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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愛通訊 
2021 年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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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場及宿舍快訊 

  

生活新常態 

2020 年是不一樣的一年，因著 2019 冠狀病毒病在香港肆虐，很多大型活動、展覽、工作及

聚會都因而被逼暫停或取消，本單位各項服務、活動、班組需按照社會福利署的指引及政府 

有關防疫法例的要求而作出調整及更新。此外，現時工友進入工場前必需量度體溫、用酒精 

搓手液潔手及配帶口罩才可工作；為加強防疫措施及工友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工友們安排

到不同樓層工作，務求在工作及用膳時間有足夠空間；昔日舍友會到公理堂與義工們一起舉

行聖誕聯歡晚會、聽牧師講道及由遠道而來的聖誕老人大派禮物，因為疫症活動形式都變得 

不一樣，舍友在自己的房間透過中央廣播聽到來自牧師及義工們熟悉聲音，大家都十分雀躍

及感動，同賀聖誕佳節來臨。雖然疫情嚴峻但親情可貴，舍友透過電話與家人問好，並收到

家人在遠方寄來的賀卡，倍感開心。踏入 2021 年，盼望疫症早日結束，大家身體健康及再 

次聚首一堂分享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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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燈「社福機構餐飲資助計劃」 

                     因應本港疫情嚴峻，港燈為支持小商戶及基層家庭，故向供電 

                     範圍內之合資格社福機構社區中心提供資助，單位於舉行活動可 

向提供「關懷有饍」中小企食肆購買膳食，讓學員在抗疫過程從享用美食感到一絲的暖意。

透過這個計劃，本單位共舉行了 3 次活動，分別有「工友生日會(三)，30/10/2020」、 

「工友生日會(四)，7/12/2020」及「開心齊迎 2021 午餐，29/12/2020」兩次生日會 

分別為 1 月至 12 月生日的學員慶祝生及送上生日祝福，學員都很開心能參加久違了的 

生日會，非常盡興。 

「開心齊迎 2021 午餐，29/12/2020」，共有 120 位學員及職員參與，一

同進食酒樓到會的午餐，並透過廣播一同分享預先邀請學員及職員錄 

製的心聲，一齊除舊迎新，盼望於新一年，各人身體健康，幸福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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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榮獲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的優化樂齡智障人士計劃於 
10-12 月舉行了下列的活動： 

社區遊香港公園樂悠遊、音樂治療及水中物理治療 

社區遊 

香港公園樂悠遊 

組員在專業的音樂導師

帶領下愉快地唱歌、打鼓

及玩樂器，氣氛融洽，組

員十分投入活動，由開始

時需要導師才懂得選擇樂器至最後一

節，組員均主動地嘗試多種敲擊樂， 

而且還主動合唱奏出動人樂曲。 

音樂治療 

7/11/2020 宿舍順利舉行《 香港 

公園樂悠遊 》活動，當日有 9 位舍

友參與，大家興高采烈地乘坐旅遊

巴往香港公園，遊覽了花卉園區、

熱帶溫室、鳥園、視覺藝術中心、

茶具博物館等。大家既走進鳥語花

香的大自然中舒展筋骨，又欣賞到

種種藝術品及古玩典藏，大家均表

示增廣了見聞、開心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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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組員初接觸水感到又驚又喜，但經

過物理治療師及教練的培訓下，大家表

現積極投入，也掌握水療舞動的技巧。 

水中物理治療初體驗 

遊戲特攻隊 
於 10 月至 11 月份舉行，共有 8 位組員參加，透過集 

體遊戲，增強參加者的社交技巧及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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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潛能訓練小組 

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18 日期間，社署到訪職業治療師李 SIR 舉行共

6 節<工作潛能訓練小組>；李 SIR 利用多類型及有趣的活動，包括：顏色分

類遊戲及肌肉伸展訓練，協助組員發揮自己的工作潛能，並建立良好的工作 

習慣，活動中組員非常投入參與，獲益良多。 

學員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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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專欄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傳播途徑及潛伏期 

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通過接觸傳播。現時對潛伏期的估計大多是 

1 到 14 天，最常見的是 5 天左右。 

及早檢測和診斷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病徵可以很輕微。如有任

何身體不適（即使症狀非常輕微），應盡快向

醫生求診，按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接受檢測， 

以及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除了公立醫院 

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之外，你也可向私家診 

所和醫院求診。若對病情有懷疑，可主動向 

醫生要求進行有關的病毒檢測。衞生署向私 

家醫生提供免費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服

務。為配合自覺有較高感染風險及輕微不適 

的市民接受病毒檢測服務，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透過轄下 47 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派發樣

