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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聯會工作簡報（1-8月）
自去年二月份新冠肺炎襲港，至今已經十九個月，市民大眾在努力抗疫之餘，亦逐漸適應疫情下的生活

方式。聯會秉承創會三大宗旨，在疫情之下積極求變，由年頭至今以不同方式向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

支援和服務。中心在此期間舉辦了十多個訓練小組、暑期訓練班、3次家長體驗工作坊及每月一次的親子舞

蹈同樂日。當然，我們亦不忘關懷智障人士、為他們爭取權益，及提高社會對他們的認識。

會員關懷
新年期間，聯會獲熱心義工幫助製作了一系列賀年短片，我們寄望短片能向智障人士和照顧者帶來新年

氣息和正能量；亦有善長在新年前夕為有需要的會員免費提供上門噴灑殺菌塗層，讓家中免受病菌侵擾。

疫情爆發以來，家長甚少機會聚首一堂。聯會在農曆初七上午舉辦首次線上元宵抽獎活動。當天共有80

多位會員參加，歡聲笑語在視像會議中蔓延。同時，為緩解家長會員的消費支出壓力，聯會將Circle K贈
予的4,400張「二十元現金券」及1,100張「飯盒換領券」派發予家長會員及新里程成員。時至6月，聯會獲全

球華人流行音樂慈善基金 及 智慧光慈善基金 慷概捐贈100份端午開心福袋予本會家長會員及新里程成員，

讓大家一同過個開心的端午節。中秋前夕，聯會向100多個有需要的家庭派發月餅及抗疫物資，希望讓他們

能過一個開心又安心的中秋節。

權益爭取
我們亦十分關心智障人士和自閉症人士的福祉。家長聯會權益組於本年2月上旬聯同其他家長組織去信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建議延長「護齒同行」計劃及恆常化，最終獲得積極回應。此外，聯會於

去年以支持團體身份參加了「新冠肺炎疫情對智力及發展障礙人士及照顧者的影響」調查研究，是次調查結果

於6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公佈。詳細內容及建議，請見本刊第2頁。

社區教育
聯會籌備已久的『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真」與「困」研討會』於4月17日舉行，吸引了500多位各界

人士報名。研討會旨在推動社會各界從不同角度了解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真實特性和他們面對的困境，促

使他們能在社會上獲得適當的支援和公平的對待。有關研討會詳細內容，請見本刊第2頁。

此外，聯會提名3名資深家長參選「香港傑出活齡女性選舉」，提名除了是肯定她們對智障人士的貢獻

外，亦期望可以藉此機會引起大眾關注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

最後，我們衷心期望疫情盡快過去，大家又可以再暢聚一起！

本刊圖文版權為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所有，按需要可轉載或翻印，請註明出處。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為一智障人士家長組織，於1987年成立及註冊為非牟

利團體，更於1995年成立毅行者社區教育中心。本會一直致力關注智障人士

的福祉及權益，促進智障人士家長的互助精神，更積極推廣社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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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連吃美食的樂趣也失去，他們

（智障人士）會過得很苦。」本會的

一位家長曾在接受採訪時慨嘆道。智

障人士由於智力障礙，他們較難學習

刷牙方法及保持口腔衛生。相比一般

人，他們更容易出現牙患及口腔疾病。

加上部份智障人士欠缺溝通能力，

即使牙齒不適亦不懂表達，有機會延

誤治療。

本會早於2011年完成本港首個智障成

人牙齒診治服務調查，引發各界關注

智障成人牙科服務問題和需要，藉此

推動不同機構逐漸開展「無障牙科」

服務。

本年2月上旬，家長聯會權益組聯同其他家長組織去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教授，建議延長及恆常化「護齒同行」計劃；

食衛局於3月2日以電郵回覆：『政府將撥款於2021年7月16日起把「護齒
同行」計劃延長三年，繼續為18歲或以上的智障成年人士免費提供口腔檢
查、牙科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服務。』

