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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介紹

組織背景
「關心您的心」由一群心臟病患者及家屬於 1 9 9 5 年 1 1 月正式成立，並註冊

成為非牟利慈善團體。本會於 1 9 9 8年成立全港首間心臟病友互助及資源中心，

致力於為病友及市民大眾提供多樣全面的心臟健康及復康服務。

宗旨使命
發揮心臟病人仕和家屬助人自助的精神，籍同路人互助互勉，解開因病帶來的

無助和恐懼。在復康之路，沿途攜手，共同邁向豐盛人生。

目標
1 .  增加心臟病患者及家屬對心臟病的認識，促進復康，減低復發機會

2 .  成為患者與醫療機構之間的橋樑，使患者獲得更全面的服務

3 .  團結患者，維護及爭取合理權益及福利

4 .  推廣社會人士正確認識、關懷及接納心臟病患者

5 .  推動心臟病的預防工作及加強公眾對心臟健康的關注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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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贊助人

名譽贊助人及顧問名單

劉柱柏教授       余卓文教授       P r o f .  J .  S a n d e r s o n

陳偉光醫生       周慕慈醫生       鄭俊豪醫生

蔣忠想醫生       趙瑞華醫生       周  亮醫生

何教忠醫生       姜建鈞醫生       劉雪婷醫生

劉育港醫生       李常威醫生       李樹堅醫生

梁秀芝醫生       梁深建醫生       莫毅成醫生

崔永雄醫生       謝鴻發醫生       譚劍明醫生

崔紹漢博士

李樂成先生

崔俊明先生

朱文麗女士

賴宛成先生

陳伯興先生       林玉儀女士       莫萍君女士

何錦德女士

陳麗雲博士       馬麗莊教授       凌錦霞女士

方敏生女士       翁  麗女士       梁耀波先生 

伍杏修先生

王啟東律師

余鐵垣會計師

梅卓能先生

陳炳鴻先生

陳淑嫻女士

曾銳強先生

曹心有女士

唐國豐先生

程兆強先生

曾國樹先生

呂耀光先生

黃月明女士

李少英女士

鄺穎欣女士

陳溢楓先生       黃詩韻女士       潘婕鋆女士 

李潁君女士(至2 0 1 7年8月3 1日)      陳嘉寶女士(至2 0 1 7年4月3 0日)

王敏妍女士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職員

醫生

中醫師

營養師

藥劑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護士

社會工作者

義務律師

義務會計師

主席                               

外務副主席                                                        

財政

政策關注組

公共關注組                          

資訊編輯組

執行幹事

計劃幹事

中心助理

內務副主席

秘書                               

小組發展組 

                         

義工發展組

梁唐青儀女士(至2 01 7年5月3 0日)

名譽顧問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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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本會已於去年 1 1月正式由灣仔臨時會址回歸中環中心！

我們十分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透過他們的捐助，我們得以重新設計

及裝修病友互助及資源中心，添置更多健康檢查儀器，令更多病友得到更好的

支援和服務，亦令我們獲得更多空間和資源向市民大眾推廣心臟健康。

另外，我謹代表關心您的心非常感謝各位會友、義工朋友、執委、友好夥伴及

職員在建構新中心及搬遷上的大力支援和協助，令到本會無縫及如期地搬回中心

及繼續運作，服務社會。

有賴得到各方鼎力支持和熱心公益，今年2月 10日於港島區舉行的賣旗籌款成績

非常理想。扣除認可開支之後，一共籌得超過港幣5 9萬元。本會必定善用這筆

款項，積極推廣心臟復康服務及健康教育。

本會的網頁及F a c e b o o k專頁過去一年的到訪人數錄得高速增長。為讓更多

人通過電子訊息平台關注心臟健康資訊，本會會持續優化內容及資料更新以

迎合需求。

新中心的啟用，也標誌著本會的一個新里程。過去執委、職員及義工無間斷合作，

已形成為一個強大團隊，致力優化內部整合、內部管治、復康服務及健康推廣等，

將中心建設成一個更成熟、高質素的心臟病友互助及資源中心，為心臟病患者

及市民大眾提供優質支援及服務，與您同行！

主席 梅卓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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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基金計劃) 

