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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愛通訊 
2020 年 

4 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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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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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場及宿舍快訊 

工場及宿舍的大型維修工作快將峻工，宿舍的維修工程已於 2019 年 12 月中完成，而

二層的工場及飯堂的維修亦將於 2020 年 4 月底前完成。 現時單位設施和環境更優化及

美觀，為服務使用者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及住宿的環境。 

 

新置乾衣機 工場環保光管 

新置煮食爐具 

新置飯堂木門 

重置洗碗碟機 

職員動態 
1. 院舍服務員劉學蓮於 29/2/2020正式榮休，感謝她多年來用心服務必愛之

家宿舍，祝學蓮姐退休生活愉快。  

2. 工場同工麥秀球於 18/3/2020離職，祝願球姐前程錦繡！ 

3. 工場社工郭秀芳於 30/3/2020離職，祝願郭姑娘生活愉快！ 

飯堂油漆工程 

http://www.ymca.org.hk
http://www.ym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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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參觀消防救護訓練學院  

一年一度的公理堂旅行活動於 7/12/2019 舉行，當日 

有 20 位舍友、6 位公理堂的義工及 2 位職員，共 28 人

浩浩蕩蕩地乘車到將軍澳白勝角的消防救護訓練博物館

參觀，各人均很專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及示範，部份參 

加者對消防救護的工作表示有興趣及不時提問，透過是

次參觀讓參加者對消防救護有更多認識及對消防救護員

有多一份敬意。 

單位與雀巢香港有限公司合辦的「聖誕樂融融」於 13/12/2019 舉行，當日共 

有 22 位義工出席，與 118 位學員一起唱聖詩和聚餐，又大派聖誕禮物和抽獎。 

學員和義工都非常盡興，感受到聖誕節的和諧共融氣氛。 

聖誕樂融融 



3 

 

福音小組：火鍋慶團年 

iRun 奔向共融 

2020 三公里特殊馬拉松 
本宿舍共 9 位學員於 12/1/2020 參加了東華

三院，假金鐘添馬海濱長廊舉辦的「iRun 奔向

共融 2020」三公里特殊馬拉松活動，大家均 

投入參與，輕鬆愉快地完成賽事，沿途表現及 

步速均較上年有明顯進步。當然，進步和成功 

並非偶然，而是大家在比賽前兩個月來全情投

入於每週兩課練跑換來的成果。在籃球場練習

跑步之同時，大家還趁中段休息時間學習打籃

球鍛鍊體魄，結果除透過跑步鍛鍊到心肺功能 

外，亦提升了大家對籃球運動的興趣和技巧， 

培養更多的運動興趣和習慣。  

一年一度的「福音小組：火鍋慶團年」活動已於

21/1/2020 假必街公理堂舉行，當日共 19 位組 

員出席，於寒冬中與教會義工們一

起圍爐享受火鍋的樂趣，邊享用美

食邊閒聊聯誼，氣氛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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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錦囊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的預防措施 

● 每天量度體溫，以便及早識別發燒徵狀(口探溫度攝氏 37.5 以上或耳探溫度攝氏 38 度以上)，

如有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需戴上外科口罩及不應上班，應盡早前往求診。 

● 在觸摸眼睛、鼻或口前、進食前、如廁後及觸摸公共設施後，或雙手有可能受到污染時均需 

正確清潔雙手。 

● 當雙手有明顯污垢時，須用梘液及清水以不少於 20

秒的時間潔手。 

● 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可用含70-80%酒精的搓手

液潔淨雙手。  

●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住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到有蓋垃圾桶，然 

後徹底清潔雙手。 

● 每日清潔和消毒以確保環境衞生，經常接觸的表面、傢俬物品、共用物品和地面最少每日兩

次使用 1 比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把 1 份含 5.25%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99 份清水混和)

清潔消毒，金屬表面可用 70%酒精清潔消毒。 

●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所有排水口(U 型隔氣口)。 

● 保持人際距離，避免所有非必要集體活動。外出時尤其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應戴上外科 

口罩。  

● 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所有於抵港前 14 日內曾到訪武漢及其他海外國家/地區的人士須接

受強制檢疫 14 日。 

資料來源﹕<<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給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指引>>：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rche_rchd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正確佩戴口罩 

首先選擇合適尺碼的口罩，於佩戴口罩前， 

必須先清潔雙手才佩戴，有金屬條的那一邊

向上；口罩有顏色的一面向外；應將有摺紋

的一面向下同及向外。 

綁緊固定口罩的繩，或者將口罩的橡筋繞著

耳朵。 

將口罩的金屬條沿鼻樑兩側用手按緊，以確

保口罩完全覆蓋口、鼻、下巴並需緊貼面部。 

戴好口罩後，應避免再觸摸口罩。 

若必須觸摸口罩，於觸摸前及後都要徹底清

潔雙手 

資料來源﹕(圖﹕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https://osa.ntut.edu.tw/p/16-1041-98606.php?

