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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樂善堂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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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樂善堂以排難解紛及贈醫為首務；另因當年疫症蔓延，逝者眾多，為解決殮葬問題。本堂便於

西貢清水灣道飛鵝嶺附近設置義塚安葬死者。

隨著時代的轉變，本堂的服務已逐漸演變為多元化之

服務，包括：醫療、教育及老人福利等，並積極支持

及贊助各項社會公益及文娛教育等活動。現時轄屬機

構共達30多個，分佈遍及港九新界。

龍樂善堂（簡稱樂善堂）成立於18世紀
中期，當年中國官員前赴九龍城寨視察

時均會於石板碼頭登岸，碼頭附近有一墟集，

設有「公秤」，附近市民貨商交易均須先行在

此公秤處秤量貨物再行交易，每次秤量所得款

項則全數用作贈醫、施藥、助殮之用，直至

1880年，這個辦理善業之組織開始正式成為一

個慈善機構，並名為樂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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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堂亦於2018年考獲由香港品質保證局(HKQAA)頒

發國際標準化組織認可的「ISO9001：2015」質量管

理體系認證，為本港少數獲頒此認證的慈善團體，當

中本堂的流動中醫醫療車亦是全港首個獲得相關認證

之項目。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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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一向是樂善堂核心服務的一

環，為回應社區需要，本堂秉承    

「贈醫施藥」的宗旨推行多元化基層醫  

療，以及疾病預防健康推廣服務。當中

包括普通科、眼科、皮膚科及牙科服務；

另設中醫門診及流動中醫診所，提供中

醫全科及針灸治療。本堂同時推展各項

篩查及健康評估計劃，旨在協助長者及

有需要人士識別患病因素及風險，務求

作出適時及針對性處理。

為提高市民對個人健康管理的關注，本

堂建立外展健康教育平台，以跨專業形

式於企業、學校、社區層面進行健康教

育推廣及預防性工作，服務包括健康講

座及工作坊、健康檢查、中醫諮詢、個

案輔導及跟進、培訓課程等，務求將基

層醫療服務帶入社區。

此外，本堂歡迎所有於本堂留產所出生

之人士查閱出生紀錄，查閱者可致電本

堂醫務部查詢。

推展基層醫療服務

樂善堂積極以「醫社合作」模式推動基層醫療服務，除

了於九龍城增設基層醫療中心，為大衆提供門診及多項

健康評估計劃，如肝癌及肝硬化測試、大腸癌篩查、綜

合驗身計劃、認知障礙症評估外，亦透過跨專業團隊，

包括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為市民作健康教育、健

康監察及慢性疾病管理。本堂亦開設社區藥房，由藥劑

師為長者提供藥物管理服務，作藥物輔導及藥物整合，

同時為有需要患者提供藥物資助，務求強化社區性整體

醫療服務支援。

為減少安老院舍體弱長者的外出壓力，本堂成立中西

醫專業團隊，以外展形式定期到地區院舍為院友提供

健康評估、身體檢查、診斷、藥物治療、疫苗注射及

其他支援服務，讓長者能安坐於院舍內接受適切的照

顧及護理。本堂到診醫生亦會密切留意院友的健康狀

況，並定時向院友及其家人提供有關保健、長期病患

護理講座及諮詢服務。在院舍支援方面，本堂會就傳染

病預防及控制、環境衞生、護理流程等方面提供意見，

亦會提供培訓予院舍職員，提升院舍整體服務質素。

醫

外展院舍到診服務

單位名稱

樂善堂陳廣興紀念基層醫療中心

樂善堂陳祖澤旺角分科醫療所

樂善堂李施紅娘中醫診所

樂善堂旺角牙科診所

樂善堂郭亨石紀念牙科診所

樂善堂王兆生大埔分科診所

樂善堂董清波銅鑼灣牙科診所

流動中醫診所

地址

九龍城聯合道48號

九龍牛頭角定安街33-35號

新界大埔墟運頭街8號地下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67-473號建德豐商業

大廈6樓602室

現服務南區、黃大仙區、九龍城區、觀塘區、

大埔區、粉嶺區、屯門區

電話

2383 1470

2380 1488

2305 2900

2653 5590

2891 2339

九龍上海街688號鎮海商業大廈3樓A及B座

9082 6312（港島）

9081 9620（九龍） 

9082 6765（大埔）

9082 6581（屯門） 

2391 1073

轄屬醫療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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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時至今日，轄下共營辦十一間政府資助的中、小學及

