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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20年代：   
歷史鉅變中的香港」
國際學術研討會

嗇色園香港黃大仙信俗傳承乃源於1897年的廣東
「普濟壇」及清末的歷史鉅變時代。而黃大仙信俗在香
港流傳，亦已有百年歷史了。嗇色園作為黃大仙信俗之
傳承者，於2014年成功向國務院申請為第四批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為持續推廣黃大仙信俗，於2014年12月
5至6日，嗇色園與珠海學院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以「1894
－1920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為主題，合辦了一場
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邀得30多位來自海、內外的專家
學者等，共同研討黃大仙信俗在香港流播的歷史，並同
時探究香港於此鉅變時期之社會、生活、經濟、政治、
宗教等方面的獨特歷史價值，讓大眾得以重新認識這個
危機與希望並存的時代。

研討會為期兩天，會議的首天，安排了3位嘉賓作主
題演講，分別有：珠海學院文學院院長胡春惠院長、本
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暨中國
歷史研究所教授蕭國健教授。期間，除了學者們的研討
外，大會還特別邀請了香港、澳門兩地的慈善文化團體
的代表，臨場介紹其歷史悠久的團體組織及其對香港社
會、慈善文化等方面的貢獻，包括有：省躬草堂、鏡湖
慈善會、樂善堂、保良局、孔聖堂及本園以「嗇色園藥
局九十年」為題進行演講。會議最後時段，安排考察了
黃大仙祠、孔聖堂及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等團體。

會議得以成功圓滿，主要仰賴多方的襄助。另，協
辦的單位，包括饒宗頤文化館、香港中文大學明清研究
中心、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華南歷史研究
學會等，亦皆有派代表參與，研討會氣氛融和，確是一
個饒富意義的文化盛會。大會現正編輯會議論文集，並
將付梓印刷。

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與會全體學者合照留念

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代表嗇色園在研討會上發表〈略論晚清廣東文人對
香港道教之影響─以黃大仙信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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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8日（星期日），為慶賀道祖誕辰及慶祝一年一
度的「香港道教日」，本園與香港道教聯合會於紅磡體育館
合辦了一場大型的慶典─「香港道教日開幕典禮暨萬人祈福
讚星禮斗大法會」。

大法會首先由「香港道教日開幕典禮」揭開序幕。儀式
由嗇色園主席兼活動籌委會主席陳東先生、香港道教聯合
會湯偉奇會長、香港道教聯合會梁德華主席、本園監院
李耀輝（義覺）道長等帶領眾本地、海內外嘉賓、本港各道
堂代表等，在本園屬校之小道長陪同下進場。典禮邀得時
任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主禮和致辭。
在開幕儀式過後，緊接下去的是莊嚴而隆重的「祈福讚星
禮斗大法會」正式啟壇演法。先是主科李耀輝監院以三跪
九叩，向十一大曜星君朝拜，繼而由壇內普宜壇經師進行
禮十方科儀，並進行誦經、拜斗等程序。科儀到最後時
段，邀請在場眾善信，手捧「牡丹花燈」繞行燈陣，繼而步上
「五星拱照祈福橋」，讓眾善信進行祈福，把福氣迎接回家
中。

乙未
年 2015

香港道教日開幕典禮
暨 萬人祈福讚星禮斗大法會

主科在高台上持劍勅令，進行開天門儀式。

全場信眾步行祈福燈陣籌委會主席陳東博士致辭

全體承壇經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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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一向注重道教星斗信仰文化，透過這次活動，
充份發揮了推廣的功效。自古以來，國人早已有「自然」
與「星辰」的信仰，普羅百姓認為星空的運轉如有失度，
便會影響人間的國運、健康、運程等，所以民間常會禮
拜星斗來祈福、禳災與延壽。此禮斗大法會，我園與
道聯會合作，並號召本港各道壇善信等，同為香港社
會的和諧、繁榮而向星神祈禱、禮拜。現場所見，在
紅館場內設有一大型的祈福道壇，壇的上層供奉有三
清尊神，中間則奉有北斗眾星之母─斗姥元君，左邊是
「北斗洞明左輔星君」、「南斗六司注生星君」；右邊有
「北斗隱元右弼星君」及「北斗七元解厄星君」。醮壇莊
嚴而華麗，其法像佈局均依天庭所設置之星位，並於壇
內附設有：四大護法、十八般兵器、星牌及壇上之精美
華蓋燈等。而壇前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以LED燈舖排出的
廿八星宿燈陣，燈陣點亮後，場面壯觀、亮麗。至於
紅館場外，則舉辦有靜態的展覽活動；大會邀請了本港
其他道堂共同參與，以攤位形式展示「道教文化」，除主
辦單位嗇色園和道聯會外，如蓬灜仙館、飛雁洞、翠柏
仙洞、靜延觀、晨曦文化等皆有參展。另外，場外亦特
地佈置了一大型「祈福牆」，並已邀請高功法師灑淨、開
光，以讓出席的嘉賓、善信、同道等填寫心願卡張貼於
祈福牆上。

法會全程歷經四個小時才圓滿結束。法會的最後部
份，所有的嘉賓、信眾等，除獲邀列隊繞行燈陣外，大
會還贈送每人一盞用以祈福的牡丹花燈，附贈祈福的長
壽麵、福物（米、紅棗、茶葉、桂圓、大仙利是等）及
《奉道參神：祈福迎祥‧讚星禮斗》一書。

五星拱照祈福橋

壇外祈福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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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
「香港道教宮觀管理與慈善事業」暑期課程
今年暑假，本園首次主辦「香港道教宮觀管理與慈善事業」的課程，邀請了五十六位上海道教學院的應屆學員、

導師來港，進行為期一星期（7月22至28日）的道教宮觀管理課程與考察交流活動。

此次的宮觀管理課程主要是由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負責授課，期間邀請了本園宗教事務委員會
之正、副主席—余君慶董事、黃植煒董事等來籌備課堂的相關事務與考察安排等，而本園多個部門的代表
（教育委員會、醫療服務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委員會、機構傳訊組等）亦為學員講解本園日常慈
善事業的運作、架構與內容等。此次行程的團長為上海道教學院院長吉宏忠會長，還有同行的上海城隍廟周旭主
任及上海道教學院王馳副教務長等，這班年青的道長們，平均年齡只有21歲，大多為大學之本科生，他們遵守紀
律，認真學習及提問，備受本園監院、董事們的讚賞。

