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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轉眼又踏入暖意盎然、遍地花開的春天。仁愛堂上下過去一年努力

耕耘，以行動向社會傳遞關愛，讓善業繼續穩步發展。來到 4 月，

是新一屆董事局交替就職之時，亦是我最後一次以主席身份撰寫此稿。

回顧過去，總算不負各位前賢的厚望，我和39位董事局成員亦欣然與

大家分享這充滿關愛的成果。

全賴各董事局成員及全體員工上下一心，以仁愛精神和無限創意，除成功

開展支援單親家庭的「陽光加油站計劃」、持續拓展腦退化症 ( 又稱

認知障礙症 ) 支援服務外，更成功舉辦 13 項多元化的大型籌募活動，

讓本堂的活力形象及知名度大大提升。在此，我要由衷感謝董事局成員、

諮議局委員、冠名贊助及外間機構的慷慨捐輸，讓本堂本年度籌得超過

港幣6,200萬元善款！其中，「康宏金融集團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

電視籌款晚會更破紀錄籌得港幣 615 萬元善款，創出本堂有史以來

單一籌款項目善款最高的活動，驕人成績令仁愛堂上下大感鼓舞。

本年度另一令人雀躍的成就，要數本堂首創的流動中醫醫療車服務昂然

邁向 10周年，由於服務質素備受肯定，本堂獲圓玄學院及屯門獅子會

慷慨贊助，再新添 2部醫療車，現時共 19 部醫療車將服務全港 18 區

超過 100 個地點，成為服務人數最多、覆蓋面最廣的流動醫療車隊，

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定時定點、免診金及低廉藥費的中醫內科診症

及針灸治療服務。

除貼近民生的服務，本堂亦致力投放資源支持青少年發展潛能，透過

書本以外的實踐和學習機會，盡展所長。本堂聯同教育局舉辦的「香港

教育 (國際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呈獻：仁愛堂『家愛互傳』全港小學生

才藝比賽暨童心獻愛心星光舞台劇」，嚴選極具演藝潛質的小學生

接受香港話劇團的專業舞台劇培訓，並於香港演藝學院公演「童心獻

愛心星光舞台劇」，一展才藝天份；另外，本堂與香港大學生物科學

學院合辦的第 4 屆「仁愛堂極地之旅 - 肯亞」亦圓滿舉行，23 名   

「出征肯亞大使」完成考察旅程後，舉行了接近 80 場校園及社區巡迴

演講，向超過 50,000 名市民宣揚環保訊息。

冬去春來，萬物正煥發新氣象，而我亦將要卸下主席一職，由新一屆

董事局接棒，為仁愛堂善業帶來新景象。在此，要再一次感謝各位

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各界善長、仁愛堂全體員工的無私奉獻和

努力，讓我擔任主席的這一年更臻圓滿。我祝願仁愛堂在新的一年更

進一步，再創佳績。

仁愛堂第三十四屆董事局

陳鄭玉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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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呈獻：
仁愛堂「家愛互傳」全港小學生才藝比賽
暨童心獻愛心星光舞台劇
為促進小學生的多元發展，仁愛堂、「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聯同教育局舉辦「香港教育 ( 國際 )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呈獻：

仁愛堂『家愛互傳』全港小學生才藝比賽暨童心獻愛心星光舞台劇」，並於 2014 年 2 月 15 日假香港演藝學院公演。21 位於才藝

比賽決選突圍而出的學生，經過香港話劇團 2 個月的專業培訓，圓滿演繹舞台劇《孤獨島的陽光》，盡展訓練成果。

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SBS太平紳士(中)聯同仁愛堂董事局陳鄭玉而主席(右二)及
錢耀棠副主席(右一)致送紀念品予冠名贊助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兼主席王玉棠先生(左二)及執行董事、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偉樂先生(左一)。

主禮嘉賓、冠名贊助代表、活動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董事局成員為小演員打氣，預祝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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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演員雖初踏台板卻毫不怯場，充滿自信地演活角色，精彩的演出博得全場掌聲。

《孤獨島的陽光》一劇由 21 位學生一人分飾多角，扮演長者、社工、院長以至總統等不同角色，演繹一個因缺乏溝通和關愛而產生

家庭問題的故事，除了向觀眾宣揚關愛家庭、孝親及尊敬長者的核心價值外，亦響應政府「築福香港」的運動，宣揚「助人有福」

的訊息。

香港話劇團的專業導師提供歷時2個月的舞台劇技巧、劇本分析
及聲線語調等訓練，學生的表演能力大大提升。

小演員演而優則唱，將演藝細胞發揮得淋漓盡致，於台上
發光發亮。

合辦機構  仁愛堂、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教育局

冠名贊助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主任委員  陳鄭玉而主席、錢耀棠副主席

副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連卓鋒副主席、丁麗君總理、黃陽總理、
  羅詠珠總理、梅會雅總理

現金贊助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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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知計劃」啟動禮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於 2014 年 2 月推出「知計劃」，開展以課堂為主，再輔以到戶家居培訓課程，以加強照顧者

的照顧技巧，改善腦退化症 ( 又稱認知障礙症 ) 患者的生活質素。

為響應特區政府「築福香港」活動「敬老月」的主題，中心特別於 2014 年 2 月 6 日，大年初七「人日」，為計劃舉行啟動典禮，

同時為中心長者安排賀年活動，讓他們在春節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愛及溫暖。

主禮嘉賓觀塘民政事務專員羅莘桉太平紳士(左三)、時任社會福利署觀塘區福利專員吳家謙先生(右三)在中心命名人暨仁愛堂
董事局歐雪明副主席(左二)、吳明珍副主席(右二)、羅台秦副主席(左一)及曲敏瑜總理(右一)的陪同下為「知計劃」進行啟動
儀式，以喚起大眾對腦退化症的關注。

歐雪明副主席(左)探訪中心長者，為他們送上關懷及祝福。
典禮同日為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的開放日，出席嘉賓聚首一堂，
分享義工精心炮製的賀年食品，一同感受濃厚的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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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於2014年3月21日假荃灣沙咀道球場舉辦「仁愛堂流動中醫醫療車10周年慶典暨社區健康日」，並邀得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SBS
太平紳士(左十三)、衞生署署長陳漢儀醫生太平紳士(右十一)及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梁榮能教授(左十)擔任主禮嘉賓，與仁愛堂董事局
成員、諮議局委員、嘉賓一同慶祝2部全新的醫療車正式投入服務。