六間非牟利幼稚園，分佈港島、九龍及新界地區。秉

承「興學育才」的使命，以學生為本，「德、智、

體、群、美」五育為綱，關注學生身心健康成長及

全人均衡發展，致力為學生提供全面而現代化的優

質教育服務，培養終身學習精神，思維創新，潛能

無限的新一代。長遠而言，學生都能受校訓「仁愛

勤誠」美德熏陶，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正確積極

的人生觀、熱心助人的服務精神，成為能發揚中華

文化，兼具國際視野的良好公民。

0504

本堂一直致力推展「外展健康教育計劃」，服務旨在提

高公眾對身心健康的關注，鼓勵市民身體力行實踐健康

生活模式，達至健康人生。本堂毎年與眾多團體攜手合

作舉辦超過30場活動，合作機構包括地區長者中心、

學校、私人企業、工會、非牟利團體等，服務深受大眾

歡迎。計劃負責團隊包括醫生、中醫師、護士、社工，

以外展形式於社區舉辦健康講座、諮詢服務、健康教育

展覽、健康檢查、疫苗接種等活動。服務主題一般會配

合團體的需要而制定，務求讓服務使用者獲得適切的健

康資訊及專業健康意見。本堂亦會主動將服務推展到不

同的社會階層，加強基層醫療所的疾病預防效果。

其中「愛‧無煙」前線企業員工戒煙計劃是以協助企業

推動無煙文化為目標，以外展形式提供多元化的戒煙

服務，包括為員工提供無煙健康講座、一氧化碳呼氣

測試、基本健康檢查及為期一年的電話戒煙輔導等。計

劃亦會協助企業訂立內部無煙政策，從營運模式、硬件

配套、企業形象及內部培訓等多方面為企業設計及籌辦

具可持續性的員工健康方案。

企業健康推廣平台

「企業健康推廣平台」是樂善堂推出的嶄新健康推廣概

念，主要以企業為推廣媒介，透過安排跨專業團隊以外

展形式到企業作推廣，鼓勵僱主建立「健康工作間」及

推展員工健康政策，從而提高員工對健康的關注。服務

内容包括戒煙、減酒、壓力管理、養生保健等健康主 

題。在政府及各界支持下，計劃由開展至今已累計服務

超過270間企業及7000位企業員工。

公眾健康教育

專業團隊

屬校為教師制定「專業發展計劃」，並透

過與友校教師交流，擴闊教學視野，提升

教師的教學能量。

鼓勵教師多參與大專、教育局及考評局的協作

計劃，同時，亦引進校外專業團體的支援，持

續提升團隊的專業能力和學與教的效能。

為加強屬校教師的專業交流，設立「九龍樂善堂

教育聯網」，為屬校教師提供資源共享及促進交

流的網上平台，讓學校成為積極的學習社群。

龍樂善堂於1880年成立，以「救災紓困、贈

醫施藥、興學育才、安老培幼」為宗旨，尤

其在「興學育才」範疇上，本堂前人打破古時「女

子無才便是德」的守舊觀念，認為男女應平等接受

教育。在1927年，先後開辦女子及男子義學，為

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費教育和學習的機會；其後更

自資籌建及接辦多間政府資助中、小學，造褔莘莘

學子，打下百年樹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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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學生全情投入

享受繪本閱讀的樂趣

在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比賽中獲季軍

學界中學甲乙組女子籃球比賽冠軍

教師團隊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如有興趣申請外展健康教育計劃或加入企業健康推廣平台，可致電 2272 9870 與職員查詢。

轄屬幼稚園均獲認證為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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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幼稚園學生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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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屬幼稚園均獲認證為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



