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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週年大會 2017/2018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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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週年大會 2017/2018議程 
 

時間 內容 

2：00 - 2：05pm 通過是次會員大會議程及規則 

2：05 - 2：10pm 執行委員會週年報告 — 主席栢志高太平紳士 

2：10 –2：15pm 執行委員會審計報告 — 司庫胡劍濤小姐 

2：15 - 2：25pm 執行委員會週年報告及審計報告之答問時間 

2：25 - 2：40pm 

 

通過《2017/2018兒童心臟基金會執行委員會週年報告》 

通過《2017/2018兒童心臟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審計報告》 

選舉 2017/2018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 

委任下年度榮譽核數師 

其他議程或動議 

執行委員會大合照 

2：40 - 3：00pm 暑期閉幕禮 2018 

3：00 - 3：15pm 微電影《愛心童行》首映禮及拍攝分享 

3：15 - 3：35pm 「2017/2018學業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3：35 - 3：40pm 週年大會合照 

3：40 –4：30pm 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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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週年大會 2017 / 2018規則 

 

1. 程序及規則已列於大會文件。非經動議通過，不得修改。 

2. 根據會章，執委會應由至少 5名但不多於 13名的會員組成。 

3. 每位合乎資格的會員可就每項議程投一票。合乎資格的會員即指於 

2018年 9月 8日或以前成功入會，並已年滿 18歲。 

4. 唯持有有效投票咭者，方可投票。 

5. 每項議程必須先經動議及和議方可進行投票。 

6. 如被委任為代表，請於投票時同時舉起個人有效的投票咭及委派者有效

的投票咭。 

7. 投票時，請根據大會主席的指示舉起投票咭，待點票員點算清楚後才可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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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兒童心臟基金會成立初期是家長互助小組，透過互相分享經驗與資訊，讓

一群心臟病兒童的父母能互相支持。兒童心臟基金會於 1994 年 11 月 10 日   

註冊為慈善機構，致力服務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及其家人。 

過去廿四年，兒童心臟基金會由一個義工小組漸漸發展為日趨完善的慈善

團體，並由一組全職員工及專責不同範疇的事務委員會，處理基金會相關的

工作。兒童心臟基金會的經費全賴熱心人士和機構的捐助，基金會得以持續

發展，有賴無數義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 

 

宗旨 

1. 向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及其家屬提供經濟及心理支援 

2. 提高大眾對先天性心臟病的認識 

3. 推動有關先天性心臟病的研究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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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1. 醫療經濟援助        
 

政府資助大部份的公立醫療開支，但某些兒童心臟科的治療及消耗品都需要

病人自資。而這些自資的醫療項目，如介入性導管、心臟起搏器、植入式除

氈器等都十分昂貴，因此兒童心臟基金會為有經濟困難的病童家庭提供經濟

援助，讓他們得到適切的治療。 
 

 

2. 購置醫療儀器        

 

醫療儀器的發展及進步是十分重要的。基金會積極協助醫生提升醫療技術，

並贊助兒童心臟科改善現有設施及服務、購買先進的儀器，以填補醫院管理

局資源未能即時顧及的醫療用品。 
 

 

3. 個案輔導工作 
 

當醫生證實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更精明冷靜的父母都會感到恐懼及不

安。隨之而來是一連串的問題：孩子將會怎樣? 為何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孩子

身上? 孩子需要什麼治療? 兒童心臟基金會的社工為病童及家長提供專業的

心理輔導，透過電話熱線及電郵等提供服務，協助他們處理危機及困難。  
 

 

4. 愛心之家    
 

當孩子接受治療或進行手術時，家長總是背負沉重的壓力及憂慮，他們都希

望抓緊每分時刻陪伴及照顧孩子。愛心之家為病者家屬提供短期住宿服務，

方便家屬照顧留院的病童、減輕舟車勞動之苦，並暫時舒緩他們的壓力。 
 

「愛心之家」座落香港華富邨，距離瑪麗醫院 5分鐘的車程。「愛心之家新增
資訊閣、wifi及煮食設施。同時，「愛心之家」亦開闢遊戲室，方便社工為有
需要的病童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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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5. 教育活動  

