為深水埗社區重點項目計劃，自2018年投入
服務至今，致力推動深水埗區居民建立身心靈健康的
生活模式，並透過提供「康樂、文化、藝術」課程及
活動，凝聚社區。

年度內推出逾300個興趣班及30項大型活動。藝術及
文化方面有古箏、陶笛、鋼琴、舞蹈、音樂律動、
手工藝等課程，而康樂方面則有瑜珈伸展、易筋棒、
跆拳道、芭蕾舞班等。中心亦有與不同團體合作，
建立「健康生活圈」，以「新興運動」為主軸，舉辦
多個免費體驗活動，如匹克球、三葉球等，提高社區
人士參與運動的興趣。

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

健康生活圈活動透過小型比賽提高參與運動的樂趣。

小朋友畫班培育藝術興趣。 瑜伽班教導居民伸展，建立身心健康。

各培訓班加強防疫措施，使學員安心安全上課。 中心受僱員再培訓局肯定，獲頒多個獎項。

過去一年疫情肆虐、失業率高企，培訓中心肩負協助
失業人士就業的責任，於年度期間加強防疫措施及
善用網上教學形式，為市民提供多項培訓課程。中心
服務正式踏入二十周年，表現備受僱員再培訓局肯定，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 培訓及就業服務
於2020年初獲頒「ERB就業服務獎」、「ERB優異
導師獎(梁思明)」及「ERB推廣宣傳獎」。中心業務與日
俱增，年度內深水埗中心擴展至同座大廈的4及9樓，
未來將在元朗區增設共約3,000平方尺的新培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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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仁愛堂YES培訓學院一直很重視青少年的生涯規劃。
承蒙民政事務局的資助，在2019-22年間推行「敢夢
創前路」計劃，以「生命教育，職業導向」為宗旨，
為13間中學及1,362名中學生計劃升學及就業方向，
鼓勵勇闖前路。同時，為了貫切「生命教育」，
我們亦積極推動「招商局•YES青年快樂人生計劃」，
透過培訓45位大專生「正向領袖」，帶領中學生
建立師徒關係，並透過互動學習、分享鼓勵，將
正能量帶入校園。

仁愛堂YES培訓學院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中三「START出發」工作坊。 透過正向領袖分享會，將正能量帶入校園。

恩主教書院中六「大專院校面試技巧」工作坊，為同學提供升學
方向。

展望
社區發展服務將繼續致力聯繫社區不同的持份者，
推動社區參與，建立社區能力，並為有需要的群體，
提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建立可持續發展社區。

培訓服務將繼續積極開拓專業進修課程、青年生涯
規劃、企業培訓及安老服務培訓四大範疇，讓學員
了解行業的發展，鼓勵更多人投身專業，同時為
各類人士提供培訓服務及專業課程，開拓他們終身
學習的機會，務求提升服務使用者的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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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青少年服務部

社工從活動中識別有需要關注的幼童，以活動建立互信的基礎。與菜姨姨工作室合辦「仁愛童趣小故事」鼓勵親子互動。

社工按幼童的年級及成長需要提供小組活動或個別支援服務。社工舉辦了不同的家庭活動，增強家庭凝聚力及促進親子關係。

仁愛堂十分重視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亦深明學校與家庭在他們成長階段中的重要性，積極透過
「仁愛堂幼兒服務」、「仁愛堂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和「仁愛堂青少年及社區支援服務」，致力為兒童
及青少年營造健康愉快的成長環境，增強家庭與社區支援網絡。

年度重要事項

本堂繼續於17間幼稚園，推行社會福利署資助的
第二期及第三期的「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
計劃」。此外，單位於10間幼稚園推行為期兩年的
「一幼稚園一駐校社工服務」先導計劃。兩項先導
計劃合共有3,200多名幼童受惠。

幼稚園社工服務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長期停課，增加家長照顧及管教
壓 力 ， 為 此 特 別 製 作 了 不 同 的 短 片 及 小 冊 子 ，
包括「仁愛童趣小故事」、「我的囉嗦媽媽」繪本
延伸活動及「我的14天挑戰 － 至叻星計劃」等，加強
親子關係，提供正面管教方法，以及培養幼兒穩定
生活規律和習慣。

本年度引入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支援特殊需要的
幼兒及其家庭，面對成長期間遇到的不同挑戰。

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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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秉承服務使命和願景，為3間
位於大埔區的中學提供專業駐校社工服務。本年度
學校社工服務1,974位學生，共處理290宗個案；
其中令人關注的是學生情緒及精神健康，他們普遍

仁愛堂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承受來自學業、朋輩及家人關係的壓力。學校社會
工作服務更為多於100間中小學，提供到校支援
服務。在疫情下，於本年度仍提供不少創意的線上
服務，以支援停課期間學生的需要。

致力為兒童、青少年及家長建構一個健康及快樂的
成長空間，使他們投入並回饋社區，發展所長。
同時關顧弱勢社群的需要，除了提供適切服務支援

仁愛堂青少年及社區支援服務
他們應付困境外，更透過創意和個人潛能，協助
他們發展經濟自主的機會。

面對疫情挑戰，中心突破實體服務框架，透過不同
形式的線上線下項目，包括為關顧青少年與家長
精神健康而創作的繪本及桌上遊戲套裝、連繫青年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擁抱青澀，讓他們綻放光彩

義工支援區內長者在疫情下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
提供才藝培訓、潮流玩意及職業志向的探索機會，
讓年輕人展示才能實現夢想。

生命教育活動，同學積極參與。年青人參加結他堂，掌握基本樂理及彈奏技巧。

由大埔區8間青少年服務單位聯辦，在疫情下支援區內小店及
基層家庭之「Let ’s Shop平！」青少年社區參與計劃。

在「賽馬會鼓掌創里程計劃」資助下，中心舉行了一系列「手作
築夢青年生涯規劃」活動，期望參加者學習不同手作技能及參與
銷售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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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着疫情變化，社區瀰漫着不安情緒，中心動員
不同社區人士和資源，一起關顧區內弱勢社群、劏房、
單親及基層家庭，例如在物資匱乏時期製作特色
布口罩、烹煮防疫湯水並送贈予有需要人士，提供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及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關顧弱勢社群  建立互助網絡  創造展現才能的空間

不同的身心健康及家長支援服務。中心更連結地區
伙伴，互相連線舉辦墟市，讓基層人士發揮才能，
以手作製品賺取收入，共同發展經濟參與社區。

以「關係重建，互愛包容」為題，滙聚義工們繪畫和諧粉彩及禪繞畫之作品，紓緩因疫情帶來的壓力，亦協助將正面鼓勵信息傳遍社區。

在疫情下，家長承受沉重的照顧和經濟壓力，影響
情緒和精神健康。因此，家庭及青少年服務部，
將透過創新意念，提供另類託管及支援照顧者服務、

突破社交距離造成的障礙，促進與社區聯繫的服務；
同時，發掘及連繫更多資源，以紓緩疫情帶來的
家庭經濟困難，與服務對象共同對抗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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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家居照顧及服務發展部
於2020年9月起本堂喜獲社會福利署增撥資源，在屯門及元朗區額外增加體弱個案的名額，並將「元朗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納入為整筆過撥款的資助服務。為配合服務的發展，社會服務科於本年度新成立「家居
照顧及服務發展部」，希望提供更全面的跨專業「居家安老」社區照顧予體弱長者及支援其照顧者。此外，
亦希望透過匯集前線的服務智慧和利用大數據科技促進社區安老服務的新發展。

家居照顧服務在屯門、天水圍及元朗區共設有5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關愛基金 － 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
長者試驗計劃」服務、「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自負盈虧的「家居樂」服務及仁愛堂彩虹社區綜
合發展中心。

專業服務發展方面，透過跨專業協作，開展了大數據系統的建設及推展「易徑玩樂：認知障礙症長者遊戲
干預模型」項目。作為全港首個引入「易徑玩樂」的機構，為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創新的非藥物干預改善
認知能力，成效具實證研究支持。而透過數據系統的管理，有助分析社區及服務對象的需要，提供適切合宜
的服務，並作為機構服務發展的重要參考。

年度重要事項

至 今 已 為 超 過 千 名 的 服 務
對象提供定期到戶的全面社區
支援、護理及復康照顧服務，
務 求 令 受 他 們 維 持 最 高 的
活動能力，繼續留在熟悉的
家居及社區環境中安老。

在 嚴 峻 的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疫情下，各家居照顧服務單位
繼 續 維持提供膳食、陪診、
護理、藥物管理、協助個人
清潔及購買生活必需品等服務，
讓服務對象在疫情下仍得到
持續照顧。

家居照顧服務

家居照顧員帶領長者在治療室進行復康運動。

家居照顧員上門為長者送上溫暖飯餸。家居照顧員協助長者外出購物。

職業治療師跟長者進行上肢及認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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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同事於新冠疫情期間的實務經驗和智慧，彙集成「疫流而上 － 
仁愛堂疫境實務經驗及智慧整理𢑥編」一書與業界分享。

長者喜獲家居照顧服務中心派發惜食堂甜橙。

職員上門派發愛心福袋給長者。 家居照顧員陪同及接送長者覆診。

家居照顧員在中心為長者量度體溫、血壓及
血氧量。

「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
服務」在納入為社會福利署
整筆過撥款的資助服務後，
除了聘請額外個人照顧員、
保健員及活動工作員等前線
人 手 外 ， 亦 增 加 聘 請 專 業
職級的人手，包括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職 業 治 療 師 、 註 冊 護 士 、
登記護士及社會工作者等，
以全面照顧體弱或認知障礙症
長者，並為有需要的照顧者
提供培訓及支援服務。

此 外 ， 社 會 福 利 署 為 減 輕
普通個案輪候服務的時間，
本 部 門 獲 資 助 延 長 推 行
「關愛基金支援輕度缺損長者
的服務」，以支援有家居服務
需要的長者。為提升服務質素，
本部門除為所屬中心更換2部
客 貨 車 外 ， 並 得 到 田 家 炳
基金會於2020年7月資助港幣
80萬元購買復康小巴，以提供
友善無障礙社區服務。

為了優化社區安老服務發展，本堂致力發展「數據湖」
大 數 據 系 統 以 整 合 長 者 的 健 康 和 護 理 數 據 、
臨床評估紀錄、社區支援服務使用情況、經濟狀況、
家居環境、社交及支援評估及照顧者需要評估等
資料，並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發展人工智能運算，
期望為個別服務對象制訂更適切的社區安老生活規劃，
降低入醫院和院舍的風險，作為社服科長遠發展
規劃的重要參考。

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學院曾家達教授協助
本堂社會服務科154位同事整理於新冠疫情期間的
實務經驗和智慧，並彙集成為「疫流而上 － 仁愛堂
疫境實務經驗及智慧整理𢑥編」一書與業界分享。

專業及服務發展

展望
隨着家居照顧服務的重整，本堂之家居照顧服務正
致力透過跨專業的團隊的建立，持續善用社區資源，
提供優質服務予有需要的人士。在未來一年，服務

發展將社區需要結合大數據分析，以締造有利社區
安老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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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科
醫療服務

本堂共有60個定點、流動及外展醫療單位，為港、九、新界及離島區市民提供多元化醫療服務。現時本堂有
27部綜合及流動中醫醫療車、10隊長者牙科外展服務隊、1隊屯門醫院中醫外展服務隊及1隊流動記憶服務隊，
致力關顧長者及體弱患者就醫所需。

定點醫療服務方面，本堂共有2間腦退化症早期訓練及照顧者支援中心，2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5間自資中醫
中心、7間牙科中心、1間記憶中心、2間精神科專科診症室及1間社區藥房。本年度中醫團隊聯同不同範疇的
中西醫療專家，將科研成果發展為臨床服務，提供「長者小腿抽筋中醫治療」計劃，務求進一步改善長者
睡眠及生活質素。

慈惠醫療服務方面，本堂設有「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及「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
醫療基金」，分別資助貧困的公立醫院病人購買自費治癌藥物，以及為基層家庭的特殊需要兒童及青少年
提供醫療及藥物治療援助。同時，今年本堂繼續與公立醫院合作籌辦「社區藥劑師外展服務隊」，以「醫社合作」
模式為長期病人士提供到戶藥劑師服務，希望能改善他們的健康及預防併發症。

仁愛堂董事局一直致力發展本堂醫療服務，與政府、大學、不同
專業機構及地區團體通力合作，為市民提供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
2020年一場世紀疫症爆發，轉眼來到2021年初，疫情仍然反覆，
基層醫療服務更見重要，當中本堂中醫服務擔當重要角色，透過
日積月累的服務經驗，幫助更多基層市民、慢性病患者及其照顧者
的需求。眼見經濟民生持續受創，本堂以醫療貫徹關愛，在各級
同事的推動和協助下，前線醫療員工堅守崗位，恪守專業，盡顯
「醫者仁心」精神，為大眾守護健康防線。

醫者仁心  貫徹關愛  拓展資源  逆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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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毋忘「贈醫施藥」理念，疫情下連結不同善長，
攜手建立「醫者仁心」贈醫施藥計劃。承蒙諮議局
委員吳明珍主席MH響應，並以其姊吳明麗女士名義，
慷慨解囊捐出港幣100萬元，分5年建立「醫者仁心」

「醫者仁心」贈醫施藥計劃 
嶄新模式展現助人自助精神 鞏固體質防疫

贈醫施藥計劃。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成員及諮議局
成員亦接力支持，捐出港幣23萬5千元，讓計劃得以
於疫情下迅速推行。

為了讓不同界別市民能夠透過中醫增強
免 疫 力 ， 醫 療 服 務 科 特 別 設 計 面 值
港幣100元「『醫者仁心』贈醫施藥現金券」，
直接或透過相關機構派發予受疫情影響生計
及承受較高健康風險人士，享用本堂自資
中醫服務，受惠人士包括前線清潔人員、
建築工人及60至64歲未能使用醫療券的長者。

前線清潔人員及建築工人等最受疫情影響的人士，率先獲得「『醫者仁心』
贈醫施藥現金券」。

年度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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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夜間小腿抽筋影響長者的安全及健康，惟目前未有
有 效 西 藥 根 治 配 方 。 本 堂 醫 療 服 務 科 中 醫 團 隊
於2018年與屯門醫院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
結合醫學研究所合作，研發以中藥藥方「芍藥甘草湯
加味」治療長者夜間小腿抽筋，結果顯示藥方可令
小腿抽筋引致的疼痛值大幅減少一半。本堂因應
首項科研實證治療成效顯著，於2020年5月起優化
為恆常「長者小腿抽筋中醫治療」臨床服務，共117名
長者參與治療。

為了守護長者健康，本堂於2020年
7 月 1 2 日 召 開 記 者 會 ， 向 大 眾
發布先導計劃的科研實證成果，
並邀請參加者現身說法治療成效。
當 天 記 者 會 成 功 向 各 大 報 章 、
電子傳媒及網上平台發布成果，
獲得廣泛關注。

本 堂 第 四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楊 素 梅
主席於會上更宣佈推出社區限定
優惠，貫徹關愛精神，為小腿抽筋
求診市民提供首次治療半價優惠，
造福長者。

首項科研實證計劃優化為臨床服務
小腿抽筋中醫治療計劃造福更多長者

▲《晴報》2020年7月14日▲《am730》2020年7月14日

▼《東方日報》2020年7月14日

本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楊素梅主席欣見仁愛堂醫療服務科（自資服務）
成功完成首項科研實證計劃優化為臨床服務項目，樹立一個重要里程碑。

鑑於寒冷天氣容易引致長者小腿抽筋，本堂蔡彥淵中醫師作為
是次項目其中一位研究員，不忘關心長者的身體健康狀況，
於2020年12月18日透過網上講座，向逾70名退休人士講解
中藥治療小腿抽筋理論及其他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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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楊素梅主席（左三）、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生莫俊強醫生（右三）、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所長林志秀教授（左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學術及發展經理陳錦良博士
（右二）、仁愛堂醫療服務科蔡彥淵註冊中醫師（左一）及先導研究參加者張碧霞女士（右一）出席研究發佈記者會，並對中醫中藥顯著
成效大感鼓舞。

