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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當上仁愛堂主席一職後，我感覺到任重而道遠。一整天穿梭
港、九、新界，參與仁愛堂大大小小的活動及會議，並不時與善長及
合作夥伴見面介紹仁愛堂的服務大計。雖然工作接踵而來，但我卻
愈忙愈起勁，因為我知道「施比受更有福」，能為有需要的人送上溫暖，
就是上天給予我們最大的恩賜。

過去一段日子，我聯同董事局成員先後宴請及拜訪了立法會、教育局
及新聞處 ，探討了相關的社會問題，透過連串的拜訪活動令董事
局成員更掌握社會的脈搏及需要。而一向走在最前線，支援因天災、
人禍或受突發意外影響家庭的「仁間有愛」應急錢計劃亦成立一周
年了。在短短一年間，計劃主動出擊 20 多次，撥款超過 50 萬元援助
了多個受災禍影響的家庭，例如﹕葵盛東邨斬人案中的傷者、將軍澳
巴士車禍死傷者及家屬 。

除了繼續將愛同溫暖送到每個角落外，青少年的教育發展亦是仁愛
堂今年的重點項目之一。人們常說，知識掌管未來，刻下跳脫的
年輕小伙子，他日便是主宰社會發展的主人翁，讓孩子得到學習與
啟發的機會是不容忽略的。於 2006 年成立的「仁愛堂教育發展基金」，
今年重組並正式命名為「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發展基金」，基金主要
為拓展學生的全方位學習經歷，撥款支持具創意之離岸教育考察活動
計劃，並會為教育工作人員提供適切的培訓，以提升其專業知識及
教學效能。而致力發掘及培訓資優兒童的「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
兒童資優發展中心」亦已開幕，中心以「關愛兒童成長、成就資優發展」
為宗旨，重點推動大學教育科研工作及策劃辦理各項本港兒童支援、
培育及發展評估方案，發掘兒童潛能，為他們創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另外，仁愛堂今年兩項矚目計劃，分別為「仁愛堂海峽兩岸四地研討會」
及「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考察之旅」，亦即將隆重登場。兩個計劃籌備
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早前「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考察之旅」已經
甄選了 100 名「極地保育大使」，並且展開了連串度身訂做的培訓課程。
這群活力十足的青少年來自全港 90 間中學，當我第一次跟他們見面
時，就被他們的青春氣息所感動。他們彷彿有用之不盡的活力與創意，
令我們對「90」後，  亦寄以厚望！我期望他們可以把握今次的學習良機，
凝聚環保力量將環保訊息推廣至社區每一個角落。

至於，「仁愛堂海峽兩岸四地研討會」破天荒得到中、港、台、澳四地
重要官員、大學學者及社福界代表支持。雖然仁愛堂沒有籌辦研討會
的經驗，但猶幸得到各界友好支持，在群策群力下，我相信研討會定
必能成功舉辦，為推動兩岸四地非營利組織的交流，出一分力。

主席的話



人類大肆開發資源，令到全球氣候及生態大變，繼續
下去，森林消失、田園沙漠化、到處出現酸雨、乾旱，
我們的地球將難以修復，最終受害者就是我們下一代。
所以，仁愛堂夥拍野外動向舉辦「仁愛堂．野外長征
南極考察之旅」，聯同 100 位「極地保育大使」，
要「救救地球．從南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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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荒學界創舉
今時今日，要灌輸新一代環保意識，非得要動動腦筋，
更要以互動形式以及輕鬆的「活動教學法」不可。活動籌
委會張華強主席指出：「正是這原因，仁愛堂要學生
親力親為，讓他們在就讀學校中推行環保計劃，由意念
到實行的每個環節，都『落手落腳』去做，打動自己，
才可以打動身邊人。最終，最有創意及講求成本效益的
15名高中學生，可以得到『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發展
基金』全數贊助到南極考察，親身見證人類過度開發
資源的後果。」

打從去年底，仁愛堂與野外動向已積極籌備這個破天荒
計劃。活動旗幟鮮明，就是希望鼓勵更多青少年投身環
保事業及科研工作，建立正面的人生觀，為社會發放正
能量。莊舜而主席補充謂：「能夠到南極旅遊的人不多，
今次活動一次過資助15名高中學生走訪南極，更是香港
學界的『第一次』!」其實，說今次計劃為一個破天荒的
活動，絕不為過。因為今次考察得到祖國有關單位的特
別批准，考察學生可以到訪中國位於南極的長城研究
站，與當地駐守專家作深度交流，絕對是機會難逢。

網上召集  100名「極地保育大使」正式誕生
為使活動一呼百應，仁愛堂除了透過傳統途徑接觸全港
中學外，更特別就活動推出網頁及Facebook，讓有興趣
人士可以隨時隨地掌握活動的最新資訊，而愛分享的人
士更可以於網上上下載有趣圖片、短片及遊戲，與友人
無遠弗界地分享環保活動經驗與樂趣，難怪反應非常
熱烈，得到廣大青少年的支持。如活動Facebook推出不
足2個月，已經有近5,000人成為擁躉，於網上分享
討論。

培養新一代環保意識

一眾活動籌委會成員接過李樂詩博士（左五）頒贈的「南極通行證」，
向南極考察之旅踏出第一步。

李樂詩博士（右）及陳龍生教授（左）與傳媒分享南極之行的重要性。

籌委會張華強主席（左一）聯同仁愛堂董事局成員包括莊舜而主席
（中）、   蔡黃玲玲副主席（左二）及歐雪明副主席（右一）於早前新聞
發佈會中向公眾介紹活動。

活動網址：www.mightyrovers.yot.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yot2010

04
仁愛焦點



「極地保育大使」除了獲得豐富的保育知識外，更贏得珍貴的友誼。

獲選為「極地保育大使」的學生，7月及8月期間剛參加
由知名專家包括李樂詩博士等安排行夜山、外展訓練、
極地工作坊及參觀綠色機構。他們在完成培訓後，便要
運用創意和組織能力，於新學年在學校推行環保計劃。
而當中表現卓越的15名「極地保育大使」會獲全數資助
參加南極考察之旅，親身體驗白色大陸的力量。

專家隨行南極　學生可認真安心考察
南極之旅鐵定於今年11月25日出發，仁愛堂特別邀請
李樂詩博士擔當活動顧問，及陳龍生教授擔任隨隊
教授，連同一位隨隊醫生，帶領學生到訪南極。此外，
大會更得到多個知名品牌贊助南極之行的裝備，讓學生
可以安心參與為期18天的極地考察。

最後，陳龍生教授表示，成功參與遠征南極考察的15名
高中學生，在遠赴南極的同時，亦需接受相關的課堂
教學，及進行專題研究、提交報告，估計預備時間需要
約60小時，難度可比擬大學一年級的課程，亦能考驗參
加者的意志力，因此正向港大申請，若是項旅程的參加
者日後晉身港大，旅程將可當成三個學分計算。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發展基金
資助低收入家庭學生參與多元化的興趣活動，藉此擴闊
其生活體驗，建立積極正面的自我形象，讓貧困學生得
到平等學習機會。近年，基金更積極拓展學生全方位學
習經歷，增加撥款支持具創意之離岸教育考察活動，如
今年破天荒舉辦「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考察之旅」。
此外，基金亦著力加強教育工作人員的培訓，以提升其
專業知識及教學效能。

基金截至2010年6月，已籌得善款近港幣400萬元，受惠
人士超過4,200名。

全港有約三分一中學，共130間推薦學生參與今次
活動，而經學校自行篩選後參與之學生亦有合共240人
提交報名書，最終要透過大會評審連夜討論，方選出
100名「極地保育大使」，大使名單請見活動網頁。為確
保今次參與學生都全情投入，大會千挑萬選，於首輪先
甄選出100名高中學生成為「極地保育大使」，並為他們
安排一連串精彩兼極具挑戰性之訓練課程。

活動評審陣容鼎盛，包括：
‧ 邱騰華太平紳士
 環境局局長
‧ 李樂詩博士
 著名極地探險家；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
‧ 林大輝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 陳龍生教授
 著名地質學家；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 莊舜而女士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主席
‧ 蔡黃玲玲女士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副主席暨
 教育發展基金命名人
‧ 張華強先生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副主席暨
 活動籌委會主席
‧ 陳鄭玉而博士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副主席
‧ 歐雪明小姐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副主席
‧ 陳婉珊小姐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總理
‧ 陳嘉俊先生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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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四地研討會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最近一次以「香港和諧社會」研究計
劃顯示，58.8%受訪者贊成以「社會和諧」為未來的發展
路向，但只有26.5%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香港是  
一個和諧社會。而「窮人與有錢人之間的矛盾」更高踞  
社會矛盾嚴重程度首位，情況令人關注。                   