本堂於活動當日亦公布流動中醫醫療車隊投入服務10年來收集到的數據，發現求診者以患上
「風寒者」感冒為主，單以去年計，平均每個月有近一成人患上感冒，顯示感冒已由以往具
季節性，轉化為不分季節地肆虐市民。

仁愛堂流動中醫醫療車10周年慶典暨
社區健康日
 

仁愛堂於 2003 年首創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為偏遠地區的居民提供優質的中醫門診

服務，時至今日，流動中醫醫療車已服務

香港 10 年，17 部流動醫療車每天走訪

全港各區超過 100 個服務點，累計服務

超過 100 萬人次。

 

此外，本堂更喜獲圓玄學院及屯門獅子會

慷慨贊助，增添 1部大型綜合醫療車及 1部

中醫醫療車，令醫療車數目增至 19 部，

成為全港最龐大的流動中醫醫療車隊之一，

同時為唯一全線於醫療車上均可使用政府

推出的「長者醫療券計劃」的機構，以

方便合資格長者得到適切的醫療服務。

今年，本堂將進一步擴闊服務範圍，惠及

更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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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屯門獅子會捐贈命名的「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將投入服務，為各區市民提供「專業優質」的中醫服務。

圓玄學院一直支持本堂流動中醫服務發展，「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綜合醫療車」已是該院捐贈命名的第8部醫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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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立法會及歌連臣角懲教所

陳鄭玉而主席（前排左五）率領仁愛堂董事局成員於2014年1月20日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GBS太平紳士（前排右五）及議員會面，分享仁愛堂的
最新發展。

懲教署署長單日堅CSDSM（前排中）於2014年1月23日親自接待仁愛堂董事局成員，並帶領各成員參觀歌連臣角
懲教所，詳盡介紹所內的更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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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鄉議局主席暨仁愛堂創會主席劉皇發博士GBM, GBS太平紳士
亦派出新界鄉議局集團的團體馬「新界福星」出戰「仁愛堂盃」，
更勇奪第3名。

愛心全達慈善基金捐出港幣100萬，支持「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並由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
太平紳士 (中間紅衫者)及董事局成員代表接受。

吳明珍副主席 (左)、羅台秦副主席 (右) 及曹貴子副主席 (中) 以一身
富春天色彩、清新怡人的綠色服飾奪得「最佳造型獎」。

今年的「仁愛堂盃」經過一番龍爭虎鬥，最終由美景團體的愛駒
「北非諜影」奪得。

仁愛堂盃
連續 16 年舉行的馬壇盛事「仁愛堂盃」於 2014 年 3 月 9 日

假沙田馬場舉行。當日出席嘉賓眾多，包括主禮嘉賓勞工及

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太平紳士、「仁愛大使」馬德鐘伉儷、

關禮傑伉儷、李司棋小姐、尹光先生等多位友好亦撥冗出席，

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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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董事局及歷屆總理聯誼會春茗
本堂董事局及歷屆總理聯誼會分別於 2014 年 2 月 28 日及 3 月 8 日舉行春茗聯誼活動，多位政界及本堂友好嘉賓亦到場支持，包括

懲教署署長單日堅 CSDSM、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 SBS 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太平紳士、懲教署助理署長 

( 更生事務 ) 胡英明先生、消防處助理處長  ( 新界 ) 李亮明先生及新界西醫院代理聯網總監羅思偉醫生及多名友好機構代表，與本堂

董事局成員及歷屆總理同賀新春。

本堂董事局成員、歷屆總理及各界友好濟濟一堂，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難能可貴！本堂董事局成員、歷屆總理及各界友好濟濟一堂，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難能可貴！

新上任的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教授SBS太平紳士(左)於百忙中抽空
出席董事局春茗，與各董事局成員聯誼交流。

董事局成員開心地為諮議局委員史立德主席MH太平紳士(右三)、
楊素梅總理 (左四) 及丁麗君總理(右二) 送上蛋糕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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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鄭玉而主席答謝晚宴
仁愛堂董事局陳鄭玉而主席於 2014 年 3 月 17 日設宴答謝政府官員、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及各界友好，並衷心感謝他們於

過去 7 年為她及仁愛堂善業作出的貢獻及支持！

廣州花都圓玄道觀訪問團
本堂董事局成員聯同圓玄學院於 2014 年 2 月 26 及 27 日組成「廣州花都圓玄道觀訪問團」，參觀獲評為國家 4A 級旅遊景點

榮譽之圓玄道觀，暢遊觀內氣勢雄偉、神聖莊嚴之殿堂樓閣，優悠盡覽觀內各式稀世珍品，獲益良多。

諮議局委員暨圓玄學院主席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後排右八) 一盡地主之誼，帶領仁愛堂董事局
成員遊覽圓玄道觀。

董事局成員致送鑽石咪予陳鄭玉而主席 (前排左四) 及陳鑑光博士 (前排中)，期望歌藝了得的鄭主席
於日後繼續以歌聲喚愛心，為仁愛堂籌得更多善款!



董事局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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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三十五屆（甲午年）
董事局選舉會

選舉會於 2014 年 3 月 17 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並順利選出本堂新一屆董事局成員。候任主席吳明珍女士及 29 名候任成員將於

2014 年 4 月 7 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之「第三十四屆 ( 癸巳年 ) / 第三十五屆 ( 甲午年 )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上宣誓就職。

第三十五屆董事局候任主席吳明珍女士 (右) 從諮議局委員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劉淦權
太平紳士 (左) 及陳鄭玉而主席 (中) 手中接過仁愛堂公司浮水鋼印，正式代表將接任
主席一職，帶領仁愛堂成員再創佳績！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暨仁愛堂諮議局主席陳甘美華太平紳士 (前排右三) 與諮議局委員一同出席選舉會，以示對本堂善業及新一屆董事局的支持。



董事局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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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三十五屆（甲午年）
董事局成員名銜

主  席  ：  吳明珍女士   
       
副主席  ：  歐雪明小姐  鄧錦雄博士MH   
      史顏景蓮女士  李愛平小姐 
      丘忠航先生  連卓鋒先生 
      羅台秦博士  曹貴子醫生 
      張敬慧小姐  楊素梅小姐
      陳承邦先生 

