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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語錄
今日仁濟

主席語錄

自2007年加入仁濟這個大家庭以來，轉眼間已踏入第十一個年頭。今年，我正式肩負起董事局
主席一職，實感榮幸，任重道遠。

仁濟醫院服務香港超過半個世紀，隨著社會需求，我們在全港多個地區發展多元化的服務，有幸獲

得市民認同。展望將來，仁濟除了鞏固現有服務，亦銳意推動創新科技，將智慧城市概念融入各項

社會服務之中，同時積極推動科普教育配合未來發展方向。

仁濟一直關懷弱勢社群需要，今年已連續10年主辦
「愛心福袋」送贈活動，累積派發超過60萬份載
有食糧及生活日用品的福袋予全港的獨居或隱蔽長

者，活動歷年來得到政府、多個團體和義工支持。

另外，仁濟亦藉著回歸21周年的大日子，與沙田
多個地區團體合辦了「全港首次100架無人機戶外
光影匯演賀回歸暨沙田節啟動禮」，活動為全港首

創，別開生面，吸引了過萬名市民在城門河兩岸觀

賞。在7月舉行的全港賣旗日，接近6,200名義工參
與，我在此再一次感謝各位義工的支持。

今年6月，社會服務部舉辦了「一個世紀的約會」晚宴，款待了300名長者及其家人共晉晚餐，當中
共有7名長者達100歲或以上，還有約100名接近100歲的長者參加，其中最年長的一位更達114歲，
我有幸共同見證及分享長者百歲的喜悅。

本院亦會積極推動屬校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並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心，推展境外創科

學習計劃。仁濟「一帶一路」旅學團計劃自2015年開始，每年資助約數十名院屬中小學師生參與，
繼西安、廣西、哈薩克斯坦及廈門泉州後，今年7至8月將會舉辦緬甸及泉州旅學團，讓更多學生可
以體驗國情。

我會與一眾董事局成員及各部門及團隊共同努力，將仁濟服務辦得更好，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第五十一屆董事局主席

馮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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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一年一屆的董事局就職典禮，於一眾

政府高官、社會賢達及各界友好見證下順

利舉行，全體總理正式宣佈就任。

第50屆董事局嚴徐玉珊主席於典禮上報告其任內
各項工作，並感謝董事局仝人努力不懈，與政府

長官及各方善長的鼎力支持，共同見證仁濟跨越

50金禧年，籌得善款接近一億四千八百萬。她深
信仁濟將一如既往，不斷銳變求進，造福市民。

新任馮卓能主席表示承蒙董事局仝人厚愛，推舉

他為今屆董事局主席，實感任重道遠。面對社會

與日俱增的服務需求，他表示仁濟將積極配合香

港各項發展需要，銳意加強智能科技的應用，為

市民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優質服務。

第51屆出席總理合照

就職典禮

日    期：2018年4月6日

地    點：香港君悅酒店宴會大禮堂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主持監誓儀式，第51屆董事局成員一同宣誓就職

仁濟醫院第50/51屆
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暨聯歡晚宴

陳肇始局長頒發第50屆董事局「最高籌款獎」冠亞季軍，依次為
嚴徐玉珊主席（左二）、潘蘇凱欣總理（左一）及王賢訊副主席（右一）

第50屆董事局「最高出席率獎」冠亞季軍依次為馮卓能副主席
（右二）、孫蔡吐媚總理（左一）及王賢訊副主席（右一）

民政事務總署謝小華署長（中）特意抽空到賀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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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總理及顧問於台上向來賓祝酒

著名藝人麥長青續任為「仁濟慈善大使」、江美儀、陳浚霆及馬天佑
亦分別續任為「仁濟慈善之星」

羅致光局長主持新一屆仁濟義工團委任儀式，今年總團長為王賢訊副主席（左二），團長為陳李詠詩總理（右二）、葉恭正副主席夫人  林麗珍女士（右一）及鄭斯堅總理夫人  王碧紅女士（左一）

一眾出席董事局成員與羅致光局長（左六）合照 

就職聯歡晚宴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GBS太平紳士

就職聯歡晚宴邀得政商名人、各界友好賞面出

席，衣香鬢影。嘉賓們舉杯祝賀，氣氛既歡樂

又熱鬧。

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右四）、梁智鴻醫生（右三）、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張肖鷹副部長（右二）及多位仁濟總理、顧問聚首一堂衛生署陳漢儀署長（右二
）於典禮上與總理們合照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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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以下商號贊助禮物致賀，謹此致謝！

排名不分先後

醫院管理局梁栢賢行政總裁（左二）與一眾仁濟董事局及
顧問局成員合照

食物及衛生局徐德義副局長（中）親臨晚宴 新任視帝王浩信表演助慶，引起全場嘉賓哄動

多位政、商界朋友紛紛出席支持

懲教署林國良署長（右五）蒞臨祝賀

朱晨麗當晚即場獻唱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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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18年3月24日

地　　點： 仁濟醫院李衛少琦安老院

愛 心 小 天 使 探 訪
仁濟醫院社服單位

由一眾董事局成員及其親友之年幼子女組成的

「愛心小天使義工隊」再次到訪仁濟醫院屬

下社會服務單位，透過親子探訪活動，從小灌輸

孩子「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關愛理念，同時鼓勵

他們多行善，多助人，將「仁心濟世」的精神充

分發揮。當日，「愛心小天使義工隊」除了與長

者玩遊戲外，更親自為長者包裝愛心福袋，為長

者們送上一點點祝福。

新城電台節目「開心大派對」特意為節目主持人─薛家燕女士MH舉辦盛大的生日
會，筵開約30席。家燕姐已擔任「仁濟慈善大使」四年，經常出席支持本院的慈善

活動，對本院十分關顧，是次活動更特別邀請本院擔任受惠機構，眾嘉賓一起為她慶祝

生辰之餘，亦為仁濟籌款。

小天使們身體力行，包裝
愛心福袋，為長者送上祝

福

一眾仁濟董事局成員與家燕姐及藝人楊思琦小姐合照王賢訊副主席頒發感謝狀予家燕姐

小天使為老友記送上祝福

多位董事局成員支持活動，帶領小天使們參與探訪

董事局總理們與長者
共渡歡樂時光

開心大派對之家燕姐狂歡共賞慶生日
日期：2018年3月27日

地點：皇室①號囍臨門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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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5月9日

總理迎新日早前已於仁濟醫院董事局順利舉行，馮卓能主席與一眾總理踴

躍出席，聽取機構各項服務最新發展。當日，一眾總理參觀中醫教研中

心，並了解中藥藥包、藥材的管理系統及分辨藥材真偽等專業知識。其後

總理們參與拜神及切豬儀式，祈求新一屆董事局善業更上一層樓。

新一屆董事局成員與高層管理人員合照

總理們了解中醫教研中心運作

主禮嘉賓與醒獅合照

主禮嘉賓與本院一眾總理主持剪綵及開幕儀式

總理迎新日及第51屆董事局拜神儀式

日    期：2018年3月28日

地    點：九龍深水埗元州街223-229號金源大廈地下C號舖

主禮嘉賓：深水埗區民政事務專員李國雄太平紳士

          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陳偉明MH太平紳士

仁濟醫院綜合醫療中心開幕典禮

本院首間提供一站式中醫、西醫（全科及專科）及牙科服務的仁濟醫
院綜合醫療中心已正式開幕，亦是仁濟醫院首次正式開辦西醫、全

科及專科服務，以照顧市民不同需要。開幕當日邀得仁濟醫院第二中學龍
獅隊舞獅助慶，吸引不少途人圍觀，場面熱鬧。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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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屆董事局履新，馮卓能主席率領一眾董事局成員與各政府部門及友好團體會面，大家就社會民生等多個議題交

流意見，商討新一年的緊密合作，為市民提供完善服務奠下基礎。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董事局傳訊篇

董事局與荃灣商會、荃灣鄉事委員會、馬灣鄉事委員會、圓玄學院、荃灣各界協會及新界社團聯會荃灣地區委員會各代表合照留念

董事局與中聯辦、警務處、消防處、社會福利署、廉政公署及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各代表合照留念

董事局與荃灣民政事務處及荃灣區議會各代表合照

宴請荃灣各界友好

友好聯誼 09



董事局與香港神慈秀明會郭蕙如上師（前排右六）、陳智聰教師（前排左五）及其成員合照留念

拜訪香港神慈秀明會

董事局與蓬瀛仙館梁德華理事長（前排左五）、林赤有副理事長（前排右四）及其理事合照留念

拜訪蓬瀛仙館

董事局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前排左五）、蔡若蓮副局長（前排右五）及一眾官員合照留念

宴請教育局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10



馮卓能主席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介紹仁濟攤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眾嘉賓對活動一致讚好

日    期：2018年6月3日

地    點：荃灣海濱長廊對出海面

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大紫荊勳賢，GBS

荃灣龍舟競渡2018

董事局成員頒發金盃予奪魁隊伍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香港善團領袖第四屆國情研習班

國情研習班學員在北京大學法學院門前合照留念

日期︰2018年4月28日至5月2日

地點︰北京大學
上述國情研習班由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主辦，主要目的為使各善團領袖對國家社

