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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邁向新里程：仁愛堂競投香港中醫醫院
關懷送暖 疫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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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目錄

我很榮幸接任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主席這個重任，能與一眾不計回報及
為社會默默付出的董事局成員一同傳承及發揚本堂善業。謹此衷心感謝各方
對我們的支持及信任，期望能與各界攜手，達致「群策群力．與愛同行」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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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年初至今，香港社會各界受到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重創，不少基層市民要面對
失業或收入大減的困境，以及搶購防疫物資的壓力，生活百上加斤。然而
面對嚴峻的疫情，本堂服務社群的決心絕不動搖，防疫支援工作亦絕不敢怠慢，
定必繼續發揮專業精神，全力關顧弱勢社群的需要，一同「疫境同行」。

董事局快訊
• 仁愛堂第四十屆 (己亥年) / 第四十一屆 (庚子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晚宴
• 董事局參觀仁愛堂服務設施

仁愛焦點
• 關懷送暖 疫境同行
• 邁向新里程：仁愛堂競投香港中醫醫院
倡中醫為主、西醫協作醫院服務

9

仁間有愛
• 蝨患苦了獨居翁「仁間有愛」撥款眉頭鬆

本堂在社會各界的慷慨捐贈及鼎力支持下，在新一輪疫情爆發以來已先後
獲贈合共接近40萬個口罩及超過30萬包消毒搓手液等防疫物資，並時刻與
屬下服務單位積極協調，務求盡快將防疫用品送贈予社區內的弱勢社群，
以紓緩市民大眾對防疫物資的急切需求。同時，本堂多元、到位的服務亦未
因疫情而間斷，包括社會服務單位透過與長者進行視像活動，提供認知
與體能訓練、現實導向及懷緬治療，讓長者的認知能力得以保持，成效
令人鼓舞。此外，我亦特別探訪「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的單親家庭，了解
疫情對他們生活上的影響，並送上抗疫愛心福袋，希望能紓解疫情帶來的
壓力。
醫療服務方面，政府計劃於將軍澳興建首間中醫醫院，預計於2024年底分階段
投入服務，並於2020年5月上旬公佈首輪預審結果，本堂榮幸獲邀參與中醫
醫院營運權之下一階段投標工作，並正全力進行相關籌備工作，包括成立
「競投中醫醫院項目團隊」，廣邀中西醫專業體系、公私營機構、中醫藥界別
等不同持份者擔任項目顧問。本堂期望以雙向溝通、互相尊重、連接合作的
思維規劃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希望藉此加強與香港醫護界別的交流，同時為
市民提供一站式保健、醫療及康復服務。
另外，關注到不少長者睡眠時受腿部抽筋困擾，有見西藥未有有效治療配方。
去年本堂中醫團隊與屯門醫院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三方合作，開展「芍藥甘草湯加味治療夜間腓腸肌痙攣」先導研究，治療成效
顯著，疼痛值下降逾50%。計劃更於今年5月起優化為恆常「長者小腿抽筋
中醫治療」臨床服務，造福更多長者。
雖然本堂屬校因疫情關係而停課，但師生們仍然積極透過不同渠道持續學習，
務求做到「停課不停學」。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於2020年3月首度推出
“Artube ChanWong”的線上藝術教學頻道，透過教授繪畫藝術、STEAM、
設計資料，以及跨學科的藝術分享，讓師生安坐家中亦能接觸和了解藝術。
本堂亦於今年5月以網上視像會議方式推行「開機有益」計劃，透過專家
講座、啟發性遊戲及主題學習，培養屬校學生的良好數碼媒體操守。
在籌募方面，多個籌募活動正如箭在弦，期望能在疫情的艱難時期捕捉每個
機會，盡力為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群籌募善款。一年一度的「仁愛堂
新界區賣旗日」將於2020年10月10日舉行，今年本堂邀得香港原創卡通
品牌Flying Sofye合作推出四款精美旗紙，並會加強推廣網上金旗銷售，希望
各位積極參與，慷慨捐輸，為本堂長者及弱勢社群服務籌募經費。

10 社會服務
• 社區布口罩工作坊 自製美觀環保布口罩
•「童創無限自由玩」及「童SEN同路結伴行」活動
• 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劃
• 第六屆「青年夢工匠－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
•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活動－「走在尖尖」
• 愛身心推廣日

13 醫療服務
• 中醫治療小腿抽筋 疼痛值下降逾50%
•「腦」友家居訓練館改造完成
• 醫療服務科快訊

17 教育服務
•
•
•
•
•
•

仁愛堂幼稚園教師培訓
仁愛堂幼兒「音•藝」育苗計劃－教師專業培訓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藝」「文」新景象
仁愛堂屬下中學畢業典禮
仁愛堂「開機有益」計劃
蛋糕烘焙工作坊

21 社企新訊
• 福袋傳愛•疫境同行

22 環保觸覺
• 抗疫不忘環保「綠在屯門」網上環保工作坊
•「綠在屯門」生態導賞

23 康體服務
• 冠軍級教練傳授「競賽套路24式」
• Stick Mobility訓練試玩活動日

24 全年贊助人
27 善長芳名錄
30 服務單位

我在此感謝同事們在面對疫境期間仍然上下一心、緊守崗位，讓本堂基本的
服務能如常運作，竭力為廣大市民服務。本堂將會密切關注疫情的發展，
繼續緊密聯絡各界善長、機構及合作伙伴鼎力襄助及支持，合力為社會上
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適切援助，將關愛與溫暖傳入社區。

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
楊素梅主席

出版：仁愛堂有限公司
編輯：對外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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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
本刊版權屬仁愛堂所有，如欲轉載，請聯絡本堂對外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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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在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 (前排左十三) 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前排左十四)
見證下正式就任，履行拓展本堂善業的重大使命。

仁愛堂第四十屆 (己亥年) /
第四十一屆 (庚子年)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晚宴
仁愛堂第四十屆 (己亥年) / 第四十一屆 (庚子年) 董事局
交代就職典禮於2020年7月3日假香港瑰麗酒店宴會
大禮堂舉行，並邀得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及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親臨主禮。

在交代就 職 儀 式 上 ， 仁 愛 堂 第 四 十 一 屆 董 事 局 楊 素 梅
主 席 在 主禮嘉賓及諮議局委員的見證下，帶領29位董事局
成員進行宣誓儀式，正式肩負起推動仁愛堂善業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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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右) 向仁愛堂第四十屆
董事局連卓鋒主席 (左) 頒發卸任獎狀，感謝連主席過去一年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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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快訊
本堂於同日晚上舉行就職晚宴，並邀得勞工及福利局
局 長 羅 致 光 博士GBS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祝賀
新一屆董事局成員正式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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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致光局長 (右二) 聯同楊素梅主席 (右一) 及陳承邦副主席 (左一)
致送紀念品「仁德輝煌」予卸任主席連卓鋒先生 (左二) ，寓意
仁愛堂在連主席帶領下善業輝煌。
許玲玲女士 (左一) 以港幣18.8萬元投得由香港玉器商會善心捐贈的
《翡翠玉觀音佛像》。
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人才濟濟，定必能集結各界力量資源，為市民提供全面多元服務。

董事局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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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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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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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素梅主席為慈善大開金口，即場獻唱《順流逆流》，單首歌曲
為仁愛堂籌得超過港幣250萬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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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快訊

