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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透過推出全新設計的回收桶，進一步
推廣「塑膠分類回收」的訊息，全面實踐「綠在
社區」的環保精神。

不斷創新
秉承仁愛堂勇於創新的理念，本堂將開創先河，
於來年 1 月 24 日假中環遮打道舉辦全港首個
「超市購物車回收膠樽慈善賽」，廣邀對環保願意
出一分力的公私營機構、學界組隊參與，用超市
購物車以最快速度，將最多的膠樽回收，宣傳
「塑膠回收、資源再生」的訊息，亦為本堂的
環保及教育項目籌款。

要持續推動服務發展，實在有賴董事局成員
以及各界友好出錢又出力，鼎力支持本堂各項
籌募活動！特此感謝君陽金融控股冠名贊助本堂
一年一度的《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
當晚除有群星傾力演出，更透過不同個案
分享，向廣大市民介紹仁愛堂各項貼身、到位
的服務，捐款熱線全晚響個不停，加上精彩
的籌款表演以及充滿娛樂性的籌款遊戲，最終
為本堂籌得超過港幣 490 萬元善款！「仁愛堂
名人名曲慈善演唱會」以「愛常在」為主題，
以歌傳愛，亦為本堂「認知障礙症」及其他支援
服務籌得接近港幣 280 萬元善款，成績令人
鼓舞！而「仁愛堂慈善步行日」亦吸引超過
3,000 名參加者一同寓「行」善於樂，並為
本堂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籌得理想善款。

在新的一年，我將繼續與董事局成員積極為
仁愛堂開拓網絡，爭取資源，持續優化服務，
以無比活力及創意，帶領仁愛堂再創新里程！

仁愛堂第三十六屆董事局
史顏景蓮主席

自 4 月上任仁愛堂主席一職以來，我深深
感受到，要做好服務市民的工作，實在需要投入
很多人力、物力和心力。尤幸得到董事局成員、
各界友好以及仁愛堂團隊的支持和努力，我們
得以兌現「以社區為本」、「展現關愛」、「持續
優化」及「不斷創新」的服務承諾。

以社區為本
有見屯門區內的基層家庭，往往因為家長有經濟
負擔，令小朋友失去參與暑期活動的機會，
我們特別邀請香港馬主協會慈善基金贊助區內逾
100 位小學生參加本堂的暑期康體班，讓他們
度過了一個既健康又充實的暑假！本堂轄下的
長者中心亦喜獲善長贊助，舉辦「愛笑瑜珈
訓練及推廣計劃」，讓長者、照顧者以及義工
透過愛笑瑜珈，化身「愛笑大使」，感染身邊
其他「老友記」，建立充滿歡笑的有情社區。

展現關愛
為使更多認知障礙症患者及早接受治療，延緩
退化情況，「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獲善長贊助推出嶄新的「愛 +1」計劃，資助
東九龍區患有輕度認知障礙症的 60 歲或
以上之長者，以優惠價接受中心的日間服務，
大大減輕照顧者的精神壓力及經濟負擔。

此外，為宣揚敬老愛老精神，本堂特別舉辦
「仁愛堂 ‧ 錦尚暉劇團《煙雨重溫驛館情》
慈善粵劇晚會」，並邀得善長贊助逾500位本堂
轄下長者中心會員免費入場觀賞，讓他們感受
社會對他們的關愛。

持續優化
教育方面，本堂屬校於今年5月前往上海交流，
而內地的專業教學團隊其後亦於 11月專誠來港
參觀本堂總部、屬下幼稚園及中小學，並參與
學前教師發展日，就學校管理、教學經驗、
學習課程等範疇作廣泛交流，以持續優化教學
質素。

環保方面，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與
荃灣獅子會合辦「分分膠給我 塑膠分類回收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 太平紳士（前排左四）、常任秘書長（衞生）袁銘輝太平紳士（前排左三）、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前排左二）與史顏景蓮主席（前排右四）及董事局成員就不同的醫療服務議題作廣泛交流。

中聯辦林武副主任（右九）十分欣賞仁愛堂的教育及青少年工作，鼓勵仁愛堂繼續與內地學校保持交流聯繫，互相學習。

拜訪中聯辦、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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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宴賀授勳晚宴
 

主禮嘉賓保安局李家超副局長（前排左八）讚揚授勳人士熱心公益，致力回饋社會，獲頒授勳銜，實至

張肖鷹副部長 ( 前排左五 ) 特別欣賞仁愛堂的創新精神，服務全面
到位。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到訪仁愛堂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與本堂一直保持緊密連繫，
為加強雙方協作，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
親自率領工作部要員到訪仁愛堂總部，以了解本堂
最新的服務發展，並就社會服務、民生等議題與
本堂董事局成員作廣泛交流。 

為恭賀本堂諮議局委員周錦祥先生MH 獲頒授銅紫荊
星章、黃達東主席 MH (2012－2013 年度 ) 獲委任
太平紳士 (JP)、吳明珍主席 (2014－2015 年度 ) 獲
頒授榮譽勳章 (MH)，以及各界友好賢達授勳，本堂

於 10 月 30 日晚上廣邀友好聚首一堂，並邀得保安局
副局長李家超太平紳士 PDSM, PMSM 主禮，一同祝賀
並表揚他們對香港的貢獻。

董事局快訊董事局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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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支持懲教署教育及更生工作
仁愛堂一向支持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教育機會，協助
他們裝備自己，在重投社會後可以自力更生，遂向
「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及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

基金」合共捐款 10 萬元，並於 9月 30 日假懲教署灣仔
總部舉行支票移交儀式。

史顏景蓮主席（左三）與眾董事局成員向懲教署助理署長 ( 更生事務 ) 鄧秉明先生 CSDSM（右三）
致送支票，以支持懲教署的教育和更新工作。

懲教署石壁監獄每年均聯同本港各大專院校提供遙距
學習課程，以協助在囚人士學得一技之長，重新融入
社會。史顏景蓮主席獲邀擔任本年度「石壁監獄證書

頒發典禮」主禮嘉賓，頒發證書予學成結業之在囚
人士，表揚他們勤奮向上的決心，並祝賀他們取得
優異成績。

史顏景蓮主席 ( 前排左四 ) 聯同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及其他嘉賓
與懲教署邱子昭署長 CSDSM ( 前排中 ) 及林國良副署長 CSDSM 
( 前排右四 ) 在典禮上留影。

懲教署邱子昭署長 ( 右 ) 頒發紀念狀予史顏景蓮主席 
( 左 ) ，以感謝她對活動的支持。

懲教署「石壁監獄證書頒發典禮」

董事局快訊董事局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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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萬里行 — 香港新界慈善機構聯合
訪桂團 2015 
仁愛堂應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之邀，聯同青松觀、圓玄學院、
博愛醫院、仁濟醫院、蓬瀛仙館、寶蓮禪寺等新界慈善
機構於 12 月 5 日至 9日參與「慈善萬里行 — 香港新界
慈善機構聯合訪桂團2015」，到廣西南寧進行官式拜訪，
增進對廣西經濟社會及慈善事業的了解，促進港桂慈善
團體交流合作之餘，更向合浦縣星島湖鄉洋江小學捐贈
40萬元人民幣，合力提升內地教學質素。

今年拜訪團邀得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劉林部長及張肖鷹
副部長分別擔任榮譽顧問及高級顧問，先後拜訪南寧市、
北海市委常委，並舉行「桂港公益慈善工作交流會」，
與廣西多個慈善團體進行會面交流，以提升兩地慈善
服務水平。

史顏景蓮主席 ( 左五 ) 聯同諮議局委員史立德主席 MH 太平紳士 (2008-2009 年度 )  ( 左四 ) 、陳國超博士 MH 太平紳士 ( 左六 ) 、
各新界主要慈善機構主席與隨團榮譽顧問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劉林部長 ( 右七 ) 及統戰部李康部長 ( 左八 ) 合照留念。

