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愛通訊 
地址：上環必列者士街 51 號 網址： http://www.ymca.org.hk   

電話： 2857 6769 (工場) / 2803 7715 (宿舍)  傳真： 2517 3754 (工場) / 2549 8510 (宿舍) 

電郵： lovework@ymca.org.hk (工場) / lovehost@ymca.org.hk (宿舍) 

 

2019 年 
1 至 3 月 

 

必列者士街會所 100 周年慶典暨青年會和平日   

本會必列者士街會所，自 1918 年屹立於上環，獲評 

為一級歷史建築物，至今成立 100 周年。本會於 

17/11/2018 舉行「必列者士街會所 100 周年慶典暨青年 

會和平日，當日活動邀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教授擔任主禮嘉賓，為「愛‧和平」骨牌傳情比賽 

頒獎，並邀請 Island Christian Academy 的學生獻唱， 

活動吸引超過 200 人出席，共慶必列者士街會所百周年。 

當日，必街會所開放了全港首個懸空鑊形跑道，以及中國 

著名作家魯迅曾經進行演講的大禮堂予公眾參觀。並在    

必列者士街設置多個手作及遊戲攤位，讓大眾認識百周年

會所的歷史和服務。 

http://www.ym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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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必列者士街會所開門禮 

1918 年必列者士街會所開幕禮 

必列者士街會所奠基禮全貌 

昔日必列者士街會所外貌 

昔日鑊形跑道及球場 昔日泳池 

昔日禮堂 

舊 日 足 跡 必列者士街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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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祝賀必列者士街會所成立 100周年 活 動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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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本年度必愛之家境外遊活動已於 21/11-25/11/2018 舉行，地點是 

泰國曼谷。我們一行 17 人 (13 位學員、2 位家長、2 位職員) 在五日 

四夜的遊歷中，到訪了不少名勝古蹟，例如名人故居、水上市場、  

鐵路市場、湄南河畔夜市、野生動物園、水果市場、泰國歌舞表演等，

除觀光和品嚐道地美食外，也買到了不少零食、 

衣飾、玩具等心頭好，可謂盡興而歸。 

境外遊 

泰國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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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外 遊 心 聲  

工友 
 

景麗 

這次旅行見識了很多泰國的新事物，
接觸了新東西，總之玩得很開心。 
這次旅行有多難忘回憶，真的是樂而
忘返。(朱景麗) 

在泰國遊中，吃了很多美食，買了
很多手信，看了精彩的表演，很開
心見識很多。下年一定再參加境外
遊活動。 (李卓輝) 

舍友 
 

卓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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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日營於 20/10/2018 舉行，讓學員及 

家長有更多機會共享相處的美好時光。 

參加者在營內參與不同球類活動，游泳、 

射箭，並享受做手工、唱卡拉 OK 活動。 

亦有機會讓學員與家人增加溝通的機會，

而職員亦能藉此機會與家人彼此分享學 

員 的 生 活，是 一 個 十 分 難 得 的 

機會。 

康文署日營 

本單位與公理堂合辦的《福音小組： 

飲食文化之旅》於 27/10/2018 順利 

舉行。活動當日，我們 40 位舍友與 

職員及 11 位來自公理堂的義工一行

54 人，乘旅遊巴到達位於火炭的稻鄉

飲食文化博物館參觀，看到許多古今 

中外各式飲食文化和器具展品，實在 

是大開眼界。到酒樓午膳後，我們再 

到彭福公園散步，於明媚的天氣下漫 

步湖邊草坪，實在是賞心 

樂事。 

福音小組 

飲食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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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身油漆前                    牆身油漆後  

大樓多面睇 

本年下旬工場及宿舍進行小型維修工程，

優化多項設施，使舍友及工友的工作及居

住環璄更安全及舒適！ 

      修補地板前                  修補地板後  修補地台前                        修補地台後 

更換舞台光管前          更換舞台光管後 

 油漆工程前                  油漆工程後 

 牆身及喉管油漆前           牆身及喉管油漆後 

 更換光管前                   更換光管後  

地點：地下二樓工場 

地點：正門 地點：地下舞台 

地點：樓梯街鐵梯 

地點：樓梯街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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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遊戲鬆一鬆  —— 迷宮 