舉辦日期及地點 2010年11月22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顧問團成員，包括﹕

‧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陳佐洱教授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江丹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暨
 仁愛堂創辦人劉皇發GBS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太平紳士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GBS太平紳士

‧香港社會服務研究中心會長
 譚耀宗GBS太平紳士

‧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GBS GBM太平紳士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兼行政會議成員  
 張炳良太平紳士 

‧澳門社會及文化司司長張裕先生

‧全國政協委員湯偉奇博士BBS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授

‧香港城巿大學校長郭位教授

‧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先生

‧中華旅行社總經理楊家駿先生

‧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主席莊舜而女士

研討會主題
關顧民困、共建和諧—
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和挑戰

仁間有愛　社會和諧攜手創
研討會由本堂主辦，並由中國紅十字基金會、香港三間
大學(中大、城大、理大)、圓玄學院、社會服務發展
研究中心、文匯報及香港金融學院作為協辦團體；
此外，中國紅十字基金會負責人江丹女士、全國政協
常務委員會及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陳佐洱教授，以及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也答允全力支持。

研討會分上下午舉行，並已邀得中、港、台三地著名
學者共抒偉見；主要講者包括華懋慈善基金主席龔仁心
先生、清華大學王名教授、台大江明修教授、華東理大
徐永祥教授、台灣中正大學官有垣教授，以及香港理大
阮曾媛琪教授，另評論嘉賓則有中大陳健民教授、港大
李詠怡教授、香港教育學院莫家豪教授、浸大趙維生
教授，以及台大馮燕教授等。

大會並邀得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兼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太
平紳士及全國人大代表暨范氏慈善信託基金理事羅范椒
芬太平紳士擔任研討會主持一職，另亦會邀請中、港慈
善基金會負責人分享其成立基金的宏願和心得。除研討
會外，大會將於11月21日舉行歡迎晚宴，宴請兩岸四地
嘉賓交流及聯誼，另於11月23日安排中、台、澳參加者
參觀本地著名團體及機構。這個研討會殊具意義，各位
不容錯過！

因此，仁愛堂本著「仁間有愛」的精神，藉著舉辦「海峽    
兩岸四地研討會」，集合中國、香港、台灣及澳門的福利
事務官員學者與及慈善機構代表，討論「非營利組織」對
解決民困、以及促進社會和諧所發揮的功能，從而
肯定「非營利組織」之存在價值及意義。

中國

台灣
香港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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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於 2007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成立，旨為幫助貧困的癌症病人以現金資助方式，購買
自費治療癌症藥物，使病人得到最適切的治療，對抗癌魔，為癌症病人帶來希望。

現時「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主要援助屯門醫院符合申請基金的癌症病人。受助人經屯門醫院腫瘤科醫生進行
評估，以及醫務社工透過家庭經濟狀況審查後，由仁愛堂作最後審批，每位符合申請基金的癌症病人之資助上限為
港幣 65,000 元。

基金成立至今，已撥款超過港幣1,000萬元為500多名癌症病人提供經濟上的援助，讓他們可以得到適切的治療，
對抗癌魔，為病人及其家人帶來希望。踏入第 3個年頭，基金銳意為更多癌症病人提供即時甘露，讓他們感受到
「仁間有愛」。

的展望
援助癌症基金”
“仁愛堂莊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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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路旁的小花縱然默默無語，
卻是為點綴您漫長的人生而盛開。
人說「商場如戰場」，仁愛堂第三十一屆董事局暨基金
命名人莊舜而主席、 基金創辦人任德章主席 MH 和基金
董事暨榮譽贊助人陳國超博士 MH，他們縱橫商場多年，
打過無數勝仗，歷盡幾許艱辛。但三人的心卻沒有被
這個殺戮戰場弄得崩分離析，始終美麗如一。

如果以花喻人，莊舜而主席就像向日葵，她綻放的美
不只在外表，與她談心，更會被她豔陽般的溫暖所
感染；謙謙君子的任德章主席 MH 自小服侍老弱
貧苦，默默將愛心散播給其他人，像蓮花的香氣
愈遠愈益發清香；而陳國超博士則是一株堅強的
冬梅，小時候體弱多病，因為經過一番寒澈骨，熬來過
後自是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三位昔日有著不同成長經歷的人，今天因為仁愛堂，
因為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而在岔道上相遇、
相知。

基金成立 3 年了，作為基金的無名英雄，他們都希望藉
此為癌症病人送上勉勵說話：
莊舜而主席：「人，總要信。您一定要相信，人間充滿
希望，請您們不要放棄！」

任德章主席 MH：「明天會更好！請您們不要氣餒，要多
愛惜自己。惟有先愛自己，才懂得去愛人。」

陳國超博士 MH：「請您們不要懼怕，接受現實，用心擁
抱生命，不要讓人生留憾。」

當您在抗癌的風雨路上感到疲憊，想要放棄，請謹記，
在路上的某一角落，仍然有三朵小花願意為您綻放。
因為心中有愛，有愛才生出花。

莊舜而主席（右）、任德章主席MH（中）及陳國超博士MH（左）同心為癌症病人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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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堂銳意廣泛宣揚「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
的使命及目的，特別邀請了「視后」米雪小姐擔任

「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的代言人，成為癌症病人
的同行天使，為病人家庭注入力量，燃點生機。

米雪小姐不但在其璀璨的銀色旅途上發光發亮，在慈善
事業上亦給人帶來無限溫暖。她一直熱心公益，在拍戲
之餘時常抽空做義工，亦經常出席明星足球隊的慈善
活動，更在廣西助養了幾十名孤兒，可謂善心爆棚。 

早前，著名足球員尹志強先生不幸患上癌症，米雪小姐
一直陪伴在側，她對這位摯愛一直不離不棄，無人不因
她的剛毅、溫婉而動容。後來尹先生驟然離世，雖然
痛失摯愛，但眾人前，米雪小姐一直表現堅強勇敢，敬業
樂業，如常工作。雖然令人感到有點心酸，但其專業精神
亦令人非常敬佩。

仁愛堂很榮幸能夠得到這位聰慧、美麗又果敢的米雪小
姐答允擔任「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的代言人，
用愛與關懷，勉勵正在與癌魔抗戰的病人及其家屬，
用她的愛和生命作他人希望之光。

本堂相信透過基金代言人米雪小姐的呼籲，能夠令公眾
大力支持基金，籌募更多善款，令更多癌症病人受惠。

米雪敬業樂業的精神，令人敬佩。

希望全因有您—
抗癌的道路上或會荊棘重重，

但猶幸總有您鼓勵

「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代言人
  ─ 米雪小姐

米雪擁有十年如一日的青春美貌，相信與她漂亮
的善心和開朗的心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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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氣息已逐漸恢復過來。我本來已經不知道什麼叫
希望，是仁愛堂讓我得到重生的機會。」

康復中的志群眼神堅定地說﹕「無論如何，我也會堅持下
去，把病治好，不會辜負所有關心我，幫助過我的人。
現在除了每個月到醫院到醫院覆診一次，我每天也堅持
下廚與女兒一起晚飯，然後到球場跑步。我知道，我不
能夠太貪心。活得一天得一天，我的每一天都是賺來
的。」樂天知命的志群，正正活出了董煜醫生所說的半
杯水生命觀。

董煜醫生（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
（臨床及中醫藥）及屯門醫院臨床腫瘤科部門主管）

董煜醫生半杯水的人生觀，發人深省。

在艱苦的抗癌路上，那一雙
看起孤伶伶的足印，其實是
屬於有心人的，因為這是他
背着您而留下的足跡。

「生病之前，我從來都不做運動。現在我每天都去球場
跑圈，因為跑步可以讓我忘記。」志群 1996 年從廣州下
嫁來香港，一家五口日子過得雖然刻苦，卻享受着平淡
的幸福。怎料丈夫一年多前患上肺癌，因為諱疾忌醫，
在家人面前故作堅強，短短 3 個月，病情急轉直下，
突然辭世。一個家庭主婦湊着 3 個女兒，舉目無親，
頓失至愛，志群痛不欲生。

