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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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至12月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120 周年會慶 

『築』遊青年會必街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下稱﹕本會) 120 周年會慶正式啟動！本會自 1901 年屹立香港，一直 

堅守為市民服務的創會宗旨，今年踏入創會 120 周年，本會將於年內舉辦連串慶祝活動與大眾 

同慶紀念。迎接 120 周年這個大日子，除了一連串慶祝活動外，本會特別設計了 120 周年會慶 

標誌。精美的標誌包含了 120 這三個重要數字，數字同時具有象徵性的意義：「1」跟本會總會

大樓的剪影結合，寓意青年會合一之根基，從本位出發，用心服務社群。「0」連繫著色彩斑斕

的串連色塊，以自由形態由周邊伸延發放，象徵未來充滿著無限生機和可能；青年會亦由心出 

發，配合科技網絡之延展，將服務傳送到世界各地。 

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係一幢極具代表性嘅百年古蹟，09 年 

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裏裏外外充滿令人著迷嘅古建築特色。 

適逢今年 YMCA 慶祝成立120周年，YMCA 聯乘環球建築環 

境顧問奧雅納 (Arup) 舉辦「『築』遊青年會必街會所」公眾導

賞活動，帶領參加者走進這幢引人入勝嘅歷史建築，探索 

工程師眼中隱藏嘅「寶藏」，又會講述鮮為人知嘅歷史故事。

完成導賞後，參加者更可以將必街會所帶返屋企。本地手作 

人為今次活動特別設計 1:210 必街會所手作立體紙模型，每 

位參加者可獲贈精裝模型紙樣乙份，親手「『摺』觸」會所建

築風貌。機會難逢，費用全免、名額有限，報名要快！ 

活動詳情及網上報名： https://forms.office.com/r/LJAawyqWiV 

查詢電話：2783 3371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機構傳訊及市場拓展科) 

資料來原及活動詳情請瀏覽：  

https://www.120.ymca.org.hk 

http://www.ymca.org.hk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office.com%2Fr%2FLJAawyqWiV%3Ffbclid%3DIwAR1pNajYRFUPCksiDpZNPBd9kdkrChjylDMGsiOABvvKOU0O5Jw_dGQGeFk&h=AT23BBJ1Cqxf6QLbpWVtEeM7rLiFYxysmRbhCXmSYf9IwXfOm_2UpEUqO2I7Pvk-q8H-6zrKCCfLJ5WA-tvDGRFl-XM9J24tN3XEoG1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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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派發: 160 份   問卷收回:  158 份 (宿舍 48 份、工場 110 份) 

2020-2021 年度學員/家屬/監護人服務意見問卷調查結果 

你希望學員可以做多些那類工作 

2020-2021 年度的問卷調查於 2021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行，是次調查共發派出 160 份問卷調

查，成功收回 158 份(宿舍﹕48 份；工場﹕110 份)，收回率達 99%。 

在成功收回的問卷調查中，當中有 96.9%的受訪者對本單位(庇護工場及宿舍)整體服務是表示 

滿意或非常滿意。有 100%的受訪家屬/舍友對到診醫生服務感到滿意/非常滿意。從收回的問卷

顯示，家屬主要關注學員的健康、行為及情緒；其次對單位的環境設施及衛生情況亦表示關注。 

對庇護工場服務的意見方面，家長最想自己的子女多做下列的訓練： 

 
總括而言，隨著學員的年齡漸長，家屬對學員的健康、情緒和行為最為關注。期望工場/宿舍可 

以增加相關的服務/訓練予學員；此外，家屬亦希望學員有舒適的居住環境及善用餘暇，使學員 

在工作以外亦可享受生活。 

快餐具包裝 手工藝製品 包書 郵件處理 訂裝 茶座 

94 人 52 人 48 人 44 人 26 人 22 人 

你對單位整體服務的滿意程度  ( 0 分非常不滿意、10 分非常滿意 ) 

(人) 

(工作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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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單位提供給學員的膳食感到滿意 

你對單位所推行的服務質素標準 (SQS) 知道嗎 你是否知道你的家人在工場內接受過甚麼服務 

單位職員關心學員的身體狀況 

單位的訓練及活動適合學員的需要 

單位內環境和設施安全  單位職員樂於聽取你的意見  



4 

 

工場職員尊重學員 工場職員關心工友的情緒 

你對現時到診醫生服務(VMP)感到滿意及次數足夠 

你對宿舍提供舍友的訓練及活動是否感到滿意及足夠 

你對現時宿舍居住環境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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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大會 