管理課題是本課程的重點，主要由李耀輝監院分別講授：「香港道教宮觀歷史與文化」、「道教宮觀管理與
現代社會」及「香港道教之慈善狀況」。此外，本園邀得香港青松觀周和來總秘書於香港道教學院為學員親授
「香港道教教育之發展」；邀請蓬瀛仙館梁德華副館長及助理行政總裁陳敬陽先生為學員示範及介紹其網站及電視
台之運作，並以「網絡時代如何弘道」為題進行演講。課程期間，學員還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黎志添教授的邀請，出席了「道教發展研討會」。至於每天的考察項目，學員們除詳細考察本園的每個殿堂外，更
到本園的社會服務大樓、診所、中藥局等進行考察。至於香港宮觀的參訪活動，則安排有屯門的青松觀、粉嶺的
蓬瀛仙館及荃灣的圓玄學院。學員們在參訪期間，均積極提問，並搜集了大量的資料、書刊，以備回去撰寫考察
報告。

上海道教學院眾師生與本園監院一同在大殿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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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最後一天，本園為學員們頒授「修業證書」。
學員代表於致謝詞中，對本園的慈善事業制度等讚嘆不
已；對青松觀的科儀、祖堂奉祀牌位的有條不紊、觀內
盆栽處處之景緻尤為難忘；對蓬瀛仙館的網絡、資訊的
齊備以及圓玄學院的雅石館、藏經閣等，也使他們印象
深刻、獲益良多。吉宏忠院長亦強調，香港道教於宮觀
管理上，確有其獨特及值得學習、借鏡的地方，他認為
道教這個傳統宗教，於現代的社會裡，確實要不斷地自
強、更新改進，培植好年青的宮觀管理人員。

全體學員獲頒「修業證書」，並與本園董事、上海道教學院眾代表等合照留念。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曹安祥大師致送紫砂香爐給本園珍藏

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講授
香港道教宮觀歷史與文化等專題



「廣結善緣祈福習經班」正式開課
2015年6月7日，本園之宗教事務委員會正式開設「廣

結善緣祈福習經班」。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表示，
開設「習經班」主要在於弘揚黃大仙師「普濟勸善」的精
神，推廣道教科儀文化；讓普羅大眾認識本園的經懺
科本內容，並從中學習道教基本奉道參神的儀軌知識。

嗇色園原為本港一所清修道壇，傳統以來只容許乾道
(男性)弟子入道普宜壇；此次開課，極受普羅信眾(尤其
是女性學員)、黃大仙師的信仰者歡迎，現時已有130多
位普通的善信報讀，加上本園道長之女親屬等，使到本
園之鳳鳴樓禮堂場地座無虛席，氣氛熱烈。眾善信們對
於監院及道長們對經本內容的講解及介紹簡單的道教文
化和教導基礎經文誦讚等，皆非常投入，反應熱烈。不
少善信更取回筆記經本回家練習，並向道長提出問題。
對於本園而言，此一弘道方法，確能廣結善緣，達到本
園宗旨「普濟勸善」之效了。

李耀輝監院在課堂上為大家講解道教經懺義理

全體學員與眾經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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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粵東進香團

今年(乙未)的正月23至26日，本園再次與黃大仙區
議會黃金池議員、蘇錫堅議員辦事處及黃大仙下邨互助
協進會共同舉辦了「2015年粵東進香團」。團隊邀請了本
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為團長，團員包括本園的多名
董事、經生等，共同前往拜訪廣東、潮汕等地的名山宮
觀寺廟。

團隊的車隊從深圳過關，先駛經陸豐而到達玄武山。
李監院與眾弟子、經生，帶領朝神，並進行簡約的道教
朝拜科儀，誦經禮拜。中午吃過齋宴後，團隊繼續前往
藏龍洞的赤松黃大仙祠參拜，由李監院帶領眾經生、
弟子誦讚黃大仙師寶誥等儀式。往後多天行程，團隊先
後拜訪了粵東多間著名佛、道的寺廟宮觀，如盤龍閣的
玉佛寺、普寧南溪鎮南岩古寺、西湖受德福利會、龍泉
寺、峽山黃大仙祠、宋大峰祖師廟、雙忠聖王廟、海興
寺、叩齒古寺、松林寺、開元寺、佛母寺等等。

團隊所到之處，皆得到地方鄉紳、寺廟住持等熱情
款待。團員在拜神之餘，對廟宇的歷史、建築文化等的
興趣極濃。在聆聽講解時，更不時提問，這次「進香團」
確是一個進香、朝神的文化之旅。

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率領眾經師在廣東惠來赤松觀參神

全體參與經師、黃金池議員與
紫蓮山佛母寺主持聖空法師等
眾僧侶、嘉賓等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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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經師參與 「道經樂欣賞會」之
道教科儀 「儀範演示」
今年(乙未年)道教日之另一活動為：於4月5日，由香港

道教聯合會在荃灣大會堂舉辦一場「道經樂欣賞會」。大會以
「玄音‧道範」為題，更邀請了本港及澳門的多間道壇參與
演示科儀。本園主席陳東博士，亦有被邀發言。

儀範演示先以香港道教聯合會之道經樂團的道樂演奏而
展開序幕，繼而是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的示範，此次展示的是
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道教曲樂；接着再由香港道
教聯合會雲泉學校的一班小學生，合演一套以「上善若水」為
題的道教音樂劇。

至於下半場則由香港的幾大道壇來負責演示，分
別有香港道教青松觀演示的《吊掛》及《三皈依》；另有
飛雁洞佛道社演示的正一派龍虎山科儀《平安道場》的
部份內容。至於本園則被安排為後部的壓軸演示，本
園黃植煒董事、吳家權及文偉昌道長等三人帶領演示
「禮十方」科儀，同時與十多位經生等集體誦讚《祝香咒》、
《上三寳香》和《瑤壇讚》。

嗇色園主席陳東博士致辭

本園三位經師演示「禮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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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分享會─
現代道教徒的生活操守及修行
為提昇園內宗教文化水平，本園宗教事務委員會於

8月29日舉辦一個以「現代道教徒的生活操守及修行」為
題的宗教文化分享會，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
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主講。

分享會由本園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的訓勉開始，鼓
勵各參與者自由分享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緊接是
梁理中道長代表大會從多角度介紹講者鄧立光博士，讓
大家對他有更深刻的了解。

演講開始時，鄧博士先提及自己昔日在哲學大師
牟宗三教授身上得到啟發，開始思考哲學、氣功、修行
與學問等關連問題。然後，鄧博士將生活操守及修行分
了四個階段，與聽眾善信分享：

① 初階：先立足儒家美德，如《黃大仙寶訓》提出「孝、悌、忠、仁、義、廉、恥、禮、節、
信」，這是生活操守的根本。

② 中階：心存利他精神，如黃大仙師「普濟勸善」的精神，積善立德。

③ 高階：實踐《常清靜經》和《般若心經》的義理，平常亦應多讀誦。其中《道德經》提出的「和光
同塵」(身在凡塵而不隨波逐流)、「上善若水」(無為身教，助人而人不知)、「功成身退」(無私
奉獻，不爭功名)是道家的基本修行宗旨。

