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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環必列者士街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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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http://www.ymca.org.hk 

10 月 28 日，工場有 23 位學員參觀聖雅 

各賽馬會升級再造中心，認識物料循環再

用於生活上；不但學習環保意識，更可啟

發新的工作技能。 

工作培訓 

職員動態 

  1. 註冊護士許 SIR 已於 12 月中旬離職，單位將聘任新護士同工。 

  2. 活動助理洪 SIR 剛於 12 月投入我們必愛之家的大家庭，我們齊聲 

        鼓掌歡迎，願你工作愉快啊！ 

  3. 宿舍護理員虞仙花(花姐)已於 1 月榮休，願她退休生活愉悅!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必愛之家庇護工場及宿舍 

2017 年 1 月至 3 月 

http://www.ym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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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2 日，於懸掛八號風球的翌日，本單位共 

16 位工友、舍友與家長順利踏上台北及宜蘭的旅程。他 

們觀光了台北及宜蘭的名勝、探索當地生活民情，更享受 

豐富的美食。 

活動花絮 
 台北宜蘭五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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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位於本年度獲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舉辦 

《必愛精武之家》武術訓練計劃。透過 36 節課堂，八位組員除 

習練多套拳術套路外，還積極進行刀、棍、關刀、方天戟、雙錘等兵器

的演練，他們於活動中表現投入，堅毅不拔刻苦鍛鍊，終於練成一身好功夫，耍起拳

來功架十足，表現激讚！  

必愛精武之家 

 到訪康山學校與其

醒獅隊切磋交流獲

得豐富成果。 

 日常練習剪影。 

 日常練習剪影。 

 於師父指導下練習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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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笠笠過聖誕] 12 月 19 日雀巢香港義工隊與本單位合辦了[暖笠笠過聖誕]，

為 162 位學員帶來一個暖洋洋的慶祝會；義工們為學員們 

準備了到會食物、獻唱表演、遊戲及禮物，令學員渡過暖  

洋洋的聖誕節。 

 護理專欄 

為確保本單位舍友、非住院舍工友及宿舍職員在流行性感冒高峰期間，有效預防流感及 

其併發症，單位將邀請到診註冊西醫於 1 月 12 日替舍友安排注射。計劃屬自願性質，費

用全免。 

 2016/1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成分如下:  

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pmd09 病毒 

類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 

類乙型/布利斯本/60/2008 病毒 

類乙型/布吉/3073/2013 病毒 

本計劃 2016/17 採用的是滅活流感疫苗。 



5 

 

服務質素標準 13       保障私人財產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 14       保護私隱及保密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 15       申訴 

問   服務單位有否向你提供一個安全穩妥的地方存放私人財物？ 

答   工場及宿舍均為學員提供一個可上鎖的儲物櫃存放私人物品。 

 

問   舍友及工友的家人來探訪的時候，會安排在那裡見面? 

答   服務單位會提供一個合宜的地方讓舍友/工友及家人見面，例如 

 會客室等。 

 

問   如果我想對中心服務提出意見，我可以從什麼途徑去反映。 

答   除了可以透過向當值職員提出外，還可以用書面表達意見並放 

  入意見箱內，單位在收到意見後會盡快作出跟進。 

服務質素標準 (SQS)介绍 

 (工場) 鍾沛南、李嘉恩、侯珊儀、楊保莊、李煒、王紫鶯、 

周智鴻、譚永賢 

(宿舍) 蕭麗卿、蘇國斌、彭淑芬、李心怡、關暖儀  

 (工場) 葉樹福、潘詠笙、周志和、潘雅恩、歐嘉茵、勞莉珊、 

張笑蓉、陳興邦、鄧婉兒、焦鳳群  

(宿舍) 黃枳棓、林美儀  

 (工場) 馮健輝、陳淑賢、林釗華、陳輔炎、劉慧瑩、郭世蘭  

(宿舍) 梁永燦、劉新愍、李偉謙、郭寶紅、陳淑儀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閃閃壽星 