Lang=zh-tw)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rche_rchd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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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攜手防疫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持續在本港迅速蔓延，本單位按社署的指引由

27/01/2020 起，庇護工場提供有限度服務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但中心仍會

繼續開放予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服務使用者如有需要到本單位，可先與本

單位當值社工聯絡。為預防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單位現正實施下列感染控制

措施，以保障學員及外來人士的健康，詳情如下﹕ 

1. 單位實施謝絕探訪及停止一切外出活動的防疫措施。 

2. 各級職員在進入工作間前必需量度體溫、清潔雙手及配帶口罩 

3. 外來人士若需要進入單位必須先量度體溫、清潔雙手及配帶外科口罩以

保障個人健康；如發現外來人士

有發燒情況，均不可進入本單位。 

4. 用過的口罩必須棄置於指定的有

蓋垃圾桶內。 

5. 單位現時實施每兩小時以 1: 49 漂白水為單位消毒(包括﹕走

廊、樓梯、扶手、飲水機、洗手間……等等)，以加強環境衞生。 

6. 加強防疫意識，職員在開始工作時、餵餐前、接觸學員前後及 

接觸學員周圍環境後必須清潔雙手，並提示學員於飯前、飯後 

及如廁後要清潔及消毒雙手，以確保個人衞生。 

7. 每天為所有學員量度體溫，以便及早識別發燒的學員。如有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將即時聯絡

家人並安排學員就醫。求醫後勸籲患病學員盡量回家休養直至完全康復。若必須於宿舍留宿，單位將

安排原房隔離。 

8. 保持人際距離，避免所有非必要集體活動。如進行必要集體活動或用膳期間，保持學員之間最少相隔

一米的距離。  

9. 學員應避免回家度假；如有特殊情況必須回家，單位會在學員回舍後紀錄其度假期間的接觸史，並密

切注意其身體狀況。 

友愛同行  

雖然疫情嚴重，但人間有愛，各界人士對本單位服務使用者的愛護有嘉，連月來本單位收到不同團體捐贈

防疫物資予本單位的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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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果水 

材料：羅漢果 1 個（壓碎外皮，將種子分開） 

製法：把羅漢果放入 600 毫升水，用文火煲 20 分鐘 

（以水沸後計算）即可。  

適合：適用於肺熱或肺燥咳嗽、百日咳及暑熱傷津口渴

等，因 羅 漢 果 味 甘 性 涼，歸 肺、大 腸 經，有 

潤肺止咳，生津止渴的功效，老中青皆可飲用。 

川貝燉雪梨 

材料： 鴨梨 1 個（雪梨橫切頭部，梨頭成為蓋子，然後挖空果芯）  

 川貝 3-6g（川貝放進挖空果芯內） 

製法： 隔水燉 90 分鐘後，連汁連雪梨及川貝一同吃掉。  

適合： 喉嚨易乾、久咳、乾咳或易咳出血絲者。 

生 活 點 滴           時令湯水 

 本會「抗疫同行支援計劃」  

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

撥款資助購買防疫用品(包

括：口罩、酒精搓手液、漂

白水)，本單位派發有關的

防疫物資予學員共同抗疫。 

資料來源： https://hk.news.yahoo.com/%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6%8A%

