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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小 組 和 活 動 中 所 拍 照 之 相 片 / 攝 錄 影 像 ， 將 用 作 製 作 宣 傳 刊 物 / 網 頁 /
Facebook、報告書及機構年報，如有查詢請與職員聯絡。

中心最新的防疫措施如下
1)  凡進入中心的人士，必須配戴口罩、量體溫、用酒精搓手液潔手。
2) 健身器材和閱報均暫停使用。
3)  中心飯堂服務繼續使用即棄飯盒，會員可領飯盒回家享用，減低風險。
4) 為減低飛沫傳播，請勿在中心範圍除下口罩飲食。

中心消息
1)    5月2日(勞動節翌日)、5月9日(佛誕翌日)及6月3日(端午節)為公眾假期，
       中心暫停開放。
2)   凡於本年度入會或續會的會員，均豁免會費一年。
3)    註冊社工王欣琪姑娘已於1月21日到任，主要負責輔導服務，歡迎大家
       稍後前來互相認識。
4)    註冊社工陸美玲姑娘於5月3日離職，在此祝她前程萬里和生活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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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網上)

編號：4003-0033/22 
日期：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形式：中心面書直播(線上形式進行)
內容 : 在長者足不出戶的情況下仍能在家中學到簡單畫畫技巧。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伊德先生

簡易畫畫天地 

編號 : 4003-0005/22
日期：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透過網上活動及遊戲，讓長者可以重溫經典電視劇片段。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呂家明先生

網上活動-那些年我們喜歡的電視劇

編號 : 4003-0035/22
日期：2022年5月4、18、2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透過ZOOM，讓大家都能夠在家中做運動。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陳逸明先生

網上活動-健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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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 4003-0013/22
日期：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正 
地點：ZOOM
內容：透過畫畫，紓緩在疫情期間的擔憂。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友義氣。和諧粉彩5/2022

編號 : 4003-0011/22
日期：2022年6月15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透過畫畫，紓緩在疫情期間的擔憂。 
對象：中心義工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友義氣。和諧粉彩6/2022

義工活動



編號 : 4003-0009/22
日期：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面書Facebook
內容：分享現時香港為長者提供的福利資源，讓長者及護老者能善用資源，
          繼續居家安老。
對象：護老者/長者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5月4日例會開始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長者福利知多少講座(5月)

日期：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讓長者透過講座，
          認識骨質疏鬆成因及預防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呂家明先生
*備註 : 此活動與東華東院合辦。

網上講座-骨質疏鬆知多少

編號 : 4003-0020/22
日期：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讓長者透過講座，認識背痛成因及預防方法。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5人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呂家明先生
*備註 : 此活動與東華東院合辦。

網上講座-腰背護理

4

中心健康講座(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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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費用

【敬請預約】中心復康器材借用服務

收費(件)

為鼓勵長者透過認識基督教信仰，從而豐富個人
生命，中心一直致力推行「長青天地」聚會，盼望
透過詩歌、遊戲、分享及祈禱，讓中心各會員得著
豐盛的生命，歡迎你參與其中，認識基督。

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負責職員 報名日期

5月26日 上午10時30分
至11時30分

/
下午

2時正
至

3時正

中心511室 全免 陳淑儀姑娘

5月4日開始

6月30日 6月1日開始

長青天地

*備註：活動會視乎疫情狀況及社會福利署指引作特別安排，一切以中心公布作準。



編號 : 4003-0427/21
日期：2022年5月5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 由衞生署轄下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派員到中心，分享正確按摩方法和用途，

一般手力按摩的禁忌和安全要點，以及簡單的手力按摩技巧及自我護理方
法等。

對象：護老者/長者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呂家明先生

自助按摩

編號 : 4003-0427/21
日期：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 由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主講，有關自我健康管理的講座，包括︰健康指

標及測試、問答環節等。
對象：護老者/長者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陳逸明先生

自我管理健康講座

編號 : 4003-0427/21
日期：2022年6月2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 由東區地區康健站的註冊藥劑師到中心講解有關藥物補充劑的資訊、補充劑

的類型及服用時的注意事項等。內容及形式也會因應疫情而有所修改。
對象：護老者/長者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陳逸明先生

