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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是家長期待已久的開學日子，也是我們學員家長期待了很久的復工日子，在 7 月

疫情嚴峻時，為了減低各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政府暫時停了課、停了非緊急的社會服務，

也呼籲僱主實行在家工作的安排。有子女在家的家長會發現其作息生活也進入了新模式，子

女休息和個人空間多了，但生活規律也鬆散了；學習/工作壓力少了，但個人動力同樣也少了；

與子女相處溝通時間多了，但磨擦多了，照顧壓力也多了。在暫停服務期間，有部份家長向

同事表達因子女長時間在家，產生的問題有：「成日掛住瞓覺」、「成日睇電視/玩手機」、「叫

佢唔郁」、「唔肯幫手做家務」、「好容易發脾氣」‥‥‥。因此，我們的導師都精心拍攝

了一些短片，內容包括有認知訓練、工作訓練、家務訓練等，讓學員維持學習習慣，也有防

疫、健康及運動短片，鼓勵學員保持防疫意識及身體健康，還有遊戲、手工、小食製作等，

讓學員善用餘暇等。各位學員：「你地有冇跟住做呀？如果有，俾個叻       你；如果未做，

快些跟著後頁的網址的短片做，返工後，導師可能會考下你識唔識架。」

在復工的初期，工場實行分階段復工，把日間學員 ( 工友 ) 和宿舍學員 ( 舍友 ) 分開日子返

回工場接受訓練，這一方面可以減低工場人數聚集的密度，並減少工友與舍友交叉感染的風

險，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員能慢慢適應返工和工場訓練的規律、學習新的防疫措施的程序

及方法、重拾工作動力。

疫情專家表示，在香港踏入秋、冬季節後，很可能會出現第四波、甚至第五波疫情，因此，

各位學員及家長都不能鬆懈，一方面要繼續做好預防感染的措施，一起努力防止第四波疫情

的出現，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應對第四、五波疫情的準備，如準備足夠的防疫物資、計劃好

照顧的安排、照顧 / 鍛鍊好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等，最好能為子女計劃一個作息時間表，若再

要停工時，讓他們可以保持有規律的生活，安排適當的時間讓他們每天做運動、定期參與工

場網上訓練及協助家務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期間當你們遇到困難或困擾時，可以主

動與學員工場所屬導師或社工陳姑娘聯絡，一起商討處理方法，讓我們並肩同行，一起走過

「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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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不孤單。線上愛同行】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社會福利署為減低服務對象受感

染，7 月中再次宣佈庇護工場暫停服務，期間只能提供有限度

服務。而大部份宿舍的舍友亦暫停戶外活動及恆常回家之安排，

留在院舍抗疫。

工場獲九龍聯青社贊助，舉辨「抗疫不孤單•線上愛同行」計劃，

為工友及舍友提供定期的網上訓練，透過由導師及社工拍攝訓練短

片，讓工友及舍友在家及宿舍保持學習。工場更透過 WhatsApp 廣播訊

息功能，向家長及工友發放工場最新消息、通訊及短片，藉此加強工友 /

家長與工場的聯繫，為有需要的工友及家長給予支援和鼓勵。

    

短片內容包括有 :

認知訓練、工作訓練、家務訓練、運動訓練、減壓訓練、趣味手工及小

食製作、防疫資訊及性教育等，內容多元化。

SCAN

1. 防疫小手冊 - 洗手篇 2. 環 保 儲 物 盒

3. 動動手 - 摺毛巾糖

5. 工作訓練 - 橫額製作

7. 藍 莓 梳 打

9. 配對咭記憶遊戲

4. 自理訓練 - 摺衫

6. 保 護 自 己

8. 鬆 弛 練 習

10. 大 象 包 包

如大家想重溫這些
短片，可以掃描有關
短片之二維碼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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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在雜誌上剪出多個喜歡圖案

步驟三 :用膠水把雜誌上剪出的圖
        案貼在盒上

步驟四 :記得紙盒四面都要貼上圖案

步驟五 :貼完圖案後，可再用顏色筆
        塗上喜歡的圖案加以裝飾。

簡易環保儲物盒便完成了!

