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乳癌基金會
賽馬會乳健中心（九龍）

命名捐助計劃





主席及創會人的話

⾹港乳癌基⾦會賽⾺會乳健中

⼼（九⿓）（或簡稱「九⿓中

⼼」）獲⾹港賽⾺會慈善信託

基⾦資助，終於2018年3⽉8⽇

正式啟⽤。啟⽤⾄今，九⿓中

⼼已為數以萬計低收⼊婦⼥提

供免費乳房Ｘ光造影檢查，並

為數以千計乳癌患者及康復者

提供適切的護理及⽀援服務。

 

然⽽，賽⾺會的資助期2020年

即告結束，因此基⾦會需要籌

措經費，維持九⿓中⼼⽇常運

作及未來發展。是次命名捐助

計劃為基⾦會其中⼀項籌款活

動，基⾦會按捐助者的意願，

為其以個⼈或團體名義在九⿓

中⼼選擇認捐之各項設施、房

間及其他實物資產命名，以誌

捐助者對社會上有需要⼈⼠的

慷慨⽀持。

 

希望⼤家可以花數分鐘細閱這

份九⿓中⼼設施命名捐助計劃

傳單，進⼀步了解我們⼀直以

來的⼯作，以及有關命名捐助

計劃的詳情。我們衷⼼期待您

的⽀持。

創會人
張淑儀醫生

主席
霍何綺華 



關於我們

⾹港乳癌基⾦會由張淑儀醫⽣與⼀群乳癌患者、醫⽣及友好⼈⼠於2005

年3⽉8⽇創⽴，致⼒減低乳癌對本地婦⼥威脅。基⾦會更是本港⾸間採

⽤全⾯⽅案，專注乳健教育及篩查、患者⽀援、研究及倡議的⾮牟利慈善

組織。

我們的工作

⾹港乳癌基⾦會專注三⽅⾯⼯作：

 

•    轄下兩間乳健中⼼提供⾵險評估及乳癌篩查服務，包括乳房Ｘ光造

影、超聲波掃描，抽針及醫⽣會診。

 

•    轄下兩間乳癌⽀援中⼼為乳癌患者，其家⼈及護理⼈員提供輔導、淋

巴⽔腫護理，藥物資助及其他⽀援服務。

 

•    透過乳癌研究中⼼旗下⾹港乳癌資料庫分析本地乳癌個案資料及發表

報告，另外亦承擔其他乳癌研究⼯作，以促進發展及倡議更佳乳癌治療與

護理⽅案，以及更適切之本地衛⽣保健政策。



香港乳癌基金會賽馬會乳健中心（九龍）

及早發現是治療乳癌的關鍵。根據⾹港乳癌資料庫的資料顯⽰，本港近80%

的乳癌患者居住於九⿓或新界，其中70%在確診前從未接受乳房X光造影檢

查。設⽴九⿓中⼼的⽬的是為居住於九⿓及新界的婦⼥提供專業、價錢相宜及

⽅便的乳健及乳癌⽀援服務。

 

九⿓中⼼內設有乳健中⼼及乳癌⽀援中⼼，提供價錢相宜的服務。低收⼊婦⼥

更可獲資助，免費接受乳房Ｘ光造影檢查及藥物資助計劃等服務。



命名捐助計劃
⾹港乳癌基⾦會透過命名捐助計劃，感謝⽀持九⿓中⼼的捐助者。捐助

者可以個⼈或團體名義，為其所選認捐的設備捐出指定⾦額後，該項設

施將按捐助者意願命名，以誌基⾦會對捐助者的謝意。

設備

捐助額：每項設備為80萬港元或以上
 
接受命名捐助的設備包括：
-  乳房Ｘ光造影室：進⾏2D及3D乳房Ｘ光造影檢查
-  超聲波掃描室：進⾏乳房超聲波影像掃描
-  淋巴⽔腫測量室：為乳癌患者∕康復者進⾏淋巴⽔腫指數量度
-  淋巴⽔腫護理室：為乳癌患者∕康復者提供淋巴⽔腫治療

前廳及花園

捐助額：每項設備為60萬港元或以上
 
位於九⿓中⼼ 1 樓的乳癌⽀援中⼼設有寬敞前廳，讓乳癌患者∕康復者及其家⼈與
護理⼈員使⽤。中⼼內亦設有兩個花園，即分別為天台的空中花園及位於底層的復
康花園，⽤以舉⾏園藝活動及患者∕康復者聚會。

患者⽀援室

捐助額：每項設備為30萬港元或以上
 
九⿓中⼼共設有11個房間，為患者提供不同⽀援服務，包括輔導服務、康復、⽀援
熱線及烹飪活動。

升降機∕畫廊∕⼀般⽤途房間∕空間

捐助額：每項設備為10萬港元或以上
 
升降機、畫廊、職員辦公室、接待處、檔案室、儲物室、洗⾐房、設施服務房及更
⾐室均接受命名捐助

樹

捐助額：每棵3萬港元
 
栽種於九⿓中⼼範圍內的樹亦接受命名捐助



設施圖片

乳房X光造影室超聲波掃描室

輔導服務室

淋巴⽔腫護理室

⼼樂廚



鳴謝
⾹港乳癌基⾦會將根據個別⼈⼠或團體捐助者，以其名義為所認捐之中⼼設施

命名，另外亦會於機構網站，通訊及年報內刊登有關捐助消息，以鳴謝捐助者

對九⿓中⼼的⽀持。

WWW.HKBCF.ORG

聯絡我們
如欲商討關命名捐助計劃的詳情，或查詢其他捐款⽅案，請與我們聯絡。

電話

傳真

電郵

(852) 3143 7347

(852) 2525 6233

info@hkb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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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乳癌基金會賽馬會乳健中心（九龍） 