藥物補充劑知多少講座

中心健康講座

*備註內容及形式也會
因應疫情而有所修改。

*備註內容及形式也會
因應疫情而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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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 4003-0021/22
日期：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 由醫學營養(Nutricia)註冊營養師到中心分享認知障礙症與營養的關係、如

何透過膳食預防及減慢退化的速度等資訊。
對象：長者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備註內容及形式也會因應疫情而有所修改。

認知障礙症與營養講座

編號 : 4003-0427/21
日期：2022年6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 由衞生署轄下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派員到中心，講解蛀牙及牙周病的原因、

糾正對於口腔健康的錯誤觀念、如何正確清潔牙齒及假牙托的方法、以及定
期檢查牙齒的重要性等。

對象：護老者/長者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陳伊德先生

長者的口腔健康

歸家後切記脫
鞋和洗手。

沖廁時蓋
住廁板。

常開窗保持
空氣流通。

保持家居清潔，
乾淨衛生。

家居防疫事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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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心理衛生會
    https://www.mhahk.org.hk/index.php/20220301phoneline/，2021
●香港紅十字會
    https://www.redcross.org.hk/tc/covid_SupportHotline2022.html，2021
●Lifetube生命偶遇
    https://www.facebook.com/202397326468414/posts/
    6942049012503178/，2021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https://bit.ly/3vzgGVq，2022

護老者天地
    「照顧者易達平台」由2020年8月至今年1月期間，收集1,613份來自照顧
者的數據。調查還發現超過五成(52.5%)照顧者每周照顧時數超過41小時，
每周照顧時數超過61小時或以上更超過三成(36.6%)。因長時間的照顧而導
致較大的精神及照顧壓力，平台呼籲照顧者不要忽略自己需要，儘早尋求協
助；不要獨自一人承擔，應鼓勵家庭其他成員互相分擔照顧工作。另外，社區
持份者也應為照顧者提供支援。
        當面對不同事情時，我們的身體、情緒、思想和行為等均會有不同的壓
力反應，提醒我們照顧自己的需要，不可忽略以下的內在訊號︰

 針對現時疫情不穩的景況，亦容易出現擔憂、恐懼、苦悶及焦慮不安的
情緒，你又是否有以上的壓力反應?若有，也不用擔心，讓我們正視和處理，
減輕壓力，多關心自己的情緒健康。建議方法如下︰
✓ 接納自己的情緒反應：不壓抑、不逃避、不抗拒。
✓  明白擔心源於對將來的憂慮，嘗試將注意力帶回現在，尤其是自己可以

控制的事情上。
✓ 學習放慢自己的步伐，留心平時忽略的東西，例如窗外的風景等。
✓  安排一些可以令自己心情舒暢的家中活動，例如聽音樂、唱歌、練習書

法、種花等。
✓ 定時做鬆弛練習，如腹式呼吸法、靜觀呼吸等，令繃緊的身心可得紓緩
✓ 切勿依賴煙、酒或藥物等不良方式來處理負面情緒。
✓ 以正面的心態去面對疫情及困難，多留意令人鼓舞的報導。
✓ 不要低估自己應對逆境能力，在困難中更能發揮互相守望、彼此關愛。
✓ 善用社區資源，幫助自己處理壓力和紓緩負面情緒，見下表︰

身體 呼吸困難、胸部繃緊、胃部不適、肌肉緊張、疲倦、頭痛、出汗等。
情緒 緊張、焦慮、恐懼，擔心、煩躁、憤怒、難過、抑鬱、孤單、無助、內疚等。

思想 精神不集中、記憶力轉差，思想混亂、難於做決定或解決問題、重複想著
有關事情、思想過於負面等。

行為 睡眠失調、食慾不振、迴避或反覆查看相關訊息、變得寡言、缺乏動力、
處事衝動、容易被驚嚇、坐立不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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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https://www.hkfws.org.hk/news/latest-news/in-love-we-walk-hsb，2022
●照顧者易達平台
    https://www.carereps.org/aboutus，2021
●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healthy_ageing/mental_
    health/covid_19.html，2020
●香港撒瑪利亞會
https://samaritans.org.hk/?lang=zh-hant，2022

機構 服務詳情 電話熱線 熱線服務時間

香港心理衞生會

香港心理衞生會特別安排
【疫要關「心」】情緒支援熱
線，由本會社區精神健康服
務的專業社工負責接聽，如
你或親友因疫情受到困擾可
致電尋求協助。

9851 0854

星期一至三、五︰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星期四︰
下午2時至晚上10時

香港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的「抗疫同行熱線」
除會提供最新衛生健康知
識、抗疫同防疫措施資訊，亦
會有香港紅十字會及其他社
區服務資訊，以及提供心理
支援服務。

