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一年一度的家長會已於 12/01/2019(星期六)舉行，共有 

60位學員及家屬參加。 內容包括﹕李啟富醫生主講糖尿病的

成原因、治療方法及預防方法、黃主任報告單位最新的概況及

各職員講解單位最新的活動資訊、工場最新的機器及產品介

紹、年度活動相片分享、必愛醒獅隊獻技及職員與家屬會面時

間等。家屬對學員於工場及宿舍生活、訓練情況均表示關注，並踴躍發問。家屬們感謝單位

多年來悉心照顧其子女，讓其感到安心及滿意。整體活動氣氛良好，家屬對學員醒獅表演尤

其欣賞，不時舉機拍照及以掌聲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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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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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至 6月 

 

家長日 2019 

1. 個人照顧工作員(特別計劃)關群已於 10/1/2019到職及程序幹事梁智蕙 

    已於 1/2/2019到職，我們齊聲鼓掌歡迎，祝願工作愉快啊！ 

2.  活動助理區婉怡將於 2/4/2019離職，祝願前程錦繡！ 

職員動態 

http://www.ym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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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中西區國際復康日 

中西區國際復康日已於 6/1/2019舉行，本宿舍舍友表演舞獅，今次是獅隊首次表

演難度較高的上板凳、採盤青等動作，觀眾在台下看得興高采烈。此外，活動更

展出舍友製作不同的藝術創作「木箱」，透過木箱的製成品表達舍友內心感受。 



3 

 

活 
新春團拜 

單位一年一度的新春團拜已於

23/2/2019(六)於灣景國際賓館順

利 舉 行，當 日 除 了 學 員 的 

用心表演外，亦有賀年遊戲及幸 

運大抽奬。當日共有 126位學員及 

家屬參與，氣氛熱鬧，學員與家 

人除了享用豐富的美食外，也可 

共聚天倫，享受歡聚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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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年宵 

活動花絮 

「慶年宵」於 31/1/2019順利舉行，活動當日有 46位工友及舍友一同參與，早上

乘坐摩天輪欣賞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午膳後往維多利亞公園年宵巿場一同感受農

曆新年節日之氣氛。 

指揮操及運動健康獎勵計劃已於 2/2019

完成，並選出最多參與之 8位舍友聯同華

愛之家及盛愛之家的舍友參加「海洋公園

之旅」。各參加者乘搭登山纜車、參觀熊

貓館、鯊魚館等，讓他們認識大自然的景

物，其後參與部份機動遊戲，歡度愉快的

一天。 

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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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愛 

精武之家 

本單位「必愛醒獅隊」本年度獲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

基金贊助推行「精武獅藝」計劃，並邀得武術界名師龍

形拳王國祥師傅到來執教。歷經 36堂課的訓練後，除重

溫龍形拳術和多種諸如雙刀、關刀、雙勾等奇門兵器外，

主力學習醒獅套路。所謂嚴師出高徒，於全期課堂後，

獅隊的表現有顯著的進步。尤其獅子與鼓、鈸等已培養

出默契，能精準配合節奏。而獅子更學會了上板櫈、採

盆青等難度較高的動作。獅隊曾七度應「中西區國際復

康日」、「長者日間中心」及「特殊學校」等單位之邀

請作公開表演，獲得公眾的高度讚賞，而組員亦十分享

受表演過程和觀眾的掌聲，除培養出獅隊成員在獅藝方

面的興趣和潛能外，亦達到傷健共融的效果。 

本單位與公理堂 (必街堂) 教會合作近二十年，隔

週舉辦一次《福音小組》集會，讓組員透過福音佈

道、遊戲、電影欣賞、詩歌唱誦、手工藝及讚美操

等活動，學習基督愛人的精神、態度和言行。 

一月初，福音小組特別舉辦了一次《火鍋慶團年》

活動，大家一起享用熱騰騰的火鍋美食及聊天，在

慶團年的氛圍中更添彼此情誼。 

福音小組 
火鍋慶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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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康復

延展計劃  

職業康復延展計劃簡介 (WEP) 

此計劃目的是為老齡化的工友因年老或工作能

力衰退而無法繼續日常工作訓練而進行評估及

制定其訓練計劃，包括處理工友的個人護理及照

顧需要，提供肌能及運動的訓練，以及其他適切

的興趣及工作小組/活動，以確保能保障老化工

友持續身心及個人的發展，維持其剩餘的工作能

力及生活技能。 服務內容 

配合老齡化的發展階段，提供適切的復康

運動、認知訓練、物理治療、社交小組、

藝術彩繪、皮革製作、綠色園藝、美食小

組及社區認知外遊。 

服務對象 

對象為本工場 60歲以上或 40-59歲的工友被

評估為有老化及能力衰退的情況，及因年老

或工作能力衰退而需要職業康復訓練以外的

服務。本工場服務名額共 10位。 

WEP 小組 組員與小學生合作填色 

組員專心繪畫 

組員用心做手工 

組員與學生交流 

組員與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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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愛義工隊 
簡介 