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2 01 7年4月至2 01 8年3月)
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多年來支援「開心您的心」的運作，

鼓勵本會發揮心臟病友自助互助精神、協助組織成長和發展。計劃包括地區

互助小組、病類互助小組、運動互助小組、復康工作坊及義工嘉許禮活動等。

在2 01 7年至2 01 8年度，計劃共提供4 9 5項服務及服務737 6人次。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關心您的心去年因為中環中心地下裝修，暫時遷去灣仔臨時會址。承蒙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一百七十七萬元，裝修中環中心會址成為多功能中心，

並為心臟病友互助及資源中心購置設備，提供資源予關心您的心擴展服務範圍

及服務更多病友。本會於 2 0 0 1 年首次遷入中環時曾獲馬會捐助中心裝修，

今次再獲馬會慷慨捐助，令中心獲得更多的資源和空間籌辦多元化活動及會友

聚會，使心臟病人在復康路上能得到更多支援，在此關心您的心再次感謝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

香港公益金–「護“您”心瓣計劃」心瓣心臟病病友互助支援計劃
本計劃的對象是心瓣膜病病患者，心瓣病人在復康路上面對著不少困難，例如

穩定血凝指數、定期監察心瓣膜情況等。透過向心瓣膜病病友及其家屬提供疾

病知識及最新資訊，讓他們學懂面對疾病，並教育病友學習自我照顧技巧以

維持心臟健康。「護您心瓣」計劃目的旨在提供情緒及心理支援予患者及其

家屬，並減輕家屬照顧病患者的壓力。服務包括：大型健康講座、心瓣置換手

術前後工作坊、熱線支援、健康推廣日、訓練照顧者在日常照顧及危急時的處理

技巧等。在2 01 7至2 01 8年度，計劃共提供4 8 6項活動及74 2 4服務人次。

蘋果基金
計劃由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推行，由心臟病病友以「同路人」身份，以電話

關懷、家訪方式關懷行動不便的病友，與他們分享心臟復康心得及互相關懷和

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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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
計劃由2 01 7年4月至2 01 8年3月推行，透過舉辦小組聚會、健康講座等，增加

心臟病病友及家屬對心臟病的認識，促進復康，減低復發的機會。計劃同時邀請

心臟病友，以「同路人」身份，分享自身的經驗，從而讓病友互相支援。截至

2 01 8年3月，計劃總服務達2 3 3人次。

覺念計劃–覺光法師慈善基金
藉著「覺念計劃」的支持，本會於 2 0 1 6年開始推行「心存有您」：生死教育

計劃。此項目主要為心臟病人提供生死教育，透過不同形式及主題互相配合，

藉以提升他們對死亡話題的關注，及培養正面的態度去面對生死，同時亦為生活

作出反思。活動包括：生死教育專題講座、「細味昨天」生命教育小組、

《走過生死大地》生死教育導賞團等活動以及會友關懷服務。在 2 01 7至 2 01 8
年度，基金計劃共提供了9次服務及服務了2 9 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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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醫院推廣計劃) 

瑪麗醫院：「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在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年間，本會與瑪麗醫院合作舉辦「心臟病人復康社區

支援計劃」，此系列的活動包括「同心同樂。沿途有您」、「港島地區互助

小組」、病房探訪及門診推廣。兩次的活動，以社區資源及正向情緒為主題，

邀請了醫務社工及病人資源中心社工作出分享，藉此幫助心臟病人在復康路上

能夠更加順利，此計劃最終提供了42次活動及591服務人次。

基督教聯合醫院：「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在2 01 7至2 01 8年間，本會與基督教聯合醫院合作舉辦「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