簡易手工製作：環保儲物盒

(材料 ) :

需要紙盒、雜誌、膠水、剪刀和顏色筆。

步驟二 :打開紙盒，把多餘的地方
        剪去

今期由鄭小玲姑娘教大家

製作環保儲物盒，各位工

友及家長可試著圖示一起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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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9 月

期間，宿舍舉辦了多項不同類

型的小組及活動予舍友參與，

小組及活動方面包括 : 7-9 月

份生日會、LEGO 大比併、陽光

燦爛運動小組、舍友大會、「抗

疫不孤單．線上愛同行」及「兩

性相處知多少」活動等。

LEGO 大比併

7-9 月份生日會及個別舍友生日活動

陽光燦爛運動小組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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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嚴峻，本港個別院

舍更出現多宗連環感染的個

案，為減低舍友受感染的風

險，本單位早前暫停了外購

陪診員的服務，非必要性的

覆診個案改以「免診取藥」

形式代替，以減少舍友進出

醫院和社區受感染的機會。

至於一些必要性的覆診個

案，本單位同工則兼任了陪

診員，帶領覆診舍友乘坐本

單位的復康巴士，以「點對

點」形式帶領舍友覆診。

除此之外，由於部分舍友已

多月未能外出離開宿舍，因

此本單位同工更兼任了髮型

師，為有需要的舍友提供理

髮服務。

另外，本單位在抗疫（停工）

期間，分別透過九龍聯青社

及復康券義賣籌款活動的津

助，在所有舍友房間及隔離

室，加裝了智能電視系統，

讓留宿舍友在可接收更多外

界最新資訊和娛樂，更透過

工場導師精心製作的訓練短

片，在停工期間學習不同的

衛生、自理、小手工製作等

技巧，令宿舍生活更添姿彩。

本單位於 2020 年 7 月，進行

了大門更換工程，新造的大

門比之前寬闊，以後舍友及

家長進出變得更為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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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留意宿舍及工場派發之通告

* 詳情請留意宿舍及工場最新的公佈

活動名稱：週日好心靈@主日崇拜小組 

活動日期：逢星期日早上(舍友) 

活動時間：8:30 – 11:00 

活動地點：保良局馬錦明中學或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生命藍圖 (九龍聯青社贊助) 
活動日期：2020年 10月份 

活動內容：生死教育講座、 

小組及外出參觀活動。 

活動名稱：身心靈啟動小組 

活動日期：隔星期四 

活動時間：晚上(舍友) 

活動地點：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閒情週末 III 
活動日期：10/10、24/10、7/11 (星期六) 

活動時間：中午時段 

活動地點：粉嶺區及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抗疫同行「遊車河」活動 

活動日期：2020年 10月份 

活動對象：疫情期間長期留宿舍友 

活動地點：新界西及新界北 

活動名稱：陽光燦爛運動小組 

活動日期：2020年 9-11月(逢星期五) 

活動時間：7:30-8:30PM (男舍友) 

活動地點：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中國獅藝顯才華 (由殘疾人士發展基金津助) 
活動目的：透過專業獅藝教授，訓練參加者的節拍感、手眼協調及肢體協調等，也讓他們可以透過有趣的方法，學習及掌握多方的藝

術才能，發展所長。同時 透過訓練培養參加者對獅藝興趣，透過掌握技能及參與表演，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心、隊員溝通

及協調和建立團隊合作精神。最後透過社區表演可讓殘疾人士近距離接觸社區上不同的人士，讓社區人士對他們的才能有

更多的認識和欣賞，以促進傷健共融。 

活動內容：第一部份：透過專業獅藝導師教授約 24堂(每堂 2小時)予參加者醒獅技巧訓練。 

第二部份：透過聯絡不同社福機構及學校，約有 15-16次外出探訪醒獅表演活動 。 

活動日期：10/2020至 1/2021 (醒獅基本訓練) 

          12/2020至 5/2021(醒獅表演訓練) 

          1/2021至 6/2021 (中國獅藝推廣及巡迴表演) 

活動時間：待定 

活動地點：工場活動室(醒獅訓練) 