 

很多人都不認識先天性心臟病是最常見的先天性疾病之一。基金會積極舉辦

社區教育活動，在各中小學進行心臟健康講座及借出展板，藉此推廣兒童心

臟健康，促進大眾對兒童先天性心臟病的認識。基金會舉辦特別的講座，教

育心臟病童家屬各種類型的知識，以助應付日常照顧上的挑戰。 
 

 

6. 互助小組      
 

心臟病兒童及其家人不單面對心臟病的問題，還有其他相關的困難。透過病

童父母之間的關懷和經驗分享，有助減輕他們的壓力。兒童心臟基金會積極

鼓勵及推動家屬自助互助，組織家長義工進行探訪、分享和交流，共同解決

困難。  
 

 

7. 醫院探訪     
 

心臟病兒童需要經常進出醫院，接受檢查及治療；長期的住院治療為病童帶

來痛苦及負面情緒。基金會安排專業社工及資深義工，定時到病房進行探訪，

送上問候及支持，並透過特別的活動，如手工藝班及故事閱讀班等，陪伴他

們渡過住院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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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8. 成長發展活動  
 

受到體能的限制，心臟病兒童在成長路上會遇到重重障礙，影響他們的社交

及心理發展。基金會透過舉辦各類活動，如合唱團，來輔助他們的心智發展。

基金會亦舉辦多元的活動，如宿營、參觀活動及分享小組，藉以加強親子關

係，提昇病童的自信心及促進體能發展，協助心臟病兒童達至全面的發展。  
 

 

9. 醫療發展及醫學交流       
 

為提升本地醫療技術水平，基金會定期安排海外醫學專家到港，與本地醫護

人員進行交流，傳授更新的知識及技術。 
 
基金會致力贊助本地醫護人員深造進修，在本地或海外參加課程、研討會、

講座及會議等。本會亦透過合作計劃，贊助內地心臟專才到港接受培訓，造

福國內的患病兒童。 
 

 

10. 研究工作 

 

基金會贊助有關兒童心臟病的研究，為我們提供重要的資料及數據，尋求兒

童心臟科的醫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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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榮譽贊助人 ：  周梁淑怡太平紳士 

榮譽顧問 ：  莊慧敏女士 

 ：  劉明欣女士 

 ：  陸志聰醫生 

：  Yasmin Mahboobani女士 

榮譽法律顧問 ：  孔蕃昌律師 
  
2016/2017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  栢志高太平紳士 

副主席 ：  周啟東醫生 

 ：  鄭映歡女士 

 ：  何蕙貞女士 

秘書 ：  劉玉蓮女士 

司庫 ：  胡劍濤女士 

委員 ：  區慧筠護士 

 ：  楊東發先生 

 ：  盧宇軒先生 

 ：  黃健德醫生 

 ：  翁德璋醫生 

 ：  倫建成醫生 

榮譽核數師 ：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以英文姓名之字母排列） 

執行委員會 

榮譽贊助人 

榮譽顧問 

榮譽法律顧問 

醫療評核 

事務委員會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 家長及義工 

互助委員會 

籌款事務委員會 

公共傳訊 

事務委員會 

醫療發展及交流 

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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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2017/2018年度行政及財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2017/2018年度籌款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聯席主席 

： 蘇盈菲小姐（2018年 2月上任） 

： 陳嘉慧小姐（2018年 2月上任） 

： 崔大偉教授 
 

 

2017/2018年度公共傳訊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 黃健德醫生 

委員 

： 梁敬成先生 

： 盧宇軒先生 

： Jonathan Marsh先生 

： 葉明慧女士 
 

 