④ 深入：了解「舉頭三尺有神明」，知道因果承負，自己一言一行有上天明察，故能感應天地，
行不踰矩。

主講嘉賓鄧立光博士在文化分享會上演講

聽眾踴躍發言向鄧博士請教

鄧博士講授之後，姚嘉棟道長代表大會為演講內容作
撮要總結，以示對講者之尊重及禮儀。接著，在場聽眾
反應熱烈，踴躍發問，而李監院最後再三感謝鄧博士，
並稱讚博士是謙謙君子，是真正實踐身教的好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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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會之贈書儀式上，全體嘉賓合照留念。

叢書主編勞格文教授致辭

《道教儀式叢書》新書發佈會
暨  「中國現存民間道教儀式」論壇
3月9日(星期一)下午3點30分至6時正，由嗇色園、

新文豐出版公司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
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道教儀式叢書》新書發佈會暨
「中國現存民間道教儀式論壇」】，在本園鳳鳴樓禮堂隆
重地召開，此活動亦是「香港道教日」的慶祝活動之一。

新書發佈會首先由叢書的副主編呂鵬志博士介紹《道
教儀式叢書》的成書經過。呂博士說，本書的面世，正
是由於道教儀式積澱了豐富而複雜的中國傳統文化成
份，再加上學者、教授們的不懈努力，於我國民間進
行調查、研究及搜集經本等工作，最後更獲得本園的
支持，促成本書的出版印行。繼而，主編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也帶出了他於民間的調查、研究所得，
介紹了更多的鄉村道壇儀式，讓大家更能了解中國現存
民間道教儀式的實態。會議論壇期間，更邀得了戴祥柳
道長展示其私人收藏之「天師經籙圖籙」，此乃珍貴的文
化遺產，讓參與的學者教授、道門大德為之眼界大開。

至於論壇的部份，除由譚偉倫教授主持、勞格文教授
評論外，更邀得了：戴祥柳道長、呂錘寬教授(台灣的
儀式音樂專家)、呂鵬志研究員、林振源博士及宗樹人
教授(David A. Palmer)等作專題發言演講。論壇並有張
澤洪教授、李大華教授、游子安教授、黎志添教授、傅
飛嵐教授、黃至杰道長及袁志鴻道長等參與討論。

集7000人力量齊抄《道德經》  刷新世界紀錄
嗇色園一向致力弘揚正道，期望將道教及傳統中華文
化推廣流傳，為此不時舉辦各類活動，讓社會大眾認識
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精粹。例如早年曾經舉辦《道德經》
書法作品展，近年則有道教文物展、講座及書畫展等。
而去年本園更特別籌辦「齊抄《道德經》共創新紀錄」大
型活動，旨在弘道闡德，向社會大眾特別是年青一代推
廣既是道教經典，亦為中國歷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著作 
｜《道德經》。當日本園召集轄下各學校的師生、家長
及校友、會員道長及友好人士等逾7,000人，齊集香港紅
磡體育館，在榮譽見證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的監證
下，同步抄寫《道德經》，合力締造了屬於香港人的世界
紀錄。

為刷新世界紀錄，全場參加者要同步於規定時間內，
謄抄大會所揀選的三個《道德經》篇章，包括第一章、第
二章及第五十九章。場館內的每一名參加者均手執大會
派發的科學毛筆一支，腿上放上一塊硬卡墊板，一字一
句，小心翼翼地在印有小方格的紙張上謄抄起來。無論
是小朋友或大朋友，均寫得有板有眼，讓在現場監察過
程的外籍健力士世界紀錄官方人員也大開眼界。眾參加
者完成抄寫後，由義務核數師崔志仁會計師團隊小心進
行核證，並確認完成挑戰的人數為6,106人。健力士世界
紀錄官方人員複檢結果後，由主席團陪同步上舞台，興
奮地向充滿期待的在場人士宣佈，本園與全體參加者成
功創造了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榮譽！全場迅即爆發熱烈
的掌聲，慶祝完成創舉。

《道德經》蘊含傳統文化的精華，內容浩博、富普世
價值；其所倡導的思想 ｜ 尊道貴德、重生貴和、抱樸
守真、清靜無為、慈儉不爭、及道法自然等等，對於現
代人自我認識、人性的提升、人生價值的確立，乃至人
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處理，均具啟迪
作用。藉舉辦是次活動，本園希望鼓勵更多人接觸《道
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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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研究合作夥伴：香港大學與嗇色園轉化研究合作計劃

學童患上聲線問題的情況日趨普遍，在過去兩年，嗇色園教育委員會協
助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及聽覺科學部聲線研究所進行了一項研究，以了
解學童持續性聲線問題的普遍性。該研究共有179名就讀小學一、三或五年
級的學生參與，由言語治療師就每位學童的聲線狀況作出篩查評估。第一
次評估後發現有46%的參與學生有不同程度的聲音沙啞問題，當中16%被評
估為中度至嚴重程度。而在八星期後的第二次評估，仍有17名學生因持續
有中度至嚴重程度的聲音沙啞，需要接受轉介並跟進。整體而言，研究發
現每10名學童中便有一位有持續性聲線問題，而若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
學童的聲線問題可以持續或變差，可見本港學童的聲線問題的普遍程度實
在值得關注。 

以往亦有研究顯示，聲線問題會導致負面定型觀念，而若缺乏治療及
指導，聲線持續沙啞不順，對學童的自信、社交、情緒及學習表現均有影
響。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引致學童患有聲線問題的因素，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與嗇色園日前簽訂合作協議「卓越研究合作夥伴：香港大學與嗇色園轉化研
究合作計劃」，成為卓越研究合作夥伴。在5年的計劃期內，將進行大規模
校本科研項目，研究範圍包括聲線及言語問題的發病機制、診斷、治療及
預防等。研究計劃將提供數據予臨床治療，達到以實證及科研為本的評估
及治療。此外，香港大學亦會定期派出師生團隊，為嗇色園的小學學生提
供聲線及發音評估，有需要會提供轉介及跟進；又會為老師提供用聲工作
坊及免費聲線評估、以及為家長舉辦座談會等，以增進老師及家長對聲線
和言語健康的認知。

透過此合作計劃，一方面配合本園致力提供優質全人教育的辦學理念，
為屬校提供有關言語科學的專業意見，惠及師生、家長；另一方面，從科
研項目收集之數據，本園期望對香港華人社會學童的言語發展研究項目亦
能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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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越走越寬廣 – 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成立5周年