董事局參觀

仁愛堂
服務設施
仁愛堂新一屆董事局上任後隨即到訪
仁愛堂屯門總部，參觀轄下服務單位，包 括
長 者 中 心 、 幼 稚 園 、 中 醫 診 所 及 仁愛堂
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隨後更到訪由仁愛堂
營運之「綠在屯門」，了解本堂的環保服務。
董事局成員獲贈由長者會員親手製造的手工藝品，以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
老友記的支持及關懷。

董事局成員參觀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並讚揚藥物中心
造福社區，便利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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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局成員在慶祝第四十一屆董事局就職的花牌下合照留念。

仁愛焦點

關懷送暖 疫境同行
主席探訪陽光加油站家庭

協助民政事務總署安排檢測

有見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楊素梅主席特別準備了
100個抗疫愛心福袋，贈予「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
的受惠基層單親家庭，並與部分家庭會面，了解疫情對
他們生活的影響。楊主席期望仁愛堂能在疫情下為
有需要家庭送上關愛，並紓解各方面的壓力。

為配合政府「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策略，本堂於
2020年8月9日至15日期間協助民政事務總署為屯門
山景邨及蝴蝶邨居民安排免費病毒檢測工作，向居民
派發咽拭採樣套裝及登記表格，收回後交由檢測承辦商
進行檢測。

楊素梅主席 (後排中) 親身探訪「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
的受惠基層單親家庭，了解他們在疫情下的日常生活。

仁愛堂全力協助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的冠狀病毒病社區檢測
計劃，為山景邨及蝴蝶邨居民安排免費病毒檢測工作。

視像訓練 協助長者保持身心健康
為減少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本堂服務的影響，以及鼓勵長者居家
抗疫，仁愛堂(屯門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 間護理單位於
2020年2月起與長者進行超過200次視像活動，多元化內容包括：
認知與體能訓練、現實導向及懷緬治療等，並在網上與老友記
一起做運動、唱歌，以及與護老者傾談紓緩照顧壓力。中心更於
5月與曾參與視像活動的長者進行整體退化量檢測，發現長者
認知能力得以保持，可見大家在疫情期間亦能保持身心健康，
達致「疫境同行」。

長者及家人經常主動邀約中心與他們進行視像訓練！

童玩同行 為小朋友提供全面支援
學童因疫情停課而被迫留在家中，無法外出玩耍或參加課外
活動。家長需全職照顧孩子，因相處時間增多而產生磨擦，
同時憂心疫情及生計，壓力倍增。部份基層家庭更因缺乏上網
硬件設備及電腦知識，而未能配合由學校或社福機構提供之
上網教學及活動。有見及此，本堂家庭及青少年服務部特別
推出實體服務 －「細路講場」熱線及「童玩同行」遊戲包，讓兒童
可於家中打發時間，減輕家長照顧壓力。社工可透過「細路講場」
熱線，與小朋友談心和講故事，讓他們打發時間之餘，同時能及早
識別和介入兒童因疫情或停課引起的情緒問題。

800份免費贈送予大埔及黃大仙區基層兒童的
「童玩同行」遊戲包，內容包括遊戲冊、迷你桌上
遊戲及小手工等，為小朋友提供電子產品以外的
遊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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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焦點

邁向新里程：仁愛堂競投香港中醫醫院
倡中醫為主、西醫協作醫院服務
政府於2020年5月公佈香港中醫醫院營運首輪預審結果，
仁愛堂獲批出預審資格，並在董事局的全力支持下，
隨即於2020年5月15日成立「競投中醫醫院項目辦事處」，
廣邀中西醫專業團體、公私營機構、中醫藥界別等不同
持份者擔任項目顧問及專家小組，以及邀得劉少懷醫生
擔任項目總監。
本堂以雙向溝通、互相尊重、連接合作的思維規劃
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希望藉此加強與香港醫護專職
界別的交流，同時提供一站式保健、醫療、康復服務，
成為實現香港市民對首間中醫醫院願景的一道橋樑。

專業經驗 有助開展競投中醫醫院工作
劉醫生現時是一位執業健康及醫療顧問，曾任職律敦治
醫院總監、屯門醫院院長等，擁有豐富醫療管理經驗，
先後擔任過醫管局代理總監 (質素及安全部)、總行政
經理 (感染及應急事務) 等職務，非常熟悉公營醫療
系統要求、醫院管治及風險管理，亦十分認同中醫服務。

仁愛堂品牌 建基於社區
劉醫生說，仁愛堂以社區為本，多年來累積深厚中醫藥
服務經驗，如早於2003年首創流動中醫醫療車服務，
創先河讓基層市民認識中醫，並累積可貴經驗管理兩所
與政府及大學三方協作的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在今次
競投之中有一定優勢。他認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將會是
公營醫療項目重要一環，「政府發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
是一個嶄新項目，同時提供政府資助服務及自負營虧
醫療服務，建立良好品牌才令病人有信心。而信心則建基
於優良的質素及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完善的全人防病、
治病、護理及康復服務系統。」

提倡中西醫協作
中醫醫院有教、學、研功能，推動中醫專科發展，歸納
臨床經驗及發展科研實證中醫治療方案。劉醫生指，
「針對慢性病及在康復中的複雜病症，可透過住院
及 會 診患者，以中醫的治療手段，作多方共同配合，
發展標準化中醫治療方案之餘，個別病患亦可作
跨專科合作診症，同一個病症如頸患、骨痛，病人
可進行磁力共振、電腦掃描，然後以中醫方法治療。」
這不但令到更多病人受惠於優質中醫服務，
同時中醫師的臨床經驗將會更趨豐富。

項目總監劉少懷醫生擁有豐富醫療管理經驗，非常熟悉公營
醫療系統要求。

注重紓緩治療及預防醫學
劉醫生稱，晚期癌症病人在治病過程中可透過中醫藥
配合紓緩治療，協助他們保持生活質素，對照顧者及
病人都有明顯幫助。「為病者提供中醫藥痛症處理，
配合西醫治療、護理及康復，緩減徵狀和痛楚。」
中醫著重預防，劉醫生期望，中醫醫院與不同的醫療
界別持份者，包括醫護、復康、社工、義工等，一起
推廣健康生活模式及預防醫學，以實踐中醫「上工治未病」
的精神，「尤其針對季節性的流行病徵病狀，中醫可
擔當一定角色。」

中醫醫院作為培訓基地
劉醫生特別提到中醫醫院可作為一個多方協作平台，
成為培訓人才的智慧型醫院。「中醫醫院可以與鄰近
將軍澳醫院、聯合醫院聯繫，邀請公立醫院的初級醫生
在中醫醫院任職三個月至兩年，一來促進中西醫交流，
二來對初級醫生亦是難得經驗，從中了解協作醫療
的可能性，亦能豐富他們的專科發展。」
仁愛堂近年積極發展中醫藥科研項目，劉醫生認為，
中醫科研團隊有系統地收集病例和服務成大數據，
能分析最有效的治療方案及對中醫診療的需求，中醫
醫院如能同時朝此方向發展，長遠對提升中醫地位及
專治項目的醫學發展有極大幫助。

仁愛焦點

仁愛堂中醫服務發展史

30年代
仁愛堂在30年代起已建立中醫診所，贈醫施藥

1982年
籌得港幣400萬元，以資助衞生署在屯門屯利街6號興建屯門分科醫療
中心，並獲衞生署命名為「仁愛分科醫療中心」，以紀念仁愛堂之貢獻

1999年
成立屯門第一所「仁愛堂醫療中心暨中醫診所」，提供中醫診所、
壬申年董事局西醫診所及化驗服務；更全港首創「記憶診所 (購買青山
醫院精神科醫生服務)」。診所於2004年命名為「仁愛堂蕭梁詠筠
綜合醫療中心」