有份參與是次研究的研究員，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
醫生莫俊強醫生於醫院管理局出版刊物《新界西醫院聯網
通訊》2020年10月號中表示，計劃走出社區，心繫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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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本堂自2003年首創流動中醫醫療車服務，為基層
市民提供免診金「中醫義診」服務。時至今日，
本堂綜合及流動中醫醫療車隊已擴充至27部，而本年度
更新增「仁愛堂庚子年流動中醫醫療車」。

車隊足跡遍佈香港、九龍及新界逾100個服務點，
歷年累計服務人次超過240萬。過去兩年車隊平均

綜合及流動中醫醫療車
守護市民健康從未停步

企業外展服務

本年度首次開展企業外展服務，「仁愛堂圓玄
學院第九流動中醫醫療車」於2021年1月13日到
上水工地，向建築工人派發「醫者仁心」贈醫施藥
現金券(圖右)及提供中醫健康諮詢服務(圖左)。

流動中醫醫療車走入鄉郊地區，為吳家村居民提供中醫服務，
惠及行動不便人士。

本年度新增「仁愛堂庚子年流動中醫醫療車」，冀開拓更多
服務點 ，加強地區基層醫療服務。

已為近18萬病人（人次）提供義診服務，合共豁免
診金近港幣720萬元。

在歷屆董事局的帶領和支持下，流動中醫醫療車
將進一步深入各社區，開拓鄉郊地區，全力支援
基層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與社會各界一起於逆境
並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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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承蒙嘉里集團捐款，
自2019年6月開展「社區外展藥劑師服務計劃」。
計劃透過嶄新「醫社合作」，藥劑師提供到戶
服務，教導慢性病患者正確用藥方法，冀改善
他們的服藥依從性及藥物自理能力，從而提升
他們健康管理能力。

先導計劃成效顯著，至今已幫助60名慢性病人，
在服務中找到160項與他們藥物相關的問題，
並提供不少於400次介入服務。

中心於2020年11月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邀請參加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讓公眾了解
社區外展藥劑師的到戶服務。高峰會由政府及
社聯合辦，旨在推動創新方式提升長者及殘疾
人士，在社區和院舍的生活質素。

為發揮協同效果，藥物中心本年度起與仁愛堂
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及藥廠三方合作，
為癌症病人提供「一條龍」藥物服務。病人會
先接受基金資助購買自費藥物，再到藥物中心
領取由藥廠提供的免費藥物，冀為癌症病人
提供更多保障。

「醫社合作」協同作用 
提升長期病患者健康自理能力

外展藥劑師團隊向公眾人士或其他團體解釋整項服務運作，四天共1,190名
參觀者到訪本堂攤位。

「社區外展藥劑師服務計劃」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邀請成為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參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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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早前特別設立了「腦」
友家居訓練館，主要為認知障礙症人士及照顧者
提供家居照顧訓練場地，並為社區上有需要的照顧者
提供有關購置及裝修家居的參考模式。

中心義工與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導師及
學生於2020年4月攜手合作，透過牆身色調設計、
改裝睡房、客廳、廚房、浴室等工程，成功為認知
障礙症人士及照顧者提供居家訓練場地。

縱使於疫情下不少社區服務暫停，為免認知障礙症
人士失去恆常練習機會，中心於2020年9月舉行了
為期三星期的《腦伴同行》免費ZOOM網上直播教學，
包括一系列現實導向、運動、認知及社交訓練，協助
認知障礙症人士及其照顧者締造「居家安老」社區。

此外，仁愛堂健智軒獲得新峰投資(亞洲)有限公司的
捐款，加上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的配對
資助，合共獲得港幣60萬元，由本年度起開展為期
2年的「愛父母錫自己」－ 重整照顧者生活方式計劃。
計劃協助改善認知障礙症人士照顧者處理壓力的
技巧，從而改善生活質素，預計全期832人次受惠 。

線上線下強大支援力量
多方合作 推動青長共融社會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學生改造「腦」友家居訓練館，為
白色座廁增添仿木紋裝飾，讓認知能力較弱人士也容易辨認。

與導師及中心義工透過一系列工程，為認知障礙症人士及照顧者
提供一個新的訓練場地。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使用者致送心意卡予中心員工，感謝
他們對長者無微不至的關顧。

「愛父母錫自己」－ 
重 整 照 顧 者 生 活
方 式 計劃組員反應
熱 烈 ， 有 組 員 更
送 上 墨寶答謝導師
及肯定活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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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政府推動香港中醫藥的發展，本堂轄下兩所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繼續提供政府資助中醫服務予
合資格香港居民享用。資助服務範圍由原有的中醫
內科門診，擴闊至與治療相關的針灸及骨傷/推拿
服務，每項按次收費120元。中醫內科門診每次的
中藥處方亦會由不多於2劑增加至不多於5劑。綜合

此外，為協助政府汲取有關中西醫協作和中醫住院
服務營運方面的經驗，兩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已
於2020年9月開展「推拿配合中藥內服治療膝關節
骨性關節炎臨床研究計劃」，務求將科研結果應用
於臨床服務，造福大眾。

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對衞生系統造成壓力，兩所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於2020年5月23日起參與衞生
防 護中心的「加 強 化 驗 室 監 測 計 劃 」，免費向有
需要市民提供樣本收集包，冀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
風險。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配合政府
擴闊服務範圍 惠及基層

仁愛堂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參與最新政府資助中醫服務計劃。 收集樣本送往衞生署轄下指定診所作化驗，測試結果由衞生防護
中心專責人員聯絡病人作跟進。

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及75歲或以上的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受惠人可獲豁免收費。本年度資助服務受惠
人數超過9萬人次，其中仁愛堂 － 香港大學中醫診所
暨教研中心（離島區）的總求診人次比上年度增長
近17%，可見愈來愈多區內基層市民受惠於本堂
質優價廉的中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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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為優化服務流程及提升服務量，仁愛堂大埔綜合
中醫中心於2020年11月完成翻新工程。翻新後將增聘
醫師，並增添針灸床至6張，中醫師可由內科診症室
直接通往針灸房，提升服務效率。

優化設備 加強防控措施
務求鞏固求診人士信心

經翻新後，更換了正門招牌為發光立體字，從此更能吸引區內
市民注意。而候診區亦更富空間感。

所有中醫中心及流動中醫醫療車的診症區均加設防飛沬擋板，
讓病人及醫師於舌診及脈診期間安心診療，亦減低疾病透過飛沬
傳播的風險。

本堂中醫師進行「中醫從業員預防感染控制培訓」期間，接受
N95呼吸器面型配合測試，以確保選用合適的N95呼吸器。

此外，本堂於本年度加強中醫中心及流動中醫醫療車
的感染控制措施，以減低員工和病人感染和傳播
疾病的風險。而中醫師亦未敢鬆懈並積極進修，
於2020年12月13日參與由香港中醫學會舉辦之
「中醫從業員預防感染控制培訓」，掌握相關知識
和實務操作技巧，務求為病人提供更專業的治療。

本堂從多方面着手，提升求診人士信心。於2020年
12月喜獲善長通知捐贈3份保險公司保單，並屬意
有關捐贈指定為醫療服務科。本堂得到肯定後未敢
怠慢，前線及後勤員工定會上下一心，力臻完善，
繼續為市民提供社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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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者仁心」贈醫施藥計劃於本年度正式開展，
派發現金券予有需要人士，透過中醫增強抵抗力。
承蒙諮議局委員吳明珍主席MH以其姊吳明麗女士
名義慷慨解囊捐款港幣100萬元，讓本堂於本年度

持續拓展「醫者仁心」贈醫施藥計劃
擴闊受惠服務層面

開始為期5年拓展計劃，本堂會承擔計劃衍生之行政費，
務求使善款全數資助病人。為使計劃能惠及更多有
需要的基層市民，致力守護全民健康，本堂日後將
連結各界善長，務求擴大計劃成效，讓關愛川流不息。

2019冠狀病毒病病人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社區治療
設施及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可接受中醫
診療服務以紓緩病情，中醫師會根據專家小組制訂
的臨床方案為患者提供免費中醫內科服務，並處方
合 適中藥。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離島區)就此配合醫院管理局一系列政策，提供處方
中藥，致力為病人提供適切支援，共同為防控2019冠狀
病毒病而努力。

配合政府醫療需求
積極支援社會弱勢

此外，本堂將繼續參與衞生署的長者牙科外展服務
計劃，提供免費專業定期口腔檢查和護理予全港
超過2萬名居於院舍的長者，約佔當中的40%。此外
計劃亦會為其照顧者提供訓練，以預防為本並及
早治療牙患。

屯門區

荃灣區

葵青區

沙田區 西貢區

中西區

離島區

黃大仙區

觀塘區

大埔區

北區

九龍城區

東區

南區

元朗區

油尖旺區

深水埗區

社區醫療貫徹關愛  締造健康促進網絡

展望
本堂自 30 年代開始建立中醫診所，贈醫施藥，展開
救貧賑災的工作。在歷屆董事局的帶領和支持下，
本堂將繼續連繫社會各界，積極拓展各項服務，包括
以流動醫療車深入社區、開發中醫科研項目等，務求
讓有需要人士繼續享用與時並進的醫療服務。

隨着香港人口老化，香港醫療服務長期集中在老年病
及慢性疾病，包括癌症、中風復康等，本堂冀發揚
中醫「治未病」概念，為中年人發展適切中醫服務，
治療常見都市病，配合未病先防之理念，協助市民
改善體質，從而活得更健康長壽，以紓緩日後公營
醫療系統壓力。

以「治未病」為中心作策略性服務發展
應用科技 探索遙距醫療服務可行性

同時因應時代變遷及生活模式改變，本堂未來將
聯同不同範疇的中西醫療專家，以開放態度致力活用
資訊科技，配合智慧城市藍圖，探討遙距醫療服務，
冀為患有認知障礙症人士、慢性疾病人士等尋求
便捷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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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教育服務科
仁愛堂秉承「興學育才」的辦學精神，以「一貫、多元、優質」的宗旨，分別於屯門、荃灣、深水埗、
大埔、尖沙咀、天水圍及將軍澳等地區設有2所中學、2所小學、10所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園(2021年
9月將新辦1所幼稚園)和「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中心」，為幼童至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教育
服務。

教育服務科主要負責管理幼稚園、社署幼兒及兒童計劃、協調中、小學教育行政。透過出席屬校校董會
會議及協辦學校重要活動，以增強辦學團體於學校的聯繫及監察角色。同時，透過推動主題式教育計劃及
活動，配合政府政策的同時也回應學校對另類教育的需求及期望。本科亦負責仁愛堂內部單位與學校的
協調工作，聯絡學校支持仁愛堂各項籌募活動如慈善步行日、賣旗日。

學校

仁愛堂屬下學校概況

校監 校長 創立年份 學生人數 教職員人數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毛志成主席BH
田慶先先生
吳瑞麟先生
田定先先生
顏顏寶鈴主席BBS太平紳士
龐維新主席MH
楊少偉主席BH, MH,OStJ,太平紳士
鄧楊詠曼主席BBS,MH太平紳士
龐盧淑燕女士BBS
吳瑞麟先生
田熾先先生
吳明珍主席MH
張崔賢愛主席BH
陳鄭玉而主席MH

劉碧珊
吳潔容
劉小慧
黃悅明
胡若思
何彩燕
廖玉環
馮麗娟
葉玉帶
周有好
馮艷霞
姜育香
楊彩明
黎燕芬

1985
1987
1984
1999
1982
1983
1993
2001
2005
1983
1988
1993
1993
2001
總數

620
715
475
738
111
133

95
99

344
97

104
112
100
110
3853

90
56
64
78
19
20
14
15
31
19
30
22
25
23
506

展望
本 堂 於 2 0 2 1 年 1 月 2 7 日 獲 教 育 局 分 配 位 於 沙 田
駿 洋 邨 駿洋商場地下之校舍作興辦新幼稚園用途，
新 幼 稚 園 將 以 ｢ 3 C • D R A M A ｣ 為 主 題 ( ｢ 3 C ｣ 為
Communication溝通、Creativity創意、Collaboration
協作)，銳意為仁愛堂打造一所以戲劇為教學主調，培養
幼兒｢DRAMA｣(Development全人發展、Resilience
抗逆力、Actual izat ion發展潛能，自我實現、
Mentorship師徒學習圈、Attitude正向人生態度)基礎
的幼稚園。本科致力籌組業界顧問菁英，為建立園內
設施及課程架構等工作作最好準備。

本科將繼續強化內部教育單位的凝聚力，促進彼此
交流，同時致力提升公眾對仁愛堂辦學理念的認識
及了解屬下學校的教育特色。2020年備受疫情考驗，
各學校及社會服務計劃單位於多變環境中堅毅成長，
在教學的方式與內容上重新不斷檢視及轉型。此刻
無論於防疫意識、教學軟件及硬件提昇、師生情緒
管理及視像溝通上都為教育服務帶來前所未有的啟示
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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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是一個結合了社區家庭、商界
及政府三方資源的跨界別協作項目，旨在促進弱勢
社群兒童作人生較長遠計劃，從而減少跨代貧窮，
主要服務對象是100位來自區內的基層家庭青少年及
其家人。計劃鼓勵兒童規劃人生，養成儲蓄習慣，
同時累積無形資產，如正面態度、抗逆能力、社交
網絡等，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包含三個主要元素，分別是
「個人發展規劃」、「目標儲蓄」和「師友配對」。
在「個人發展規劃」方面，計劃重視強化參加者的
社交網絡、財務管理與個人發展，同時讓參加者
擴闊眼界，增廣見聞，故此本計劃過去一年共舉辦
及參與了15項活動，包括社區學堂、電影欣賞會、
蛋糕烘焙工作坊、歷奇活動、仁愛堂賣旗日和郊遊
等，期望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讓青少年得以全面的
發展。在「目標儲蓄」方面，過去兩年有超過九成
參加者完成每月二百元的「目標儲蓄」，他們會
獲得由政府和營辦機構的配對獎勵。下年將會是
計劃的第三年，參加者會根據自己定下的個人目標
使用儲蓄，為踏入社會前好好增值，同時實踐夢想。
在「師友配對」的層面上，計劃招募了100位義工友師
與參加者「配對」，成為青少年的成長嚮導，持續
支援青少年的發展，意義深遠。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友師於「職場聽吓活動」中，與青少年分享不同行業的就業資訊
和心得。

參加者一同遠足，遊覽屯門區郊外景色之餘，亦促進家庭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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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愛 堂 鄰 里 支 援 幼 兒 照 顧 計 劃 自 2 0 0 8 年 開 始 ，
為屯門區內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緊急及短暫的幼兒託管
服務，透過社區保姆及中心託管服務，從鄰里互助
的層面，為區內0至9歲以下幼兒提供具彈性的日間
幼兒服務。過去一年，服務時數接近55,000小時，
受惠人數超過540人。

為了提升社區保姆照顧幼兒的技巧，本服務定期
舉辦保姆培訓，主題包括「6A管教法」、「如何
協助幼兒進行視像授課」、「自閉症知多少」等。
由2020年1月開始，本計劃遵照社會福利署要求，
為每位保姆額外安排4小時培訓，當中邀請了註冊
護士提供實體培訓，以加強保姆在照顧幼兒方面的
專業知識。

另外，本服務亦舉行聚會以加強保姆與中心的聯繫，
包括「齊心抗疫ZOOM聚會」及DIY蚊怕水及潔手泡泡
製作工作坊。至於家長與保姆共聚活動方面，計劃
則舉辦了親職工作坊、「夏日甜品聚」、仁愛堂賣旗
籌款活動等，除增加家長、幼兒及保姆的互動之外、
也促進家長與幼兒之間的親子關係。

教育服務

計劃提供幼兒託管服務，讓有需要的家長可放心工作。託管期間，
幼兒亦可藉著朋輩間的互動，提升社交技巧。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導師教授保姆有關照顧0至1歲嬰幼兒的知識，內容涵蓋嬰幼兒
身心發展、護理、飲食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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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於2014年10月開始承辦「為輪候資助學前
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為6歲
以下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特殊學習需要幼兒
提供個別及小組訓練，協助他們在6歲前接受黃金期
學習及訓練。過去一年共有32名幼兒受惠，當中
較多為2歲多的幼兒加入服務，可見家長重視幼兒
成長，期望盡早接受服務。

本服務的資深特殊幼兒工作員針對幼兒個別情況，
擬定「個別學習計劃」，着重幼兒的智能、社交、
言語、大小肌肉等能力，以個別及小組形式進行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
   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

