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尖旺健康城市執行委員會於2008

年成立，致力透過推行和舉辦不同
的計劃和活動，向區內居民宣傳各
類健康資訊，提醒居民關注身心健
康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A)推廣健康資訊計劃 

-籍著舉辦不同類型的健康講座及體檢活動，向居
民傳遞各類健康資訊。 

-透過派發清潔包，提醒居民注意個人衞生。 

「查案腦友記」放映會暨腦退化症講座 (2011年6月19日) 



(A)推廣健康資訊計劃 

長者均衡營養與預防流感講座 (2012年3月12日) 

「推廣長者個人及家居環境衞生有妙法」講座 (2012年11月24及12月15日) 



(A)推廣健康資訊計劃 

油尖旺長者預防高血壓講座暨體檢日 (2013年11月16日) 

分派清潔包 



-透過舉辦不同性質的環境改善計劃，加強居民環
保意識，藉以建立健康、衞生的社區。 

(B)環境改善計劃 

油尖旺節能計劃 (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 



(B)環境改善計劃 

油尖旺社區回收計劃 (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 

回收物品  

類別及重量  

廢紙 (1,268 公斤 )、舊衣 (1,260 公斤 )、塑膠 (828 公斤 )、鋁罐 (111 公斤 )、  

廢五金 (146 公斤 )、光碟 (74 公斤 )、電燈泡 (5 公斤 )、電池 (3 公斤 )、  

墨盒 (32 公斤 )、玻璃產品 (379 公斤 )、小型電器 (181 件 )  

提供  

回收物品  
1,107 人次  

參觀展板  

及參與攤位遊戲  
3,290 人次  

總參與人數  4,397 人次  

 



-藉着舉辦獎勵計劃，表揚油尖旺區優秀醫護人員
的好人好事，亦讓市民體會醫護人員敬業、勤業 
、樂業的精神。 

-將獲獎醫護人員及團隊醫治病人的經歷和感受輯
錄成「杏林春暖實錄」特刊，以廣泛宣傳。 

(C)優秀醫護人員獎勵計劃 

「2011-12年度油尖旺區視病猶親優秀醫療人員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2012年2月25日) 



(C)優秀醫護人員獎勵計劃 
「2013-14年度油尖旺區視病猶親優秀醫療人員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2014年2月22日) 

印製及分發「杏林春暖實錄」特刊 



工作小組  活動  日期  舉行地點  

「推廣健康生活」

工作小組  

1.  「健康生活  樂在油尖旺」  

講座暨體檢日  

22.11.2014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06.12.2014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2.  分派防疫及清潔包  11-12.2014  油尖旺區長者中心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區健康  

齊推廣計劃」  

工作小組  

1.  耆樂「識」飲「色」食大賽  

(合辦機構︰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松柏活動中心 ) 

17.01.2015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2.  Keep 好身心，健康人生  

(合辦機構︰工業福音團契 ) 

12.12.2014 工福旺角中心  

18.01.2015 西貢伸手助人協會樟木頭老人渡假中心  

3.  「我至叻、輕鬆高爾夫」訓練日  

(合辦機構︰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 

29.12.2014 西貢滘西洲高爾夫球場  

4.  健康生活由您創  

(合辦機構︰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 

12.12.2014 香港青協有機農莊  

5.  營得有理齊共聚  

(合辦機構︰  

旺角街坊會九龍總商會耆英中心 ) 

30.12.2014 灣仔區素菜館及維多利亞公園  

6.  「營、型、適、色」樂分 Fun 

(合辦機構︰  

救世軍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 

11.2014 - 

01.2015 
救世軍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1-2.11.2014 青協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工作小組  活動  日期  舉行地點  

「社區健康  

齊推廣計劃」  

工作小組  

7.  健康家庭樂滿 FUN 

(合辦機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30.11.2014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馬灣  

11.2014 - 

01.2015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油尖旺區內體育場地  

18.01.2015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8.  健康生活人人做得到  

(合辦機構︰香港基層婦女聯會 ) 

11.2014 - 

01.2015 
油尖旺區內學校  

12.2014 油尖旺區內護老院  

11.1.2015 梁顯利社區中心  

9.  毅行者一天遊  

(合辦機構︰大角咀區民生關注會 ) 
14.12.2014 東涌至大澳  

10.  眼睛保健與食物的關係講座  

(合辦機構︰  

共建奧運主題社區大聯盟有限公司 ) 

14.01.2015 油尖旺區內酒樓  

11.  穴位推拿保健茶聚  

(合辦機構︰香港東莞望牛墩同鄉會 ) 
22.11.2014 油尖旺區內酒樓  

12.  健康保健知多少暨茶聚  

(合辦機構︰維港關愛協會 ) 
06.12.2014 油尖旺區內酒樓  

13.  健體知多點  

(合辦機構︰香港青暉社發展有限公司 ) 

29.11.2014 

13.12.2014 
旺角社區會堂  

14.  健康飲食零距離  

(合辦機構︰油尖之友社 ) 
28.12.2014  元朗  

「關愛共融健康

檢查計劃」  

工作小組  

1.  賽馬會健康城市社區計劃  -  

油尖旺關愛共融健康檢查計劃  

08.2014 - 

12.2014  
油尖旺區  

 



2014至2015年度 

油尖旺健康城市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葉華先生BBS JP 

 

工作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 

「推廣健康生活」工作小組 

伍建新博士   小組召集人 

孫亮光先生   小組召集人 

陳潔玲女士   小組副召集人 

 

「社區健康齊推廣計劃」工作小組 

鄭寶和先生   小組召集人 

勞錦財先生   小組副召集人 

 

「關愛共融健康檢查計劃」工作小組 

羅犖銘先生MH   小組召集人 

鄧銘昇先生   副小組召集人 

 

委員   (排名不分先後) 

張學修先生MH JP 

張旭培先生 

趙汝熙先生 BBS JP 

曹杏英女士 

鍾承志先生 

鍾港武議員JP 

何志強先生 

何非池先生 

江沛偉先生 

鄺國權先生 

林惠龍女士 

梁啟明先生 

廖惠英女士 

雷豐毅先生 

麥靖宛女士 

譚劍虹先生 

崔揚安先生 

黃智偉先生 

黃漢章先生 

黃錦成先生 

黃信廣先生 

胡善盈女士 

楊子熙議員MH 

易學雄先生 

余平海先生 



     2014至2015年度 

   油尖旺健康城市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代表     (排名不分先後) 

單丹醫生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高級醫生(社區聯絡) 

謝美賢女士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註冊護士(社區聯絡) 

陳潔玲女士 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副醫院行政總監 

李美玲女士 廣華醫院社區支援服務聯絡專員 

羅秋生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油尖區環境衞生辦事處衞生總督察 

鄧福堅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旺角區環境衞生辦事處衞生總督察 

陳惠珍女士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助理福利專員 

梁志明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油尖旺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陳志明先生 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減廢及環保園) 

李靜儀女士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劉美儀女士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西) 

陳嘉敏女士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