2006年
獲醫院管理局委託，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仁愛堂綜合中醫診所暨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現名為「仁愛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
診所暨教研中心(屯門區)」)，為研究中醫治療及服務發展出一分力

2014年
與屯門醫院腫瘤科合作推出「中西醫協作先導計劃－癌症紓緩治療」，
促進中西醫結合治療的學術探討

2016年
獲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成為「針灸治療膀胱活躍症」項目伙伴，支持
研究以針灸治療膀胱活躍症之安全性及療效

2003年
全港首創「流動中醫醫療車」，突破地域界限，照顧行動不便的長者
及市民，至今已累計開展 27 部醫療車

2011年
結合中西醫藥，與屯門醫院合作開展「中西醫結合針灸紓緩大腸癌
化療副作用先導計劃」，並召開新聞發佈會，分享計劃成果

2014年
再獲醫院管理局委託，與香港大學於東涌開設「仁愛堂－香港大學
中醫教研中心(東涌)」(現名為「仁愛堂－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離島區)」)，以回應區內市民對專業及現代化中醫門診服務
的殷切需求

2019年
在董事局的全力支持下參與競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營運權，並於2020年
5月獲邀參與下一階段投標工作，旋即進行相關籌備工作，包括成立
「競投中醫醫院項目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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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間有愛

蝨患苦了獨居翁

「仁間有愛」撥款眉頭鬆
獨居長者徐伯伯家居簡潔整齊，並沒有太多雜物，
可惜隔壁單位出現蝨患，更蔓延到他的家中，嚴重
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徐伯伯經常半夜被蝨咬至皮膚
痕癢，難以入睡，導致白天精神萎靡。徐伯伯一直依靠
領取長者高齡津貼維持生活，捉襟見肘，昂貴的滅蝨費用
對他而言非常吃力。其他鄰居得知他的居所出現蝨患時
更刻意疏遠迴避，令他苦不堪言。
後來徐伯伯透過地區長者中心認識到仁愛堂「仁間
有愛」支援計劃，並透過社工的轉介向計劃申請改善
家中蝨患問題的費用。經過計劃負責社工的家訪及
對徐伯伯現況的細心評估後，本堂即時協助他辦理
基金申請手續並批出相關款項，讓他可以盡快聯絡滅蝨
公司處理蝨患問題。
經過幾次滅蝨後，徐伯伯家中的衞生情況得到大大
改善。徐伯伯十分感謝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的
幫助，不但解決了其家中的蝨患問題，讓家居環境回復
衞生，使他可以安然入睡，更讓他可重新走出社區自由
活動，回復正常的社交生活，活得自在開心。

徐伯伯被床蝨咬到滿身痕癢，身心飽受煎熬。

經過幾次滅蝨後，徐伯伯家中的衞生情況得到大大改善。

社會服務

社區布口罩工作坊 自製美觀環保布口罩
面對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市民對口罩的需求有增無減，
然而現時口罩耗量非常龐大，有機會帶來環境污染；
而且對部分基層家庭而言，一家幾口的口罩開支，在經濟
不穩下，亦是一種沉重負擔。有見及此，仁愛堂社區中心
在2020年6月期間推出「社區布口罩工作坊」時，街坊

反應非常熱烈，多場工作坊瞬間額滿。工作坊由社區人士
擔任導師，指導參加者由剪裁開始，到一針一線縫製
出一個個剪裁合適、美觀又環保的口罩，讓社區人士
對生活多一分自主之餘，又可對環保出一分力！

「社區口罩工作坊」的參加者在社區導師的指導下，嘗試用
衣車縫製出一個個獨一無二、剪裁合適又美觀的口罩。

參加者正專心聆聽社區導師的製作講解，希望為自己和家人
縫製合適的布口罩，為環保出一分力。

「童創無限自由玩」及「童SEN同路結伴行」活動
「童創無限自由玩」及「童SEN同路結伴行」活動
分別於2020年6月7日及14日在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
美 孚 鄰 舍 活 動 中 心 舉 行 。 活動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轄下兒童權 利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 讓 兒 童 及 大 眾 藉 此
認識《兒童權利公約》，同時跳出常規教育的框架及自主

思考模式，讓兒童創作出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參與活動
人次共約400人。

在「童創無限自由玩」以交通工具為主題的「交通工具任我印」
活動中，小朋友得以發揮創意，創作出心目中理想的交通工具。

「童SEN同路結伴行」活動攤位透過STEAM創意科技，
讓小朋友了解《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中 — 每一兒童，不分身份
性別背景，都可享受公約內的權利。

10

11

社會服務

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劃
香港每年平均有千多宗突發性心臟驟停的個案，每遲一分鐘
為其進行除顫電擊，他們的存活率便會減少百分之七至十，
故若能及時為傷者進行除顫器急救，便可大大提升其生存機會。
仁愛堂社會服務科轄下單位於本年度先後參與由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紅十字會及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聯合主辦的「賽馬會『顫動人心』社區計劃」，接受心肺
復甦法及去顫法課程訓練，並於本堂屬下5間長者中心安裝
除顫器，希望在危急時能為有需要的社區人士提供即時協助。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率先於2020年6月26日接受訓練
課程，大家都獲益良多。

同事們都認真投入學習，希望在必要時能救人一命。

第六屆「青年夢工匠 – 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
青年夢工場每年均會舉辦兩輪的
「青年夢工匠 — 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
讓關心社會、有想法的青年能夠按自己
感興趣的社區議題制定創新提案，以改善
屯門的社區生活。第六屆「青年夢工匠」
於2020年1月展開，共有五隊青年團隊通過
初選評審，分別為：推廣長者新興運動的
《赤嵐體育會》、為 兒 童 設 計 自 主 學 習
體 驗 的 《童行旅舍》、為基層家庭提供
家居維修的《居家有里》、建立青年技能
互換平台的《Train1Change》及推廣寵物
友善環境的《惜•愛寵》。各團隊於2020年
7月12日在 仁 愛 堂 賽 馬 會 社 區 及 體 育
中心舉辦「社區交流日」，與不同持份者
介紹 計 劃 並 收 集 意 見 ， 希 望 能 夠 成 功
通過最終評審，並獲得啟動基金將社創
計劃付諸實行。

五個初選入圍團隊在第六屆青年夢工匠「社區交流日」一同合照留念。

社會服務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活動 —
「走在尖尖」

長者外出捉精靈，看看誰先捉到限定精靈？

參加長者滿英感言：「活動增加我對手機
的認識，教我修圖，拍攝AR影片，真的
令我打開眼界。」

在現今社會，智能電話是生活的必需品，但當長者遇到相關困難時，
卻往往求助無門。有見及此，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舉辦了「走在尖尖」
活動，教授長者學習非一般的智能電話知識，除了基本的電話應用外，
亦跟上潮流，學習拍照、拍攝AR影片、修圖、使用社交軟件如Facebook、
Instagram、捕 捉 精 靈 遊 戲 等 ， 讓 長 者 增 加 對 資 訊 科 技 的 認 識 ， 同 時
重 拾 信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科技與外界溝通，藉此加強他們的鄰舍支援
網絡，並易於與子女、孫兒交流，打破彼此隔膜。

