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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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元旦)、2月1日(農曆年初一)、2月2日(農曆年初二)、
        2月3日(農曆年初三)為公眾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2)    註冊社工鄭彩霞姑娘已於12月1日到任，主要負責認知障礙症、護老者和個案

服務，歡迎大家稍後前來互相認識。

1月5日(星期三) 2月9日(星期三) 3月2日(星期三)

(仁愛)
上午9時30分

(仁愛)
上午9時30分

(仁愛)
上午9時30分

(喜樂)
下午2時30分

(喜樂)
下午2時30分

(喜樂)
下午2時30分

1-3月例會日期



中心活動

編號：4003-0448/21
日期：2022年1月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由YWCA導師及義工教授，   
          認識三葉球的玩法，增強體魄。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淑儀姑娘

新興運動~三葉球

編號：4003-0457/21
日期：2022年1月29日、2月5日及2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正
地點：中心舊廈四樓大堂
內容：由黃子峰導師教授，認識柔力球的玩法，增強體魄。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 90 / 3堂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淑儀姑娘

柔力球體驗活動

中心消息

2

本中心獲社會福利署撥款購買禦寒物品，凡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之
獨居或雙老同住會員可於 2022年1月10日至1月18日期間帶同有關証
明文件，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510室櫃位，領取夾棉背心一件，數量有
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寒冬送暖



編號：4003-0442/21
日期：2022年1月26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4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與長者們一同遊玩硬地滾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呂家明先生

硬地滾球同樂日
編號：4003-0444/21
日期：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4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與長者們一同遊玩地壺球。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3月2日開始
負責職員：呂家明先生

地壺球同樂日

編號 : 4003-0434/21           
日期 : 2021年2月21日（星期一）
時間 : 第一節：下午2時30至3時15分
           第二節：下午3時45至4時30分
地點 : 二樓小禮堂
對象 : 只限獨居或雙老同住之長者。
費用 : 全免
負責職員 : 呂家明先生
備註 : 1.與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合辦
         2.此活動需要預約，如需報名請致電25580187與耆康會聯絡。

鄰里顯耆情(2022年2月) 

3

(1月)0432/21 (2月)0431/21 (3月)0428/21

日期 2022年1月19日
（星期三）

2022年2月16日
（星期三）

2022年3月23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
3時30分

地點 中心511室
內容 透過虛擬實境技術，讓會員能夠觀賞世界各地名勝古蹟。
對象 中心會員
名額 4人 4人 4人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22年1月5日開始 2022年2月9日開始 2022年3月2日開始
負責職員 呂家明先生

備註 如未曾參加過此活動之會員可優先報名

60分鐘環遊世界(VR篇)



編號：4003-0443/12
健康快樂運動(1月)

日期
2022年1月6、13日

(星期四)
2022年1月19、26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12時30分至1時30分 下午12時30分至1時30分

地點：中心512室
內容：讓長者透過復健運動，保持身體機能健康。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6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逸明先生

4

中心活動
乒乓球同樂日(3月)

編號：4003-0435/21

地點：中心512室
內容：與會員學習更多桌遊，提升溝通及邏輯能力。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8人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逸明先生

腦有記(1月) 

日期
2022年1月7日至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2022年1月29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15分至4時30分 下午2時正至3時15分

編號：4003-0446/21
日期：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由同工教導長者認識乒乓球玩法，開發接球，一起運動。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3月2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伊德先生



編號：4003-0447/21
日期：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2時30分講座 ;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進行心臟檢查)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1.透過講座，教育長者心臟健康的知識及如何保養心臟，提升健康體魄。  
          2.在講座中抽籤3位長者進行心臟檢查，達致預防勝於治療。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30人 (抽籤3位會員進行心臟檢查)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3月2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淑儀姑娘
*備註 :進行心臟檢查包括量血壓/身高體重/抽血+問卷調查 ;
心臟檢查(心電圖/心臟超聲波掃描+/- 六分鐘步行測試) + 解釋
此活動乃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及藥物治療系合辦，由該學院醫生/護士主持活動。

心臟健康講座

編號：4003-0411/21
日期：2022年1月12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認識電訊服務消費者權益，善用流動數據服務小貼士及
          弱勢電訊服務用戶須知。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2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周海粵姑娘
備註：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講員講解

做個精明通訊服務用家--健康講座

5

中心健康講座

編號 : 4003-0436/21
日期：2022年2月8日至2022年2月15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與老友記一同學習芬蘭木柱。
對象：中心會員
名額：1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伊德先生

芬蘭木柱體驗日(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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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活動

編號：4003-0412/21
日期：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1. 義工隔月例會，宣傳中心義工服務及報名。
          2. 凝聚中心義工及義工分組。
對象：會員
名額：3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友。義氣」義工會 1/2022