3628 1185 星期一至日
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香港基督教
輔導學院

為接受強制隔離檢疫而情
緒困擾人士提供情緒支援服
務。

5509 5658 
(可收發

whatapp訊
息）

星期一至五
下午2時至6時

浸信會愛羣
社會服務處

熱線提供投疫資訊、轉介服
務及情緒支援服務，費用全
免，內容保密。

2535 4135
星期一至六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公眾假期
除外）

香港家庭福利會

提供免費心理諮詢服務，全
程遙距進行。提供情緒支援、
專業情緒評估、抗疫資訊、緊
急生活援助金申請資料、轉
介服務等。

2130 0099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10時至12時30分及

下午2時-5時；
逢星期二加開
晚上7時至9時

（公眾日期除外）

香港撒瑪利亞會
提供24小時電話熱線，提供
情緒支援服務，費用全免，內
容保密。

28960000 二十四小時服務



10

新一輪消費券計劃

第一階段：先向成功登記上一輪消費券計劃的合資格市民發放5,000元消費券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推行新一輪消費券計劃，向合資格市民發放總額
10,000元的消費券。第一階段是先在四月份向已成功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合
資格市民發放5,000元消費券，合資格市民會在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二階段推出時
獲分期發放餘額。

一般來說，已成功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市民，會在2022年4月透過其已登記
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直接獲發消費券，日期會於稍後公布，有關市民亦會在消費券
發放當日收到手機短訊或應用程式推送通知。市民毋須再次登記。
在2021年消費券計劃下以支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或WeChat Pay HK
帳戶收取消費券的市民
有關市民會透過其用作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收到5,000元
消費券，有關消費券的有效期至2022年10月31日。

有關市民可在第一期4,000元消費券於4月發放後，透過其用作登記2021年消費券
計劃的八達通卡拍卡領取。市民的「合資格消費」（按此）累積總額在指定日期之前
不少於4,000元，便可在達標後下一個月16日拍卡領取第二期1,000元消費券。市
民最早可於6月16日，而最遲可於11月16日，開始領取第二期1,000元消費券。
由於八達通卡有儲值限額（現時一般為3,000元），市民可因應其八達通卡內的儲
值額，在領取期限（2022年12月31日 ）前透過特定渠道（按此）分開多次拍卡領
取已發放的消費券。
有關消費券的發放、領取（只適用於八達通卡）和使用方法，以及適用範圍等與
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安排一樣。市民可瀏覽相關網頁（按此）查閱所需資料。

新一輪消費券計劃

程序及時間表

在2021年消費券計劃下以八達通收取消費券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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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如已移除用作領取上一輪消費券的儲值支付工具手機應用程式，或已註
銷其電子帳戶，可先嘗試重新下載相關手機應用程式或啟動該舊有帳戶。市
民可以點擊以下連結或致電營辦商，了解各儲值支付工具的相關資訊：
● 支付寶香港 (電話: 2245 3201)
● 八達通 (電話: 2969 5500)
● Tap&Go「拍住賞」 (電話: 2888 0000)
● WeChat Pay HK (電話: 3929 1666)
若個別市民確定用作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儲值支付工具帳戶已失效，
包括已遺失/退回已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八達通卡，因此不能透過有關
帳戶收取新一輪消費券，他們須在2022年3月25日或之前更新其儲值支付工
具帳戶登記紀錄，以相同儲值支付工具的新帳戶領取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第一
階段發放的消費券。

如市民未能在3月25日或之前遞交更新儲值支付工具帳戶的申請，有關消費
券或會按登記人的登記紀錄在4月發放至一個已失效的帳戶(包括已遺失的
八達通卡)。我們如在3月25日後收到更新資料申請，會與相關儲值支付工具
營辦商跟進，但相關市民無可避免可能會延遲收到有關消費券，有關消費券
亦有可能已被他人使用。