參加長者桂清感言：「嘩！活動真的
令我受益良多，現在我除了較鬧鐘，
亦學識使用電腦內的計時器，不用怕
煮食忘記關火。」

長者正用心學習修圖技巧，可謂創意無限。

愛身心推廣日
彭鴻樟長者鄰舍中心於2020年
6月16日在大埔運頭塘鄰里
社區中心的社區會堂及
中心舉行「愛身心推廣日」，
為參加者提供健康檢查、
體適能測試、新興運動
「輕排球」體驗及魔術氣球
造型製作等，讓大埔區內人士
提高對個人健康的關注之餘，
亦在疫境中保持身心健康。
「愛身心推廣日」除了為大埔區內人士量血壓，同時量度
身高、體重和腰圍，以計算BMI。

參加者正學習如何扭氣球，為生活增添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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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科研

實證

中醫治療小腿抽筋

不少長者睡眠時受腿部抽筋困擾，可是西藥未有有效
治療配方。去年仁愛堂中醫團隊與屯門醫院及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三方合作，開展
「芍藥甘草湯加味治療夜間腓腸肌痙攣」先導研究。
該研究為本堂首項科研實證項目，治療成效顯著，更於
今年5月起優化為恆常「長者小腿抽筋中醫治療」臨床
服務，惠及更多長者。

科研實證減輕疼痛值逾一半
本堂於2019年開展「芍藥甘草湯加味治療夜間腓腸肌
痙攣」先導研究，結果顯示「芍藥甘草湯加味」
能大幅減低小腿抽筋所引致的疼痛，平均疼痛值
由7.06下降至3.41 (疼痛值引用視覺模擬評分表
VAS︰Visual Analogue Scale，以0分界定為沒有疼痛而
10分為極痛楚)，疼痛值減幅達一半以上。
有見及此，本堂於2020年7月12日召開研究發佈
記者會，分享相關研究結果，向大眾解釋長者夜間
小腿抽筋成因、影響及先導計劃的科研實證成果，
並邀請了參加者現身說法，分享「芍藥甘草湯加味」
的療效。

仁愛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楊素梅主席(左三)、屯門醫院內科
及老人科顧問醫生莫俊強醫生(右三)、香港中文大學中醫
學院副院長暨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 中 西 醫 結 合 醫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林志秀教授(左二)、香港中 文 大 學 香 港 中 西 醫 結 合
醫 學 研 究 所 學 術 及 發 展 經 理 陳錦良博士(右二)、仁愛堂
醫 療 服 務 科 蔡 彥 淵 註 冊 中 醫 師 ( 左 一 ) 及先導研究參加者
張碧霞女士(右一)出席研究發佈記者會，並對中醫中藥達顯著
成效大感 鼓 舞 。

疼痛值下降逾50%

骨牌效應 影響自理能力
夜間小腿抽筋不但影響長者睡眠及生活質素，更增加
跌倒風險。當長者因小腿抽筋而痛醒，他們會嘗試
站立或順道去洗手間，但疼痛引致他們站不穩而跌倒，
後果嚴重。仁愛堂醫療服務科蔡彥淵中醫師
表示︰「 中 醫 角度主要是希望透過處方及早治 療 ，
改善因小腿抽筋 而 影 響 睡 眠 質 素 之 餘 ， 同時
防 止 長 者 因 跌 倒 而產生的骨牌效應。」
蔡中醫師續說︰「中醫有『卧則血歸肝』之說，說明
用以濡養肌肉及筋腱的血氣，會因睡卧而減少，形成
抽筋偏向在晚間出現。今次研究結果有助引證中藥
治療小腿抽筋理論之說、治療安全及減痛有效。」

治療安全及有效
本堂使用「芍藥甘草湯加味」治療小腿抽筋，毋須針灸，
成份有白芍、炙甘草、葛根及丹參，主要針對血氣不通，
改善血液循環，養肝腎。去年參與先導計劃的多名長者
均指服藥後第一、二個星期已有顯著療效，而他們在
接受治療前後都會驗血檢查肝、腎功能，結果顯示沒有
出現跟研究有關的嚴重不良事件，長者可安心服用。

先導研究參加者張碧霞女士 (右) 服藥後疼痛明顯減輕。

醫療服務

計劃時序

參加者指效用明顯

▲
▲

2017

仁愛堂始於2017年關注長者小腿抽筋問題
本堂向轄下6間長者中心近500名60歲或以上人士
進行問卷調查，多達87%受訪者表示受到小腿
抽筋困擾，其中73%更以「很痛」以至「非常痛」
來形容疼痛程度，可惜目前西藥未有根治配方，
嚴重影響作息及健康。

▲
▲

2018

三方協作開展「芍藥甘草湯加味治療
夜間腓腸肌痙攣 — 先導研究」
本堂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林志秀
教授共同研究此病理現象，最後由仁愛堂醫療
服務科中醫團隊、屯門醫院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三方籌備「芍藥甘草湯
加味治療夜間腓腸肌痙攣—先導研究」。

70多歲的葉明雁先生是先導研究
參加者之一，半年前開始出現
小腿抽筋。他說有時次數頻密
至一星期三次，多次試過半夜
痛醒 ， 臨 天 光 時 尤 其 嚴 重 ，
疼痛有時候長達6分鐘。當他
接受為期28天的免費中藥治療，
並依指 示 填 寫 抽 筋 紀 錄 表 ，
結果發現疼痛值明顯減低，所以
葉先生接受為期28天的免費
先導研究完結後，更繼續自費
中藥治療後，疼痛值明顯減低。
參與治療。
蔡中醫師解釋：「葉先生算是嚴重痛症個案，慶幸服藥效果
理想，減少了抽筋次數及降低疼痛值，而且能夠改善生活
質素。」她提醒長者平日需注意雙腳保暖，建議睡覺時
穿長褲、戒食生冷食物及甜食、多用熱水浸腳及曬太陽
以吸收陽氣等，都有助預防抽筋情況出現。

▲
▲

2019

▼

am730
2020年7月14日

先導研究獲醫院管理局新界西倫理道德
委員會審批通過
本堂招募30名年齡介乎60至80歲的長者接受
為期28日免費的「芍藥甘草湯加味」中藥治療。

▲
▲

2020

首項科研實證研究 優化為臨床服務

東方日報
2020年7月14日

▼

5月起開展「長者小腿抽筋中醫治療計劃」，
將科研實證經驗應用於臨床，造福長者，並促進
中醫藥「循證為本」的發展。本堂於7月12日召開
研究發佈記者會，分享相關研究結果。

▲晴報

2020年7月14日

記者會獲14個媒體廣泛報導，
當中不少篇幅更佔逾半版。

仁愛堂5間自資中醫中心推出

「長者小腿抽筋中醫治療」
服務對象：
50歲或以上受小腿抽筋困擾人士
收費 (診金連7天藥費)：
65歲或以上人士
(可使用醫療券)

$330

其他人士

$345

查詢及預約：
2655 7757

楊素梅主席欣見本堂醫療服務科（自資服務）成功完成首項科研
實證計劃優化為臨床服務項目，樹立一個重要里 程 碑 ， 在記者會
中宣佈推出社區限定優惠，本堂5間中醫中心會為因小腿抽筋求診
的人士提供首次治療半價收費（名額100位），經傳媒廣泛報導後
外間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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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腦」友家居訓練館