工場花絮活動  

本年度工場第二次的工友大會已於 8 月 13 日舉行，

內容除了重溫工場的颱風及黑色暴雨訊號的上班指

引之外，護士連 SIR 分享蛀牙的預防及處理，以及 

播放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資訊分享會，學

員樂意分享，亦增進了疫苗接種知識，大家都認真考

慮接種疫苗。 

由社署職業治療師李 SIR 舉行的工作訓練小組已於 7

月份起進行，小組目標除了提升工作學員能力之外，

亦期望提升學員處理壓力的技巧。每節小組李 SIR 都

設計了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鬆弛技巧、種植、書法

及小食制作等，學員都非常投入參與，種花時表現輕

鬆及專注。 

工作訓練小組 

  同工姓名 職位 生效日期 

離職 羅詠怡 助理程序幹事 10/8/2021  

我們祝願離職的同工生活美滿幸福。 

職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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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於 2021 年 2 月獲「賽馬會院舍防疫設施資助計劃」撥款二十萬，購買提升院舍感染控制

之設備、增進舍友與家人溝通之視像器材及支援院舍提升舍友照顧之設施。設備包括：空氣 

淨化機、紫外線殺菌消毒燈、紫外線除濕殺菌塵蟎機、防水防蟎床褥保護套、醫療屏風、自動

皂液機、生命表徵監測儀及各項智能通訊器材等。所有器材和設施已購置完成，並已安排於 

單位服務或小組活動中使用。舍友最喜愛的，是使用智能手機與家人進行視像通話，及使用 

平板電腦和 75 吋互動螢幕進行小組活動呢！ 

宿舍花絮活動  

「賽馬會院舍防疫設施資助計劃」 

 學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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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慶團圓 

今年的中秋節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部份學員未能外出與親友同慶共聚，工場及宿舍舉行

多項慶祝活動 (例如﹕慶中秋午膳、中秋晚會及製作燈籠)，加上有熱心家

長及團體捐出精美迷你月餅及防疫物資給學員享用及抗疫，使學員在單位

也可以歡渡佳節及感受節日氣氛。 

社區活動 因疫情持續的原故，宿舍暫停差不多一年的 

社區活動於 9 月份恢復。基於防疫的考慮，現

時社區活動以小隊形式進行，每次由 2 位職 

員帶 4 位學員外出。活動當日學員懷著興奮 

的心情跟隨職員到大館參觀，除了參觀常設 

的展館外，也欣賞了限時展出的展品，學員感

到非常開心及興奮，深盼疫症早日過去，讓生

活重回正軌，可以繼續外出走走甚至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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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專欄      
繼上一次與大家分享牙周病，今次將與各位分享與牙周病同樣並稱為口腔內最常見

的兩大疾病的「蛀牙」 (齲齒)。近年來，蛀牙逐漸成為成人與兒童最常見的疾病。  

蛀牙的成因 

蛀牙是因細菌而導致牙齒組織內的礦物質流失。蛀牙是牙齒表面被酸性物質分解而引致。當細菌在牙齒

表面滋生，形成一層無色的黏性薄膜(牙菌膜)，便會引致蛀牙。進食後不久，牙菌膜的細菌會利用食物中

的糖分產生酸性物質，分解牙齒表面，令牙齒表面的礦物質流失，導致蛀牙。若不予以治療，礦物質便

不斷流失，使牙齒表面受損，形成牙洞。 

蛀牙的演變過程和處理方式  

 

 

 

 

 

 

預防蛀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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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進食或飲用糖
份愈頻密，愈容易引起蛀牙。 

2.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每次吃喝時，牙齒表面的礦物質就會流失，造成一次蛀牙機會，因此早、午、晚
三餐要定時，分量要足夠，如非其他身體需要，應減少在正餐以外的時間進食；此外，口渴時宜只喝清
水，這樣就可以減少蛀牙的機會。 

3. 定期接受牙醫檢查:牙醫可提供預防牙病的意見。定期前往牙醫接受檢查，可讓牙醫發現早期的蛀牙，
及早防止牙洞的形成。 

良好的刷牙習慣 

1. 先刷下排牙齒的外側面，把牙刷斜放在牙齦邊

緣，以兩至三顆牙齒為一組，用適中力度來回移

動牙刷。 

2. 然後刷牙齒的內側面，重複以上動作。 

3. 刷門牙內側面的時候，要把牙刷直立放置，用適

中力度從牙齦刷向牙冠。 

4. 接著刷咀嚼面，把牙刷放在咀嚼面上前後移動。 

5. 最後，重複以上動作，清潔上排牙齒的外側面、內側面和咀嚼面。 

資料來源﹕ 

http://www.projectconcern.org.hk/node/248 
https://www.hkda.org/index.php?lang=tc&section=dentalcare&page=toothfilling 
https://www.toothclub.gov.hk/chi/adu_01_04_02_05.html#sta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BQePR20kY 