訪桂團參觀南寧市社會福利院，以加深對內地社會福利的了解。

董事局快訊董事局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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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環保能源 ( 南京 ) 項目於 2014 年投入運作，為了減低對環境的影響，特別使用密封車運載垃圾並在半密封環境進行處理，
而排出的廢氣亦經過多重過濾，以減少空氣污染。垃圾體積經過高温焚燒後大幅縮減，一方面減輕堆填區負荷，同時供電予項目日常
使用，剩餘電力亦會輸往國內電網，一舉多得。

仁愛堂環保城市探索之旅不僅得到光大國際環保公益
基金會擔任冠名贊助，活動中表現優秀的多位大使與
合辦機構香港大學團隊更獲額外資助，於 9月前往南京

參觀光大環保能源 ( 南京 ) 有限公司轉廢為能的焚化爐
項目，學習內地處理生活廢物的設施和技術，獲益
良多。

隨著環保城市探索之旅的考察活動圓滿結束，考察大使
宣揚環保訊息的任務正式展開。大使於 11月 1日假香港
大學圖書館大樓（新翼）許磐卿講堂發表專題報告，
分享學習成果。活動邀得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擔任

主禮嘉賓，史顏景蓮主席及諮議局委員史立德主席MH
太平紳士（2008-2009 年度）亦出席支持，勉勵學生繼續
肩負宣傳環保的使命，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香港，分享會
吸引超過200名嘉賓、學生及老師到場支持，場面熱鬧。

分享會中，主禮嘉賓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中排左五）、史顏景蓮主席（中排左六）、活動榮譽顧問李樂詩博士MH（中排左四）、
團長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侯智恒博士（中排右四）與「考察大使」合照留念。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會呈獻：
「仁愛堂環保城市探索之旅2015 — 新加坡」
學界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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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成員伉儷及嘉賓友好一同出席酒會，祝願晚會善款及收視節節上升 !

《君陽金融控股呈獻：善心滿載仁愛堂》
電視籌款晚會
一年一度的《善心滿載仁愛堂》電視籌款晚會於 10 月
10 日假將軍澳電視廣播城圓滿舉行。今年晚會獲君陽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擔任冠名贊助，並邀得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 GBS 太平紳士親臨主禮。在董事局成員、
諮議局委員 、 贊助商 、 各界友好及市民的鼎力
支持下，最終為仁愛堂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籌得超過
港幣 490 萬元善款。

晚會陣容鼎盛，除有星級司儀汪明荃 (Liza 姐 ) 、
陳百祥 ( 叻哥 ) 及朱凱婷坐陣外，多位星級歌手包括

李克勤、黃凱芹、麥潔文、薛凱琪、林德信等為晚會傾力
獻唱；史顏景蓮主席、沈運龍總理及史顏景蓮主席千金
史佩加小姐更參與籌款表演，為晚會籌得理想善款。

節目中的服務個案分享細膩感人，引起觀眾共鳴，
當晚熱線中心電話響個不停， 仁愛堂諮議局委員
陳鄭玉而主席MH（2013-2014 年度）更連續 4年贊助
「愛心電暖氈」予透過電話熱線捐款超過港幣 800 元
或以上的善長，以答謝市民的踴躍捐輸。

史顏景蓮主席千金史佩加小姐 (右) 與「仁愛大使」林德信 (左) 
大展廚藝，合力炮製「愛心雞蛋仔」，更加入鮑魚粒作餡料，
連 Liza 姐都大讚有創意。

史顏景蓮主席 (右 ) 與「叻哥」陳百祥 (左 ) 深情對唱《明天你是否
依然愛我》，默契十足，令人聽出耳油！

仁愛焦點仁愛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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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運龍總理 ( 左三 ) 特別安排健力士全球最高價值鑽石結他首次參與
慈善演出，由太極樂隊主音結他手鄧建明 ( 右三 ) 演奏，並聯同樂隊
Yellow! 重新演繹陳百強浪漫金曲《偏偏喜歡你》， 為觀眾帶來驚喜。

多位董事局成員及嘉賓聯同藝人大玩經典遊戲「愛心爆棚大電視」、
「超強慈善選擇ABC」及「善款滿載彈彈杯」，寓慈善於娛樂。

冠名贊助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任委員 史顏景蓮主席、鄧錦雄副主席 MH 、丘忠航副主席、曹貴子副主席、
楊素梅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岑濬總理

副主任委員 連卓鋒副主席、郭純恬總理、張嘉齊總理、劉海航總理、
李慧娜總理、沈運龍總理、楊凱山總理、陳華新總理

節目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教育局吳克儉局長、食物及衞生局高永文局長及環境局黃錦星局長參與外景拍攝，介紹本堂服務，
並呼籲社會各界捐款支持仁愛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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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慈善步行日2015
仁愛堂一年一度的大型戶外籌款活動—「慈善步行日」
於 11 月 29 日假青衣東北公園舉行，並邀得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 SBS, IDSM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今年活動更
首度邀得人氣卡通人物Mr Happy 及Mr Strong 擔任活動
大使，為現場超過 3,000 名參加者打氣及合照留念，
一同度過快樂及充滿正能量的星期天。

參加者浩浩蕩蕩從青衣東北公園出發，沿青衣海濱長廊
步行到青衣碼頭，飽覽沿途優美景色，一同寓「行」善
於樂。活動最終為仁愛堂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籌得超過
港幣 100 萬元善款。

主任委員 楊素梅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禤國全總理

副主任委員 丘忠航副主席、連卓鋒副主席、吳騰總理、蘇楊潔玲總理、
虞琳琳總理、莫蔡倩文總理、蔡少森總理、李慧芬總理

銀贊助 昌利證券有限公司

貴賓隊 華彩集團有限公司、立通機電工程有限公司、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神慈秀明會

在主禮嘉賓保安局黎棟國局長 ( 前排右六 ) 及史顏景蓮主席 ( 前排右七 ) 的帶領下，參加者浩浩蕩蕩從青衣東北公園出發！

主禮嘉賓保安局黎棟國局長 ( 前排左九 ) 聯同史顏景蓮主席 ( 前排左八 ) 、活動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
仁愛大使及活動大使Mr Strong 及 Mr Happy 一同主持開步儀式。

仁愛焦點仁愛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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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慈秀明會動員 556 名會友參加慈善步行，再度蟬聯「最人多勢眾大獎」及「團體最高籌款獎」。

「仁愛大使」童愛玲 ( 右一 ) 、陳嘉桓 ( 右二 ) 及何基佑 ( 左二 ) 
與在場參加者分享健康生活心得。

史顏景蓮主席 ( 前排中 ) 、董事局成員伉儷及諮議局委員
對「仁愛堂培訓及就業服務」學員即場製作的扭波讚不絕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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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善心的「仁愛大使」許廷鏗 ( 左 ) 及林欣彤 ( 右 ) 獻唱多首
以「愛」為主題的歌曲，以配合晚會「愛常在」的主題。

仁愛堂名人名曲慈善演唱會
仁愛堂於9月 10日假香港洲際酒店舉行以「愛常在」為
主題的「仁愛堂名人名曲慈善演唱會」，並成功為
仁愛堂「認知障礙症」及其他支援服務籌得接近港幣
280 萬元善款，資助本堂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的照顧
及訓練服務。

晚會星光熠熠，多位政府官員均撥冗出席支持，包括主禮
嘉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 太平紳士、
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高永文局長 ( 中 ) 聯同史顏景蓮主席 ( 右六 ) 及活動籌委會成員及贊助商一同為晚會主持啟動禮。

史顏景蓮主席 (右 ) 與有「AO歌王」美譽的楊立門GBS太平紳士 
(左 ) 為晚會打頭陣，獻唱經典金曲《現代愛情故事》，贏得全場
掌聲。

副部長以及懲教署副署長林國良 CSDSM ，而應屆香港
小姐冠軍麥明詩、亞軍龐卓欣、季軍郭嘉文、友誼小姐
林凱恩亦是晚會的座上客，與仁愛堂董事局成員聚首
一堂，以歌聲妙韻傳揚大愛。