幸好志群的弟弟遠從廣州來港幫忙照顧幼小。志群原以
為可以在家人的臂膀下暫且忘記傷痛。現實是，天意真
的會作弄人。「後來醫院要求家屬去驗肺。弟弟放心不下，
硬要捉着我到醫院檢驗，報告出來，證實我的肺也有
癌細胞，而且已擴散到骨。」

原以為無望的人生，就在此時出現曙光。志群在屯門
醫院社工的幫忙下，成功申請「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
基金」。基金除了資助志群 8 個月的療程外，更主動
聯絡藥廠，全費資助志群服用新藥直至她康復。「現在

不是所有人生都結着漂亮的
蝴蝶結，但生命終究是一份
無價的禮物。
基金受惠人－李志群女士

志群感激仁愛堂讓她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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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看着「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成長的醫院管理
局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臨床及中醫藥）及屯門醫院
臨床腫瘤科部門主管董煜醫生，每天在醫院裡看着生老
病死天天上演，但他依然會為抓不住的生命而感到惋惜。

董醫生說：「很多癌症病人得知自己患病的一刻，除了擔
心醫藥費和家庭經濟 問題外，最常問的便是：『為什麼
會是我 ?』。」雖然這問題份屬人之常情，但董醫生
卻感謂，怨天尤人過後，病人最重要是接受現實，積極
面對。「病人一定要往好處想，不要放棄自己。就像眼前
的半杯水，有人會因為它只剩下半杯悲嘆不已，有人卻
會看見它還有半杯而好好珍惜。生命的意義絕對不在於
長短，而是怎樣將它活得有意義。」董醫生緊緊將桌前的
水杯握在手中。

能夠救活病人，當然是醫生最大的鼓舞。但同樣，
能夠讓撤手人寰的病人有尊嚴地離去，也是董醫生作為
醫者生命的意義之源。「死亡並不可怕，每個人皆要
面對死亡的來臨。誠言生命無常，做人不應太執着，
最重要是盡力而為。就算最後救活不了病人，只要能
夠幫助到他身邊的家人渡過難關，作為醫生我也於願
足矣。」在董醫生嚴肅的白袍下，藏着的卻是一顆樂天
知命、看透世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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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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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捐款表格 (NL1008)

其他支持仁愛堂的方法（煩請傳真2655 7790對外事務部收）

意見收集表（煩請傳真2655 7790外事務部收）

捐款金額
 HK$1,000 HK$500 HK$200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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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 072-864-502-00016-8 恒生銀行 024-241-073832-001
滙豐銀行  004-142-056639-001 中國銀行（香港） 012-889-0-002009-9

✓

捐款者資料
捐款者編號（如有的話）：

中文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英文姓名： Mr/Mrs/Ms

地址：

電話： 電郵： 簽署：

認識仁愛堂之途徑
電視 互聯網 親友或機構介紹
電台 交通工具如鐵路、巴士等
報章雜誌 本堂宣傳品如單張海報等 其他

請寄回捐款收據（只適用於港幣100元或以上之捐款）。
請於財政年度結算後將本人捐款總額收據一張過寄給本人。
本人願意日後收到有關仁愛堂之籌募活動資料。

如欲了解更多仁愛堂服務及活動的詳情，請瀏覽本堂網頁www.yot.org.hk或致電2655 7788查詢。
備註：
1. 請在空格上加上✓號。
2. 閣下向本堂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宣傳、籌款活動及簽發捐款收據之用。

多謝您的慷慨捐獻!您的一分一毫，將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本人  /  機構樂意 每月 一次過捐款支持仁愛堂。

為使本堂刊物內容更豐富充實，我們歡迎各位讀者給予寶貴的意見。

本人意見：

聯絡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聯絡電話：

本人 / 機構樂意以下形式支持仁愛堂。
於結婚、生日、畢業或友好機構的周年、開業或搬遷時，呼籲友好或機構捐款予本堂，以代替送贈花籃或禮物。
於平安紙加入本堂作為受惠機構，詳情請與閣下之律師聯絡。
將節省之紀念品開支捐予仁愛堂。
贊助本堂之籌款活動或刊物之印刷費。
邀請本堂成為 貴機構活動之受惠機構。
協助本堂於 貴機構擺放本堂單張  /  籌款箱  /  年報。
協助本堂於 貴機構的刊物或郵件中夾附本堂單張。
協助本堂於 貴機構的刊物中刊登本堂宣傳稿。

其他

機構名稱：

聯絡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聯絡電話：

直接存入仁愛堂戶口

送交善款至OK便利店（請附上交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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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恩娜當晚更擔任表演嘉賓，美妙歌聲令在場人士聽出耳油。晚宴完結前，大會宣佈活動一共為「仁愛堂蔡黃玲玲
教育發展基金」籌得超過 220 萬港元理想善款，消息令人振奮。

為能讓全港市民大眾一同分享當晚的熱鬧盛況，活動精華片段更已安排於7月 18日 (星期日 )晚上 11時 55分於無線
翡翠台播出。

名人紅星雲集
表揚愛心藝人及品牌

一眾主禮嘉賓帶領得獎藝人及品牌代表祝酒。

由仁愛堂及香港傳藝中心合辦，並得到數百位政商界及演藝界名人參與及支持，包括鍾逸傑爵士、黃星華博士 GBS、
助理廣播處長（香港）張文新先生、胡偉文博士 BBS、黄奕小姐、汪圓圓小姐 ，並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 GBS
太平紳士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擔任主禮嘉賓，場面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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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黃達東主席於開場演辭時攝。

米雪
呂良偉
車淑梅
官恩娜
林峯
范冰冰
張繼聰
陳道明
惠英紅
謝雪心
鍾鎮濤
羅家英

「傑出愛心演藝人大獎」
得主 ( 按筆劃序 )

「鑽石傑出仁愛品牌大獎」得獎機構：

「傑出仁愛品牌大獎」得獎機構：

景福珠寶集團
有限公司

中國東莞長安
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

現代美容

太子珠寶
鐘錶公司

永利國際投資
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DSC
德爾斯

名匯集團 瑞士英納格錶

匯菱洋酒
有限公司

莊舜而主席（左）以20萬港元投得Loewe紅色鱷魚皮限量版手袋，
並由籌委會副主任委員歐雪明副主席（右）頒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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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藝人林峯（右）與張繼聰（左）惺惺相惜，分享做善事的心得。

車淑梅及呂良偉經常出席支持慈善活動，可謂實至名歸。視后米雪與善事結下不解緣，今年更成為「仁愛堂莊舜而援助
癌症基金」首位代言人，協助基金籌款及宣傳。

星級魅力在得獎藝人合照中展露無遺。 藝人的笑容彷彿在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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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迴響獻愛心暨
「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

成立3周年晚會

由仁愛堂及香港電台合辦的籌款晚會，於 2010 年
5 月 8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港台邀得
多位著名歌手演繹中外經典金曲，慶賀 Uncle Ray 在
廣播界 60 周年及「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成立
3周年，最後為基金籌得善款超過 320 萬港元。

當晚先由仁愛堂莊舜而主席、廣播處梁松泰副處長
及 Uncle Ray 進行簡單而隆重的亮燈儀式，其後
由 一 眾 歌 手 包 括 陳 潔 靈、 區 瑞 強、Teddy Robin、
Joe Junior、Maria Cordero、Christine Samson、
Michael Remedios、Danny Diaz、The Mystics、大 L、
Jade、官恩娜、陳柏宇、孫耀威、泳兒、側田、鍾舒漫、
陳偉霆、Hotcha 獻唱經典懷舊金曲。繞樑三日的悅
耳歌聲，令人仿似踏進時光隧道，重溫香港樂壇昔日的
光輝發展。

為籌得更多善款，晚會更設有拍賣環節，並由 Cartier 及
蔡和平先生分別捐出名貴腕錶及名畫作慈善拍賣，
Uncle Ray 更捐出多年來的私人珍藏予嘉賓競投。

是次晚會得以成功舉行，全賴一眾友好善長及機構
慷慨捐款支持，包括：
至尊贊助：莊舜而主席、任德章主席MH及圓玄學院
鑽石贊助：農本方有限公司
活動主任委員暨金贊助：陳鄭玉而副主席及史顏景蓮
副主席
活動副主任委員暨銀贊助：歐雪明副主席、孫蔡吐媚
總理、謝丹嫚總理、伍尚敦總理及程雁總理
金贊助：Bossini
銅贊助：吳明珍副主席及徐炳光總理

