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鸣谢 
 

 

下列学院义工及友好个人自学院成立以来，曾一次或多次支持及参与，学院在香港本

地或大陆组织主办的教学活动及临床指导、示教工作，特此鸣谢！ 

（排名不分主次，先后顺序均按姓氏拼音排列,因参与活动人员较多，未能一一列出，

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A．敖丽娟教授    阿效诚先生 

B．毕胜教授  

C. 蔡世杰先生    蔡浩狄先生    蔡莉莉女士    蔡永平女士    曹建国先生    陈宝珊女士 

陈玉莲女士    陈刚先生      陈海雄先生    陈俊松先生    陈佩诗女士    陈绮玲女士    

陈婉萍女士    陈文泰先生    陈伟雄先生    陈信添先生    陈映芬女士    陈小冰女士    

陈振雄先生    陈秀霞女士    陈旭红女士    陈新明女士    陈琴 女士     陈凯杰先生    

崔海岩女士 

D．邓美妙女士    邓若雯女士    董晖先生      窦祖林教授    杜子胜先生    杜旭先生 

F．方乃权博士    方少丽女士    方健娴女士    冯伟业先生  

G．顾玉东教授    顾静仪女士    顾越先生      关永宏先生    关永乐先生    郭亨隆先生 

郭慧茵女士    郭铁成教授  

H．何卓遥女士    何瑞环女士    何小燕女士    何韵烨先生    侯西敏教授    胡安娜女士

胡信平医生    黄东锋教授    黄锦文先生    黄季芳女士    黄曼华女士    黄佩仪女士 

黄小云女士    黄晓琳女士     

K．康宁先生 

L．劳国辉先生    劳杰教授      雷雅芳女士    黎浩然先生    黎景波先生    黎婉仪女士 

李国麟博士    李嘉茹女士    李建军教授    李奎成先生    李力女士      李丽婵女士

李彩虹女士    李美好女士    李美璇女士    李攀女士      李瑞炎教授    李莉女士  

李文杰先生    李晓丽女士    李永库教授    李源雄先生    李远大先生    李月英女士 

李曾慧平教授  李忠扬博士    励建安教授    梁秉中教授    梁国辉先生    梁锦耀先生 

梁婉珊女士    梁志泉先生    廖锡尧博士    林峰先生      林克忠博士    林国辉先生 

林冷先生      刘碧玉女士    刘灿辉先生    刘发全先生    刘红卫女士    刘慧莉女士 

刘家梁先生    刘健真医生    刘海霞女士    刘咏仪女士    卢景鸿先生    卢景笙先生 

卢敏锐先生    吕蕴仪女士    罗慧敏女士    罗伦女士      罗筱媛女士 

M．马慧玲女士    麦勤兴教授 

N．南登崑教授 

O．区启明先生    区蕴仪女士    区仲恩先生    区伟纶先生    欧耀芬先生                

欧阳亚涛先生  欧阳金先先生 

P．潘恩赐女士    潘辉先生      潘秀江先生    彭扬国先生    蒲一宏先生  

Q．钱炳航教授    邱世芬女士    屈云教授 

R．冉春风先生    容诺逊先生     



 

 

 

 

S．沈美云女士    苏嘉慧女士 

T．谭采妮女士    唐丹先生      田和炳先生     

W．王志林先生    王跃进先生    王世梅女士    王玉龙先生     王贞女士     王琳女士  

吴嘉茵女士    吴丽如女士    吴少冰女士    吴淑娴女士     吴显波先生   吴欣丽女士

吴毅教授      吴子恒先生  

X．夏惠仪女士      项顶先生    向桃女士    向应强先生  

谢卫国先生    熊良俭教授    徐庆士先生     许如玲女士    薛春花女士  

Y．严闫宁女士    严志辉先生    燕铁斌教授     杨宝璇女士    杨丽菁女士   杨秀芳女士   

杨宇女士      叶少康先生    叶永强先生    叶智斌先生    叶世平先生    于士贤先生    

袁春香女士    袁国强先生  

Z．赵小方女士    詹德仁先生    张宝治女士    张蓓蓓女士    张光正先生    张玲慧博士 

张瑞昆先生    张秀娴女士    张咏诗女士    张壮立女士    张子清先生    张光宇先生 

张庆宇先生    张鹰先生      郑慧慈女士    郑淑梅女士    郑树基先生    郑振忠先生

郑吴倩华女士  郑新熹先生    周洁英女士    周江林先生    周俊明先生    周婉晶女士 

周雅媛女士    周颖心女士    朱文丽女士    朱志强先生    卓大宏教授 

Dr. Kit Sinclair（冼洁玲女士） 

Ms. Sheila Purves (贝维斯女士) 

Dr. Giyn O’Toole     

Dr. Mitch O’Toole 

S.Maggie REITZ  

Xenia Holland 

 

 

下列友好机构一次或多次支持学院活动，特此鸣谢： 

 

A. 澳门职业治疗师公会                   安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C.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钱璟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D. 东莞虎门医院                         得信医疗有限公司                                

F. 富平县第二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G. 广州工伤康复中心                     广州南方医院骨科       

 广州珠江医院康复科                   广州残疾人康复中心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广东省康复医学会               

广东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     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H. 湖南省工伤康复中心                      

M. 美国职业治疗学会                     满营发展有限公司 



 

 

 

 

Q.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青岛卫生学校         

青岛市卫生局                         青海省慈善总会 

R. 日本职业治疗学会 

S. 世界联业治疗师联盟                  上海中医药大学            

四川崇州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绵阳地震康复中心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康复医学会               

深圳儿童医院                        深圳市第九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利中心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 天津医院                            台湾职业治疗学会       

台湾职能治疗学会                    台湾职能治疗师公会 

W. 维京行有限公司                      维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卫生署中九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 

X.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      香港医院管理局 

   香港工商科技发展局                  香港郑王德香爱心基金会 

香港卫生护理专业人员协会            香港职业治疗学会                     

香港关怀行动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痉挛协会                        香港复康会 

香港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            香港柏力与确志协会 

香港生活质素学会                    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香港伊利沙伯医院                    香港大埔医院 

香港九龙医院                        香港屯门医院 

香港玛嘉烈医院                      香港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香港麦里浩复康院                    香港戴麟趾复康中心              

香港根德公爵夫人儿童医院            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香港荔景医院                        香港通善坛有限公司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雅丽珊郡主红十字会学校 

新加坡职业治疗学会                  新西兰职业治疗学会   

     

Z. 中国康复医学会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中华慈善总会                        中国安徽省慈善协会                                    

中国阜阳市人民政府                  中国阜阳市民政局 

中国阜阳市卫生局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科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      职业训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