幼兒透過認知訓練，加強對顏色、形狀、大小等的概念，同時亦
會配合言語訓練，邀請幼兒模仿說出正在配對的顏色形狀，加強
表達能力。

幼兒與家長共同進行親子訓練，以促進親子關係及讓家長學習
訓練技巧，以便將相關知識應用到家居訓練，強化訓練效果。

訓練，訓練進度每半年評估一次。由2020年5月開始，
本服務為了加強家庭支援服務，額外聘請言語治療師
及職業治療師為家長提供專業建議，以加強幼兒
在語言、成長發展及社會功能上相關障礙的在家
訓練。

疫情肆虐期間，訓練改為ZOOM視像及個別形式
進行，工作員更一直密切與家長保持聯繫，了解幼兒
在家狀況，以便提供適時協助，包括提供訓練材料
給家長，協助家長在家中訓練幼兒，亦給予家長
情緒上的支援、與幼兒融洽相處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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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 愛 堂 教 育 服 務 一 直 關 注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學 童 ，
於2017年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開展仁愛堂「音．藝」
育苗計劃，為期3年，計劃主要以音樂及藝術成長
遊戲項目探討對幼兒的認知、語言、社交及大小肌肉
協調能力方面發展的影響。

本計劃首兩年為仁愛堂屬下幼稚園約190位學生提供
32節的培訓，期間由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團隊為培訓
學生進行研究，計劃終期報告指出，音樂及藝術治療
顯示學生於工作記憶(短期記憶)、順序運動能力、執行
能力及情緒辨識能力表現平均進步比率達兩成，
取得具參考性的研究數據。為延展訓練成效，計劃的
第三年於2019年10月開始為屬下幼稚園20位教師
提供54小時音樂治療教師培訓，邀請香港資深註冊
音樂治療師彭嘉華先生擔任導師，教授音樂治療、
行為治療於音樂治療中的應用及實習課程等知識，
應用於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身上。

由於計劃中的幼兒培訓成效顯著，香港理工大學
特別運用餘額撥款，於2020-2021學年延續提供音樂
及藝術成長培訓課程，參與學生增至140人。音樂
成長培訓課程由以往的小組式訓練轉為個別教授，
令幼兒接受獨立關注的培訓時數倍增，音樂及藝術
教案設計亦同時考慮面授及ZOOM方式教授，提高
在疫情下之靈活性。是次計劃除認知、語言、社交
情緒及大小肌訓練外，更加入親子參與元素的研究，
家長需親臨特定課堂及課後跟進學習，加深及延展
「音．藝」於幼兒成長發展的果效。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中心

因應疫情關係，幼兒於ZOOM課堂進行藝術成長課程。

幼兒運用不同物料進行藝術創作，啟發他們的想像力及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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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本園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我的行動承諾 － 感恩
珍惜、積極樂觀」計劃，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
集體承諾日、製作心意卡、生活教育課及微模型
工作坊等，培養幼兒正面的價值觀，使他們學會
凡事感恩，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上的困難，配合
環境設置，加強園內正面氛圍。此外，教師針對幼兒
的需要和社會轉變，設計了校本的「正向品格小冊子」，
幫助幼兒訂立目標，鼓勵家長讚賞幼兒，肯定幼兒
的表現，以家校合作的形式，深化其正向思維。

正向品格  樂觀解難 

園方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仁愛堂的社會福利服務，包括
慈善獎券銷售、長幼共融摺出愛心活動等，透過不同
的生活體驗，從小培養幼兒關心社區、樂於助人的
良好品格。此外，園方致力實行惜物減廢的生活
方式，師生一起進行源頭減廢，並藉着「綠路童心」
及「齊惜福」計劃帶動幼兒一同創設綠色校園。
另外，又開設親子有機種植班，讓家長認識減碳
生活及回收剩餘食材助人的理念，鼓勵幼兒吃完整份
食物，不產生任何廚餘，在生活中實踐環保。

關心社區 實踐環保

學校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增強教師推行多元化體能活動的能力，課題包括體能
器材一物多玩、善用空間推行體能活動等，教師
能學以致用，在停課期間設計一系列幼兒在家可
進行的體能小遊戲，利用日常生活容易接觸到的
東西作運動器材，錄製示範影片上載至學校網頁供
幼兒一邊觀看、一邊參與，把科技融入教學之中。
在教育新常態下，學校積極進行數碼轉型，以遙距
的方式延續幼兒對體能活動的興趣，培養健康的生活
習慣。

教育新常態  遙距訓練體能

幼兒體驗種植的過程，從而學會珍惜食物。 幼兒在大肌肉時間進行各種技巧訓練。

幼兒利用雞蛋殼、水果皮、咖啡渣等為植物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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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以P.E.A.(Preparation、Exploration、Application)
模式推行一連串多采多姿的活動，讓幼兒從生活和
遊戲中獲得寶貴的體驗，豐富幼兒的學習歷程，
從而提升幼兒的好奇心及探索精神，並培養他們創意
與解難的能力，建立自主學習的基礎。透過探索
大自然事物或自然現象，欣賞大自然的奇妙，體會
自己與大自然的關係。

培育好奇心  探索大自然

在專題研習中，幼兒認識到花朵有祝福別人的含意，
特意以花朵為主題，設計別緻的心意卡，送給在
疫情中守護市民的醫護人員，齊心抗疫。

以花祝福  感謝醫護人員

疫情下變得學校很多活動都延期或取消，能與同學
共聚的日子十分寶貴。難得回到校園，活力充沛的
幼兒展現積極、樂觀的態度，參與多元化的活動，
發揮無限的創意。

珍惜校園的點滴

利用早晨的陽光照出有趣的影子，幻想自己變身成大恐龍，與
小恐龍一起追逐。

幼兒於節日活動中裝扮成自己最愛的角色人物，與同學一起慶祝
之餘，亦體會世界不同的文化。

幼兒藉心意卡向前線醫護傳遞心意：「Thank you,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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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透過參與「優質教育基金」，帶領K2及K3班兒童
及其家人一起進行戶外探索活動，讓他們親身接觸
大 自 然 ， 從 中 探 索 和 學 習 。 幼 童 利 用 校 本 設 施
「天台小農莊」及「香草園」，憑視、觸、嗅、味
等感官與綠色植物親近接觸，學習照顧植物，愛護
植物。

接觸探索  愛護大自然

駐校社工定期為老師舉行不同類型的工作坊，主題
包括「及早識別懷疑虐兒個案」，協助老師增強
危機處理能力，更舉辦老師紓壓工作坊等，提升
心靈健康。

社校合作  增強教師專業

透過教師專業培訓，提升教師在繪本教學方面的
專業知識與技巧；藉着家長培訓工作坊，教導家長
如何運用繪本，加強兒童語言表達及親子關係建立。

繪本教學  加強表達能力

經努力耕耘後，幼兒見證自己的收成。 家長學習運用繪本建立親子關係。

全園老師參與「及早識別虐兒個案」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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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學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發展《戲劇舞動
健康心靈》計劃，進一步發展「結合戲劇元素的
繪本課程」，計劃主要以繪本為基礎，發展教師於
戲劇教育課程的編寫能力，以及嘗試將「生活律動」
與「戲劇教育」揉合成為富有創意的課堂。學校於
2020年11月份完成教師培訓，教學實踐將於2021年
3月至2023年8月進行。

持續發展結合戲劇元素的繪本課程

本校參與香港教育大學舉辦之「幼稚園生命教育：
抗逆小天使－兒童成長計劃」，其中一個部份為
「人與自己」，本校透過繪本《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引發幼兒探索自己和家人害怕的事物，從而了解人
有恐懼是正常的，並且有些令人恐懼的事情是可以
用方法緩解和克服。 

幼稚園生命教育：抗逆小天使 － 兒童成長計劃

學校着重幼兒的全人發展，在體藝課程方面會以
各級幼兒的能力和需要而編排不同的學習活動，
使幼兒於學習上能夠得到均衡而多方面的發展，
包括戲劇、視藝、唱歌、跳舞、音樂欣賞、樂器學習，
以及不同的體能活動等。

體藝課程  全人發展

教師培訓課程中，各自以肢體模擬畫在紙條上的線條。 幼兒在音樂課上學習手鈴。

幼兒按繪本《帕拉帕拉山的妖怪》情景，將課室佈置成可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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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本園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的「有才有德：優質
生命教育及品德教育計劃」，以正向教育為基礎，
進 一 步 結 合 以 遊 戲 為 教 學 策 略 的 校 本 3 C 課 程 ，
在計劃顧問的專業支援下，於「天、人、物、我」
四大生命教育範疇中，策劃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
透過親身體驗及探索式學習，強化幼兒正面價值觀，
營造具生命教育元素的校園文化。

生命教育  強化正面價值觀

培養幼兒良好品德和正面的價值觀，校園洋溢正面、
愉快的學習氣氛。教師以繪本、生活分享等，引導
幼兒學習表達情緒、關心周邊的人和事，認識社會
上不同人士的不同需要，學習關愛及尊重別人等，
鼓勵幼兒思考及實踐幫助別人的方法，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讓孩子持續活得豐盛，延伸至家庭，以至
整個香港社會和諧積極、正向發展。

音樂可讓幼兒抒發情感和表達意念，更能培養幼兒
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
推行「『唱、奏、跳』動孩子」音樂計劃，聘請
專業音樂導師策劃及主持教師培訓，讓教師掌握
不同的教學方法，設計具音樂元素的課堂，並以家校
協作方式，推動學校發展音樂教育。

家校協作建立「音樂校園」

利用情境圖卡讓幼兒透過角色扮演，思考遇到不同社交情境時的
處理方法。

老師將音樂元素融入在家長觀課的教學活動中，讓家長親身感受
音樂的樂趣和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到校與幼兒講解導盲犬服務，幼兒積極
表達，展現同理心。

培養良好品德  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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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以孩子為本，以孩子為先」是本園的辦學宗旨，
學校致力設計適合學生的多元化活動課程，包括
音藝育苗計劃、非華語學習支援等，因應學生不同
的學習需要，向他們提供合適的課程內容或學習支援。

通過不同的課程內容，激發幼兒的學習動機，培育
他們自主學習的精神，讓孩子探索自身的無限可能，
並從學習中取得成就感和愉悅感，達致本校「寓教
於樂，寓樂於學」的教學目標。

寓教於樂  寓樂於學

學校積極推動校內外不同的慈善或社區活動，讓
孩子能以第一身的角度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區慈善活動。
包括仁愛堂慈善賣旗、慈善捐款和社區惜福計劃等。
通過這類型的活動，讓孩子明白「施比受更有福」
和「仁善博愛」等道理，更能培養孩子，「自愛
愛人、自發思考、自主學習」的精神。

施樂仁愛在心間

學校透過參加和舉辦不同的體藝活動，為學生提供
多樣性的學習活動。經由嘗試、創作、訓練或比賽
等有別於一般課堂活動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的
不同興趣，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此外，通過多元的
體藝活動，包括參與聯校親子運動會，增進家長和
孩子的親子互動時間，及為孩子提供平台及機會去
發揮他們的無限潛能。

發揮孩子的潛能

本校積極關注及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聯校親子運動會為學生提供演出及體能競技的機會。

參與校內籌款活動，讓仁愛充滿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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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本園十分重視幼兒的身心健康發展，強壯的體魄及
穩定的情緒都有助幼兒在認知、語言、體能、自理
及社群等各方面均衡發展，亦能從中培養幼兒積極
的生活及學習態度，進而提升學習效能。透過參與
香港教育大學兒童與家庭科學中心舉辦「3Es情+
社同行」計劃，能有效加強幼兒情緒社交能力的
技巧。本園亦參加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為幼兒提供
基本牙齒及口腔健康護理，同時在課程中加入口腔
保健元素；鑑於當前疫情，本園透過各項防疫措施
及課程教育，培養幼兒的健康意識以及養成良好的
健康生活習慣。

加強幼兒身心發展

本園十分重視家長及親子教育，透過駐校社工服務
及運用社區資源，為家長與幼兒提供協助，促進
親子情誼及幼兒在學業和身心方面的健康發展。定期
的「鬆一鬆」家長聚會，可讓家長互相分享育兒心得，
帶動正向管教的理念，紓緩家長的親職壓力。另外，
本園亦有派發「世界在隔離，我在你隔離」遊戲
福袋，讓幼兒有屬於自己的遊戲時間，騰出空間
讓家長休息，福袋亦包含單張介紹社工服務，以便
家長適時聯繫。香港升旗隊總會亦送贈圖書予幼兒，
培養幼兒的閱讀興趣及促進親子關係。

家庭關懷
視覺藝術活動能培養幼兒對周遭事物的洞察力、
想像力、表達力和追求美的能力，促進幼兒全面的
發展。本園的美藝活動以發揮幼兒的創意、加強
美藝技巧、運用美勞物料及欣賞美好事物為目標。
教師提供多元的物料及工具，讓幼兒自行探索和運用，
透過美藝創作，幼兒從中掌握操作工具的技巧，
發展手眼協調及鍛煉肌肉動作能力；幼兒除完成老師
預設的立體或平面美勞作品之外，亦會運用不同
物料及技巧進行第二次元創作，以擴闊幼兒的創作
空間及享受創作的快樂。

提升幼兒美藝素養

幼兒透過大骰子遊戲，表達對情境圖卡的快樂情緒，並做出相關
的身體動作。

幼兒運用摺紙及繪畫的技巧創作「房屋的演變」。 派發「世界在隔離，我在你隔離」遊戲福袋，紓緩家長疫情間
照顧壓力。

108



 

 

教育服務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課程設計取材於生活，讓學習與生活緊密結合，
透過探索、參觀、親身接觸和訪談，誘發對周遭
事物的好奇心，培養鍥而不捨的學習精神。培養幼兒
自學的興趣，奠定他們良好的學習基礎。在互動的
活動中，增進溝通能力和發問的技巧，加強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及解難的能力，從中發揮溝通、協作和
創意思維。

生活化主題引發幼兒自主學習動機

培養兒童「惜物減廢」的生活態度，實踐廢物分類
在源頭，提高幼兒的環保意識，從日常生活中實踐
「惜物、減廢」的習慣。藉着各項多元化、多方位
的活動，幼兒互相學習鷹架，帶動全校積極參與從
源頭減廢。從實踐中知道「減少使用、廢物重用、
循環再造」的概念，並且通過家校合作鼓勵家長將
4R環保概念落實於生活中。

培養「惜物、減廢」生活態度

透過結構性體能遊戲，讓幼兒享受體能活動的樂趣。
善用社區資源，定期到體育館讓幼兒有更寬敞的
地方進行活動。透過體能遊戲提升幼兒的專注力、
鍛鍊毅力及解難能力，讓幼兒體會到團隊合作及共同
努力的重要，從個人到團隊建立自我管理的能力，
學會與人互相協作，體會體育精神。

體能全面健康發展

幼兒為足球員打氣，學習鼓勵與支持。 親子共同參與競技比賽。

幼兒善用回收物進行遊戲，建立環保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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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善用社區資源發展閱讀計劃，從學校及家庭層面
增加幼兒閱讀圖書的機會。計劃由教育局專業導師
到校支援，進一步推動閱讀風氣，幫助幼兒建立
閱讀習慣，教師創設豐富的語文環境引發幼兒對圖書的
興趣，並透過專業人員定期到校觀課、與教師共同
討論，增進教師的專業知識，提升教師設計及推動
閱讀活動的能力，讓教師能選取合適的材料，配合
閱讀前、中、後的活動設計，促進互動的閱讀過程，
讓幼兒透過體驗感受閱讀的樂趣，並善用提問促進
語文能力，建立語文學習的基礎。

善用閱讀促進語文發展

從故事閱讀或生活體驗培養學生良好品德，鼓勵
幼兒愛自己、愛學校、愛家人，建立自尊、自信、
合群的態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幫助幼兒發展
正 向 思 維 。 本 園 在 輕 鬆 及 愉 快 的 環 境 下 定 期 或
按主題推行「關懷別人之愛心咭」、「節日敬長輩/
家人」、「代代有愛」、「愛心種植」、「大哥哥
姐姐混齡活動」等推廣愛心文化。