總  理  ：  曲敏瑜小姐  李筠翎小姐  王傲山先生
      吳騰先生  林茂女士  郭純恬先生
      賴楚惠小姐  徐永康先生  朱繼昌先生
      蘇楊潔玲女士  連轉逢先生  林金銓先生   
      張嘉齊小姐  曹漢璽先生  劉海航先生   
      李薇女士  陳慧玲女士  何歐陽翠華女士

候任主席吳明珍女士 (前排左六) 及董事局成員將竭盡所能，帶領本堂為市民提供適時到位的服務。



冠名贊助   M a d i s o n  W i n e ®

至尊贊助   C a r t i e r

主任委員   陳鄭玉而主席、歐雪明副主席、史顏景蓮副主席、

      楊素梅總理

副主任委員  吳明珍副主席、李愛平副主席、羅台秦副主席、

      曹貴子副主席、張敬慧總理、吳騰總理、林茂總理、

      郭純恬總理、蔡陳淑儀總理、賴楚惠總理、羅詠珠總理

銀贊助   農本方有限公司

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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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son	Wine®	呈獻：仁愛堂周年慈善餐舞會
仁愛堂年度盛事 —「周年慈善餐舞會」於 2014 年 1 月 9 日假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圓滿舉行。不少城中名人到場支持，每位嘉賓均悉心

打扮，配合晚會「情迷西班牙」的主題，洋溢著奔放熱情的西班牙色彩，襯托出仁愛堂一貫服務香港的熱誠﹗

大會悉心安排多項精彩表演及勁歌熱舞貫穿晚會，而慈善拍賣環節更吸引多位善長熱烈競投，包括由冠名贊助 Madison Wine®捐出的

2 支紅酒連同 Jaeger-Le Coultre 捐出的名貴腕錶，一共籌得超過港幣 30 萬元，而整個晚會為仁愛堂籌得超過港幣 180 萬元善款，

將用以資助本堂自資服務的發展。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 太平紳士、冠名贊助 MADISON WINE®、至尊贊助 Cartier 的代表在活動籌委會及董事局成員的
陪同下，進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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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魔術師甄澤權為
觀眾帶來連串充滿驚喜
的表演，更以「變銀紙」
魔術呼籲在座嘉賓踴躍
捐輸！

年僅 16 歲 的 少年 拉 丁舞
冠 軍 級 人 馬馬大 鈞 ( 右 )
及丁雨萌 ( 左 ) 表演高難度的
鬥牛舞及探戈舞，一展天賦的
舞蹈才能，讓賓客置身於
西班牙異國風情之中。

拍賣環節氣氛非常激烈，最後由曹貴子副主席 (中 ) 以港幣128,000 元
成功投得名酒 Ch. Lafite Rothschild 1970，成為當晚成交價最高
的拍賣品。

連續 2年擔任活動冠名贊助的MADISON WINE® 送上港幣30萬元支票
予仁愛堂外，更贊助全場酒品以及捐出 2支名酒作慈善拍賣。

當晚邀得歌手杜德智 (上 )、歌唱家
黎惠蘭老師 ( 中 )、著名歌舞劇「西貢
小姐」主音歌手Robert Vicencio (下)
演出，各人均施展渾身解數，落力
獻唱。



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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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的學生穿上可愛的西班牙服裝，為仁愛堂售賣慈善獎券，各董事局成員當然大力支持！

晚會獲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全力支持，旗下歌手As One (左)及J.Arie (右)以精彩歌舞帶動全場氣氛。



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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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答謝宴
仁愛堂地區籌款盛事「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於 2013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圓滿舉行。今年更得到全港超過

100 個地區團體、議員辦事處以及善心企業參與支持，為「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及弱勢社群服務籌得超過港幣 200 萬元善款。

為答謝各界踴躍參與，本堂特別於 2014 年 1 月 16 日假九龍灣百樂門國際宴會廳設宴答謝各團體，並頒發多個「地區團體」籌款

比賽的獎項，以表揚各地區團體傾力為仁愛堂籌募善款，惠澤社群。

今年將軍澳仁愛堂慈善籌款委員會籌得超過港幣38萬元，蟬聯「鑽石及至尊大獎」，
實至名歸。

至尊及鑽石大獎  將軍澳仁愛堂慈善籌款委員會

鑽石大獎  美青體育康樂聯會有限公司、美孚曼克頓之友社、  

  美孚商業總會有限公司、美孚婦女會有限公司

翡翠大獎  友愛活動籌備委員會暨友愛邨各互助委員會

美孚區4個團體亦合共籌得超過港幣34萬元，勇奪本年度的「鑽石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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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間有愛

兩位社會福利署屯門區助理福利專員關婉玉女士(右二)、陳秀碧女士(左二)、仁愛堂董事局暨
醫療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史顏景蓮副主席(右三)、副主任委員錢耀棠副主席(左一)及委員
羅台秦副主席(右一)即場派發「愛心福袋」予災民，為他們送上慰問。

一家三口單親母親黃玉霞女士表示，事發時兩名分別20及
21歲的女兒已回鄉，自己在上班時接獲通知，立即趕回家
了解，疑衝入火場取回即將出嫁長女的嫁妝，但被警方
阻止，黃女士眼看辛苦儲蓄的港幣38,000元現金及所有
金器都被火舌吞噬，顯得非常無奈。

另一名災民黃勤和表示非常感謝仁愛堂雪中送炭，以及
各位善長的關心，令他們得以暫時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迅速發放應急錢		為災民解燃眉之急
2014 年 1 月 29 日 ( 年廿九 ) 新界洪水橋和平新村發生一級火警，一場無情火災將村內數十間鐵皮屋燒毀，令居民於年關前痛失

家園，不少居民畢生積蓄更盡化灰燼。

仁愛堂接獲社會福利署通知，即時啟動「仁間有愛」支援計劃的緊急撥款機制，向每名災民發放港幣 2,200 元，總數港幣 99,000 元

善款予 40 多名受影響的災民，以解決燃眉之急。仁愛堂董事局對事件非常關注，部分董事局成員更親身探望及為災民送上盛載食品

及衣物的「愛心福袋」以示支持，希望受影響的家庭盡快重建家園。

請即支持「仁間有愛」支援計劃，為受災禍或意外影響的家庭送上溫暖。



(NL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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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 發 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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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如適用)：