計劃」，此系列的活動包括「同心同樂。沿途有您」工作坊、病房探訪及心臟

復康班之社區資源分享。以社區資源及正向情緒為主題，邀請了病人資源中心

社工以及過來人義工作出分享，藉此幫助心臟病人在復康路上能夠更加順利，

此計劃截至2 01 8年3月提供了6次活動及76服務人次。

博愛醫院：「心臟病人復康社區支援計劃」
本 會 與 博 愛 醫 院 合 辦 「 心 臟 病 人 復 康 社 區 支 援 計 劃 」 ， 此 系 列 的 活 動 包 括

講座「心臟病人飲食須知」、「同心同樂。沿途有你」、病房探訪及門診推廣

服務。三次的「同心同樂。沿途有你」工作坊，分別以健康飲食、運動及社區

資源為主題，邀請營養師及物理治療師講解相關資訊，並由關心您的心會友作

出經驗分享，藉此幫助心臟病人在復康路上能夠更加順利。此計劃暫提供 1 2項活

動及服務4 73人次。

威爾斯親王醫院：「醫患同心，潔手防感染」先導計劃
維持手部衛生對預防感染疾病十分重要。為推廣潔手習慣，本會聯同威爾斯

親王醫院於2017至2018年度，推行「醫患同心，潔手防感染」先導計劃。此計劃

於醫院內為醫護人員及病患者舉辦一系列潔手推廣活動，向醫護人員和病患者

提倡手部衛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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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回顧(跨界別心臟健康護理及公眾教育) 

醫院聯網心臟復康班
本年度繼續與各大醫院合作，於心臟復康班內向病友介紹「關心您的心」，

同時邀請病友作分享，以過來人身份，向剛患上心臟病的朋友，分享心臟病人的

復康經驗。其中包括：基督教聯合醫院、瑪嘉烈醫院、東華東醫院、葛量洪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

 

世界心臟日2 01 7
世界心臟日 2 0 1 7 已在 1 1 月 1 2 日於跑馬地馬場舉行，今年大會以「凝聚力量 

傳遞愛心 S h a re  t h e  p owe r」為主題，鼓勵我們由身邊人開始，將護心訊息

傳播出去，凝聚力量，讓各界以至全球齊心護心。本會亦以攤位遊戲的方式，與

公眾互動，提升了解和認識如何建立良好生活習慣，共創護心之路。當日，

數十位會友更參與「環球健步行」和捐款，齊齊以身體力行來支持和推廣心臟

健康。

香港卓護協會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致力推廣心臟健康，在過去一年亦曾與本會多次合辦不同

活動，其中包括「齊量血壓工作坊」、「心瓣手術置換前後講座」、「解碼華

法林」、「健康推廣日」等，用心為參與的會友以及大眾提供專業的心臟病

資訊，令參加者都有很大的得著，衷心感謝一眾「卓護」義工對本會的支持以及

對心臟病人的細心關懷和無私奉獻。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愛心元素、你我做到」心臟展覽
在 2 0 1 7年 9月 2 3至 2 4日於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舉辦，是次活動有心臟健康資訊

展覽及中醫講座，提供基本健康檢查，包括血糖及膽固醇測試等，讓市民可以

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另有資訊區提供最新保健資訊、攤位遊戲以及醫護人員

到場解答市民疑問。希望透過活動可以提高大眾對心臟病的認識，提高警覺，

關注心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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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香港心」義工大使計劃2 01 7
計劃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主辦，鼓勵義工親手製作小禮物，