改造完成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漸趨嚴重，認知障礙症人士愈來愈多。隨著
病情惡化，患者應對日常生活、適應社區及家居環境亦變得
越來越困難。本來熟悉的環境，會因認知能力的改變而變得陌生，
甚至成為生活上的障礙。有見及此，本堂特別設立「腦」友家居
訓練館，更於今年4月完成改造計劃。

「腦」友家居訓練館由一級職業治療師及香港理工大學
康復治療科學系學生共同設計，館內備有認知障礙症人士
適用的模擬客廳、廚房及浴室，為他們及照顧者提供家居
照顧訓練場地。

改造完成開放參觀
「腦」友家居訓練館的改造計劃，由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
科學系導師、學生及中心義工進行牆身色調改裝工程；至於
睡房、客廳、廚房及浴室等改裝，亦於隨後完成，並由職業治療系
的學生進行導覽。
改造計劃完成後，首階段服務對象為中心個案及家屬，由中心
職員提供現場指導及介紹。第二階段會配合本年度另一重點
計劃 ─「愛父母•錫自己」重整照顧者生活方式計劃，提供場地
支援訓練。

學生們為白色
座廁進行裝飾，
仿木紋裝飾能夠
增加注目度，
讓認知能力較弱
的患者也容易
找到。

此外，家居訓練館亦暫定於本年9月開放予公眾參觀，屆時市民
可透過團體預約及中心開放期間之體驗活動等方式安排參觀
及導賞，讓公眾親身了解友善家居環境對認知障礙症人士的
重要性。

家居設計的重要
認知障礙症人士或許會因為應付日常起居而變得依賴，
而照顧者的負擔亦會隨之增加。若能夠有策略地改裝家居，
不但能減低不同感官刺激對患者所造成的干擾；同時，若能
在安全環境下進行起居活動，有助正面維持雙方的生活質素。
本堂期望透過設立「模擬家居」，讓認知障礙症人士與照顧者
學習基本環境改造的策略及正確使用輔助工具，提升他們
的知識及應用信心。

香港理工大學
康復治療科學系
學生正商討改變
體驗館牆身色調，
以對比顏色區分
室內空間，提升
認知障礙症患者
視覺空間能力。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腦」友家居訓練館開放日
• 認知障礙症人士適用的家居佈置示範
• 導賞/展覽形式舉行
• 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系學生畢業項目及成效研究
日期：2020年9月4日至28日 (暫定)
對象：歡迎團體或公眾人士預約參觀
地址：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電話：3616 0488
(註 ﹕由於疫情關係，建議到訪前先致電查詢以了解最新安排)

家居訓練館計劃提供多場「模擬家居導賞團」，參加者
可以在導賞過程中了解改裝理念及改善家居環境的方法。
個別場景更附以掃描碼，方便公眾隨時瀏覽相關資訊及
認識友善家居環境對認知障礙症者的重要性。

醫療服務

醫療服務科快訊
綜合醫療中心/中醫中心及流動中醫醫療車
獲邀拍攝感染控制教育短片

新工作服「亮相」

本科獲香港中醫學會教育研究基金
邀請於2020年8月11日拍攝短片分享
流動中醫醫療車的防疫措施及服務運作，
並 安 排 范 曉 津 中醫師接受訪問。有關
短片稍後會上載至基金會網頁及發放予
全港中醫師。

本堂綜合醫療中心/中醫中心屬下中醫助護，以及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屬下中醫助理由2020年2月1日起陸續換上新工作服，增強團隊精神。
中醫助理的新工作服選用透氣、防皺及防敏感質料，揉 合 統 一 性 、
舒適度及中性設計，左胸前更繡有「仁愛堂」標誌，令到診者更容易
辨識本堂員工，同時體現同工之間的認同感。
中醫助護的新工作服
則選用透 氣 和 防 皺
物料，兩側更加設
口袋及可自由調較
腰 側 闊度，以方便
助護日常工作，設計
既貼心又實用。

中醫助理
新制服

中醫助護
新制服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參與最新政府資助中醫服務計劃

免費提供樣本收集包採集深喉唾液

為配合政府推動香港中醫藥的發展，仁愛堂 — 香港中文
大 學 中 醫 診 所 暨教研中心(屯門區)和仁愛堂 — 香港大學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離島區)由2020年3月2日起提供由政府
資 助 的 中 醫 服 務 予 合 資 格 香港居民享用，每次診症收費為
港幣120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及75歲或以上的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受惠人更可獲豁免收費。

仁愛堂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屯門區)及仁愛堂 — 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離島區)於2020年5月23日起參與衞生防護
中心的「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免費向有需要
市民提供樣本收集包(如圖)，冀減低2019冠狀
病毒病在社區傳播的風險。收集樣本會送往衞生署
轄下指定診所作化驗，測試結果由衞生防護中心
專責人員聯絡病人作跟進。

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預約電話︰
屯門區 2430 1309
離島區 3188 5383

計 劃 由 3 月 推 行 至 今，兩所教研
中心的資助服務受惠人數合共
超過 25,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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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仁愛堂幼稚園教師培訓
仁愛堂幼稚園教師培訓於2020年3月21日以網上視像會議
方式舉行，主題為「英語與音樂的課程設計」，並邀得
擁有豐富幼兒教育及課程發展經驗的黃國成博士(英語)及
張翁偉儀博士(音樂)擔任主講嘉賓，講解英語及音樂
課 程 設計要點及對幼稚園製作的教學影片提供專業的
評鑑意見。

其後特設延伸培訓以鞏固教師於培訓日的知識基礎，
邀得張翁偉儀博士及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高級講師黃慧晶女士，為幼稚園所設計的教學教案及
影片提供專業評鑑，並於7月16日舉行培訓工作坊，
由黃慧晶女士深入講解及示範英語與音樂元素於教學課堂
的融合，以及相關音樂教學技巧。本堂期望藉此優化
屬下幼稚園教育專業水平，從而奠定未來三年的幼稚園
校本課程發展的基礎，為建立具仁愛堂特色的幼兒教育
課程踏出重要的一步。

教師於培訓日前錄製教學影片，以供講員評鑑。

教師正討論如何以遊戲的方式，設計結合英語及音樂的課堂教案。

仁愛堂幼兒「音•藝」育苗計劃 —

教師專業培訓

仁愛堂幼兒「音．藝」育苗計劃教師專業培訓於2020年
6月至7月期間假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舉行音樂治療
的實習課程，考核教師在完成音樂治療理論課堂後，
是否充分應用有關音樂治療技巧，例如：旋律伴奏促進
唱歌、訓練視覺追蹤的拍鐘活動、看音符做身體節奏等。

課程導師香港資深註冊音樂治療師彭嘉華先生於課堂中
提供專業的評鑑意見及建議，同時從實習片段內的教師
表現及個案分享，深化幼兒教育工作者在特殊學習需要
層面的訓練。

課程導師及參與培訓的教師練習音樂治療中的合奏活動。

導師彭嘉華先生就實習錄影片段分析教師在進行音樂治療中
需注意的事項。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藝」
「文」新景象