蛀牙及牙齒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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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閃壽星 

10 月 
林城銘、溫寶珠、周華德、周華添、王紫鶯、李鳳群、林月珍 

關日玲、林健峰、陳志威、李志豪、陳寶蓮、周建霞、謝惠珊 

11 月 

12 月 

凌少珠、黃美端、朱景麗、余偉明、李俊邦、房志娟、陸鑑泉 

劉淑敏、蔡惠珍、戎雅芬、李偉才、黃志楓、李慧儀 

柳家寶、楊以丞、歐玉梅、盧煜榮、楊智榮 

服務質素標準 (SQS)介绍 

服務質素標準 13 ：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問：單位如何保護及尊重服務使用者私人財產權利，制定了什麼程序？ 

答：單位會提供可上鎖的儲物櫃給服務使用者存放個人財產，另外會在單位張貼「請小心

保管私人財物」告示及以口頭形式提醒服務使用者、家屬及訪客保管其私人財產的安

全及未經同意下不得擅自取用他人的私人財產。 

服務質素標準 14 ：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及保密權利 

問：單位會有什麼尊重服務使用者私隱及尊嚴的措施？ 

答：無論在訓練或個人照顧時間內，在服務使用者如厠/更衣/接受護理的地方有適當的遮

蔽或門戶上鎖安排。而部份需涉及私人部位的個人護理只可由單位主管授權之職員，

為其進行個人護理，並且應尊重其個人意願及免受侵犯之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 15 ：申訴和意見表達 

問：服務使用者在單位可以有什麼的申訴/意見表達的渠道 ?  

答：服務使用者在新入職/入宿時，社工會向他及其家人講解單位的主要措施，包括申訴及

意見表達權利及派發「必愛之家-申訴/意見表達途徑圖表」。單位亦會在工場辦公室 

旁及宿舍入口處擺放意見箱，以便申訴人向單位表達意見。 

服務質素標準 16 ：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問：單位處理侵犯事件的持什麼態度？ 

答：單位會從依從＜殘疾歧視條例＞及會方防止性騷擾政策及指引，以謹慎、公平和不偏

私的原則去處理任何侵犯事件；使服務使用者/職員的尊嚴和私隱得到保障並有制定

呈報機制、工作指引及調查程序，以處理被侵犯事宜。單位致力確保服務使用者處身

於一個免受侵犯的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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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環球聖誕賀佳節 