有關市民可透過以下渠道更新其儲值支付工具帳戶登記紀錄：

按此下載「更改儲值支付工具帳戶申請表格」，並將填妥及已簽署的表格，連
同有效的香港身分證複本，郵寄至「香港郵政總局郵政信箱185000號 消費
券計劃秘書處」。如在本地投寄，信封上毋須貼上郵票（郵費由政府支付）。
市民亦可致電消費券計劃熱線185000以郵寄、電郵或傳真方式索取表格。

市民若遺失了已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八達通卡或有關八達通卡已失
效，亦可透過指定網站（按此）更改其登記紀錄，以另一張八達通卡領取新一
輪消費券計劃第一階段發放的消費券。舊的八達通卡將會被註銷。

申請了樂悠卡的市民，如他們已遺失早前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八達通
卡，或有關八達通卡已失效，並希望以樂悠卡收取新一輪消費券，他們可致
電八達通熱線2969 5500辦理更改手續。舊的八達通卡將會被註銷。

儲值支付工具帳戶已失效或遺失等的處理

書面表格

更改八達通卡網站

樂悠卡持有人的特別安排

資料來源：https://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請注意，市民必須使用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同一款儲值支付工具收
取有關消費券，不能在此階段轉換儲值支付工具，而同一個儲值支付工具
帳戶不可被多於一名登記人登記作領取消費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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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醒老友學堂

日期：2022年5月1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15分至3時15分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 邀約懷疑確診患上認知障礙症或有記憶力衰退情況出現的長者進行面談和

評估，並簡單分享有關認知障礙症的資訊。
對象：有需要的長者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無需報名，將由負責職員邀約，如有疑問可直接與負責職員聯絡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愛腦俱樂部(5月） 編號 : 4003-0024/22

日期：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30時
地點：以電話形式進行
內容： 透過分享、遊戲及活動等，讓長者有系統地關注個人的認知健康及學習記憶

方法，延緩衰退。
對象：懷疑/已初步確診患上認知障礙症患者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愛腦歡聚(5月） 編號 : 4003-0023/22

日期：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15分至3時45分
地點：以電話形式進行
內容：致電關懷護老者及其被照顧者的近況，給予聆聽和支援。
對象：中心登記之護老者
名額：16人 (無需報名，同工將個別邀請參加活動)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傳聲顯關懷(5月） 編號 : 4003-0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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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以whatsapp視像對話形式進行
內容：分享社區資訊和消息，學習照顧技巧和建立   
          支援網絡，減輕照顧壓力。
對象：護老者
名額：8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4003-0017/22 4003-0425/21

一期一會_線上版(5月） 一期一會_線上版(6月）

日期 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 2022年6月21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時正至10時40分 上午10時正至10時40分

形式 WHATSAPP視像對話 WHATSAPP視像對話

護老者活動

編號 : 4003-0022/22
日期：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15分
地點：中心512室
內容：透過體驗和諧粉彩藝術創作，學習放鬆個人的情緒和壓力，找到喘息的一角。
對象：護老者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進行前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喘息一角(5月）

日期：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30分
地點：舊廈5樓鄰近山翠苑方向之入口位置
內容：為長者作即時的簡易評估及邀請參與簡單小遊戲，
          宣傳中心的認知障礙症服務，推廣鍛練腦部健康的重要性 
對象：社區人士 / 長者                
費用：全免
負責職員：鄭彩霞姑娘

愛腦流動站(6月）



 

 

 

 

 

 

 

  2019冠狀病毒病有甚麼病徵 

  最常見病徵：發燒、乾咳及感到疲乏 

   其他病徵：喪失味覺或嗅覺、鼻塞、結膜炎、 

喉嚨痛、頭痛、肌肉或關節疼痛、皮疹、噁心或嘔吐、 

腹瀉、發冷或暈眩。有些受感染者只有很輕微或 

不明顯的病徵，有些則可能出現嚴重的徵狀， 

例如呼吸困難、胸口痛或精神混亂等。 
 

如果懷疑自己感染冠狀病毒病，應該怎樣做 

可以到藥房購買快速抗原測試套裝，進行自我檢測。 

    進行檢測前應注意：檢測前先清潔桌面及雙手！即將檢測前才開

啟測試套裝！不要用手接觸採樣棒的末端！ 

使用快速抗原測試方法： 
 

 
 
 
 
 
 
 
 
 
 