97%E7%96%AB%E6%9C%89%E6%96%B9-%E4%B8%AD%E9%86%AB%E6%8E%A8%E4%BB%8B4%E6%

AC%BE%E7%B0%A1%E6%98%93%E7%9B%8A%E8%82%BA%E6%B9%AF%E6%B0%B4-%E9%99%84%

E9%A3%9F%E8%AD%9C-034507136.html 

https://hk.news.yahoo.com/%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6%8A%97%E7%96%AB%E6%9C%89%E6%96%B9-%E4%B8%AD%E9%86%AB%E6%8E%A8%E4%BB%8B4%E6%AC%BE%E7%B0%A1%E6%98%93%E7%9B%8A%E8%82%BA%E6%B9%AF%E6%B0%B4-%E9%99%84%E9%A3%9F%E8%AD%9C-034507136.html
https://hk.news.yahoo.com/%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6%8A%97%E7%96%AB%E6%9C%89%E6%96%B9-%E4%B8%AD%E9%86%AB%E6%8E%A8%E4%BB%8B4%E6%AC%BE%E7%B0%A1%E6%98%93%E7%9B%8A%E8%82%BA%E6%B9%AF%E6%B0%B4-%E9%99%84%E9%A3%9F%E8%AD%9C-034507136.html
https://hk.news.yahoo.com/%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6%8A%97%E7%96%AB%E6%9C%89%E6%96%B9-%E4%B8%AD%E9%86%AB%E6%8E%A8%E4%BB%8B4%E6%AC%BE%E7%B0%A1%E6%98%93%E7%9B%8A%E8%82%BA%E6%B9%AF%E6%B0%B4-%E9%99%84%E9%A3%9F%E8%AD%9C-034507136.html
https://hk.news.yahoo.com/%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6%8A%97%E7%96%AB%E6%9C%89%E6%96%B9-%E4%B8%AD%E9%86%AB%E6%8E%A8%E4%BB%8B4%E6%AC%BE%E7%B0%A1%E6%98%93%E7%9B%8A%E8%82%BA%E6%B9%AF%E6%B0%B4-%E9%99%84%E9%A3%9F%E8%AD%9C-034507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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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專欄        認識癲癇症  

1.何謂抽搐發作(seizures)？ 何謂癲癇(epilepsy)？ 

◆ 抽搐發作是指大腦皮質細胞，突發性的異常放電，造成意識 

障礙或動作上、行為上或情緒上的異常，也可能是感覺上或 

自主神經系統上的功能障礙。發作有時只有異常的動作發 

生，並不一定會喪失意識。 

◆ 癲癇，是指反覆性、非發燒所引起的一再抽搐發作，換句話 

說，如果只有一次非發燒所引起的抽搐發作，以後再也沒有 

反覆發作，就不能診斷為癲癇。 

2.癲癇的原因? 

急性抽搐發作有多種不同的原因，包括： 

A) 腦損傷（如：頭部外傷） 

B) 中樞神經系統發炎（如：腦炎、腦膜炎） 

C) 腦血管疾病（如：栓塞、出血、動靜脈異常、靜脈阻塞） 

D) 毒物（如：鉛中毒） 

E) 腦瘤 

F) 基因或家族遺傳疾病（如：結節硬化症） 

3.抽搐的急救處理 

◆ 當出現抽搐時，注意周遭環境，避免患者摔倒或撞擊到頭部。 

◆ 移開附近障礙物以確保其安全。 

◆ 解開患者脖子上的束縛物，可能是領帶、圍巾等，避免產生呼吸困難的狀況。 

◆ 觀察發作的開始時間及抽搐表徵。 

◆ 不要企圖強行停止抽搐，因為通常抽搐會在數分鐘內自行停止。 

◆ 可以毛巾、外套等較軟的物件，墊在患者周遭及頭側作為保護，不要輕易移動患者。 

◆ 觀察患者的呼吸是否停止、嘴唇、臉色是否發紫。 

◆ 在癲癇發生完後會有一段意識不清的時間，應盡可能留在患者身邊確保他的安全狀況無虞。 

◆ 停止抽搐後可以幫助其轉成側躺的方式，讓患者口中的分泌物自然流出，切勿塞東西近到患者 

嘴裡。 

◆ 患者清醒後，因抽搐時消耗體力甚大，所以應讓他休息。 

◆ 記錄下來患者痙攣發作及結束的時間，以便向醫生報告，瞭解患者病情。 

4.結語 

癲癇雖是一種常見的疾病，但由於一般人對它的不瞭解而無法接納病患， 

造成患者心裡、精神上的傷害，期望藉此簡介讓大家瞭解癲癇病症而接納 

患者，進而給予心裡支持。  

資料來源﹕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epilepsy 

http://web.hku.hk/~vcnwong/types/c_epilepsy.htm 

https://www.drugoffice.gov.hk/eps/do/tc/consumer/news_informations/

knowledge_on_medicines/antiepileptic_drugs.html 



8 

 