本收集包和收集樣本。有關診所的詳細地址、

領取樣本收集包及遞交樣本的時間詳列於附

件。政府亦在 2020 年 11 月 28 日起於全港

121 間郵政局（不包括流動郵政局）增設樣本

收集包派發點，詳情可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常見病徵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常見病徵

包括發燒、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其他

病徵包括鼻塞、頭痛、結膜炎、喉嚨痛、

腹瀉、喪失味覺或嗅覺、皮疹或手指或腳

趾變色。有些受感染者只有很輕微或不 

明顯的症狀。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資料，

大約百分之二十的患者病情嚴重，並出 

現呼吸困難。年齡較大或有慢性疾病的 

患者（例如高血壓、心肺疾病、糖尿病或

癌症等），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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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檢測 

為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傳播以及配合政府加強病毒檢測，達致「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抑制病毒傳播速度。本單位由本年 12 月份起按照社會福利署的指引，分別 

安排單位的院舍員工接受強制檢測，服務使用者及工場員工則進行自願性的病毒檢測，至

今全部結果為陰性。為保障單位宿舍各人的健康，免受病毒感染，本單位繼續加強各項防

疫及感染控制措施，並按照政府指示及要求安排單位的職員及服務使用者進行病毒檢測，

在此亦呼籲各學員積極參與檢測，為人為己，同心抗疫。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政 府 於 11/11/2020 公 布 推 出 感 染 風 險 通 知「安 心 出 行」流 動 應 用 程 式

（LeaveHomeSafe），旨在鼓勵市民養成記錄出行的習慣，有助減低病毒進一步擴散 

的風險，利用科技支援抗疫，同心守護香港。「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由十一月十六日

起可供市民下載使用。 

目前已有超過 6,000 個公私營場地率先參與計劃，以及在全港 18,000 多部的士可以直 

接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政府正積極邀請並歡迎更多業界及商戶加入，共同 

為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出一分力。 

資料來源﹕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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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ly_testing_and_detection_tc.p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0/20/

P2020101900305.htm 

https://www.leavehomesafe.gov.hk/tc/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0/20/P2020101900305.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0/20/P20201019003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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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SQS 介紹 

服務質素標準 1 : 服務資料 

  同工姓名 職位 生效日期 

升職 陳碧華 個人照顧工作員 1/1/2021 

到職 歐陽彩紅  活動助理(宿舍)  1/1/2021  

調職 阮春麗  院舍服務員  1/11/2020  

楊韋嵐 助理程序幹事   2/11/2020   

離職  葉家怡  文員  24/12/2020  

曾潔芝 活動助理(宿舍)  1/1/2021 

職員動態 

我們恭賀陳同工升職及掌聲鼓掌歡迎新同工加入必愛的大家庭。祝願他們工作愉快，同時我們亦

祝願調職及離職的同工生活美滿幸福。 

問：公眾人士可以在那裡取得單位最新的服務資訊？ 

答：單位備有最新資料單張及網頁，內容主要包括單位簡介、服務目標、服務對象及單位的服務範圍和

時間、收費、聯絡地址、電話、電郵地址、地圖及申請、退出服務的機制及交通路線。最新資料簡

介單張會放置於單位內供服務使用者/家屬/監護人及到訪者索閱。單位逢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

出版必愛通訊介紹單位最新動向、活動花絮、護理資訊、生活常識、小組及活動預告等資料，使 

服務使用者定期得知單位最新資料。 

服務質素標準 2 :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問：單位有定期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的政策和程序嗎？  