後續 
衞生署於2021年7月16日公佈「護齒同行」計劃由即日起延續服務三年，
繼續為18歲或以上的智障成年人士提供免費牙科服務。

計劃的詳情、受惠對象、申請表格及非政府機
構 牙 科 診 所 的 聯 絡 資 料 已 上 載 至 衞 生 署 網 頁
(www.dh.gov.hk/tc_chi/main/main_ds/main_ds_dcp.html)或掃
描右方QRCode。

延長「護齒同行」計劃
權
益
爭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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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疫情期間，聯會除了向有需要的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物資支援外，亦通過

電話慰問、網上分享抗疫資訊等方式，提供精神和知識層面的支援。在此期間，

家長聯會深感照顧者所面臨的巨大壓力。

為讓政府聽到智障人士家庭的聲音，及促進社會共同關注弱勢群體的需求，家長

聯會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邀請，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對智力及發展障礙人士

及其照顧者的影響」國際調查的香港區支持團體，並於2020年8月向家長會員發

出問卷進行調查。最後共收集到269份有效的照顧者問卷（包括智障人士的家人

及受薪照顧者）。

調查報告發佈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社會工作學系於2021年6月

18日公佈調查報告。發現本港智障人士於疫情期間

在1）遭遇環境約束、2）體力活動減少、3）疑似剝

削或疏忽照顧等情況，較參與同一調查的其他國家及

地區嚴重；另外，家庭照顧者的情緒健康，以及對疫

情資訊的滿意度亦低於國際整體評分。

「新冠肺炎疫情對智力及
  發展障礙人士及其照顧者的影響」
                 香港區調查報告

研究團隊對疫情期間的社福措施和服務提出了多項

建議，當中包括：

加強公共衛生危機中的無障礙資訊發放，針對智

障人士，推出簡易圖文資訊；推出防疫新措施時，

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如社署等協助，並提供足夠的

服務資訊。

疫情下應加强不同持份者之適時溝通及交流，並重視自助組織之功能和角色。

加强公眾健康教育，鼓勵公眾保持社交距離的同時，亦需盡量保持一定的體

力活動。

推出針對特殊需要人士的防疫政策時，需加强公眾教育和宣傳。

探索突發危機下的替代服務，推動多元化服務，盡量維持緊急社區支援服務。

1.

2.

3.

4.

5.

歡迎掃描右方
Q R C o d e進一
步瞭解是次調
查報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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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
「真」與「困」研討會
近年來出現多宗與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ASD）有關