善長資料

（請附上入數存根正本）（如以自動櫃員機入數，則無須理會頭3個括弧內的號碼）

(072) 864-502-00016-8

(004) 142-056639-001

(024) 241-073832-001

(012) 889-0-002009-9

（請附上交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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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請寄發捐款收據(只適用於港幣100元或以上之捐款，可憑收據申請稅項寬減)。

請於財政年尾(每年4月)將本人捐款總額收據寄給本人

Mr/Miss/Ms

仁愛堂醫療服務 仁愛堂教育服務



$1.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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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民政事務專員羅莘桉太平紳士 (左四) 在百忙中抽空親臨中心參觀，以行動
支持仁愛堂的腦退化症支援服務。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太平紳士 (前排左二) 親率醫院管理局高層醫護人員到訪中心，與陳鄭玉而主席 (前排左三)、
歐雪明副主席 (前排左一) 及羅台秦副主席 (前排右二) 交流，探討公私營合作提供腦退化症支援服務的契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安老服務) 李婉華女士 (後排右四) 與中心使用者會面，
了解中心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及訓練活動。

腦退化症支援服務		獲政府支持及肯定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投入服務逾半年，

現時有超過 20 名腦退化症 ( 又稱認知障礙症 ) 患者

使用中心服務，當中包括「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

使用人士，而中心的支援服務獲服務使用者及政府

的支持和肯定。

多位官員親臨中心參觀，並讚揚中心提供體貼患者

的設備和裝修，以及一系列的訓練活動，全面關顧

腦退化症患者及照顧者的需要。中心期望透過與外

界交流，加深政府及各界對中心服務的認識，加強

公私營合作契機，為市民提供適切的腦退化症支援

服務，以達至居家安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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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退修培訓日
逾 80 位醫療服務科同事於 2014 年 2 月 8 日到沙田突破青年村參加「仁愛堂醫療服務科同工退修培訓日」。活動特別邀得擁有超過

20 年顧客服務培訓經驗，並曾任職醫院管理局及懲教署的專業顧問提供互動的訓練，以加深醫療服務科員工對顧客服務的認知，

並加強各醫療單位之間的溝通、建立團隊精神及提升士氣。此外，活動亦為中醫師提供病歷記錄標準及防貪指引講座，以鞏固中醫

團隊的專業水平。

腸胃及肝臟科專科廖家傑醫生即席與市民分享有關乙型肝炎的最新資訊。

逾80位醫療服務科同事積極參與培訓活動，群策群力，合力建立專業的醫療團隊。

「乙肝治療．刻不容緩」	醫學專題講座
為提高市民對肝炎的認知及關注，「仁愛堂程思遠世代無肝炎中心」於 2014 年 1 月 21 日假屯門大會堂舉辦「乙肝治療．刻不容緩」

醫學專題講座，並邀得腸胃及肝臟科專科廖家傑醫生擔任主講嘉賓，向過百名市民講解乙型肝炎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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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跟痛是指足跟部周圍疼痛的疾病，主要分為跟後痛  ( 包括跟骨滑囊炎、跟腱

止點撕裂傷 )、跟下痛  ( 包括足底筋膜炎、跟骨下滑囊炎、跟骨骨刺 ) 及跟骨病 

( 包括骨結核、骨腫瘤 )，常見於長期站立或行走人士，包括教師、廚師及

售貨員等，因工作關係導致下肢長期受壓，容易引起健康問題。但患者往往因

疼痛輕微而輕視，耽誤最佳治療時機，帶來更大的病痛。

其實足跟痛除了引起行走不便外，亦容易引起其他疾病。中醫經典《諸病源候論》

曰：「夫勞傷之人，腎氣虛損，而腎主腰腳。」而《張氏醫通》中說：「陽虛者，

則不能久立而足跟痛」，因此足跟痛一般易見於 40 歲以上腎氣開始衰退的

人士。此類人腎精不足，腎陽不能溫化寒濕，寒主收引，濕性趨下，寒濕全部

聚於足跟部，引起局部氣滯血瘀，經脈痹阻而發病。

個案分享：
病人陳先生的左足跟疼痛超過 2 年，起初自行服用西藥消炎止痛，後期因久服

西藥而導致胃痛，中間亦嘗試服用中藥，疼痛有所紓緩但功效並不持久。後來

病人向中醫求診，發現其骨盆移位導致長短腳，引致重心腳不平衡，因此身體

長期壓於患者左足而引起疼痛。

由於病人的足跟痛由骨盆移位所導致，因此中醫以針灸行氣活血止痛，並同時施以針藥並治，令其筋柔骨正，使其人體力學重新回復

平衡，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此外，中醫為病人診症時發現其脈細而舌淡苔薄白，經常腰痛兼有夜尿，屬典型的腎陽虛証，遂處方右歸

丸溫補腎陽。中醫亦針對長期足跟痛者必引致慢性炎症，宜內外兼治的情況，遂提供中藥外洗方讓病人於家中沐足。病人接受首次

治療後覺得足跟疼痛減輕，其餘疼痛亦於數次治療後逐漸消失，走路姿勢亦回復正常。

由於人體很多經絡和穴位分佈於足底部，足跟部長期疼痛會造成經絡不通，降低神經反射區的敏感度，從而引發更多嚴重疾病，輕則

引致失眠、頭痛、便秘，重則造成心腦血管疾病、女性月經、生殖系統不調、男性前列腺疾病等。因此，若發現足跟疼痛時，應盡快

向註冊中醫師求診。

仁愛堂註冊中醫師宋直昇

醫師會客室：足跟疼痛莫輕視

足底筋膜

跟骨

跟下滑囊炎

阿基氏筋腱

足底筋膜發炎而
引起腳跟疼痛

跟骨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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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陽光加油站」活動快訊：
親子遊學日及「活出彩虹」活動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於 2013 年 12 月 15 日舉辦「陽光加油站計劃 – 親子遊學日」，讓單親家長與子女們

暫時放下忙碌的學業和生活，一同暢遊赤柱及香港海事博物館，度過愉快的親子時光。此外，仁愛堂轄下的社區中心及長者中心

合作舉辦「活出彩虹」活動，邀請單親婦女及長者一同茶聚，互相分享生活經驗、入廚心得等，共建和諧共融的社區。

長者、婦女及義工不分年齡，打成一片。
難得可以放下忙碌的工作和學業，大家都全情投入，度過輕鬆
愉快的一天。

傑義風采喜迎春 2014
本堂聯同博愛醫院及圓玄學院於 2014 年 2 月 26 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傑義風采喜迎春 2014」聯合春茗午宴，並邀得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劉林部長、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梁智鴻醫生 GBM, GBS 太平紳士及義工運動的義工總領袖