莊舜而主席（右四）、廣播處梁松泰副處長（左四）及Uncle Ray（右五）聯同一眾董事局成員主持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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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表演嘉賓陣容鼎盛，絕對是近年難得一見，難怪台下觀眾
聽得如癡如醉。 久未露面的Albert Au自彈自唱助慶。

Hotcha模仿大熱女子組合Wonder Girls唱歌。

鍾舒漫及陳偉霆用令人著迷的勁歌熱舞，與台下歡眾細味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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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三十屆（己丑年）/ 第三十一屆（庚寅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籌款晚宴
仁愛堂第三十屆（己丑年）/ 第三十一屆（庚寅年）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已於 2010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正午假香港洲
際酒店大禮堂舉行，出席政府官員及嘉賓眾多，場面熱鬧。本堂邀得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及行政會議成員
暨仁愛堂創辦人劉皇發 GBM, GBS 太平紳士親臨主禮。此外，為表揚第三十屆董事局成員過去一年
積極參與仁愛堂的活動及會議，並踴躍捐款支持，行政會議成員暨仁愛堂創辦人劉皇發GBM, GBS 太平紳士更代表
仁愛堂頒發「最高籌款獎」及「最熱心參與獎」獎項予得獎之董事局成員。

當晚本堂於相地點舉行就職晚宴。就職晚宴上，本堂正式宣布委任謝雪心、李蘢怡、朱茵、劉心悠、傅穎、關禮傑、
乒乓孖寶李靜、高禮澤、孫耀威擔任本年度的「仁愛大使」。由於，就職晚宴舉行前夕，青海玉樹縣不幸發生大地震，
仁愛堂特別將晚宴義唱所籌得之善款，半數撥捐青海玉樹縣災民，以協助當地政府重修學校。一向熱心支持公益的
董事局成員及嘉賓均踴躍獻唱，晚宴最終共籌得超過港幣 400 萬元善款，成績令人鼓舞。

主席團成員合唱一曲「明天會更好」，以示齊心。
莊舜而主席（左）與蔡黃玲玲副主席（右）代表董事局同寅，向卓歐靜美
主席MH（中）送上名貴香檳，以答謝她對仁愛堂的貢獻。

今年董事局合共有 35人，可謂人才濟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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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年度董事局最高籌款獎
冠軍 歐雪明副主席
亞軍 蔡黃玲玲副主席
季軍 莊舜而主席

2009-2010 年度董事局最熱心參與獎
冠軍 曲敏瑜總理
亞軍 歐倩美總理
季軍 吳明珍副主席

2009-2010 年度「仁愛堂 ICBC信用咭最高簽賬額獎」
冠軍 莊舜而主席
亞軍 蔡黃玲玲副主席
季軍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 年度全年贊助人經募最高籌款獎
冠軍 歐雪明副主席
亞軍 徐毛麗佳總理
季軍 鍾志偉副主席

各「仁愛大使」一同接受委任狀。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頒發委任證
書予莊舜而主席。

仁愛堂董事局成員感情要好，聚首一堂當然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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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董事局宴請
新聞處處長黃偉綸太平紳士及傳媒
暨全年大型籌款節目巡禮

莊舜而主席（前左四）頒發「南極通行證」予將遠走南極的董事局成員。

莊舜而主席（右）致送紀念品，以答謝新聞處處長黃偉綸
太平紳士（左）撥冗出席午宴。

仁愛堂為加強與傳媒友好之聯繫及溝通，已於 6月 2日
宴請新聞處處長黃偉綸太平紳士及各大傳媒，並舉行
全年籌款節目巡禮，讓傳媒友好更了解仁愛堂本年度即
將舉行的各項大型慈善籌款活動及未來動向，包括
「仁愛堂海峽兩岸四地研討會」、「仁愛堂‧野外長征
南極考察之旅」等。

在新聞處處長黃偉綸太平紳士及各大傳媒見證下，仁愛堂
董事局莊舜而主席向即將出發前往南極的董事局成員
頒發「南極通行證」，祝願各人旅途平安並取得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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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拜訪
立法會及教育局

仁愛堂董事局一直與政府各部門保持緊密且良好的聯繫，
今年在莊舜而主席的帶領下，仁愛堂董事局成員分別
拜訪立法會、教育局等政府部門。會面期間，董事局與
官員及立法會議員言談甚歡，互相交流意見，獲益良多。

今年 5 月，葵盛東邨發生一宗駭人聽聞的兇殺案，釀成 2 死 3 傷慘劇。仁愛堂董事局成員得悉事件後，即時從
「仁間有愛應急錢計劃」撥出 10萬 5千元予事件中 3名死傷者的家屬，以解其燃眉之急。

「仁間有愛應急錢計劃」
即時撥款10萬5千元，為葵盛東邨慘劇死傷家屬送上溫暖

仁愛堂健體中心龍舟隊隊員，為備戰一年一度的龍舟
賽事，自 4月起便密集式地到西貢進行艱苦的集訓。一
向活力十足的張華強副主席今年更加入龍舟隊，與 30多
名隊友一同接受訓練。經過連月集訓，龍舟隊於 6月 16
日端午節正式代表仁愛堂出戰屯門區龍舟競渡之小龍、
中龍及無綫港鐵友誼盃賽事，並且取得理想成績。除了
小龍及中龍均進入決賽，在無綫港鐵友誼盃賽事中更榮
獲亞軍，各人的努力終獲得成果。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龍舟隊隊員於屯門區龍舟競渡取得佳績

莊舜而主席及張華強副主席（右二）與一眾龍舟隊隊員合照。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GBS太平紳士（前右五）與多位議員與董事局互相交流。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GBS太平紳士（前左三）及一眾官員與董事局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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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到訪仁愛堂
仁愛堂與僱員再培訓局於 5月為新來港人士開辦「就業基礎技能證書」課程，並配合社會福利署與本堂教育部合辦的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有需要學員提供託兒服務，令他們得以安心學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與在董事局
成員陪同下，於 5月 7日到訪本堂，與學員分享就業心得。

一班學員得知張局長及董事局成員前來探訪，均表現雀躍。由於大多數學員來港不足一年，難以在短期內
就業，故課程特別提供的電腦應用、求職技巧和簡單英語等實用知識，讓學員能在短期內提升就業技能。張局長了解
過課程內容後稱讚，課程能直接讓新移民更了解社區資源，配以工作技能培訓以及 3個月就業跟進，為學員提供全方
位協助。

張建宗局長親身探訪社署與本堂教育部合辦的「社區褓母」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GBS太平紳士（中）及仁愛堂董事局成員與學員合照。

分享會後，張建宗局長向學員致送禮物，以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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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
上海世博之旅
董事局成員及友好一行 90 人，於 6月 7日至 11 日期間
浩浩蕩蕩到訪上海世博會，並參觀了中國館、意大利館
及法國館等。各董事局成員都非常仔細參觀場館各展品，
他們對於能參與世博會盛事均感到十分興奮。除了參與
世博會之外，董事局成員更到無錫參觀靈山梵宮，
其莊嚴的氣派，讓董事局成員目不暇給。旅程得以
成功圓滿結束，實在有賴莊舜而主席、蔡黃玲玲副主席
的悉心安排及協調。

90 人一起外訪，機會難能可貴，團友返港後感情更加深厚。

難得聚首一堂，大家都笑開懷。

世博之旅期間，適值鄧錦雄副主席生日，董事局當然要送禮贈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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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好茶做善事 — 福茗堂全力支持
「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考察之旅」

茶包系列慈善價︰
茉莉花茶．．．．．．．．．．．．．．HK$80
普洱．．．．．．．．．．．．．．．．．．HK$85
鐵觀音．．．．．．．．．．．．．．．．HK$90
龍井．．．．．．．．．．．．．．．．．．HK$95
  每盒 10 個茶包

福茗堂推出全新       茶包，為「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
發展基金」及支持仁愛堂環境保育工作籌款。慈善茶包
早前已於「香港國際茶展 2010」進行慈善首賣，反應
空前熱烈。