單位於本年度獲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成立 

必愛義工隊。目的包括﹕ 

  (1) 發掘及發揮舍友的潛能，以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2) 培養舍友服務社區的精神； 

  (3) 透過與社區義工的合作，宣揚傷健共融； 

  (4) 希望舍友藉著與社區義工合作策劃服務， 

      學習協助帶領活動及服務他人的技巧。 

      以下是義工隊參與的培訓及義務工作活動， 

      各組員皆獲益良多。 

大澳之旅 

「大澳之旅」於 9/3/2019順
利舉行，活動當日

共有 39位工友、舍友及家屬參與。當日天公造

美，天氣涼快，讓參加者暢遊大澳名勝及品嘗特

色小食。最後，所有參加者均購得心頭好，滿載

而歸！ 

17/3/2019 義工隊到訪必愛之家宿舍 

組員們商討活動內容 

組員大合照 

23/3/2019 義工隊到訪東華三院梅艷芳長者日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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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痛風症 

資料來源：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bones_and_joints/gout.html 衛生署                        

http://www3.ha.org.hk/hkwc/ppi/InfoPam/docs/fm/fm_2.pdf 瑪麗醫院 

 

 

痛風症: 

痛風是一種非常疼痛的關節炎。痛風發作通常是突然的，日後並會復發。其病因是人體內一種 

化學物質稱爲尿酸，積聚在關節内，致使關節發炎，紅腫並造成極度疼痛。大部份的尿酸是由我

們自己身體產生的，但某些含有「普林」高成份的食物也會產生尿酸，所以應盡量避免食用。 

痛風發作通常侵襲關節部位，如大拇趾、足踝、腳、膝蓋、手及腕等處。時間一久，若不加以 

治療、尿酸結晶會使患者的關節受到損害，並可引致腎結石。 

什麼人士容易患上痛風: 

痛風病人多是 40 歲以上，男性多於女性。他們多有飲酒的習慣，喜歡吃動物內

臟、貝殼類及海產等，這些食物都含有高成分的「普林」。另外，血癌、腎病

患者或服食利尿藥的人士，也較容易患上痛風。 

痛風的病徵： 

● 痛風通常引致急性關節炎發作，大部份為單一關節，最常見的為大拇趾(腳趾公)。 

● 患處突然變得紅、腫、發熱及劇痛。數天後，痛楚開始減退。 

● 若血液內的尿酸濃度不受控制，遲些尿酸鹽將會凝聚於其他關節裡， 

如膝頭、足踝、手指等。 

● 如果得不到適當的治療，會演變成多個關節發炎，並且經常復發。 

● 嚴重的會引至關節變形，成為慢性痛風。 

● 慢性痛風能令腎功能受損，並在腎臟或軟組織內產生結石。 

痛風的治療及預防： 

痛風不能根治，但適當的藥物及飲食控制可以防止痛風的復發。 

多飲開水(每天最少兩公升)可以幫助排出體內過量的尿酸。 

避免身體過胖。 

痛風的飲食控制，應避免進食以下的食物： 

● 酒類、動物的內臟，如腦、肝、腰、心臟、胰(豬橫舌)等。 

● 沙甸魚、魚卵、貝殼類的海產，如帶子、青口等。 

● 過量的肉類、家禽類和魚類、過量的乾豆類、冬菇、椰菜花、菠菜及

 鮮露筍等蔬菜。 

如患急性痛風，藥物能有效地減低關節的痛楚。若痛風經常發作，則需長期服用另一類藥物以 

減少復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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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SQS)介绍 

服務質素標準 9 ﹕安全環境 

問﹕服務單位應如何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答﹕服務單位應提供和有效地保養單位內的消防設備及其他必需的安全設備。此外，讓
職員及服務使用者認識緊急事故應變程序，並定期進行火警演習。 

 

問﹕如何得知服務單位的申請服務和退出服務的資料﹖ 

答﹕服務單位備有讓服務使用者申請接受服務和退出服務的政策和程序，並可供服務使
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收納服務使用者的政策以一視同仁為原則，並清
楚界定服務對象，以及收納優先次序的決定準則。如服務單位拒收申請服務的 
人士，應向該申請人陳明拒收的原因，如情況適當，應將申請人轉介到另一適當的
服務單位。 