梁唐青儀女士蒞臨主禮，與接近 1,800 名長者及嘉賓共度新歲。

充滿善心的主禮嘉賓及董事局成員與老友記在愉悅氣氛下享用千人宴，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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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顏景蓮副主席 (右) 與表演嘉賓王俊棠(左)
獻唱助慶，將活動的歡樂氣氛帶到最高峰。主禮嘉賓及多位董事局成員出席嘉許典禮，感謝義工對社區作出的貢獻。

仁愛堂義工嘉許典禮暨
全年答謝義工聯歡午宴
仁愛堂義工獎勵計劃現有登記義工 2,809 人，過去一年義工的總服務時數為 108,160 小時。於 2013 年，更有合共 20 支來自

政府部門、工商界及地區團體以「愛心企業義工」及「愛心團體義工」形式，與仁愛堂一起於港九新界各區推展多元化的義工服務，

以行動體現商界展關懷。

本堂於 2013 年 12 月 1 日舉辦「仁愛堂義工嘉許典禮暨全年答謝義工聯歡午宴」，以表揚為仁愛堂屬下單位服務，以及過去一年

支持和協助籌辦多項慈善籌款活動的義工。嘉許禮邀得時任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 青年及感化服務 ) 馮民樂先生及仁愛堂董事局暨

醫療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史顏景蓮副主席擔任主禮嘉賓，與在場逾 800 位嘉賓及義工濟濟一堂，歡度一個充滿歡樂的下午。

寶光實業(國際)有限公司黃創增主席(右二)邀請黃大仙區的弱勢
社群家庭出席其集團50周年活動，家庭代表及義工送上親手
種植的盆栽及環保利是封燈籠，表示謝意。 長者接過色彩繽紛的「撈起禮盒」， 笑逐顏開。

愛心企業		支援弱勢社群
承蒙多家外界企業成為「愛心企業」，支持本堂支援弱勢社群服務，當中包括寶光實業 ( 國際 ) 有限公司組成義工隊進行長者探訪，

並為 50 名來自黃大仙區弱勢社群家庭的學童提供驗眼及配眼鏡服務。另外，安記海味有限公司亦於 2014 年 1 月份送出 1,700 份

富喜慶色彩的「撈起禮盒」予本堂轄下長者中心，讓長者感受新春的熱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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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多元文化遊		
推動共融文化
為加強市民大眾對少數族裔的了解，仁愛堂田家炳「悅」讀

天地在屯門民政事務處的資助下，舉行「伊斯蘭文化遊」及

「多元文化灣仔遊」等共融活動。由本堂少數族裔義工帶領

參加者參觀富民族色彩的商店，包括售賣經過伊斯蘭特別

祭祀儀式的凍肉店、度身訂造傳統服飾的裁縫店、多種新奇

香料的雜貨店，以及富宗教色彩的清真寺、鍚克教廟等，

體驗少數族裔的飲食習慣、傳統及宗教文化等，推動種族

共融。

走進位於灣仔的鍚克教廟，大家都入鄉隨俗，穿起鍚克教的傳統服飾，
享用全素膳食，體驗錫克教徒的生活。

太極班學員於活動中表演，贏得全場觀眾掌聲。

「仁愛歡聚25載」
周年聚餐暨樂齡
女童軍10周年隊慶
為慶祝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成立 25 周年以及中心

的樂齡女童軍成立 10 周年，中心於 2013 年 11 月 25 日

舉行「『仁愛歡聚 25 載』周年聚餐暨樂齡女童軍 10 周年

隊慶」，所有中心會員及樂齡女童軍聚首一堂，見證中心

25 年來的服務發展。長者中心的歌曲班及太極班學員更

粉墨登場，為活動助慶，氣氛熱鬧。

本堂的培訓及就業服務得到政府、外間機構及市民大眾的肯定。

仁愛堂培訓及
就業服務		屢獲佳績
中心一直致力為有需要的社會人士提供優質而專業的培訓及

就業服務，今年得到僱員再培訓局舉辦的「第六屆 ERB

人才發展計劃」頒發3個獎項，包括「ERB課程管理獎」、

「ERB 推廣宣傳獎」及「ERB 優秀導師獎」，再次肯定中心

積極推動培訓、鼓勵就業的努力，為婦女、失業人士、提早

退休人士及少數族裔等提供合適的培訓課程，協助他們投入

勞動市場，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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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陸運會
陸運會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舉行，並邀得前中國羽毛球代表隊隊員、羽毛球世界冠軍王晨小姐 MH 及 2008 年奧運會香港代表團

羽毛球教練、羽毛球世界冠軍鄭昱閩先生擔任主禮嘉賓。除了各項田賽及徑賽，當天特設接力邀請賽讓本堂轄下的幼稚園學生參加，

64 名小健兒與學長們一同參與，率先體驗小學生活。此外，由本校家長教師會籌劃的親子競技項目亦吸引 80 個家庭參與。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陸運會
第 16 屆周年陸運會於 2014 年 1 月 16 日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活動邀得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 ( 體育 ) 巢志光先生擔任主禮

嘉賓。今年更首次將陸運會延長至全日舉行，並增設各級 60 米和 100 米賽跑決賽，而 4 年級的李思敏同學更打破了女子 60 米比賽

的大會紀錄，成為今屆的「女飛人」。此外，今年亦加插了家長 60 米賽跑及校友接力比賽，吸引不少家長及舊生參加，場面十分

熱鬧。

所有健兒都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沒有參賽的學生亦非常投入，組成啦啦隊落力為各參賽健兒打氣。

主禮嘉賓王晨小姐MH及鄭昱閩先生與得獎健兒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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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陸運會
本校陸運會於 2013 年 12 月 9 日及 10 日假元朗大球場舉行，活動得到全校師生踴躍參與，學生參與率更超過 90%，而國家隊