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停課期間，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於2020年3月首度推出“ArTube ChanWong”的線上
藝術教育頻道，讓師生安在家中亦能接觸和了解藝術。
頻道內容包括繪畫藝術、STEAM、設計，亦有跨學科的
藝術分享，例如：頻道與物理科以藝術角度講解光學和
印象派、與中史科以藝術分析朱元璋皇帝肖像畫、
以戲劇配合藝術了解梵谷的悲劇人生。此外，頻道
更邀請了校內學生及畢業生分享自己的作品和創作意念，
增強彼此間的藝術交流。雖然疫情令校內師生無法進行
面對面的交流，但藝術教育頻道卻將彼此連繫起來，
讓師生保持愛分享的熱情，享受藝術的樂趣。

視覺藝術科教師於頻道教授快速著色的繪畫技巧。

在推廣閱讀方面，校內已進行翻新工程的「陳黃圖書館」
於2019年11月完工及重新投入服務，期望以舒適的環境
吸引學生發掘閱讀的樂趣，並承蒙仁 愛 堂 諮 議 局 委 員
吳明珍主席MH捐贈港幣50,000元購置圖書。圖書館
一角更開僻了一間「多媒體學習室」，融合資訊科技及影音
設備，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效能。

頻道介紹了校內《陳黃校歌》、《陳黃維納斯的誕生》、《夢想
飛行》等壁畫的誕生過程， 同時欣賞校園內的藝術長廊。

新設計裝修的「陳黃圖書館」以簡約、舒適、大自然樹木顏色
為主調，並設有閱讀區、自修室區、小組討論區，以優化環境
設施，鼓勵優質閱讀文化。

「陳黃圖書館」內的「多媒體學習室」，以多媒體學與教的資源，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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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屬下中學畢業典禮
仁愛堂屬下2間中學分別於
2020年6月27日及7月7日舉行
畢業典禮，並邀得仁愛堂董事局
成員、諮 議 局 委 員 及 學 界 友 好
等蒞臨指導。一 眾 嘉 賓 祝 願
畢業生前程似錦，寄望畢業
同學在探求知識之餘，繼續
傳承仁愛精神。

主禮嘉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 GBS 太平紳士(左六)、田慶先校監
(右六)、一眾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及校董一同見證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畢業生踏入
人生的新階段。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的學生製作了別出心裁的迷你花牌，以答謝
主禮嘉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 GBS 太平紳士
在百忙中蒞臨畢業典禮，勉勵萃萃學子。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中六畢業生代表道出惜別感言—
「縱有風雨，依然燦爛」。

毛志成校監 BH (前排右三)、熊敏副主席 (前排左二)、戴凱倫副主席 (前排左三)、姚宇翔副主席 (前排左一)、諮議局委員及校董在
百忙中親臨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畢業典禮，並祝願各畢業同學前程萬里。

教育服務

仁愛堂「開機有益」計劃
為提高社會對媒體素養的關注，仁愛堂於2020年5月推出
「開機有益」計劃，首階段以網上視像會議方式進行，
並招募了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合共29位中三至中四的
學生參與，期望培育學生的良好數碼媒體操守，讓他們
了解社交媒體發展及提升探索、分析、辨識、創造及運用
資訊的能力。是次計劃邀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學者及

專業人士，包括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系教授李月蓮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陳永浩博士及商業電台
記者蘇海星先生，透過專家講座、啟發性遊戲及主題學習，
深入淺出地讓學生了解社交媒體的發展，並藉著探討電子
遊戲的發展、社交媒體上的友群溝通與網絡欺凌情況，期望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辨析、批判、表達溝通能力。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陳永浩博士於專家講座分享
有關社交媒體溝通文化、演變及未來的發展。

商業電台記者蘇海星先生 (左) 及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李月蓮博士 (右) 教授學生有關新聞分析技巧、解讀新聞的思維
方式與心態。

蛋糕烘焙工作坊
承蒙楊素梅主席贊助，安排仁愛堂兒童發展基金的
參加者免費參與由Bake Lab烘焙研究所舉辦的蛋糕烘焙
工作坊，讓參加者依據平板電腦教學，加上發揮無限創意，

製作屬於自己的DIY蛋糕，增強親子之間的合作之餘，
亦能共享愉快的親子時光。

參加家庭展示共同製作的蛋糕製成品，樂也融融。

在3小時的工作坊中，參加者體會到蛋糕烘焙及親子合作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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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新訊

福袋傳愛•疫境同行
仁愛堂社會企業「綠家居」於去年推出「一站福」一站式專業
福袋代辦服務，更於今年3月開始，獲商界企業及本堂社會
服務單位委託包裝近千份「防疫抗疫包」派發予區內獨居長者、
雙老家庭、低收入家庭等，於疫境中為有需要的弱勢社群送上
關愛。

「防疫抗疫包」內含口罩、酒精搓手液、漂白水、消毒藥水、消毒
紙巾等防疫用品，以及米麵、罐頭、麥片等生活所需品。

企業義工及社企同事全力趕工，務求盡快將「防疫抗疫包」
送到服務使用者家中。

「一站福」提供一站式專業福袋代辦服務，本堂將依據企業、機構的派發對象及
預算，度身選配最合適的福袋組合，再進行採購、入袋及送貨，省卻企業、機構
的籌備工作，輕鬆將關心弱勢社群的心意付諸行動，為區內有需要支援的長者及
基層家庭送上暖意及祝福。
除福袋外，本堂亦可代辦大小社團聯歡聚會、私人宴會特色禮物包，產品種類
繁多，價錢實惠。有興趣訂購的企業、機構，可致電3541 9966與「綠家居」聯絡。

環保觸覺

抗疫不忘環保

「綠在屯門」網上環保工作坊
在 疫 情 期 間 ， 市 民 都 響 應 呼 籲 留 在 家 中 ，因 此
「綠在屯門」特意為市民準備多個網上環 保 工 作 坊 ，
包 括 示 範 製 作 「 膠 樽 傳 球 」、「 雜 誌 扔 圈 圈 」 及
「忍者紙飛鏢」等多款遊戲，讓小朋友可以善用身邊
資源升級再造，自製環保玩具，向家人及朋友推廣
「惜物、減廢」的環保訊息。

以清潔用品樽製作小遊戲，讓小朋友於疫情期間
亦可「玩在家中」。

「綠在屯門」生態導賞
「綠在屯門」在「屯義工坊」一群熱心義工的協助下，
於中心設置有機園圃及蝴蝶園區，藉以向市民介紹有機
種植及蝴蝶的自然生態。中心亦會定期舉辦「生態
導賞團」，透過介紹屯門獨有的生態，鼓勵市民多欣賞
身邊的自然景物，啟發市民反思如何從日常生活入手，
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將綠色概念植根社區。

中心誠邀市民將拍得的蝴蝶相片上載到「綠在屯門」的
Facebook專頁，與更多朋友分享大自然的美態！

中心內設置蝴蝶導賞園區，教育市民認識蝴蝶的生態，鼓勵
大家愛護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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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服務

冠軍級教練傳授

「競賽套路24式」
為回應熱愛太極功夫學員的殷切需求，仁愛堂鄭耀源紀念
健體中心於2020年7月特別邀請前世界武術錦標賽
長拳冠軍梁文駿教練到健體中心作客席教練。是次交流