特設「樂善關懷計劃」應急撥款及為轄

屬中、小學學生加購「學生個人意外保

險」，全面關顧及支援家長需要，解決

因意外引致的經濟開支。

本堂的醫療服務多元化，不但為學生提
供中、西醫、專科及牙科醫療優惠，更
到校舉行健康講座、展覽，提高學生對
身心健康的關注。

0706

學生支援 轄屬教育服務單位

屬校均設有駐校社工服務，有效協助學
生

解決心理及情緒問題，部份小學及幼稚
園

特別聘請非華語教師、助教等，專為有
需

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及輔導。

設屬校獎學金鼓勵學子奮力上進，嘉許學生在
學業、品行、體藝及服務方面的優秀表現。

多元活動，發掘潛能﹕屬校一般設有多

個科組學會，為學生提供延伸學習。課

外活動方面，包括學術、體育、音樂、

藝術、興趣、制服團隊及服務等範疇，

形式多樣化，能照顧到不同學生的興趣

和需要，亦提供了機會和平台讓學生發

揮潛能。

走進社群，服務大眾﹕本堂致力培養學生
「關懷情真，樂善同行」的崇高品格，透
過參與校內外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計有
由本堂舉辦的「萬人行」、樂善「糖」甜
心行動糖果義賣、賣旗及其他義工活動，
更包括少數族裔、長幼共融等計劃，讓學
生身體力行，學習關愛社群。

全人發展

善用策略，提升效能﹕屬校致力提升學生
兩文三語、思考及資訊科技能力，並善用
測考及自評制度，配合各項拔尖補底的策
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考察交流，擴闊視野﹕屬校積極提供考察

和交流的機會，讓學生體驗不同文化，拓

闊眼界，令學習不只限於學校，並提升學

生對學習的興趣。

中
學

小
學

幼
稚
園

樂善堂李賢義幼稚園

樂善堂鄧德濂幼稚園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www.lstkgttl.edu.hk

www.loksintongkg.edu.
hk/lst_manngwingyee

沙田水泉澳邨映泉樓二樓

觀塘秀茂坪邨秀華樓地下

2717 5830

2453 7232

2354 8809

屯門富泰邨服務設施大樓
1樓2號校舍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分校) www.lst-lkkb.edu.hk天水圍天恩邨 2445 6880

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www.lstcymck.edu.hk屯門兆畦苑兆強閣地下 2463 6709

樂善堂顧李覺鮮幼稚園 www.loksintongkg.edu.
hk/lst_kuleekwoksin2328 9875

樂善堂梁泳釗幼稚園 www.loksintongkg.edu.
hk/lst_stephenleung大圍美城苑暉城閣地下 2697 0877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www.lst-lkkps.edu.hk天水圍天瑞邨 2448 6022

樂善堂劉德學校 www.lautak.edu.hk將軍澳寶琳邨 2701 3072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www.ycmps.edu.hk九龍牛頭角樂華南邨 2755 9195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www.lstlwwf.edu.hk屯門山景邨 2466 6712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www.lstlkkc.edu.hk西營盤醫院道28號 2858 7002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www.lstyoungkhl.edu.hk大圍隆亨邨 2605 6632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www.lstlcw.edu.hk青衣長康邨第5期 2495 5890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www.lstwcm.edu.hk新蒲崗樂善道161號 2382 0002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www.lstkcmss.edu.hk葵涌葵盛圍301號 2429 5171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www.ykh.edu.hk九龍橫頭磡富裕街3號 2336 2657

學校名稱 網址地址 電話

黃大仙竹園南邨雅園樓地下

www.loksintongkg.edu.
hk/lst/

屬校到訪貴州進行文化考
察之旅 學生向黃錦星局長及一眾嘉賓簡

介校園的太陽能光伏板

屬校到訪貴州進行文化考察之旅

交通安全隊精神奕奕又整齊

楊小玲主席頒發獎學金予
品學兼優的中、小學生

中學生參加領袖訓練營，

接受各項挑戰

課堂電子學習—

全息投影器工作坊

「關愛顯愛心」

活動—轄屬幼稚

園高班同學探訪

樂善堂梁銶琚敬

老之家

小學生親身到

孫文紀念公園

認識國父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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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