的法庭個案，家長聯會深信若專業及非專業人士能從

多角度了解ASD人士面對之困難，必能促進社會對

ASD的理解及支援。

本著家長聯會的三大創會宗旨，我們在精神健康資訊匯

及灼見名家傳媒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於2021年4月17日以

Zoom網上會議形式舉行「高功能自閉症人士的『真』

與『困』研討會」。

我們十分榮幸得到各方的專家、家長以及ASD人士分

享獨到見解和心得。

是次研討會有來自社福界、教育界、醫護界、警界等

超逾500位參加者登記，其中當然不乏家長和智障朋友

參加。 

研討會後，我們收到參加者的熱烈回應。無論是同工

還是家長，都深覺透過研討會增加了他們對自閉症譜

系障礙成因及特色的認知，更能從法醫科學、人權、

生活認知等方向，明白他們是因為缺乏想法解讀的能

力，而在應付突發轉變時，產生理解上之不足，需要

以不同的介入策略去提昇其適應社會的能力。

我們衷心期望藉此推動社會各界從不同角度了解高功

能自閉症人士的真實特性和他們面對的困境，促使他

們能在社會上獲得適當的支持和公平對待。

現場出席嘉賓：香港耀能協會副服務總監樊穎欣女士（左一）、

家長錢敏月女士（左二）、自倡者陳俊傑先生（左三）、本會副

主席黃偉雄先生（中）、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

中心客席講師趙程德蘭博士（右三）、研討會協辦單位精神健康

資訊匯主席陳連基律師（右二）、臨床心理學家朱嘉麗女士（右一）

研討會嘉賓及分享內容：研討會嘉賓及分享內容：

精神科醫生 郭偉明醫生

郭醫生解釋自閉症的成因、特徵

及盛行率，並從法醫學場景

（Forensic Setting）看高功能

自閉症人士的認知理解及回應

表達上的落差和困難。

臨床心理學家 朱嘉麗女士

朱姑娘告訴我們ASD朋友的特質；

透過三個片段「一張笑臉」、

「一部水機」、「一本雜誌」清

晰地表達出ASD朋友的「困」。

香港耀能協會 副服務總監樊穎欣女士

樊姑娘分享「轉個角度想一想」，並介紹

香港耀能協會青年發展平台HFA服務之下

的「吾懂人情」、「真色珍我」及「特殊

學習需要青年工作實習計劃」。

訪問家長錢敏月女士
及 自倡者陳俊傑先生

陳俊傑先生分享生活點滴及對社會眼光的

看法；家長錢敏月女士則分享照顧者如何

參與及引導孩子的成長。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
育中心客席講師 趙程德蘭博士

Rosa介紹心智解讀（Theory of Mind）理

論，以解釋ASD朋友在人際關係、語言溝

通和想像力三方面的表現，同時舉例說明

多種介入策略。



問答環節精彩回顧問答環節精彩回顧

當遇到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感覺不舒服/情緒激動時，會否有一些方法可以讓他們容易平靜下來？

郭偉明醫生：首選非藥物的方法，如幫助他們冷靜下來、調節他們身處的環境等方法；當非藥物方法無法奏效

或ASD人士的行為具破壞性或情緒非常激烈時，才會考慮使用藥物幫助。

朱嘉麗女士：面對情緒激動的ASD人士時，我們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讓自己冷靜地(unemotional)面對他們，

避免因自身的激動而激化ASD人士的情緒，例如讓他們坐在無人打擾的一角冷靜，或讓他們用飲筒吸啜紙包飲

品，或有所幫助。如果家長覺得自己無法處理，應該向專業人士求助。

面對職場的困難，我們應如何幫助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適應？家長是否需要緊盯他們的職業發展？

錢敏月女士：我的做法是提早與孩子討論。早在中學階段開始，我便與孩子討論畢業後所面臨的角色轉變，例

如要學習與人相處，以及聽主管的指令。我亦會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及早為孩子裝備。

樊穎欣女士：ASD人士很多中學畢業後就進入社會工作，轉銜的工作很重要。曾經有一位ASD人士想從事保險

行業，後來如願進入了保險業界，卻發現工作中需要大量的社交，感覺非常辛苦。我們會讓ASD人士瞭解自己

的強弱項，幫助他們分析或找來有相關經驗人士進行分享，或尋找相應行業的實習機會，讓他們親身體驗，及

早做好準備。這樣可以減少他們真正進入職場時所遇到的挑戰。

在推動社區共融時，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自閉症譜系障礙人士？是希望公眾知道他們的特色，還是
將他們視作普通人對待？應該如何拿捏？

陳俊傑先生：在我看來，就是讓「按高功能自閉症譜系人士的特色提供支援」這件事變得普通。所謂的「特色」

就是不普通，需要特別處理、需要區分對待。但其實這個對立可以不存在。

我聽過一些外國的例子，是從小將有不同需要的學生放在一起，讓他們在同一環境下相處和學習。當彼此的相

處成為日常的一部分時，「特別」便變得不再特別，也就不再存在所謂的「特色」。

樊穎欣女士：在我自己接觸的個案中，當中有很大部分都知道自己的限制，但他們並不想停留在原地，所以才

會參加我們的社交訓練、希望我們去介入，從而去適應這個社會的要求。在職場上，我們並非要遷就ASD人士，

而是透過座位的調整、工作的安排讓他們可以發揮所長，展現自己的能力。當加深了彼此的理解，相信能更大

程度發揮他們的能力。

趙程德蘭博士：例如當警察問及ASD人士「你幾時夠15歲？」，ASD人士可能會坦率回答「我生日嗰日囉。」，

這樣的回答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如果警察瞭解他們的特色，改問「你幾年幾月幾日出世？」相信會更為