2009年，在國際級生物科技教育專家麥惠南博士的協助下，嗇色園
斥資建成全亞洲首台於巴士車架上建設的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
以更靈活的方法，為欠缺合適器材或設備的學校提供支援，讓更
多學生有機會接觸生物科技知識，讓科學教育進一步普及。轉
眼間，「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已啟動五年，期間穿梭港、
九、新界，為中、小學提供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微生物學等課
程，亦透過不同的外展活動，將生物科技教育推廣至社區層面。 

「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設立在一部12米長的特別用途車輛上，
車上設備完善，有媲美大學程度的先進實驗儀器，可容納40名參加者親手
進行實驗；車內亦備有輪椅升降台及延伸工作檯，讓有需要人士亦能輕鬆
登上實驗室參與工作坊。

流動實驗室設計了一系列關於遺傳物質DNA及微生物學的課程及工作
坊，讓學生學習DNA結構、缺憾基因及遺傳疾病的概念，亦進行DNA指
紋分析，以及透過實驗研究家居化學物質及抗生素對細菌生長的影響等。
這些課程除了適合中、小學生，更迎合新高中生物課程兩個新設的選修科
目。在過去5年，「嗇色園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應邀到不同的中、小學，
提供1日至5日的生物科技工作坊，讓不同年級的學生按其學習能力及程度
逐步學習遺傳學及微生物學。 

此外，流動實驗室還提供教師專業培訓及校長工作坊，及參與不同的
外展活動，讓普羅大眾亦有機會接觸生物科技。例如，參加創新科技署的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0年至2014年)、與香港科學館協辦的生物科技學生暑期
工作坊、2013國際博物館日和2014香港科學節等。在這些外展活動當中，
流動實驗室積極推動親子工作坊，讓家長與子女們一同進行實驗，體驗科
學研究的樂趣。讓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士有機會學習生物科技，
這亦是本園一直希望推動的普及科學教育。看見參加者一個個不同的笑
臉，對我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更加強推動從小培養對學習科學及生物科
技興趣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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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香港中學學界第一部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一向是大學研究部門專用的尖端科技儀器，為讓
本地中學生也可以透過嶄新的角度窺探自然，本園主辦可觀自然教
育中心暨天文館早前購入全港中學第一部電子顯微鏡，並應用於中
學自然教育課程、教師培訓和製作影像教材。 

一般學校現時使用的是「光學顯微鏡」，利用玻璃鏡片折射光線
將觀察的樣本影像放大，由於光波波長的限制，光學顯微鏡的分辨
率大約只有200納米，放大倍數極限只達1000倍左右。要觀察更微
小的物質，就必須使用電子顯微鏡，電子顯微鏡的分辨率約為0.2
納米，理論上放大倍數極限可達一百萬倍，能分辨「原子」。電子
顯微鏡以電子槍射出高速電子，在真空環境撞擊觀察的樣本，利用
磁透視聚焦從樣本反射的高速電子，通過電子探則器分析得到影
像。可觀中心購入的乃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最高電子加速電壓為一
萬五千伏特，最高放大倍數為三萬倍；顯微鏡體積約為兩部桌面電
腦的大小，操作簡單，獲取影像快捷，可讓學生自行操作。中心亦
同時購入樣本鍍金機，在樣本表面鍍上純黃金，以獲取更佳的影像
效果。

配合「電子顯微鏡」的使用，可觀中心設計了一系列有關高中生物
科及初中科學科的課程，範圍包括細胞學、微生物學、動物及植物
分類學、植物及動物解剖學、生態學等。參與課程的同學會到野外
搜集樣本，然後親自操作電子顯微鏡觀察樣本，並且利用拍攝下來
的電子顯微鏡影像製作報告。

白紋伊蚊的剌吸式口器 (放大1500倍)

瓢蟲足部黏毛 (放大6000倍)

蚜蟲複眼 (放大1500倍)

千里光花粉 (放大4000倍)家蠅呼吸氣孔 (放大3000倍)

牽牛花花粉 (放大1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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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同樂」幼稚園學生作品展 ~ 可德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藝術可以培養小朋友的想像力及創造力，亦可以協助他們自我成長及

與世界溝通，所以藝術教育向來在教育範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本園轄下
可德幼稚園及可德幼兒中心亦一直致力發展藝術教育，在過去兩年更特別
參加了教育局的校本支援，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全人發展學校網絡
計劃」，讓老師深化對幼兒藝術教育的認知，掌握由學與教的目標及策略
入手，設計及實踐能配合幼兒發展特徵的美藝活動。而早前，可德幼稚園
假黃大仙祠鳳鳴樓禮堂舉行「童真同樂」畫展，讓公眾人士有機會欣賞幼童
在藝術創作的優秀一面。是次合共展出約150份學生作品，呈現出小朋友不
同的創意及藝術天份。學校希望透過學生作品展覽，為幼兒提供公開展示
才華的機會，培養他們對美藝的興趣，亦讓家長了解小朋友在美藝方面的
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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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小學自然專題研習比賽 ｜ 走過自然天地
本園主辦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去年與長春社合辦「全港小學自然

專題研習比賽 .｜ 走過自然天地」，反應理想；今年再接再厲，舉辦第二
屆比賽，藉專題研習活動，提升本地高小學生的創意思維，亦配合小學
常識科課程，加深學生對大自然的認識。今年共有來自13間學校合共15份
參賽申請，參賽學生人數連指導老師計算在內共85人。 

經過簡介會及訓練日營後，參賽同學認識了如何在自然環境下進行簡
單、符合科學方法並準確的觀察及調查，大會亦向同學派發一套物資，包
括活動備忘、圖鑑海報、太陽濾光片、旋轉星圖等，方便進行研習。之後
各參賽隊伍在3至5月期間規劃專題研習計劃及進行考察活動，並在6月完成
撰寫專題研習報告書，及於7月中向評審團匯報報告書內容，供最後評選。
匯報及頒獎日假黃大仙祠鳳鳴樓禮堂舉行，當日大會特別邀請了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課程發展主任(幼稚園及小學/常識)區鄧愛麗女士、長春社總監
蘇國賢先生及可觀中心地理科主任盧炳洪老師擔任評判及頒獎嘉賓。各參
賽隊伍亦使出渾身解數，以話劇、模型、影片等展示3個月來的研習成果。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得獎學校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鳳溪廖潤琛紀念學校

東涌天主教學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研習題目 

環保工人：「蚯蚓」的貢獻

學校荷花池的生態 ｜ 動植物的理想家居？

最佳再造紙

為甚麼植物會彎曲生長？

天然肥料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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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故事 ~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看看這邊，望著相機鏡頭笑笑，之後再跳起。對
了，做得很好。」

權充導演的老師們，對著站在綠幕前的學生指指點
點，教導著孩子如何對著「空氣」扮鬼扮馬。孩子們反應
熱烈，要他們動的時候固然大動特動，就是要他們靜下
來，他們仍然在動。這便是 'Story in Motion' 的製作現
場，孩子在笑在叫、老師在指導在規劃、攝影師在擺動
鏡頭在調校燈光......