0908

堂承辦九龍城所增設的食物銀行派發點，提供為期六星

期的短期食物援助，為未能承擔日常膳食開支的人士，

提供短暫及有時限的食物援助，減低他們的膳食開支，提供基

本的食物需要，食物種類包括米、麵、麥片、餅乾、油、罐頭

及購買新鮮食物的超市現金券。

服務使用者必需為香港市民，對象包括 :

   突變家庭

   低收入人士

   失業

   新來港人士及露宿者等，並且為沒有領取綜援人士

為了推動社區內的關愛及互助文化，本堂自2015年起推出「膳」

待飯券計劃，鼓勵社區人士購買「膳」待飯券，以位於土瓜灣                         

之樂「膳」堂營養膳食服務中心為製作及派發點，通過入息審查

人士可獲得營養飯盒，每日新鮮製造，並以低糖、低鹽、少油為

準則。為九龍城區內合資格的基層家庭、長者及其他有需要人士

定期提供適切的熱食服務，以減輕其經濟壓力及生活負擔。

眾膳坊食物銀行

服務使用者必須為香港市民，對象包括 :

    領取書簿津貼的家庭

    低收入人士

    失業人士

    居住環境惡劣（如劏房戶優先）

    家庭支援薄弱（如獨居長者優先）或領取綜援人士

「膳」待飯券計劃

1.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計劃主要協助基層學生，制訂長遠的個人發展規劃，建

立有形（金錢）及無形（社交、人際關係）的資產，促

進弱勢社群兒童的長遠發展，改善跨代貧窮問題。計劃

內容包括友師訓練、家長工作坊、學生及幼師活動、學

校活動、戶外體驗活動參觀及個人發展計劃等。

2. 到校支援服務

   以「及早介入」理念，輔導幼兒身心健康成長

   以協助老師識別及處理幼童問題及需要，並支援

   老師處理危機事件

   協助家長輔導子女面對成長困惑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童及家長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1. 培育兒童及青少年的全人發展和健康成長

2. 支援教師及家長的教育工作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計 劃 目 標

計 劃 目 標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個人發展規劃 友師同行
訂 立 及 實 踐 與 教 育 、  

興趣或技能提升有關的

個人發展目標。

友師定期與兒童會面，

分享經驗，協助他們訂

立和實踐個人目標。

目標儲蓄
「目標儲蓄」鼓勵每位參與學員

訂下每月儲蓄目標，為期兩年。

計劃的營辦機構或學校會透過企

業及私人捐助，為每名成功完成

儲蓄的學員提供一比一的配對捐

款。除此以外，他們再會獲得由

政府所提供的一比一配對獎勵，

學員可於計劃的第三年使用該筆

儲蓄來實踐個人發展計劃。

如欲申請服務或有任何疑

問，歡迎致電 2272 9850

查詢。

查詢
1. 幼稚園

本

如欲申請服務或有任何疑

問，歡迎致電 2272 9850

查詢。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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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輔導服務: 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危機支援、家長教育