順暢。所以雙重同理心，即彼此需要互相理解，才能達到真正的共融。

錢敏月女士：在我看來，孩子雖然有自閉特色，但這不代表與其他人有很大的區別，例如我的孩子很喜歡日文，

我就會當他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語言習慣和文化當然與我不同，這沒有對錯之分，我會尊重他的文化，不會覺

得他很奇怪或另類。

陳俊傑先生：我想補充，「多去理解」或「互相理解」並不是指完全遷就ASD人士，而是彼此坦誠交流、互相

摸索，尋找平衡點。

Q1

■

■

Q2

■

■

Q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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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襲港已超過1年，聯會的籌款工作受打擊，

加上連續兩年未能抽中賣旗日，財政壓力倍增。

聯會在農曆新年前特意製作「龍精虎猛」揮春，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祈願全港市民身體健康，

龍精虎猛；亦藉此機會呼籲各界捐出善款，幫助

聯會度過財政難關。幸得會員及各方善長的

捐 贈 ， 活動

最後籌得接近

9萬元善款，

善款將用於支

持中心運作。

儘管受疫情影響，春茗無法像往年一樣進行，聯會打破傳統思維，

在元宵佳節舉行網上抽獎活動，藉此讓家長會員和智障人士在佳

節同樂，亦趁機放鬆。

本次活動有超過100名

會員參加，大家一齊猜

燈謎，抽大獎。活動最

後部分，聯會主席團以

及康樂組成員與參加者

一同合唱新年歌，現場

氣氛非常熱烈。

2月5日 揮春籌款活動 2月26日 辛丑年元宵大抽獎

在疫情下，我們積極聯繫學校，嘗試以線上形式

為學校提供共融講座。5月份，我們為南屯門官

立中學的同學舉辦一場線上共融講座。社工梁姑

娘介紹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特點以及與他們溝通

的技巧；而新里程義工團成員俊安則分享自身

的成長故事和經歷，讓一眾同學仔加深對智障

人士的認識。是次講座約有300位師生參加。

5月4日 共融講座－
認識智障人士的特性和能力 疫情以來，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

長時間「困」在家中，容易產生

情緒困擾。聯會在疫情稍緩時，

立即恢復了「親子舞蹈同樂日」，

讓親子可以藉由舞蹈，舒展筋骨

及增進感情。活動邀請到本地舞

蹈家王廷琳老師（Andy）任教。

Andy老師以輕鬆活潑的熱身運

動迅速讓在場參加者活躍起來，

場面親切而熱鬧。

親子舞蹈同樂日

聯會特製「龍精虎猛」揮春

現場嘉賓向參加者送上新年祝福

社工梁姑娘與聯會新里程義工團成員俊安合作提供共

融講座

元宵大抽獎大合照

中心精彩
      活動回顧（2021年1月至8月）



為保障智障人士的安全，他們需要明白人與人之

間的接觸需要存在清晰的界線。聯會邀請到東華

三院芷若園的講者為新里程學員舉行性教育講座，

讓大家瞭解甚麼是性騷擾、暴力等以及處理方法。

「保護自己 免受騷擾」
性教育講座(女士篇及男士篇)

面對智障子女隨成長而獨立，家長或會在保護與

放手之間感到掙扎。聯會邀請到東華三院芷若園

講者為家長舉行性教育講座，讓大家瞭解家長如

何指導智障人士訂立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以及如

遇到性騷擾、暴力等問題時的處理方法。

家長講座及活動
「如何保護智障人士免受侵犯」
性教育講座(家長篇)

聯會一直致力提升智障人士的日常生活技能，獨立

生活訓練課程一直都是我們的重要課程。課程透過

「衣」、「食」、「住」、「行」、「錢」五大範

疇全方位提升智障人士的日常應對能力，藉此讓他

們能更好地融入社區生活，亦能減輕照顧者的照顧

壓力。

我們亦觀察到在疫情期間，智障人士由於缺乏訓練

和外出活動，無論是身體機能還是過往學習的技能

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倒退。我們趁著疫情有所緩和，

馬上再次推出實體課程，希望讓他們能有更好的訓

練體驗。

賽馬會「智同行」支援及訓練計劃

帶領學員親身到郵局，實地講解郵局設施以及讓學員嘗試寄信

學員帶著工作紙，嘗試將課堂學到的知識

應用在生活中

課堂理論與實踐並重 學員親身運用技能應付實際環境

透過玩Switch益智、運動相關的遊戲，以體感及視覺化方式，

鍛煉參加者的手眼協調，亦從遊戲中獲得極大樂趣。

齊齊來玩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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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月9日，承蒙全球華人流行