2017/2018年度醫療評核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顧問 
： 周啟東醫生 

： 翁德璋醫生 

主席 ： 楊東發先生 

委員 ： 何蕙貞女士 

： 栢志高太平紳士 

（以英文姓名之字母排列） 

主席 ： 劉玉蓮女士 

委員 

： 林宏源先生 

： 梁敬成先生 

： 盧宇軒先生 

： 胡劍濤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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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2017/2018年度家長及心友互助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 何蕙貞女士 

委員 

： 張秀萍女士 

： 何麗嬋女士 

： 何智全先生 

： 劉玉蓮女士 

： 梁敬成先生 

： 盧宇軒先生 

： 吳秀娟女士 

： 蘇鳳芝女士 

： 蘇鳳儀小姐 

： 蘇康妮小姐 

： 黃敏光先生 

： 胡劍濤小姐 

： 余建邦先生 

 

 
2017/2018年度醫療發展及交流事務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 周啟東醫生 

委員 

： 區慧筠護士 

： 何蕙貞女士 

： 栢志高太平紳士 

： 楊東發先生 

： 翁德璋醫生 

：     倫建成醫生 

（以英文姓名之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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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兒童心臟基金會職員架構圖  

 

 

 

 

上任日期：   
 
何少英女士（2017年 1月 9日） 
莊智行先生（2017年 7月 12日） 
吳秀玉小姐（2017年 11月 1日） 
 
 
離任日期： 

 
鄧瀚恩先生（2018年 5月 8日） 
陳鈺怡小姐（2018年 5月 9日） 
莫漢文先生（2018年 7月 2日） 
 
 
 

 

 



兒童心臟基金會 

 13 

主席報告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我很高興告訴大家，今年是兒童心臟基金會另一個既忙碌，又富有成果

的一年。我必須在此感謝各位，於過去一直為兒童心臟基金會的工作，作出

貢獻及支持。 

 

  我相信大家知道本年為本會發展的里程碑，此因位於啟德的兒童醫院將

會開幕，兒童心臟科亦將搬遷其中繼續服務。為確保本會與兒童心臟科的合

作得以延續，我們已於兒童醫院附近取得新服務中心（新中心）的會址。新

中心的設置造就本會開展新服務，加強對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支援。 

 

  有關配合新中心的工作正在展開。新中心將於本年下旬開啟，為此我感

到十分期待。我們將適時公佈有關新中心的地點及服務。 

 

  我們需依靠整年的籌款工作，以維持新設施及新服務的開支。我特別希

望指出，去年的心連心慈善步行，共籌得善款超過港幣 200萬元，同時共有

43間機構參與。活動因不同的表演團體及遊戲攤位的參與而顯得更特別。當

然，義工團體的支援亦為慈善步成功舉行的關鍵因素。我必須再次感謝每位

就慈善步行作出貢獻的朋友。我非常期待 2018年的慈善步行，尤其今年我們

將移師至新地點舉行活動。 

 

  我認為本會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成就，是有效地將會員與公眾連繫。我

相信大家得悉本會會訊於本年得到重大改革。此讓我們可公佈更多資訊、本

會最新發展及病童故事分享。我相信各位感受到，此等改變讓本會會訊的可

閱讀性得到提高。就上述改革，負責會訊出版的義工作出了重大貢獻，就此，

我謹代表各位向他們獻上感謝。 

 

  自創會以來，本會其中一項核心服務為醫療經濟援助。去年，於本會的

支持下，新醫療項目「心導管植入肺部動脈瓣膜先導計劃」於本港開始推行。

作為先導計劃，此項目向先天性心臟病患者，提供傳統治療的替代選擇。這

是我們眾多支持的醫療項目中，最新的突破性發展。我深信此項目應得到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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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皆知道，本會有不少會員活動。今天我將提及當中的部份內

容，以展現本會提供的多種支援。 

 

  首先是家長互助小組。我們邀請不同專家向會員提供建議。本年，我們

非常高興邀請到營養師、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作為講者，向新生的先天

性心臟病患兒童的家長，分享照顧經驗及作出建議，協助其提供最佳的照料

與支援予其心童。同樣重要的是，參與的家長亦可藉此機會，彼此分享經驗

以互相支援。 

 