送給有需要人士。今年的三個主題DIY項目分別是「得意小蜻蜓」、「襪小寶」

及「百福袋」，透過義工探訪，希望能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送上關愛和祝福。

此計劃總服務達 1 70人次。

康文署活動
本會與中西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合作

多 年 ， 一 直 致 力 推 廣 健 康 運 動 予

心 臟病患者。過去2017至2018年，

我們攜手合作舉辦水中健體訓練、

健康毛巾操及日營活動。

「愛心賣旗日2 01 8」(港島區)
關心您的心於 2 0 1 8 年 2 月 1 0 日舉行的

愛心賣旗日終於順利完成。承蒙各界的

信賴和熱心捐助，有超過八百餘位熱心

義工參與，包括來自不同中、小學的學生

及家長、企業機構義工、本會會員。整項

活動籌備過程，本會很榮幸能與各會友

義 工 攜 手 並 肩 ， 發 揮 團 隊 及 互 助 精神

把問題逐一解決。是次賣旗籌款共籌得

超過港幣六十萬元的善款，本會將善用

善款作推廣心臟健康教育活動及本會病人

資源中心的營運，惠澤病人。

消防署心肺復甦法及自動體
外心臟去顫器證書課程
本 會 與 消 防 署 於 2 0 1 8 年 2 月 7 日

合作舉辦了「心肺復甦法(C P R )」

及「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器

(AED)」的證書訓練課程。當日除了

實用的急救理論內容外，參加者也

親身練習了如何施行心肺復甦法以

及學習使用AED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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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推廣約章》
雖然醫學進步，對某些器官衰竭病者來說，器官移植依然是延續生命的唯一希望。

市民對於器官捐贈的積極支持，對於病者們能否及早重獲新生，有關鍵性的影響。

為喚起公眾對器官捐贈的關注，本會於2 01 7年度，繼續不遺餘力地在社區推廣

器官捐贈及簽署支持《器官捐贈推廣約章》。希望更多市民支持，登記在死後

捐贈器官，遺愛人間。

友好機構賣旗日
關心您的心去年承蒙兩間非牟利組織邀請，參與其舉行賣旗籌款日，分別是

於2017年9月 16日香港兔唇裂顎協會舉辦的九龍區賣旗日，以及於2018年1月20日
香海正覺蓮社舉辦的全港賣旗日。當天本會出動義工協助賣旗籌款，攜手服務

社群。

「商界展關懷計劃 2 01 7」
本會於2 01 7年繼續支持由「香港社會

服 務 聯 會 」 統 籌 的 「 商 界 展 關 懷

計劃」，除了讓不同業界人士有更多

了解本會服務、心臟病知識及喚起在

職人士對心臟健康的關注外，也全力

支持各合作機構，獲得由「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所頒發的「商界展關懷

標誌」，嘉許其過往持續對社區履行

社會責任的精神。

健康博覽2 01 7
承蒙凌速博覽有限公司邀請，「關心您

的心」作為支持機構，參與第 1 0屆健康

博覽。健康博覽於 2 0 1 7年 6月 9 - 1 1日在

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當中展覽

資 訊 包 括 6 大 範 圍 ： 健 康 科 技 、 保 健

養 生、有機生活、疾病治療、康復照顧

和快樂運動。本會資深會友除了於展覽

中分享心臟復康心得，介紹不同範疇的

健康及疾病資訊外，亦為參觀人士提供

免 費 心 房 顫 動 檢 查 ， 提 高 公 眾 人 士 的

健康意識，正視心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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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藥物諮詢服務
管理藥物對於每天服用多次處方的長者來說是一個挑戰，為增加長者對個人

藥物的認知及管理能力，本會聯同香港藥學服務基金，於 2 0 1 7 年 9 月 4 日

及 1 1月 2 7日，為超過 3 0名的心臟病患者提供免費個人服用藥物諮詢，參加者

由資深藥劑師個別接見，並解答用藥疑問、教導食物、補充品的相互作用和

副作用的處理。

各醫院的義工嘉許禮
本會義工積極在各醫院進行義工服

務，包括病房探訪、門診推廣以及

分享心臟病及復康經驗予心臟病友，

以「同路人」身份鼓勵更多病友，

發 揮助人自助的精神！今年分別獲

邀出席「基督教聯合醫院」、「葛量

洪醫院」、「瑪麗醫院」、「贊育醫

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北區醫院」

及「威爾斯親王醫院」舉辦的義工

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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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報告