體操金牌運動員楊威先生及前香港游泳代表隊隊員方力申先生更親臨支持。為增加比賽熾熱的氣氛，本校特別邀請 13 間友好的

中小學，共 25 支接力隊參加友校接力比賽，在運動場上一較高下。

在田徑場上，健兒勇往直前，向終點進發。

嘉賓方力申先生(中間橙衫者)親自頒發班際全場總冠軍予得獎隊伍，同學都
顯得十分興奮。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第27屆陸運會
獲獎無數的前奧運跳水項目金牌得主郭晶晶女士於 2013 年

11 月 6 日應本堂之邀，為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第 27 屆陸運會

擔任主禮嘉賓，令活動蓬蓽生輝，更獲全校師生以最熱烈的

掌聲及歡呼聲夾道歡迎。典禮上，郭晶晶女士除了頒發多個獎

項予得獎學生，更即場與過千名師生分享其 23 年職業運動員生涯

的點滴，亦勉勵同學做任何事都不要輕言放棄，即使面對挫折

亦不需害怕，只要堅持信念定能克服困難，達到目標。

今屆陸運會的全場總冠軍由黃社奪得，一班同學在主禮嘉賓
郭晶晶女士的手上接過獎項，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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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啟丞助學騰飛計劃
「仁愛堂啟丞助學騰飛計劃」旨為「建大學

之道，助圓夢騰飛；薪火永承傳，良才開

新端」，扶持有經濟困難的大學生，讓受助

青年成才後承傳助學薪火，共同壯大基金

資源，協力為學弟學妹謀福祉。

第四屆「仁愛堂啟丞助學騰飛計劃」的 25 位

學生已順利選出，當中有 17 位是家中第一代

的大學生。他們分別來自 8 間大學、17 個

不同學系，包括醫學、工商管理、新聞及

傳播等。在未來 4 年的大學生活中，每位學生

每年將獲發港幣 10,000 元助學金，以資助

其學習活動或生活開支。

第三屆「成功有約」
屯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
本年度「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撥款資助由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合辦的「第三屆『成功有約』屯門區

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旨在鼓勵青年人挑戰自我，發揮潛能，並透過活動、工作體驗、領袖對談及海外考察交流活動等，

擴闊他們的視野，提升自信心及為自己訂下的目標發奮。

計劃安排 120 位屯門區中四及中五的學生到 27 間商業機構進行短期工作體驗，又推行「挑戰實踐計劃」，讓青年人自訂短期目標，

並以大會提供的有限津貼，實踐自訂的計劃，多方面挑戰自我，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潛能。日前，計劃舉行「成功有約」嘉許禮，

頒發感謝狀予計劃學員以及支持機構；此外，15 位表現傑出的學生將前往澳洲，參加 9 天的文化體驗活動，放眼世界。

助學金頒授儀式已於2013年12月12日舉行，並邀得主禮嘉賓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
PDSM太平紳士(第二排右五)向第四屆啟丞助學騰飛計劃的25位受惠學生頒授委任
襟章及致勉辭。

在「成功有約」嘉許禮上，主禮嘉賓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劉淦權太平紳士(前排左十五)及各嘉賓與120位計劃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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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社會事務		推廣社會企業
仁愛堂的社會企業一直積極與政府、商界、學校以及其他組織合作，推廣社會企業的概念，並得到民政事務總署的全力支持，

鼓勵本堂多個社企參與展銷及推廣活動，令社企的服務更廣為人知。同時，本堂亦與本地的中學及大學保持緊密聯繫，為學生

提供多元化的實習機會，了解社會企業的運作。 

本堂社企「綠家居」獲漁農自然護理署的邀請，於 2014 年 1 月 10 至 12 日聯同其他 6 間社會企業一同參與「本地漁農美食迎春

嘉年華」，推廣健康食品，大受市民歡迎。

是次活動亦得到嶺南大學的支持，派出學生到「綠家居」
攤位擔任義工，向市民介紹社會企業的概念。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許國新先生(右)親臨支持，並即場
購買不少健康食品。

除獲政府支持外，早前跨國企業大聯大電子(香港)有限公司派出20多名義工，於中秋前夕聯同「綠家居」製作200個冰皮月餅，送贈予本堂
胡忠長者地區中心的長者，為他們送上甜蜜窩心的祝福。本堂希望藉著與不同外間機構及團體的合作，讓更多人認識本堂的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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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觸覺

「社區減廢行動－惜物、重用、回收再造」
屯門區屋邨屋苑減廢回收比賽
由屯門區議會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轄下的

屯門環境保護工作小組及「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

再生中心」合辦之「社區減廢行動－惜物、重用、

回收再造」屯門區屋邨屋苑減廢回收比賽於 2013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舉行。是次活動吸引區內 20 個

屋邨及屋苑參加，為期 2 個月的比賽回收共 9 公噸

廢物，當中廢塑膠及玻璃的回收量更比去年增加 4 倍，

成績令人鼓舞。

比賽頒獎禮於2014年 1月 18日假屯門仁愛廣場舉行，

當日「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更設置環保

推廣攤位，以遊戲方式向大眾宣揚塑膠回收知識及

推廣「乾淨回收」訊息。

資源再循環・社區慶「屯」圓		
塑膠回收推廣活動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參與由環境保護署

主辦及路訊通協辦之「資源再循環．社區慶「屯」圓」

活動，透過多個環保攤位遊戲及鼓陣，加深市民對回收

膠樽的認知，推廣「乾淨回收」及資源重用的訊息。

由中學生組成的環保推廣義工隊，馬不停蹄到各參賽屋邨屋苑進行推廣，
希望吸引更多市民參與回收活動。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的一班學生利用塑膠水樽造成的環保
沙鎚及鼓陣作樂器，再配合活潑可愛的舞步為活動揭開序幕。

活動邀得環境局常任秘書長兼環境保護署署長王倩儀太平紳士(前排左三)、
新界鄉議局暨仁愛堂創會主席劉皇發博士GBM, GBS太平紳士(前排左四)、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劉淦權太平紳士(前排右四)以及仁愛堂董事局歐雪明
副主席(前排左二)擔任主禮嘉賓，身體力行支持資源再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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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服務

2013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於 2013 年 12 月 15 日假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3 樓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舉行，並邀得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永遠榮譽會長潘展平大律師及大會運動創傷科醫事顧問暨仁愛堂董事局劉業光總理擔任主禮嘉賓。比賽

設有多個不同級別，吸引男女老幼超過 300 人參加，在比賽場上一較高下，場面非常熱鬧。

兒童組的參賽者非常投入，在比賽場上互不相讓，
希望以最佳成績晉級。 成人組的賽事戰況更激烈，參賽者快而準的出擊，令在場觀眾目瞪口呆﹗

所有得獎者及嘉賓賽後一起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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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服務