  我希望提出的第二個項目是「2017暑期親子營」。此年度活動給予機會予

本會會員家庭，聚集於一起並互相建立關係。於良好的環境裡，家長及小孩

均得到休息的機會。我們藉此機會連繫各家長，鼓勵其就不同議題例如教養

模式作討論，分享其關注與經驗。我深信上述機會對會員家庭而言甚為可貴：

香港是繁忙都市，每一個人都生活於各種壓力之中。當我們可遠離繁囂，即

使時間更短，也非常值得。 

 

  基於性質所限，此報告只能蜻蜓點水般，涉獵本會於一年裡所進行的各

類型項目與活動。此等服務全有賴職員的辛勤工作。就此，我謹代表各位向

本會職員獻上萬分感謝。 

 

  回想自本會成立初期，我已成為會員，至今超越二十一年。於當中的大

半時光，我擔任主席之職。隨著本會將遷至新會址，我感到卸任主席一職之

時候到臨。我將繼續支持本會的重要工作，亦期待本會的持續發展。我衷心

感謝各位的支持，亦為執行委員會成員的奉獻與承擔獻上感謝。我確信本會

的未來將一片光明。 

 

  謝謝大家。 

 

兒童心臟基金會主席 

栢志高先生,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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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主要會員活動 

 月份 活動名稱 

1.  二月 2017新春家庭同樂日 

2.  三月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贊助 - 2017智樂開心小熊醫院  

3.  三月 2016基金會之友頒獎禮 

4.  三月至 
十二月 

小明星合唱團 

5.  四月至五月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贊助–畫出我心繪畫體驗 

6.  五月至六月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華燈閃爍耀香江  
大型傳統紥作花燈展覽 暨 文化傳承親子工作坊 

7.  六月 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贊助 – 2017 年學業獎勵
計劃心意卡行動 

8.  七月 暑期活動：Coke 一 Coke 

9.  七月 暑期活動：東亞銀行贊助-我最”惜”食 

10.  七月 暑期活動：有您真好 親子營 

11.  七月至八月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贊助–暑期活動：畫出我
的小宇宙 

12.  八月 暑期活動：親子飯堂 

13.  八月 暑期活動：夢之奇幻旅程 

14.  八月 暑期活動：埃森哲贊助 - 美味小廚神 

15.  八月 暑假活動：如新善的力量基金會香港分會贊助 - 南丫島
漁民文化體驗 

16.  八月 暑期活動：東亞銀行贊助 - 東亞銀行嘉年華 

17.  九月 2016/2017會員週年大會 

18.  九月 2017學業獎勵計劃 

19.  
十一月至 
十二月 唱遊說故事 

20.  十二月 家長講座：如何促進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童成長及發展 – 
營養照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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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主要會員活動 

21.  全年 病房探訪 

22.  全年 「義人心足」醫院探訪義工訓練課程第 2季 

23.  全年 青年義工小組 

24.  全年 家長互助小組 

25.  全年 門診心童家長支援服務 

26.  全年 每月病房活動 

 

2018主要會員活動 

 月份 活動名稱 

1.  二月 2018新春一日遊 

2.  四月 2017基金會之友頒獎禮 

3.  四月 家長講座：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童成長及有效復原 – 物理
治療系列 

4.  四月至六月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贊助– 畫出我夢想繪畫
體驗 

5.  六月 
摩根士丹利亞洲國際有限公司贊助 – 2018學業獎勵計
劃心意卡行動 

6.  七月 家長講座：如何促進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童成長及發展 – 
職業治療系列 

7.  七月 暑期活動：如新善的力量基金會香港分會贊助 - 迪士尼
歷奇之旅 

8.  七月 暑期活動：再生玩具工作坊 

9.  七月至八月 暑期活動：情緒小跳豆 

10.  七月至八月 暑期活動：英語歷奇教育中心贊助 - 樂高電腦機械人  
課程 

11.  七月至八月 暑期活動：英語歷奇教育中心贊助 -樂高科學工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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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主要會員活動 