請找出適當的路線， 

領取雪糕。 

介紹機器 3D 
打 
印 
機 

激 

光 

切 

割 

機 

製 

成 

品 

  : 

木 

雕 

製 

品 

3D 
掃 
描 
機 

工場於本年度獲余兆麒醫

療基金資助購置激光切割

機及 3D 打印機，以製作多

樣化的木雕及 3D 製品。 激 
光 
切 
割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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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SQS)介绍 

服務質素標準 6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問﹕單位如何制定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答﹕單位制訂運作上的整體計劃，讓服務使用者/家屬/監護人、同工及其他關注服務的人士，

就服務的表現提出意見。使服務單位能有效地進行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各項服務的表

現，以便作出跟進。  

問﹕ 單位是如何釐訂服務收費﹖ 

答﹕ 單位按社會福利署要求向各服務使用者按月收取租金、膳食及雜項等費用。單位會

依從繳交宿舍費用指引及舍友繳交舍費流程。 

問﹕單位受什麼法律條例監管﹖  

答﹕為確保本單位能於服務時，充份考慮並執行有關法律條例的要求， 

 而有關法例是涵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社會福利署為有關服務類別 

 所共同議定的法例清單內的法例。 

 

● 保健員廖頌雯已於 18/10/2018 離職，祝生活愉快、前程錦鏽！ 

● 註冊護士連啟亨已於 8/10/2018、保健員文麗芬已於 11/10/2018、 

半職炊事員陳秀娟已於 22/11/2018 及保健員劉芷珊已於 11/12/2018

到職，我們齊聲鼓掌歡迎，祝願工作愉快啊！ 

● 程序幹事劉翠娟將於 1/1/2019 調職往柴灣長者鄰舍中心，祝生活 

愉快、前程錦鏽！       

● 程序幹事郭秀芳將於 1/1/2019 擔任必愛之家副主管職務。 

職員動態 

 

閃閃壽星  

一月份 

三月份 

二月份 

譚永賢、周智鴻、李煒、楊保莊、候珊儀、鍾沛南、李嘉恩、王紫鶯、 

李仲銘、鄒昌錦、蘇國斌、蕭麗卿、彭淑芬、李心怡、關暖儀 

潘詠笙、葉樹福、周志和、焦鳳群、潘雅恩、鄧婉兒、勞莉珊、 

歐嘉茵、陳興邦、張笑蓉、鄭偉基、黃枳棓、林美儀 

陳輔炎、林釗華、郭世蘭、陳淑賢、劉慧瑩、吳佳惠、李偉謙、 

陳淑儀、郭寶紅、梁永燦、劉新愍、李卓輝 

服務質素標準 7 ﹕財政管理 

服務質素標準 8 ﹕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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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流感是常見由人類季節性流感病毒引致的呼吸道感染，與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完全
不同。在本港，季節性流感一般於一至三月和七、八月較為流行。 

病徵 
健康的人患上季節性流感後，通常會於二至七天內自行痊癒。病徵包括發燒、咳嗽、 
喉嚨痛、流鼻水、肌肉痛、疲倦和頭痛；亦可能出現嘔吐和腹瀉等。 
咳嗽多是嚴重和持續時間較長，但發燒和其他病徵一般會在五至七天內自行減退。免疫力 
較低的人或長者染上流感，可以是嚴重的疾病，有機會出現支氣管炎或肺炎等併發症， 
甚至死亡。 

傳播途徑 
流感病毒主要透過由患者咳嗽、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亦可透過直接接觸患者 
的分泌物而傳播。 

潛伏期 
一般約為一至四天。 

傳染期 
患者可在病發前約一天至病發後五至七天內感染他人。幼兒或免疫功能嚴重受損人的傳染
期甚至會更長。 

治理方法 
充足休息和多喝水。 
若出現流感病徵，切勿上班或上學。如果病徵持續或惡化，應立即求診。 
抗生素是治療細菌感染而非病毒感染的藥物，服用抗生素不能治癒流感或加快痊癒。 