2016/1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成分如下:  

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pmd09 病毒 

類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 

類乙型/布利斯本/60/2008 病毒 

類乙型/布吉/3073/2013 病毒 

本計劃 2016/17 採用的是滅活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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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鍾沛南初次出外旅遊，特別興奮!對台灣這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的旅遊、

更為沛南的價值觀帶來了改變-他有了努力賺錢去旅行的目標。 

 
學員鍾沛南 

 學員楊靜敏 

台北宜蘭五天遊感想 舍友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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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盧煜榮心聲分享：「我是盧煜榮，覺得好開心，學功夫好玩，我學 

咗拳、刀、棍，好有型。」 

學員 David 心聲分享：「我覺得打功夫學到忍耐，人與人相處和學到人 

生道理。」 

學員 David 

《必愛精武之家》 

 學員盧煜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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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散裝賀年食品 

農曆新年將至，大家都愛選購賀年食品，與親朋好友共渡佳節。在送猴迎雞之時，大家 

應留意飲食安全，並且要食得健康，迎接新的一年。在選購及食用賀年糕點及小食時， 

大家可參考以下要點：向衞生可靠的店鋪購買食物。於選購散裝賀年小食如糖蓮子、 

果仁及瓜子時，更要注意食物容器是否清潔及店舖員工的個人衞生情況。選購時留意食 

品色澤要自然，例如不要購買色澤特別白晳的開心果，因為它們可能經過漂白加工，而 

表面有不尋常光澤的瓜子則可能加添了礦物油，可引致腸胃不適。 
 

選購預先包裝賀年食品  

購買預先包裝的糕點及小食時，應留意食用期限及包裝是否完好。另外，食品選用的材 

料及製作的方法會影響其營養成分。傳統的賀年糕點一般含豐富的碳水化合物，原來熱 

量及脂肪含量亦不少。當中熱門的選擇如蘿蔔糕，部分會選用臘腸、臘肉等為材料，令 

食品的熱量及脂肪含量增加。而一些年糕則用椰油、豬油製成，兩者飽和脂肪含量均 

高。至於全盒內常備的瓜子、果仁，本身屬脂肪含量較高的食物。如果再經過醃製或加 

工處理，例如醬油瓜子，鹽焗花生等，鈉含量就更加不容忽視。因此，運用營養標籤比 

較產品的營養成分，有助消費者挑選較健康的糕點及小食。 
  

食用賀年食品  

購買糕點後，應盡快回家放入雪櫃貯存，並留意食用日期。在進食前，將其徹底翻熱。 

若發現有異味或發霉，應停止進 

食並棄掉。果仁及瓜子亦不可貯 

存過久，若發現有發霉，亦不應 

進食。新年期間要保持均衡飲食，

應採取三低原則，避免進食過量 

高脂肪、高糖或高鹽的食物。在 

享用食品前，我們可以憑營養標 

籤上的資料估計營養攝取量，並 

與每天攝入上限比較，從而適當 

控制進食量。最重要的是要奉行 

健康飲食的原則，「營」接雞年的

來臨。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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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氣開始寒冷，如果可以吃碗糖水，確實滋補暖胃。