   個人成長教育: 生命教育、社交技巧訓練、抗逆訓練、情緒處理訓練

   公民教育: 多元文化訓練、義工服務

   領袖或風紀訓練: 團隊培訓、創意思考培訓、歷奇訓練

   成長的天空計劃（UAP）

3. 中學

本中心為懷疑或確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全面服務，以強化兒童的整體發展，

協助有言語治療需要的兒童及長者改善溝通障礙，重拾與人溝通的信心及社交生活。

1.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專業和價錢較相宜的服務

2. 為患有吞嚥障礙或失語症的成年及長者提供言語治療，改善吞嚥問題及說話能力

3. 推廣社區教育，提供支援服務，讓家長、照顧者、教師、社工等進一步認識

    初生至就讀小學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有吞嚥障礙或失語症的成年及長者

    家長、照顧者、教師、社工及幼兒工作員等

言語治療及評估

成人失語症、吞嚥困難、認知障礙評估及訓練

樂善堂楊小玲言語治療中心

職業治療訓練

照顧者訓練

家長及公眾教育

九龍城打鼓嶺道47號地下

2382 0106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2382 0058

樂善堂貫徹「安老培幼」理念，在安老服務方面，

本堂為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並持續發展所   

長，因此向他們提供適切的社區及院舍照顧服務。

在照顧長者各方面需要，以提升其生活質素，盡力

使長者在其熟悉而和諧的環境中生活，享受安穩及

積極豐盛人生。

安老服務

計 劃 目 標

九龍城區有眾多少數族裔人士聚居，區內的少數族裔居民礙於語言及文化的差異，在學習、工作

和生活上遭遇不少困難。有見及此，本堂於2012年成立裔群社，協助少數族裔解決生活難題，

適應及融入社區。

九龍城區內泰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少數族裔人士

新來港人士及基層家庭

1.

2. 社區適應 : 社區導賞、社區資源講座

3. 家庭服務 : 互享家庭網絡、家庭親子活動、家長教育講座

4. 婦女服務 : 婦女互助小組、中文班、英文班、興趣小組

5. 就業支援服務

服務對象

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計 劃 目 標

計 劃 目 標

幼兒個別及小組訓練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個人成長教育: 生命教育、抗逆訓練、精神健康教育

   領袖訓練: 團隊培訓、創意思考培訓、歷奇活動

   公民教育: 多元文化訓練、義工服務

   生涯規劃教育

   其他學習經歷（OLE）

2. 小學

九龍太子道西189號-香港布廠商會教育中心

2177 3605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

*星期一只接受服務預約，暫不開放

2354 5089

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 功課輔導及託管、多元智能興趣活動、暑期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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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安老院舍服務旨在為年滿65歲或以上，因個人、社會、健康或其

他未能在家居住的長者，本著以人為本、以愛心與專業知識，提供全面住

宿照顧。而年齡介乎60至64歲之間人士亦可以經社會福利署確認為有需

要接受住宿照顧而申請入住院舍。現時院舍提供多元化之服務，包括：

安老院舍服務

1.

2. 護理服務

3. 復康治療服務

4. 起居照顧

5. 膳食服務

6. 社交及康樂活動

長者鄰舍中心是為所屬社區內之鄰舍長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鼓勵年滿60

歲或以上的長者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貢獻社會同時，攜手推動關愛及互助

文化。現時長者中心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 :

1.

2. 長者健康生活及教育推廣活動：

    

3.

4.

5.

6.

7.

8.

社區安老服務

服務內容
回應施政報告，社會福利署邀請樂善堂轄

屬兩間分別位於中西區跑馬地及荃灣區的

長者敬老康樂中心轉型為長者鄰舍中心。

轉型後的中心、可為長者提供更多適切、

關懷互愛的服務，讓長者在社區生活中獲

得安穩及積極豐盛的晚年。

偶到服務： 提供電腦上網、書報閱讀

輔導服務： 協助長者處理情緒、人際關係、經濟、居住及其他生活困難

社區資源諮詢及轉介： 長者福利諮詢及轉介服務

護老者支援服務： 復康用品借用、專題課程及講座、情緒社交支援小組

義工訓練、服務及活動： 社區探訪服務、電話慰問服務

社交康樂活動： 安排旅行、參觀、遠足、生日會、節日慶祝

教育及發展性： 學習班、興趣班、專題講座

醫療服務

教授健體運動、健康講座及檢查、健康器材使用

社會房屋

樂善堂轄屬安老服務單位包括：

單位名稱 地址

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

樂善堂朱定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樂善堂梁銶琚敬老之家

樂善堂尹立強敬老鄰舍中心

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鄰舍中心

樂善堂海泓道護養院

新界大埔墟運頭街8號

新界大埔墟運頭街8號

九龍黃大仙竹園南邨華園樓2樓

新界荃灣荃景圍76-78號荃景花園第10座地下

香港跑馬地桂成里16號誠和閣地下

西南九龍海泓道1號2-3樓

電話

2658 7133

2658 7133

2726 0405

2498 3335

2573 2270

2307 6422

1312

解決基層家庭的住屋需要，本堂響應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倡議之「過渡性社會房屋」，