我們相信閱讀是提昇學生語文水平的最佳方法，而
稍加規劃，可以協助孩子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讓他們
成為自主自動的終身學習者。上一學年，嗇色園主辦
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推出了一個全新的閱讀獎勵計劃
｜ Story in Motion。

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課外書籍閱讀，在積累了一定的
閱讀數量後，可以獲得獎勵。他們可以挑選一部特別喜
歡的讀物，製作隊伍利用電腦技術，將書本內的場境製
作出來，並把鏡頭下的孩子放進動畫內，最後是配音、
字幕，一部「動故事」的母片便完成了。「動故事」在校
內公開播放，並製作了DVD，引發了更多孩子的閱讀
興趣。

這學年，我們製作了五部「動故事」：
‧ How to catch a star? 
‧ The tiger who came to tea
‧ Three little pigs
‧ Who did my homework?
‧ What is your talent?

無論當中的工作量有多大，每當看到學生在收到個人
DVD時的喜悅，每當看到其他孩子躍躍欲試的神情，
老師們知道，Story in Motion 是一個可以讓孩子更容易
愛上閱讀的計劃。



保安局局長到訪可富耆英鄰舍中心

2015年6月25日下午，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先生在百忙
中撥冗到訪可富耆英鄰舍中心。中心聚集百多名長者
會員，在醒獅組激昂的鼓聲下熱烈歡迎黎棟國局長的
到訪。當日本園董事兼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席黎澤森
先生、本園董事兼耆英中心小組主席陳燦輝先生及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蔡馬安琪太平紳士均親臨支持和
打氣。

本園董事與中心長者委員會委員熱情地向局長詳細介
紹中心服務。中心安排了花鼓、手語班、高胡班成員落
力表演和演奏。除了中式樂器演奏外，更有西式的拉丁
舞班學員示範優美舞姿，得到各嘉賓擊節讚賞，驚嘆長
者學員充滿活力！

經過一輪表演後，局長與一眾長者分享生活點滴，期
間更與中心最年長會員陳婆婆（93歲），請教得享高壽的
養生心得呢！探訪期間，局長不但試飲長者親手調製的
羅漢果茶，逐一與中心會員握手問好，氣氛既溫馨又
融洽，長者會員均大讚局長親切友善。為感謝局長的
探訪，中心會員特意製作環保手工盆栽，並由黎澤森董
事和陳燦輝董事一起致送，以答謝局長光臨。

可健耆英地區中心新址落成

可健耆英地區中心於2015年5月12日
舉行新址落成揭幕典禮，承蒙社會
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太平紳士蒞臨
主禮及主持揭幕儀式，並得
到本園主席陳東博士、本園
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
副主席馬澤華先生及郭
耀偉先生、董事們、政
府部門嘉賓及地區團體
嘉賓等一同見證中心
新址落成。當日場面
十分熱鬧，除舉行揭幕
典禮儀式外，場外更設
有全港首創長者天文學會
的攤位，由本園長者教授
在場人士使用天文觀測鏡及太
陽濾光鏡片。當日還有長者kick
b o x i n g（踢 拳 ）、 中 國 舞 、 太 極 扇
及詠春表演等，可見長者活力的一面。場內設
有介紹中心服務的展區、攤位遊戲及長者手工展覽，讓
長者作手工及小食示範，發揮所長，盡顯「老有所為」的
精神。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探訪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護老者和照顧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在本園社會服務秘書
楊集濤先生和助理社會服務秘書吳少英小姐陪同下，於
8月4日親臨深水埗南昌邨，探訪由可健耆英地區中心負
責跟進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
活津貼試驗計劃」的護老者及被照顧長者家庭。

局長於家訪期間，親身了解護老者日常照顧長者的起
居飲食、健康及護理等問題，更身同感受護老者的工作
及壓力，探討護老者的情緒紓緩及培訓支援的需要，更
給予護老者體貼的鼓勵與支持。局長非常欣賞可健耆英
地區中心於跟進上述計劃同時，為護老者提供支援、培
訓安排及情緒輔導等工作，更來函讚賞，對前線員工提
供的服務，給予很大的肯定及鼓舞。

在此，非常感謝局長能夠從百忙中抽空，實地了解護
老者家庭的真正需要，期望局長能繼續為有需要長者家
庭作出更多關愛及支援，幫助落實長者居家安老的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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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榮耆英鄰舍中心長者
花式體操奪冠

可榮耆英鄰舍中心於2015年3月
17日參加「躍動耆跡─全港長者花式
體操節」公開組比賽，中心的參賽名
稱為「滾滾球場」。是次參賽體操舞蹈
所配的音樂是「瀟灑走一會」，配合體操球、啦
啦球演繹花式體操。比賽當日公開組共有13隊，其中院
舍共有5隊。是日比賽單位的長者活力十足，活潑跳躍
程度不遜於年青小伙子。經18參賽隊伍演出後，可榮耆
英鄰舍中心於本屆比賽中獲得公開組金獎、專業評判評
審大獎、至尊榮譽大獎：全場第一。比賽結果除了對長
者舞蹈學員及導師多月來的練習給予肯定外，也為中心
各會員的積極參與帶來很大的鼓勵！

耆英硬地滾球賽  本園包攬冠、亞軍

本園屬下社
會服務單位大豐
收！2015年8月
27日，可寧耆英
康樂中心、嗇色
園懷傲運動天地
在全港長者硬地
滾球大賽中勇奪
公開組冠、亞
軍；可誠護理安老院在同一比賽中亦勇奪護老組季軍，
創下本園歷年參加全港長者硬地滾球大賽的最佳成績。

可寧耆英康樂中心及懷傲運動天地在公開組72隊參賽
隊伍中脫穎而出，攜手進入決賽，結果由可寧以4比1勝
出。兩隊賽前認真操練，為求讓參賽者盡快進入備戰狀
態，曾兩度互約交流對賽。而本園可誠、可蔭、可安護
理安老院亦有參加是次大賽護老組賽事，可誠護理安老
院更是本園最早參與硬地滾球運動的單位，過往亦曾於
此賽事獲獎，最後奪得本屆護老組季軍。