仁愛堂水中健體隊奪金
仁愛堂水中健體隊於 2013 年 10 月 27 日，首次參加由香港游泳教師總會主辦的「2013 首屆香港水中健體比賽」，賽事於九龍

觀塘游泳池舉行，吸引本港及澳門共 17 支水中健體隊參加。仁愛堂水中健體隊首次參與賽事即勇奪隊際及領操員的金獎，

成績令人鼓舞，亦令隊伍信心大增。

仁愛堂水中健體隊雖然不常參與大賽，但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及反覆練習，在比賽中有極佳的表現。

仁愛堂水中健體隊的12名隊員站在頒獎台的一刻都展露燦爛的笑容。



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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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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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國芳女士

戴澤良博士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

東保集團



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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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贊助（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鄭丁港先生

岑濬總理
(2007-2008,
2010-2011年度)

吳鐵先生 盧啟邦先生陳慧玲小姐 司徒達成先生

明珠贊助（捐款港幣$300,000元或以上）

梁寶珠總理	BBS
(2003-2004年度)

譚治生先生
新天倫柯式印刷廠

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
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信輝實業公司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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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贊助（捐款港幣$50,000元或以上）

鄧楊詠曼主席
BBS,MH,JP
(諮議局委員)

卓歐靜美主席MH
(諮議局委員)

顏顏寶鈴主席BBS, JP
(諮議局委員)

莊舜而主席MH
(諮議局委員)

雷鴻仁總理
(1991-1992年度)

鄭樹勝總理
(2003-2004年度)

季昌珍總理
(2003-2005年度)

陳達華總理
(2007-2008, 2010-2011年度) 何談惠貞女士

張亦光先生

潘霖志先生
及

潘陳愛菁總理
(2003-2004年度)

陳建新伉儷 Mr.	So	Chi	Ming
Canborn
Co. Ltd.嘉度有限公司

Baker & McKenzie HOBBYENGINE 
MODEL LTD

震堅實業
有限公司

亞洲資源控股
有限公司

康健企業諮詢及
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金融管理學院



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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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贊助（捐款港幣$30,000元或以上）

張心瑜主席MH
(諮議局委員)

楊志雄總理
(2004-2005,2008-2009年度)

嚴玉麟副主席JP
(2008-2009年度)

陳明耀總理
(2008-2012年度)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年度)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年度)

蔡小勇先生
中國天然投資
有限公司

海皇國際
有限公司 瑞銀集團

Cecilia Yau Couture

龐創BBS
太平紳士
(諮議局委員)

袁永強副主席
(2002-2004年度)

謝錦埠副主席
(2002-2004年度)

及
謝吳翠霞女士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王潔歡女士 歐陽翠華女士 林寶鳳女士
麥文記麵家
有限公司

EDU-SCIENCE
 (HK) LTD

All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UKF (Holdings) Ltd
君陽太陽能電力
投資有限公司 驥發香港 一合環球有限公司

陳添先生



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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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善款由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15日，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

註︰由於篇幅所限，只臚列捐款港幣$5,000元或以上之善長，懇請見諒。

方啟丞先生   1,000,000

愛心全達慈善基金   1,000,000

圓玄學院   923,800

陳鄭玉而主席   711,126

任德章主席MH (2007-2008年度)   601,500

丘忠航副主席   584,000

六福珠寶   500,000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500,000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460,000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350,000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300,750

鄭丁港先生   300,000

MADISON WINE   300,000

蔡黃玲玲主席MH (2011-2012年度)   250,095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242,095

施仲舒先生   200,000

長安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   200,000

錢耀棠副主席   196,600

蔡陳淑儀總理   188,300

歐雪明副主席   181,688

李星強總理   176,888

劉業光總理   171,200

曹貴子副主席   166,000

梅會雅總理   155,000

楊素梅總理   144,525

袁譚玉琼總理   135,800

張敬慧總理   124,000

吳明珍副主席   123,167

MS CECILIA CHEUNG   118,000

羅詠珠總理   117,000

連卓鋒副主席   111,800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111,530

丁麗君總理   106,000

匯豐銀行慈善基金   102,712

陳慧玲女士   100,000

阮偉東先生   100,000

司徒達成先生   100,000

李偉健先生   100,000

李添明先生   10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100,000

MR LEE PUI WAH WARREN   100,000

鄧錦雄副主席MH   96,000

楊晶晶總理   96,000

黃陽總理   86,000

CARTIER   88,000

李愛平副主席   83,600

蘇煜均副主席   79,500

陳承邦總理   76,600

黃達東主席MH (2012-2013年度)   76,500

賴楚惠總理   76,000

陳麗珠總理   70,800

潘陳愛菁總理 (2003-2004年度)   69,600

史顏景蓮副主席   68,000

陳耀東總理   68,000

郭純恬總理   56,000

英永康總理   52,500

李鎮強先生   50,000

阮華先生    50,000

張志堅先生   50,000

張寶山先生   50,000

陳培甡先生   50,000

林美賢女士   50,000

徐美琪中港台一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

錢余總理   49,400

曲敏瑜總理   49,304

徐永康總理   45,600

何國材總理   44,640

羅台秦副主席   43,500

林長泉先生   43,500

吳騰總理   41,000

施一清總理   38,000

王錦輝總理   38,000

林茂總理   38,000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年度)   34,800

陳建新先生   32,800

MS JENNIFER CHAN   32,800

大榮華酒樓   30,950

鄒達江先生   30,000

文理泳會   30,000

BDH JA1 義工隊   29,468

李筠翎總理   28,600

季昌珍總理 (2003-2005年度)   26,560

陳尤麗樺女士   24,600

MR LEUNG PING WAH   23,800

GREATFAIR HOLDINGS LTD   23,800

呂寶興先生   20,000

車明輝先生   20,000

曾國繁先生   20,000

韓學倫先生   20,000

黃永琳小姐   20,000

黃曾自香女士   20,000

屯門獅子會   20,000

MR CHENG SHU KWOK RAYMOND   20,000

MS MA MUK LAN   20,000

皇室纖形   19,600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年度)   19,100

張華強副主席 (2011-2012年度)   18,500

商界助更生委員會   18,000

MS WONG YUEN LING   18,000

陳淑慈小姐   16,000

張均華先生   14,000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12,276

蕭楚基主席MH, JP (2004-2005年度)   12,234

李麗霞小姐   12,020

MISS LUI CHING YI   12,000

蔡志良先生   11,800

黎黃玉嫦總理 (2004-2005年度)   11,000

陳國權先生   11,000

歐陽梁秀玲女士   11,000

寶琳商戶互助委員會   10,800

何英傑先生   10,000

徐永鏗先生   10,000

羅建騰先生   10,000

駱建鳴先生   10,000

張銀好女士   10,000

國際塑化有限公司   10,000

美豐石油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東方之珠獅子會   10,000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10,000