抗病毒劑能減輕病情和縮短患病時間，但必須經由醫生處方才可服用。 

預防方法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 

● 疫苗能安全和有效地預防季節性流感和其併發症。 

● 流感可於高危人士引致嚴重疾病，而健康人士亦會受影響。 

● 基於季節性流感疫苗安全有效，除有已知禁忌症的人士外，所有年滿 6 個月或以上 
人士均應接種流感疫苗以保障個人健康。 

● 一般建議在每年秋天時份接種流感疫苗，接種疫苗後約兩星期，體內便會產生足夠 
抗體對抗流感。 

個人及環境衞生 
● 經常使用梘液和清水潔手，特別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或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 

設施後。 

● 當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用含 70% - 80% 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蓋口鼻，其後應徹底洗手。 

● 將染污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 

● 如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佩戴外科口罩。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 在流感高峰期，避免前往人多擠逼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高危人士在這些地 
方逗留時可考慮佩戴外科口罩。 

● 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不要吸煙和避免過大的生活壓力。 

 

護理專欄        季節性流行性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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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中西區國際復康日 2018- 
                     才藝樂融融嘉年華」 

日期： 06/01/2019 (六)  
時間：中午 12:00—下午 5:00   
地點：上環行人坊 
對象：宿舍舍友( 15 名)  
內容：攤位及表演活動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您好我好大家好 

日期： 02/01/2019 – 21/03/2019 (三)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 名)  
內容：學習社交禮儀  
費用：$20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門球小組 

日期： 15/1/2019 – 15/3/2019 (隔週二)  
時間：晚上 7:15—8:15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曾參加門球訓練班的舍友 
內容：門球練習及對賽  
費用：$20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家長日 2019 
日期： 12/1/2019 (六) 
時間：下午 2:00—4: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服務使用者家屬 
內容：發放單位最新資料、舍友表演、 
             到診醫生講座：認識糖尿病 
             工場及宿舍活動相片分享、工場工種介紹 
             家長及同工分組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日期： 9/10/2018-26/3/2019 
            (隔週二)  
時間：晚上 7:30—8:30 
地點：必列者士街公理堂 
對象：福音小組成員 
內容：福音佈道、詩歌、 
             福音電影、遊戲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有「營」美食坊 

日期： 08/1/2019—19/2/2019 (一)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6 名) 
內容：體驗食物製作的樂趣 
費用：$40 
負責同工：繆姑娘 

活動名稱：慶年宵 

日期： 31/1/2019(四) 
時間：上午 10:30—下午 4:30 
內容：中環摩天輪、午膳、 
            維園年宵 
人數： 48 名 
費用： $105 
負責同工：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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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印：黃美蘭主任  

編    輯： 冼雅詩 

編輯小組：劉翠娟、郭秀芳、繆詠如、 

                   李薇斐、譚宏州、陳麗琼 

出版日期： 2019 年 1 月 

印刷數量： 170 份 

如對本刊有任何意見，歡迎賜教。 

答案： 

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百發百中 2 

日期： 18/2—25/3/2019 (一)  

時間：晚上 6:45—7: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6 名) 

內容：飛鏢遊戲之規則介紹、  

          禮儀、姿勢及遊戲 

費用：$20 

負責同工：陳姑娘  

活動名稱：生日會 4 

日期： 24/1/2019 (四) 

時間：晚上 8:00—8: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為 1-3 月生日的舍友 

            祝壽及品嚐蛋糕等 

費用：$25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生日會 4 

日期： 8/3/2019 (五)  

時間：中午 12:30—1: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為 1-3 月生日的舍友 

            祝壽及品嚐蛋糕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新春團拜 2019 

日期： 23/02/2019 (六) 

時間：待定 

地點：青年會灣景國際酒店 

對象：舍友、工友及家屬 

內容：表演、遊戲、抽奬、午膳 

費用：待定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工友大會 4 

日期： 22/2/2019 ( 五 )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預防流感講座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大會 4 

日期： 24/1/2019 (四) 

時間：晚上 6:45—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愛自己，尊重別人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冼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