除義唱環節外， 大會更新增「愛的宣言」環節，
讓嘉賓即場表達心意； 全場嘉賓更配合大會主題穿上
心形圖案及粉紅色服飾現身，競逐大會特設的「最佳
造型獎」，令全場洋溢著暖暖愛意和浪漫氣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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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顏景蓮主席、楊素梅副主席 ( 左圖 ) 及陳明耀副主席 ( 右圖 ) 憑悉心的服飾配搭贏得「最佳造型獎」，並從食物及衞生局陳肇始副局長
手中接過獎座。

至尊贊助 歐雪明副主席 (2009-2014 年度 ) 、農本方

主任委員 史顏景蓮主席、陳明耀副主席、沈運龍總理

副主任委員 李愛平副主席、連卓鋒副主席、楊素梅副主席、賴楚惠副主席、
陳慧玲副主席、 郭純恬總理、莫蔡倩文總理

金贊助 Cartier

銀贊助 中國農業生態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高永文局長 ( 中 ) 亦為善不甘後人，聯同史顏景蓮主席 ( 右二 )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 ( 右四 ) 、
單日堅先生 SBS, CSDSM ( 左四 ) 、董事局成員及嘉賓合唱《掌聲響起》，掀起全晚高潮。

籌募活動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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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錦尚暉劇團
《煙雨重溫驛館情》慈善粵劇晚會
仁愛堂與錦尚暉劇團攜手合作，於 11 月 9 日假北角
新光戲院大劇場合辦慈善粵劇晚會，並邀得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士擔任主禮嘉賓。
當晚，多位熱心公益的粵劇紅伶，包括仁愛堂董事局
陳華新總理、鄧有銀女士等傾力演出經典劇目《煙雨

重溫驛館情》，為「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籌得接近
港幣 40 萬元善款。當晚氣氛熱鬧，逾 500 位仁愛堂
轄下長者中心的會員更獲善長贊助，免費入場觀賞
此精彩劇目，一同宣揚敬老愛老精神。

史顏景蓮主席 ( 中 ) 於典禮中帶領活動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董事局成員及諮議局委員一同為演員打氣，預祝演出成功。

主任委員 陳華新總理

副主任委員 蔡少森總理、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

愛心贊助 丘忠航副主席、連卓鋒副主席、張敬慧副主席、陳明耀副主席、
賴楚惠副主席、陳慧玲副主席、卓歐靜美主席MH（2009-2010 年度）、
吳明珍主席 MH（2014 -2015 年度）、劉海航總理、禤國全總理、
顏明秀總理、李慧芬總理、圓玄學院、呂陳慧貞總理（1998-2000年度）、
孫蔡吐媚總理（2009-2011 年度）

主禮嘉賓梁唐青儀女士 ( 左四 ) 在史顏景蓮主席 ( 右四 ) 的陪同下，致送紀念品予參與
演出的粵劇紅伶，答謝他們為慈善傾力演出。

陳華新總理 ( 左 ) 為慈善粉墨登場，
精彩的演出搏得全場觀眾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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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顏景蓮主席 (前排右五) 親身到賣旗站為義工們打氣，感謝他們身體力行為本堂賣旗籌款。

新界區賣旗日
一年一度的仁愛堂新界區賣旗日於 9 月 19 日圓滿
舉行，逾 3,500 名本堂轄下服務單位、學校及其他
友校、友好團體、機構及善心企業義工在新界各區

落力向市民募捐， 成功為仁愛堂長者及弱勢社群
服務籌得超過港幣 106 萬元善款。

今年的慈善獎券邀得人氣卡通人物「MR. MEN LITTLE MISS」擔任活動大使，希望各界善長踴躍認購慈善獎券，一同為社會發放愛心及
正能量。

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
為進一步拓展多元化的社區服務，本堂每年均舉行
「仁愛堂籌款月暨慈善獎券銷售」以募集善款。此活動
已連續舉辦超過 20 年，而本年度活動將訂於 2015 年

12月 30日至 2016年 2月 5日舉行，希望各界善長繼續
踴躍捐輸，為本堂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康體、環保
及社會企業等服務籌得更多善款，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

今年活動首度安排義工以八達通賣旗，
只需「嘟一嘟」便可共襄善舉，既方便
又輕鬆。

籌募活動籌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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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當日適逢中秋，眼見幸福美滿的家只剩下一堆焦銅爛鐵，倍感哀傷。

「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 應急錢計劃
避風塘三級大火受助個案
中秋節本應人月兩團圓，一場無情的三級大火不但將
一艘遊艇焚毀，更波及避風塘逾二十多個艇戶，其中
以船為家的水上人陳佑權(權哥)，見肇事遊艇火光熊熊，
奮不顧身以快艇將家人救出險境，並將肇事遊艇拖離

火場，結果自己的住家艇卻慘被波及，瞬間陷入火海，
所有財產家當、甚至幼女上學的書包、長女的嫁妝亦被
大火吞噬，更眼巴巴目睹其中一頭愛貓逃生時墮海溺斃，
苦不堪言。

史顏景蓮主席(左二)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承邦副主席(左一 )特地前來探望，
並送上善款及果籃，鼓勵陳家重新振作，過渡難關！

權哥從事海鮮魚類加工工作，育有
三名正在求學的女兒，正在就讀
大學的女兒於火災中大受打擊，
一度要求退學，盡快找一份工作以
幫補家計。陳家如今寄人籬下，
財產盡失，一方面希望盡快走出
火災陰霾，重建家園，另一方面
亦要承受日常開支、書簿費用等
沉重的經濟壓力，非常徬徨無助。

仁愛堂與星島日報合辦的仁愛堂
「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 應急錢
計劃，即時為個案發放港幣二萬元
的現金援助， 以解燃眉之急。
史顏景蓮主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承邦副主席更親自到訪
避風塘探望陳家，致以深切慰問。

仁間有愛仁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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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顏景蓮主席（右三）致送由長者親手製作的懷舊玉兔燈籠予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青委會林偉龍主席（右二），充滿節日氣氛。

課程會提供小丑表演、化妝技術、魔術
表演、擲技、平衡技和操控雜技的技巧
訓練， 更會教授表演藝術者的應用
心理學，有助學員提升自信。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青委會常務副主席史昊洺
先生 (左 )向長者送上禮物，陪「老友記」度過
一個歡樂的下午。

學員亦學習以氣球製作卡通人物，令會場
佈置更添特色。畢業學員表示課程不但
有助他們一展所長，更能為身邊的人帶來
歡樂，非常有意義。

樂在胡忠賀中秋

仁愛堂 YES 專業進修課程 — 
小丑表演藝術文憑課程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獲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青委會
贊助，於 9 月 14 日舉辦「樂在胡忠賀中秋」活動，
史顏景蓮主席、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青委會林偉龍主席及

常務副主席史昊洺先生，邀請中心 100 位長者及義工們
大玩應節遊戲，並送上福袋，一同歡度中秋佳節。

近年於各大主題公園、商場、喜慶場合常會發現小丑的
踪影，市場對小丑表演人材需求殷切。有見及此，
仁愛堂 YES 專業進修課程特別開辦「小丑表演藝術文憑

課程」，為有志投身表演藝術行業的人士提供專業培訓、
實習及工作轉介，讓他們發揮表演潛能，為社會大眾帶來
歡樂。

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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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笑大使」完成訓練後會到社區宣傳，將笑聲傳到社會每
一個角落。

中心護士向家傭細心講解照顧長者的技巧。

嘉賓們特別進行切蛋糕儀式，慶祝中心成立 21週年。

愛笑瑜珈訓練及推廣計劃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照顧者訓練日

「滿堂金玉共聚慶週年 2015」聚餐晚宴

仁愛堂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獲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
計劃的慷慨贊助，舉辦「愛笑瑜珈訓練及推廣計劃」，
參與的長者、護老者及義工透過愛笑瑜珈，不但可以學習
放鬆減壓，改善情緒，令生活充滿笑容外，更會化身為
「愛笑大使」，將所學推廣予身邊長者，建立充滿笑聲
的有情社區。