 
資料來源: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把採樣棒放入鼻孔

內，分別沿着兩側

鼻孔內壁打圈。 

把採樣棒前端充分

浸入測試溶液，然

後攪拌。 

蓋好盛載測試溶液

的瓶子。然後在測

試棒的樣品孔內滴

入測試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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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節 目 一 覽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初二) 3(初三) 4(初四) 5(初五) 6(初六) 7(初七)

14:00健康運動 14:15傳聲顯
            關懷(電

話形式)

8 9(初九) 10(初十) 11(十一) 12(十二) 13 14

14:15 愛腦俱樂
部

15 16(十六) 17(十七) 18(十八) 19(十九) 20 21(小滿)

10:00 愛腦歡聚
(電話形
式)

10:00 那些年我
們喜歡的
電視劇

14:00 簡易畫畫天
地(網上) 

13:30 友義氣。
和諧粉彩
(網上)

14:00健康運動

14:00 長者福利
知多少

22 23(廿三) 24(廿四) 25(廿五) 26(廿六) 27 28
10:00一期一會        
          (網上) 

10:30長青天地  

14:00健康運動 14:00長青天地  

29 30(五月) 31(初一)

10:00喘息一角

勞
動
節
翌
日

佛
誕
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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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節 目 一 覽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初三) 2(初四) 3(端午節) 4(初六)

 

5 6(初八) 7(初九) 8(初十) 9(十一) 10(十二) 11(十三)

12 13(十五) 14(十六) 15(十七) 16(十八) 17(十九) 18(二十)

13:30 友義氣。
和諧粉彩
(網上) 

14:00 認知障礙
症與營養
講座

19 20(廿二) 21(夏至) 22(廿四) 23(廿五) 24(廿六) 25(廿七)

10:00 一期一會
(網上)

14:00 長者的口
腔健康

26 27(廿九) 28(三十) 29(六月) 30(初二)

10:00愛腦流
           動站

10:30長青天地  

14:00長青天地  

端
午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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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樂」長者支援計劃

對象

計劃內容

中心設立WHATSAPP廣播功能安排(智能手機)

為鼓勵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參加社區活動，以擴闊其生活圈子，本機構特別成立「愛與
樂」長者支援計劃，下列為此計劃的詳細及內容，歡迎各位合資格的長者善用此計劃
的資助，多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

1.  本機構屬下長者鄰舍中心領取綜援會員，或「愛鄰舍」長者支援計劃領取綜援的服
務使用者，或

2. 收入低於或等如家庭入息中位數55%的長者，或
3.未能提供收入證明但經本中心註冊社工評估及推介的困乏長者。

1.  新一年計劃推行時段為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2.  計劃目的是鼓勵困乏長者參加本機構屬下兩所長者鄰舍中心舉辦的活動，特別是一

些收費較高的活動、旅行、生日會，興趣班(非會員除外)、週年聚餐等。
3. 申請人可使用津貼的活動/班組收費須為$50元或以上。
4. 在計劃舉辦時段內每人津貼上限為$250元。
5. 津貼以$25為一個單位，每次的津貼上限為$50。以鼓勵申請人多參與中心活動。
6.  領綜援的會員須填寫「中心會員參與計劃同意書」，其他有需要的長者由本中心註

冊社工填寫「申請津助紀錄表」向機構推薦。
7.  參與的長者獲分發一張記錄卡，由中心職員每次蓋印作記錄，
    並交回申請人自行保管。
8. 由於名額有限，有興趣參與的長者須到中心登記，謝謝。

目的：讓會員得悉中心消息及活動安排，會員可於入會或續會時
通知同工，加入群組。如會員日後欲取消有關安排，可自行刪除
中心手提電話便可。中心手提電話：9585-3444(請會員自己輸入
此電話號碼至手機通訊錄)

--------------------------------------------------------------------------------

--------------------------------------------------------------------------------

督導主任              盧彥海姑娘(註冊社工) 
服務協調主任      空缺
中心主任              黃慧紫姑娘(註冊社工)    
註冊社工              鄭彩霞姑娘                   
註冊社工              陸美玲姑娘              
註冊社工              何嘉利姑娘   
註冊社工              葉慧冰姑娘
註冊社工              王欣琪姑娘

福利助理             陳淑儀姑娘
二級行政助理     周海粵姑娘
二級福利助理     陳伊德先生
二級福利助理     呂家明先生
物理治療助理     陳逸明先生
庶務助理             楊秀平姑娘

中心職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