是次比賽中獲得佳績，除有賴健兒們的努力，在旁打
氣和鼓勵的啦啦隊亦功不可沒。健兒們贏了比賽，為本
園和團隊增光，也同時贏得了寶貴友誼。

椅上舞動賽  可頤耆英勇獲殊榮

可頤耆英鄰舍中於2015年3月18日首次參加由香
港仔坊會舉辦之「躍動耆跡─全港長者花式體操節
比賽」，經18隊參賽隊伍中勇奪季軍！另中心又參
加由尊賢會舉辦「耆舞派對2015─全港長者 • 椅上舞
動全城」比賽，在16隊參賽隊伍中勇奪最佳「團體互
動獎」以及「活力銀鈴至尊大獎」，取得豐碩成果！

可泰耆英服飾展華風

2015年2月28日可泰耆英鄰舍中心參加了由鄰舍輔導
會怡欣山莊與香港理工大學綾緻康健服裝中心合辦，並
由國民教育沙田區委員會主辦，沙田民政事務處協辦的
「精編細緻繫濃情─共融服飾展華風」活動，奪得共融
服飾配襯大獎及關愛編織獎，共2個獎項。

齊學泡花茶  長者變文青

可旺耆英鄰舍中心與恆隆一心義工隊於2015年5月16
日合辦「花茶學堂」。活動當天，有20多位年輕義工們
「孖住」20多位長者到茶室學習如何沖泡花茶及認識花
茶對健康的益處。老友記憑各自的創意沖調出不同的花
茶，色香味俱全。各位長者亦藉此機會感受時下年輕人
最潮、最新的玩意，與義工們齊齊當「文青」，一起體驗
過程中的樂趣，亦豐富她們不少新知識及生活情趣。義
工們除了與長者分享泡茶的技巧之外，亦與她們分享生
命故事；長幼共融，互相交流，彼此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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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無障礙體驗嘉年華

本年度本園五間院舍繼續以『善心善意，善待人生』為主題，積極推動有
關認知障礙症的服務，使住院長者保持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繫，促進彼此的
了解和接納。於2015年8月15日，五院聯合假黃大仙祠鳳鳴樓禮堂舉辦「認
知無障礙體驗嘉年華」活動，150多位長者及其家屬，60多位職員及義工聚
首一堂，為是次活動增添了不少熱鬧氣氛。

本園副主席兼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馬澤華先生、嗇色園董事梁福澤先
生、嗇色園院舍小組副主席陳拾壹先生、社會服務委員梁延溢先生、吳家
權先生、梁錦和先生等及一眾嘉賓出席是次盛事；並邀請了香港醫療專業
人士協會副秘書長廖建華醫生作專題講座主講，讓我們明白除了藥物治療
之外，非藥物治療對認知障礙症長者的病情，亦有很大的效用。當日鳳鳴
樓禮堂變身舊香港風貌，除了有荔園最出名的擲階磚攤位和寶芝林涼茶舖
之外，還有老店的照相館等等，讓一眾長者及嘉賓，走了一趟令人回味不
已的懷舊之旅。

嗇色園「養生糭」獻愛心

為向普羅大眾及長者宣揚端午節「食得健康、食得有
『營』」的訊息，本園於6月14日早上假黃大仙祠鳳鳴樓
禮堂舉行由嗇色園主辦，生命火花院前輔助醫療學會
協辦的「嗇色園養生糭獻愛心」活動，承蒙社會福利署
黃大仙及西貢區助理福利專員香永強先生、嗇色園主席
陳東博士、副主席馬澤華先生、副主席郭耀偉先生，
生命火花院前輔助醫療學會主席鍾展鴻醫生、副主席
陳國基醫生等蒞臨主禮。

活動當日由嗇色園中醫服務主管龍惠群醫師講解
由本園研發的「養生糭」如何養生；再由黃大仙醫院
營養師文小燕小姐主講在節日時如何「食得健康、食
得有『營』」。接著進行「裹養生糭比賽」，分別競爭6
大獎項，包括：最具創意獎、長幼共融獎、最具合
作獎、最具份量獎、最靚外型獎及最整潔獎；同時
亦安排傳統糭比賽，獎項包括：最美味獎、最健康
獎、最有內涵獎、最佳外型獎及最具傳統風味獎，
比賽過程激烈，受到在場參加者熱烈擊掌鼓勵。

參加者及義工同日近中午於黃大仙廟宇廣場、榮昌邨街站和嗇色園安老院舍親自向長者送
出近8,000個由本園獨門研製的「養生糉」，讓長者享受端午節食糭的樂趣既具養生保健之效。
「嗇色園養生糭獻愛心」節目豐富，除於街站及安老院舍派糭及向社區人士派發4,000張養生糭
食譜外，更會向年青一代教授裹糉技巧，讓他們認識如何製作中國傳統食品，承傳中國文化習
俗。 

嗇色園「養生糭」獨門秘方：

據中醫師指出「養生糭」以五色豆（黑豆、紅豆、綠豆、眉豆及提子乾）配五臟，而
山楂片能消糯米滯，加上提子及黨参產生「酸甘化陰」作用，能達致「養五臟」、消
積去滯、滋陰補血、生津養氣的功效。

黨參、山楂、糯米、生薏米、小麥胚芽粉、黑豆、紅豆、綠豆、眉豆及提子乾材料

好處

節目豐富，除於街站及安老院舍派糭及向社區人士派發4,000張養生糭
食譜外，更會向年青一代教授裹糉技巧，讓他們認識如何製作中國傳統食品，承傳中國文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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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正能量  做個快樂工作者

本園社會服務於本年4月11日早上假
鳳鳴樓禮堂舉行了「做個快樂工作者」健
康心理質素講座，由香港紅十字會社區
關懷服務部臨床心理學家張依勵博士擔
任嘉賓講者。出席人士除嗇色園義工
外，還包括本園各部門職員、本園會員、社會服務委員會成員、屬
下小組組員等，人數超過200人。本園副主席兼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
馬澤華先生出席為參加者致勉，殷盼不同崗位人士能持續學習「做個快
樂工作者」。此外，本園董事兼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席黎澤森先生亦到
場為義工及員工打氣，鼓勵學習正能量。整個講座內容令參加者愉快
地享受了一個充滿著正能量的上午，更加學習了多欣賞自己及別人，
培養正面的人生觀及建立快樂的人生。

嗇色園緊急援助基金

「嗇色園緊急援助基金」有5項援助項目，分別為嗇色園災危及緊急
援助、嗇色園學生家庭緊急援助、嗇色園安老單位院友及會員緊急援
助、嗇色園院舍院友殮葬援助及嗇色園殘疾康復設施援助。

自2009年底至2015年7月，「嗇色園緊急援助基金」總共撥款接近320
萬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緊急及適時適切的援助。「嗇色園緊急援助基
金」援助的個案，由2009年至2015年7月已達521個，意即已協助521個
家庭渡過生活困境，重回昔日美好的生活；在需要情況下，「嗇色園
緊急援助基金」小組秘書連同基金行動小組組員再次探訪申請基金的家
庭，到他們家中送上關懷及慰問，再協助他們渡過生活難關，感受人
間溫暖及溫情。