專業培訓
本會一直致力協助各專科學生，透過訪問、實習等過程，了解心臟病患者的患病及

復康經歷，以掌握如何在專業路上，與心臟病患者同行復康路。在此，感謝各學院

提供寶貴的機會，安排學生與本會合作。本年度協助提供專業培訓的機構如下：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兩位公共衛生系碩士同學

德望中學：四位中學同學的四天工作體驗

傳媒採訪與報導
• 獲邀請受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三次採訪分享患病經歷

• 獲邀請受香港商台訪問分享心臟病人復康經歷

• 獲邀請受世界心臟日記者招待會採訪分享心臟病人患病經歷

倡導工作

義工嘉許禮

秋季大旅行2017

心臟除顫器小組

心瓣知友小組

心律不齊小組

第22屆周年大會暨會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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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義工嘉許禮

秋季大旅行2017

心臟除顫器小組

心瓣知友小組

心律不齊小組

第22屆周年大會暨會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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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臨時會址搬遷

退修營2018

回歸中環中心

聖誕義工聯歡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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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臨時會址搬遷

退修營2018

回歸中環中心

聖誕義工聯歡2017

主要活動回顧
(心臟健康公眾講座、調查研究、出版及制作)

19



2020

統計數字 

會員的類別

會員居住地區

義工資料

會員(心臟病友)的主要病類

會員的年齡

義工服務的受惠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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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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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報告

會員人數
2017至2018年度共有83位新會友加入本會，其中包括：

截至2018年3月31日，本會會員累積人數已達3,586人

感謝各位有「心」人，不論在哪個崗位的義工、不論是付出多少，用生命影嚮生命，
「愛心臟，護心臟」才得以延續。

與您攜手並肩 – 同行心臟復康路 - 「關心您的心」沿途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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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 7-2 01 8義工基礎訓練
本會義工基礎訓練已於 2 0 1 7年5月 6日完成，受訓練的義工已投身義工服務。

歡迎各位加入關心您的心，成為義工大家庭的一份子，繼續發揮「助人自助」

的精神。

義工嘉許禮
為答謝及表揚義工們的貢獻，本會於2 01 7年5月2 0日於醫管局大樓舉行了2 01 6
年度義工嘉許禮，藉以表揚義工過去一年為本會及社會大眾無私奉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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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隨著新中心重返中環中心，並於2 01 8年6月 1 5日正式開幕，標誌著關心您的心

拓展新的里程。

中環是香港心臟地帶，市建局重新規劃後，希望在這配套完善的地方，本會

能夠舉辦更多不同講座、活動及工作坊等，讓中環周邊生活和工作的人士，好好

認識心臟病知識，從而對心臟健康關注，惠及更多有需要人士，發揮本會

「助人自助」精神，憑著各界及友好協助和參與，攜手並肩同行心臟復康路。

踏入2 1世紀，互聯網迅速發展，本會自2 01 6年重新編製網頁，平均每天達6 0 0
人次瀏覽，今年更聯同友好機構合辦F a c e B o o k  L i ve，每次邀請不同嘉賓和

醫生主持，講解不同心臟病類主題，即時回應網民問題，反應十分好，播出後

平均有 1 5萬幾人次點擊，成績令人振奮。

今年本會幸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資助新中心裝修工程並全新添置文儀和

健康檢查儀器，提供會友完整服務。包括自助量度血壓機，網上資訊平台和

重新編製會員及義工証，加強彼此聯繫和溝通。

本會作為全港唯一心臟病人資源中心，更有責任肩負起成為一個醫療、社區和

心臟病患者的平台，與醫護界攜手，為心臟病康復者提高生活質素，重投社區，

回復正常生活。同時並繼續為心臟病患者服務，爭取合理、公平權益和福利，

對有關的醫療政策作出回應和反映，為心臟病人共謀福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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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社會福利署