12.  八月 暑期活動：親子飯堂 II 

13.  八月 暑期活動：自理能力訓練營 

14.  全年 病房探訪 

15.  全年 「義人心足」醫院探訪義工訓練課程第 3季 

16.  全年 青年義工小組 

17.  全年 家長互助小組 

18.  全年 門診心童家長支援服務 

19.  全年 每月病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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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籌款項目及公眾教育 

 月份 活動名稱 

1.  一月 2017愛心利是贈心童 

2.  一月 學校講座：右思維國際幼兒園暨幼稚園 

3.  二月 愛在身邊慈善義賣 

4.  三月 2017商界展關懷社區合作伙伴展 

5.  三月 學校講座 ： 滬江小學 

6.  四月 兒童心臟互助會（澳門）醫療交流 

7.  四月 醫療講座 ： 鏡湖醫院 

8.  五月 《有誰共鳴》- 心臟衰竭病患者范成榮先生 

9.  五月 2017 Nike慈善活動 -「夏日工作時間啟動禮」 

10.  五月至八月 
荷花集團「第 25屆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暨 
「第 29屆全港嬰兒慈善馬拉松爬行大賽」 

11.  六月 2017 羅氏診斷 (香港)有限公司慈善活動 

12.  七月 學校講座：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13.  七月 如新集團香港分公司慈善活動 

14.  七月 Monkey Tree All For Carnival 2017 

15.  八月 學校講座：協和小學 

16.  九月 學校講座：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17.  十月 學校講座：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18.  十月 2017新世界維港泳  

19.  十一月 學校講座：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20.  十一月 2017心連心慈善步行 - 「童心同行」 

21.  十二月 學校講座：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22.  十二月 2017 小小聖誕帽慈善義賣 

23.  十二月 滙業財經集團 - 「共享經濟與企業發展機遇」研討會 

24.  全年 擺放捐款箱 

25.  全年 慈善 T-Shirt義賣 

26.  全年 心意卡慈善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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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籌款項目及公眾教育 

 

2018 籌款項目及公眾教育 

 

27.  全年 

物資捐贈 In-kind Donation 
 
  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聖猶達醫療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28.  全年 

企業捐助計劃 Corporate Donation Project 2017 
 
  如新集團香港分公司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孩之寶遠東有限公司 

  晶品工程有限公司 

  漢合諾（香港）有限公司 

  猶太教莉亞堂 

  美敦力香港醫療有限公司 

 月份 活動名稱 

1.  一月 2018愛心利是贈心童 

2.  一月 2017/2018愛心利是設計比賽頒獎典禮  

3.  一月 學校講座：廣東道官立小學 

4.  二月 愛在利是封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展覽 

5.  二月 《有誰共鳴》 - 玩具醫生 Ambrose 

6.  二月至四月 培正中學 - 《愛心童行》微電影拍攝 

7.  三月 2018商界展關懷社區合作伙伴展 

8.  四月 學校講座：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9.  五月 學校講座：李求恩紀念中學 

10.  五月 2018 Nike慈善活動 -「夏日工作時間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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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籌款項目及公眾教育 

 

 

 

11.  六月至七月 萬歲油慈善義賣 - 「用一滴油，換一點心意」  

12.  七月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慈善行動 

13.  全年 擺放捐款箱 

14.  全年 慈善 T-Shirt義賣 

15.  全年 心意卡慈善義賣 

16.  全年 

物資捐贈 In-kind Donation 
 
  信興電工工程有限公司 

  科文實業有限公司 

  聖猶達醫療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17.  全年 

企業捐助計劃 Corporate Donation Project 2018 
 
  如新集團香港分公司 

  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孩之寶遠東慈善計劃 2017 

  美敦力香港醫療有限公司 



兒童心臟基金會 

 21 

2017醫學培訓及發展計劃 

 月份 計劃項目 

1. 全年 醫療經濟援助計劃 2017 

2. 全年 心瓣移植計劃 2017 

3. 全年 醫療研究資助計劃： 
防止心臟猝死—心律失常猝死綜合症的基因診斷 

4. 全年 兒童心臟科海外醫生來港交流計劃 2017 

5. 全年 心導管植入肺動脈瓣膜先導計劃 2017 

 