服務質素標準 SQS 介紹 

服務質素標準 5 : 人力資源 

問：我有志從事社會福利服務，但如何得知青年會有職位空缺﹖  

答：當有職位空缺，青年會人力資源部會刊登招聘廣告，讓有興趣人士申請。當接獲申請，必須

於申請該職位止日期後的 7 個工作天內完成初步甄選，及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申請出席面試。 

遊戲鬆一鬆 ???? 請寫出香港交通工具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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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質素標準 7 : 財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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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質素標準 8 : 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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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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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閃壽星 

舍友楊智榮 

學員話你知 

舍友盧煜榮 

五月份 
文玉華、朱建倫、顏勁飛、朱沛沛、易麗卿、范佩詩、鄭鎮洲、

梁殷寧、侯忠良、梁少嫻、麥麗萍、黃曼翎、梁詠思 

六月份 
彭潔心、朱錦明、廖敬恒、葉嘉賢、姚詩婷、梁沛怡、楊靜敏、

黃志平、林國偉、謝美倩、鄭樹光、徐小玲、梁美容、徐寶英、

蘇麗玲、王毅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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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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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健體指揮操 

日期： 4-12/2020 (小組隔週三)、23/5/2020 (日營)、表演及探訪 6-12/2020 

時間：晚上 7:00-7:45 (小組)、早上 9:00-5:00 (日營) 

地點： R3 (小組)、烏溪沙青年新村 (日營) 

對象：宿舍舍友 (小組 12 名、日營 30名) 

內容：小組、日營、表演及探訪 

費用：全免 (鳴謝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負責同工：陳姑娘 

活動名稱：古典音樂識世界 

日期： 7/4/2020-16/6/2020 (二)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在欣賞古典音樂之同時，學習世界 

文化和歷史 

費用：$20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八達通套製作 

日期： 8/4/2020-26/5/2020 (三) 

時間﹕下午 5:00-6:00 

地點﹕宿舍面談室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教授製作八達通技巧、色彩配搭， 

簡單圖案配搭等 

費用﹕$30 

負責同工：繆姑娘 

活動名稱：追蹤快樂 

日期： 6/4/2020-15/6/2020 (一)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8名) 

內容﹕學習從日常生活找尋可欣賞及感恩 

的事物、學習快樂 10式 

費用﹕$20.00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1 

日期： 14/4/2020-23/9/2020 (隔週二)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必列者士街公理堂/宿舍飯堂 

對象：福音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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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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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舍友大會 (1) 

日期： 18/6/2020 (四) 

時間﹕晚上 6:45-8:0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公民教育你要知、趣味知多 D、 

健康資訊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生日會 (1) 

日期： 18/06/2020 (四) 

時間﹕晚上 8:00-8:3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為 4-6月生日的舍友慶祝生日、 

分享蛋糕、小食等 

費用﹕$25 

負責同工：繆姑娘 

活動名稱：五常高手 

日期： 16/4/2020-28/5/2020(四，30/4暫停)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認識何謂「五常法」、學習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常組織」、「常整頓」、 
「常清潔」、「常規範」及「常自律」 
的法則。 

費用﹕$20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房舍會議 (整潔組) 

日期： 19/5/2020 (二)  

時間：晚上 6:30-7: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整潔組) 

內容：房務會議分享及討論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徒手操活動 

日期： 9/6/2020-30/6/2020 (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由康文署教練教授學員做健體操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工友大會(1) 

日期： 19/6/2020 (五)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飯堂 

對象：工場工友 

內容：職安健、生活點滴分享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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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印：黃美蘭主任  

編    輯：冼雅詩 

編輯小組：連啟亨、繆詠如、李薇斐、 

梁智蕙、譚宏州、陳麗琼 

出版日期：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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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My Friend 

日期： 19/6/2020-24/7/2020 (五) 

時間﹕下午 5:00-6:00 

地點﹕宿舍面談室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溝通多面睇、社交禮儀訓練、 

情緒管理、及朋輩相處技巧 

費用﹕$20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來自火星的妳 

日期： 29/6/2020-3/8/2020 (一)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名，只限女舍友) 

內容﹕組員學習自我保護、個人私隱、 

合宜的男女社交禮儀 

費用﹕$20.00 

負責同工：冼姑娘 

1. 香港電車 

2. 天星小輪 

3. 香港鐵路 

4. 九龍巴士 

5. 九廣鐵路 

活動名稱：工友生日會 (1) 

日期： 24/6/2020 (三) 

時間：中午 12:30-1: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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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每名 

負責同工：冼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