市區重建局

基金：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港公益金         覺光法師慈善基金         蘋果基金

醫院：

醫院管理局

北區醫院

廣華醫院   

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學校：

香港大學 

心光恩望學校

友好機構/團體：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起搏之友

香港心康會有限公司

香港卓護義工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再生會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歐洲復甦協會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

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香港防癆會香港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香港仔)

 

  

香港復康會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香港哮喘會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醫療輔助隊

香港心臟護理學會

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

專業聯合中心

香港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

香港復甦學會

兒童心臟基金會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葛量洪醫院

屯門醫院

各醫院的社區健康資源中心、病人資源中心

承蒙以下機構及人士協助，本會會務得以順利推行，謹此致謝！【排名不分先後】

鳴謝

食物及衞生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中文大學

德望學校

瑪麗醫院

博愛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衞生署 

義務工作發展局

東華學院

民政事務處 

瑪利曼中學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有限公司

佛教何李寬德耆英康樂中心 

新健社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心臟組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醫護聯盟

香港醫學會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

羅兵咸永道會計事務所

LTA  &  Co m p a n y

東華東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勞工及福利局

瑪利曼小學

伊利沙伯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瑪嘉烈醫院

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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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機構：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聖猶達醫療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歐姆龍亞洲有限公司 

德國寶靈家殷格翰(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委員會

台灣愛德華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楊玉光先生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聯會

花旗銀行 

凌速博覽有限公司

AC Design Group Limited
Boston Scientific Hong Kong

個人：

梁智仁教授 

王泰鴻醫生 

張仁宇醫生 

梁頌茵社工 

林金碧女士

譚炳文先生 

鍾世昌先生 

張偉安先生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

安進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瑞士諾華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羅氏診斷(香港)有限公司

香記咖啡集團

香港電燈公司

新福港集團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匯喬發展服務有限公司

建造業議會

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

友營堂有限公司

KOFCO Enterprise (Asia) Co., Ltd.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香港楊森大藥廠

香港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祥豐醫療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 

新華中醫藥有限公司

海天堂有限公司

京都念慈菴總廠有限公司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

太古飲料有限公司

健康創富雜誌

陳藝賢醫生

丁昭慧醫生

李家輝醫生

黃雪梅女士

李少芳女士

容海恩女士

李潁君女士

伊健銘先生

徐德義醫生

陳普來醫生

劉駿良醫生

何燕如女士 

陸慧心女士

鍾舒漫女士

陸霈珊女士

洪裕德醫生

黃煒倫醫生

陳栢羲醫生

胡巧君女士

呂麗珊女士

左陳翠玉女士

王施敏女士

甄振庭醫生

聶天霖醫生

范 寧醫生

陳以誠醫生

鄒文輝導師

游淑敏女士

王凱玲女士

陳志堅醫生

蔡穎珊醫生

梁偉聰博士

林耀龍先生

李秀娟導師

陳嘉寶女士

郭梓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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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輝瑞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香港楊森大藥廠

香港拜耳醫療保健有限公司

祥豐醫療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 

新華中醫藥有限公司

海天堂有限公司

京都念慈菴總廠有限公司

香港註冊承建商商會

太古飲料有限公司

健康創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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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鐵垣會計師事務所 
CHEUNG & YU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HE INDEPENDENT HONORARY AUDITORS' REPORT
TO THE MEMBERS OF CARE FOR YOUR HEART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under Section 5A(1) of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pinion

Basis for opinion

13th Floor, Granville House, 41C Granville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39 2522  Fax: 2369 3087

We have audite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are For Your Heart ("the Society") set out on pages 4 to 29,
which comprise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March, 2018, and the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 and the cash flow statement for the year then ended,
and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a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In our opini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Society as
at 31st March, 2018, and of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ts cash flows for the year then 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HKFRSs")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KICPA").