問﹕服務單位如何評估及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  

答﹕服務單位透過諮詢服務使用者、有關職員、服務使用者家屬或其他有關人員的 
意見；於適當時，在評估和規劃過程的各個階段採納這些意見。此外，服務單位亦 
會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的記錄，以反映其情況的變化。 

 

閃閃壽星  

四月份 

六月份 

五月份 

陳旭、駱惠儀、王家怡、梁宇泳、梁宇杰、許燕玲、莊雪群、黃翠蓮、 

王瑞敏 

文玉華、朱建倫、顏勁飛、朱沛沛、易麗卿、范佩詩、鄭鎮洲 

侯忠良、麥麗萍、梁少嫻、黃曼翎、梁詠思 

彭潔心、朱錦明、廖敬恆、葉嘉賢、姚詩婷、梁沛怡、楊靜敏、王志平､ 

林國偉、謝美倩、蘇麗玲、鄭樹光、梁美容、徐寶英、徐小玲、王毅棋 

服務質素標準 10 ﹕申請服務和退出服務 

服務質素標準 11 ﹕評估及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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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鬆一鬆 —— 推理遊戲 

想一想：接下來該穿哪顆珠子? 請你連線! 

1. 

2. 

3. 

4. 

5. 

6. 

冼星華 

工場生活 

學員話你知 

謝惠珊 

必愛義工隊組員 

學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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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肌力訓練小組  

日期： 4/4/2019–30/5/2019 (逢週四)  
時間：晚上 7:30 - 8: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8 名)  
內容：肌力訓練運動簡介、教學
          及練習 
費用：$50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小廚師 

日期： 2/4/2019 – 7/5/2019 (逢周二) 
時間：晚上 7:30 - 8: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 名) 
內容：製作簡單小食及教導食物    
      營養  
費用：$50  
負責同工：陳姑娘 

活動名稱：生命密碼 (生命教育) 

日期： 15/4/2019 – 17/6/2019 (逢周一)   
時間：晚上 7:00 – 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6 名) 
內容：從生、老、病、死，認識人生不同 
 的成長階段，學習珍惜所有， 
 活在當下的概念。  
費用： $40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徒手操活動  

日期： 16/4-7/5/2019(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由康文署教練教導 
 學做徒手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智情智性 

日期： 12/4/19 – 24/5/19 (逢週五)  
時間：下午 5:00 – 6:00  
地點：宿舍面談室  
對象：宿舍女舍友(6 名)  
內容：認識自己的身體、分辨

好與壞的接觸、學習保護
自己和尊重別人  

 費用：$20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1  

日期： 9/4/2019 – 2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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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名) 
內容：福音佈道、詩歌、福音
電影、遊戲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 DIY 美甲 

日期： 10/4/2019 – 22/5/2019 (逢周三) 
時間：晚上 7:00 - 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 名) 
內容：舍友學習掌握基本修甲型 
 及畫花技巧 
費用：$30  
負責同工：繆姑娘 

 
活動名稱：半島聯青社農莊之旅  

日期： 27/4/2019 (六)  
時間：上午 9:30 – 下午 4:30  
地點：新生互動農場  
對象：宿舍舍友 (17 名) 
內容：參觀有機農場，了解生態保育概念、 
            焗製有機特色曲奇、製作環保相架 
            和葉紋拓印布袋、及享用健康午餐。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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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印：黃美蘭主任  

編    輯： 冼雅詩 

編輯小組：郭秀芳、繆詠如、梁智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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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數量： 170 份 

如對本刊有任何意見，歡迎賜教。 

答案： 

 
活動名稱：舍友大會 

日期： 21/5/2019 (二) 

時間：晚上 6:45 – 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愛護公物我要知、多一點點、健康資訊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信恆善愛」探訪日  

日期： 25/5/2019 (六)  
時間：下午 2:30 – 4: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25 名) 
內容：由義工教授製作曲奇 
            餅，一同分享愛心成果 
費用：全免(活動開支由「信恆善愛」 
            義工組贊助)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生日會(1)  

日期： 17/5/2019(五)   

時間：中午 12:30-1: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為 4-6 月生日的工友祝  壽及品嚐蛋糕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工友大會 (1) 

日期： 21/6/2019(五)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生死教育講座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1,2,5 

3,6 

4 

活動名稱：生日會 1 

日期： 21/5/2019 (二) 

時間：晚上 8:00-8:3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為 4-6 月生日的舍友

 慶祝及品嚐蛋糕等 

費用：$25 

負責同工：陳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