主題為「競賽套路24式」，中心學員藉此難得的機會，
紛紛向梁教練請教練習太極的心得。

梁教練曾為香港精英運動員，並勇奪2013年世界武術錦標賽
長拳冠軍。

學員們認真依從教練的指導去練習。

Stick Mobility

訓練試玩活動日
有見不少都市人都有「頸梗膊痛」問題，仁愛堂鄭耀源
紀念健體中心特別向會員推廣 Stick Mobility 訓練，
並於2 0 2 0 年 7 月 8 日 舉 辦 試 玩 活 動 日 ， 讓 一 眾 學 員
試試不一樣的健身體驗。Stick Mobility 訓練能夠有效
提升關節靈活度、穩定性及肌肉力量，同時有助筋骨伸展，

改善日常因錯誤姿勢或過份操練所帶來的膊頭繃緊、
腰部僵硬及全身酸痛等問題。如有興趣參加 Stick Mobility
訓練班，請瀏覽仁愛堂網頁(www.yot.org.hk)內之康體
服務資訊或致電2655 7888查詢。

學員們努力按教練的指示做出正確姿勢。

學員們利用握杆，透過雙手與雙腳的抗衡，腰腹鍛錬的效果
顯著。

全年贊助人

至尊贊助
(捐款港幣1,000,000元或以上)

蔡黃玲玲主席 MH 太平紳士
(2011-2012 年度)
諮議局委員

翡翠贊助
(捐款港幣500,000元或以上)

帝國集團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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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贊助人

明珠贊助
(捐款港幣300,000元或以上)

埃爾華企業
有限公司
Sun Entertainment Culture Limited

金贊助
(捐款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莊舜而主席 MH
(2010-2011 年度)
諮議局委員

信貸站

李愛平主席 MH
(2017-2018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寶橋融資有限公司

吳騰副主席
(2016-2020 年度)

時計寶投資有限公司

張敬慧副主席
(2014-2017，
2018-2019 年度)

Onshine Holdings Ltd.

Life In Motion
Company Limited

Integrated Capital
(Asia) Limited

閻小穎先生

全年贊助人

銀贊助
(捐款港幣50,000元或以上)

賴楚惠副主席
(2015-2016 年度)

東保集團

三井錶業有限公司

銅贊助
(捐款港幣30,000元或以上)

張崔賢愛主席 BH
(1995-1996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張心瑜主席 MH
(2006-2007 年度)
諮議局委員

史顏景蓮主席 MH
(2015-2016 年度)
諮議局委員

潘俊彥副主席
(2017-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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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成總理
(2016-2017 年度)

區潔恩總理
國農金融投資有限公司
(2019-2020 年度)

陳銘潤總理
(2005-20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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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芳名錄
下列為2020年4月1日至8月15日錄得的善款，本堂謹此向各善長及機構致謝。
鄭丁港先生

2,500,000

賴楚惠副主席 (2015-2016年度)

51,500

LEUNG GAR YEE JOANNA

10,000

楊素梅主席

1,325,000

施一清總理 (2011-2014年度)

50,000

LEUNG SAU YEE ANDY

10,000

蔡黃玲玲主席MH太平紳士

1,310,000

孟鑫宏先生

50,000

MR KWOK CHUN YIP

10,000

吃喝玩樂慈善會

50,000

PANG KIN MO

10,000

MR CHENG YUN HONG

50,000

PUEN WING FAI

10,000

50,000

YAN CHUN PANG

10,000

(2011-2012年度)
陳慧玲副主席

1,160,000

許明華總理

768,888

TAK LEE MACHINERY COMPANY

陳璟瓏總理

725,000

LIMITED

陳鑑光副主席

690,000

HK LOVE & CARE CHARITY

熊敏副主席

683,888

FOUNDATION LTD

蔡潤初副主席

670,000

張崔賢愛主席BH (1995-1996年度)

45,000

7,000
蔡陳淑儀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6,000
李星強總理 (2013-2014, 2016-2018年度)
6,000

鄭慧賢副主席

663,000

丘忠航副主席 (2012-2019年度)

40,800

MS KWOK MEI YEE

6,000

信善恩惠慈善基金

660,000

三菱電機(香港)有限公司

40,000

MR LO KWOK SHEUNG

5,500

何建偉副主席

658,888

MR WOO

40,000

陳耀東總理 (2006-2009, 2011-2014,

5,000

姚宇翔副主席

653,888

蘇淑娥副主席

650,000

譚陳麗珠總理 (2011-2012,2013-2014年度) 33,000
區潔恩總理 (2019-2020年度)
33,000

陳承邦副主席

640,000

張心瑜主席MH (2006-2007年度)

31,000

袁譚玉琼總理 (2011-2012, 2013-2014年度) 5,000
周玟秀總理 (2018-2019年度)
5,000

王錦輝副主席

640,000

史顏景蓮主席MH (2015-2016年度)

30,000

歐國倫總理 (2018-2019年度)

5,000

戴凱倫副主席

610,000

黃添福副主席 (2019-2020年度)

30,000

許友堅總理 (2018-2020年度)

5,000

朱耀中總理

368,888

潘俊彥副主席 (2017-2019年度)

30,000

余力山

5,000

杜家軒總理

364,888

郭志成總理 (2016-2017年度)

30,000

余立基

5,000

陳世俊總理

363,888

黃鑑濂

30,000

林偉成先生

5,000

洪宏佳總理

360,000

TIM

30,000

梁守義先生

5,000

邱澤峯總理

345,000

CHINA DEMETER FINANCIAL

30,000

陳李玉佩女士

5,000

焦勇總理

341,000

INVESTMENT LIMITED

陳嘉輝

5,000

呂文華總理

340,000

Jonson & Johnson

30,000

黃仕波

5,000

李佩儀總理

338,888

神爺

25,000

顧兆田

5,000

陳義霖總理

336,000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1,000

AMANDA PAI

5,000

黃思語總理

330,500

黃達東主席MH太平紳士 (2012-2013年度)

20,000

AU-YEUNG HERBERT

5,000

侯玲玲總理

330,000

吳明珍主席MH (2014-2015年度)

20,000

CHAN CHUN YAN

5,000

李筠翎總理

328,888

鄧錦雄主席BBS, MH (2016-2017年度)

20,000

CHAU KWOK HUNG

5,000

陳東毅總理

328,888

林志鴻先生

20,000

CHEUNG SZE FAN

5,000

李愛平主席MH (2017-2018年度)

320,000

浩福有限公司

20,000

FUNG SIU HA

5,000

趙君之總理

315,000

MS CHIU LING

20,000

HUNG KWAN YEUNG

5,000

胡臻霆總理

315,000

劉穎勤女士

16,000

LAU LAI YIN STELLA

5,000

容維維總理

310,000

TAT KONG GREEN FISH FARM

15,752

LO KAM WING

5,000

SUN ENTERTAINMENT CULTURE

300,000

COMPANY LIMITED

MR CHAN MAN KWONG

5,000

LIMITED

MISS CHENG KWAN YING
47,000

8,000

MISS TANG KIT CHING AMY

2016-2018, 2019-2020年度)

HO YEE MING

15,000

MR YAU CHI KEUNG

5,000

MAK WAI MING

15,000

NG KA MING

5,000

THE BANK OF EAST ASIA CHARITABLE 199,980
FOUNDATION LIMITED

BOEHRINGER INGELHEIM

14,400

WONG FUNG PING

5,000

WONG KA BO

5,000

蔡金山先生

178,200

CHAN CHUN KI

13,000

YUNG SHIU CHING

5,000

李國賢基金會有限公司

160,000

黃旌主席BH (1994-1995年度)

12,000

連卓鋒主席 (2019-2020年度)

140,000

YANG CHUNG LUN

12,000

吳騰副主席 (2016-2020年度)