會經濟發展及政策法規有進一步的了解，及加深他們對憲法、《基本法》及

慈善法等的認識，以發揮善團領袖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作用。研習班採用專

題授課及參觀體驗等形式進行，並邀請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國防大學等知名教

授授課，並安排學員參觀專案交流學習。

  （左起）張文嘉副主席、馮卓能主席及
鄧肇殷副主席在北京大學校園留影

活動由荃灣區體育康樂聯會主辦及荃灣龍舟競渡統籌委員會籌辦，

仁濟醫院董事局、荃灣鄉事委員會、馬灣鄉事委員會、荃灣商會

及香港惠陽商會協辦。其中一場男女子混合決賽命名為「仁濟醫院男

女子混合中龍金盃」，當日賽事緊張刺激，現場亦舉辦了嘉年華，仁

濟醫院YC18餐飲、仁濟中醫及仁濟義工團亦有參與設置攤位，為大
家打氣。

11



仁濟醫院顧問局副主席嚴徐玉珊女士

MH早前慷慨捐贈38張病房護理躺椅以
及300件風褸予仁濟醫院。董事局於7月6日
舉行鳴謝儀式感謝嚴副主席對仁濟的支持。

顧問局嚴徐玉珊副主席（中）與醫院及董事局代表合照留念

鳴謝嚴徐玉珊女士捐贈醫院部儀式

 2018沙田城門河畔 全港首次100架無人機

戶外光影匯演賀回歸暨沙田節啟動禮

盛放的洋紫荊花緩緩綻放於夜空中 100架無人機特別砌出「21」圖案慶祝
回歸21周年

台上嘉賓大合照

馮卓能主席（右二）及孫蔡吐媚總理（左二）全力贊助是次
匯演

日    期：2018年6月30日

地    點：沙田城門河畔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鍾毅先生

新添置的護理躺椅用於醫院兒童病房，更方便家
長陪伴病童

匯演由國民教育沙田區委員會

主辦、仁濟醫院董事局及

2018沙田節委員會合辦、沙田民
政事務處協辦，活動吸引了超過

15,000名市民前來觀賞。

是次匯演為香港首次舉行，由著

名無人機系統科技公司，透過電

腦軟件設計飛行軌跡，控制100
架無人機伴隨着音樂上演10分鐘
的光影匯演。通過燈光和空中定

位的變化，以「科技烟花」為城

門河畔夜空呈現富有香港回歸祖

國21周年紀念元素及沙田特色的
圖案，為市民帶來耳目一新的視

覺享受。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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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顧問局聯席會議及聯誼晚宴

當晚大家細說過去點滴及現在種種，暢談甚歡

教育局蔡若蓮副局長
感謝仁濟為社會作育
英才出心出力

日期：2018年6月25日

地點：香港賽馬會沙田會所

為了加強董事局與顧問局的

聯繫，每年兩局均會舉行

聯席會議及聯歡晚宴。當日會議

上，雙方積極研討董事局各項服

務的最新發展；晚宴亦邀得教育

局蔡若蓮副局長出席，與一眾顧

問總理交流心得，並寄望仁濟教

育持續發展。晚宴上，大家難得

相聚，當然好好把握歡聚時光，

談天說地，不亦樂乎！

董事局、顧問局成員與教育局蔡若蓮副局長（前排右五）合照留念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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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8年7月4日

地    點：荃灣石圍角邨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太平紳士

本院自2009年開始，連續第10年主辦「愛心福袋 /米」送贈活動，送
出累積超過60萬包滿載愛心的福袋予全港的獨居及隱蔽長者。今年

大會準備的福袋載有米、米粉、通粉、枕頭套、毛巾、驅蚊噴霧及健康

飲品等食糧及生活日用品，並由一眾嘉賓及義工攜手走進社區，登門探

訪及將福袋親手送到長者手中，傳達關愛之情，了解他們生活所需。

「仁濟慈善大使」麥長青（麥包）、「仁濟慈善之星」江美儀、陳浚霆

及藝人羅蘭亦十分支持仁濟的愛心福袋活動，分別前往荃灣石圍角邨及

沙田美林邨上門探訪老友記，親手將福袋送贈到他們手中。

仁濟安老送關懷．愛心福袋賀回歸

董事局傳訊篇
今日仁濟

董事局成員及一眾嘉賓將多年來不同設計的福袋以及滿滿的心意拼在一起，為愛心福袋十周年進行揭幕，寓意將關懷及愛心傳遍每一個角落

羅蘭與董事局成員送上愛心福袋，與他們分享健康生活的點滴

愛心福袋亦令義工感受「施比受更有福」
的道理

梁智鴻醫生與仁濟攜手
構思及創辦愛心福袋活
動，今年已踏入第10年

福袋內容豐富，食品及日用品一應俱全

謝小華署長（後排左一）、張肖鷹副部長（右一）、

「仁濟慈善大使」麥長青、「仁濟慈善之星」江美儀及

陳浚霆與一眾董事局成員探訪獨居長者，令他們倍感溫暖

透過探訪及送贈愛心福袋，亦培養小朋友「敬老護老」的良好品德

物輕情義重，比起福袋內的禮物，義工
的探訪及關懷才最能令長者們感到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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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全港賣旗日

賣旗日由仁濟及著名卡通品牌  B.Duck攜手合作，B.Duck當日亦現身支持活動

眾嘉賓清早乘坐開蓬巴士
出發

耆英們與青少年拍住上，齊齊去賣旗開蓬巴士遊走港九新界，為義工打氣

小朋友亦慷慨解囊

院屬幼稚園學生與家
長積極參與活動

一眾董事局成員與「仁濟慈善大使」黎耀祥及謝雪心到荃灣區賣旗，
得到商戶鼎力支持

籌募壁報
今日仁濟

日期：2018年7月21日

地點：全港各區

賣旗日得到接近 6 , 2 0 0名來自全港學
校、社福單位、政府部門、工商機

構、宗教團體及義工機構的義工熱心參
與，活動所得善款將用作支援仁濟醫院社
會服務的發展。

活動當日，一眾董事局成員乘坐開蓬巴士
到灣仔、尖沙咀及荃灣為義工打氣。「仁
濟慈善大使」黎耀祥及著名藝人謝雪心亦
加入荃灣站行列，更參與賣旗，落力向市
民募捐，將善心傳遍每個角落，一起攜手
回饋社會。

籌募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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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仁濟慈善雙週2018

屋邨屋苑及社團籌款 10元慈善獎券

仁濟慈善行2018 仁濟慈善盆菜宴

一年一度的「仁濟慈善雙週2018」將於9月8日至12月舉行，期間將舉行「屋邨屋苑及社團籌款」、「10元慈善
獎券」義賣、「仁濟慈善行2018」及「仁濟慈善盆菜宴」，為仁濟各項慈善服務籌募經費。

歡迎各屋邨、屋苑、社團及義工團體舉辦上門募
捐、街頭義賣、慈善晚宴、演唱會或嘉年華等，敬
希全港市民鼎力支持，共襄善舉。

獎券的獎品總值超過1 5萬港元，更隨券附送多家商
戶優惠券。請踴躍認購或加入義工行列，協助推銷
獎券，共襄善舉。

歡迎個人及團體組隊參與，假日到郊外遊玩及欣賞
沿途雅致景色，有益身心！

由仁濟醫院、荃灣區議會、圓玄學院、荃灣商會、
荃灣鄉事委員會、馬灣鄉事委員會、荃灣各界協
會及新界社團聯會舉辦，筵開 6 0 0席，招待超過
6,000人，請踴躍認購餐席！

日期：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6時正
地點：荃灣沙咀道球場

價錢：每席$1,600（每席10人）
查詢：2452 9571（吳先生） /  2452 9578（鄧小姐）

日期：2018年10月28日（星期日）
起步禮時間：  上午8時45分
起步禮起點：  城門谷運動場
步 行 路 線 ：  荃灣城門谷運動場→城門水塘主壩→
  繞城門水塘一週→菠蘿壩西閘
  （由起步點至主壩約1小時；
  全程則約需4小時，約12公里）
報名及查詢：  2452 9536（李小姐）/
  2452 9537（何先生）

日期：2018年9月至12月
查詢：2452 9536（李小姐）/ 2452 9538（江小姐）

銷售日期：2018年9月8日至11月1日
銷售地點：全港各區

查詢：2452 9571（吳先生）/ 2452 9589（張小姐）

籌募壁報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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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護加油 • 仁濟 I Like

自《今日仁濟》開設「為醫護加油  •  仁濟 I Like」平台後，過去兩年多我們與大家分享了一個又一個
在仁濟關懷文化下發生的溫馨故事，由病人親述自己心中I Like、由醫護同事分享「護」Like，這

個仁濟關懷文化慢慢昇華轉變為互勵互勉的正能量。今期的關懷故事主角是在病房內表現出高度熱誠及

責任感的男護士，他的努力更獲嚴太親撰信件嘉許及表揚。

  中學時便立志從事護理行業的黃立泰護士，護理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仁濟醫
院的大家庭。黃護士坦言現今從事護理行業甚艱難，每日除面對繁重工作壓力