中心將會於 2016 年 3 月舉辦「愛笑瑜珈工作坊」，
與長者及護老者分享笑的方法，預計共 230 人次受惠。
如欲參與，可致電 2681 2234 查詢。

中心於 8月 25日舉辦「照顧者訓練日」，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及中心護士透過講座及小組形式，教授家屬
及家傭使用家居輔助設施及照顧長者的技巧，讓長者
得到適切的照顧。

為慶祝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成立21週年，
中心舉辦「滿堂金玉共聚慶週年 2015」聚餐晚宴，
除邀得仁愛堂董事局莫蔡倩文總理蒞臨主禮外，諮議局
委員周錦祥先生BBS, MH、吳偉光主席BH (1991-1992
年度)、屯門區議會蘇炤成議員亦撥冗出席，氣氛熱鬧。

席上亦宣佈中心喜獲社會福利署及賽馬會智安健計劃
撥款合共約港幣500萬，為該中心進行設施改善工程，
務求以現代化設施為區內長者提供適切的護理服務。

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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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廚樂無窮服務日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樂在「耆」中計劃

為關愛區內長者，中心舉辦「廚樂無窮服務日」，
義工婦女們以精湛廚藝為區內長者烹調健康美味家常

小菜，更一同進膳，讓他們有家的感覺，感受無比
關愛，場面溫馨。

仁愛堂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慈善捐款贊助，舉辦
以「社區建設」為主題之樂在「耆」中計劃，透過
工作坊、社區探訪、「長幼共融，和諧社區」教育

日營及嘉年華等，讓長者與青少年互相認識，並從
溝通中學習互相尊重，促進長幼共融。

長者大讚菜餚美味，水準十足，婦女們亦感到非常滿足。

教育日營的歷奇體驗活動由專業導師和社工設計及帶領，讓長幼兩代從中學習合作精神及溝通之道，加強社區的凝聚力，締造和諧社區。

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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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配合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
提供登記服務     便利長者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同事為有需要的長者辦理申請手續，
為他們解決遞交申請時遇上的困難。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自推出以來廣受
長者歡迎，計劃於本年 9 月 1 日更擴展至資助年滿
80 歲、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鑲配活動假牙，
預計受惠人數可達 13 萬人。仁愛堂轄下五間牙科
診所響應計劃， 而「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更率先為東九龍區有需要的長者提供登記服務，長者
可帶同身份證明文件及銀行戶口資料，親臨「仁愛堂
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辦理登記手續。

查詢熱線：2323 4448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推嶄新「愛 + 1」優惠計劃
患者及家屬同表受惠
為慶祝「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邁向兩周年，中心推出嶄新「愛 + 1」
計劃。計劃由中心命名人歐雪明副主席 (2009-2014 年度 ) 捐款支持，讓居住
在東九龍區內、評估患有輕度腦退化症的 60 歲或以上長者，以優惠價港幣 290 元
使用中心日間服務一天，並額外加送免費服務一天，使更多患者及早接受認知訓練
及照顧，以減緩機能及認知功能退化，同時增強記憶、改善情緒及維持自理
能力，並減輕照顧者的壓力及經濟負擔。每位參加者最多享用 6 個月優惠，預計
約有 1,900 人次受惠。

       現年 80 歲的中心學員林炳，一年前帶同患有中度腦退化症的妻子到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接受治療。妻子自患病後變得脾氣暴躁，
經常責罵林炳，令他承受巨大身心壓力。「我試過因情緒低落，腦裡閃過
做傻事的念頭，幸得醫生轉介我太太參加中心活動，現在她的情緒變得平穩
且容易相處，令我的壓力得以舒緩。」自「愛 +1」計劃推出後，林炳和
妻子每星期得以免費享用多一天的訓練，治療效果更顯著！

服務使用者心聲

醫療服務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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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凸字走火通道圖及平面圖。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
加設無障礙設施　關顧不同人士需要

信善會眾向中心會員送贈福袋，祝願老友記們身體健康，笑口常開！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贊助
「善心樂聚慶中秋福袋送贈活動」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獲信善恩惠慈善基金
贊助舉辦「善心樂聚慶中秋福袋送贈活動」，信善會眾

送贈 300 份福袋予中心會員，並致以溫暖問候，讓他們
在這溫馨的中秋佳節感受到「仁間有愛」。 

仁愛堂自 2006 年起獲醫院管理局邀請參與三方合作的
中醫項目，於屯門仁愛分科診所成立「仁愛堂－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為居民提供以循證醫學為本
的優質中醫服務，多年來一直深受市民信賴。

為使服務更臻完善，教研中心已於 10 月份完成內部
翻新工程及加設無障礙設施， 以關顧社區內不同
人士的需要。

醫療服務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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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註冊中醫師蔡彥淵

中醫會客室：冬天進補
古人說：「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意思就是冬季不好好
養生，來年就會容易生病了。《黃帝內經》記載「冬三月，
此為閉藏」、「早臥晚起」、「去寒就溫」等。動物會冬眠，
而人則冬藏，講究早睡晚起，注意保暖。

為什麼冬天適合進補？
夏天人體熱能外散，陽氣旺盛；冬天則氣血內藏，身體
處於收斂狀態。若是吃一些補益的東西，都會內收化成
陽氣，一方面增加血液的迴圈，避免手腳冰凍，另一方面
提高身體免疫力，尤其在冬季或在流感高峰期，體質
虛弱的人有機會因小感冒引起其他併發症，適時適當的
進補，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

一般來說，冬季養生宜多吃熱粥，以益氣養胃，增加
營養和熱量。臘八吃臘八粥，冬至吃赤豆粥；健脾和
胃吃茯苓粥，益精養陰吃芝麻粥，除煩養心吃小麥粥，
化痰消食吃蘿蔔粥，養陰固精吃合桃粥，益氣滋陰吃
大棗粥等，同樣非常符合冬季進補的原則。

對於體質較虛弱的人，冬季進補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
一味亂投藥石容易產生反效果。為使腸胃有適應過程，
冬季進補前最好讓脾胃打好基礎。可選用豬𦟌、淮山、
茯苓及紅蘿蔔熬湯，亦可選南瓜、生姜、紅棗、紅糖共煮，
以調和脾胃。

一、 氣虛者：四肢無力、神疲體倦、少氣懶言、動輒
出汗。藥物可選用北芪、人蔘、黨蔘、太子蔘、
白朮、五味子等。食物可選用淮山、大棗、黃豆、
栗子、牛肉、紅蘿蔔等。

二、 血虛者：面色萎黃、口唇蒼白、頭暈眼花、耳鳴
心悸。藥物可選用當歸、熟地、白芍、阿膠、桂圓肉
等。食物可選用酸棗仁、西梅、葡萄、甜薯、黑木耳、
黑芝麻、豬肝等。

三、 體質偏熱或較強壯的人，四肢不容易感到寒冷，
一般不需要進補，稍為加強補氣的食物便可，
如牛肉、羊肉、棗類等都有很好的補益效果。
如果想吃冬天常見的胡椒豬肚湯、羊腩煲、蛇羹等
饍食時，建議配搭涼性的食物中和，以免火上
加油，越補越火。

哪些體質狀況的人不適合進補？
一、 體質偏熱及容易上火的人，切忌溫補，若補過了頭，
容易出現流汗、面紅耳熱、口乾舌燥、便秘等症狀。

二、 有感冒發燒、咳嗽等症狀，或者皮膚紅疹瘙癢者，
均不宜進補，否則會令症狀加重。

三、 患有心血管疾病、腎病、肝膽病、糖尿病、痛風
的人，補品中的老火湯、肉汁、酒精等成份容易
誘發或加重病情。

四、 女性月經期也不宜進補，以免增加排血量，延長生理
週期。

由於每人體質各異，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註冊中醫師。

醫療服務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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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屬下中小學陸運會
仁愛堂屬下 2 間中小學分別於 11 月期間舉行陸運會，
藉此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培養恆常運動、鍛練身體
的習慣，以及堅毅不屈的精神，使他們在身、心方面