編號 : 4003-00429/21
日期：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1時正至3時正 
地點：中心510室
內容：到小西灣日間中心唱歌表演賀新春。
對象：長者
名額：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友。義氣」義工服務-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新年活動

編號：4003-0438/21
日期：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正至3時30分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1. 分享長者友善社區。
          2. 嘉許義工一年來的活動成果分享。
對象：會員
名額：45人 (需憑入場券出席)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老有所為」- 活動成果分享日

成果分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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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4003-0417/21
日期：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中心511室
內容：1. 義工隔月例會，宣傳中心義工服務及報名。
          2. 凝聚中心義工及義工分組。
對象：會員
名額：30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友。義氣」義工會 3/2022

編號 : 4003-0441/21
開會日期：2022年1月25日（星期二）
開會時間：下午1時30分至2時30分
服務日期：2022年2月7日(星期一)
服務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中午12時正 
地點：中心511室 / 512室
內容：與獨居或雙老同住長者
          一起慶祝人日。
對象：長者
名額：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何嘉利姑娘 

關懷小組 - 節日活動(新春) 2022

身體健康



潔手七式

指尖

指背

拇指指隙

手背

手掌

手腕

1月(0424/21) 2月(0427/21) 3月(0425/21)

日期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時正至11時正
地點 中心511室
內容 手工製作，分享照顧心路歷程及減壓心得。
對象 護老者/長者
名額 20人 20人 20人
費用 全免

報名日期 2022年1月5日開始 2022年1月5日開始 2022年3月2日開始
負責職員 陸美玲姑娘

洗
手
最
少
二
十
秒

七
個
步
驟
不
能
少

是
但
求
其
濕
水

搓
兩
下
就
算

護老減壓種植小組
編號 : 4003-0426/21
日期：2022年3月1、8、15及22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正至11時30分
地點：中心511室及舊廈四樓天井
內容：透過植物種植活動，置身綠色環境中，舒緩身心，
          分享不同的方法舒緩照顧壓力和情緒。
對象：護老者/長者
名額：8人     
費用：$15
報名日期：2022年2月9日開始
負責職員：陸美玲姑娘
備註：每位參加者均於小組完結前獲自製盆栽乙盆。

8

一期一會共聚日（手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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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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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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日開始

2月24日(四) 二樓小禮堂 2月9日開始

3月31日(四) 中心511室 3月2日開始

長青天地



歸家後切記脫
鞋和洗手。

保持家居清潔，
乾淨衛生。

沖廁時蓋
住廁板。

常開窗保持
空氣流通。

時間 日期 地點 費用 名額 負責職員 報名日期 備註
養生太極

A班
(1-3月)

上午11時15分
至

下午12時15分

1月19日至
3月23日

（星期三）
511
室

$100
（8堂）

12
人

呂家明
先生

1月5日
2月2日、
2月23日

暫停

養生太極
B班

(1-3月)

上午11時30
至

下午12時30分

1月17日至
3月28日

（星期一）

$100
（8堂）

12
人 1月10日

1月24日、
1月31日、
2月21日

暫停

趣味普通話班
（1-3月）

下午2時30分
至

至4時正

1月11日至
3月29日

（星期二）

512
室

$150
(10堂)

16
人

周海粵
姑娘 12月14日

2月1日及
2月22日

暫停

智能手機
A班

(1-3月)

上午9時30分
至

11時正

1月8日至
3月26日

（星期六）
511
室

$120
(8堂)

10
人

陳淑儀
姑娘 1月5日

1月15日,
1月22日,
1月29日,
2月5日

暫停

智能手機
B班

(1-3月)

上午11時30分
至

下午1時正

1月8日至
3月26日

（星期六）

$120
(8堂)

10
人

1月15日,
1月22日,
1月29日,
2月5日

暫停

Ukulele
小結他班
進階班
(1-3月)

下午1時30分
至

2時30分

1月7日至
3月18日

（星期五）

512
室

$190 
(6堂) 8人

1月21日,
1月28日,
2月4日,

2月25日,
3月11日
暫停

Ukulele
小結他
初班

 (1-3月)

下午12時30分
至

1時30分

1月7日至
3月18日

（星期五）

$190 
(6堂) 8人

1月21日,
1月28日,
2月4日,

2月25日,
3月11日
暫停

擊出愛
(1-3月)

下午2時30分
至

3時30分

1月10日至
3月14日

（星期一）

511
室

$400 
(8堂)