命名捐助計劃認捐表格 

 

個人資料 

捐助者姓名 先生／太太／女士／博士／醫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 （公司） 

（手提） 

電郵  

地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捐助 

 我有興趣參與命名捐助計劃 

請參閱此表格背面之中心設施表，並於右邊方格內註明 閣下所選捐助設施之號碼。為
確保 閣下欲選擇之設施仍接受認捐，請事先與我們聯絡，獲取認捐計劃的最新資訊。 

號碼 
 

 

 我願意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元 
 
 

付款方式 

 劃線支票（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枱頭請填寫「香港乳癌基金會有限公司」 
 
 信用卡 

 Visa       萬事達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入賬（滙豐戶口：094-793650-838） 

請於入賬至香港乳癌基金會後，將存款單據／自動櫃員機付款單連同此表格，交予我們跟進及發出捐款收
據。為方便 閣下日後有需要時查詢，請保留有關文件副本。 

 
 

聯絡我們 

如欲商討關命名捐助計劃的詳情，或查詢其他捐款方案，請與我們聯絡。 
 

電話：(852) 3143 7347 傳真：(852) 2525 6233 電郵：info@hkbcf.org 
 
 本人明白有關捐款將用於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賽馬會乳健中心（九龍）之運作及發展。 

 

 

 

捐助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info@hkb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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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乳癌基金會賽馬會乳健中心（九龍）設施認捐表 

號碼   
面積 

（平方米) 
建議捐款額 
（港元） 

房間及設備（提供重要用途） 

1 乳房 X 光造影室 底層 12.04 1,500,000 
2 超聲波掃描室 底層 11.65 1,500,000 
3 淋巴水腫護理室 1 樓 9.43 1,000,000 
4 淋巴水腫測量室 1 樓 7.71 800,000 

花園／休憩範圍 

5 空中花園 天台 272.97 1,000,000 

6 乳癌支援中心休息區（前廳） 1 樓 33 1,000,000 
7 復康花園 底層 55.52 600,000 

房間及設備（患者支援） 

8 心意閣（輔導服務室） 1 樓 13 800,000 
9 心語閣（輔導服務室） 1 樓 13 800,000 
10 心悅閣（康復室） 1 樓 9.31 700,000 

11 1 號會診室 底層 10.75 600,000 
12 放射科醫生工作室 底層 7.08 600,000 
13 心樂廚（小廚房） 1 樓 3.85 600,000 
14 2 號會診室 底層 7.69 500,000 
15 3 號會診室  底層 7.69 500,000 
16 心怡閣（輔導服務室）  1 樓 7.88 400,000 

17 心扉閣（輔導服務室）  1 樓 5.17 300,000 
18 心田閣（義工工作室） 1 樓 5.02 300,000 

房間（其他用途） 

19 職員室 1 樓 29.6 300,000 
20 職員室 底層 21.4 250,000 
21 檔案室 1 樓 15.6 200,000 

22 接待處 底層 5.4 200,000 
23 接待處 1 樓 3.62 150,000 
24 儲物室 1 樓 7.44 100,000 
25 洗衣房 底層 2.55 100,000 
26 設施服務房 1 樓 2.55 100,000 
27 更衣室 底層 1.53 100,000 

其他實物資產 

28 升降機  2.25 600,000 
29 樹（每棵$30,000 元，共 8 棵） 底層  240,000 
30 畫廊 底層  200,000 

所有命名權均受香港乳癌基金會所訂定之條款及細則約束，有關條款並會被適時修改。 

 
條款及細則： 

1. 香港乳癌基金會透過賦予命名權，讓以指定捐款金額認捐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中心（九龍）（下稱「九龍中心」）中各項設施、
房間及其他實物資產（統稱「資產」）的捐助者命名相關資產，以表謝意。香港乳癌基金會將會適時審核命名捐助計劃內各項設
備的認捐額。 

2. 所有九龍中心資產的命名權須先經香港乳癌基金會管治委員會（下稱 「管治委員會」）批准。管治委員會保留一切拒絶，修改
或撤消有關資產之命名權的權力。 

3. 香港乳癌基金會在審批命名捐助時會一併考慮有關命名本身的適當性，或是否符合基金會之使命及受捐助設施之用途。管治委
員會若認為有關捐助將會或有可能引致基金會聲譽受損，或造成不良影響，可運用絶對決定權拒絶或撤消有關命名權。 

4. 如管治委員會拒絶、修改或撤消某項命名捐助，香港乳癌基金會將與捐助者商討，並在雙方同意下將捐助分配至其他項目。 

5. 有關命名權的有效期以受助設施的使用年期為限。香港乳癌基金會對有關設備之使用年期擁有絶對決定權。 

6. 如某項資產在命名後被更改用途，香港乳癌基金會有權改變有關命名安排，並會在盡可能情況下與捐助人商討有關事宜。 

7. 所有命名捐助者與香港乳癌基金會簽訂有關九龍中心命名權的協議，在有關命名捐助可能會貶損或妨害香港乳癌基金會形象及
聲譽，或阻礙香港乳癌基金會推行使命的情況下，將會被管治委員會修改或廢除。管治委員會有權決定任何相關命名權的修改
或廢除。捐助者在未獲得香港乳癌基金會書面同意之前，不得分配、轉讓或處理其命名捐助。 

8. 香港乳癌基金會將定時審視每項命名權，確保該命名捐助符合香港相關法例，包括禁止饋贈及道德原則等。 

9. 香港乳癌基金會保留在無需預先通知之情況下，隨時修改有關條款及細則的權利。 

10. 以上條款及細則為中文譯本，文義如與英文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