及病房人手短缺問題外，在投訴文化盛行的社會風氣下，病人及家屬的期望和

要求往往亦甚高。不過，黃護士深信只要堅持信念，抱着「以身作則，明辨是

非，不怕困難，熱心服務」這個座右銘，多體諒病人及家屬的處境，最終他們

是會感受得到的。　　 

  嚴太的讚賞為黃護士打了一支強心針，亦增強了他的正能量。黃護士勸勉
一眾同袍不要因為遇到挫折而氣餒，期盼同事們可以共同努力，令仁濟醫院成

為一所頂尖的醫院。

九龍西醫院聯網推出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由老人

科專科醫護人員與安老院舍為一些情況嚴重、持續

惡化及不可逆轉的晚期病人，如末期癌症、晚期器官衰

竭等，在病人神智清醒情況下，醫護人員和病人及家屬

透過家庭會議，按長者意願為依歸，商議適切的治療方

案，並考慮各方的利弊，共同制訂「預設照顧計劃」，

例如商議病人假若一旦出現心跳停頓時，是否施行心肺

復甦術；若進食困難時，是否為病人插鼻胃管餵食或靜

脈輸注營養液、病人出現氣喘是否用正壓呼吸機等。病

人及家屬有任何疑慮，亦可隨時改變主意更新「預設照

顧計劃」。期望透過這項服務，讓長者及其家屬能夠掌

  嚴生嚴太早前到醫院B15N病房探病，留意到一位細心且待人至誠的
男護士在病房內視一眾病人如至親般照顧，照顧年長病人時，給予病人一

份家中男孩般的親切感，表現「好打得」。那天，病房的服務十分繁忙，

有一位伯伯需要往洗手間，這位「男丁天使」立即扶助著他到洗手間後，

又趕往處理其他事務。他忙著也不忘趕回洗手間門外接回伯伯，並送他回

床上，邊行邊關心伯伯情況。目睹整個過程的嚴太深覺這位男護士表現專

業之餘，更時刻懷有一份真誠，深覺像黃護士這種刻苦耐勞的態度，實在

值得時下一眾年青人借鑑。

男丁天使  加油

男丁格言：不怕困難　熱心服務

黃立泰護士一直抱着「以身作則，明辨是非，
不怕困難，熱心服務」這個座右銘

致：仁濟醫院
管理層

  本人特以此書
信表揚仁濟

醫院B座15N

病房男護士黃
立泰先生。

  本人曾有親人
患病需要留醫

入住仁濟醫

院，因此本
人經常到醫

院探病，期
間不時

留意到在眾多
醫護人員當中

，黃立泰護士
對

病人的真誠照
顧。黃護士的

熱心和愛心令
本

人感到非常深
刻及感動，尤

其對待病人時
像

對待自己親友
般的耐心以及

關懷更是難得
。

本人目睹了他
對這份工作的

高度熱誠和責
任

感，以及對待
病人的熱情和

藹態度，非常
值

得嘉許褒揚。

  最後，我謹代
表我的家人及

其他病人、

家屬表示衷心
感謝！

  此致敬禮！

嚴太親撰致謝信表揚B15N病房黃立泰護士

握及珍惜共處的每分每秒，即使到臨別時刻，亦能處理得宜，

死者既得「善終」，在世者亦坦然接受「善別」，沒帶走一絲

遺憾。

醫院會為參與計劃的院舍員工提供培訓，外展團隊定期到院舍

探望及了解參與服務的長者情況，執行相應紓緩治療，例如

醫生會預先處方止痛藥，院舍職員在特定情況下為長者提供藥

物；長者出現缺水情況，可由外展護士施行皮下輸注等預設措

施。目前，九龍西醫院聯網轄下的明愛醫院及瑪嘉烈醫院經已

在深水埗及葵青區開展了服務，今年十月此計劃更會推廣至仁

濟醫院，服務荃灣區的病人。

仁濟醫院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
 去者善終 留者善別

醫療資訊室

醫療資訊室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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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陷阱 : 滑、絆、跌、撞
穩守五常 安全「不倒」

部分導致「滑絆跌撞」意外的主要成因：

倒、絆倒、跌倒、撞

倒」是常見造成工傷的

成因，一直被視為醫院管理局

五大工傷意外類別之一。從

2014年至2016年意外資料分
析顯示，有關「滑絆跌撞」的

意外數字佔整體意外數字約四

分之一，是醫院管理局內常見

的工傷意外類別中的首位，絕

對是不容忽視。為保障員工的

安全和健康，仁濟醫院持續改

善工作環境，讓員工免受職安

健風險所影響。醫院的職安健

工作小組委員就不同的工作範

疇制訂安全指引，推廣及維護

安全的工作常規，並為員工提

供有助安全工作的培訓。

「滑
環境因素 個人因素

•地面濕滑 •員工忽略周圍環境變化

•地上電線外露 •上落樓梯時看手提電話

小組於3月14日舉行了「2018仁濟醫院職安健日—防止滑絆跌撞推廣活動」，
透過各種遊戲和展板介紹，讓同事深入了解引致工作間滑倒、絆倒、跌倒和撞
倒的成因，並即場講解及示範正確的預防方法。小組委員會透過不同形式的
教育推廣活動，時刻提醒員工職安健的重要性，希望為員工締造一個安全健康
的工作環境。小組亦有製作展板介紹，歡迎醫院員工及區內居民或病人親友參
觀，以提高職安健意識。

Ben Sir 教你：職場至醒不倒法

小組委員統籌專員江少斌先生（Ben Sir）是本院職業治療部一級職業治療師，
平日接觸無數因工傷而需接受職業治療的病人。他表示，不慎跌倒，輕則撞瘀
扭傷，重則骨折，需治療及復康護理好一段日子，嚴重者可能失去工作能力。
為更積極鼓勵大家注意職安健，減少工作時受傷，Ben Sir 由今期開始會教大家
至醒「不倒法」。

不倒法《一》跣我唔倒

「跣」，即滑倒在地上，通常是指由於鞋底與地面缺乏有效的接觸而發生的。
淺窄梯級、過份光滑的地磚、濺有油漬或水漬的地面、不合適的鞋履和沾有泥
塵的鞋底皆容易促成滑倒。

拒絕被「跣」的方法
• 經常保持地面清潔乾爽，因為乾爽地面是最能防止滑倒的

• 如發現濺瀉的水漬及油漬時，應即時清除

• 若未能完全清除水漬和油漬，先將受影響的地方圍封，掛上警告牌，

並建議大家應該盡快處理

• 確保通道暢通及良好，保持良好燈光照明

• 若發現地面有損壞，應盡快通知工程部進行修理

• 避免阻塞排水系統引致地面積水

• 針對工作的需要和環境情況，選擇適合的工作鞋

• 留意鞋履是否有防跌滑的功能。如在濕滑的地面工作，宜穿有明顯坑

紋的鞋底

醫療資訊室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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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首個綜合醫療中心
提供一站式中醫、西醫門診（普通科及專科）及牙科服務

中心使用濃縮中藥顆粒沖劑

西醫診症室

中醫診症室

中醫服務
中心設有一般內科診症及針灸治療，另外亦提供拔罐

及耳穴貼等輔助治療。中心提供濃縮中藥顆粒沖劑，

配合求診者的需要，為市民帶來更方便及專業的中醫

門診服務。

西醫門診服務
本港醫療需求日益增加，但公營醫療系統漸見飽和，

然而坊間私家專科門診收費高昂，普羅大眾難以負

擔。有見及此，本中心提供普通科及專科門診服務，

其中包括兒科、耳鼻喉科、骨科、婦科及外科，以大

眾化的價錢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牙科服務
中心內之牙科診症室設有數碼全景口腔設備及數碼X光掃瞄器，可
提供更全面之牙科治療。中心亦已經申請成為關愛基金「長者牙

科服務資助」項目認可之牙科診所及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計劃認可之牙科服務機構，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之人士。

中心設有數碼全景口腔設備

牙科診症室

仁濟醫院綜合醫療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元州街223-229號金源大廈地下C號舖
電話：2151 0559（查詢及預約）
診症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下午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醫療資訊室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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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紓緩大腸癌患者
化療副作用的臨床研究