答：單位在每年三月或特別情況下，檢討及修訂服務質素標準政策和程序，並由單位主管委派各級同 

工負責跟進不同標準的檢討和修訂方案。單位備有機制，以在修訂有關政策及程序的過程中，能 

適當地收集及採納服務使用者和職員的意見。 

服務質素標準 3 : 運作及活動紀錄  

問：單位的運作及活動紀錄會保存多久便銷毀？ 

答：所有服務資料及紀錄，皆按需要儲存。用後則按資料的重要性保存或銷毀。個案工作資料會於退出

服務後三年便銷毀；財務紀錄會於完成後七年銷毀；活動紀錄則於活動完成後三年銷毀。 

服務質素標準 4 : 職務及責任   

問：公眾人士如何得知單位內職員的職責？ 

答：本單位所有職位均備有職務、職責的陳述及職員問責關係的資料；另外，本單位備有本會董事會 

各項委員會名單；此外，本單位備有本會整體組織架構及問責關係「組織圖表」的資料。最後，上

述資料是可供本單位同工、服務使用者/家屬/監護人及公眾人士閱覽或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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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鬆一鬆??猜猜當中寫什麼地方？(共 26 字) 

閃閃壽星 

二月份 
勞莉珊、林美儀、鄭偉基、趙錦榮、潘詠笙、周志和、葉樹福、

焦鳳群、歐嘉茵、張笑容、潘雅恩、鄧婉兒、陳興邦 

一月份 
彭淑芬、蘇國斌、李心怡、侯珊儀、李 煒、樂康年、關暖儀、

李仲銘、楊保莊、譚永賢、鄒昌錦、李嘉恩、鍾沛南、馬松權 

三月份 
郭寶紅、吳佳惠、陳淑儀、陳輔炎、劉新愍、林釗華、李卓輝、

陳淑賢、蕭麗卿、李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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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指揮操小組 

日期： 17/11/2020-30/3/2021 (隔週二)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15名) 

內容：指揮操運動訓練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生命變奏 

日期： 28/12/2020-17/2/2021 (一) (最後一節於 17/2 (三)，共 8節)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單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8名) 

內容：透過藝術活動、遊戲認識生命的跌蕩變化、 

從認識死亡學習珍惜生命，活在當下。 

費用：$40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2 

日期： 13/10/2020-23/3/2021 (隔週二)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必列者士街公理堂或宿舍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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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舍會議 (良善組) 

日期： 7/1/2021 (四) 

時間：晚上 6:30-7: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良善組 16 名) 

內容：房務會議分享及討論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周姑娘 

活動名稱：智營開心 Party Time  

日期： 31/12/2020-4/2/2021 (四)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認識健康生活學習營養之道 

費用：$30 

負責同工：周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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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真性情 

日期： 5/2-19/3/21 (五) 

(12/2 暫停，共 6節) 

時間：下午 5:00-6:00 

地點：單位飯堂 

對象：宿舍男舍友 (6名) 

內容：認識自己的身體、與同性和異性相 
處之道、如何面對誘惑、及學習保 
護自己和尊重別人。 

費用：$20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我們」去哪兒 

日期： 18/2/2021-25/3/2021 (四)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學習以禮待人 

費用：$30 

負責同工：周姑娘  

活動名稱：房舍會議 (信實組) 

日期： 19/1/2021 (二) 

時間：晚上 6:45-7:15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信實組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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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世界 

日期： 24/2/2021-24/3/2021 (一及三) 

(8/3 除外，共 6節)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單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認識時下的消費模式、培養儲蓄的 

習慣 

費用：$20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大會 4 

日期： 8/3/2021 (一) 

時間：晚上 6:45-8:0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宿舍新動向、健康資訊、社區新資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生日會 4 

日期： 8/3/2021 (一) 

時間：晚上 8:00-8:30 

地點：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為 1-3月生日的舍友慶生、 

小遊戲及茶點 

費用：$25 

負責同工：譚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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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答案﹕信德中心、海皮、三角碼頭、   

永樂街、大笪地、蘭桂坊、 

大會堂、上環街市 

活動名稱：工友大會 

日期： 12/3/2021 (五)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飯堂 

內容：工場新動向、健康資訊、 

社區新資 

對象：工場工友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林 Sir 

活動名稱：指揮操日營 

日期： 20/3/2021 (六)  

時間：早上 9:00-下午 4:00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必愛之家 / 華愛之家 /  

盛愛之家學員 (72名) 

內容：指揮操集體培訓  

費用：(待定) 

負責同工：譚 SIR  

督    印：黃美蘭主任  

編    輯：冼雅詩 

編輯小組：梁智蕙、林俊騏、連啟亨、 

李薇斐、譚宏州、周嘉恩 

出版日期： 2021 年 1 月 

印刷數量： 150 份 

如對本刊有任何意見，歡迎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