音樂慈善基金及智慧光慈善

基金慷慨捐贈100份端午開

心福袋予本會家長會員及新

里程義工團成員，讓大家一

同度過開心的端午節。

全球華人流行音樂慈善基金

致力以音樂為引，愛心服務

社會。智慧光慈善基金則專

注以智慧及善心奉獻他人，

成就和諧社會。兩者皆以造

福社會，惠澤人群為宗旨。

端午福袋開心送

聯會早前接受雜誌《溫暖人間》的採訪，家長會員邱珍女士分享作為

照顧者的心路歷程及成為家長聯會義工的契機；本會副主席 黃偉雄先

生分享家長聯會在疫情期間的工作及面對的困難。

聯會家長接受雜誌《溫暖人間》採訪

全球華人流行音樂慈善基金創會會長孫敬安先生（前排右五）與智慧光慈善基金余繕羽博士

（前排左五）親自將福袋送到中心。

《溫暖人間》是一份心靈生活雜誌，1999年9月由非牟利的佛教溫暖人間慈善

基金有限公司獨立出版。



於陽光洗衣便利店設置捐款箱
今年，本會喜獲謝寧女士愛心支持，捐贈「寧悅」限量

版「玫瑰花雙黃白蓮蓉月餅」以作義賣協助本會籌募營

運經費，讓我們能繼續秉承創會宗旨，持續為智障人士

及其照顧者提供服務。

「中秋智愛．人月兩圓」月餅義賣

本會有幸參與由AEON舉辦的第十九

屆「幸福的黃色小票」活動（2021

年8月至2022年1月）。每月11日

到AEON購物，付款後會得到兩張

收據（又稱黃色小票），其中一張

會印有「投票用」字樣，只要將這

張票放入「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的票箱，AEON便會在活動結束後

按收據合計金額的1%，以同等價值

的物資捐贈予本會，支持我們對智

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的工作。

AEON第十九屆「幸福的黃色小票」活動

陽光洗衣成立27年，將「以工作育人 為社會締造世界和諧」及

「以專業精神 為市民解決洗衣煩惱」作為服務使命。

「寧悅」月餅，每盒4個，清新健康的玫瑰花花瓣餡料配合白

蓮蓉，香氣獨特，甜而不膩，乃謝寧女士多年的研究成果。

捐款箱位置請掃
描下方QRCode。

承蒙陽光洗衣廠有限公司支持，

家長聯會在陽光洗衣集團旗下的

43家洗衣便利店設置捐款箱以方

便大眾支持本會籌募經費。擺放

時間由2021年7月1日至9月30

日，籌得善款將全數捐予本會，

為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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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長名單

注意：

▼請將支票/銀行入數紙副本 WhatsApp        至 5533 7199 或 電郵到 info@hkjcpmh.org.hk，以便核對。

▼凡捐款超過 HK$100 以上者，可獲免稅收據。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78 8131 與我們聯繫。

捐款方式

1. 存款／轉帳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469-5-002230

2. 轉數快(FPS)：聯會的「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163276660

4. PayMe (請掃描右方QR Code)

3.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或
"The Hong Kong Joint Council of Parents of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請寄：香港九龍石硤尾南山邨南安樓21-24號地下）

家長感言

AEON        Azure Flame        DSV Air & Sea Ltd.        Infinity Cargo Express Limited        Key Integrated Service Ltd.        Koon Kwan Air-Cond Eng Ltd
一方中醫診所     力生五金     世界自然基金會     悅來酒店     商業電台     珺薈信貸有限公司     陽光洗衣廠有限公司     新希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機構