各位品茶達人如果錯過了上次茶展，可以於 8月 20 日
至 10 月 31 日親臨福茗堂茶莊購買 茶包系列。
當中收益之 10%將撥捐仁愛堂。

另外，善長更可親臨本堂辨事處或到本堂網頁 (www.yot.
org.hk) 選購，尊享 9折優惠，一次過買滿５0盒更免費
送貨。

品好茶兼做善事，實在一舉兩得。

此外，福茗堂１０月更於各分店設置仁愛堂籌款箱，
讓顧客可隨時捐款支持仁愛堂之各項善舉。

今年，本堂特備中秋月餅有機食物籃作慈善義賣，內附
美心月餅、福茗堂 x仁愛堂「極」愛環保慈善茶葉禮盒、
白酒及各款仁愛堂社會企業「綠家居」有機食品 ( 寡糖
餅乾、鳳梨、糙米米果、天然提子乾及有機蜜糖 )。每個
食物籃售價為港幣 880 元，購買 10 個或以上，設有
優惠價為每個港幣 800 元，絕對是應節送禮佳品，善長
亦可考慮訂購食物籃送予本堂轄下中心長者，與眾同樂。

是次活動籌得之善款將撥入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
有興趣的公司及機構，可致電 2655 7723 與沈小姐聯絡。

中秋月餅禮物籃義賣2010

中秋月餅有機食物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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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e Ray、港台 DJ 盧世昌、夏妙然與一眾歌手包括

Joe Junior，Maria Cordero 於今年 5月 8日到訪仁愛堂

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Uncle Ray 在場接受大家

祝賀其投入廣播工作 60年外，歌手們更即席獻唱名曲及

選出與 Uncle Ray 同年同月或同月同日出生之長者會員

玩遊戲，送出豐富禮物，場面熱鬧。

Uncle Ray
聯同港台DJ探訪中心長者

與Uncle Ray同月同日出生之Fans能夠與偶像合照，自然笑逐顏開。

（後排）陳鄭玉而副主席（左六）、歐雪明副主席（右二）、史顏景蓮副主席（右三）及孫蔡吐媚總理（左五）亦到場支持，與到訪嘉賓
及長者來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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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耆男看世界~大埔篇」後，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  

中心繼續積極招募男性長者義工，以探訪形式關心區

內同性的獨居長者及兩老同住家庭。此舉除成功接觸

區內較被動的男性長者外，更可鼓勵義工積極投入貢獻      

社區，可謂一舉兩得。

「耆」「義」同行──男士義工小組

活動蒙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及元朗喜尚嘉喜      

宴會廳繼續支持及贊助，於今年6月3日成功舉辦。      

當日筵開101席，招待近1,200名元朗區的長者及有需要       

家庭，讓他們感受雙親節的溫馨與社區人士的關愛。

仁愛嘉喜雙親共暢聚2010

成謙集團發揚「商界展關懷」精神，特別組織屬下員工  

於端午節前夕到訪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除送出豐富禮物包外，更與長者齊齊做手工，大玩應節

遊戲，長者們玩得不亦樂乎，滿載而歸。

長者樂聚賀端陽

義工「助人自助」，自然笑得燦爛。

一眾董事局成員派過紅封包予人瑞後合照。

從企業義工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們亦樂在其中。

26
社會服務



由吳明珍副主席慨捐34萬元及命名之「吳黃鳳英紀念樂

行車」已正式投入服務。「樂行車」經特別設計，專為接

載體弱長者或乘坐輪椅人士而設，可同時讓2名服務使用

者全程安坐於原有輪椅上乘坐，方便其往返居所覆診或

參與各種社交事務。

有需要人士可致電

2479 2299查詢

服務詳情。

樂行車正式投入服務

車廂可同時乘載兩部輪椅。

社區對輔導服務的需求日增，為強化社工的專業知識

及技巧，仁愛堂與香港理工大學朱志強博士及游達裕

導師合作，於長者中心以「尋解導向治療模式」推行多

個治療性小組活動，成效令人鼓舞。相關同事現正密鑼

緊鼓，將實務經驗匯集成書，預期在本年11月舉行發佈

會與業界同工分享實踐經驗及互相砥礪。

專業輔導服務
與服務受眾共抗逆境

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於5月完成了改善工程。改建

後的中心以現代化設計為主，並配合簡約的家居設計概念，

設置有電腦化設備，讓長者置身於「家」的感覺，並同

時掌握最新的資訊；活動室及工藝室經過翻新後，可作

為多元化的活動及小組用途，使中心更能追上時代步伐。

長者中心提升硬件設施
致力為會員提供多元化服務

「尋解導向治療小組」透過目標帶動（GOAL DRIVEN）概念，
令組員「留心現在，放眼將來」，提升應付逆境的能力。

會員置身中心，會有「家」的親切感覺，有助投入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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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綜合醫療車
首創內外全科 新增電動設備
為緊貼病人需要，仁愛堂今年 4 月新增 2 部結合中醫內
外全科的大型綜合流動醫療車，在本港多個區域定時定
點駐診。服務推出以來，求診人數穩步上揚，凸顯市民
認同仁愛堂質優價廉的綜合流動醫療服務。

由於新醫療車擁有 3 張病床，使一些往日只可在轄下 4
間綜合醫療中心進行的各類型中醫治療，擴展到流動醫
療車上，令市民毋需奔波，能在本港各區享用媲美大型
醫療中心的「一站式」服務。

新增綜合流動醫療車由 5.5 噸貨車改裝而成，並配置電
動病床、電動輪椅升降設施、盥洗盤及車頂簷蓬 ，將
流動中醫服務範圍由目前的純內科，全面擴展至包括針
灸推拿的中醫內外全科服務，為求診者提供更多選擇，
以切合不同的病理需要。

除了中醫內外全科，仁愛堂近日推出的全新「中醫健康
管理計劃」，亦受惠於綜合醫療車擴闊了的空間，而得以
在車內進行，協助市民以中醫「未病先防」的「治未病」

原則調理身體。藉著綜合醫療車行走本港各區的特點，
仁愛堂的中醫診療服務得以全面推廣至不同地區，令更
多市民受惠。

此外，仁愛堂的註冊中醫師，每年都會根據中醫「冬病
夏治」的原則，於夏季「三伏天」時為市民進行「天灸」
治療以增強體質，以往這項服務只能在仁愛堂轄下 4 間
綜合醫療中心進行，現亦因全新的綜合醫療車擁有更多
治療空間，使「天灸」治療能拓展至綜合醫療車上進行，
提升仁愛堂流動醫療服務的全面性。

在仁愛堂流動中醫醫療隊伍服務超過 7 年的陳則翔註冊
中醫師指出：「以往當病人需要針灸，我們會因醫療車空
間不足而被逼將病人轉介往別處跟進，病情因此有機會
被延誤；但新車有 3 張病床，其中 1 張更是可調較高低
的電動醫療床，行動不便的病人上落病床時不但更安全
便利，中醫師亦可就地進行即時性的綜合治療，治療效
果自然更好，更全面！」

新增綜合醫療車以較大車箱改裝而成，設有獨立診症區及輪候區，有助提升診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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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的流動醫療服務範圍由目前的純內科，全面擴展至針灸的
中醫內外全科服務。

仁愛醫療百萬家
穿梭行走遍港廈

仁愛堂於 2003 年首創流動中醫醫療車服務，聘請的
註冊中醫師資歷及臨床經驗俱佳。現時服務車輛連同
新增的綜合醫療車已增加至 14 部，服務地區遍及全港
共30個地區、66個服務點，是真正穿梭行走百萬家的流動
中醫服務。

詳細服務地點及時間資料，請瀏覽本堂網址
www.yot.org.hk 或致電 2655 7757。

內科
診金全免
每日藥費港幣 $30

針灸
港幣 $120
每日藥費港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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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天水圍

元朗

青衣

荃灣
大窩口

葵涌
美孚

佐敦

柴灣

北角 觀塘
籃田

彩虹

沙田

長沙灣
深水捗

香港仔
小西灣

筲箕灣
西灣河

牛池灣

黃大仙

慈雲山

馬鞍山

大埔

將軍澳

東涌

仁愛堂流動醫療車服務區域圖

服務地區



仁愛堂中醫健康管理計劃
根 據 國 際 普 遍 用 作 評 估 生 活 品 質 及 健 康 狀 態
的「SF-36 健 康 生 活 品 質 量 表 」， 本 堂 向 1,379 名
18 歲 以 上 人 士 進 行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有 6 成 受
訪者身心已步入一種介乎於健康至患病之間的
「亞健康」狀態。由此推算全港有 425 萬人，健康已
出現危險訊號。因應調查結果，仁愛堂醫療服務部
特別援引跨理論模式，結合「中醫治未病」理念推出
「中醫健康管理計劃」，為市民進行早期防治，以減低
疾病發生率。