          不同社福機構及學校(中國獅藝推廣及巡迴表演) 

參加人數：20人 

費    用：全免 

活動名稱：優活同樂享豐盛計劃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撥款) 
活動目的： 

為開始踏入年長階段或提早出現老化徵狀或健康問題之工友作好準備。給予評估及適切之訓練活動(運動、認知及情緒)，強化年長

工友身體機能、延緩衰老的速度，提昇工友參與活動之動機，建立興趣、社交網絡及培養自信心。達致享有健康及豐盛之晚年。 

活動日期：11/2019 – 31/3/2021 (受疫情影響延期) 

活動地點：工場 

活動內容：物理治療評估、健體運動訓練、認知訓練、藝術創作、作品展及才藝大匯演 

活動對象：工友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主日崇拜 

 
8:30am 
11:00am 

 
指揮操小組 

 
3:00 -
4:00pm 

 
基督少年軍 

 
3:45– 
5:00pm 

 
醒獅隊/手語歌 

(隔周) 
 

3:15-4:15pm 
 

 

非洲鼓/小結他 
(隔周) 

3:15-4:15pm 

精靈團契/ 

身心靈啟動小組 (隔周) 

7:30-9:00pm 

 
特能童軍 

 
4:00 -
5:00pm / 

商鳳儀 朱玲玲 陳麗琼 關美娟

活動預告（2020 年 10-12 月份）：

長期小組活動一覽表：

同工動態

1. 宿舍方面 -院舍服務員商鳳儀姑娘在 8月 5日到職。活動助理郭惠芬姑娘於 9月 15 日離職，祝她事奉神 
   的工作事事順利，由朱玲玲姑娘接替活動助理工作在 10 月 11 日到職。

2. 工場方面-陳麗琼姑娘已在9月 1日調職到本工場負責A組導師工作。庶務關美娟姑娘已於8月 5日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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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藝品廊

護照套

布 袋

冷手袋散子包

手挽袋

匙 扣

冷手挽袋

大家好！今期盛愛通訊要向

各位展示 8 款精美手工藝產

品，均由導師尹姑娘與學員

合作完成，真誠製作，但願

能得到社會各界支持。

因為有了你們的認同，對學

員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倘若你們有意訂購本頁內的

各項產品，可致電：22782626

與工場聯絡。

杯 套

* 詳情請留意宿舍及工場派發之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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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陳鴻輝執行幹事

編輯小組：陳麗儀、陳玉蓮、陳世昌、謝偉基、何綺嬅、張群詠                2020 年 10 月版 ( 非賣品 )   印刷量：200 份

盛愛之家 -手工藝產品組
手工藝產品組一直致力於製作

出各樣實用又美觀的產品，務

求令顧客感到產品合用又多選

擇，產品類別包括有 :皮革用

品、編織及鈎織產品、車縫產

品、木工製品等等。

每件產品都是由學員親手剪

裁、縫製、編織、打磨或加工

製作的，因此，每件製品都具

有其獨特性。在這裡工作的學員默默耕耘，不求利益回報，

不好勝爭競，總是營造著和諧融洽的環境，而中心導師亦積

極鼓勵學員發揮所長，教導學員專心學習及不怕失敗，使他們可以

根據自己的特質及興趣展現才華，並在人生中找到值得奮鬥的

目標，令學員變得自信和

感到滿足。

手工藝組其中一位學

員張碧珍，她身材嬌

小，性格開朗活潑，

略帶高音的語調，總是

常常笑著說「衰鬼吖 !」

她是一個率性隨意的

學員，對編織抱有一份情意結，她喜歡在工場內穿梭，

樂於與不同職員及學員分享，互動之間讓她感受到難以

言喻的喜樂。她一坐下，隨手打開身旁細細的袋子，

熟練地拿起織針就開始編織，每針都彷似注滿

了暖暖的愛和正能量，因此，每件人

手製作的產品都有其獨特之處和

心機。

對學員的努力，我們給予多一

分欣賞，多一分支持，讓她

們努力向前，發揮潛能，繼

續努力。

學
員
：
張
碧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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