可是，我們怎樣才可吃得健康呢？  

一般傳統的堅果糊類糖水，常見有芝麻、花生、 

杏仁和核桃等，熱量來源多是來自脂肪。雖然大 

部分都屬於健康脂肪，但一碗果仁糊類甜品，已 

提供 300 卡路里，與一碗半白飯相等。如想減輕 

熱量，又要保留果仁的香味，建議以豆腐花作底，

加上少量果仁糊，既有香味，又同樣有幼滑的 

口感。  

 堅果糊配豆腐花 

水果燉品健康滋補 薑汁驅寒意  

    市面上，現成的湯圓多以果仁為餡料，含糖量十分高，5 粒 

   湯 圓便有 220 卡路里。想健康一點，建議親自動手烹煮， 

並宜選用栗子蓉作餡料。栗子屬五穀類食物，熱量比果仁低，5 粒栗子只有 80 卡路里。  

自製栗子蓉湯圓  

有些人到了冬天，因怕「凍冰冰」的感覺而少吃水果，

減少進食纖維的機會。但其實改變烹調方法，水果也可

成為「暖笠笠」的滋補聖品。例如想滋潤五臟一番，宜

喝杯雪梨茶，連皮煮的話纖維多、脂肪少。要養顏， 

木瓜燉雪耳是既便宜又健康的選擇。由於雪耳能加快 

細胞製造骨膠原蛋白的速度，令皮膚有彈性，效果能與

燕窩媲美；木瓜則含胡蘿蔔素，於體內轉化成維他命 

A，保持呼吸道濕潤和健康。要有暖身功效，就不容錯 

過含薑汁的糖水，如番薯糖水和薑汁燉奶，能加速血液

循環，驅走寒意，增強抵抗力。  

不過，因糖水多以冰糖或片糖來烹調，基本上沒有甚麼營養可言，多視 

為「空泛熱量」。建議可嘗試改用黑糖調味，其含有微量礦物質，比其他

糖分較有營養。可是，多吃黑糖仍然會致肥，所以糖水還是淺嘗為妙。 

資料來源：米施洛營養護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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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活動名稱：齊做腦朋友 

日期： 16/12/2016 – 31/7/2017 (一)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 20 名舍友 

內容：教授電腦知識及使用技巧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陳 SIR 

活名稱：動感之家 

日期： 31/12/2016 – 30/6/2017 (六及日)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康樂室 

對象：舍友 

內容：學習玩立體電動遊戲機 

費用：免費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獅藝武術小組 

日期： 1/2016 – 2/2017 (一)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舍友 

內容：獅藝、武術訓練 

費用：$20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健康生活 11 - 我至叻小組 

日期： 21/12/2016-25/1/2017 (三) 

時間：晚上 6:30-7:15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 50 歲或以上的舍友 

內容：短講、角色扮演、組員分享 

費用：$20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門球樂紛紛 

日期： 1/2017 – 9/2017 (三) 

時間：晚上 7:00-8:30  

地點：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舍友 

內容：門球運動訓練 

費用：$20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童軍 4 

日期： 1/2017 – 3/2017 (隔週六)  

時間：上午 9:30-11:00  

地點：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工友及舍友 

內容：隊型訓練、幼童軍 

活動徽章訓練 

費用：$30 

負責同：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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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生日會 4 

日期： 3/3/2017 (五) 

時間：中午 12:30-1:00 

地點：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 1-3 月生日工友 

內容：唱生日歌及品嚐蛋糕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好品家族 

日期： 1/12 /2016 – 31/12/2017 

(星期一至五) 

時間：宿舍晚飯時段 

地點：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全體舍友 

內容：培養舍友守秩序的良好

表現及和諧進餐氣氛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陳 sir 

活動名稱：利利是是慶新春小組 

日期： 5/1/2017 – 23/2/2017 (四) 

時間：晚上 6:30-7:15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舍友 

內容：利用利是封創作七角花及金魚 

費用：$30 

負責同工：缪姑娘  

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4 

日期： 1/2017 – 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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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等 

費用：免費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新春團拜 2017 

日期： 25/2/2017 (六) 

時間：中午 12:00-14:30 

地點：灣景國際 

對象：工友、舍友及家長 

內容：春節聚餐、賀年表演、 

新春遊戲、派利是及抽奬 

費用：待定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生日會 4 

日期： 1/3/2017 (三) 

時間：晚上 7:45-8:30 

地點：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唱生日歌及品嚐蛋糕等 

費用：$25 

負責同工：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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