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據指出，大腸癌是

本港十大常見癌症之首，單是2015年就有5,036
宗新症。早期的大腸癌患者，以手術切除腫瘤為主要的

根治方法，假如癌變部位是直腸的話，有可能需要作造

口。部分2期及3期患者手術以後需要接受輔助化療或放
射治療，至於晚期患者可以考慮接受化療紓緩病情。

大腸癌屬中醫文獻中「腸積」、「癥瘕」、「鎖肛痔」

等範疇，《黃帝內經》早已提出「飲食自倍，腸胃乃

傷」，這是說明胃腸道的疾病與飲食有明顯的關係。中

醫認為大腸癌的成因包括了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內因以

正氣虧虛和情志失調為主，外因以感受外邪和飲食所傷

為主。正氣虧虛指人體抗病能力下降，脾胃以及其他臟

腑功能失調，加上不良情緒的影響，造成氣機不暢，氣

血瘀滯，若經常進食生冷寒涼、油膩煎炸的食物，濕熱

或痰濕便會積聚於腸道，損傷脾胃，久而成為腫塊。

中醫藥治療以辨證論治為原則，可以按照腹痛、腹瀉、

大便等情況分別其虛實。實證者以大腸濕熱為多，或兼

夾瘀毒內結，症狀包括腹痛腹脹，大便黏液或便血，肛

門灼熱，舌紅或紫暗、苔黃膩等，治療時以清熱利濕，

化瘀解毒。虛證者以氣血兩虛為主，症狀包括面色蒼

白，體形消瘦，疲倦乏力，腹部隱隱作痛，大便稀溏，

舌淡苔白，或有齒印，脈沉細等，治療時以補氣養血，

健脾補腎。

本教研中心正進行相關的臨床研究，現正招募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如下：

研究題目：針刺紓緩大腸癌患者化療副作用的臨床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針刺對紓緩大腸癌患者化療期間手足麻痺等副作用的療效

研究內容：1次篩選評估、12次針刺治療（每週1次，連續12週）、4次跟進評估
招募對象： 1） 大腸癌患者
  2） 將要接受化療
  3） 年滿18歲或以上

 治療費用全免

查詢及報名：2370 2216 / 4647 5015

下葵涌中醫中心在瑪嘉烈醫院腫瘤科病房進行中西醫協

作先導計劃的中醫治療已有兩年多，使用中藥、針灸來

紓緩癌症患者不適症狀，大腸癌患者化療引起的手足麻

痹也是常見的副作用之一。計劃進行至今，觀察到部份

患者症狀得到改善。

醫療資訊室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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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嘉賓主持傳愛儀式

仁濟義工團舉辦的「商愛．商親」感謝運動，旨在表揚一眾愛心商戶和默默耕耘的基層及前線員

工，感謝他們服務社會，亦喚起普羅大眾關懷社區內的「無名英雄」。「感謝運動」分三個階

段推行，一系列活動分別名為「商愛」、「商親」和「商聚」，更會組織義工擔任「親善大使」探

訪各愛心商戶和員工，凝聚各方力量，一起延續關愛社會的互愛行動。

「商愛‧商親」感謝運動

出席董事局成員與一眾嘉賓及義工於啟動禮上合照留念

大會邀請了三位獲社會福利署表揚的「2017年荃灣及葵青區傑
出愛心商戶」，分享他們如何透過自身業務優勢關懷社區上有

需要人士。現場除了設有仁濟中醫義診外，亦安排了一連串由

愛心商戶、仁濟屬下社會服務單位及其他友好團體精心預備的

才藝表演。

日    期︰2018年3月27日

地    點︰荃灣愉景新城天幕廣場

主禮嘉賓︰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馬秀貞女士

  荃灣區議會副主席黃偉傑先生MH

  仁濟醫院董事局副主席暨仁濟義工團總團長王賢訊先生

啟動禮暨同樂日

現場攤位吸引不少居民到場支持

「感謝運動」計劃第二階段的活動，提倡社區互助互敬互愛的

精神，推動更多公眾向社區內的愛心商戶及前線基層人員表達

關心，並感謝他們對社區的貢獻。嘉年華現場設有仁濟中醫義

診、義工魔術、大笑瑜伽表演，以及仁濟屬下社會服務單位及

其他友好團體精心預備的才藝表演。

日    期︰2018年7月7日

地    點︰馬灣珀林路花園戶外籃球場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

  仁濟醫院董事局副主席暨仁濟義工團總團長王賢訊先生

「商愛．商親」嘉年華（馬灣站）

社會服務站
今日仁濟

社會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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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會員遊覽南蓮園池後雀躍地拍照留念

適逢一年一度的佛誕慶典，承蒙鄧肇殷副主席慷慨贊助，於今年5月28日
宴請了本院95位長者中心會員到志蓮淨苑享用美味齋宴，並親自與長者

一同遊覽古色古香的志蓮淨苑及欣賞風光明媚的南蓮園池，齊賀佛誕佳節。

佛誕敬老齋宴活動

引入樂齡科技治療手法

本院率先應用由英國引入的多感官互動訓練器材，為長者進行認知訓練及治

療。長者隨著音樂按下不同的按鈕，發出不同的聲音或節奏，器材藉此透過

三維空間感應長者肢體的活動速度、距離及位置，增強認知訓練及治療過程

中的互動和趣味，更可以配合不同種類的遊戲程式，鼓勵長者積極參與，提

升長者的認知、手眼耳協調及判斷力。本院嚴徐玉珊卓智中心更率先將此

器材內的部份訓練內容重新編碼，新增懷舊金曲的內容，包括「上海灘」、

「萬水千山總是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藉此提高長者的共鳴感，務

求長者能「享受」整個治療過程，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隨著政府推出的「樂齡科技」政策，本院積極結合安老服務與創

新科技，先後物色不同的熱心科研的團體及基金，合作研發各

項創新的智能科技項目，並於各安老服務單位加入不同應用科技，

全面推動「樂齡科技」的發展，共建高齡化友善社會。

本院單位陸續引入自動更新的「電子現實導向版」，除了設有懷舊日

曆及實時時鐘外，同時能與香港天文台、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等程式連

繫，為長者帶來緊貼的天氣及本地新聞等日常資訊，又會配合不同的

節日、季節等加入背景主題，心靈啟迪的「每日金句」及世界動態，

如世界盃精華片段等，藉此有效減低長者，特別是認知障礙症患者對

生活的不安感，讓他們與社區保持連繫。

安老服務引入樂齡科技
協助長者緊貼社會 訓練身體協調

鄧肇殷副主席、鮑誠業總理及趙貫修總理與
年屆九十歲的張婆婆及其家屬暢談問好

社會服務站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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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嘉賓連同藝人胡楓、羅蘭及吳君麗與當晚活動最高齡長者114歲麥婆婆
合照留念

主席馮卓能伉儷及孫蔡吐媚總理與7位百歲長者一同出席「一個世紀的約會」

一個世紀的約會

為了向使用本院服務的長者表達關懷，本院社會服務

部特別舉辦此晚宴，與年近百歲及過百歲的長者

共晉晚餐。當晚的出席人數逾300人，當中包括7名年過
100歲或以上的長者，其中最年長的一位更達114歲。

當晚，7位百歲長者及一眾嘉賓由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風
笛隊引領進場，揭開序幕，本部特意送贈大利是予出席

的百歲長者，祝福他們福壽康寧，馮卓能主席更祝賀各

位長者「長命二百歲」，壽與天齊。藝人胡楓及羅蘭亦

到場分享他們的養生之道，本院方若愚長者鄰舍中心長

者會員組成的「聲夢樂隊」也於晚宴上表演多首耳熟能

詳的金曲，將氣氛推至另一高潮。王宇雯小姐的豎琴表

演，優雅地演繹出悠揚樂曲，令各位嘉賓深感陶醉。粵劇

名伶吳君麗小姐、尹飛燕小姐、鄧美玲小姐、鍾麗蓉小姐

亦是座上客，她們更與梁劉靜慈女士及一眾名媛好友，獻

唱了多首粵曲，與台下長者打成一片，氣氛熱鬧。

日    期：2018年6月28日

地    點：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宴會廳

主禮嘉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陳德義先生

馮卓能主席及孫蔡吐媚總理與全場最高齡男院友

駱伯伯合照留念

7位百歲長者接過各主禮嘉賓、主席馮卓能伉儷及董事局成員手上之大利是，祝願在座的所有長者健康如意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現時有9間安老
院舍，包括護養院、護理安老院及

安老院，為1,414名長者提供24小時
全面照顧服務。服務的長者中，超

過100歲的長者共有35位，90至99
歲的長者更多達434位。

兩位充滿活力的長壽代表藝人

胡楓及羅蘭到場分享養生之道

社會服務站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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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創理想」兒童發展基金結業禮
日    期：2018年5月27日

地    點：荃灣煌府婚宴專門店

主禮嘉賓：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馬秀貞女士

  仁濟醫院顧問局副主席嚴徐玉珊女士MH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馮卓能先生

仁濟醫院「童創理想」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於2015年
7月開展，為十至十六歲荃葵青區之兒童提供更多

個人發展機會，並通過訂立和實踐個人發展計劃，使兒

童養成建立個人資本的習慣。在過去三年，本院舉辦了

各類康體活動、興趣小組、職場活動及親子活動，增加

青少年對不同行業及興趣的認識，擴闊眼界，發掘個人

潛能，以助他們訂立個人發展方向，協助他們規劃未來

發展。計劃於今年6月圓滿結束及舉行結業禮，並邀請
嘉賓與計劃參加者、家長及友師一同分享計劃成果。

出席嘉賓於結業禮上合照留念

參加者及友師一起以夏威夷小結他合奏演唱
家長與學生一同參與豆腐製作工作坊、咖啡調配工作坊及參觀等活動

家庭義工藝術FUN享日2018
日期：2018年5月12日

地點：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本部於2013年開始推行「仁人愛家FUN」計劃，以強化
家庭功能；及至2014年開始，由仁濟醫院第廿四屆董