福建南琦鞋業   10,0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10,000

MR CHAN SEK KEUNG   10,000

MR CHAN SHUI KWAN   10,000

MR HO LING YIN   10,000

MR KWAN YIK LUN   10,000

MS FUNG YUNG HO   10,000

MS LEONG NGAN FUNG   10,000

MS LEUNG SO CHUN CARLY   10,000

MS PAT PING PING   10,000

將軍澳街坊協會   9,920

TOP POT BAKERY   9,475

雄獅培訓中心   9,440

黃醒林先生   9,000

MR YAM PO YIN   8,200

陳國超博士MH, JP (諮議局委員)   8,000

蔡永傑先生   8,000

郭凌先生   8,000

東莞市福木源家具有限公司   8,000

寶齊來香港有限公司   8,000

GOLDWELL HONG KONG LIMITED   8,000

MENCE SKINCARE & BODY TONING AUTHORITY   8,000

黃宏發議員JP   7,920

MR LAI MAN NGOI   7,600

吳國章先生   7,500

天生堂藥業有限公司   7,500

香港元極學研究總會   7,380

奔騰旅運有限公司   7,300

海鮮島漁港   7,160

陳國海先生   7,000

謝劍蘭女士   7,000

陳訓典先生   6,800

莊元苳議員辦事處   6,480

豪大大雞排   6,277

莫廣泰先生   6,240

張偉泉先生   6,200

鄭群英小姐   6,000

陳漢民先生   6,000

美信秘書服務有限公司   6,000

MR LAM KIN WING EDDIE   6,000

MR SIU ON YEUNG   6,000

MISS CHENG KWAN YING   6,000

MS CHENG PUI WAH THERESA   6,000

MS HIU KI SIU JAMIE   6,000

MS TAM SO SEUNG   6,000

MS LEUNG LAI PING   5,500

金萍女士   5,320

陳鑑光博士   5,000

梁嘉林先生   5,000

林開錦先生   5,000

何德明先生   5,000

范肇錦、范方艷娥   5,000

梁妙珠、梁素儀、梁菁琴、王長秋、  5,000
林錦華、黃集儀、岑少媚  

中山強興鞋業   5,000

好日子酒樓集團   5,000

東莞虎威鞋業   5,000

春生厚   5,000

美麗約會   5,000

溫州程泓鞋業   5,000

福建卡丁鞋業   5,000

MR CHAN WUN SUN   5,000

MR SO CHE HO, ANTHONY   5,000

MR WONG HSIAO HUNG   5,000

MR WONG MAN HEE   5,000

MR WONG TIN CHEE   5,000

MR YICK SIU MAN   5,000

MS DIEP MEI PO   5,000

MS LEE LAI HUNG   5,000

MS LEUNG KAM YIN   5,000

TELINK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5,000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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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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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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5樓																																																												2448	2316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3樓	 																																																			2638	3082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1樓104室																																																																		2199	7343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GH249室																																														 2655	7771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773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組																																																													
屯門安定邨第六校6樓600室劉皇發夫人小學																																													 	2466	0312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757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440	6624	/	2440	9379
仁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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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心
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地下60號舖																																																											2618	2689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3號地舖																																																																	2443	2319	/	2443	2029
仁愛堂葵芳綜合醫療中心
葵芳葵義路15路葵芳閣地下G號舖																																																														3690	8198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2-16號廣福華庭1-2號地舖																																																								2652	0071
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大埔靖遠街55號地舖																																																																																			2638	7393
仁愛堂程思遠世代無肝炎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85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2323	4448
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東涌）（今年7月投入服務）
東涌富東街6號1樓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28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1樓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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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連卓鋒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878
環保及社會企業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屯門第38區龍門路133號環保園																																																																		2618	6308
仁愛堂社會企業	—	綠家居
屯門建發街13號建發工業大廈9樓13室																																																							3541	9966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																																																												
屯門置樂花園2座商場地下30-31號																																																													3617	9115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分店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3617	9115
長者健康生活站（屯門站）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00
長者健康生活站（大埔站）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2658	6313

長者服務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00
仁愛堂長者支援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33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473	5113
仁愛堂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
大埔德雅苑地下1-3號及6-8號																																																																					 2658	631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第二號亭	 					 									 2452	2790	/	2452	2603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沙田穗禾苑商場平台G39號		 				 				 								2681	2234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活動中心
沙田火炭駿景園駿景路1號地下	 		 								 	2634	6670	/	2634	6671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
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字樓	 				 				 								2882	9936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2樓	 																																																			2479	3360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2944	7206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A隊)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18-19號地下																																															2461	0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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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7	8234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D隊)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2443	1333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隊)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2475	5293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2476	5590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9	2299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5	9001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32-533室				 							2655	7660
弱勢社群服務   
仁愛堂鄉郊老人外展服務隊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80	
仁愛堂蕭鄭淑貞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9	3123
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1樓106-7室	 					 																													2320	4007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睦鄰街7號	 		 																																																			2326	3339
社區服務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5樓及6樓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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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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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1
社區發展      
仁愛堂屯新青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地下																																																																							2466	0695
仁愛堂關懷鄉郊社區發展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2463	3934
仁愛堂社區資源發展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2463	3958
青少年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1樓、2樓及4樓																																					2654	6188
社區持續教育服務
仁愛堂鄧楊詠曼社區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2655	7668
仁愛堂鄧楊詠曼長者持續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5樓																																	 2655	7622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504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575
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3462	2300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九龍西)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6樓		 								2155	2885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屯門澤豐)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																																																											3104	0820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2466	6802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2466	5270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2451	0372	/	2451	0373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3號																																																																																								 2457	1302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低座地下																																																																								2458	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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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