愛心小天使 -關愛社區及他人

透過聆聽音樂旋律、唱歌活動、敲打樂器來增加
動感，鍛鍊口腔肌肉及改善發音，讓幼兒感受旋律與
節奏，在動感及歡樂的氣氛中培養說話的自信心。
過程中幼兒會學習基本的節拍，提升對音樂的興趣
和知識，並培養專注聆聽的態度。藉幼兒樂於參與
音樂遊戲的經驗，加入更多英語歌曲及與音樂綜合
英語的遊戲，運用音樂的元素來加強表達的效果。

會講會唱「童」行樂

計劃引發幼兒對圖書的興趣，增加閱讀的機會。

幼兒透過聆聽音樂旋律、敲打樂器，感受旋律與節奏，運用音樂
的元素加強表達的效果。

高班同學為低班及幼兒班設計的共享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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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依據幼兒不同的情況，適切地調節課程及教學策略。
讓幼童在不同的學習環境下，配合有趣及互動的
課堂活動，提升幼童的語言能力、社交技巧及創意的
能力，建立幼童的自信心及提升自我價值，以培養
他們日後能獨立及靈活學習。協助非華語學生提升
學習中文能力，讓幼童能融入學校生活。

調節課程  提升語言能力

培育幼童學習服務自己、服務別人的習慣，從服務
學習印證課堂所學，從而建構幼童關懷社區的高尚
情操，學習敬老及愛護居住環境的優良品德，在
潛移默化的學習過程中，建立正確的服務人生觀。

關懷社區

教師在教學計劃中明確清楚列出重點，經過「音樂→
律動→更具創意的律動→更具創意的音樂」循環，
提升學生對音樂要素的敏感度及回應能力，激發
孩童藉着想像力和幻想力進入音樂境界，懂得運用
不同樂器來引導學生從固定的速度、節拍來累積
音樂經驗，再把這些經驗回應到樂器的敲奏，發展
潛在的音樂性推行步驟及達到教學目標的方法和
活動。

奧福音樂學習

幼童透過故事學習語文。 隨樂器節奏說出自己的名字。

關懷區內長者派發愛心糭，發揮敬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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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本校於2020年10月24日假學校禮堂舉行
畢業典禮。受疫情影響，畢業典禮的模式
亦 與 以 往 有 所 不 同 ， 當 中 以 混 合 模 式
由嘉賓選擇親臨學校或以 ZOOM 網上形式
參與典禮。學生參與方面，由每班的畢業生
代表親身出席典禮領取授憑，其餘畢業生
則線上參與。當天榮幸邀得仁愛堂董事局
成員、諮議局委員及一眾校董蒞臨指導。
董事局代表戴凱倫副主席勉勵畢業同學
好好掌握及珍惜每個寶貴的學習機會，抱持
自主探究的精神，開展精彩的中學生涯。

當日雖然沒有豐富的表演節目，亦沒有
華麗裝潢的佈置，但卻牽動老師、家長、
及學生的情誼，更為畢業生留下重要的
回憶。其後，本校更安排畢業生分批回校
拍攝畢業照片，盼望為畢業生對母校留下
一份情懷。

非一般畢業禮

為了優化英語教學，本校與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合作
開展教師交流計劃，師資培訓為是次計劃的重點。
通過兩所協作學校共享不同類型的教學策略，定期
舉行共同計劃會議和同儕觀課等，加強教師之間的
專業交流，藉此提升英語學與教的成效。

本校英文科更透過豐富的學習活動激發學生對英語的
學習興趣，例如舉辦線上萬聖節聯歡會，家長和學生
通過線上形式欣賞萬聖節舞蹈表演和魔術表演、進行
實驗和故事時間等，以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優化英語課程及教學

仁愛堂第41屆董事局戴凱倫副主席(中)、焦勇總理(ZOOM網上參與)、仁愛堂
劉皇發夫人小學命名人劉吳妹珠女士(預先錄影)、主禮吳瑞麟校監(左四)及一眾
線上線下的校董們蒞臨典禮，見證畢業生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

老師於萬聖節聯歡會中示範STEM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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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受疫情影響，學校未能進行體育科面授課堂，有見
及此，本校體育組特別邀請了一眾運動員及專業
導師到校拍攝運動教學短片，包括仁川亞運賽艇金牌
得主駱坤海先生、前香港「足球先生」丘建威先生、
著名長跑好手陳嘉豪先生、本地甲一籃球員方誠義
先生、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講師
江子揚先生等，藉此提高學生注意健康的意識，以及
鼓勵學生建立在家運動的習慣，保持強健的體魄。
在短片中，運動員及教練亦會向學生分享他們在
疫情期間所面對的困境，讓學生體會到香港運動員在
逆境中仍然能勇於面對及永不放棄的精神。最後，
學生將打氣的字句及照片送予香港體育學院，以表
對運動員的支持及傳遞學生的心意。

星級運動員和你做運動

學生的活動課在疫情下需要暫停，有見及此，本校
特別開設「劉小Channel」網上學習平台，使學生
置身家中，都可透過網絡收看直播及重溫。本校
起動設計一系列的活動課，於上課日逢星期五最後
一節進行現場直播，主題內容包括「網上音樂點唱站」、
「中國運動全接觸」、「視藝科老師的藝術人生」、
「學校制服團隊巡禮」、「與新老師傾下計」、「校長
爸媽說故事II」等。於聖誕前夕，本校更為家長和
學生舉辦網上「聖誕暖Love Love Party」。除慶祝
節日外，更拍攝一輯由學生飾演的「小眼睛看世界」
處境劇，鼓勵學生關心社會，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人，
並將愛心付諸行動。

「變」－ 活動教育

學生於網上平台與新老師交流，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

老師積極學習與實踐全新教學模式，帶領學生探索網上學習的
樂趣。

老師於網上平台教授製作花燈。

前香港「足球先生」丘建威先生(左三) 到校拍攝運動教學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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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比賽 / 活動名稱 獎項/成就

學業/非學業成就

仁愛堂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Hong Kong Badminton Association Ltd

Dreamworld

香港善行教育協會

Dance World Cup Asia

GTB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香港競扳評核總會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有限公司
香港文教協會
奧冠教育中心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及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World Children Arts & Culture Association

二零一九年仁愛堂體操比賽  
2019 - 2020年度第二十三屆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2019 - 2020年度第二十三屆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Hong Kong Badminton (Award)
Training Scheme
The 34th Tuen Mun District Dance
Competition
第十三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

舞蹈世界盃澳門區外圍賽2019 

2020 Macau Qualifying Match
"Shine" KGLA - Children
2019 Get The Beat World Finals
Bangkok - Group (10&up Acro)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香港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中國小少年童星共築未來夢
城大優數盃 暨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
(香港站) 2020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晉級賽
2020亞洲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香港網絡數學公開賽2020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2019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2020(大灣賽區）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0(香港賽區)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IYACC第十一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9th World Children Art Awards 2020

競技體操(女單F1組)冠軍
女子特組200米冠軍
男子特組200米季軍
Bronze Award Certificate

Gold Award

高小組舞蹈爵士舞金獎
高小組舞蹈爵士舞群舞金獎
高小組舞蹈雙人爵士舞銀獎
Mini Solo Jazz &
Show Dance ranked 1st
Large Group Acro Dance
ranked 1st
WORLD CHAMPION

粵語獨誦比賽亞軍
西樂獨奏金獎
西樂獨奏銀獎
西樂獨奏銅獎
鋼琴獨奏銀獎
鋼琴獨奏銅獎
自選鋼琴高小組銅獎
自選鋼琴初小組銀獎
金獎
卓越學校團體獎

三等獎
銅獎
三等獎
優異獎
金獎第一名
金獎第一名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個人賽優異奬

金獎
Silve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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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優質教育基金 ― 聲藝創意在田小」為一項音樂室
隔音工程，讓學生能夠更有效地聆聽及演奏，配以
電子學習工具錄音後，學生更可以為自己的演奏，
進行一些簡單的編曲或創作，然後讓班中同學或
樂團以真實樂器演繹自己創作的音樂短句或意念。
「聲藝創意在田小」亦能為學生提供一個合適及

聲藝創意在田小

聲藝創意室為學生提供一個合適的學習及練習場地，豐富學生於
聆聽、演奏及創作的經驗。

聲藝創意室讓學生有更多樂器合奏、合唱及創作的機會，以提升
協作能力及創作能力。

學校添置扭蛋機，以嶄新形式獎勵學生的良好行為。 學生為完善自己而作出莫大的努力，並得到扭蛋禮物以作鼓勵。

固定的練習場地，不但可保護學生的聽力、建立
聆 聽 的習慣及提高學生對聲音的敏感度，更能讓
他們準確地聆聽聲音，建立音準概念，有助於管弦
樂器演奏及合唱方面掌握音準，讓學生帶來更豐富
和多元化的音樂經歷。

為了提升同學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培養積極的良好
習慣，本校設立了嶄新的學生獎勵計劃  ⸺「田小
扭扭蛋計劃」，以嘉許同學於學業、服務及行為表現

田小扭扭蛋計劃
優異或持續改善。得獎者將獲得老師所發的獎勵卡
1張，同學憑3張獎勵卡可扭蛋1次。扭蛋內禮物主要
以小文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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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本校於2020年11月開始於
小一推行「點讀筆自學計劃」，目的是讓學生運用
點讀筆，加強中文、英文、數學及普通話的學習
成效。學生會獲派發一本普通話拼音冊及一支點讀筆，

點讀筆自學計劃

點讀筆能提供標準發音的發聲功能，而且操作互動，有助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支援學生自主學習。

學校製作校本普通話拼音冊，學生可輔以點讀筆一同使用，以
支援普通話學習。

教師不斷累積及完善網上教學的經驗，在電子學習的基礎上均有
長足的進步。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因疫情關係改為網上進行，期望加強家校
合作。

在學校及家中自行溫習。學校亦按課程進度派發
適用於點讀筆的自學材料，包括英文NET課堂工作紙、
中英文默書工作紙及中英數工作紙。

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由2020年初開始，
學 校 須 於 大 部 份 時 間 進 行 網 上 教 學 。 為 讓 學 生
「停課不停學」，本校善用了不同方式為學生提供學習
支援，例如運用Zoom進行網上教學、修改網上授課
時間表、於內聯網發放電子功課及其他學習材料、
教師自製教學影片、列印課業由家長按時回校提取、

停課不停學
網上周會，並輔以「陽光電話」及流動通訊程式與
家長和學生溝通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和情緒需要。
因考慮到學生在硬件及網絡速度方面等問題，本校
同時推行借用iPad計劃予有需要的學生、為有需要
學生申請關愛基金購買流動電子裝置及協助社褔機構
派發免費的流動數據咭予有需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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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主辦單位 比賽 / 活動名稱 獎項/成就

學業/非學業成就

香港武術聯會

國際武術聯合會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寶覺中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將軍澳香島中學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張沛松紀念中學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新界區校長會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青少年武術普及訓練計劃錦標賽

第七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小學校際冰球聯賽
小學校際室內賽艇錦標賽

西貢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三屆全港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第六屆「寶覺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第十四屆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西貢區)

「反斗王」九龍東VEX機械人挑戰賽
第四屆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編程模型船
設計大賽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比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四屆香港敲擊樂大賽
第二十屆教協英文辯論比賽
第十三屆滬粵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男子高小學組初級劍術冠軍
男子高小學組初級長拳亞軍
男子高小學組個人全能銀盃
初級棍術冠軍
初級劍術亞軍
初級長拳等五名及第六名
棍術C組亞軍
最佳表現獎、季後賽季軍
4X300米賽艇接力 季軍
個人500米賽艇 亞軍、季軍
個人300米賽艇 季軍
男子甲組50米蛙泳亞軍
男子甲組100米蛙泳亞軍
男子甲組50米背泳亞軍
男子甲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50米背泳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女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女子組銀碟賽季軍
最有價值球員
小五組金獎
銀獎
三項個人賽銅奬
三年級組亞軍、四年級組銅獎
三項銅奬

亞軍及季軍
環保設計冠軍
個人賽殿軍
小學高年級組現代舞群舞甲級獎
小學高年級組西方舞群舞甲級獎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小學低年級組西方舞群舞乙級獎
小學兒童舞乙級獎
直笛獨奏（8歲或以下）亞軍
鋼琴獨奏（一級）季軍
直笛二重奏（13歲或以下）季軍
直笛獨奏（13歲或以下）季軍
4項亞軍、12項季軍、99項優良、
21項良好獎
中國鼓樂合奏銅獎
小學組季軍
初賽3項一等獎、2項二等獎、5項三等獎
決賽一項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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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漣漪天花設計，寓意將知識一層一層傳遞。 圖書館內設有悠閒閱讀區，為學生提供理想的閱讀環境。

在實時課堂中，教師透過提問、利用網上
軟件查核等方式，評估學生是否達到課堂
目標。

在停課期間為學生提供全方位教育，在家
學習也不忘全人發展，包括照顧學生的
健康。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為有效培養學生的學習和閱讀習慣，本校打破圖書館
一貫的傳統形象，並加以重新規劃，運用大自然
色 系 營造柔和、舒適及開闊的空間，為學生提供
理想的學習和閱讀環境。館內除特設悠閒閱讀區，

學校圖書館及多媒體學習室
提供小坐墊讓學生席地而讀，亦分別設自修及討論區，
照顧不同形式的學習需要。另外，館內的多媒體
學習室，讓學生仿如置身迷你影院，藉影音媒介
獲取知識與資訊，打破文字限制，開拓個人視野。

疫情至今持續反覆，在新常態下，
本校於不同階段採用「混合式學習
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
致力令學生能夠持續有效學習。
「混合式學習」要求教師重新審視
課程內容，調適課程設計，例如將
課程中較易理解並可作單向教授的
部份製作成「教學短片」；而高階
部份及學習難點，則利用「實時
討論課堂」進行互動討論及釐清。
教師亦會利用電子平台編排及收發
功課，也利用電子工具評估教學成效。
「混合式學習模式」重視教師審視
及調適課程的能力，及對資訊科技
工具的掌握，本校亦提供了相應的
培訓及支援。

「混合式學習」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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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藝術就在生活中」是本校視藝科的教學理念。
藝術最大的意義，是培育具備細味美好人、事、物的
善心。只要擁有如此善心才能共建真摰坦誠、親善
友好、美好和諧的校園生活，才能在生活中感受
藝術的美好。在疫情停課期間，為了讓全校師生能
安在家中學習藝術，陳黃視藝科建立了一個分享
藝術的教育頻道：「ArTube Chan Wong」。頻道有11個
系列，分別由三位視藝科老師主持，內容包括教學、
跨科交流、學生及家長分享等。建立ArTube Chan Wong
的最大目的，就是可配合早會宣傳、課程及活動向全校
師生、職員、家長、校外人士等更有效推廣藝術，
將彼此連繫起來。此外，學生的訪問片段，亦會由
校園推廣組透過WhatsApp發送給學生的小學老師。

「藝術就在生活中」

ArTube Chan Wong 
頻 道 至 今 已 上 載
超過160段短片。

頻道邀請家長進行
訪 問 ， 分 享 親 子
創作的樂趣。

學生得到老師的專業指導，製作太空火箭發射裝置。

學生參賽隊伍透過
網 絡 向 對 岸 美 國
評判介紹作品。

本校由中四級學生組成的設計及科技隊首次組隊參加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辦的「ROBOFEST機械人大賽」。是次參與組別為
「Exhibition 機械人創意賽」高級組，期望透過參賽
作為學生展示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平台，自由製作有
互動功能的智能機械人。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以
燈光控制為題，製作一套太空火箭發射裝置，成功
入選最後七強，同組有墨西哥、美國、沙地阿拉伯、
南非等7支隊伍。本校學生於2020年9月19日在香港
機械人學院，透過網絡遙距向美國評判展示有關作品，
並以英語即時回應各評判的提問。透過參與國際賽，
除同學的解難能力、創意及團隊精神均得以提升外，
亦可藉此機會與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參加者交流製作
機械人心得。

開拓視野  交流STEM心得

主辦單位 比賽 / 活動名稱 獎項/成就

學業/非學業成就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國兒童藝術教育網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Gear Sports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美國Robofest機械人國際賽
城大優數盃暨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香港站)2020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屯門元朗區)
2019華夏兒藝全國少年繪畫大賽
2019華夏兒藝全國攝影大賽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學界籃球邀請賽2019
屯門區籃球比賽2019
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