事局社會服務中心及學校社工及支援服務   幼稚園駐校社
工服務合力推行「家庭義工推廣計劃」，致力透過提供不同
類型的義務工作，實踐推動強化家庭正能量。

計劃踏入第四年，本年度共招募了55個家庭，以藝術創作
及美食製作的形式，探訪近150位低收入家庭、社區人士、
長者地區中心及獨居長者。FUN享日當日除了嘉許及肯定
家庭義工過去一年的服務和貢獻外，更透過藝術創作讓家庭
義工回顧服務的得著。我們期望親子義工透過參與社會服
務，共同關心及建立社區，為社會加添愛。

親子創作「夢．啟航」

親子創作Food Art

家庭義工大合照

社會服務站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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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品人生計劃 2018分享會
日    期：2018年5月26日

地    點：荃灣悅來酒店

主禮嘉賓：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學校發展）李錦光先生

‧品‧人生」計劃推行至2018年已經是第四屆，帶領
學生走出課堂，了解工商企業的運作及僱主對僱員的

要求，認識不同工種，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及價值觀，為投身

社會作好準備。計劃特意加入了「品格」的元素，並以「盡

責」、「尊重」和「熱誠」為三個學習方向，讓學生除可了解

自己的職業性向、不同行業入職條件、工作內容、求職面試時

應有的態度和技巧之外，更重要是可以明白良好品格對個人發

展以及建立有效工作關係的重要性。

「職

實體廣告的堅持
張昊弘、陳進軒、莊永勝
實習機構：麒思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在是次工作體驗中，能讓我們認識到廣告業的工作、流程及
僱主的創業心得，原來看似只是一塊廣告牌，也有很多工序
要處理。我們的工作很多時需要外出送貨、「度位」、在陌
生地方尋路及與陌生人溝通，感覺頗有趣，亦發現原來有很
多人願意幫助別人，十分友善呢！

尊重    羅孝思 (Maggie Law)

麒思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尊重自己工作的人往往態度也是認真
的，不會覺得自己很棒，他們只會看到
自己有不足之處，從而改善自己的問
題，務求可以做到更好。上司或同事給
他們意見，他們也是虛心接納，如果做
錯了決定或是發現自己有過失，更不會
逃避責任或推卸責任。希望這次計劃能
讓各位同學建立更多信心及責任心，將
來可以成為一個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工
作和尊重別人的人。

成長與轉變    黎昭兒 (Cherry Lai)
Make A Wish Makeup Studio

我認為除了「天賦」外，「品格」在化妝師
這個行業當中是有非常嚴格的要求。我很喜
歡「職品人生」計劃所強調的三個品格元素：
「尊重、盡責、熱誠」，同學們，無論將來做
什麼職業，謹記這六個字。

放膽嘗試  投入經營    屬於我們的微電影
何幸洋、沈稚容 
實習機構：Art@LDC
我們很高興自己能到香港不太人氣的藝術行業體驗工作。在這
次工作體驗中，除了學習到拍攝和剪接等技巧，學會了如何待
人接物，如何跳出框框思考外，最寶貴的莫過於這段時間不能
抹平，永不磨滅的回憶。對我而言，學習拍攝把我從考試中的
陰霾中解救出來，讓我能好好地享受學習，是黑暗中的一線曙
光。這段難忘的回憶，我想我會永遠烙印在我的心裏。

參加者心聲

僱主贈言

參加計劃的公司及機構分享感受

社會服務站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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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愛‧傳心
積善為福表愛意　傳達善心結善緣

仁濟與你　一起擁愛　並肩善行

仁濟推出積愛‧傳心籌款網頁，可為您或您親友的生日、

婚禮、彌月、百日宴，甚至新店開張、周年誌慶或弔唁等

設立籌款網頁，將您的心意變作善款，捐款予仁濟醫院

董事局各項服務基金，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積愛‧傳心籌款網頁 donation.yanchai.org.hk
donation.yanchai.org.hk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自1982年創校，是本院首間中學。自
2017年9月起，學校已先後舉辦不同的35周年校慶慶祝

活動。學校舉辦開放日當天，吸引逾 5 0 0名區內小學生、教
師、家長及街坊到來參觀。開放日特設攤位遊戲，以及不同類

型的才藝表演，讓學生以不同形式慶賀3 5周年校慶，亦讓一
眾嘉賓了解學校3 5年來的點點滴滴。在典禮上，學校播放捐
建人林百欣先生待人處世的短片，藉此勉勵學生「為善最樂、

待人以寬、永不言休、刻苦耐勞」的精神。

學校於典禮翌日舉行校慶盆菜宴，筵開5 8席並邀請退休教職
員、校友及家長，與現職教職員聚首一堂、閒話當年。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更親臨到賀，並為學校新建的「百欣閣」

進行簡單而隆重的揭幕儀式。

 院屬林百欣中學師生校友齊賀35周年校慶 

馮卓能主席、院屬林百欣中學劉坤銘校監及一眾嘉賓陪同教育局蔡若蓮副局長主持切蛋糕儀式

校友師生齊唱《獅子山下》 學生載歌載舞，共賀學校建校35周年

劉坤銘校監頒發長期服務獎給服務滿35年的董錫源老師
（左）及李潔嫻老師（右）

日    期：2018年4月13日

地    點：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太平紳士

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主持院屬林百欣中學「
百欣閣」揭幕儀式

教育快訊
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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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創立於1987年，是本院第二間中學。學校於2018年
5月18日舉辦30周年校慶典禮，除學生表演助慶外，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太平紳士亦親臨主禮，而分別位於內地及新西蘭的三間友好姊妹學

校更專程派員到賀，令典禮蓬蓽生輝。典禮活動除向多年來服務學校的

教職員頒發長期服務獎外，更為「席正林多媒體創意工作室」正式落成

啟用剪綵。

為讓外界對學校有更多認識，一眾師生還準備了一系列的學校專題展

覽，包括學校簡史、創科導航、校本課程、數理遊踪、藝術裝置及郵票

珍藏等。學校亦特別於校慶翌日舉行開放日及比賽活動，廣邀屯門及元

朗區的小學觀賞及參加。

此外，學校於2018年6月15日在黃金海岸酒店宴會廳筵開40席，舉行
30周年校慶聚餐暨第15屆校友會就職典禮，來賓超過400人，包括歷屆
校友、家長、舊同事、友校校長、合作伙伴、長者、警察義工等，場面

熱鬧溫馨。

仁濟二中師生校友齊賀30周年校慶

校慶典禮當天，馮卓能主席、院屬第二中
學陳周薇薇校監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主持
切蛋糕儀式 教育局楊潤雄局長與一眾嘉賓為學校多媒體創意工作室主持剪綵儀式

院屬第二中學30周年校慶聚餐暨第15屆校友會就職典禮上，余大偉校長陪同教育
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李錦光先生（前排左五）、陳周薇薇校監、王子沐永遠顧問，以
及一眾嘉賓齊齊祝酒

馮卓能主席頒發長期服務獎予教職員，感謝他們多年來
對學校無私的奉獻

院屬第二中學手鈴隊以校監捐贈的手鈴演奏學校捐建人周文軒OBE太平紳士創作的《楓橋夜泊》，別具意義

姊妹學校深圳市東湖中學為院屬第二中學校慶特別呈獻
京劇表演

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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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屬裘錦秋幼稚園 /幼兒中心於1978年創校，多年來為葵涌區提供學前
教育服務，瞬間已屆40年。為慶祝創校40年，學校特別舉行「光華耀

錦秋．四十展繽紛」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校慶標誌及標語創作比賽、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生日卡/生日蛋糕設計比賽等。

今年4月更舉行親子運動會暨校慶啟動禮，幼兒、家長及全體教職員一齊傳
送火炬，寓意展開40周年慶祝活動。當天，幼兒與家長均十分投入參與各
項比賽競技，歡笑聲洋溢。此外，學校於8月11日舉辦舊生茶聚，邀請歷屆
畢業生回校，與恩師重聚及與師弟妹分享昔日開心片段及生活點滴。

2 0 1 8年 5月 2 6日，院屬蔡百泰幼稚園 /幼兒中心假
荃灣西約體育館舉行親子運動日暨2 0周年校慶啟

動禮，學校捐建人蔡百泰榮譽博士M H擔任主禮，連
同嘉賓、教職員、友校及本校兒童和家長，逾3 8 0人
出席。

當天，學校除邀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教練帶領親子遊

戲外，還與友校明德幼稚園、郭子樑幼稚園 /幼兒中心進
行邀請賽。此外，校方更舉行20周年校慶啟動禮，所有
參加者與嘉賓一同拍攝造型照，場面熱鬧。

院屬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於1998年創辦，為慶祝20周
年校慶，學校將舉行一連串活動，如：標語創作、海報