2017年起推行樂善堂社會房屋計劃「樂屋」，旨在協助居於惡劣環境並輪候公屋之基層

家庭，改善居住環境。

為

目的

為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提供可負擔租金的社會房屋，以減輕經濟壓力

改善目前的居住環境，提升家庭的生活質素

提供「社區為本」的家庭支援服務，如醫療資助、課後功課輔導班、

食物援助、就業等

透過計劃成效及相關數據向政府反映社會房屋對基層家庭之重要性

服務對象

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並居於惡劣環境 或 

急需社區支援的家庭，以及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家庭　

或　收入低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55%的家庭優先

為加強對受助家庭的社區支援，計劃善用地舖位置
建立「共享服務間」，提供舉辦家庭和兒童活動。

首期「樂屋」計劃翻新閒置住宅單
位作過渡性社會房屋，租予3-4人
基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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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

善堂分別於2013年、2014年及2017年獲民政事

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支

持開展以下3間社會企業：

樂「膳」堂營養膳食服務中心

社會企業單位：

樂

社會企業單位名稱 地址

樂『膳』堂營養膳食服務中心

樂善製作

樂善復康站

九龍土瓜灣道94號美華工業中心

11樓A座16室

九龍城龍崗道61號2樓

九龍城福佬村道77號地下B舖

電話 網址

2334 5009 www.lsteasymeal.org

2272 9818 www.lstdesign.org

2326 3662
www.loksintong.org/
zh_hk-rehacare.html

樂善復康站樂善製作

樂善製作團隊為不同客戶（企業、機構、政府

部門及學校）提供不同種類平面設計及印刷服

務，包括活動單張、海報、邀請函、年報、報

刊廣告、佈景板、公司商標、電子橫額及應用

程式標誌等，並提供攝影和短片製作服務，包

括：食物及產品攝影，以及活動宣傳攝錄等，

滿足不同客戶需求。

樂善復康站為有需要長者提供適切評估及介紹相

應之產品，以助長者加快復康進程，同時關顧到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在復康教材上之需要，亦增設

售賣針對小肌肉發展之練力膠、讀寫障礙用的認

字APPS、提升認知和概念玩具和教材套等，支

援家長在家居作訓練，希望以優質及廉宜的價錢

提供合適之復康及訓練用品予有需要人士。

自成立以來，中心一直為九龍城、黃大仙、慈雲山等地區人士提供由註冊營養

師度身訂造之營養膳食及送餐服務，及為非牟利團體、青少年中心、企業及志

願機構等提供團體營養飯餐服務。此外，更為本堂之「『膳』待飯券計劃」

製作及派發營養飯餐予九龍城區內的低收入家庭。為提供更多元化之餐飲服   

務，於2014年起開始為土瓜灣上班一族提供至「營」飯餐外賣服務，並為企

業、非牟利團體、政府部門及公眾人士提供節日派對美食及時令食品（如端

午粽、奶皇月餅、果籃及盆菜等）。

14

全港首個「改建校舍」作過渡性社會房屋項目，

提供超過50個單位予2-4人家庭。

本堂擔任營運機構的角色，聯繫各持份者、甄別

合資格家庭、統籌及監督工程招標及進度、計劃

宣傳、監察計劃的成效等。

合作形式

位於宋皇臺道及土瓜灣道交界的項目，以「組

裝合成建築法」興建，約提供110個單位。

聯絡及查詢

2272 9888

housing@loksintong.org

物業贊助：以優惠租金租出物業或住宅

單位，協助樓宇結構性的維修

土地贊助：捐贈或以優惠租金租出閒置

土地作過渡性社會房屋用途

善款贊助：資助單位室內裝修費、

家庭搬遷津貼

物資捐贈：電器、傢俱、家庭用品等

企業支援：義工活動、專業技術支援

義工服務：義務搬遷、安裝室內設備、

家居維修等

計劃發展

2017-2018 2020/212019

推行全港首個「改

建校舍」作過渡性

社會房屋項目
 

計劃以「組裝合成

建築法」在政府閒

置土地興建過渡性

社會房屋  

爭取以「一地多用」

模式於重建計劃內增

設過渡性社會房屋

建立及推廣「改建校

舍」作社會房屋營運

藍本

研究非住宅用途建築

物（如工廈等）改建

作過渡性社會房屋

翻新閒置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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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及填寫資料