2018醫學培訓及發展計劃 
 

 月份 計劃項目 

1. 全年 醫療經濟援助計劃 2018 

2. 全年 心瓣移植計劃 2018 

3. 全年 
醫療研究資助計劃： 

防止心臟猝死—心律失常猝死綜合症的基因診斷 

4. 全年 兒童心臟科海外醫生來港交流計劃 2018 

5. 全年 心導管植入肺動脈瓣膜先導計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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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一） 

2017年收入來源  

 
 
 
 
 
 
 
 
 
 
 
 
 
 
 
 
 
 

 

一般捐款  HK$  3,085,000  （51%） 

籌款活動  HK$  2,673,000  （44%） 

銀行利息及投資收入  HK$   112,000   （2%） 

愛心之家的收入  HK$   170,000   （3%） 

總收入  HK$ 6,040,000* 

*準確至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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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二） 

2017年開支分佈 

 

醫療  
 [請參閱服務統計（四）] 

HK$  2,438,000  （46%） 

服務  
 [請參閱服務統計（三）] 

HK$  2,025,000  （38%）  

籌款及公共傳訊 HK$    188,000   （4%）  

行政 HK$    391,000   （7%） 

折舊 HK$    235,000   （4%） 

總支出  HK$  5,277,000 * 

*準確至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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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三） 

2017年服務開支分佈 

*準確至千位 

支援服務  HK$   963,000  （48%） 

輔導服務  HK$   470,000  （23%） 

社交發展  HK$   262,000  （13%） 

發展及治療服務  HK$   240,000  （12%） 

教育服務  HK$    90,000   （4%） 

總支出  HK$  2,025,000* 



兒童心臟基金會 

 25 

服務統計（四） 

2017年醫療項目贊助支出分佈 

 

心瓣移植計劃  HK$  600,000   （25%） 

醫療經濟援助計劃  HK$1,326,000   （54%） 

贊助中加心臟健康檢查 
（美國）雲南代表處 

 HK$  200,000    （8%） 

醫療交流  HK$  133,000    （5%） 

研究工作  HK$  179,000    （7%） 

總開支   HK$ 2,438,000* 

*準確至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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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五）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受助人數 2 5 2 13 30 34 44 24 24 59 50 45 

累積受助人數 2 7 9 22 52 86 130 154 178 237 287 332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受助人數 29 19 10 39 23 26 65 62 52 92 104 

累積受助人數 361 380 390 429 452 478 543 605 657 749 853 

 
註： 
1) 贊助醫療項目包括介入性心導管、心臟起搏器、心瓣 （同體心瓣） 移植及一氧化氮治療。 
2) 一氧化氮治療由兒童心臟基金會於 1999年開始實施。數據證明該治療項目的有效性，而香

港政府於 2007年起從兒童心臟基金會接手負責該治療項目的開支。 
3) 心瓣（同體心瓣）移植由兒童心臟基金會於 2000年開始實施，每年的受惠人數取決於心瓣

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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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六）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使用人數 775 1,036 723 860 1,119 1,105 858 899 1,734 

累積使用人數 775 1,811 2,534 3,394 4,513 5,618 6,476 7,375 9,1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使用人數 2,110 1,768 2,963 1,307 433 940 1,228 1,372 

累積使用人數 11,219 12,987 15,950 17,257 17,690 18,630 19,858 20,030 

 
註： 
1） 愛心之家使用人數受醫院兒童心臟科手術頻繁或愛心之家搬遷等因素影響。 
2） 愛心之家曾於 2007及 2008年因兒童心臟科搬遷至瑪麗醫院而遷往薄扶林。2013年 8月，
由於瑪麗醫院進行擴建需收回愛心之家薄扶林會址，愛心之家暫停服務至 2014年 5月搬遷到華
富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