10
人

1月31日,
2月21日

暫停

中心恆常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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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年1月16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9時正至下午3時正 
集合時間：上午9時正     
集合地點：中心地下大堂  
地點：中山紀念公園、泉章居客家菜、上環海味街  
內容：
1. 上午到中山紀念公園，參觀公園內海旁景色並完成拍照任務。
2. 中午前往泉章居品嚐傳統客家菜，由於疫情關係，午膳會以個人套餐形式享用。
3. 午飯後到上環海味街辦年貨。
對象：長者會員及會員親友 
費用：每位會員及其親友大小同價$100 
(「愛與樂」長者支援計劃會員可扣除$25 或 $50之費用)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黃慧紫姑娘
備註：
1. 參加者 3 歲或以上須收費，0至2歲不另收費，但須報名留位。       
2. 參加者必須領取步行籌款表格，起步費$50起。 

愛華愛心行2022 

日期：2022年1月2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下午3時30分 (按時段)

地點：本中心511室
內容： 設年花、賀年糖果檔及新春攤位，會員可自由參與，
  體驗辦年貨行年宵的樂趣。
對象：長者會員
費用：$30 (換領代用劵屆時購物)

愛華新春大笪地2022 大笪 地

日期：2022年4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正至下午12時15分
內容：藉福音活動，
          讓長者有機會聽聞基督教福音訊息。
地點：中心2樓教會禮堂
費用：全免 
對象：長者會員
報名日期：2022年3月2日開始
負責職員：陳淑儀姑娘

復活節長者佈道會2022 

時段 時間 人數

          時段一 上午10時正至中午12時正 60人
時段二 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 60人

報名日期：2022年1月5日開始
負責職員：黃慧紫姑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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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出示已登記之會

雅培
日期：2022年1月2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至11時30分(按照籌號時段)
地點：中心512室
抽籤日期：2022年1月20日至21日(星期四及五)
抽籤時間：上午9時正至下午5時正
抽籤地點：中心510室
費用：加營素大罐(900克)$163/細罐(400克)$78 
      金裝加營素(900克)$163
低糖加營素 (850克)$168 
活力加營素 (850克)$199 
怡保康大罐(900克)$205.5/ 細罐(400克)$90.5

中心將於每次購買奶粉之前的星期四及星期五兩天辨公時間內進行登記程序，有意購買
人士可於登記籌號日期致電或前往中心登記。

登記

*購買奶粉注意事項*

雀巢
日期：2022年2月1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時30至11時30分(按照籌號時段)
地點：中心512室
抽籤日期：2022年2月10日至11日(星期四及五)
抽籤時間：上午9時正至下午5時正
抽籤地點：中心510室
費用：三花柏齡(800克) $75
高鈣活關節低脂(800克) $85
雙效降醇素(800克) $100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每位人士必須持有效會員證前來或致電中心登記，每人只限抽籌一次，並請按籌號安排的
時間於當日購買三花奶粉或加營素。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元旦)

 

2 3(滕月) 4(初二) 5(小寒) 6(初四) 7(初五) 8(初六)

9:15健康操 9:30例會(仁)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1)
12:30 健康快樂運

動(1)

09:30三葉球 09:30手機A班(1)
11:30手機B班(1)

14:45書法二班(10) 14:30例會(喜) 13:00書法一班(1)
14:45國畫二班(1)

12:30小結他初階(1)
13:30小結他進階(1)
15:15腦有記(1)

9 10(初九) 11(初九) 12(初十) 13(十一) 14(十二) 15(十三)

9:15健康操 10:00中文班(6)
10:00 健康講座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2)
12:30 健康快樂運

動(2)
14:45書法二班(1)
14:30擊出愛(1)

14:30普通話班(1) 13:00書法一班(2)
14:45國畫二班(2)

12:30小結他初階(2)
13:30小結他進階(2)
15:15腦有記(2)

16 17(十五) 18(十六) 19(十七) 20(十八) 21(十九) 22(二十)

愛
華
愛
心
行

11:30太極B班(1) 9:15健康操 10:00中文班(7)
11:15太極A班(1)

奶粉抽籌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3)

奶粉抽籌

14:45書法二班(2)
14:30擊出愛(2)

14:30普通話班(2) 12:30 健康快樂
運動(3)

14:30 60分鐘環
遊世界

13:00書法一班(3)
14:45國畫二班(3)

14:30 「友。義氣」
義工會

15:15腦有記(3)

14:00 「老有所為」
成果分享日

14:30柔力球(1)

23 24(廿二) 25(廿三) 26(廿四) 27(廿五) 28(廿六) 29(廿七)

9:30購買奶粉(雅培)
10:00護您耆園

10:00中文班(8)
11:15太極A班(2)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4)
10:30長青天地

10:00 愛華新春
大笪地
2022

13:00 「友。義氣」
義工服務

14:45書法二班(3)
14:30擊出愛(3)

13:30 關懷小組 - 節
日活動(新春)

14:30普通話班(3)

12:30 健康快樂
運動(4)