請將已填妥之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銀行存根，電郵/郵寄/傳真至九龍樂善堂

地址: 九龍城龍崗道61號4樓   傳真: 2382 1811   電郵: pr@loksintong.org  網址: www.loksintong.org

    樂善堂醫療、教育、安老及社福服務

    樂善關懷基金

    樂善堂言語治療服務及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計劃

    樂善堂少數族裔支援服務

    樂善堂膳待飯券計劃

    其他﹕

捐款金額

    一次性捐款 $    

姓名：

地址：

機構名稱（如適用）：

我願意捐款支持以下項目

捐款方法

個人資料

捐款收據

    為節省行政開支，我不需要捐款收據。 

電話：                        傳真：                        電郵： 

    需要，捐款收據芳名：                                 先生/女士/小姐*（如與上述善長資料不同）

    支票（請備劃線支票，抬頭寫上「九龍樂善堂」）

    繳費靈（本堂商戶編號: 6301 ）您的付款編號:                           日期: 

    轉數快  (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 3937984)

    直接存入「九龍樂善堂」以下賬戶

    恒生銀行: 285-000089-003    中國銀行（香港）: 012-589-0-003845-7

    滙豐銀行: 096-136494-001     東亞銀行: 514-40-405946-2

    網上捐款 www.loksintong.org

備註
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可獲發正式收據，於本港作扣減稅項之用。

以上所收集之資料只用作發出捐款收據、日後聯絡及寄發九龍樂善堂訊息之用。

本人不想再收到有關九龍樂善堂的宣傳訊息。

1.
2.

捐款表格

17

樂善之友

善堂於2009年成立「樂善之友」義工團，旨在

推動社會大眾參與慈善活動，並以邀請外界企

業及個人組隊形式參與本堂各項義務工作。由成立至

今，累積參加義工人數已超過5000人次。

「樂善之友」將透過服務配對及舉行不同之義工活

動，鼓勵來自不同界別的義工為社會弱勢社群送上

關懷，並冀望義工回饋社會同時，於個人成長中有

所得著，各展所長，與樂善堂共同成長。 

提名參與「商界展關懷」計劃

商界企業如有意由本堂提名參與「商界展關懷」計劃，

詳情可與本堂企業傳訊及發展部聯絡。

2272 9810 

pr@loksintong.org

樂

善關懷基金」成立於2010年，旨在遭逢突發意外或受災難事故影響，而出現即時經濟困難的

人士及其家庭，提供一次性緊急撥款，以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基金全年均可接受申請。「樂

申請者必須為香港居民

申請者必須為案主或其直系親屬

申請人必須於事發後30個工作天內提出

申請，否則申請不予接納

有關事故、意外或災難於本地或外地發生

樂善關懷基金

申請條件

殮葬經濟援助

死亡經濟援助

傷殘及受傷援助

天災及其他自然災害援助

援助範圍

申請方法

只接納由政府、非政府機構轉介之個案或

經由傳媒機構轉介之個案，填妥之轉介表

格可並透過電郵、傳真或郵寄交回：

     九龍城龍崗道61號企業傳訊及發展部 

     2382 1811

     2272 9810 / 2382 1576

     caringfund@loksintong.org

備註:

＊所有申請資料必須真確屬實，個案資料絕對保密。

有關個案轉介表格可於本堂網站 www.loksintong.org 下載。

16

Paypal 支付寶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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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支付寶香港



贈醫施藥 興學育材

安老培幼 救災紓困

2382 1576 九龍城龍崗道61號 www.loksint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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