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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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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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至 6 月 

   

單位一年一度的家長會已於 13/1/2018(星期六)舉行，共有 46 位服務使用

者出席，包括有 25 位家屬參予。 

當日程序包括到診醫生李啟富負責主講關節勞損的認識及預防講座、註冊 

護士周家豪簡介藥物處理系統、主任及各職員講解單位的最新資訊、單位 

報告、工場機械及產品簡介及年度程序相片分享，舍友表演指揮操及職員

與家屬分享時間等。 

部份出席家屬對單位多年來均一直表示支持，亦有些是首次參與。家屬對

於學員在工場及宿舍生活都表示興趣，不時舉手提問及回應。 例如：向李 

醫生問及有關關節勞損問題、工場工種安排及單位派藥情況等，反映家屬 

非常留關心單位服務狀況，整體氣氛良好。 

註冊護士周家豪於 15/2 、個人照顧工作員(特別計劃)曾玉於 1/2、保健員

劉錦純、院舍服務員周曉敏於 11/2、二級工人陳翠芳 於 17/2、個人工作 

照顧員陳彬棠於 5/3 及活動助理蘇海彤於 24/3 離職，祝生活愉快， 

前程錦繡！                                                                                                                                                                                                                                                                                                                                                                                                                            

職員動態 

http://www.ym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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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 是次中西區國際復康日於 21/1/2018 於上環行人坊舉行活動， 

本宿舍舍友表演形體及大型舞蹈，演出投入，獲得公眾人士 

不少掌聲。 

活動花絮 

中西區國際 

復康日 

親子日於 10/2/2018(星期六)舉行，目的讓舍友及家長有

更多機會共享相處的美好時光。參加者在宿舍附近的

酒樓享用下午茶點，在品嚐美食同時，亦有機會讓舍 

友與家人增加溝通的機會，而職員亦能藉此機會與家

人彼此分享舍友的家舍生活，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

希望下一年度的親子日，能夠有更多家長參與。 

本單位福音小組與公理堂教會合作多

年，時值新春，透過此《團年一品鍋》

火鍋活動，讓組員與義工們共渡美好

的聯誼時光。大家於活動中均表現投

入，興致勃勃地共享美食，氣氛熱鬧，

盡興而回。 

 

團年一品鍋  

親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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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服務動向 

糙米是收割後的稻米，只除去不可吃的外榖皮，比起白米含有更多的營養， 

包括豐富的維生素 B 群、維生素 E、維生素 K、膳食纖維等營養素。 

糙米的維生素 E 可以對抗自由基以防止老化；維生素 K

可以強健骨骼；膳食纖維則能增加腸胃蠕動、防止便祕。 

由本年 4 月份起，飯堂飯餐將加入少量糙米混合白米以

供學員享用。讓我們食得更健康，更有益。 

 

單位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新春團

拜已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 

於青年會灣景賓館舉行。除豐富美食

外，亦 有舍友的舞獅及舞蹈表演， 

家長與學員合作的新春有獎遊戲，當

然少不了派發福袋、大抽獎及派利是，

讓學員及家長在新

春佳節取得好意頭，

及有一個稱心如意

的 2018 年。現讓我 

們齊齊欣賞當日的

快樂時光。 

2018 
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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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 