We conducted our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 ("HKSAs") issued by the
HKICPA.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ose standards are further described in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ction of our report We are independent of the Society in

Other Inform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our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read the other information
and, in doing so, consider whether the other information is materia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our knowledge obtained in the audit or otherwise appears to be materially misstated. If, based
on the work we have performed, we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is other
information, we are required to report that fact. We have nothing to report in this regard.

Responsibilities of Committee and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fo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HKFRSs issued by the HKICPA, and for such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directors determine i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at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In prepar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assessing

Our opinion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does not cover the other information and we do not express any
form of assurance conclusion thereon.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section of our report. We are independent of the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KICPA's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the Code"), and we have
fulfilled our other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de. We believe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ther information. The other information
comprises the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 Report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but does not include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our auditor's report thereon.

the Societ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disclosing, as applicable, matters related to going
concern and using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unless the directors either intend to liquidate the
Society or to cease operations, or have no realistic alternative but to do so.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

-

Our objectives are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about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 whole are
free from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and to issue an auditor's report that includes
our opinion. This report is made solely to you, as a body, and for no other purpose. We do not assume
responsibility towards or accept liability to any other person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Reasonable
assurance is a high level of assurance, bu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an audit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HKSAs will always detect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when it exists. Misstatements can arise from fraud or
error and are considered material if, individually or in the aggregate, they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influence the economic decisions of users taken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part of an audit in accordance with HKSAs, we exercise professional judgment and maintain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throughout the audit. We also:

Identify and assess the risks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whether due to
fraud or error, design and perform audit procedures responsive to those risks, and obtain audit
evidence that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opinion. The risk of not
detecting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resulting from fraud is higher than for one resulting from error,
as fraud may involve collusion, forgery, intentional omissions, misrepresentations, or the override
of internal control.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l control relevant to the audit in order to design audit proce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not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an opin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ety's internal control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Society's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

-

-

13/F, Granville House, Cheung & Yue
41C Granville Roa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nclude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use of the going concern basis of
accounting and,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whether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related
to event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cast significant doubt on the Society'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If we conclude that a material uncertainty exists, we are required to draw attention
in our auditor's report to the relate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if such disclosures
are inadequate, to modify our opinion. Our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udit evidence obtained up
to the date of our auditor's report. However, future events or conditions may cause the Society to
cease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Evaluate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the
disclosures, and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represen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s and events
in a manner that achieves fair presentation.

We communicate with those charged with governance regarding, among other matters, the planned scope
and timing of the audit and significant audit findings, including any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internal
control that we identify during our audit.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ety's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ccounting policies used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related disclosures made by the directors.

41C Granville Roa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simshatsui, Kowloon, 24th October, 2018
Hong Kong.



2018 2017

ASSETS (資產)
Non-Current Assets (固定資產)
Property, Plant & Equipment (物業、廠房及設備) $ 634,753     $ 1,657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
Inventories (存貨) $ 11,408       $ 5,026         
Accounts Receivable (應收基金贊助) - -
Temporary Payment & Prepayment (暫付款和預付款項) 13,573       10,653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公用事業及其他保證金) 119,892     99,892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71,470  1,874,435  

$ 1,316,343  $ 1,990,006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動負債)
Accrued Expenses (應付費用) $ 11,080       $ 9,649         
Temporary Receipts (暫收款) - 57,342       

$ 11,080       $ 66,991       

Net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淨值) $ 1,305,263  $ 1,923,015  

NET ASSETS (資產淨值) $ 1,940,016  $ 1,924,672  

Funded by: (資金來源)
Accumulated Reserve (累積儲備) $ 1,940,016  $ 1,924,672  

CARE FOR YOUR HEART (關心您的心)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March, 201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財務狀況表