118,000

雷鴻仁總理 (1991-1992年度)

11,000

118,000
THE HONG KONG BANK FOUNDATION 114,546
任德章主席MH (2007-2008年度)
110,400

羅台秦主席MH (2018-2019年度)

10,000

陳達華副主席 (2016-2018年度)

10,000

鄭樹勝總理 (2003-2004年度)

10,000

莊舜而主席MH (2010-2011年度)

110,000

池麗春

10,000

張敬慧副主席 (2014-2017,

100,000

卓輝煌先生

10,000

陳承志先生

10,000

許玲玲女士

238,000

鏵威物流有限公司

2018-2019年度)

HONG KONG LIMITED

李穎妍副主席 (2019-2020年度)

100,000

黃信雄

10,000

周焯華先生

100,000

黃凱潼小妹妹

10,000

徐玉珊女士

100,000

楊志勇

10,000

楊素麗小姐

100,000

鄭詩婷、鄭詩雅、鄭俊軒、鄭詩詠

10,000

香港熊貓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

銘綠會有限公司

10,000

寶橋融資有限公司

100,000

ANTHONY YIP

10,000

MR TUNG KOON MING

100,000

CHAN SUEN WAH

10,000

YU YIM CHOI

100,000

CHEUNG SIU WAH

10,000

HONFIELD (CHINA) LIMITED

100,000

CHEUNG YING WAI

10,000

KESWICK FOUNDATION LIMITED

100,000

EVAN SEE

10,000

FUNG SING PONG

10,000

HO CHI TAT PHILIP

10,000

APPLE DAILY CHARITABLE

65,600

FOUNDATION
卓歐靜美主席MH (2009-2010年度)

65,000

HO YUEN MING

10,000

陳鄭玉而主席MH (2013-2014年度)

60,000

K FUNG

10,000

農本方有限公司

58,000

LEE GLORIA

10,000

*由於篇幅所限，本表只能臚列捐款港幣5,000元
或以上之善長芳名及公司名稱，懇請見諒。

(NL2009)

服務單位
社會服務
長者中心及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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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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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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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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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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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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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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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仁愛堂 (屯門區)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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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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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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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教育、智友醫社同行計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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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
仁愛堂田家炳護理安老院
元朗朗屏邨畫屏樓地下及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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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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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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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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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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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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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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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家居樂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仁愛堂長者愛心卡計劃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號
仁愛堂 (元朗區)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211-2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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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 ( 友愛)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日間護理單位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4樓平台401-407室
社區發展及培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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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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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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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田家炳悅讀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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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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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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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九龍西)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1樓B室、3樓A&B室、4樓D室及6樓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九龍東)
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16樓H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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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專業培訓中心 (牛頭角)
觀塘偉業街137號泛亞中心1樓
屯門區議會仁愛堂青年夢工場
屯門井財街27號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4樓
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
九龍美孚新邨葵涌道2號
李國賢兒童基金 — 樂啟航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中心及體育中心5樓523室
仁愛堂YES培訓學院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3樓B室
社區房屋共享計劃
屯門塘亨路寶華花園2期
青年生涯規劃計劃
深水埗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商業大廈6樓
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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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室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
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1樓106-107室
滙豐仁愛堂「仁間有愛」社區支援中心
黃大仙睦鄰街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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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幼稚園社工服務
總辦事處(大埔及北區)：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
分址(屯門)：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23室
分址(西九龍)：美孚葵涌道2號
分址(東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16樓H室
分址(港島)：銅鑼灣伊榮街7-17號欣榮商業大廈4樓
仁愛堂學校社會工作服務、健康校園計劃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104室
課餘託管服務
大埔運頭塘邨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4樓
專業及服務發展
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 (精神健康) — 仁心向晴照顧者支援服務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5樓523C室

2655 7688
2655 7633
2473 5113
2658 6313
2452 2790 /
2452 2603
2681 2234
2634 6671
2882 9936
2655 7660
2655 7661
2655 7680
2655 7668
2655 7666

2479 3360
2944 7206
2461 0388
2457 8234
2443 1333
2475 5293
2476 5590
2479 3123
2479 2299
2475 9001
2479 3123
2450 8822
2450 8822

2463 3934
2466 0695
2655 7599
2655 7520
2655 7599
2655 7575
2155 2217
2110 8171
3104 0820
2155 8232
2462 2833
2711 6030
2655 7522
2155 2068
2655 7559
2155 3809
2320 4007
2320 4009
2326 3339
2654 6188

2654 6399

2466 5270
2451 0372
2457 1302
2458 5033
2465 8112
2408 3000
2706 0827
3514 6333
2655 7771
2465 5719
2448 2316
2448 2316
2638 3082
2199 7343
2466 0312
2466 0122

醫療服務
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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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田家炳綜合醫療中心
元朗壽富街3號地舖
仁愛堂陳慧玲綜合醫療中心
葵芳葵義路15號葵芳閣地下G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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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大埔綜合中醫中心
大埔靖遠街55號地舖
仁愛堂楊素梅中醫中心
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2樓229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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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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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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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
仁愛堂張心瑜牙科中心
何文田佛光街80號何文田廣場地下2號鋪
仁愛堂國際華商協進會牙科中心
沙田大圍積壽里6號祥興樓地下及閣樓E舖
仁愛堂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27號2718室
仁愛堂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屯門區)
屯門屯利街6號仁愛分科診所5樓
仁愛堂 — 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離島區)
東涌富東街6號東涌健康中心1樓
仁愛堂歐雪明腦伴同行中心
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仁愛堂健智軒
觀塘順天邨天瑤樓平台201號舖
仁愛堂鄭丁港善心藥物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地下
流動中醫醫療車隊
仁愛堂顏寶鈴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第三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張心瑜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任德章流動中醫醫療車、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圓玄學院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卓善章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吳應寰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第二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屯門獅子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曹貴子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連卓鋒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陳慧玲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陳炳豐紀念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國際華商協進會流動中醫醫療車
仁愛堂史立德博士流動中醫醫療車
綜合醫療車隊
仁愛堂圓玄學院綜合醫療車、第二、第三、第四綜合醫療車
仁愛堂歐浩祺紀念綜合醫療車

2655 7757
2443 2319 /
2443 2029
3690 8198
2652 0071
2638 7393
3628 3536
2440 6624 /
2440 9379
2618 2689
3565 6620
2111 3531 /
2111 3532
2158 2666
2655 7868
2430 1309
3188 5383
2323 4448
3616 0488
2655 7763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2655 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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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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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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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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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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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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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 7838
2655 7878
2655 7888
2655 7888
2655 7828

環保及社會企業
2654 6188
2654 6006

2655 7517

教育服務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屯門旺賢街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屯門山景邨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屯門安定邨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將軍澳唐俊街3號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屯門友愛邨愛義樓低座地下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屯門湖景邨湖畔樓低座地下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荃灣大窩口邨富泰樓地下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將軍澳彩明苑彩貴閣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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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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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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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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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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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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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仁愛堂歐雪明兒童發展中心
紅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GH249室
仁愛堂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兒童發展基金、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
屯門青松觀路33號澤豐花園商場2樓6-8號舖
仁愛堂教育中心
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7樓

2466 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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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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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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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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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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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在屯門
屯門屯義街9號

3541 9966 /
6015 9904
3617 9115
3617 9115
2655 7690
2655 7518
2496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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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香港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7樓對外事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