設計、舊歌新詞、祝壽賀禮及賀卡設計等。此外，學校

將於2018年12月舉行校慶典禮，廣邀校友、在讀生及家
長參與，共賀校慶。

師生家長拍合照

幼兒拔河比賽

齊齊傳火炬

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仁濟裘錦秋幼園 傳火炬迎40校慶

健兒浩浩蕩蕩列隊進
埸

家長與兒童一起玩板車

看看誰最眼明手快接紙球

一眾嘉賓與全校兒童一同拍攝20周年校慶啟動禮造型合照

獲獎健兒與嘉賓合照

仁濟蔡百泰幼園 親子運動迎20校慶

29



    是次被學校推薦參與課程，獲益良

多。不僅對理論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對

實踐有更多看法及體會。培訓是仁濟打

破以往教育研討會的局限，令仁濟屬校

有更深之交流及認識。由於課程較短及

濃縮，所以未能全面深入探討議題，如

果加長時數，可能更佳。再者，如能邀

請講師以學校為單位作探討及建議，有

望能更有效提升屬校管理及改進。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林令怡主任

    首先，多謝仁濟為我們中層老師提
供一個寶貴學習機會。在短短五堂內，
要包含多個元素，確實不易，故「溫
故知新」方面，更渴望「知新」或「解
難」。這次課程能給予我一些新知，但
時間緊絀，有時只能「靈光一閃」。正
如最後一堂韓孝述先生的評論，取數據
易，但分析成因則不易也不要輕率。而
推動教師改變也非易事，或許可加入一
些處境分析，有機會亦可以特定課題，
讓中層教師進修。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黃達華副校務主任

    仁濟醫院有6所院屬中學，大家既有

一些共通的背景，但同時也有其校本的需

要。是次聯校中層領導培訓的時間雖不算

長，但卻令我對學校改進的理念與實踐、

不同的課堂模式以至如何善用數據有新的

認知和啟發；而透過課堂討論及匯報，更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反思教學和推動學

校發展的工作。我希望可以將這些得著帶

回學校，與同事一起推動學校發展。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雷佩怡老師

    課程內容充實、富實用

性，講者對本課程認識甚深，

準備充足，但略嫌時間太少，

每節兩小時，實在不能把各範

疇介紹詳盡及深入。故此，如

能再參加此課程的深造班，將

對各參加學校的同工的個人發

展及協助學校發展、推動改革

有幫助。至於課程總結部分，

各校的分享，能帶給我個人的

反思及一些新點子，對學校發

長及推動改革有新的想法及關

注點。成立通訊群組對日後分

享非常有幫助。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余瑞明主任

    課程的培訓內容十分豐富，導師十分專

業且準備充足。每堂主題都能令我有所得著，

不但提升個人領導的反思，還會令我反思學校

的發展關注事項還有改善空間，因此，最後

也替學校檢視學校三年計劃，並計劃新一個

周期發展計劃，以達致學以致用的效果。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鍾麗娟主任

仁濟聯校中層領導培訓結業禮
2017/18學年仁濟董事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為屬校度身訂造

「仁濟聯校中層領導培訓課程」，並於2018年
3月至6月期間舉行，參加者逾40人。6月1日
是課程的最後一節課，以跨校交流：推動學務

發展的前瞻為題，各院屬中層人員分組匯報，

為學校發展計劃、推行、評估分享心得。

當天亦是結業禮的日子，香港中文大學「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總監湯才偉博士為整個培

訓課程總結，他指出各校湊巧地將學校的發

展和學務的策略計劃、優化方案、評估應

用、計劃部署及推動配合地作出匯報，正好

回應學校在未來教與學的發展和改革需要上

作為開始。湯博士更鼓勵中層人員建立仁濟

支援網絡及組成「學習圈」，繼續為學校發

展努力。

結業禮當天，仁濟董事局教育委員會委員陳李詠詩總理、梁偉光行政總裁及院屬蔡衍濤
小學蔡少洲校監亦到場支持，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總監湯才偉博士、課程導師、
院屬校長教師濟濟一堂

教師心聲

    能參與是次培訓的機會真的很難得，讓我

對現在最新的教學發展作出了更新，並從中檢

視及反思我校的關注事項的擬定與執行的情

況，如何去分析成效，何謂成效的優與劣，最

重要是如何把所學去應用在學校的各項工作

中，提升及改善學校發展。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周敏丹老師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總監湯才偉博士
（左二）頒發結業證書予完成培訓課程的仁濟教員

「仁濟聯校中層領導培訓課程」成功為院屬學
校教師提供互相觀摩及交流平台

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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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中央車站建立於1877年，由當時英國殖
民地政府興建

    我本來覺得緬甸是十分落後，但去

到緬甸後，發現當地正在不斷發展。

當地人十分善良，對外國人十分熱情。

這幾天，我們到了國際學校、寺廟、工

廠、仰光火車站等，知道了生產物品是

需要經過很多工序和人力資源，也藉此

更了解緬甸的特色和傳統，緬甸是十分

重視宗教信仰，教育水平並不是很差。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何穎詩同學

    緬甸的餐飲服務也很好，當地人待

人有禮。國際學校的學生也會緬甸語、

英語、德語和普通話，上課也是會用觸

碰螢幕和平板電腦上課，這與我原先想

像的不同。而當地的衛生和治安也不

差，我相信她有條件成為一個新的旅遊

國家，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她。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陳思樂同學

    緬甸的風土人情十分好，居民十分

友善，很容易相處。雖然言語上會有障

礙，但一樣很熱情對待，而且這次旅學

團令我深深感受到緬甸的文化和習俗，

令我大開眼界。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何秀文同學

    難忘手袋廠負責人林先生為我們

介紹手袋的製作過程。興建一間工廠

並不容易，其中需要考慮眾多因素。

與林先生對話中，我學會了做一個成

功的人並不容易，要一點一滴的累積經

驗並實踐。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黃慧喬同學

    從參觀手袋和木家具廠，讓我看見

緬甸在工業方面的發展潛力。當地具備

充足的土地及人力，再加上豐富的天然

資源，為緬甸提供了發展工業的優越條

件。隨著「一帶一路」的推行，這能幫

助緬甸將本土產品批發到世界各地，從

而促進其經濟發展。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鄭凱駿同學

    「一帶一路」作為現今中國政府大

力推行的政策，且與香港有密切關係，

作為港人理應對「一帶一路」有認識。

通過旅學團，讓我對緬甸的國情有更深

入了解，並於旅程中思考中國可如何與

緬甸合作，互惠互利。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王子諾同學

身兼團長的院屬林百欣中學曹達明校長不時鼓
勵學生提問，投入參觀活動，珍惜學習機會

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仁濟師生赴緬甸仰光考察

繼2017年哈薩克斯坦之行，仁濟「一帶一路」旅學基金創辦
人林煒珊女士MH再次率領43名來自6間院屬中學的師生，

於2018年7月1日至4日前往緬甸，重點考察其最大城市、前首
都仰光，了解中國友好國家的民族歷史、生活文化等。

旅學團成員均是首次踏足這個佛教國度  緬甸仰光，除參觀
一系列金光燦爛的宗教特色建築物，如大金塔、巧塔吉臥佛寺
及波特濤塔外，更考察了英國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現在已改
建為政府部門機關的英式建築群。另外，承蒙永遠顧問蘇陳偉
香女士BBS的介紹，旅團師生還參觀了仰光港資手袋廠Harvey 
Handbags Company，
生產線由原料切割、零
件裝配、品質監控等工
序鉅細無遺地呈現於師
生眼前，工廠負責人林
家興生先更藉此勉勵學
生「無論多辛苦，都不
要放棄」的道理，讓學
生獲益良多。

旅學團出發前，大會特意邀請珠海學院一帶一路
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為師生講課，做好準備

學生感想

林煒珊女士與仁濟學生在菩提樹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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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次旅學團非常有意
義，因為我可以在這次旅學團學會
很多知識，例如：土樓的特殊歷史
與地域歷史，有關古代航海交通歷
史和了解廈門城市及經濟發展。經
過這四天，我知道了很多有關廈門
的知識，令我獲益良多。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羅加淇同學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通士達
光影體驗館。那裏有一些現代化的
科技介紹，還有一些我沒見過又獨
特的產品，如鏡子、枱燈之類，真
的大開眼界，令我對世界科技也有
多一份了解。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戴君毅同學

    廈門的高樓大廈座座都有不同
特色和建築風格，且城市設計非常
注重環保和綠化，例如在公路和馬
路的兩旁種植樹木，天橋上也有種
植物，路旁也放置了很多回收箱，
市民也很積極地支持環保。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鄺楚鈃同學

旅學後感

    參觀海外交通歷史博物館，令

我認識以前的海上絲綢之路有不少

船從泉州往來其他國家。在古船陳

列館，看到一艘巨型的宋代深船，

令我感到十分神奇！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譚海銘同學

    土樓已有二百多年歷史，在華安中最大的土樓是二宜樓，它有兩個傳
聲洞，在門上有一個裝有沙或水的洞，在敵人放火燒門時會放下。土樓具
有歷史價值，如果來到這裏就必定要來到土樓看看。還有，我們去了集美
學村的集美中學。集美學村的景色優美怡人。集美中學歷史悠久，非常值
得參觀。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林雍婷同學