2018 2017

Income (收入)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members

 & non-members (捐款） $ 94,250       $ 95,777       
Function Income (活動收入) 117,472     59,000       
Funding Income (基金贊助) 580,292     624,837     
Interest Income (存款利息) 117            123            
Members' subscription fees received (會費收入) 23,740       35,390       
Other Revenue (其他收入) 16,233       17,267       
Surplus from Flag Day (賣旗日收入) 590,707     -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HK Jockey Club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72,000       -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Walkathon (步行籌款收入) - 488,510     
Sales (銷售收入) 14,986       27,852       
Sponsorship fees from other companies (其他公司/機構捐款) 159,645     368,329     
Total Income (總收入) $ 1,669,442  $ 1,717,085  

Expenditure (支出)
Advertising (廣告費) $ 6,579         $ 3,424         
Bank Charges (銀行費用) 945 700
Cleaning (清潔費) 13,640 14,795
Communication Expenses (電訊費用) 15,841 10,111
Consumable Store & Medical Expenses (消耗用品及醫療用品) 11,929 12,119
Cost of goods sold (出售貨物成本) 13,000 19,919
Computer Expenses (電腦費用) 6,800 11,076
Depreciation (折舊) 204,082 5,681
Electricity (電費) 12,619 9,252
Function Expenses (活動支出) 364,881 487,636
Impairment Loss of Inventories (存貨減值損失) - 11,637
Insurance (保險費) 10,367 9,532
Legal & Consultancy Fee (律師費) - 24,005
Messing (福食) 2,320         5,748         
Printing & Stationery (印刷及文具) 15,145       6,133         
Rents, Rates & Building Management Fee (租金、差餉及管理費) 89,057       115,143     
Repairs & Maintenance (維修及保養費) 8,437         2,478         
MPF Contribution (僱主強積金供款) 35,753       40,961       
Salaries & Allowance (職員薪金及津貼) 798,973     834,640     
Subscription Fee (屬會年費) 2,300         2,500         
Sundry Expenses (雜項) 24,454       3,683         
Uniform (制服) 11,857       -
Travelling &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職員及義工車費) 5119 16,368       
Total Expenditure (總支出) $ 1,654,098 $ 1,647,541  

Surplus for the year (本年度之盈餘) $ 15,344       $ 69,544       
Accumulated Reserve Brought Forward (上年度累積盈餘) 1,924,672  1,855,128  
Accumulated Reserve Carried Forward (累積盈餘) $ 1,940,016 $ 1,924,672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March, 2018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及支出報告表

CARE FOR YOUR HEART (關心您的心)



Income and Expenditure (Extract) (收入及支出報表(摘錄)

SWD
TW AD HS KKCF 2016-2018 CC CFYH Total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Function Income (活動收入) - - - - - 16,290 101,182 117,472
Funding Income (基金收入) - 2,116 - 50,876 150,000 377,300 - 580,292

- 2,116 - 50,876 150,000 393,590 101,182 697,764

Function Expenses (活動支出) 18,800 6,430 6,299 20,803 24,126 37,742 250,681 364,881
MPF Contributions (雇主強積金供款) - - - - - 17,200 18,553 35,753
Salaries & Allowance (職員薪金及津貼) - - - - 144,765 344,000 310,208 798,973

18,800 6,430 6,299 20,803 168,891 398,942 579,442 1,199,607

Surplus / (Deficit) (盈餘/(不敷)) (18,800) (4,314) (6,299) 30,073 (18,891) (5,352) (478,260) (501,843)

Legend: AD - Apple Da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CC - The Community Chest Project-Based Funding  (香港公益金基綫撥款)
CFYH - Functions by Care For Your Heart  (關心您的心)
HS - Hospital Authority (醫院管理局)
KKCF - Kok Kwo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覺光法師慈善基金)
SWD 2016-2018 -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6-18)  (社會福利署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 2016-18)
TW - 「 樂助顯關懷」社區慈善基金計劃

CARE FOR YOUR HEART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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