冰島 

烤火雞和聖誕樹 

對於大多人而言，聖誕節意味著享受烤火

雞，裝飾聖誕樹，還要在門上掛上節日花

環。 

在鞋子裡送上糖果或是壞掉的馬鈴薯 

在聖誕節之前的 13 天，冰島的孩子們會 

把鞋子放在卧室的窗臺上，希望從 13 位

「聖誕男孩」那裡收到禮物。乖小孩的鞋 

子裡會收到糖果或巧克力，而淘氣孩子的

鞋子裡就會收到一顆壞掉的馬鈴薯。 

世界各地慶祝聖誕方式大不同 

游冰泳和蒸桑拿 

芬蘭人似乎非常熱衷於極端

體驗，例如蒸完桑拿後立刻跳

進刺骨的冰水中。聖誕節正 

是體驗芬蘭全民消遣活動—

— Avanto 的 最 佳 時 機，

「Avanto」其實就是「冰上的

洞」的 意 思。事 實 上，經 常 

有狂歡者會體驗好幾輪這樣

的極致變化。在聖誕節期間，

有些人喜歡以火雞慶祝佳節，

而芬蘭人更喜歡穿梭於在冰

凍湖泊和桑拿之間。他們相 

信這樣的活動有助於放鬆身

心。 

在電視前觀看唐老鴨 

每年的平安夜下午 3 點整，瑞典人就會坐

在電視機前，觀看 1958 年迪士尼推出的聖

誕節特別節目：「唐老鴨和好朋友祝您聖

誕快樂」（原文： Kalle Anka och hans 

vänner önskar God Jul）。就算是在收 

視率最低的 2008 年，僅有 36%的收視率，

也有超過 300 萬人次一同觀賞。 

遊戲鬆一鬆 

資 料 來 源﹕https://guide.michelin.com/tw/zh_TW/article/features/unusual-

christmas-traditions-celebrated-around-the-world-sg  

https://www.rakuten.com.tw/event/xmas/day/ 

圖 片 來 源﹕https://guide.michelin.com/tw/zh_TW/article/features/unusual-

christmas-traditions-celebrated-around-the-world-sg 

https://www.rakuten.com.tw/event/xmas/day/  

送禮日子大不同  

在許多國家，聖誕節是互贈 

聖誕禮物的日子。德國很多 

地方，12 月 25 日晚上，小孩

們把鞋子拿出放在窗台上， 

第二天早上他們將發現鞋裡

放滿了糖果和小禮物。在德

國，主要的送禮日期是 12 月

24 日，聖誕老人帶來聖誕禮

物或放在聖誕樹下。傳統上 

會從聖誕節到顯現節每天互

送聖誕禮物慶祝。在世界大 

部份地方，聖誕禮物都是在 

聖誕夜晚上或聖誕節早上送

出的。  

香港 

德國  

瑞典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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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健步足球 

日期： 4/10/2021-21/12/2021 (隔週二)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伸展運動、肌力訓練、 

個人足球技術訓練、分組對賽 

費用：$20 

負責同工：譚 SIR 

10-12 月份活動推介   

活動名稱：福音小組 2  

日期： 12/10/2021-29/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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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營旅行—Uni-Y義工服務 

日期﹕24/10/2021 (日) 
時間：上午 8:30-下午 4:45 
集合地點：宿舍 
活動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宿舍舍友 (10名) 
內容﹕營地定向、手工藝製作及集體遊戲，與大 

學生共融和交流。 
費用﹕全免 (此活動由本會「大學及學院青年 

會部」主辦及贊助)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生日會 3  

日期： 11/11/2021 (四) 

時間：晚上 7:15-7:45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 10-12 月生日舍友 

內容：唱生日歌及品嚐生日蛋糕 

費用：$30 

負責同工：周姑娘 

活動名稱：房舍會議 (良善組)  

日期： 9/10/2021 (六) 

時間：晚上 7: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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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椅子舞  

日期： 21/10/2021-9/12/2021 (四) 

時間：晚上 5:00-6:00 

地點：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6名) 

內容：以舞步鼓勵互動交流，舍友之間以舞 

步帶動接觸 

費用：$20 

負責同工：周姑娘 

活動名稱：舍友大會 3  

日期： 11/11/2021 (四) 

時間：晚上 6:45-7:15 

地點：單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內容：保護個人資料小常識、單位資訊分 

享、服務質素標準介紹及健康貼士等。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梁姑娘 

活動名稱：遊藝地球村  

日期： 27/10/2021-1/12/202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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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世界各地的特色民族手工和遊戲，放 

眼世界，認識作為地球村一份子的 

意義。 

費用：$30 

負責同工﹕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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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生日會  

日期： 25/11/2021 (四) 

時間：下午 1:00-1:30 

下午 1:45-2:15 

下午 3:00-3:35 (分三節舉行)  

地點：智閒情 

內容：為 10月至 12月生日的工友慶祝生日， 

小遊戲及茶點 

對象：工場工友 

費用：$30 

負責同工：林 SIR  

活動名稱：聖誕齊歡樂 2021   

日期： 14/12/2021 (二) 

時間：晚上 7:00-8:30 

地點：必列者士街公理堂 或 宿舍飯堂 

對象：宿舍舍友 (50名) 

內容：牧師短講佈道、聖誕詩歌唱頌、小遊 

戲同樂、美食分享、聖誕老人派送禮 

物及合照。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譚 SIR 

活動名稱：生命變奏  

日期： 12/11/2021-20/12/2021  

(首兩節於星期五舉行；其餘於星期一舉行) 

時間：晚上 7:00-8:00 

地點：飯堂 

內容：透過互動遊戲、短講認知生命變化、 

從認識死亡學習珍惜生命。  

對象：舍友 

費用：$40 

負責同工：冼姑娘 

活動名稱：工友大會  

日期： 12/11/2021 (五) 

時間：上午 10:15-11:15， 

下午 1:45-2:45， 

下午 3:15-4:15 (分三節舉行)  

地點：下工場，飯堂及上工場 

內容：工場新動向，健康資訊及社區新資  

對象：工場工友 

費用：全免  

負責同工：林 S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