六月份 

閃閃壽星 

(工場)陳旭､駱惠儀､王家怡､梁宇泳､梁宇杰､許燕玲､莊雪群､黃翠蓮  

(宿舍)王瑞敏  

(工場)彭潔心､朱錦明､廖敬恆､葉嘉賢､姚詩婷､梁沛怡､李文海､簡美玲､ 

      楊靜敏､王志平､蘇麗玲､林國偉 

(宿舍)鄭樹光､梁美容､徐寶英､徐小玲  

生活點滴                   洋蔥式穿衣法  冬天穿衣不再臃腫 

顧名思義，洋葱的構造是由多層薄薄外皮包裹著，可以簡單解理轉化成穿衣方式。 

底層-排汗層（Base Layer）大家可以先穿一些保暖內衣「打底」， 內衣較貼身的關係，選購時

記得留意排汗及透氣功能。 

中層-保暖層（Mid Layer）中層的作用是保暖及阻隔體温流失，物料多為抓毛絨（fleece）及 

羊毛。另可加入可拆式抓毛絨內膽，協助對應天氣變化。 

外層 -防風層（Outer Shell）外層作用是擋風擋雨，需要留意的是，防風防水的物料一般 

會較硬身及透氣度稍遜，因應工作的需要，選擇較軟的物料或在加上透氣位置。 

就以上穿衣方法可按情況加減衣物，每件衣物厚薄要適中， 

加起來才不會臃腫。 

資料來源： https://topick.hket.com 

圖片來源： 

http://express.cassiopeia.com.tw/2012/10/blog-post_8.html 

 

五月份 
(工場)陳志暉､文玉華､朱建倫､顏勁飛､朱沛沛､易麗卿､范佩詩､陳恆甫  

(宿舍)侯忠良､麥麗萍､梁少嫻､黃曼翎､梁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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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13 －私人財產       

服務質素標準 14 －私隱和保密       

服務質素標準 15 －申訴      

服務質素標準 (SQS)介绍 

 

問    

答    1)提供可上鎖的儲物櫃給學員存放個人財物； 2)在收納新學員的面談會上，均清楚說明

舍友有責任自行管理私人財產； 3)單位張貼「請小心保管私人財產」告示或以口頭形式提

醒學員、家屬及訪客保管其私人財產的的安全及未經同意下不得擅取他人的私人財產。  

問    

答    

學員話你知  

黃美端 

單位如何保護學員的私人財產？  

問    

答    

如單位有需要把學員的個人資料傳遞予相關機構作服務轉介，會採取那些措施保障學員 

的私隱及恪守保密原則？ 

1)單位確保先獲學員及其家長同意下，才將其個人資料透露予其作機構。 

2)個人資料的傳遞，會予以適當包裝或密封，並寫上或蓋上「保密」字樣及清楚寫上擬遞 

交的人士姓名，以避免與服務無關之人士閱覽。  

主要分為口頭及書面 2 種形式。單位備有意見書表格讓申訴人以書面方式申訴/ 表達意 

見。若申訴人以口頭方式申訴/ 表達意見，單位職員會即時代為填寫意見書，並口讀所代

為填寫的內容，確保有關人士清楚及明白的情況下簽署確認及投入意見箱。   

單位有什麼方法或渠道，讓服務使用者可以向單位表達意見或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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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話你知  

6 

遊戲鬆一鬆    ———   尋找符號遊戲 

請找出以下圖

形的符號，並

圈上！ 

鄒昌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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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進 滿 

預防蛀牙 
細菌在牙齒表面形成黏性層，稱為齒斑。當咀嚼含糖食物時，齒斑菌便會將糖轉變為酸，將牙齒表層溶
化，造成蛀牙。 
 

如何預防蛀牙？  

◆ 限制進食糖份的次數。 

◆ 有效地刷牙及使用牙線清潔牙齒，以清除牙齒上之齒斑。 

◆ 適當地使用氟化物。 

◆ 牙紋防蛀劑 (溝隙充填劑)。  

◆ 定期牙齒檢查。 

 

限制進食糖份的次數 

除控制食物及飲品中的含糖量外，將進食糖份的次數減至最低，非常重要。若進食或飲用糖份愈頻密，
愈容易引起蛀牙。 

避免在餐與餐之間進食含糖小食。有些食物、如芝士及生果果實較糖果、餅乾及蛋糕對牙齒更好。  

確保每日飲用的飲品均不含糖份。你會發覺許多飲品已經加入糖份（例如：加入了糖製的檸檬茶）。  

 