為讓學生了解海上絲路的源起與「一帶一

路」的承接，仁濟「一帶一路」旅學團顧

問兼團長吳仰明博士率領36名來自5間仁濟院屬
小學的師生於2018年6月28日至7月1日，到福建
廈門及泉州考察。學生除了參觀海外交通歷史博

物館了解海外絲路歷史文化發展外，還參觀七匹

狼中國男裝博物館、通士達光影體驗館及古龍醬

文化園，了解民營企業的各種創業歷程及營運方

式。此外，學生更親赴華安土樓群，了解世界文

化遺產的歷史、藝術及文化意義。

暑假後，參與旅團的學生會藉考察報告，向旅學

基金創辦人林煒珊女士MH以及校內師生展示學
習成果。

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旅學團顧問兼團長吳仰明博士（右一）與學生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拍照留念

仁濟「一帶一路」旅學基金創辦人林煒珊女士資助5間院屬小學的高小生到福建廈門及泉州考察，了解國家發展

仁濟「一帶一路‧廈門泉州旅學團」

學生參觀通士達光影體驗館

學生在華安土樓群學習及體驗農民採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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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廣亨教授頒發畢業證書予仁濟院屬小學畢業生代表

馮卓能主席頒發公開試卓越表現獎予得獎學生 主禮團大合照

主禮團及畢業生代表拍照留念

大會頒發優秀教師獎，推動教師追求卓越、表揚優秀教師及
回饋教師的貢獻

馮卓能主席陪同教育局胡振聲副秘書長頒
發紀念品予行將榮休的林珠尚校長（上
圖）及蔡文娟校長（下圖）

仁濟醫院12間院屬幼稚園 /幼兒中心以「中華藝萃展童趣」為主題，
於2018年6月21日在新界鄉議局大劇院舉行聯合畢業典禮。當

天，大會邀請了教育局副秘書長胡振聲先生親臨主禮及致勉詞，各校畢
業生亦透過各具中華文化特色的表演項目向嘉賓及家長展現學習成果。

大會除向學生授憑及頒發各類傑出表現的獎項外，更向兩位將於
2017/18學年後榮休的校長   院屬山景幼稚園 /幼兒中心林珠尚校長及
院屬蔡百泰幼稚園 /幼兒中心蔡文娟校長，致送紀念品。而兩校畢業生
代表更送上鮮花祝賀，向兩位榮休校長表達崇高敬意。

2018年6月27日，仁濟院屬6間中學及5間小學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舉行聯合畢業典禮，邀請了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兼時任署理校長

譚廣亨教授親臨主禮及致訓詞。當天除了頒發畢業證書外，大會還頒

發仁濟獎學金、仁濟學生卓越表現獎、優異表現獎，以及香港中學文

憑試優異成績表現獎。

仁濟院屬幼稚園聯合畢業典禮教育快訊
今日仁濟 教育快訊

仁濟院屬中小學聯合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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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永強全癱病人基金

患病後，父母和親友仍然對偉龍不離不棄 偉龍不斷努力鍛鍊身體，改善身體機能

患病前偉龍是一名陽光男孩

慈善基金篇
今日仁濟 慈善基金篇

父母不離不棄  為愛兒創造奇蹟

初次與偉龍見面是在2016年11月，當時他剛出院回家，意識狀態仍然不佳，神智懞懂不清，像個初生嬰兒
般，懶洋洋地睡著，偶爾會發出像貓兒般的叫嚷聲。身型纖瘦的偉龍媽媽總伴隨在他身邊。

  2016年對偉龍一家而言可說是驚濤駭浪的一年，偉龍媽媽說：「那年2月，我們一家三口到內地探親，
期間偉龍突然暈倒，我們立即送他到當地醫院救治，後來證實他腦血管畸形及爆裂，更出現血凝塊，雖然施

了手術，但他一直昏迷。」談到此處，偉龍媽媽已是淚眼漣漣，顯得憂心忡忡，除了擔心偉龍的病情外，亦

擔心自己無法獨力照顧四肢癱瘓的兒子。縱然偉龍爸爸下班後會幫忙照顧偉龍，但日間的照顧問題又如何解

決呢？

  基金得悉這家庭的境況後，提供了經濟援助，讓這家庭可以聘請外傭分擔偉龍媽媽的照顧壓力，讓她騰出
時間去接受物理治療，減輕因長時間扶抱偉龍而帶來腰部勞損。另外，基金也提供了購買醫療消耗用品的資

助，例如尿片及清毒用品等，大大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除了雙親不離不棄的照顧外，偉龍付出的努力也不少，他每天很努力的鍛鍊身體及忍著痛楚接受治療。經
過一番努力，他身體的情況有改善，意識也逐漸清晰起來。現時，偉龍雖然仍是口齒不清，只能說出簡單字

詞，但他右邊身體恢復了部份活動能力，他可提筆寫字。偉龍笑著說：「我最大的心願和奮鬥的目標，就是有

一天可以站起來，重新邁步向前，創造奇蹟。」偉龍媽媽聽到這番話後，心裡少了擔憂，多了欣喜，而努力工

作的偉龍爸爸也感到欣慰。

偉龍的努力和轉變

獲基金資助後得以聘請外傭，分擔了媽媽照顧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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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明日更生慈善基金

仁濟明日更生慈善基金成立於2011年，幫助因為父或母入獄而受困的
小朋友解燃眉之急，至今獲得經濟援助的小朋友已達800人。

我們都等著你回家

阿
明（化名）中學畢業後，本應也有一份正當職

業，但因為誤交損友，流連夜場，最後因藏毒

而入獄。家庭頓時失去了阿明的工作收入，全家僅靠

做水電技工的明爸來維持經濟。奈何明爸年紀不輕，

收入不穩定，全家生活一下子變得困苦了。

  明媽感歎：「阿明小時候很聽教聽話，讀書成績
優異，只因我們家境欠佳，不能供阿明上大學。」

  「阿明，雖然你因一時貪念而犯罪入獄，但我們
都盼著你回家團聚。」明媽展示阿明的生活照，這邊

廂在照顧著阿明3歲的女兒說：「聽到了孫女在喊嫲
嫲，內心也想到了昔日照顧阿明的情景，細心呵護

着他成長。」

  明媽告誡，毒品害人影響一生。生活雖然艱
難，但明媽總是滿臉和顏悅色地訴說著，並感謝基

金送上溫暖的應急錢，以便照顧孫女的生活費。

終能再提筆寫字 偉龍親筆寫上感謝仁濟的說話

慈善基金篇
今日仁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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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此表格傳真至3188 0342、電郵至 volunteer@ychss.org.hk或寄回荔枝角瓊林
街111號擎天廣場23樓A室收，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3643 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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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董事局 荃灣仁濟街7至11號C座10樓
如欲收取《今日仁濟》電子版，請登入
仁濟網站www.yanchai.org.hk登記 善長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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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篇幅所限，捐款港幣2,000元以下恕不臚列。如有錯漏，敬請原諒。上述捐款資料由2018年3月1日起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捐款人  金額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8,064,484.33 

李偉波榮譽博士  2,000,000.00 
福名氏  2,000,000.00 
嚴徐玉珊女士MH  859,044.90 
王賢訊先生  470,100.00 
潘蘇凱欣女士  372,619.35 
LOBO LAW FOUNDATION LTD  330,000.00 
吳國榮先生  308,750.00 
鮑誠業先生  299,750.00 
圓玄學院  282,838.70 
王道源先生  200,000.00 
STONE POLE LTD  200,000.00 
史顏景蓮女士MH  188,000.00 
鍾培生先生  167,598.10 
BANK OF COMMUNICATIONS  143,880.00 
蔡高燕姬女士  120,000.00 
孫蔡吐媚女士  110,332.61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SPORTS ASSOCIATION  110,000.00 

張志聰先生  105,307.35 
蓬瀛仙館  105,000.00 
周松東先生  100,500.00 
周鎮榮MH太平紳士  100,000.00 
祥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0 
MR CHAU KAN MAN  100,000.00 
MR WONG KAN SHING  100,000.00 
SUCCESS UNIVERSE GROUP LIMITED  100,000.00 
荃灣鄉事委員會  100,000.00 
TSUEN WAN TRADE ASSN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100,000.00 

鄧國樑先生  88,000.00 
蔡寶健先生  81,000.00 
WIN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  80,000.00 
何德心先生MH  71,500.00 
馮卓能先生  71,000.00 
羅穎怡律師  68,000.00 
林建名榮譽博士  68,000.00 
陳明耀先生  68,000.00 
CONCORD BUS COMPANY LIMITED  60,000.00 
劉劉寶芝女士  55,000.00 
王學森先生  51,500.00 
朱德榮先生  50,000.00 
趙曾學韞教授BBS太平紳士  50,000.00 
IATS FINANCE LIMITED  50,000.00 
MR PERRY FREY  50,000.00 
吳自豪先生  50,000.00 
林煒珊女士MH  45,537.50 
張貽輝先生  40,000.00 
善學慈善基金  40,000.00 
鄭斯堅先生  38,000.00 
鄭俊基先生  38,000.00 
陳李詠詩女士  38,000.00 
MR WONG CHUN TAT  38,000.00 
CHOW LAI FUN MONA  35,000.00 
荃灣龍母顧問服務有限公司  34,794.00 
MS NG YUK CHUN  32,538.00 
鄭穩偉先生  30,000.00 
ZHENG GE RU FOUNDATION  25,000.00 
郭麗萍女士、何笑芳女士  25,000.00 
NONG�S COMPANY LIMITED  23,000.00 
鄭李華熙女士  21,416.35 
MS CHEANG CHI YING  20,000.00 
LUK HOP SING SHUT LTD  20,000.00 
MR CHUNG KAI SHUI  20,000.00 