得到均衡發展，同時增加對所屬四社及班級的歸屬感
以及合作精神。陸運會邀得多名仁愛堂董事局成員、
體壇名將及學界友好等親臨觀賽，場面熱鬧。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第 29 屆陸運會邀得主禮嘉賓前中國女排的主攻手孫玥女士 ( 左三 ) 、仁愛堂董事局連卓鋒副主席 ( 左二 ) 、
賴楚惠副主席 ( 右三 ) 、田慶先校監 ( 左四 ) 、校董陳婉珊副主席 (2013-2014 年度 ) ( 中 ) 、校董暨前校長戴希立 BBS 太平紳士
( 右二 ) 及吳潔容校長 ( 右一 ) 親臨指導， 勉勵學生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 面對成長路上的挑戰。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運動會主禮嘉賓史顏景蓮主席為得獎健兒頒發獎牌。

教育服務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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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
仁愛堂混合見習支隊二十周年隊慶

2015-2016年度屬下幼稚園聯校教師發展日

嘉賓與仁愛堂混合見習支隊成員一同分享二十周年隊慶的喜悅。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命名人、校監暨諮議局委員鄧楊詠曼主席BBS, MH太平紳士（1999-2000年度）（後排左七）、
校長及教師們都認為透過是次講座，與內地專家交流教學意見及經驗，有助提升教學質素及技巧。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屬下的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 仁愛堂混合見習支隊於 10 月 31 日舉行二十周年
隊慶，並邀得主禮嘉賓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劉耀良先生、校監暨仁愛堂諮議局委員吳偉光主席 BH 

本堂於 11 月 28 日假仁愛堂田家炳小學舉行本年度
「屬下幼稚園聯校教師發展日」，以提升學前教育
質素。發展日邀得上海行政學院政黨研究所副所長

(1991-1992年度)、校董張華強副主席 (2010-2012年度)、
前校長梁照良先生及蔡國光校長主持閱操儀式及頒獎
典禮，並賜言勉勵，別具意義。

趙剛印博士、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丁利民校長及
上海市市立幼兒園研發部潘嘉煒主任擔任主講嘉賓，
令教師們獲益良多。

教育服務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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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學生環保工作體驗計劃暨
多媒體比賽

參加者無懼廠房酷熱的環境，仍落力參與分類工作，可見他們
對推動環保工作的決心。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在可口可樂中國基金
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在暑假期間舉辦「全港中學生環保
工作體驗計劃暨多媒體比賽」，安排逾300名中學生參與
工作體驗計劃，了解香港固體廢物問題及本港環保工業
的情況。之後，參加者更可參與多媒體比賽，向校內
其他同學或朋輩分享參與工作體驗的經歷及感想，同時
宣揚廢塑膠乾淨回收、再生及減少使用塑膠的訊息，
提高青少年及市民的環保意識。

分分膠給我 — 塑膠分類回收計劃

全新設計的回收桶已放置於 9間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體檢佐敦及沙田診所、仁愛堂
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仁愛堂
綠色生活館及仁愛堂環保園塑膠
資源再生中心。

於頒授儀式中，史顏景蓮主席(左四)、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減廢及回收)黃漢明先生(右三)、
荃灣獅子會副會長暨仁愛堂董事局陳承邦副主席 ( 右二 ) 、李浩然副會長 ( 左三 ) 、職業訓練局
環保事務處主管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屯門分校 ) 院長邵志勇工程師 ( 右一 ) 、香港理工大學
公共設計研究室及亞洲生活形態設計研究室代表盧智恒先生 ( 左一 ) 及「仁愛大使」何基佑
( 左二 ) 將不同類別的塑膠物品投進回收桶內，以示範正確的塑膠分類回收過程。

為提高公眾對塑膠回收的意識，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
再生中心及荃灣獅子會合辦「分分膠給我 — 塑膠分類
回收計劃」，並邀得環境保護署、環境及自然保育
基金、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擔任
計劃支持機構。中心於 12月 3日舉行頒授儀式，以感謝
荃灣獅子會的慷慨捐助及各支持機構的鼎力支持。

計劃設計了一套嶄新外型的塑膠分類回收桶，回收
桶外形呈三角形，有別於以往呈正方形的設計，令人
即時聯想到回收標誌。回收桶三邊採用透明物料，
令市民清楚看到回收塑膠的質和量，藉此增加公眾
回收意識和推廣乾淨回收，並鼓勵市民從日常生活中
實踐綠色生活，身體力行，一同推動環保。

環保觸覺環保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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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文化分享」活動

綠色導賞：暢遊大西北

綠色家居種植　由屋邨伸延至大學

參加者在製作手工藝之餘，亦同時培養耐性、訓練雙手
的靈活性，以及增加與人合作溝通的技巧。

「綠色導賞：暢遊大西北 — 細味龍鼓灘」導賞團活動帶領參加者參觀龍鼓灘石灘、
龍鼓灘村公所及天后廟、海豚瞭望臺，欣賞石灘美麗如畫的風景外，同時講解香港
百多年前依靠捕魚維生，面對無常的天氣與風浪，天后成為保護漁民的守護神的
歷史，加深市民對香港歷史人文風貌的認識。

「綠色生活館」期望透過計劃，讓同學們能夠在種植的過程中，
培養出愛心和耐性，並學會珍惜食物。

為鼓勵市民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剩餘物資製作手工藝，體驗
將廢物升級再造的趣味，「綠色生活館」邀請多位「手作
分享者」，與社區人士分享製作技巧，包括利用索帶織造
花籃、利用舊活動橫額製作八達通套、利用回收箱內的
大 膠 樽 做成膠囊式便攜工具箱 、 利用剩紗線織造出
時尚首飾等。活動更吸引外間組織和大學小組邀請進行
個別教授，而一些手作活動「 常客 」更主動成立義工
分 享 小 組 ， 把製造手作的樂趣互相分享 ， 更將充滿
溫暖的製成品交予弱勢社群及醫院病人手中， 將愛心
傳揚開去。

「綠色生活館」推出「綠色導賞 ：
暢遊大西北」導賞團活動， 分別
帶領公眾參觀集歷史文化、美景於
一身的南生圍及龍鼓灘，了解香港的
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屯門、天水圍、
元朗三地的歷史文化， 學習欣賞
大自然之餘，亦多加了解環境及文化 
保育的重要性。

「綠色生活館」推行以「香草盆栽種植初體驗」為
主題的「家居種植盆中菜」第二期秋季計劃，把綠色
生活文化由家居伸延至社區每個角落。「綠色生活館」
種植義工於 10 月 26 日假嶺南大學舉行簡介會，
讓學生一邊品嚐由新鮮香草製成的小食和飲品，一邊
聆聽有機農夫分享有關香草與蔬果有機種植心得及
基本知識，並即場提供所需材料，讓學生體驗移苗
工作，合力將宿舍變成迷你香草菜園！

環保觸覺環保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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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無窮 ~ 樂遊綠屯門 2015」成果禮

環保工作坊及講座

為推廣屯門區的經濟和旅遊發展，屯門仁愛堂彩虹社區
綜合發展中心連續 3 年與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
委員會轄下屯門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合辦「永續無窮 ~ 
樂遊綠屯門2015」，並於8月 29日舉辦成果禮，向公眾

分享計劃成果。除景點小冊子外，更推出介紹屯門12條
特色景點路線的手機應用程式，另增設導賞團，推廣
屯門區內特色小商戶及健康消閒的好去處，鼓勵市民
親身遊走屯門的特色景點，一起發掘屯門的寶庫。

為鼓勵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緩和
全球暖化和氣候反常現象，「綠色生活館」在今年
年中推行「一人一年減一噸碳排放」運動，鼓勵學生
及市民透過簽署網頁約章，實踐減碳生活。

「綠色生活館」在全港學校及社區舉行多場環保工作坊
和講座，藉以加深市民對減碳方法及低碳生活的了解。
在短短 5 個月內，成功鼓勵超過 1,500 名學生及市民
簽署減碳約章。

主禮嘉賓屯門區議會副主席梁健文先生 BBS, MH 太平紳士 ( 前排右三 )、屯門
區議會房屋委員會主席李洪森先生 MH ( 前排左二 )、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
主任古潔儀女士 ( 前排左一 )、屯門區議會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屯門經濟發展
工作小組召集人蘇愛群女士 MH ( 前排左三 )，一同見證活動成果。