這個計劃先由註冊中醫師為參加者進行健康狀態評估，
度身訂做「個人化健康調養方案」，按需要提供保健養
生指導、四季診症及中醫特色治療。此外，中醫師更
會透過手機短訊或電郵向參加者定期發放健康訊息，
以提供支援與關懷，使參加者能夠有效執行健康行為。

現時，為鼓勵市民大眾提升健康意識的關注，仁愛堂更
送出 100 個免費「婦女保健」名額讓市民參加。

（查詢及預約 :  2655 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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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瑜珈班
助癌症病人
「仁愛堂莊舜而援助癌症基金」得到外界認同及支持，
於早前獲一間瑜珈組織團體主動聯絡，表示願意義務為
正在與病魔搏鬥中的癌症病人提供瑜珈養生訓練班。屯
門醫院腫瘤科亦表示歡迎及支持，於院內提供地方，讓
正在接受治療的病友可以更方便參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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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珈養生訓練班推出後大受歡迎，病友爭相參加。

在剛過去的 6 月，本堂獲全年贊助人之一「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邀請， 藉著上海世博會的機會增加本地病人
組織對國內醫療體制的認識及參觀當地醫療機構。隨團參觀了上海腫瘤醫院，拜訪上海市健教育協會及與當地病友
團體作交流及參觀該廠有份贊助的世博法國館。

上海交流團

仁愛堂職員與本地病人組織交流後合照。



清熱消暑湯水贈飲迎夏日
炎炎夏日，高溫灼熱，仁愛堂每年於大暑當日均舉行
「消暑湯水贈飲活動」，向坊眾免費派發消暑湯水，為他
們提供一個清涼夏日。今年仁愛堂再接再厲，於7月 23日
大暑天向坊眾派發消暑湯水，場面熱鬧，吸引接近400人
參與。

醫師會客室：
淺談暑天常見病—泄瀉

參與長者對「消暑湯水贈飲活動」讚不絕口。

不一樣的病因和病機
從中醫的角度，泄瀉的主要病變在於脾胃與大小腸，
致病原因有感受外邪，飲食所傷，七情不和及臟腑
虛弱 。泄瀉的關鍵在於脾胃功能障礙，如果脾胃本身
虛弱，肝脾不和以及腎不足的人更容易受外邪影響，
導致脾胃功能失常而發生泄瀉。

泄瀉一年四季均可發生，但以夏秋兩季多見，因外
邪中（六淫之邪）暑熱寒濕之邪最能使人泄瀉。

忌宜
應注意飲食，避免生冷，禁食輩腥油膩 物。
宜清淡飲食。

註冊中醫師王秋平

夏日炎炎，又濕又翳焗，能從攝氏30多度高溫的街上衝
入冷氣盛放的室內，再喝上一杯冰飲，爽快無比。但這
卻是很不「錫」身的行為！肚子隨時會以行動（泄瀉）
來表示反對。

濕熱（暑濕）
原來在大暑天裏，人們容易感受暑濕之邪，令傳導
失職，升降失調，從而腹痛泄瀉。其症狀包括瀉下急迫
或不爽，糞色黃褐而臭，肛門灼熱，煩熱口渴 。中醫
治法主要透過清熱利濕而止瀉。

寒濕
雖說夏日炎熱，但別忘了室內卻是另一個世界。從攝氏
30多度高溫的街上衝入冷氣盛放的室內，一熱一冷，
人體毛孔大開的時候，被冷風一吹，就馬上中招了，受
了寒濕之邪。這時會泄瀉清稀，甚至如水樣，或兼見鼻
塞頭痛、肢體痛，類似西醫的胃腸型感冒，中醫會用解
表散寒，芳香化濕的方法治理。

飲食所傷
再說在大熱天，突然喝下一大杯冰冷的飲品，生冷之品
損傷脾胃，發生泄瀉。如果飲食過量，過於肥膩，或
誤食不干淨食物亦會令傳導失職以致泄瀉。這時主要透
過消食導滯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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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
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中心》

開幕暨命名典禮

典禮於 7 月 16 日順利舉行，荷蒙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唐偉章教授、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醫生 JP、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課程發展）陳嘉琪博士、衞生署首
席醫生梁士莉醫生、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石丹理講座教授、本堂董事局莊舜而主席及中心命名捐
款人歐雪明副主席 蒞臨主禮，令典禮倍添隆重。

中心以『關愛兒童成長、成就資優發展』為服務宗旨，
重點推動大學教育科研事工及策劃辦理各項本港兒童
支援、培育及發展評估方案，為兒童創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展望未來四年，中心將進行教師培訓、教育研究及家長
支援服務 3個範疇，預期將有 3,000 個家庭受惠。

主禮嘉賓團主持中心牌匾揭幕儀式。

中心命名人歐雪明副主席（左四起）、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授
及莊舜而主席等一同主持剪綵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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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於 5月 8日（星期六）舉辦一年一度的教育研討會，
荷蒙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學院發展及合作）阮曾媛琪教
授、 本堂教育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明珍副主席及張華
強副主席、贊助機構教育出版社吳小倫董事蒞臨主禮，
令典禮倍添隆重。主講嘉賓教育心理學家容家駒先生、
鄧瑞瑩副校長，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教育顧問尹秀芳女士
及計劃主任方瑞心女士透過小組探討及交流互動 形式，
讓老師深入了解本港資優教育的理念及政策， 強化老師
對推行資優教學策略的實踐能力，甚具啓發性及應用性。

主禮嘉賓團及本堂教育同工合照留念。

《仁愛堂教育研討會2010》
「資優教育基本法」

出席教育界人士多達 250 人，討論氣氛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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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仁愛洋溢花生騷』

仁愛堂屬下幼稚園 2009-10年度聯合畢業典禮

活動於5月 22 日順利舉行，並邀得校監鄧楊詠曼MH, BBS 太平紳士及何民傑議員蒞臨主禮及擔任評判。大會當日舉
辦親子 Catwalk 比賽，吸引多達 30 隊親子組合參加。仁愛大使謝雪心更親臨現場為參賽者打氣及暢談加強親子關係
及培育幼兒「溝通、協作、創意」才能的心得。此外，大會亦設有多個展覽內容包括：幼兒英語、歌唱表演及優質英
語教學計劃 ，以培育幼童的美感文化及加深家長對幼兒教育的了解，為幼童作好入學準備。

本堂屬下幼稚園聯合畢業禮於 6 月 19 日早上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圓滿舉行。典禮邀得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主席黃寶財教授 MH 作主禮嘉賓，並見證 400 多名幼童邁進人生另一個學習階段。當日各畢業生施盡渾身解數
為現場嘉賓帶來小提琴、唱遊、體育舞蹈、花式跳繩及英語話劇 表演，並贏得全場觀眾的讚賞，為典禮劃上完美的句號。

打扮活潑的親子隊伍行Catwalk。 仁愛大使謝雪心（中）出席活動之餘，更即場分享親子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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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寶財教授演說風趣幽默，傳授多個管教子女的秘訣。 活潑可愛的幼稚園畢業生傾力演出，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2010全港健美錦標賽
暨華南地區健美邀請賽仁愛堂健美隊成績蜚然

全港健美錦標賽80公斤以上冠軍鄭子康（中）。
行政總裁盧德明（左）與何超蓮（中）一同頒發獎盃與全港
男子健美元老賽冠軍黃志成（右）。

2010仁愛堂Victor羽毛球大賽
比賽於 4 月 18 及 25 日舉行，分兒童組、少年組、
青年組及成年組 ，吸引了 315 位健兒，角逐 16 個
組別之獎項。決賽當日，賽事節奏緊湊，在場的支持者
均情緒高漲，拍掌及喝采聲此起彼落。

賽事更邀得劉家榮總理及勝利體育用品公司執行董事
鍾志樂先生作頒獎嘉賓。勝利體育用品公司更慷慨送出
5 塊名貴羽毛球拍作抽獎禮物，整個比賽在歡樂聲中
劃上句號。

參加者全神貫注投入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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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好手從劉家榮總理（右）手中接過禮物。



瑜伽班– Joan（8年瑜伽經驗）

體操及彈網班 – 張藹慈（10歲）

「瑜伽的動作非常優雅、美麗，我都想擁有優雅
姿態。」就是這個簡單的原因讓 Joan 愛上瑜伽。初時
Joan 學習瑜伽只為舒展肌腱，但經過 8 年的磨練深造，
Joan 現時已懂得利用瑜伽放鬆心神、舒緩緊張的情緒與
壓力。