捐款人  金額 
MR HO HONG CHEONG  20,000.00 
MR POON CHIK YAU  20,000.00 
MR TAM YIU KWONG TERENCE  20,000.00 
楊名業先生  20,000.00 
余廣先生  20,000.00 
香港神慈秀明會有限公司  20,000.00 
SIT HON WING  20,000.00 
余柏岐先生  20,000.00 
黃鳳寶  20,000.00 
唐尤淑圻榮譽博士太平紳士  20,000.00 
趙舜培先生  19,000.00 
LEE YUK YUNG  18,000.00 
MR FUNG KAI FAN  18,000.00 
WONG MEI LING SUZANNE  18,000.00 
SIU KAI CHUN  16,776.00 
錢曼娟女士MH  15,659.10 
CHAN CHUNG SZE  15,000.00 
MS MICHELLE CHIU  15,000.00 
梁鴻先生  15,000.00 
LEE HANG LING IRENE  14,000.00 
LONG HARVEST INTERNATIONAL 
FOOD TRADING LTD.  14,000.00 

LEE MARCUS  13,000.00 
劉玉輝  13,000.00 
吳禎貽先生  11,786.00 
CHEUNG SHUK YEE  10,000.00 
周大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MR HUI WAI MO  10,000.00 
鄭捷明先生  10,000.00 
KFM KINGDOM MANAGEMENT 
LIMITED  10,000.00 

LAM TING LOK  10,000.00 
立通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 
MISS LEUNG YUET WA  10,000.00 
梁漢豪先生  10,000.00 
MAINLAND SEWING HEADWEAR 
MFG., LTD.  10,000.00 

MISS CONNY KWOK  10,000.00 
葉恭正博士  10,000.00 
海恩有限公司  10,000.00 
MR HUI SUM KWOK  10,000.00 
MR KWOK CHIN WING  10,000.00 
MR TIN KAM WING  10,000.00 
邱少雄校長MH  10,000.00 
楊鏡湖先生  10,000.00 
張文嘉博士  10,000.00 
MS CHUN SIU FUN YVONNE  10,000.00 
OCEAN MARINE SUPPLY LTD.  10,000.00 
PANG SIN MEI ADA  10,000.00 
楊啟宗先生  10,000.00 
TANG YEUK MAN NANCY  10,000.00 
UN MEI CHEE MICHELLE  10,000.00 
WONG HOK MING AMBROSE AND LEE 
YUEN KAY MARIA  10,000.00 

伍賜平  10,000.00 
吳祟輝  10,000.00 
陳雅雯  10,000.00 
MR OR WING NIN  10,000.00 
茵怡堂  8,333.40 
陳馬笑桃女士  8,000.00 
CHINACHEM AGENCIES LTD  8,000.00 
董吳玲玲太平紳士  8,000.00 
HO SHU NIN WILLIAM  8,000.00 
HONG KONG ADVENTIST HOSPITAL-
TSUEN WAN  8,000.00 

捐款人  金額 
LUK FOOK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8,000.00 

MISS LAM LAI CHUN  8,000.00 
MR WONG TING CHUNG  8,000.00 
姚君達先生  8,000.00 
CHONG HING  6,000.00 
WONG SIU FAN  6,000.00 
MR HUI SIU KEE AARON  5,397.00 
MISS ANGEL CHIANG  5,050.00 
FAR EAST MANAGEMENT LIMITED  5,000.00 
HAW FU CHENG  5,000.00 
MR AU YEUNG WAI MING  5,000.00 
MR CHAN WING HO  5,000.00 
盧桂朗先生  5,000.00 
MR SUN KWOK WAH PETER  5,000.00 
MR WONG TAK HANG  5,000.00 
MS CHENG SAU LAN  5,000.00 
MS CHEUNG SHUK YEE  5,000.00 
MS SHEK PUI LAM VIVIEN  5,000.00 
TSANG CHIU DORK  5,000.00 
Y E S INTERNATIONAL LIMITED  5,000.00 
余文躍先生  5,000.00 
朱鴻林先生  5,000.00 
佛山市三水區人民醫院同寅  5,000.00 
潘淑貞女士  5,000.00 
李天水先生  5,000.00 
蘇清豪、林樹貞、蘇國源、蘇梓文及
蘇國彰  4,500.00 

SO WAI KI VICKY  4,200.00 
CHIN CHI MEI   4,197.00 
BEACON COLLEGE LIMITED  4,000.00 
FUNG LAI SHAN LISA  4,000.00 
MISS WEI TSZ SHAN  4,000.00 
MR LUI LONG KWAN  4,000.00 
MS CHAN SZE MAN SAMMI  4,000.00 
文俊偉先生  4,000.00 
王銘熙  4,000.00 
周頌天  4,000.00 
慧華遠東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 
馮兆倫先生  3,900.00 
孫國元先生  3,900.00 
九龍祟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  3,800.00 
嚴俊明先生  3,680.00 
MISS WONG PUI JOANNE  3,588.00 
LIU KA YIP  3,500.00 
天德聖教慈雲清善社  3,500.00 
NG TIN SING  3,200.00 
CHENG CHI YUEN  3,000.00 
EMPEROR WATCH & JEWELLERY (HK) 
COMPANY LIMITED  3,000.00 

洪劍峯先生  3,000.00 
MR CHUN NAM WONG  3,000.00 
MR FONG HUP  3,000.00 
何建基先生  3,000.00 
MR MAK CHEE KWOK  3,000.00 
MR TIN KAM CHUEN  3,000.00 
MR WONG WAI KIT  3,000.00 
MS KWOK WAI FAN  3,000.00 
MS SIN LAI SUNG SANDIE  3,000.00 
NGAN KWOK FAI  3,000.00 
保良局  3,000.00 
博愛醫院  3,000.00 
慧傑企業有限公司  3,000.00 
TANG YUEN SHEUNG MICHELLE  3,000.00 

捐款人  金額 
林志堅  3,000.00 
黃惠森女士  3,000.00 
香港仔有記粉都廠有限公司  3,000.00 
馬金和  3,000.00 
張錦輝先生  3,000.00 
LEE YAN YI  2,990.00 
LEUNG KWAN MEI  2,786.00 
MISS LEUNG WING TAK NANCY  2,600.00 
GOLD POINT CONSULTANTS LIMITED  2,500.00 
林倩儀小姐  2,500.00 
馮少強先生、朱定華女士  2,500.00 
MR WONG WOON KI, MS LAM LIN OI  2,500.00 
陳岳清女士  2,500.00 
宇宙足球會團體  2,500.00 
屈展能  2,400.00 
CHIN KAN TAK  2,392.00 
KWONG OI PING  2,392.00 
WONG SUI CHUEN  2,392.00 
CHAN WAI YING DORA  2,388.00 
CHOY LEI HEUNG  2,388.00 
CLAIRE TUNG  2,388.00 
LAU MIU LING  2,388.00 
SIT MUI LAI  2,388.00 
TANG LAI WAN  2,388.00 
TANG LIN MUI IRENE  2,388.00 
TSUI YUK FONG  2,388.00 
WONG HIN LAAM CALVIN  2,388.00 
梁偉光先生  2,388.00 
LMS  2,260.00 
李麗萍  2,200.00 
屈紫熒  2,200.00 
屈振威  2,200.00 
MISS KWOK MEI YEE  2,200.00 
陳耀星SBS太平紳士  2,000.00 
張學文先生  2,000.00 
CHU YUN YU  2,000.00 
EMPEROR CAPITAL GROUP LIMITED  2,000.00 
HIK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2,000.00 

KODING KINGDOM (HONG KONG) 
LIMITED  2,000.00 

LEE KAN MUI  2,000.00 
馬灣鄉事委員會  2,000.00 
九龍樂善堂  2,000.00 
荃灣商會有限公司  2,000.00 
YAN OI TONG LIMITED  2,000.00 
MISS CHAN OI CHING  2,000.00 
MISS LEUNG WAI KUEN PEGGY  2,000.00 
MISS TONG CHUN LING JACQUELINE  2,000.00 
嚴大玫  2,000.00 
MR CHEUNG YU TONG  2,000.00 
李啟光先生  2,000.00 
MS FONG KWAI YING ANNY  2,000.00 
NAMESON INDUSTRIAL LIMITED  2,000.00 
PO YING WAI  2,000.00 
SO YUK KWAN  2,000.00 
DR. WINNIE TANG SHUK-MING  2,000.00 
楊水祥、楊張麗薇夫婦  2,000.00 
石穎恆先生  2,000.00 
施振忠先生  2,000.00 
袁松岳先生  2,000.00 
馬慧儀女士  2,000.00 
許蔚萱先生  2,000.00 
衛杏斯女士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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