一家人合力以節省電源及水源的煮食方法，烹調以剩食為材料、
色香味俱全的健康素食，達致「節能減碳」及「惜飲識食」
目標。

小朋友一起簽署「一人一年減一噸碳排放」運動參與證書，
鼓勵家人合力「節能減碳」，實踐低碳生活。

環保觸覺環保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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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社企同事和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的師生，交流營運社會企業的經驗，成果豐碩。

長者員工生活經驗豐富，能按顧客需要推介合適的產品。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親臨參觀 
促進社會企業國際交流
社會企業要達致可持續發展，除民官商的合作，學界
的創意思維亦非常重要。仁愛堂獲嶺南大學邀請，
於 6 月 15 日接待來自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的 55 位 

師生，參觀本堂社會企業「綠家居」、「長者健康生活站」
和「水雲澗」。活動期間師生們就企業的營運、管理
和產品銷售踴躍發問，氣氛熱鬧。

銀髮市場先鋒「長者健康生活站」
獲「銀徽嘉許」
為配合香港高齡化社會的市場，「長者健康生活站」
自 2011 年成立以來，一直聘用長者員工，以發揮
「銀髮市場」的潛力及宣揚「老有所為」的精神。

「長者健康生活站」更於7月 6日，在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及工業貿易署合辦的「銀徽企業嘉許計劃嘉許禮」中獲頒發
「銀徽嘉許」，仁愛堂在推動長者就業的成績備受肯定。

學生對「長者健康生活站」的便攜式
放大鏡十分感興趣。

「銀徽嘉許」表揚「長者健康生活站」所有員工的努力成果。

社企新訊社企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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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馬主協會慈善基金 
資助基層家庭學生參與康體活動
 

仁愛堂小白豚水運會 2015
 

得獎健兒在頒獎台上展露勝利的笑容。 健兒們都全力以赴，為佳績「力爭上游」。

香港馬主協會慈善基金會長吳嵩先生 ( 後排右三 ) 、副會長暨仁愛堂諮議局委員史立德主席MH太平
紳士 ( 後排左三 ) 、理事李茂銘先生 ( 後排左二 ) 及鄧偉業先生 ( 後排右二 ) 於 8 月 27 日親臨本堂，
並由史顏景蓮主席 ( 後排中 ) 的陪同下，參觀由基金贊助的康體班，與受惠學生交流，氣氛愉快。

一年一度的「仁愛堂小白豚水運會」於 8 月 16 日
假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舉行，吸引超過 200 位

學員參加。本堂期望透過競賽鼓勵學員訂立訓練
目標，了解自己的技術水平及培訓挑戰自我的精神。

承蒙仁愛堂諮議局委員史立德主席 MH 太平紳士
（2008-2009 年度）引介，香港馬主協會慈善基金慷慨
捐款港幣 10萬元贊助超過 100 名來自屯門區基層家庭的

小學生，參加由本堂康體部舉辦的暑期興趣班，讓他們
透過參加康體活動，擴闊社交圈子之餘，亦可發掘個人
潛能。同學們都覺得這個暑假過得十分充實。

康體服務康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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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
文娛體育館大型比賽
 

「2015 仁愛堂空手道比賽」競爭非常激烈，
參加者鬥得難分難解。

「2015 仁愛堂暑期劍擊比賽」讓暑期班學員一嚐比賽帶來的刺激及樂趣，從而培養他們對劍擊運動的興趣。

仁愛堂於暑假期間假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
體育館舉辦多個比賽，鼓勵市民參與康體活動，
達致本堂推動健康活力社區的宗旨。

「2015仁愛堂暑期羽毛球比賽」吸引超過300名羽毛球愛好者參加，並設有親子組，讓各參加者一展身手的同時，
更可藉此機會與家人培養默契，增進感情。

康體服務康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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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澤良博士

( 捐款港幣 $1,000,000 或以上 )

( 捐款港幣 $500,000 或以上 )

金鑽贊助

翡翠贊助

金鑽贊助

翡翠贊助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太陽城集團

農本方有限公司

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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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進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鄭丁港先生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 年度 ) 諮議局委員

東保集團

( 捐款港幣 $300,000 或以上 )

( 捐款港幣 $100,000 或以上 )

明珠贊助

金贊助

明珠贊助

金贊助

卡利集團 頂級格鬥俱樂部 Zun Hong Kong Ltd.

融富信貸有限公司亞洲聯合財務
有限公司

歐雪明副主席
(2009-2014 年度 )

CAAL
Capital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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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 捐款港幣 $100,000 或以上 )

金贊助金贊助

( 捐款港幣 $50,000 或以上 )

銀贊助銀贊助

譚握籌總理
(2000-2001, 
2003-2004, 

2006-2007 年度 )

詹劍崙先生 周瑞卿小姐張寶山先生 司徒達成先生

Dong Choi Chi
Alex 嘉度有限公司 澳門福建

體育會

旭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

主席蔡志明博士 
GBS, JP 及 

副主席蔡加讚先生

莫楚雄伉儷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 年度 )

諮議局委員
黃永琳小姐施少峰先生李德鵬先生

顏顏寶鈴主席 BBS, JP
（2003-2004年度）

諮議局委員
李三元先生 瑞銀集團 Baker & McKenzie

全年贊助人全年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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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港幣 $30,000 或以上 )

銅贊助銅贊助

張心瑜主席 MH
(2006-2007 年度 )
諮議局委員

任德章主席 MH
(2007-2008 年度 )
諮議局委員

季昌珍總理
(2003-2005 年度 )

陳達華總理
(2007-2008, 

2010-2011 年度 )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 年度 )

嚴徐玉珊女士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 年度 )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 年度 )

史立仁先生
Mr Brian Sze

史立信先生
Mr Sze Lap Shun

史立平先生
Mr Christopher Sze

施子龍小朋友

吳宏斌博士 BBS, MH

曾廣釗先生
Mr Tsang Kwong Chiu Kevin

海洋紙品
印刷有限公司 澳門福建婦女聯誼總會

蕭楚基主席
MH, BBS 太平紳士
(2004-2005 年度 )
諮議局委員

大南玩具實業
有限公司 國福樓

國藏集團有限公司 EDU-Science 
(HK) Ltd.麥文記 UKF (Holdings)

Ltd.

UKF (Holdings) Ltd.
(Stock Code: 1468)
英裘 ( 控股 ) 有限公司

君陽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海洋 ( 中國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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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善長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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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2015年4月1日至11月15日錄得的善款，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
史立德主席MH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2,111,000 

史顏景蓮主席 2,069,112 

曹貴子副主席 1,313,688 

戴澤良博士 1,011,000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10,000 

丘忠航副主席 930,600 

陳慧玲副主席 871,540 

歐雪明副主席 (2009-2014年度) 847,000 

岑濬總理 811,241 

楊素梅副主席 796,060 

圓玄學院 697,500 

莫蔡倩文總理 653,298 

李愛平副主席 639,800 

陳明耀副主席 638,046 

賴楚惠副主席 570,800 

連卓鋒副主席 563,510 

鄧錦雄副主席MH 562,000 

陳承邦副主席 521,800 

太陽城集團 500,000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500,000 

張敬慧副主席 469,000 

羅台秦副主席 460,000 

郭純恬總理 438,741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437,440 

蔡黃玲玲主席MH (2011-2012年度) 400,000 

沈運龍總理 386,000 

楊凱山總理 384,000 

陳華新總理 370,000 

蔡少森總理 359,380 

劉海航總理 356,241 

張嘉齊總理 327,800 
禤國全總理 320,24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320,000 

孫國華總理MH 302,560 

鄭丁港先生 300,000 

光大國際環保公益基金會有限公司 30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300,000 

吳騰總理 287,000 

可口可樂中國基金有限公司 280,909 

顏明秀總理 273,775 

李慧娜總理 270,000 

李慧芬總理 261,274 

蘇楊潔玲總理 252,000 

吳明珍主席MH (2014-2015年度) 242,400 

楊志雄總理MH 220,441 

王傲山總理 220,000 

何歐陽翠華總理 215,000 

虞琳琳總理 212,000 

曲敏瑜總理 210,000 

荃灣獅子會 210,000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205,000 

鄭俊基總理 (2006-2007年度) 174,800 

田家炳基金會 171,300 

陳鄭玉而主席MH (2013-2014年度) 151,200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150,000 