Chan Chi Wah
Chan Hoi Ming
Chan Siu Wah Carol
Chan Wing Cheung
Chan Wing Ka
Cheung Chiu Yi
Cheung Yue Ying
Chiu Tak Choi
Chow Mei Ying
Chow Yuen Cheung
Chung See Yuen
Dr. Tsang Fan Kwong
Fu Yuet Ping
Hui Ying Ying
Ip Shing Piu
Jonathan Cheng
Kali Wong
Koo Yee Ling Elaine
Kris Lee
Kwan Shuk Hing Susan
Kwok Eugene Lulian
Kwok Kam Wai Vanessa 
Kwong Kim Hung
Lai Hei Yin
Lai Lai Yu Iris
Lai Mei Yan
Lam Ching Yi

Lam Sau Yung
Lam Wo Hei
Lee John
Lee Moon Hung
Lee Shing Kan
Lee Wing Kong
Li Chung Yin Tony
Li Kin Man Garrie
Lo Chun Wai
Lo Lok Yan
Luk Yee Shun Arthur
Mary Lee
Mcgowan James
Hugh Menzies
Mok Kwok Kuen Adams
Mok Lai Ping
Mr. Mak Wai Lung &
Mrs. Lee Miu Ying
Nelson Wai
Ng Choi Hung
Ng Pak Shing Lawrence
Pang Oi Sing Collette
Poon Suk Ying Derora
Shum Irene
Siu Kwok Yan
Siu Luen Yee Sylvia
Sunny Chan Hei Tak

Tam Wing Chi
To Tsui Ling
Tony Lo Yee Kin
Tsoi Fung Ling
Tsui Hing Fung Annie
Wong Chui Wah
Wong See Leung
Wong Yuk Fong
Yeung Fee Tang
Yeung Man Hin
尤林美川
文祿星
王俞善
王桂雲
石蓮娣
朱自寬
老綺嫦
何宅
何廷鉅
何桂萍
何雪珍
余輝林中醫
吳卓文靈
吳麗梅
呂玉梅
李元彪
李少琼

個人

李何英
李芳芳
李祉燐
李高潔華
李國寶
李婉芬
李淑珍
李善靈
李裕恒
李勵生
李鏡泉
冼振權
卓彥
卓鍾國儀
周馮玲
周毅智/周廣武
林月英
林珍
林家揚
林超奇
邱珍
邵維德
姚惜清
姚碧華
施碧璇
胡家業
范賢興

凌蜜兒
容凱熙
徐國祥
秦銘慈
袁蘇少蘭
馬婉芬
高偉文
區就嫻
張秀華
張重萱
張財歡
張敬萱
張綺雲
曹群娣
梁大偉
梁小碧
梁玉英
梁玉瑋
梁思競
梁美賢
梁婉慧
梁淑英
梁統嬌
梁曾耀楣
梁翠嫻
梁鄧佩賢
梁麗嫦

莫加域
莫柳眉
莫慧英
許靜儀
許麗貞
許寶瑜
郭周倩如
郭偉明
陳秀蘭
陳建業
陳祝文
陳傍華
陳群愛
陳蓮英
陳燕玲
陳錦連
單葉欣
彭智陽
曾冠嬋
曾連好
馮楊惠蓮
馮楚兒
黃永昌
黃兆偉
黃杜碧茜
黃明鳳
黃美蘭

黃婉嫻
黃惠玲
黃愛瓊
黃葉瑞芬
黃碧霞
黃麗明
楊陳肖娟/楊敬樂
溫少珍
葉熾蘭
葉穎欣
翟秀蓮
翟梁劍愛
趙佩蓮
趙欽妹
趙瑞華
劉啟謙
劉淑明
劉穎棋
歐陽可平
歐陽麗卿
歐劉秀華
潘雪娥
蔡紉芝
蔡熊健芳
鄧妙智
鄭素廉
鄭燕斯

鄭寶儀
盧志峰
盧志勤
盧潔貞
盧寶珊
鮑霖
薛少芬
鍾佩欣
鍾嘉麗
韓寶光
鄺杏芬
鄺芷琪
鄺效賢
鄺鈞洪
魏中強
羅敏聰
羅毅恆
羅靜雯
譚淑屏
譚歡天
關淑玲
蘇碧
蘇蔓薇
龔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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