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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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至 9 月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必愛之家庇護工場及宿舍 

 

工場及宿舍快訊 
單位於 2017 年 4 月 8 月與必街會所協辦舉行「健康水療計劃」，由伊利沙

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下聘請本會物理治療師及游泳敎練帶領活動，目的

是治療因意外創傷、經常性勞損、退化而產生如腰背痛、四肢關節痛等問題的

學員。利用水的浮力及阻力兩大特性，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進行連串針對患

處的鍛鍊性運動，可達至改善關節靈活性、增強肌肉力量、減輕痛楚，以及強

化心肺功能效果，學員反應熱烈，表現積極。 

由 3/7 開始，為提昇學員餐桌禮儀

及技巧，工場及宿舍的學員已試行

運用公筷進食午餐，被推薦試行公

筷的學員均表示興奮!未被推薦的

學員也表示希望參與。 

職員動態 
      1. 復康及長者服務執行幹事狄文少玲將於 7 月 31 日榮休，祝生活愉快，並由陳鴻輝先生           

將於 8 月 1 日接任，我們齊聲鼓掌歡迎，祝願工作愉快啊！ 

     2. 個人照顧工作員何子威已於 6 月 29 日離職，祝生活愉快、前程錦鏽！ 

     3. 三級工場導師葉志明及助理文員傅美儀已於 6 月 1 日調往盛愛之家 ，三級工場 

導師陳澤堯 及助理文員張淑文已於 6 月 1 日調往必愛之家，祝願你們工作愉快啊！ 

    4. 註冊護士許育瑜已於 6 月 19 日、保健員劉錦純已於 6 月 5 日、院舍服務員陳健汶已於 

6 月 6 日、二級工人熊灼培已於 5 月 22 日及活動助理(宿舍)蘇海彤已於 7 月 3 日 

投入我們必愛之家大家庭，我們齊聲鼓掌歡迎，祝願你們工作愉快啊！ 

運用公筷進食午餐 

5 月初工場重整穀物包裝的生

產流程，有助生產過程更流暢

及效率，亦減輕學員在體力操

作的工作量。 

重整穀物包裝的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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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我潛能運動日已於 5 月 13 日在斧山道運動場 

舉行，當日邀請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 

社會服務) 方啟良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三間復康單 

位與兩間長者中心共 80 多人攜手合作指揮操表演

“YMCA”歌曲，場面壯觀。另 300 多名運動健兒使 

盡渾身解數，經過全日激烈的比賽後，各項目及 

全場總冠亞季軍得以順利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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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與舍友一起     

 唱生日歌 

生日會  

本年第二季 (4 至 6 月份) 的舍友生日會，已於

16/5 圓滿舉行。與過往不同的是，今次我們邀得

友好教會必街公理堂的宣教師及一眾教友到來助

興，舍友表現興奮。唱頌生日歌及詩歌時，眾皆

主動站起來手舞足蹈，氣氛熱烈。在義工協助派

送禮物後，到了壓軸的生日蛋糕品嚐環節時，他

們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聊天、拍拍照，大家都滿

心歡愉、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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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腦炎是什麼疾病 

日本腦炎是一種經蚊子傳播的疾病。此病由日本腦炎病毒引致，給帶病毒的蚊

子叮咬就會染病。日本腦炎的主要病媒蚊是三帶喙庫蚊(Culex tritaeniorhyn-

chus)。日本腦炎主要流行於亞洲及西太平洋地區的郊外及農村 。 

 

傳染途徑 

蚊子於稻田等大量積水的地方繁殖，叮咬帶病毒的豬隻或野生雀鳥後就會受感染，再於叮咬人類

或動物時將病毒傳播。但此病不會直接由人傳人。 

 

臨床症狀與病徵 

日本腦炎由受到感染到發病為 4 – 14 天。病情輕微者除發燒及頭痛外，一般不會有其他顯著病徵。

病情嚴重者則病發得快，並出現頭痛 、發高燒 、頸部僵硬 、神志不清 、

昏迷 、震顫 、抽搐（尤其是兒童）及癱瘓等症狀 。 

 

治療方法與後遺症 

日本腦炎並無特定的治療方法。醫生一般對患者施以支援性治療。出現病徵的患者病死率可高達

30%。康復者中也會有 20%至 30%出現永久性智力、行為或神經問題，如癱瘓、反復抽搐或失語。 

 

如何預防日本腦炎 

預防日本腦炎，應採取防蚊措施，避免被蚊子叮咬。傳播日本腦炎病毒的蚊子於黃昏至黎明時分最

為活躍，因此這段時間應避免前往郊外。準備前往此病流行地區的人士，更應加倍注意。 

 

日本腦炎疫苗 

主要由於日本腦炎疫苗的接種，在中國的部分地區、日本和韓國，以及最近在尼泊爾、斯里蘭卡、

泰國和越南，日本腦炎的個案已經在下降中。香港有疫苗可預防日本腦炎但一般市民並不需要接 

種此疫苗。疫苗適用於準備前往日本腦炎流行區（尤其是當地郊區）並逗留一個月或以上的旅遊 

人士。對於一些短期旅遊（不足一個月），旅客如果計劃於疾病傳播季 

節到郊區並大部分時間進行戶外或夜間活動，亦應接種疫苗。如需要更 

多有關日本腦炎疫苗及其他國家的傳染病資訊，請瀏覽香港旅遊健康 

服務網頁 http://www.travelhealth.gov.hk/cindex.html  

資料來源：食物環境衞生署  

日本腦炎  護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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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4 -   職務及責任      