華訊電子有限公司 150,000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150,000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136,040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 133,500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130,000 

MR WONG SIU WA 112,500 

曾文達慈善基金 110,000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 102,000 

任德章主席MH (2007-2008年度) 100,700 

李德鵬先生 100,000 

施少峰先生 100,000 

黃永琳小姐 100,000 

鄭妙珍女士 100,000 

太平物業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 

卡利集團 100,000 

旭日 (蔡氏) 集團有限公司 100,000 

怡新集團有限公司 100,000 

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100,000 

晨曦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100,000 

頂級格鬥俱樂部 100,000 

澳門福建體育會 100,000 

MR DONG CHOI CHI ALEX 100,000 

MR HO KA KUI BONIFACE 100,000 

MR WONG CHING PING ALEX 100,000 

MR WONG WAI SING 100,000 

MS TIN YUEN SIN CAROL 100,000 

領展物業有限公司 97,592 

鵬程慈善基金 82,000 

張寶山先生 80,000 

海洋紙品印刷有限公司 80,000 

MR TAM EDDIE SUN KEUNG 80,000 

CANTOR FITZGERALD (HONG KONG) 77,380 

香港商歷峰亞太有限公司 70,000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68,300 

陳麗珠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67,000 

仁愛堂歷屆總理聯誼會有限公司 56,000 

蕭楚基主席MH太平紳士 (2004-2005年度) 52,000 

顏顏寶鈴主席BBS太平紳士 (2003-2004年度) 50,000 

司徒達城先生 50,000 

李三元先生 50,000 

周瑞卿小姐 50,000 

詹劍崙先生 50,000 

瑞銀集團 50,000 

禧辰有限公司 50,000 

MR TIM CHOY 50,000 

MR WONG TAT WAH 50,000 

BAKER & MCKENZIE 50,000 

RA INDUSTRIES LIMITED 50,000 

歐倩美總理 (2009-2011年度) 46,000 

嚴玉麟副主席太平紳士 (2008-2009年度) 45,000 

蘇智安先生、蘇智恆先生 44,000 

孫蔡吐媚總理 (2009-2011年度) 41,000 

陳達華總理 (2007-2008, 2010-2011年度) 40,000 

蔡健明先生 40,000 

六福集團 40,000 

MR SO CHI MING 40,000 

MR YAU TAK HING PATRICK 40,000 

MR LAM WAI KWONG 38,600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 38,000 

MR LO WAI CHEUNG 38,000 

APPLE DA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 36,257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2012-2013年度) 32,956 

MR CHU KI KWAN 32,000 

MS LO MI CHI LORETTA 32,000 

東莞市捷普塑膠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31,069 

蔡宗偉先生 31,000 

季昌珍總理 (2003-2005年度) 31,000 

張心瑜主席MH (2006-2007年度) 30,000 

何家駒先生夫人 30,000 

施子龍小朋友 30,000 

盧沃棠先生 30,000 

嚴徐玉珊女士 30,000 

君陽太陽能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30,000 

香港海洋 (中國) 有限公司 30,000 

國福樓 30,000 

麥文記麵家有限公司 30,000 

億利珠寶製造有限公司 30,000 

澳門福建婦女聯誼總會 30,000 

寶星首飾廠有限公司 30,000 

MR TSANG KWONG CHIU KEVIN 30,000 

ALLIANCE GLOBAL LIMITED 30,000 

UKF (HOLDINGS) LIMITED 30,000 

大榮華酒樓 27,750 

凱智有限公司 26,800 

陳國超博士MH太平紳士 25,000 

鄺美雲小姐 25,000 

呂陳慧貞總理 (1998-2000年度) 24,500 

施榮懷BBS太平紳士 24,000 

衛訊電訊有限公司 23,840 

和桂基金有限公司 23,520 

MR CHAN SHING LUNG 22,000 

陳馬笑桃女士 21,500 

卓善章總理 (2011-2012年度) 20,000 

吳自豪博士 20,000 

溫太 20,000 

中國新銳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20,000 

飛達帽業製造有限公司 20,000 

MR NG KWOK WING MICHAEL 20,000 

MR JACK CHAN 20,000 

MR KOOK YING TAI PETER 20,000 

MS CHAN MOON CHONG 20,000 

MS LEI POU TAI 20,000 

MS MA KA TUNG 20,000 

SML (HONG KONG) LIMITED 18,000 

許亮華先生 17,000 

陳漢雄先生 17,000 

SHC TEXTILE LIMITED 15,628 

MR LAU KAI CHEONG KEITH 15,016 

蘇煜均副主席 (2012-2014年度) 15,000 

林美賢女士 15,000 

唐紅英小姐 15,000 

衛安工程有限公司 15,000 

MS NG LAI YI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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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善長芳名錄
下列為2015年4月1日至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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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臚列捐款港幣5,000元或以上之善長，  
懇請見諒。

MS CHENG KWAN YING 14,000 

鄧楊詠曼主席BBS,MH太平紳士 (1999-2000 年度) 13,000 

江文傑先生 13,000 

廣東東莞東發紙品有限公司 12,428 

黎黃玉嫦總理 (2004-2005年度) 12,000 

何德心先生 12,000 

鄭樹國先生 12,000 

世盛實業有限公司 12,000 

錦華行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12,000 

MR TANG WAI KWONG 12,000 

陳卓琦總理 (2010-2012年度) 11,500 

銓城 (遠東) 有限公司 11,000 

黃文軒總理 (2007-2008年度) 10,000 

何淑貞女士 10,000 

卓輝煌先生 10,000 

梁廣偉先生 10,000 

曾慶豐博士 10,000 

植國滿先生 10,000 

羅豪敬先生 10,000 

文理泳會 10,000 

必得利珠寶有限公司 10,000 

正大玩具製品廠有限公司 10,000 

伊勢珠寶有限公司 10,000 

帝景珠寶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大溪地黑珍珠協會有限公司 10,000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10,000 