良好的刷牙方法及以牙線清潔 

刷牙能清除牙齒表面的牙菌膜，我們該在每天早上起床及晚上睡前刷牙，徹底清除牙菌膜以預防牙 
周病。 

刷牙只能清潔牙齒表面的牙菌膜，要清除牙齒鄰面的牙菌膜就要使用牙線 、 牙線棒或牙縫刷。 

 

適當地使用氟化物 

氟化物可透過服用或直接塗在牙齒上，在多方面減低蛀牙的機會。 

在香港，由於食水已加入氟，故無須在日常飲食中額外進食氟化物藥片或滴劑。 

 

牙紋防蛀劑（溝隙充填劑） 

牙紋乃臼齒咬合面上天然的凹陷。 

 

定期接受牙醫檢查 

牙醫可提供預防牙病的意見。 

定期前往牙醫處接受檢查，可讓牙醫發現早期的蛀牙。 

 
資料來源： 

香港牙醫學會 
http://www.hkda.org/index.php?lang=tc&section=dentalcare&page=preventtoothdecay# 

 
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 

http://www.toothclub.gov.hk/chi/adu_01_02_01.html 

 

護理專欄(牙齒護理) 

http://www.hkda.org/index.php?lang=tc&section=dentalcare&page=preventtoothdecay
http://www.toothclub.gov.hk/chi/adu_01_02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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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活動名稱：愛自己小組 

日期： 25/4/18—6/6/2018 (三) 

時間：晚上 5:15 – 6: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 6 名 

內容：加強保護自己意

識及認識保護自己方法 

費用：  $20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齊來椅上操 

日期： 1/4/2018 - 31/5/2018 (五) 

時間： 晚上 7:30-8:3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8 名 

內容： 學習椅上操的不同動作，以配合 

            伸展運動      

費用： $20 

負責同工：繆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大會 

日期： 23/ 5/ 2018 (三) 

時間： 晚上 6:45-8:0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宿舍舍友 

內容：  安全的環境、健康資訊、報告事項 

費用： 全免 

負責同工：劉姑娘 

活動名稱：好品家族 

日期： 1/6/2018—30/6/2018  

時間： 下午 4:30 後 

地點： 宿舍 

對象： 全體舍友 

內容： 提升舍友的宿舍生活質素 

費用： 全免 

負責同工：陳 sir 

活動名稱：我係小廚師 

日期： 17/4/2018 至 26/6/2018(二) 

時間： 晚上 6:45 – 7:3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6 名 

內容：  了解食物對健康的重 

要，從而改善飲食習慣 

費用： $20 

負責同工：陳姑娘 

活動名稱：生日會 1 

日期： 23/5/2018 (三) 

時間： 晚上 8:00-8:3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4-6 月份生日學員 

內容： 唱生日歌及品嚐生日蛋糕 

費用： $25 

負責同工：繆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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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2 

日期： 10/4/2018—18/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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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免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認識自己 

日期： 23/4/2018—28/5/2018 (二) 

時間：下午 5:15 － 6:00 

地點：活動室 

對象： 6 名男舍友 

內容：認識男性生理和心理，及兩性相

處之道 

費用：$20 

負責同工：陳 sir 

活動名稱 ：生日會(1)  

日期： 18/5/2018 (三)  

時間： 中午 12:30—1:0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4-6 月份生日學員  

內容： 唱生日歌及品嚐生日蛋糕  

費用： 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 ：天弱友情 VIII  

日期： 7/4/2018  (六) 

時間：上午 9:00—下午 4:30  

地點： 宿舍飯堂及濕地公園  

對象： 工友  

內容：與義工自製午膳及遊覽濕地公園  

費用： 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活動名稱：工友大會(1) 

日期： 8/6/2018 (五)  

時間： 下午 3:00—4:00  

地點： 宿舍飯堂 

對象： 所有工場工友 

內容： 分享職安健、提醒個人衛生及 

儀容，報告有關工友的事項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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