14:00 硬地滾球
同樂日

13:00書法一班(4)
14:00長青天地
14:45國畫二班(4)

13:30 愛華新春
大笪地
2022

14:00腦有記(4)

30 31(除夕)

13

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節 目 一 覽

由10月1日開始，上午9時15分至9時45分(逢星期二及星期四)於中心511室恢復
早操，歡迎老友記一同做運動。活動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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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二 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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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 2(初二) 3(初三) 4(初四) 5(初五)

14:30柔力球(2)

6 7(初七) 8(初八) 9(初九) 10(初十) 11(十一) 12(十二)

11:30太極B班(2)
11:00 義工節日活

動(新春) 

9:15健康操 9:30例會(仁)
11:15太極A班(3)

奶粉抽籌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5)

奶粉抽籌 09:30手機A班(2)
11:30手機B班(2)

14:45書法二班(4)
14:30擊出愛(4)

14:30普通話班(4)
14:00芬蘭木柱

14:30例會(喜) 13:00書法一班(5)
14:45國畫二班(5)

12:30小結他初階(3)
13:30小結他進階(3)

14:30柔力球(3)

13 14(十四) 15(十五) 16(十六) 17(十七) 18(十八) 19(十九)

11:30太極B班(3) 9:30購買奶粉(雀巢)
10:00護您耆園

10:00中文班(9)
11:15太極A班(4)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6)

09:00 基灣小學      
ZOOM活動

09:30手機A班(3)
11:30手機B班(3)

14:45書法二班(5)
14:30擊出愛(5)

14:30普通話班(5)
14:30芬蘭木柱

14:30 60分鐘環
遊世界

13:00書法一班(6)
14:45國畫二班(6)

12:30小結他初階(4)
13:30小結他進階(4)

20 21(廿一) 22(廿二) 23(廿三) 24(廿四) 25(廿五) 26(廿六)

10:30長青天地 09:30手機A班(4)
11:30手機B班(4)

14:30鄰里顯耆情
15:45鄰里顯耆情

14:00長青天地

27 28(廿八)

11:30太極B班(4)

14:45書法二班(6)
14:30擊出愛(6)

活動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佈為準

農曆新年
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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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二 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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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 2(三十) 3(二月) 4(初二) 5(驚蟄)

9:15健康操
10:00 護老減壓

種植小組

9:30例會(仁)
11:15太極A班(5)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7)

09:30手機A班(5)
11:30手機B班(5)

 14:30普通話班(6) 14:30例會(喜) 13:00書法一班(7)
14:45國畫二班(7)

12:30小結他初階(5)
13:30小結他進階(5)

6 7(初五) 8(初六) 9(初七) 10(初八) 11(初九) 12(初十)

11:30太極B班(5) 9:15健康操
10:00 護老減壓

種植小組

10:00中文班(10)
11:15太極A班(6)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8)

09:30手機A班(6)
11:30手機B班(6)

14:45書法二班(7)
14:30擊出愛(7)

14:30普通話班(7) 13:00書法一班(8)
14:45國畫二班(8)

13:30健康講座

13 14(十二) 15(十三) 16(十四) 17(十五) 18(十六) 19(十七)

11:30太極B班(6) 9:15健康操
10:00 護老減壓

種植小組

11:15太極A班(7)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9)

09:30手機A班(7)
11:30手機B班(7)

14:45書法二班(8)
14:30擊出愛(8)

14:30普通話班(8) 13:00書法一班(9)
14:45國畫二班(9)

12:30小結他初階(6)
13:30小結他進階(6)

20 21(十九) 22(二十) 23(廿一) 24(廿二) 25(廿三) 26(廿四)

11:30太極B班(7) 9:15健康操
10:00 護老減壓

種植小組

11:15太極A班(8) 9:15健康操
10:00國畫一班(10)

09:30手機A班(8)
11:30手機B班(8)

02:45書法二班(9) 14:30普通話班(9) 14:00乒乓球同樂日
14:30 60分鐘環

遊世界

13:00書法一班(10)
14:45國畫二班(10)

14:30 「友。義
氣」義工會

27 28(廿六) 29(廿七) 30(廿八) 31(廿九)

11:30太極B班(8) 9:15健康操
10:00護您耆園

9:15健康操
10:30長青天地

02:45書法二班(10) 14:30普通話班(10) 14:00 地壺球同
樂日

14:00長青天地

由2022年1月4日開始，上午9時15分至9時45分(逢星期二及星期四)於中心511
室恢復早操，歡迎老友記一同做運動。活動如有更改，一切以中心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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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婉儀姑娘(註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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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助理             陳淑儀姑娘
物理治療助理     陳逸明先生
二級福利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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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務助理             楊秀平姑娘

中心職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