1名學生
香港區代表
高中銀獎
中一級英詩獨誦亞軍
一等獎
一等獎
中學組中國舞(獨舞)甲級獎
女子組亞軍
男子青少年組季軍
女子乙組推鉛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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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到訪「回顧展覽廊」認識創校人及學校歷史。 學生結合藝術欣賞所得，以水墨漫畫形式呈現田家炳先生的故事。

學生與家長互相合作，準備製作蘿蔔糕的材料。 同學與家長教師會主席一同把親手製作的蘿蔔糕及吊飾送給長者。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中一級學生是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的新成員，本校
希望 能 夠 加 強 學 生 對 學 校 的 認 識 及 歸 屬 感 ， 並
擁抱「田中人」的身份，傳承田家炳先生精神，表達
對社區的關懷。因此，中一級服務學習計劃結合學科
學習（視覺藝術科）及部門活動（課外活動組），讓學生

傳承田家炳先生精神
先從視藝科作起點，認識創校人及學校歷史，及後
在課外活動組的安排下，服務社區內長者。藉此讓
學生以「田中人」的身份，身體力行實踐校訓─
「己立立人」，傳承田家炳先生精神。

本計劃希望藉農曆新年的歡欣日子，由學生收割
親自下種的蘿蔔，並與家長共同烹製健康的蘿蔔糕，
送給有需要的長者。此外，本校安排中一級全體
學生進行製作福袋環節。在負責老師的指導下，

自製福袋  新年送祝福
學生動手使用利是封製作金魚及孔雀吊飾，寓意
「年年有餘」、「家庭幸福富足」，在新一年向長者
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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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樂團成員於維也納美泉宮前大合照。

導賞員為學生介紹歐洲享負盛名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本校樂團同學於2020年農曆新年期間前赴奧地利
進行音樂學習交流，九天旅程中到訪過三個大城小鎮，
分別有音樂之都維也納(Vienna)、著名音樂電影
仙樂飄飄處處聞的取景城市薩爾斯堡(Salzburg)
及有歐洲最美小鎮之稱的哈爾斯塔特(Hallstatt)。

奧地利音樂交流團

於此次學習旅程中，本校師生到維也納音樂與表演
藝術大學進行交流。該校歷史悠久，是一所具規模
的專門提供藝術課程的大學。學生參觀了時尚且
設備完善的校園，音樂系大樓內處處皆見使用奧地利
製的Bösendorfer名琴，令習琴的同學們開拓眼界，
他們更獲邀請出席當晚的一場學生音樂會，同學們
於交流過程獲益良多。

此外，學生於旅程中參觀了不少作曲家故居、音樂
博物館等，適逢當時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學生於
特別展覽中觀賞到一些不曾展出的貝多芬手稿。
全體師生更導賞參觀了多個音樂廳及在維也納音樂
協會大樓中舉世知名的金色大廳觀賞音樂會，除可
感 受 當 地 人 愛 參 與 音 樂 會 的 文 化 ， 更 體 驗 到 該
音樂廳名不虛傳的醉人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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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位來自61間小學的高小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編程完成解難題目。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進行解題分享環節。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自2017-18年起至2019-20年度
協辦「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是項比賽是
高小學生的電腦程式編寫比賽，由本校電腦科老師
提供專業指導，電腦學會成員全力籌備、設計題目
及製作題解，旨在發展高小學生計算思維和相關
編程的技巧，運用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概念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期望讓更多學生接觸程式編寫，啟發
學生潛能，發展高階思維。

推廣電腦程式編寫 發展學生高階思維
普遍學生在校時間都是擔任答題者的角色，但在
準備比賽之過程中，須轉換身份成為出題者，無疑是
一項新挑戰。憑藉他們靈活跳脫的思維，出題時
往往能在平凡中展現創意，大大開拓課堂以外的
眼界。

主辦單位 比賽 / 活動名稱 獎項/成就

學業/非學業成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屯門區議會
仁愛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田家炳基金會

校際游泳比賽

校際田徑比賽

青苗草地滾球培訓計劃挑戰日
屯門草地滾球賽2019
2019跆拳道仁愛盃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200米蛙泳冠軍
男子甲組100米蛙泳亞軍
男子甲組50米蛙泳亞軍
男子甲組100米蛙泳季軍                         
男子甲組50米背泳亞軍
男子甲組100米背泳季軍                              
男子甲組200米蛙泳殿軍
女子丙組100米自由泳季軍
女子丙組200米自由泳殿軍
女子甲組100米冠軍
女子甲組200米亞軍
冠軍
殿軍
個人品勢組亞軍
雙人品勢組亞軍
英語演講第三名
英語演講優良獎狀
二人對話優良獎狀
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英詩獨誦良好獎狀
15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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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環保項目

回收服務
疫情下回收量不跌反升，更多市民到「綠在屯門」及回收流動點
回收，為環保出一分力。

特首林鄭月娥GBM, GBS（左二）到訪「綠在屯門」，了解智能
回收箱的運作。旁為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左一）。

特首林鄭月娥GBM, GBS（前）到訪「綠在屯門」，了解逆向自動售
貨機（入樽機）的運作。

年度重要事項

「綠在屯門」是由環保署資助的創新「回收環保站」，
旨在支援社區減廢回收及推行環保教育工作。由
2018年11月營運至今，「綠在屯門」已錄得超過20萬
人次到訪。

2020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綠在屯門」在疫情下
依然謹守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回收及環保教育
服務。除於站內及回收流動點加強防疫措施，更於
屋苑放置「自助籠車」收集回收物，另將環保工作坊
改於網上舉行，鼓勵市民在「疫」境下仍然不忘
環保，堅持惜物減廢、乾淨回收的習慣。

綠在屯門

中心透過與地區的緊密聯繫，成功於屋苑、學校及
機構設置159個回收點，並每星期於各區設置約10個
回收流動點，全年回收超過410噸回收物及重用超過
5噸二手物品。中心亦積極配合環保署推展「智能
回收系統先導計劃」，包括裝設「智能回收箱及禮物

兌換機」、逆向自動售貨機(「入樽機」)以及發出
「綠綠賞」智能積分卡，讓市民可以全方位體驗智能
回收。由2020年11月開展至今，已有超過5,000人次
參與先導計劃，反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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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疫情下繼續透過舉辦網上環保工作坊，教導市民如何善用
資源升級再造，同時分享環保訊息。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非常欣賞這個以回收物料升級
再造的「正確回收展示板」。

本堂的環保大使於場內穿梭，教導檔主如何將廢物分類及做好
乾淨回收，並提供園林廢物、木卡板及發泡膠等的回收資訊。

除教導檔主做好廢物分類及乾淨回收，環保大使更呼籲檔主將
未售出的商品或可重用的物品送出，令有用的資源得以循環流轉。

繼去年成功營辦屯門「綠色年宵」，於屯門天后廟
廣場年宵市場向市民推廣環保訊息，本堂今年再度

屯門年花銷售點
獲環境運動委員會委聘，於年花銷售點向檔主提供
支援，協助實行各項環保措施以及回收場內各類物資 。

教育服務
中心全年舉辦超過155次環保工作坊及講座，以及
8個二手物品收集及派發活動。中心亦與不同環保
團體及下游回收商合作舉辦主題工作坊，讓市民對
不同環保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嶺南大學今年繼續
安排學生到中心實習，除協助中心籌組校內二手物品

收集活動，更為中心進行市場調查及分析，建議
改 善 策略等。中心更因應疫情令市民減少外出，
特別製作網上導賞團，讓市民足不出戶也能了解
中心的回收工作及設施。

展望
本堂已圓滿完成「綠在屯門」首3年的營運合約，
並將繼續透過轄下服務單位及學校於屯門區內推廣
環保教育，並持續參與惜物減廢，乾淨回收的工作。
本堂亦將積極投入藉廢物分類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作準備的社區參與項目，亦會根據參與「入樽機

先導計劃」的經驗，就「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
計劃」的諮詢作出積極回應，全力支持《香港資源
循環藍圖2035》提倡「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
堆填」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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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社會企業

福袋內物品包括口罩、酒精搓手液、漂白水、消毒藥水、消毒紙巾
等防疫用品，以及米麵、罐頭、麥片等生活所需品。

楊素梅主席(右一)及副行政總裁區偉祥（左三）都加入包裝福袋
行列，務求將福袋盡快送到長者手中。

仁愛堂在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基金的資助下，由2007年起先後成立「綠家居」及
「水雲澗」兩所社企，及後為配合「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的開展，特別成立「長者健康生活站」，三所
社企合共為新界西地區的單親家庭婦女、退休長者及新來港人士等，提供超過30個就業機會。

年度重要事項

本堂首間社會企業「綠家居」於2007年成立至今
已營運逾13年，除引入各類綠色食品為市民提供
健 康 、 多元的食物選擇外，亦透過提供不同服務
例如「環保家居清潔服務」積極宣揚「綠色生活，
環保選購」的理念，全年服務約10,000人次。

綠家居
本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綠家居」門市及
展銷收入大受影響。猶幸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仁愛堂董事局成員以及其他
善心企業，於疫情期間委託「綠家居」代辦福袋，
向區內長者及基層家庭派發逾5,000個「防疫包」、
「中秋福袋」及「冬至福袋」，不但在「疫」境中
為有需要的社群送暖，亦為「綠家居」員工帶來
珍貴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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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健康生活站」店員謹守崗位，持續為長者會員提供貼心服務。按摩師上門為社區中心的長者提供痛症紓緩按摩服務，深受長者
歡迎。

為顧客提供多元化養生保健按摩服務的「水雲澗」
足健坊營運逾12年，致力憑藉專業貼心的服務於
區內贏盡口碑。除提供門市服務外，「水雲澗」亦
積極聯繫區內不同社福機構，為其服務使用者提供
到戶保健按摩服務，另拓展到戶服務至友好企業，
鼓勵企業安排員工接受「頭肩頸按摩」以紓緩緊張
情 緒 ， 藉 以 表 達 對 員 工 的 關 心 。 雖 然 本 年 度 因
受疫情影響，「水雲澗」需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數度停業，
令服務人次及營業額驟減，但前線員工都把握機會，
盡所能服務市民。

水雲澗
「 長 者 健 康 生 活 站 」 （ 下 稱 「 生 活 站 」 ） 提 供
各類型健康產品及復康用品，致力照顧區內長者在
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需要。「生活站」
更善用第三齡資本，聘用長者擔任店員，為他們提供
多方面的參與機會，使長者能夠發揮潛能，貢獻社會，
實踐「老有所為」的精神。「生活站」於疫情期間
仍然盡量維持服務，務求讓有需要的長者會員能
如常購買日常用品及防疫用品。長者店員不辭勞苦、
謹守崗位的敬業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長者健康生活站

展望
來年，社會企業部將全面開拓一站式專業「福袋」
代辦服務，並加入不同主題，例如「抗疫包」、
「佳節心意包」、「寒冬送暖包」等特色福袋，
以適時回應社會所需。社企部亦會與時並進，積極

開拓不同銷售渠道及平台，以增加社企曝光率及
服務收入。社企部將繼續與政府部門、商界、學界及
友好機構緊密合作，發揮協同效應，多管齊下，務求
令業務得以持續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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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康體服務

「瑜伽動作詳解班」的學員全神貫注聽從導師的講解，依足導師
的動作示範。

郭志堯教練在「Stick Mobility訓練班」與學員一同進行側身握杆
鍛鍊。

仁愛堂體育中心為屯門區內最具規模的體育中心之一，為區內居民提供各式康體服務。中心
於2020-2021年度舉辦了約1,500項康體活動，會員人數約5,600，全年服務人次逾18萬。

年度重要事項

2020年，香港市民在新冠疫情下努力保持身心健康，
積極改變生活方式以適應疫下新常態。作為香港
市民的健康夥伴，中心在過去一年亦努力求變，
打破傳統上課場地規限，為會員製作運動教學短片

嶄新服務
及將部份實體課堂改以視像形式進行，支援會員在
抗疫期間維持做運動的習慣，解開鬱悶心情，以健康
身心加強抗疫力。

上班一族工作繁忙，工作時間冗長，加上坐姿不正確，
又缺乏伸展運動，日積月累下容易引起各種身體痛症。
針對都市人的痛症問題，中心於去年開辦了Stick 
Mobility訓練班，由導師教導學員利用「長棍」的
槓桿原理，幫助肌肉作全面伸展，同時利用長棍
進行「等長收縮訓練」，提升肌肉力量。為了讓導師
與學員之間有更多互動交流，訓練班更特別以小組形式
進行，使學員更容易掌握動作技巧。

Stick Mobility訓練班
瑜伽為廣受歡迎的運動之一，因為它既可紓緩情緒，
亦可強身健體，達致平衡身心。然而，瑜伽運動易學
難精，一般學員要能夠正確完成全套瑜伽動作並非
易事。為協助學員能夠更精準地完成瑜伽動作，中心
於去年舉辦了「瑜伽動作詳解班」，除詳細教授學員
各式瑜伽動作外，更提供筆記以加深學員記憶，讓
他們能更透澈地認識及建立個人的瑜伽練習模式。

瑜伽動作詳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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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健體班」學員聽從導師指示，進行連串伸展動作。

李梓楓健身教練在短片中示範高抬腿訓練，對提升心肺功能特別
有幫助。

芭蕾舞班學員參加Grade 2的「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考試」，成績
理想。

網上學習也絕不馬虎，學員們還可以清楚看到大家的動作，互相
提點。

教 練 湯 子 賢 於
短片中示範花式
跳繩，特別提醒
大家要注意手部
握繩的動作。

中心之「水中健體班」一直廣受患有痛症的長者歡迎，
為提升教學質素，中心於去年與水漩道游泳治療教室
合辦「全新水中健體班」，負責導師除了擁有水中健體
導師資格外，更考獲水中健體復康、長者健體、物理
治療助理等資格，課程以嶄新方式將水中健體與復康融合
一起，藉着水中運動增強學員之體質、耐力及平衡力，
改善他們日常活動能力並且減低跌倒之風險。此外，
透過水的浮力，更可減輕學員身體重量及運動時所承受的
壓力，令學員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改善身體痛症。

水漩道水中健體班

多年來，中心與毛妹芭蕾舞學校合辦的芭蕾舞班
均大獲好評，深受家長和小朋友歡迎。為了提昇學員
的水準，每年導師都會推薦表現優秀的學員參加
「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考試」。去年在疫情影響下，
芭蕾舞課堂改為網上進行，雖然形式有變，但學員

網上芭蕾舞班

於疫情期間，為了鼓勵市民大眾持續做運動，促進個人
健康以增強抗疫能力，中心邀請了多位專業教練拍攝
短片，示範多套簡單運動技巧及練習方法，並將短片上載
至網上社交平台與大眾分享，推動全民在家運動，培養
每日運動的健康生活模式。

運動教學短片

對芭蕾舞的熱誠毫無改變。學員通過導師的視像
指導，努力反覆練習，希望能將個人表現提昇，
以最佳狀態應付學院考試。學員的努力並沒白費，
多位學員最終成功通過考核，在舞蹈領域上提升至
另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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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
展望

中心已積極做好準備，待疫情過後全力投入服務，繼續為市民提供質優價廉的康體服務！

會員類別分佈圖
(2020年1月至12月)

總會員人數 : 5,638人

普通會員

長者會員

青少年會員

社區個人會員

社區家庭會員

嘉賓會員

團體會員

2,117人

1,593人

1,300人

369人

177 人

76人

6個團體

(37.5%)

(28.3%)

(23.1%)

(6.5%)

(3.2%)

(1.3%)

(0.1%)

康體訓練班參加人次
(2020年1月至12月)

總參加人次 : 48,704人次

人次

15,000

12,000

9,000

6,000

3,000

0

12,624人

5,552人

768人
0人 192人 488人

13,768人

0人 304人

2,344人

12,296人

368人

※ ※

※因疫情關係， 所有康體服務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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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項目

為幫助輪候公屋一段時間及居住不適切居所的屯門
及元朗區基層市民，本堂積極參與由運輸及房屋局
資助的元朗洪水橋過渡性房屋項目。項目位於洪水橋
洪元路，預計可提供約400個單位，每個單位附設
洗手間及煮食空間，能為約800人提供居所。

本堂在積極跟進洪水橋過渡性房屋項目的同時，
亦密切留意及探討參與發展其他過渡性房屋項目的
可行性，以期能善用營運共享房屋「綠苑」的經驗，
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適切支援。