聯合職安健活動日

170多位社會服
務員工於2015年3
月10日早上齊集本
園鳳鳴樓禮堂一起
參加「嗇色園社會
服務單位聯合職安
健活動日」一齊做
運動。

活動由本園副主席兼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馬澤華先生
致勉詞開始，接著由資深教練帶領全體參加者進行愛笑
瑜珈，為一連串身心健康的活動展開序幕。員工隨後分
組進行各項運動及體能測驗：包括由中國香港體適能總
會教練帶領員工跳健康舞、由本園物理治療師及懷傲天
地體適能教練主持的各項體適能評估和仰臥起坐比賽。
最後，仰臥起坐比賽由下列員工勝出並由馬澤華副主席
頒發獎項：冠軍為可蔭護理安老院李君茹小姐；亞軍為
可聚耆英地區中心陳梓樑先生；季軍為可健耆英地區
中心胡港通先生及殿軍為可安護理安老院甘詠霖小姐。

嗇色園素來重視員工的職業安全和健康，由本園社會
服務委員會屬下成立的「流程重整暨職安健小組」負責監
督各單位「職安健」工作，本年3月27日當日，本園董事
兼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席黎澤森先生、本園董事兼流程
重整暨職安健小組主席梁福澤先生等到場打氣；單位同
工則組織了「職安健執行小組」向員工推廣「職安健」訊息
和組織各項職安健活動，務使全體員工可以在一個安全
健康的環境裏愉快工作。

「嗇色暖意獻耆年」之「護老大使委任禮」
本園及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於2015

年8月27日假座慈雲山樂歡樓社區會堂聯合舉行「2015至
16年度嗇色暖意獻耆年」之「護老大使委任禮」暨「愛．聆
聽」講座。

活動當日委任著名兒科醫生李家仁先生(小明)及嗇
色園主席陳東博士擔任「護老大使」。兩位「護老大使」
不單身體力行宣揚「關老護老」訊息，更連同社會福利
署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專員伍莉莉女士、本園副主席
馬澤華先生、董事陳健先生、梁福澤先生、陳炎培先
生，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矯型及創傷學系講師郭慧良博
士主持啟動儀式。本園一眾委員亦蒞臨支持活動，場
面熱鬧。小明又憑歌寄意，即席獻唱歌曲「打氣」，歌
聲吸引了年屆一百歲的長者到台上獻花。此外，郭慧
良博士即場向約近150名護老者及長者示範「長者家居
保健運動」，並講解運動的好處，包括能改善心肺功能
及強化肌肉，尤其適合行動不便的長者。整項計劃鼓
勵護老者裝備自己，成為「家中運動教練」，將運動技
巧轉授予家中長者，促進「照」「護」雙方的身體機能。

有關計劃的其他項目亦將相繼推出，包括舉行小組及
工作坊、講座及問卷調查，評估護老者的照顧、急救及
家居安全等知識，並於明年初發布調查結果，期望透過
一連串活動能，提升護老者的生活質素及舒緩護老者壓
力；同時喚醒社區對護老者的需要關注，繼續支持及鼓
勵護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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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華永會資助中心購置了多項新類型儀器

中醫服務中心新址面積是舊址的2.5倍

物理治療師正使用聚焦式衝擊波為病人進行治療

中醫服務中心及物理治療中心擴展

中醫服務中心求診人數眾多，自2010年啟用以來多次加開時段，為配合
殷切的服務需求，中心於去年年底遷往本園社會服務大樓一樓，新址面積
為舊址2.5倍，設有兩間診症室及可容納5張床的針灸房，而舊址騰出的空間
用作擴展物理治療中心之用。

物理治療中心於1999年成立，隨著本港人口老化，服務需求日增，配合
市民對復康服務的需要，本園銳意擴充，投入更多資源以服務更多有需要
的市民。本園於去年成功申請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慈善基金，津助購
置治療儀器一批，共值港幣90多萬，另亦增聘物理治療師及擴充地方，增
加服務供應以縮短病人輪候時間。擴展部份於本年5月下旬正式投入服務。
在此感謝華永會慷慨撥款資助，捐款除用作更新中心的設備外，更添置新
類型的治療儀器，新儀器的功能乃針對近年常見的症狀，有助紓緩痛症及
中風復康治療。

【黃允畋慈善基金（醫療）】擴展用途

區內人口老化，物理治療服務的需求日增，為配合有
需要的貧病市民，本園已擴展【黃允畋慈善基金（醫療）】
的津助用途，除原有的西醫診所登記掛號費津助外，更
涵蓋物理治療服務。凡經本園西醫診所轉介的綜援/傷
殘津貼受助人可向基金申請津助物理治療服務費用，詳
情可向物理治療中心查詢。

查詢及預約電話: 2329 4262。
如欲捐助【黃允畋慈善基金（醫療）】，可親臨嗇色園黃大
仙祠總辦事處辦理，或郵寄支票嗇色園收

地址：九龍黃大仙竹園村2號
支票抬頭「嗇色園」，請註明【黃允畋慈善基金（醫療）】。

長者健康評估先導計劃

本園西醫診所獲選為「長者健康評估先導計劃」其中一個的服務提供者，
於2013年9月開始正式接受年滿70歲並持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長者登記，計劃
亦於本年10月完滿結束。先導計劃的內容包括3個部分：基線健康評估、一
至兩次的跟進諮詢，以及推廣健康。在推廣健康方面，本園共舉辦了10場
推廣活動，包括長者常見慢性病與飲食講座、長者正確運動知識工作坊、
外出飲食及營養標籤講座、健康飲食及體重管理講座等。活動由註冊營養
師、註冊護士及物理治療師主持，內容深入淺出，貼近長者實際需要，一
些飲食減重及運動的小貼士，對長者的保健十分有幫助。

中藥局贈藥劑數「加碼」

本園秉持黃大仙師「普濟勸善」寶
訓，致力興辦慈善事業，自1924
年創辦中藥局，贈醫施藥傳統維
持至今已達90載。貫徹本園救疾
扶傷的精神，由本年7月下旬開
始，中藥局增加送藥劑數，由原
來免費配發一天藥物增加至兩天，
此舉不但關顧病人需要，亦有助騰
出多些診症名額服務其他病人。

物理治療師示範伸展運動

長者全神貫注聆聽營養師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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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從基本做起」2015免費健康普查
鼓勵市民養成定期驗身的好習慣及提升健康生活