Joan 說﹕「當初見到海報、相片，覺得動作好好睇，
令我好想學會優雅美觀的動作、姿態。誰知學了一段時
間後，除了學會了優雅美觀的動作外，平日工作所帶來
的腰背痛都減少了。」現在瑜伽已成為 Joan 生活的一
部分，透過修練瑜伽 Joan 可以遠離平日的煩惱與壓力，
減慢平日急速的節奏，令身心都得到休息。

藹慈凌空彈跳力驚人。

藹慈指，體操讓他壓力盡消。

「體操真係好好玩 ! 玩體操，我覺得好快樂 !」這就是
年紀小小的藹慈在專訪中所說的第一句話。他說話時，
雙眼也流露著對體操運動的熱愛。 

今年 10 歲的藹慈，自 4 歲開始便參加仁愛堂體操班，
至今從未間斷。他表示，學校功課量越來越多，令他
感到壓力難當；但每當他到仁愛堂上體操班時，只要一
踏上體操墊又或是彈網，壓力就會一掃而空，體操運動
可謂是藹慈重拾歡欣及笑容的秘方。

後記 : 使小朋友快樂原來可以好簡單

青少年吸食毒品問題日益嚴重，箇中原因不排除與家庭
問題及學業壓力 有關。筆者與藹慈傾談的過程中發現，
原來年紀輕輕的小朋友亦有不同程度的壓力。家長想為
孩子釋壓，可以考慮安排他們參與恆常及有系統的運動
訓練。

透過運動訓練，小朋友除了可以得到精神寄託之外，亦可
得到滿足感及成就感，令他們壓力盡消。而且在課堂中，
小朋友亦能學習到服從性及與人相處的技巧，建立正確
的生活習慣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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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指，瑜伽可讓她放鬆心情。

康體興趣班學員分享：



運動

有趣的畫面：
165cm的球員與最高的球員

不少家長都以為子女多參與籃球、跳高 運動，便會快
高長大。事實上，身高主要取決於遺傳、營養及腦下垂
體所分泌生長激素的多寡而定，女孩發育速度最快的期
間約11至14歲，男孩則為13至16歲。各家長如果想
子女「高人一 」便要留意以下的長高貼士﹕

‧長高貼士no. 1：充足睡眠
 人體於晚上11時至凌晨分泌生長素最為旺盛，所以避

免熬夜，影響其分泌而造成無法長高！

‧長高貼士no. 2：積極運動
 運動能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增加分泌生長素。讓兒

童多參與大肌肉的運動如游泳與體操 ，可鍛鍊
肌肉，保護發展中的骨骼。

‧長高貼士 no. 3 避免生長板受損
 每個人的長骨頭都有骨骺線(亦即「生長板」)，在青少

年發育期間，生長板有分裂及增殖能力，令人長高。
因此我們應盡量保護成長中兒童的「生長板」，例如避
免一般兒童14歲前過早參與負重運動，盡量讓專業教
練為兒童提供適當訓練。

‧長高貼士no. 4：均衡營養
 不偏吃才有均衡營養，提供身體各類運動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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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

職業籃球員通常都昂藏七呎，不少
家長為求子女快高長大都會鼓勵
他們打籃球。但你又知否早前已
離開 NBA 公鹿隊的後衛球星
Earl Boykins，其實只有 165cm
高呢！你看 Earl Boykins 站在
姚明身旁猶如小矮人。



金鑽贊助（捐款港幣 1,000,000 元或以上）

翡翠贊助（捐款港幣 500,000 元或以上）

亞太資源
有限公司

AstraZeneca 
Hong Kong Limited

Roche
Hong Ko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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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本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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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贊助（捐款港幣 50,000 元或以上）

sanofi - aventis
Hong Kong Limited

梁超雄先生 林子睿先生

林子睿先生

亞洲聯合財務
有限公司

Pfizer Corporation 
Hong Kong Limited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
「千葉源毅進門」

HK & Macau 
Taiwanese  

Charity Fund Ltd.
~ Angel Care ~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 
「千葉源毅進門」 

香港金融
管理學院

香港金融
管理學院

顏顏寶鈴主席BBS
(諮議局委員)

楊志雄總理
(2004-05, 2008-09年度)

林君樂先生 王欽賢先生 鄧楊詠曼主席 MH, BBS, JP 
(諮議局委員)

鄧楊詠曼主席 
MH, BBS, JP

馬申先生 鄭子傑先生 黎秉華先生 高日紡織
有限公司

昌利證券
有限公司

中國公共醫療 (控股)
有限公司

匯創控股
有限公司

萬利玩具 金輝製造
有限公司

Merch Sharp & Dohme 
(Asia) Ltd.

馬申先生 鄭子傑先生 黎秉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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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陳小寶總理BBS, JP
(2003-04年度)

陳稼晉總理
(2008-09年度)

董吳玲玲女士 孟學小姐 薛日新女士

龐創BBS太平紳士
(諮議局委員)

龐維新主席MH
(諮議局委員)

張心瑜主席MH
(諮議局委員)

嚴玉麟副主席JP
(2008-09年度)

梁崑璞總理
(1998-01年度)

Corina Chen 林錦田先生

林錦田先生

連轉逢先生

連轉逢先生

徐永康先生

徐永康先生

洪子晴
慈善基金會

Baker & Mckenzie Arche Beauty
Therapy Ltd.

麥文記麵家
有限公司

麥文記麵家
有限公司

銅贊助（捐款港幣 30,000 元或以上）

查理先生 盧沃棠先生 陳森記森利建築
有限公司

卓健亞洲
有限公司

查理先生 盧沃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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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捐款自 2010 年 3月 1日至 2010 年 7月 20 日，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

蔡黃玲玲副主席 4,121,200

歐雪明副主席 3,817,000

莊舜而主席 2,098,220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1,752,560

陳國超博士MH 1,460,600

陳鄭玉而副主席 1,123,600

方啟丞先生 1,100,000

黃炳均先生 1,000,000

張華強副主席 898,800

丘忠航總理 685,000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 500,000

陳婉珊總理 480,000

史顏景蓮副主席 453,000

黃達東副主席 375,800

吳明珍副主席 363,800

任頡先生 350,000

MANLEY TOYS LTD 98,000

陳明耀總理 238,800

鄧錦雄副主席 311,800

任德章主席MH 300,000

程雁總理 299,800

岑濬總理 271,000

董良先生 27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206,000

CHENG LUNG DON, HORACE

DRAGON CAPITAL LIMITED 205,000

王錦輝總理 203,000

紀曉波先生 200,000

陳達華總理 197,000

錢耀棠總理 193,000

袁紹恒總理 192,000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188,000

孫蔡吐媚總理 187,000

伍尚敦總理 178,500

長原彰弘先生 178,000

謝丹嫚總理 178,000

黃小雄總理 176,800

施一清先生 173,000

徐炳光總理 170,000

鄭淑文總理 161,000

陳卓琦總理 152,000

12金釵 100,000

黃惠山總理 147,000

徐毛麗佳總理 147,000

李何芷韻總理 147,000

袁秀英總理 143,000

李筠翎總理 140,000

謝炎培總理 140,000

劉家榮總理 140,000

曲敏瑜總理 140,000

周和來總理 140,000

歐倩美總理 140,000

卓歐靜美主席MH 137,800

蔣學明先生 110,000

陳振華先生 110,000

楊建山先生 109,000

CARTIER 108,000

董平先生 100,000

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100,000

李子文先生 100,000

李明治先生 100,000

梁超雄先生 100,000

林子睿先生 100,000

JAMES CHEN / CHE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100,000

方逸華小姐 100,000

CHINAVISION MEDIA GROUP LIMITED  100,000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有限公司 100,000

SANOFI-AVENTIS HONG KONG 

LIMITED 100,000

CODE AGRICULTURE (HOLDINGS) 