元朗洪水橋過渡性房屋項目
隨着本堂服務急速發展，總部大樓空間已不敷應用。
本堂積極跟進社會福利署「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
特別計劃申請，於總部大樓擴建新翼。項目計劃
清拆舊翼泳池部份重建樓高8層新翼大樓，新增包括
護養院、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特殊幼兒中心、
長者日期護理中心等服務，合共提供250個服務名額。

項目已進入向獎劵基金申請撥款進行「項目技術
可行性研究」階段，期望撥款申請可盡快通過，
以期能達到於2029年落成並啟用新翼大樓的目標。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展望
元朗洪水橋過渡性房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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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行政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部的主要工作包括制訂招聘標準、薪酬管理、員工關係、績效管理、培訓、工作分析與評核及
處理工傷個案。

年度重要事項

因新冠疫情關係，本部雖未能一如以往提供多個
內部培訓項目，但為配合本年度推出的新人力資源系統
(第一期)，首次以網上視像會議形式舉辦了一連4場
「新人力資源系統簡介會」，為員工示範系統的基本
操作。

除內部培訓外，本堂亦鼓勵員工參與外間培訓，
本年度合共505名員工參與不同類型的培訓項目。

職能
本年度，本堂共有104名表現優秀的員工經各科/部主管
推薦及遴選委員會評核後獲得晉升。

晉升

展望
積極推動「以人為本」管理文化，並持續優化人力資源系統、政策及培訓計劃，提升員工工作能力及歸屬感。

中央行政
社會服務科
　
　
　
　
人力、資訊及行政科
財務科
機構發展科
　
可持續發展科
　
　
教育服務科
　
醫療服務科
內部審計
總數

中央行政
中央行政及服務研發小組
長者地區及鄰舍中心
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
社區及培訓服務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人力資源、資訊科技、行政(外判保安及清潔除外)、工程職員
會計職員
對外事務職員
董事局秘書處職員
社企職員
康體事務職員
項目策劃及統籌職員
教育服務職員 (2所中學及2所小學)
教育服務職員 (10所學前教育幼稚園暨幼兒園)
醫療服務職員
內部審計

4
17

151
275
229
115
36
15
11
3

15
32
1

221
319
180

2
1,626

0.2%
1%

9.3%
16.9%
14.1%

7.1%
2.2%
0.9%
0.7%
0.2%
0.9%

2%
0.1%

13.6%
19.6%
11.1%

0.1%
100.0%

科/部門 員工類別

仁愛堂員工數目

員工數目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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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 整體裝修工程。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西)9樓全層擴展工程。

工程部
工程部主要負責管理保養及維修，處理日常及新增工程項目，監管工程進度及質素，以及為各科、部門
就工程項目管理提供專業意見。

年度重要事項
●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裝修工程 － 前期工程
●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裝修工程 － 前期工程
●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裝修工程 － 前期工程
●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裝修工程 － 前期工程
●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 正門翻新工程
●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 校園翻新改善工程
●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 元朗區新培訓中心開展工程

展望
提供專業工程維修保養服務，並持續統籌及監督新增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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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行政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部為員工提供技術支援及於不同的資訊科技發展項目積極給予意見，務求繼續維持機構有關
資訊科技之優質服務。

年度重要事項

展望
積極配合本堂持續發展方向，在大環境的轉變中能
與時並進，加強網絡保安，並引入合適的資訊科技
系統，協助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

●  購置視像會議軟件，制定相關使用守則及保安設定，
      使員工在新冠疫情環境下仍能安全進行工作會議。

●  優化網上捐款功能，提供更多元化的捐款途徑給予
      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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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
行政部主要負責處理各科、部門之間的綜合協調，並透過建立及優化各項規章制度，加強機構的規範管理。

年度重要事項

展望
優化行政政策及程序，確保資源能有效運用並積極
支持環保及社會企業責任。

●   連續6年榮獲世界綠色組織授予「綠色辦公室」標誌
        及連續4年榮獲「健康工作間」標誌

●   處理超過115項不同類型的投標及報價項目
●   於總堂1樓大堂設置體溫檢查站，與同事及服務
     使 用者同心抗疫

●   行政政策管理及監控
●   資訊發放及物資處理
●   制定及定期檢討採購及招標程序
●   監督服務供應商之服務質素

●   進行綠色辦公室計劃
●   舉辦員工聯誼活動
●   協助各單位舉辦活動（例如：籌募活動等）

職能

總堂大堂設置體温檢查站，守護同事及服務使用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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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部是本堂獨立運作之部門，在董事局的管治及審核委員會的督導下，以客觀、公正及不偏不倚
的專業精神，對特定的項目或單位進行審計及評議工作，以確保各界善款、政府及外界資助、以及其他
收入均被適當及有效地運用。

年度重要審計項目

主要檢視元朗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的
內部監控及其有效性，以及對本堂有關程序的遵守
程度，識別內部監控的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
建議。審計重點包括收入及支出管理、兼職員工、
治療師、護理員及保健員的酬金支出、合約管理、
採購及付款程序，以及資產保存及監管。

元朗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主要檢視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的內部監控及
其有效性，以及對本堂有關程序的遵守程度，識別
內部監控的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建議。
審計重點包括課程和活動收入管理、合約、採購、
支出及付款管理、資產保存及監管、職員及課程
導師酬金支出，以及會員紀錄管理。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主要檢視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的內部監控及其
有效性，以及對本堂有關程序和教育局條例的遵守
程度，識別內部監控的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
建議。審計重點包括學費收入、活動及課程管理、
教師的資歷、兼職員工或班組導師酬金支出、採購
及付款程序，以及資產保存及監管。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主要檢視綠在屯門單位的內部監控及其有效性，
以及對本堂和環保署有關程序的遵守程度，識別內部
監控的缺陷及漏洞，提供合適的改善建議。審計
重點包括收入管理、合約、採購、支出及付款管理、
資產保存及監管、回收物品保存及監管、員工酬金
支出、「綠惜回收」會員紀錄管理，以及向環保署
滙報的機制。

綠在屯門

展望
在董事局的督導與支持下，本部將繼續進行獨立、
客觀及專業的審計，以提升機構效能及持續改善
本堂運作，並透過應用系統及不同的規範管理，
對特定的項目及單位進行審核及不定時的突擊抽查，

以確保各單位嚴格遵守本堂所訂立的程序、內部
監控能有效地運作，同時提升員工對內部監控的
認識及重視，令機構管治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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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財務科負責仁愛堂總部及各屬下單位 (轄下4所中小學除外) 的會計賬目、財務管理工作、編制符合
《公司條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關津助條例及仁愛堂財務管理政策的財務報表、統籌編制年度
財政預算及外部審計工作、規劃及執行經董事局及財務委員會審批並通過的庫務及資金投資管理政策，
並編制財務分析表以協助監察本堂大型籌募活動及轄下各服務單位的運作情況。

財務科亦須處理關聯公司，包括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 (治療癌症) 
有限公司 (「醫療基金」)、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教育基金」)、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 
(精神健康) 有限公司  (「精神健康基金」)、仁愛堂田家炳牙科診所有限公司及仁愛堂謝吳翠霞牙科診所
有限公司的財務工作。

年度財務回顧
2020-2021年度 (由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本堂、轄下4所中小學、「醫療基金」、「教育基金」
及「精神健康基金」之備考總收入 (估計) 約港幣 
782,715,000元。收支備考總表及仁愛堂總收入來源
分佈分別刊於附表一及附表二。總收入主要包括
政府部門的資助、自資服務收入及慈善捐款，部份
籌募及大型活動所籌得之善款達港幣19,135,000元 
(附表三)。本堂恪守審慎理財原則，預計2020-2021
年度將錄得盈餘。

本堂維持一貫穩健及傾向保守的財務政策。本堂於
2021年1月31日之未經審核的資產淨值 (儲備) 約為
港幣313,838,000元 (附表四)，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為6.0倍，而持有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約為港幣230,178,000元。

本堂投資組合表現由董事局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
投資小組負責審閱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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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仁愛堂、轄下中小學、「醫療基金」、「教育基金」及「精神健康基金」
2020-2021年度收支備考總表  (預計)

社會服務

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註一)

可持續發展服務 (註二)

籌募及捐款收入

董事年捐

租務、利息及投資收益

246,760

118,439

103,879

17,260

34,285

13,040

18,801

246,760

118,486

332,026

17,260

36,098

13,040

19,045

228,147

47

2,043

119

70

125

(300)

仁愛堂 轄下中小學 醫療基金 教育基金 精神健康
基金 對沖調整 備考總數

(港幣千元)

(249,593)

(109,579)

(104,486)

(20,331)

(13,198)

(22,509)

(8,333)

(300)

(250,543)

(114,532)

(324,029)

(20,331)

(13,198)

(22,509)

(8,333)

－       

(219,455)

(4,953)

(88)

300

支出

552,464小計 228,147 2,209 195 (300) 782,715

(528,329)小計 (219,455) (4,953) (88) (950) 300(753,475)

24,135年度盈餘 8,692 (2,744) 107 - 29,240

社會服務

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可持續發展服務

籌募及活動費用

慈善及弱勢社群服務

中央行政及其他

撥捐醫療基金

收入

註一：包括4所中小學，並以學年估算 (即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註二：服務包括康體、環保及社會企業。

(950)

(950)

144



社會服務

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可持續發展服務

籌募及捐款收入

董事年捐

租務、利息及投資收益

(45%)

(22%)

(19%)

(3%)

(6%)

(2%)

(3%)

附表二：仁愛堂總收入來源分佈 (2020-2021年度預計)

附表三：部份籌募及大型活動收入估計 (2020-2021年度)

仁愛堂第四十屆(己亥年)/第四十一屆(庚子年)董事局交代就職晚宴

「群策群力‧與愛同行」轉贈行動

仁愛堂「關愛長者 疫境同行迎中秋」福袋送暖行動

七元素遊戲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

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2020

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 2020/21 

Beauty Secret呈獻：仁愛堂長幼共融摺出愛心齊創健力士世界紀錄 2020

金輪天地控股呈獻：仁愛堂慈善步行日

仁愛堂一人一祝福送暖迎新歲行動

6,182

610

699

5,879

833

849

1,218

1,831

1,034

(港幣千元)

總計 1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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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仁愛堂資產負債表

固定資產淨值
租賃使用權
投資物業 

20,245
14,319

8,159

22,277
6,521
8,159

2020年11月30日
(未審核)

2020年3月31日
(未審核)

(港幣千元)

小計 42,72336,957

  存貨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金融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固定資產

流動資產

2,995
52,922
39,205

211,011

2,831
58,664
41,052

230,178

小計 306,133332,7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預收款項
租賃負債 - 流動

57,401
8,998

49,264
5,920

流動資產淨值 239,734277,541

小計 66,39955,184

租賃負債 ‒ 長期 5,385660

資產淨值 277,072313,838

儲備 277,072313,838

小計 5,385660

長期負債

根據社會福利署於2014年5月頒佈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非政府機構《最佳執行指引》規定，本堂已在網頁內 (www.yot.org.hk) 上載
「仁愛堂最佳執行指引」、「年度財務報告 (Annual Financial Report)」及「管理及監察整筆撥款及公積金儲備政策及程序文件」，供公眾查閱。

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作出之披露，第四十一屆董事局年刊中所載有關截至2020年3月31日及2021年1月31日/2021年3月31日之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堂於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部份資料源自截至2020年3月31日之法定財務報表。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
規定須予披露之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堂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2020年3月31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並將會在適當時間
遞交截至2021年3月31日之年度財務報表。

本堂之核數師已就本堂截至2020年3月31日之年度財務報表出具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任何核數師在不作出
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注意事項方式提述需關注之事項；亦未載有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備註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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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
至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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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黃玲玲主席 MH 太平紳士
(2011-2012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帝國集團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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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贊助
(捐款港幣300,000元或以上)

金贊助
(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埃爾華企業
有限公司

Sun Entertainment Culture Limited

莊舜而主席 MH
(2010-2011 年度)

諮議局委員

信貸站 寶橋融資有限公司 時計寶投資有限公司 正佳(大灣區)有限公司

Integrated Capital
(Asia) Limited

Onshine Holdings Ltd. Life In Motion
Company Limited

張敬慧副主席
(2014-2017，

2018-2019 年度)
閻小穎先生

李愛平主席 MH
(2017-2018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吳騰副主席
(2016-2020 年度)

陳子遷先生

150



 

 

全年贊助人
銀贊助

(捐款港幣50,000元或以上)

銅贊助
(捐款港幣30,000元或以上)

賴楚惠副主席
(2015-2016 年度)

張崔賢愛主席 BH
(1995-1996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張心瑜主席 MH
(2006-2007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史顏景蓮主席 MH 
(2015-2016 年度)

諮議局委員

潘俊彥副主席
(2017-2019 年度)

東保集團 三井錶業有限公司

郭志成總理
(2016-2017 年度)

區潔恩總理
(2019-2020 年度)

國農金融投資有限公司

譚握籌總理
(2000-2001，
  2003-2004，

 2006-2007年度)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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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
捐款港幣2,00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鄭丁港先生

捐款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楊素梅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蔡黃玲玲主席MH太平紳士 (2011-2012年度)

信善紫闕玄觀有限公司

鄭慧賢副主席

陳璟瓏總理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陳鑑光副主席

ABERDEEN MARINA HOLDINGS LIMITED

熊敏副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農本方有限公司

許明華總理

吳明華先生及吳明珍女仕 ，張靜蘭遺產承辦人

捐款港幣50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ADRIAN AND JENNIFER CHENG FOUNDATION LIMITED

何建偉副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蘇淑娥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田家炳基金會

捐款港幣30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朱耀中總理

邱澤峯總理

陳世俊總理

洪宏佳總理

焦勇總理

黃思語總理

侯玲玲總理

呂文華總理

李佩儀總理

李筠翎總理

陳東毅總理

趙子樂總理

胡臻霆總理

容維維總理

李愛平主席MH (2017-2018年度)

SUN ENTERTAINMENT CULTURE LIMITED

王錦輝副主席

戴凱倫副主席

杜家軒總理

陳義霖總理

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丘忠航副主席 (2010-2019年度)

許玲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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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
MR CHAN TZE CHIN

TVBI COMPANY LIMITED

THE BANK OF EAST ASIA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蔡金山先生

李國賢基金會有限公司

KESWICK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HK LOVE & CARE CHARITY FOUNDATION LTD

連卓鋒主席 (2019-2020年度)

吳騰副主席 (2016-2020年度)

鏵威物流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BANK FOUNDATION

史顏景蓮主席MH (2015-2016年度)

任德章主席MH (2007-2008年度)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楊素麗小姐

李穎妍副主席 (2017-2018年度)

張敬慧副主席 (2016-2017年度)

MR TUNG KOON MING

周焯華先生

徐玉珊女士

香港熊貓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寶橋融資有限公司

MS CHEUNG MIU HAN BETTY

HONFIELD (CHINA) LIMITED

YU YIM CHOI

捐款港幣5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MR CHENG YUN HONG

浩福有限公司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APPLE DA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

陳鄭玉而主席MH (2013-2014年度)

郭志成總理 (2016-2017年度)

香港神慈秀明會

賴楚惠副主席(2015-2016年度)

施一清總理 (2011-2014年度)

吃喝玩樂慈善會

孟鑫宏先生

香港莊臣控股有限公司

MS CHRISTINE CHUANG 

MR KWOK CHUN YIP

TAK LEE MACHINERY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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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錦雄主席BBS,MH (2016-2017年度)

MISS TANG KIT CHING AMY

林志鴻先生

涂雅雅

鄭杰先生

MISS CHENG KWAN YING

MS CHIU LING

MS YU HO WUN GRACE

SHUN HUNG FAMILIAR COMPANY LIMITED

捐款港幣2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神爺

PUEN WING FAI

VICTORIA WINE CELLAR LIMITED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2012-2013年度)

捐款港幣3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張崔賢愛主席BH (1995-1996年度)

吳明珍主席MH (2014-2015年度)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KFY LIMITED

MR WOO

TAT KONG GREEN FISH FARM COMPANY LIMITED

區潔恩總理 (2019-2020年度)

陳麗珠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譚健業總理 (2018-2019年度)

張心瑜主席 (2006-2007年度)