香港教育 (國際)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10,000 

康宏金融集團 10,000 

景鴻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10,000 

臻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臻藝創意有限公司 10,000 

錦華礦產貿易有限公司 10,000 

錦燦有限公司 10,000 

MR CHAN WAI MAN 10,000 

MR CHAN YIK HONG DENNIS 10,000 

MR CHEUNG WAI YIN WILSON 10,000 

MR HO CHI KAI NELSON 10,000 

MR HUE KWOK CHU RAYMOND 10,000 

MR LAM CHU KEVIN 10,000 

MR PETER YING TAI KOOK 10,000 

MR POON SHUEN FAI 10,000 

MR SO FOOK LAM 10,000 

MR TAM YUE MAN 10,000 

MS CHOW LILY 10,000 

MS CHU WONG HONG YING 10,000 

MS CHUI BIG LING 10,000 

MS HO YUEN IP 10,000 

MS LONG MARGARET 10,000 

MS WONG MAN YEE 10,000 

RED RABBIT CAPITAL LIMITED 10,000 

徐永康總理 (2013-2015年度) 9,000 

MS CHONG WAI YAN QUINCE 9,000 

MS ESTHER WONG MAY WAI 9,000 

MS TANG KIT CHING AMY 9,000 

李偉樂先生 8,888 

昌利證券有限公司 8,026 

何元鳳小姐 8,000 

曹貴子副主席夫人 8,000 

陳瑞群先生 8,000 

楊奮彬先生 8,000 

翟志傑先生 8,000 

丁麗君總理 (2012-2014年度) 7,880 

雷鴻仁總理 (1991-1992年度) 7,000 

林茂總理 (2012-2015年度) 7,000 

黃經國博士 7,000 

葉潤權先生 7,000 

丁紹岐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7,000 

MR HUI CHUN PING CHARLES 7,000 

MR WONG SIU HIM 7,000 

MS CHAN KA YAN 7,000 

MS LEE LAI HUNG 7,000 

MS TAM PUI FONG 7,000 

譚握籌總理 (2000-2001, 2003-2004, 2006-2007年度) 6,888 

MR YEUNG YIN TAK ARMAND 6,888 

王政皓副主席 (2005-2006年度) 6,600 

第十屆 (特別班) 香港贏在系統總裁班 6,324 

鄭州智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6,214 

梁崑璞總理 (1998-2001年度) 6,000 

何仲池先生 6,000 

周明林女士 6,000 

胡詠琚女士 6,000 

梁淑敏小姐 6,000 

陳燕兒小姐 6,000 

黃小梅女士 6,000 

劉嘉麗女士 6,000 

蕭瑞珍小姐 6,000 

MR CHOI LUNG WAI 6,000 

MR KWONG PUI KEI 6,000 

MR LAM KIN WING EDDIE 6,000 

MR SIN NGA YAN BENEDICT 6,000 

MR WONG KA CHUN 6,000 

MS CHAN DAPHNE 6,000 

MS CHENG PUI WAH THERESA 6,000 

MS LEUNG SHUK MUN 6,000 

MS LEUNG SHUK YEE SANDY 6,000 

張崔賢愛主席BH (1995-1996年度) 5,000 

徐毛麗佳總理 (2009-2011年度) 5,000 

史昊洺先生、史佩加小姐 5,000 

何錦程先生 5,000 

吳維新先生 5,000 

李仲怡先生 5,000 

李耀祥先生 5,000 

洪劍峰先生 5,000 

馬介欽先生 5,000 

許玉煥女士 5,000 

許國光先生 5,000 

陳偉文先生 5,000 

麥光耀先生 5,000 

彭運才先生 5,000 

董吳玲玲女士 5,000 

劉伍步莊女士 5,000 

顏太 5,000 

魏灝麟先生 5,000 

蘇關莉莎女士 5,000 

力勁機械國際有限公司 5,000 

三星新昌聯營 5,000 

大發化工國際有限公司 5,000 

大新毛紗有限公司 5,000 

中華商務安全印務有限公司 5,00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5,000 

屯門獅子會 5,000 

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5,000 

佳麗珠寶有限公司 5,000 

屈臣氏 5,000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5,000 

俊和發展集團 5,000 

音樂人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5,000 

香港中大實業有限公司 5,000 

香港房屋協會 5,000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有限公司 5,000 

財記運輸公司 5,000 

啓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5,000 

敏華實業有限公司 5,000 

喜滔投資有限公司 5,000 

雅詩蘭黛 (香港) 有限公司 5,000 

煒迪珠寶有限公司 5,000 

瑞德證券 5,000 

義合工程有限公司 5,000 

萬匯工程有限公司 5,000 

運年錶業有限公司 5,000 

德國寶 5,000 

MR CHAN CHO SHING SUNNY 5,000 

MR CHIANG HSIN 5,000 

MR CHONG LUNG SAM 5,000 

MR CHOW TAK FUNG 5,000 

MR DEREK HO YIN LEE 5,000 

MR LAI KIN KONG NELSON 5,000 

MR LEUNG KWONG YAN 5,000 

MR LO SUI SING 5,000 

MR MARK MAK 5,000 

MR NG WAI SUN 5,000 

MR YEUNG WAH KEUNG 5,000 

MR YU TAK MING 5,000 

MRS IVY WAN 5,000 

MS CHAN SHUK LING 5,000 

MS CHOI WAI HAN 5,000 

MS IVY WAN 5,000 

MS KWAN YIN LYDIA 5,000 

MS LEUNG KAM YIN 5,000 

MS MAY CHEUNG 5,000 

MS WONG YIN YI 5,000 

CHANEL LIMITED 5,000 

CHANG WEI HOLDINGS LIMITED 5,000 



(NL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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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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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如適用)：

善長資料

（請附上入數存根正本）（如以自動櫃員機入數，則無須理會頭3個括弧內的號碼）

(072) 864-502-00016-8

(004) 142-056639-001

(024) 241-073832-001

(012) 889-0-002009-9

（請附上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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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願意日後收到有關仁愛堂之籌募活動資料。

Mr/Miss/Ms

1. 請在適當位置上加上     號
2. 閣下向本堂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簽發捐款收據，提供活動資訊及籌募善款之用。如閣下不同意本堂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請電郵至ea@yot.org.hk與本堂
聯絡，主旨註明「私隱保護」。

多謝您的慷慨捐獻！您的一分一毫，會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 仁愛堂「樂助弱老」基金

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

仁愛堂社會服務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只適用於每月定期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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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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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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嚴梅會雅護腦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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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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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9 
長期護理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2樓   2479 3360 
仁愛堂龍韶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2944 7206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A隊) 
屯門良景邨良智樓18-19號地下   2461 0388 
仁愛堂田家炳屯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B和C隊) 
屯門湖翠路138號啟豐園商場地下1C9-1C10室   2457 8234 
仁愛堂彭鴻樟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D隊)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耀隆樓地下   2443 1333 
仁愛堂田家炳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隊)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2475 5293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元朗馬田路38號怡豐花園商場25-28號地舖   2476 5590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9 2299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2475 9001 
仁愛堂 (屯門區)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日間護理單位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32-535室   2655 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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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屯門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屯門藍地屯子圍256A號2樓  2463 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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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及青少年服務部 
仁愛堂社區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5樓及6樓   2655 7599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2450 8822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2655 7520 
仁愛堂丘忠航自修室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2樓   2655 7520 
仁愛堂延續發展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599 
仁愛堂賽馬會培訓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655 7575 
仁愛堂順天培訓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3462 2300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九龍西)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6樓   2155 2885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屯門澤豐)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   3104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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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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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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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1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兆康苑兆恆閣兆順閣平台  2465 5719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暨幼兒園
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5樓  2448 2316 
仁愛堂張慕良夫人幼稚園暨幼兒園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3樓  2638 3082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1樓104室  2199 7343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資優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GH249室  2655 7772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商場2樓6-10號舖  2466 0312 
醫療服務 
仁愛堂蕭梁詠筠綜合醫療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757 
仁愛堂偉事高牙科診所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 2440 6624 / 2440 9379 
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屯門） 
屯門屯利街6號仁愛分科診所5樓  2430 1309 
仁愛堂美樂牙科中心
屯門湖翠路2號美樂花園地下60號舖  2618 2689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3號地舖 2443 2319 / 2443 2029 
仁愛堂葵芳綜合醫療中心
葵芳葵義路15號葵芳閣地下G號舖  3690 8198 
仁愛堂謝吳翠霞綜合醫療中心
大埔廣福道2-16號廣福華庭1-2號地舖  2652 0071 
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大埔靖遠街55號地舖  2638 7393 
仁愛堂程思遠世代無肝炎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85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九龍順安道9號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2323 4448 
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東涌） 
東涌富東街6號東涌健康中心1樓  3188 5383
仁愛堂馬鞍山牙科中心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23號迎濤灣商場地下12號鋪  3565 6620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劉顧家瑾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顏寶鈴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任德章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2655 7757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二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四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康體服務 
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2655 7828 
仁愛堂陳文達室內游泳池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1樓  2655 7888 
仁愛堂賽馬會圓玄學院文娛體育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888 
仁愛堂蔡黃玲玲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  2655 7888 
仁愛堂連卓鋒舞蹈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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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 7828 
環保及社會企業
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 
屯門第38區龍門路133號環保園  2618 6308 
仁愛堂社會企業 — 辦公室
屯門建發街13號建發工業大廈9樓13室  3541 9966 
仁愛堂社會企業—綠家居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6015 9904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 
屯門置樂花園2座商場地下30-31號  3617 9115 
仁愛堂社會企業 — 水雲澗分店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3617 9115 
長者健康生活站（屯門站）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2655 7690 
長者健康生活站（大埔站）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地下  2653 5929
社區教育及環保教育生活館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3樓319室  2655 7518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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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yot.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yot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