LIMITED 88,000

BRIGHT FUTURE CHARITABLE 

FOUNDATION 80,000

蔡金山先生 80,000

史立德博士MH, JP 74,000

張心瑜主席MH 74,000

李愛平總理 71,800

袁順堯總理 68,500

長安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 68,000

TSANG YUE JOYCE  68,000

錢曼娟總理MH 68,000

名匯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68,000

永利國際投資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68,000

滙菱洋酒有限公司 68,000

DSC 68,000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68,000

陳宇齡先生 65,000

龐維新主席MH 61,800

嚴玉麟副主席JP 58,000

潘陳愛菁總理 56,000

鄧楊詠曼主席MH, BBS, JP 56,000

顏顏寶鈴主席BBS 51,000

馬申先生 51,000

楊志雄總理 50,000

WU SAU YU MINNA  50,000

林旭明先生 50,000

LAI PING WAH 50,000

林君樂先生 50,000

王欽賢先生 50,000

LI KUO HSING 50,000

李國興先生 50,000

昌利證券有限公司 50,000

匯創控股 50,000

牛池灣村新鄉公所 50,000

CHENG TZE KIT 50,000

中國公共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蔡志良先生 50,000

湯偉奇博士MH, BBS 48,000

英納格 48,000

曾裕小姐 40,000

梁崑璞總理 36,000

徐永康先生 35,000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32,000

龐創太平紳士 31,000

MANHING ENGINEERING CO 30,000

BAKER & MCKENZIE 30,000

麥文記麵家有限公司 30,000

SIT YAT SAN 30,000

董吳玲玲女士 30,000

THE GRAND REGALIA 30,000

洪子晴慈善基金會 30,000

孟學小姐 30,000

盧沃棠先生 30,000

陳耀東總理 30,000

劉陳小寶總理BBS, JP 30,000

林錦田先生 30,000

SUPREME JEWELLERY CO 30,000

QUALITY HEALTHCARE ASIA LIMITED 30,000

連轉逢先生 30,000

合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智經研究基金 30,000

ARCHE BEAUTY THERAPY LIMITED 30,000

陳稼晉總理 30,000

查理先生 30,000

CERES CONSULTANCY LIMITED 28,000

TUNG YUK STEWART 28,000

SUEN PIK YING  28,000

NG KWOK WING MICHAEL  28,000

李鋈麟博士 28,000

LAU KEVIN  28,000

CHENG TUNG HON 28,000

LESLIE LAM 25,000

馬僑生總理 24,800

香港傳藝中心 23,800

李天柱先生 23,800

鄭俊基總理 23,000

CHASEWORLD INVESTMENT LIMITED 20,000

ABUNDANCE THERMO CONTROL 

FACTORY LIMITED 20,000

黎永滔先生 20,000

本滙融資(亞洲)有限公司 20,000

KO CHUN SHUN JOHNSON 20,000

葉家俊副主席 20,000

HO YUK CHING KITTY 20,000

CHENG KIN CHUNG 20,000

CHAU CHIN HUNG  20,000

CHANG CHU FAI JOHNSON FRANCIS 20,000

ASTRAZENECA HONG KONG LTD 18,000

顏寶雲總理 13,000

BENSON TAK WING LO 13,000

蕭素芬小姐 128,00

陳劉蘇花女士 11,752

東發紙業有限公司 11,330

譚握籌總理 11,000

恒通資源有限公司 11,000

楊娟小姐 10,000

楊國佳先生 10,000

SAMSON PAPER CO LTD 10,000

BYRON YIU  10,000

WONG WING KUEN ALBERT 10,000

VICTOR WU WAI TAT 10,000

WONG PENG CHONG  10,000

WALLACE TUNG  10,000

HARMONY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10,000

PERENNIAL CABLE (HK) LIMITED 10,000

PAUL LO YUK TONG 10,000

JOSEPH LO 10,000

LI ZHIFENG  10,000

WARREN KO 10,000

馮炳坤先生 10,000

舊街場白咖啡 10,000

Victory Sports Co. Ltd 10,000

WAI LUN JEWELLERY LIMITED 10,000

無名氏 9,200

CHUNG HWA TRAVEL SERVICE 9,000

SKYNICE TRADING LTD 8,000

梁寶珠總理 6,500

YIU YING CHARITABLE SOCIETY LTD 6,000

黎黃玉嫦總理 6,000

曾偉先生 6,000

童芷儀小姐 6,000

新興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6,000

LAM CHING WANG PERSEUS 6,000

陳榮濂副主席JP 6,000

潘林志先生 6,000

TONG SAU CHAI HENRY 5,500

蕭楚基主席JP 5,000

P. C. WOO & CO 5,000

WU WING KIT  5,000

WONG SIU YUK  5,000

尹麥慧珍女士 5,000

CHANEL LIMITED 5,000

漳龍實業有限公司 5,000

OR TAT KUEN 5,000

吳韻卿女士 5,000

吳志民先生 5,000

HANG SENG BANK LIMITED 5,000

LEE SI KAR 5,000

林樹哲先生 5,000

劉浩清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5,000

LEE MAN CHUN TONY 5,000

LAM KWING WAI, LESLIE 5,000

李健民醫生 5,000

藍國慶先生 5,000

TING CHI WAI ROY /好友福 5,000

HUI KWOK KWONG  5,000

HUNG KA HAI 5,000

JOVIAN FINANCI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 5,000 

張慧明 5,000

CHAN SIM LING SARAH 5,000

陳伯中先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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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服務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4樓 2655 7600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4樓 2655 7633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473 5113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德雅苑地下 1-3 號及 6-8 號 2658 631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第二號亭 2452 2790 、 2452 2603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穗禾苑商場平台G39 號 2681 2234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 
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路 1號地下 2634 6670 , 2634 6671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 7-17 號欣榮商業大廈 4字樓 2882 9936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 2樓 2479 3360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2944 7206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A 隊）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地下 18-19 號 2461 0388、2440 0718

仁愛堂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B 和 C 隊）
屯門湖翠路 138 號啟豐園商場地下 1C9-1C10 室 2449 2441（B隊）、2457 8234（C隊）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D 隊）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2443 1333、2443 1766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 隊）
元朗馬田路 38 號怡豐花園商場 25-28 號地舖 2475 5293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馬田路 38號怡豐花園商場 25-28 號地舖 2476 5590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 211 至 217 號 2479 3125

弱勢社群服務
仁愛堂鄉郊老人外展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4樓 2655 7680

仁愛堂關懷鄉郊長者社區服務計劃 
屯門藍地屯子圍 256A 號 2463 3934

仁愛堂屯門區弱勢長者防疫服務計劃
屯門藍地屯子圍 256A 號 2463 3958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 211-217 號 2479 3123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 1樓 106-7 室 2320 4007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九龍黃大仙睦鄰街 7號 2320 4007

社區服務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2樓、5樓及 6樓 2655 7561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 4樓平台 401 至 407 室 2450 8822

仁愛堂田家炳圖書館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2樓 2655 7521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2樓 2655 7521

仁愛堂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 256A 號 2466 0695 

仁愛堂栢麗培訓中心 
屯門屯喜路 2號屯門栢麗廣場 21 樓 7-9 號舖 2655 7588

青少年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民政事務總署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1樓、2樓及 4樓 2654 6188

社區持續教育服務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4-5 樓 2655 7668

仁愛堂鄧楊詠曼長者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4-5 樓 2655 7622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5樓 2655 7512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5樓 2655 7588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2466 6802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2466 5270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2451 0372、2451 0373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 3號 2457 1302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低座地下 2458 5033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屯門湖景邨湖畔樓低座地下 2465 8112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荃灣大窩口邨富泰樓地下 2408 3000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將軍澳彩明苑彩貴閣地下 2706 0827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海麗邨海麗商場 1樓 114 號 3514 6333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3樓 2655 7770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兆康苑兆恒閣平台 2465 5719

仁愛堂天耀幼稚園暨幼兒園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 5樓 2448 2316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 3樓 2698 3082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號 1樓 104 室 2199 7343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啟迪兒童發展中心
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GH249 室 2766 4314

幼兒照顧服務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3樓主任 - 李業屏小姐 2655 7773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757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5樓 2440 6624、2440 9379

仁愛堂綜合中醫診所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屯門屯利街 6號仁愛分科診所 5樓 2430 1309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 3號地舖 2443 2319、2443 2029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 2-16 號廣福華庭 1-2 號地舖  2652 0071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6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7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8 7757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9 7757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0 7757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1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2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3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4 7757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5 7757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2666 7757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 2666 7757

仁愛堂歐浩棋紀念綜合醫療車 2667 7757

社會企業
仁愛堂社會企業 – 綠家居 
屯門建發街 13 號建發工業大廈 9樓 13 室營運經理 - 張兆鴻先生 3541 9966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 
屯門置樂花園 2座商場地下 30-31 號 3617 9115 

仁愛堂社會企業 – 生機館 
屯門仁政街 6號慎成大廈地下 1G舖 3520 0935 

環保企業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屯門第 38 區龍門路 133 號環保園 2618 6308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 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28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1樓 2655 7838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3樓 2655 7878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3樓 2655 7878

仁愛堂辛未年總理舞蹈室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4樓 2655 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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