黃添福副主席 (2012-13, 2019-20年度)

潘俊彥副主席(2017-2019年度)

SANFULL SECURITIES LIMITED

黃鑑濂

MR LAM KING LAU

CHINA DEMETER FINANCIAL INVESTMENT LIMITED

JONSON & JOHNSON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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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
羅台秦主席 MH (2018-2019年度)

池麗春

孝光同人

李邱敏妍女士

李家儀

李郭錦春

李豐蓮

卓輝煌先生

周偉彪先生

梁植先生

陳承志先生

曾照文

馮先生

黃信雄

黃凱潼小妹妹

楊志勇

鄭詩婷、鄭詩雅、鄭俊軒、鄭詩詠

平順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項目管理(2002)有限公司

銘緣會有限公司

LEUNG WAI KING

ANTHONY YIP

MS CHAN FUNG LUEN

CHAN SUEN WAH

捐款港幣10,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沙田社區基金

KAM WAH HONG CHEMICALS COMPANY LIMITED

劉穎勤女士

LO KAM WING

HO YEE MING

MAK WAI MING

黃旌主席BH (1994-1995年度)

BOEHRINGER INGELHEIM HONG KONG LIMITED

CHAN CHUN KI

FAIRVIEW PARK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MR LAM WAI HON

MS KWOK MEI YEE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EVER LUCKY LIMITED

順得實業有限公司

SIU GAN GIN & CHOW MING LAM

YANG CHUNG LUN

雷鴻仁總理 (1991-1992年度)

陳達華副主席 (2016-2018年度)

嚴玉麟副主席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LEE MAN KIT

鄭樹勝總理(2003-2004年度)

KARE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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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 KWOK HUNG

CHEUNG SIU WAH

CHEUNG YING WAI

CHIU YEE SHING

CHOW KING FAI

EVAN SEE

FUNG SING PONG

MR FUNG WAI KA

HO CHI TAT PHILIP

HO WING TIN

HO YUEN MING

MR IP SUI MAN

K FUNG

KAREN CHAN

LAU WAI HAN

LEE GLORIA

LEUNG GAR YEE JOANNA

LEUNG SAU YEE ANDY

MS LO MI CHI LORETTA

MS LUI TING TING

PANG KIN MO

YAN CHUN PANG

YEUNG WAI KWONG

KING WAH COMPANY LTD

捐款港幣5,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

香港公益金

岑浩總理 (2017-2018年度)

MS CHAN PUI SHAN

MS LI CHING CHING

王政皓副主席 (2005-2006年度)

TANG WING CHOI

上海總會

洪光椅總理 (2016-2019年度)

李星強總理 (2013-2014, 2016-2018年度)

蕭瑞珍

飛達帽業製造有限公司

MR TAM CHI HUNG ALEX

MS LEE KWOK CHOI JOSEPHINE

胡興正醫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MS LAW WING SZE

NG KUEN CHI

MR POON SIU KAU

CHINA DEMETER FINANCIAL INVESTMENTS LIMITED

吳瑞麟總理 (2019-2020年度)

許友堅總理 (2018-2020年度)

陳耀東總理
(2006-2009, 2011-2014, 2016-2018,2019-2020年度)

MS LEE KA MAN 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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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
MR LO KWOK SHEUNG

LUI SZE YAN

WONG LAI MING JANICE

WOO YAT CHO

CHOI WING CHUEN YVONNE

MR TANG PAK CHUN PATRICK

周玟秀總理 (2018-2019年度)

袁譚玉琼總理(2011-2012, 2013-2014年度)

歐國倫總理 (2018-2019年度)

伍羅桂芳女士

何先生

余力山

余立基

吳玉珍

李家鳳

林偉成先生

姚明潔

馬介欽先生

梁守義先生

陳李玉佩女士

陳嘉輝

黃仕波

劉太

顧兆田

AMANDA PAI

AU-YEUNG HERBERT

CHAN CHUN YAN

MR CHAN MAN KWONG

CHAN YIN YEE 

CHAU SUI HENG

CHENG SIU FONG

CHEUNG SZE FAN

CHIU LING

CHU HOK WANG CLEMENT

FONG MEII

FUNG SIU HA

MR GILBERT YEUNG

HUNG KWAN YEUNG

KENT WONG

KO CHUN HO

MR LAM KIN WING EDDIE

LAU LAI YIN STELLA

LAU LOI FAAT

LEI WAI MAN

LING HOH YAN

NG KA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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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MEI LAI

MS POON TAK YEE

POON WAI SHING

TSANG HIN KUEN

TSANG SUK YEE 

MR WILLIAM KWOK

WONG CHIU WING

WONG FUNG PING

WONG KA BO

WONG KA MAN

WONG SHI WAI CEDRICK 

WONG WAI KI

MR WONG YEE DING

MR YAU CHI KEUNG

YUNG SHIU CHING

NGAI HING ENGINEERING PLASTIC MATERIALS LTD

ZIBAI (H.K.) INDUSTRIAL LIMITED

*以上為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2月29日錄得的善款，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由於篇幅所限，本表只能臚列捐款港幣
5,000元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懇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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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鳴
謝



 

 

鳴謝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安老服務協調
委員會

食物環境衞生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大會堂

元朗大會堂

房屋署

屯門三聖邨房屋署

屯門友愛邨房屋署

屯門安定邨房屋署

路政署

運輸署

衞生署

衞生署元朗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醫院管理局

大埔醫院

屯門醫院

屯門醫院老人科社區評估服務

北大嶼山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那打素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青山醫院

青山醫院老人精神科

基督教聯合醫院

博愛醫院老人科社區評估服務

將軍澳醫院

港怡醫院

瑪嘉烈醫院

瑪麗醫院

大埔區議會

元朗區議會

屯門區議會

葵青區議會

黃大仙區議會

灣仔區議會

觀塘區議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人間有情慈善基金

小蜜峰慈善基金

心連心行動慈善基金

生命勵進基金會

田家炳基金會

百仁基金

沙田社區基金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

保協慈善基金 - 生命傳愛行動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

施永青基金

盈康慈善基金

香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愛心慈善基金會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慈善基金

立法會

民政事務局

勞工及福利局

運輸及房屋局

食物及衞生局

教育局

環境局

市區重建局

環境保護署

環境運動委員會

民政事務總署

大埔民政事務處

元朗民政事務處

屯門民政事務處

沙田民政事務處

葵青民政事務處

地政總署

政府新聞處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

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

社會福利署東新界統一評估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北大埔社會保障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辦事處

社會福利署中元朗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義工小組(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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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齊心基金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家庭發展基金

惜食堂(小寶慈善基金)

許道城（國際）慈善基金

凱瑟克基金

華永會基金

黃廷方慈善基金

傲翔慈善基金

意贈慈善基金

獅子會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
慈善基金

禁毒基金

葉志成慈善基金

團結香港基金

優質教育基金

環護教育基金會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CNEX Foundation 
Hong Kong Office

廉政專員白韞六先生SBS, IDSM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
太平紳士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衛炳江教授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
BBS太平紳士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
SBS太平紳士

香港樹仁大學校監胡鴻烈博士GBM,
GBS太平紳士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林群聲教授
SBS太平紳士

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教授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
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
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政治助理
馮興禮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1
梁振榮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福利)2 郭慧玲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
劉利群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陳松青太平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何靖副主任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太平紳士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太平紳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
GBS太平紳士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太平紳士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SBS, PDSM,
PMSM太平紳士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太平紳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GBS太平紳士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太平紳士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
IDSM太平紳士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
陳孝慈先生

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主席
田慶先先生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會長霍震霆GBS太平紳士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新界工作部)
李薊怡部長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新界工作部)
葉虎副部長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BBS,MH
太平紳士

 個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GBM, GBS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GBM, GBS
太平紳士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GBM, GBS,
MH太平紳士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GBS, SC太平紳士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G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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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
太平紳士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衞生)1 李愷崙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政務助理
錢卓康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政治助理
鄭守崗先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博士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太平紳士

環境局局長政務助理李泳嘉先生

環境局局長政治助理區詠芷女士

環境保護署社區關係總監陳英儂
博士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太平紳士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太平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1)李忠善太平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2)杜潔麗太平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3)陳蕭淑芬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4)杜永恒太平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5)康陳翠華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助理秘書長
(專業發展及培訓)李惠萍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幼稚園教育)政策發展蘇婉儀女士

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幼稚園教育)
鄺關秀菁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幼稚園行政2)1
陳偉珊先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徐淑美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屯門)
韓憲茵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西貢)
徐德明先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油尖及旺角)
郭蓓蒂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荃灣及葵青)
陳珮盈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大埔)
黃美賢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九龍城)
簡凱恩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沙田)
黃錦麗女士

教育局行政主任(基礎建設及研究
支援)1盧銳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太平紳士

政府新聞處副處長(1)吳綺媚女士

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

衞生署醫生(健康促進)1文麗醫生

消防處處長梁偉雄FSDSM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務)
陳德義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郭李夢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福利專員
余偉業先生

懲教署署長胡英明CSDSM 

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先生

懲教署總懲教主任(參事)
廖永樂先生

懲教署更生事務處總行政經理
(更生事務)蘇黃淑英女士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
(大埔、北區及沙田十一) 王懿華女士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
李夏茵醫生

醫院管理局質素及安全總監
鍾健禮醫生

醫院管理局財務總監陳淑瑜女士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楊諦岡醫生

醫院管理局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
主管張毅翔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
暨屯門醫院行政總監鄧耀鏗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
服務總監（基層及社區醫療)
歐陽東偉醫生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
臨床服務統籌 （藥劑）朱麗明女士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
社區醫療服務顧問護師李雯敏姑娘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機構傳訊)
葉根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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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中醫部主管黃巧雲女士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
總經理 (財務)黃超如小姐

醫院管理局九龍西醫院聯網
仁濟醫院高級財務經理陳蔚琳小姐

青山醫院 / 小欖醫院行政總監
林明醫生

北大嶼山醫院副行政總監
黃立己醫生

屯門醫院副行政總監莫俊強醫生

瑪嘉烈醫院臨床腫瘤科主管
鄭志堅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藥劑師辦事處
翁子豪高級藥劑師

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
李樂詩博士MH

圓玄學院主席陳國超博士BBS,
MH太平紳士

東華三院庚子年董事局主席
文頴怡小姐

保良局庚子年董事會主席
何超鳯女士

九龍樂善堂二零二零年度主席
陳李玉佩女士

博愛醫院庚子年董事局主席
簡陳擷霞女士

仁濟醫院第五十三屆董事局主席
周松東先生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一)
梁竚琦女士

呂文華總理

焦勇總理

許明華總理

李佩儀總理

杜家軒總理

容維維總理

李洪森委員BBS, MH

楊少偉主席BH, MH, OStJ太平紳士
(1989-1990年度)

毛志成主席BH(1993-1994年度)

黃旌主席BH (1994-1995年度)

張崔賢愛主席BH (1995-1996年度)

何君堯主席BH太平紳士
(1996-1997年度)

鄧楊詠曼主席BBS,MH太平紳士
(1999-2000年度)

陳福榮主席MH (2001-2002年度)

顏顏寶鈴主席BBS太平紳士
(2003-2004年度)

龐維新主席MH (2005-2006年度)

張心瑜主席MH (2006-2007年度)

任德章主席MH (2007-2008年度)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莊舜而主席MH(2010-2011年度)

蔡黃玲玲主席MH太平紳士
(2011-2012年度)

陳鄭玉而主席MH(2013-2014年度)

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一)
甄月嫻女士

屯門區議會主席陳樹英女士

楊素梅主席

陳承邦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王錦輝副主席

熊敏副主席

戴凱倫副主席

何健偉副主席

姚宇翔副主席

蔡潤初副主席

陳鑑光副主席

蘇淑娥副主席

李筠翎總理

趙君之總理

胡臻霆總理

陳東毅總理

洪宏佳總理

朱耀中總理

陳義霖總理

侯玲玲總理

黃思語總理

邱澤峯總理

陳璟瓏總理

陳世俊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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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吳明珍主席MH (2014-2015年度)

史顏景蓮主席MH (2015-2016年度)

李愛平主席MH (2017-2018年度)

羅台秦主席MH (2018-2019年度)

連卓鋒主席(2019-2020年度)

丘忠航副主席 (2012-2019年度)

何建偉副主席(2020-2021年度)

李穎妍副主席(2019-2020年度)

陳婉珊副主席MH (2013-2014年度)

潘俊彥副主席(2019-2019年度)

賴楚惠副主席(2015-2016年度)

錢耀棠副主席 (2011-2014年度)

王凱珊總理(2017-2018年度)

田慶先總理(1980-1983,1985-1986,
1995-1996年度)

田熾先總理 (1989-1991年度)

曲敏瑜總理 (2009-2017年度)

岑浩總理 (2017-2018年度)

周玟秀總理 (2018-2019年度)

張洪揚總理 (2002-2003年度)

張鴻總理 (2007-2008,2016-2018年度)

梁崑璞總理 (1998-2001年度)

梁賀琪總理 (2019-2020年度)

麥家榮總理 (2016-2018年度)

楊志達總理太平紳士
(2004-2005年度)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龐盧淑燕校監BBS

田定先校監

吳瑞麟校監

楊志紅校董SBS,BBS太平紳士

費斐校董SBS太平紳士

黃鎮南校董BBS太平紳士

戴希立校董BBS太平紳士

田立仁校董

田樂仁校董

石秦家慧校董

朱俊華校董

何民傑校董

何歐陽翠華校董

何麗全校董

余陳惠玲校董

吳海峯校董

吳瑞珠校董

苑冬紅校董

徐永康校董

徐羅麗萍校董

張華強校董

張嘉齊校董

郭志成校董

郭致宏校董

陳以誠校董

陳卓琦校董

陳鄭佩華校董

陳麗蘭校董

黃悅明校董

黃國成校董

蔡俊華校董

蔡國光校董

鄭文容校董

鄭淑文校董

鄭熹榆校董

謝志偉校董

羅祺姼校董

譚美菲校董

譚振鳴校董

蘇楊潔玲校董

蘇達文校董 

余大偉校長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陳龍生校長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理
及藥劑學系系主任黃志基教授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
臨床助理教授林美玲醫生 

香港大學臨床腫瘤學系臨床教授
暨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名譽顧問顏繼昌醫生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勞力行教授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署理院長
馮奕斌教授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院長
張樟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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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高級中醫師
(臨床教研中心統籌) 吳瑋博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講師石軍醫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中心經理
(醫療) 謝慶綿醫師

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講師
林珮珊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中醫學院
院長梁挺雄教授BBS

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學
研究所所長暨中醫學院副院長
林志秀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任卓昇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中醫專業
應用教授姜元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陳詩雅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中西醫
結合醫學研究所專業顧問歐國賢
醫師

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學
研究所學術及發展經理陳錦良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
所研究及發展組召集人程月玲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醫務中心心臟科專科
醫生蔣忠想醫生

家庭發展基金羅乃萱總幹事BBS,
MH太平紳士

培力控股集團執行董事
陳文綺慧女士BBS

七元素遊戲有限公司主席
鄭丁港先生

七元素遊戲有限公司營運總裁
李恒思先生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主席
鄧添福先生

六福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偉常先生

六福集團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
黃蘭詩小姐

金輪天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王欽賢先生

信善紫闕玄觀主席陳觀威先生

信善紫闕玄觀副主席黃啟鑾先生

香港摺紙協會副主席何婷小姐

香港摺紙協會創會主席陳柏熹先生

神慈秀明會香港支部長郭慧如上師

國際聯青社蔡天文社長

景鴻移民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關景鴻博士

鼎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行政主任
盧思穎小姐

醫療輔助隊總參事許偉光先生

CosmoBoxx董事李漢明先生

梁振英GBM,GBS太平紳士

譚耀宗GBM,GBS太平紳士

高永文醫生GBS太平紳士

左偉國醫生 SBS 太平紳士

石丹理教授BBS太平紳士

黃宏發OBE太平紳士

董煜醫生太平紳士

李子建教授太平紳士

吳克儉太平紳士

黃金寶先生SBS, MH

管浩鳴法政牧師BBS

貝鈞奇先生SBS, MH

鄭家豪MH太平紳士

甘秀雲博士MH

石美寶博士

朱順慈博士

李月蓮博士

李南玉博士MH

李福全博士

杜永德博士

林曉鋒博士

高淑蘭博士

區美蘭博士

張依勵博士

張翁偉儀博士

陳永浩博士

陳偉佳博士

陳惠玲博士

葉柏強博士

葉蔭榮博士

鄭健榮博士

丁錫全醫生

王俊華醫生

左偉國醫生SBS太平紳士

白威醫生

何彩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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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張正平醫生