意識，本園醫療服務單位定期舉行保健推廣活動。是年
度的週年免費健康普查於8月28及29日假嗇色園社會服
務大樓地下診所大堂、一樓眼科視光學中心及中醫服務
中心舉行。舉辦至今已是第五屆，今年大會口號是「健
康人生從基本做起」，其實擁有健康的體魄，最重要是
從日常生活做起，健康的飲食、適量的運動、良好生活
習慣與及平和的心境，就是成功要訣，因此藉著健康普
查喚起市民對這方面的關注。
 
活動當天荷蒙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李德康太平紳士、

本園主席陳東博士、醫療服務委員會主席盧燊河董事等
蒞臨主禮。啟動禮在激昂的鼓聲中正式開始，其後進行
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為活動展開序幕。

大會共提供十項檢查，涵蓋西醫 (血糖、膽固
醇、BMI、血壓)、中醫(中醫問診及耳穴保健)、牙科
(基本口腔檢查)、物理治療(關節痛症檢查、試用超聲
波振動儀、呼吸評估)、眼科視光學(視覺篩選檢查)等
範疇，檢查項目十分豐富。參加坊眾可根據個人健康狀
況選擇所需項目，而一連兩日的活動共錄得約1700檢驗
及咨詢人次，成效令人鼓舞，相信定能推動社區關注定
期檢查的重要性。

最後再次感謝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和理大學生
義工的支持、可聚耆英地區中心的老友記為大會準備精
彩的中國鼓表演及贊助機構贊助是次活動的紀念品及借
用檢查儀器。

主席團陪同主禮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主席陳東博士致歡迎辭

可聚耆英地區中心長者
表演中國鼓，演奏激昂

醫療服務委員會主席盧燊河
董事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李德康太平紳士

市民對活動反應踴躍

耳穴保健 關節痛症檢查

視覺篩選檢查 口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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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新一屆董事會訪園 [22.05.2015]

東華三院乙未年董事局何超蕸主席及多位副主席、總
理等二十多人，特意抽空蒞臨嗇色園黃大仙祠，與本園
董事會成員交流拜訪。本園主席陳東博士、監院李耀輝
(義覺)道長、副主席梁宇華先生、郭耀偉先生及馬澤華
先生，聯同多位董事親自接待。眾嘉賓到大殿上香祈福
後，隨即到太歲元辰殿參觀，並由本園黃大仙祠監院
李耀輝(義覺)道長親自講解本園宗教及建築特色。

天主教道明會海外修士訪園 [09.07.2015]

天主教道明會海外修士一行約20人，在香港道教聯合會帶領下到訪嗇色
園，由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本園董事余君慶先生、梁福澤先
生、梁理中先生及宗教事務委員會轄下外事交誼組組員親自接待。本園於
鳳鳴樓為眾嘉賓首先介紹嗇色園之歷史及發展，並就宗教問題作深入交
流，隨後眾人移步到大殿及太歲元辰殿參觀。本園期盼日後能與更多不同
的宗教團體互相交流，促進宗教事務發展。

嗇色園代表接受「香港黃大仙信俗」非物質文化遺產授牌儀式 
[11.06.2015]

本園於2013年以「香港黃大仙信俗」申請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至去年
底喜獲國務院通過申請成功。為隆重其事，日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性項目名錄」假「根與魂‧甘肅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開幕式上進行隆重的授牌
儀式。本園主席陳東博士率領梁宇華副主席、郭耀偉副主席、馬澤華副主席及
多名董事出席典禮並接受嘉許。

典禮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王鐵先生頒發紀念牌匾，本園主席
陳東博士及宗教事務委員會主席余君慶董事代表接受。未來本園將繼續以黃大
仙師寶訓「普濟勸善」為宗旨，廣推善行，讓更多普羅大眾認識黃大仙信俗。

東華三院乙未年董事局與本園董事一起合照

眾嘉賓到大殿上香祈福

本園致送紀念品予東華三院乙未年董事局何超蕸主席

眾嘉賓在孔道門前大合照

本園董事大合照

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圖右)
親自向來賓介紹大殿建築

本園主席陳東博士及宗教事務委員會
主席余君慶董事代表接受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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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邁進95周年  精彩節目預告

還有不足4個月便踏進2016年，除了象徵新一年即將
開始外，2016年更是本園踏入95周年的大日子。嗇色園
於1921年立根香港，多年來為廣大市民提供社會、醫療
及教育三大慈善服務；在宗教方面，黃大仙祠亦深得本
港市民，以及海內外遊客歡迎，祠內終年香火鼎盛。為
慶祝嗇色園95周年紀慶的重要里程碑，本園於明年起將
舉辦一連串紀慶活動，與眾同樂。

率先打頭陣的精彩活動包括，2016年1月至6月期間舉
行之「社區服務 盛在仙祠—黃大仙區與黃大仙祠95周年
相片」巡迴展覽，屆時將展出多張由社區人士、收藏家
保存的黃大仙區與黃大仙祠珍貴舊照，讓大家細味及回
憶黃大仙區舊貌和歷史演變；另外，為讓各位善信均能
參與95周年紀慶盛事，於2016年期間，凡於生日當月到
訪太歲元辰殿，更可獲免費進場優惠。

此外，黃大仙祠內亦將舉辦多個大型宗教活動，包括
2016年新春期間舉行的「月老助緣元宵花燈會」，讓善信
行桃花大運、來年人緣暢旺，甜蜜又幸福；9月舉行之
「黃大仙上契結緣儀式」讓3至16歲的小朋友或青少年與
神明結緣，保佑健康成長；到了10月份，又會舉行「迎
祥賜福禮斗延生大法會」，讓參與之善信繞行燈陣，為
自身運程祈福。95周年紀慶活動現已密鑼緊鼓在籌備當
中，豐富節目一浪接一浪，敬請大家密切留意。

1925年嗇色園黃大仙祠外貌

龍翔道「天地鍾靈」正面

黃大仙祠多年來香火鼎盛

1973年，蒙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主持嗇色園重建大殿落成開幕典禮。嗇色園正門「第一洞天」牌匾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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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95周年紀慶焦點活動預告

2016年1月至6月

2016年2月

2016年9月

2016年10月

2016年11至12月

全年活動

「社區服務 盛在仙祠—黃大仙區與
黃大仙祠95周年相片」巡迴展
月老助緣元宵花燈會

黃大仙信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
學術研討會暨亞細亞民俗學會第十
七屆大會

黃大仙上契結緣儀式

長者慶中秋粵典欣賞晚會

迎祥賜福禮斗延生大法會

大仙祠「煙香減少及除味系統」、「環
保化香爐」及「從心苑生態徑」啟動禮
黃大仙區主題學生巨畫挑戰世界紀
錄暨95周年紀慶閉幕禮

市民於生日月份可免費進入太歲
元辰殿

＊以上活動名稱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