服務質素標準 5  -  人力資源      

服務質素標準 6  -  計劃、評估及意見收集     

服務質素標準 (SQS)介绍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閃閃壽星 

問   家長有那些渠道，能獲知學員在單位內的近況或向單位表達意見？  

答   除日常面談及電話溝通外，單位亦設有意見箱；而每年亦有一次家長會，讓服務使用 

者/ 家屬/ 監護人獲知單位的最新動向，並有機會讓職員與上述人士交流學員的情況及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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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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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我如何得知單位有那些職員及負責崗位？  

答   單位備有「職員架構圖」，並把附有各職員相片、職位的資料張貼於單位當眼處，以供本 

單位職員、服務使用者/家屬/監護人及公眾人士閱覽。  

(工場)  林婉芳、葉泳娥、關志華、馬曦明 

(宿舍)  何文儀、黃昭鑛、黃玉芸、李鎮強 

(工場) 胡朗婷、馮艷紅、李羨權、程潔雯、冼惠玲、何家樂、 

黃淑華、高鳳琼、林麗珊、劉炳城、趙偉雄、何鄘森、 

(宿舍) 李志勇、梁潔貞、劉啟東、陳永強 

(工場) 唐友志、武穗婷、雷常歡、鍾美仙、陳佳泉、張國華、 

 張浩源、冼星華、黃宗發、李以德、卓行之、張雪芬、 

       蔡一港、李健信、方天祐、徐泳賢、傅麗珠 

(宿舍) 梁美容、鄭樹光、徐小玲、徐寶英、蘇麗玲、冼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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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 學員話你知  

6 

葉樹福 

工友 

溫寶珠 

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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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添置機器 

添置新傢俬 

工場於本年度榮獲伊利沙伯

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添置

收縮機、混料機及上料機， 

以提昇學員的工作訓練及優

化工場的生產，從而提高競

增能力及學員收入。 

收縮機 

混料機 上料機 

工場新添置了外置式鎖頭的儲

物櫃，方便學員儲存個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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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環境保護政策簡報 2017 

本單位一向均制訂環璄保護政策，以保持單位環境質素。現綜合本年度推行情況，簡報

內容如下： 

 

1) 單位持續改善綠化環境，在工場及宿舍亦放置不少盆栽，增添不少生氣。同時，亦有

注意空氣流通情況，保持足夠窗戶打開。 

 

2)  單位會張貼告示提醒職員及服務使用者節省能源包括水電使用及制定開啟冷氣機 

      的原則。 

 

3)  單位亦推行善用紙張政策，如採購影印紙是來自可持續林木原料之第三方認證計劃 

      的產品、推行雙面影印及廢紙循環再用等。工場方面，亦會收集紙皮作回收之用，      

      以免浪費。 

 

4)  宿舍方面，鼓勵服務使用者把用完沐浴液或洗頭水等膠樽清洗再收回，推動整個單位 

      共同嚮應環保。 

 

5)  飲食方面，單位會按用餐人數預算食材數量，以減少廚餘數量。同時，亦會以營養及 

      健康為大前題，由專業護士負責設計餐單，以符合既健康又環保的原則。 

 

              

歡迎各服務使用者對於單位環保政策，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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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鬆一鬆 

考眼力考眼力  

以下 10 幅圖形中，請找出與圖中一樣的圖形，然後圈出！ 

 

答案在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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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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好心情小組 

日期： 19/7/2017 -  30/7/2017(三) 

時間： 晚上 5:15-6:00 

地點： 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 6 名舍友 

內容：  學習正面思想及良好溝通方法 

費用：  $20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童軍行山樂 

日期： 19/8/2017 (六) 

時間：上午 9:00 -下午 4:30 

地點：太平山 頂盧吉道、山頂廣場  

對象：第 1567 旅童軍成員及其家屬  

內容：遊覽山頂廣場 

費用：$20 (童軍及家屬同價) 

負責同工：譚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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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期： 4/2017-9/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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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同：繆姑娘 

活動名稱：知己知彼 

日期： 7/8/2017—11/9/2017 (一) 

時間： 晚上 7:30-8:0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6 名舍友 

內容： 教授社交技巧 

費用： $20 

負責同工：陳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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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1 

日期： 4/2017 – 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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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體指揮操 2017 

日期： 24/6/2017 – 16 /9/2017 (六) 

時間：早上 9:30-10:3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8 名 

內容：教導舍友學習指揮操 

及掌握基本技巧 

費用：免費 

負責同工：陳姑娘、繆姑娘  

活動名稱 ：生日會 

日期： 18/8/2017(五) 

時間： 中午 12:30-1:00 

地點： 必愛之家飯堂 

對象：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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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會 2 

日期： 19/9/2017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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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姑娘 

活動名稱：拉筋運動小組 

日期： 14/7/2017- 5/9/2017(五) 

時間：上午 10:45-11:30 

地點： 工場 R3 室 

對象：自閉症學員為主 

內容：訓練學員進行拉筋、舒緩緊張 

情緒、改善關節問題。 

費用：$30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 ：生死教育小組 

日期： 4/7/2017 – 22/8/2017  

時間： 下午 2:30-3:30 

地點： 工場 R3 及 R4 

對象： 工場學員 

內容： 與學員探討生死的事情，從而舒 

            緩學員思念家人的情緒 

費用： 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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