張漢奇醫生

許月吟醫生

黃頴暘醫生

劉少懷醫生MH

韓敬謙醫生

譚鳳翎醫生

Professor RAO, Nirmala

歐耀佳醫生

潘展平大律師

簡汝謙律師

鄭觀文醫師

左中教授

何慧玲校長

張建新校長

張漪薇校長太平紳士

陳孟宜校長

蔡曼筠校長

鄭筱薇校長

王馨平小姐

朱凱婷小姐

江嘉敏小姐

余潔海小姐

吳婉婷小姐

吳細嬌小姐

吳綠花小姐

吳綠嬌小姐

李芷菁小姐

李美辰小姐　

汪明荃小姐

車淑梅小姐 　　

周穎賢小姐

林穎彤小姐

泳兒小姐

姚明潔小姐

施匡翹小姐

韋文珍小姐

孫曼麗小姐

高海寧小姐

張瑞蓮小姐

張靜卿小姐

梁婉冰小姐

梁詠詩小姐

梁嘉恩小姐

梁麗翹小姐

莊雅瑜小姐

陳少碧小姐

陳貝兒小姐

陳美玲小姐

陳鳳好女士

陳潔雲小姐

陸潔玲小姐

傅嘉莉小姐

菊梓喬小姐

黃少妹小姐

黃鑑濂先生

楊奇想小姐

董美姿小姐

廖婷珍小姐

趙小鳳小姐

劉麗容小姐

蔣家旻小姐

蔣嘉瑩小姐

鄧鳳琪小姐

鄭惠紅小姐

鄭鈴麗小姐

鄭穎珊小姐

黎秀玲小姐

韓淑妍小姐

譚瑋妍小姐

譚嘉儀小姐

許玲玲女士

郭楚翹女士

馮桂儀女士

黃慧晶女士

鄧罩妹女士

譚潤梅女士

吳偉光夫人　

方啟丞先生伉儷

孔德賢先生

田記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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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m Shiu Hung

Tong Shiu Ming

Willie Heung

 慈善組織、團體及學校

東華三院

保良局

九龍樂善堂

博愛醫院

仁濟醫院

圓玄學院

蓬瀛仙館

青松觀

寶蓮禪寺

香港五邑總會

香港神慈秀明會

樂沛兒幼稚園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圓玄學院陳國超興德小學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九龍華仁書院

仁愛堂陳黃淑芳中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屯門官立中學

青松候寶垣中學

江定逢先生

何民傑先生

余開堅先生

吳志威先生

吳明亮先生

李克勤先生

李志剛先生

李家豐先生

沈震軒先生

阮嘉誠先生

林家亨先生

邱為德先生

胡楓先生

胡鴻鈞先生

凌浩雲先生

徐發堅先生

馬興文先生

區永權先生

崔強華先生

張建興先生

梁辰民先生

莊子賢先生

莊元苳先生

陳百祥先生

陳志康先生

陳衛彰先生

陸東先生

彭嘉華先生

彭錦銓先生

曾煥華先生

温啟明先生

程介明先生

黃庭鋒先生

黃德森先生

鄒國強先生

興先生

劉浩龍先生

潘志恒先生

潘鐵珊先生

蔡康年先生

龍文斐先生

謝高晉先生

鍾鎮濤先生

譚永浩先生

關楚耀先生

蘇海星先生

盧梓淇小朋友

Arnett Edwards

Mr Simon NG

Mr Gabriel Tang

Mr Ho Ki Chung & Ms Lo Siu Yin

Mr Julian Wipper

Mr Ken Leung

Ms Iris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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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豐盛苑業主立案法團

穗禾苑業主立案法團

九龍灣啟泰苑業主立案法團

元朗怡豐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天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田景邨業主立案法團

屯門山景邨業主立案法團

屯門兆康苑(第三、四期)業主立案
法團

屯門雅都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屯門翠寧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屯門豪景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牛池灣牛瓊山苑業主立案法團

和明苑業主立案法團

兆山苑業主立案法團

兆禧苑業主立案法團

兆麟苑業主立案法團

沙田耀安邨業主立案法團

旺角海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青衣邨業主立案法團

海富苑業主立案法團

馬鞍山錦豐苑業主立案法團

華貴邨業主立案法團

將軍澳彩明苑業主立案法團

新屯門中心業主立案法團

寶林邨業主立案法團

鳳德邨業主立案法團

顯徑邨業主立案法團

錦龍苑業主立案法團

九龍灣德福花園業主委員會

富泰邨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大埔運頭塘聯會

屯門兆康苑兆恆閣互助委員會

牛頭角下邨居民聯會

泮涌村公所村務委員會

彩雲邨居民促進會

慈雲山慈樂邨居民協會

慈樂邨樂天樓互助委員會

慈樂邨樂祥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三聖邨屋邨諮詢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屋邨諮詢委員會

屯門安定邨屋邨諮詢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禮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廉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信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樂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明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智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暉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德樓互助委員會

屯門友愛邨愛曦樓互助委員會

迦密柏雨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值偉中學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
紀念中學

聖文德書院

德望學校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

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
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及
視覺科學學系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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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邊圍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沙田坳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大埔廣福邨辦事處

大埔寶雅苑服務處

豫豐花園物業服務處

牛頭角上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青衣長宏邨物業服務辦事處

深水埗南昌邨客戶服務處

竹園北邨管業處

觀塘祥和苑管理處

馬鞍山錦泰苑管業處

葵涌葵興邨管業處

荃灣綠楊新邨管理處

天水圍麗湖居管理服務中心

佳定物業管理公司

卓安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信佳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宏力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宏愛義工隊)

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

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現祟山嘉里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置佳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富雅花園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富雅花園物業管理人員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維健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領展物業有限公司

錦綉花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鯉景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大埔寶馬山

屯子圍村

沙田穗禾苑

泮涌新村

青磚圍村

悠然山莊

新慶村

蔚海山莊

一善義工隊

一對手農舍

一舖清唱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九龍東區扶輪社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黃大仙)

九龍城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樂富)

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

大埔主恩浸信會

大埔扶輪社

小星星舞蹈學院

中國香港匹克球總會

中國香港健美總會

中國香港新興運動協會

五餅二魚網站

仁濟醫院錢曼娟安老院

元朗大會堂

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服務
中心

元朗居民服務社

元朗區體育會

分享知友

天水圍兒童合唱團

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金會有限
公司

天水圍婦聯

屯門東南商業協會

屯門獅子會

毋忘愛有限公司

毛妹芭蕾舞學校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正向家長學院

鳳凰衛視香港台

親子王國 Baby-Kingdom.com

頭條日報

蘋果日報

蘋果動新聞

歡喜傳媒

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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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享樂慈善社

青草地粵劇工作室

俊彥武術(太極)學會

信善紫闕玄觀

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建祝義工隊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恒愛義工隊

皇點

紅十字會

英莩教育

香港三葉球協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青年委員會

香港心血管疾病防治協會

香港木棋總會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香港乒乓總會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冰球訓練學校

香港羽毛球總會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教正行長者鄰舍
中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

香港宣教會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律師會

香港音樂傳藝協會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屯門婦女會

香港展能藝術會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綜合
家服務中心

香港視光資源中心

香港業餘體育會

香港聖公會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
試驗計劃(九龍中) 

香港話劇團

香港齊心基金會

香港劍擊總會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香港關公文化研究會有限公司

香港警察樂隊

香港鑽石獅子會

粉嶺景嶺街坊互助社

茹樂社

荔灣體育會

閃爍研藝坊

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有限公司

國際聯青社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銘恩中心

將軍澳仁愛堂慈善籌款委員會

張姚彬社區服務處

彩虹舞坊

全面發展教育協會

死嘢

百好繪本士多

竹園區神召會慈鳳長者鄰舍中心

老友記慈善農莊

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

快樂人生義工服務團

沙田信善玄宮

良田之友社

足印義工隊

和富社會企業

忠義堂

明愛景康居

東華三院朗情合家庭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服務

果子．夢（結伴同遊）

武當道院

社區應急輔助隊

社會政策研究有限公司

社職

芬芬之友社

花MI貓

芳芳之友

金鐘獅子會

長江和黃義工隊

長沙市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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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堂

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

莊臣有限公司

善德真堂

尊賢會

彭氏音樂治療中心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惠愛人間

景嶺街坊互助社

智緣行慈善基金

港澳漢語教師發展基金會

無界音樂曲藝社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
中心

紫天宮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華人廟宇委員會

新界東長者學苑聯網

新香港髮型協會

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

義口同聲．親子故事義工隊

義工情報局V.I.A

聖約翰救傷隊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葉志成慈善基金

運頭塘社區活動聯會

嘉湖愛心義工隊

歌韻社

碧瑤綠色集團

福建婦女協會

綠腳丫有限公司

舞出人生

舞術館

銀杏館

樂活新中年

樂善堂朱定昌護理安老院

樂聚

鄰舍輔導會黃大仙康盛支援中心

機電工程署員工康樂會

膳心連

親子關社義工隊

錦繡前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頤康樂聚

環星研藝社

賽馬會耆智園

「食德好」食物回收計劃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生涯規劃
服務隊  (九龍東)

Bake Lab烘焙研究所

C2 Sports

Excel London College (Shatin)

LP133

The 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YOHO Midtown 義工隊

  傳媒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大公報

文匯報

方福斯傳媒集團

成報

明報

明報周刊

東方日報

東周刊

信報

南華傳媒兒童快報

星島日報

都巿日報

香港仔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香港商報

香港開電視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第五台

壹週刊

晴報

無線電視財經資訊台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經濟日報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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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360

東保集團有限公司

玩具樂園有限公司

金輪天地控股有限公司

冠榮車行

城巴有限公司

威萊(香港) 有限公司

恆泰裕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皇冠環球集團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中藥業協會

香港百佳超級市場

香港第一三共有限公司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海皇粥店

海皇潮州樓

健絡通

唯一美容

國信會計事務所有限公司

國農金融投資有限公司

國際餐廳

培力控股有限公司

基匯資本民坊

Now寬頻電視

on.cc

Viu TV

01心意

 商業機構 / 企業

七元素遊戲有限公司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口罩工廠

口罩匠人

大家樂

大聯大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川粵時光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六福珠寶

仙跡岩

再生健康有限公司

永安百貨

永利(香港)泳池有限公司

生福珠寶

兆安中西藥行

好日子皇宴

沙嗲王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

尚締健康國際有限公司

屈臣氏集團

彩豐行

梯瓦製藥工業有限公司

祥益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羚邦集團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

富臨集團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換幣龍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順得實業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新東洋寶碧（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新綠資源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楊森大藥廠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農本方有限公司

零食物語

嘉里集團

嘉里醫療有限公司

德國寶靈家科研藥廠

撒隆適

歐綠保綜合環保(香港)有限公司

衛材(香港)有限公司

輝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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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世娛樂

興威紡織有限公司

錦利五金塑膠廠有限公司

錦綉花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勵協中心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鴻福堂

麗明珠真髮中心

A & T Sport Goods Company
Limited

Absolute Fitness

Archon

Beauty Secret

Ever Foundation Global Wealth
MGT Limited

Ever Lucky Limited

Flying Sofye by Lam Pei

Guinness World Records

HappiPlayground

HKT

Hosbby

Interactive Care Equipment
Company

Johnson & Johnson

Koncept Workshop Limited

lolohoihoi by Wing Art Workshop

MaskHub (Pat Solution Limited)

Mega Ice

Nike Inc

Sum Fung Capital Limited

Sun Gold Union Company Ltd

Victor Sports (HK) Company 
Limited

1O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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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

社會服務
仁愛堂(屯門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仁愛堂鄉郊老人外展服務隊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
成人教育計劃
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
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
賽馬會e健樂健康管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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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227-229號及悅屏樓228號
大埔運頭塘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第2號亭
沙田穗禾苑商場平台G39號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路1號地下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長者中心及社區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仁愛堂(元朗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仁愛堂樂腦天地
仁愛堂樂腦天地 (友愛)
仁愛堂(友愛)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2樓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樓平台211‒217室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樓平台211‒217室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3號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室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樓平台211‒2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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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16樓H室
觀塘偉業街137號泛亞中心1樓全層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3樓A&B室 & 6樓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102-108號中銀元朗商業中心5及7樓
美孚葵涌道2號

仁愛堂社區中心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仁愛堂屯門「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東-觀塘)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東-牛頭角)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九龍西)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屯門澤豐)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元朗大棠路)
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及培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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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屯子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仁愛堂YES培訓學院
鄰里互助計劃
社區房屋共享計劃
童聚融社區遊
青年生涯規劃計劃
招商局˙仁愛堂YES青年快樂人生資助計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地下
屯門井財街27號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3樓B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中心及體育中心2樓
屯門塘亨路寶華花園2期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中心及體育中心5樓523室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6樓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3樓B室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衞生署成長新動力
全人發展服務
課餘托管服務中心(大埔)
「納喊」計劃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陽光加油站」計劃
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計劃
摩根大通銀行兒童及家庭圖書館
仁愛堂家居維修服務計劃
仁愛堂學校社工服務
教育心理服務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 - 總辦事處(大埔及北區)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屯門)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 (西九龍)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 (東九龍)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港島區)
仁愛堂「一幼稚園一社工」先導計劃
到校支援服務
健康校園計劃
好心情計劃
醫教社計劃(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1樓、2樓及4樓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樓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樓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4樓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樓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2樓平台211‒217室
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1樓106‒7室
黃大仙睦鄰街7號
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106-107室
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106-107室
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106-107室
九龍鑽石山鳳德社區中心106-107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4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1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1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23室
美孚葵涌道2號
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16樓H室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1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4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4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4室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104室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A隊)
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B隊)
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C隊)
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D隊)
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E隊)
關愛基金－「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試驗計劃」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仁愛堂家居樂
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精神健康) － 仁心向晴照顧者支援計劃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18‒19號地下
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商場地下1C9‒1C10室
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商場地下1C9‒1C10室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商場地下1C9‒1C10室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6室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7室

家居照顧及服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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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服務單位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仁愛堂3C•DRAMA幼稚園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中心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兒童發展基金、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

屯門旺賢街8號
屯門山景邨
屯門安定邨
將軍澳唐俊街3號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低座地下
屯門湖景邨湖畔樓低座地下
荃灣大窩口邨富泰樓地下
將軍澳彩明苑彩貴閣地下
深水埗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1樓114號
沙田火炭桂地街20號駿洋邨駿洋商場地下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屯門兆康苑兆恆閣兆順閣平台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5樓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3樓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1樓104室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GH249室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6-8號舖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仁愛堂陳慧玲綜合醫療中心
仁愛堂楊素梅中醫中心
仁愛堂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屯門區)
仁愛堂 — 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離島區)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心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仁愛堂國際華商協進會牙科中心
仁愛堂張心瑜牙科中心
仁愛堂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仁愛堂健智軒
仁愛堂史立德夫人青少年兒童醫療基金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元朗壽富街3號地舖
大埔靖遠街55號地舖
葵芳葵義路15號葵芳閣地下G號舖
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2樓229號鋪
屯門屯利街6號仁愛分科診所5樓
東涌富東街6號東涌健康中心1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地下60號舖
大埔廣福道2-16號廣福華庭1-2號地舖
沙田大圍積壽里6號祥興樓地下及閣樓E舖
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地下2號鋪
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27號2718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綜合醫療中心/中醫中心/牙科中心/慈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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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及社會企業
仁愛堂社會企業—辦公室
仁愛堂社會企業—綠家居
仁愛堂社會企業—水雲澗
仁愛堂社會企業—水雲澗分店
長者健康生活站
綠在屯門

屯門建發街13號建發工業大廈9樓13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屯門置樂花園2座商場地下30-31號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屯義街9號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六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八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連卓鋒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陳炳豐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史立德博士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五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七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九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曹貴子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陳慧玲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國際華商協進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庚子年流動中醫醫療車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綜合醫療車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仁愛堂連卓鋒舞蹈館
仁愛堂珍妮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1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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