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 yslove@ymca.org.hk
Website : www.ymca.org.hk

工場：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薈閣地下  Tel：22782626
                                Fax：22782600

宿舍：新界粉嶺雍盛苑雍萃閣地下  Tel：22782218
                                Fax：22782227

P.1
工場導師：謝偉基

「為甚麼你總是把心愛的手錶從夾萬裡拿出來看了又

看，一看就是大半個小時？」我好奇地問兄長。

「可能你跟大部份人一樣，只關注這名錶

的巿值，但你有否關心過，它內裡是

如何運作的？」他一句簡單淡然而

意味深長的回應，卻讓我有另一番

思考。直到今天，每次回憶起這

個片段時，我腦海裡總會出現一

大堆轉動中的齒輪！

　　細水長流，盛愛之家轉眼間

踏入第二十個年頭，期間廣受社

會各界的認同及支持。但鮮有人

理解我們的營運方式。或者某些人

的印象裡，我們仍是給學員做些快餐

店餐具包裝的簡單任務！而實際上我們

是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改進，積極創新，力

求讓學員得到適當的訓練。在工藝上發展皮革、

布藝與木質手工藝品製作。在藝術層面上，我們除了響噹

噹的舞獅表演外，近期舉辦的繪出正向新動力與皮影戲及電腦動畫

創作訓練等；都教人印象深刻。至於應對老齡化的挑戰，我們為

較年長學員提供各類專業服務、護理及訓練等。在未來一年，工

場還會新增數碼科技應用訓練，讓他們能學習及掌握新科技的

應用技巧，趕得上時代步伐。現在你們能看到的每個美麗影像，

都是同工們在背後努力的成果。

　　歲月神偷！卻偷不走我們的堅定信念。無論這是一個最好的

年代，抑或是最壞的時代！我們都相信，盛愛之家仍會繼續努力開拓

這片青草地，讓每位學員能在社會上展現光彩。

　　未來，實在有太多可能，期待您們拭目以待！

盛愛通訊：2021 - 22 年度  第 一 期

編者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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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家屬 / 監護人 / 工友意見問卷結果
 

 
整體服務滿意程度 

工友 家屬/監護人 

有效回應 124份 百分比 有效回應 124份 百分比 

無意見 3 2.4% 12 9.7% 

非常同意 48 38.7% 52 41.9% 

同意 73 58.9% 60 48.4% 

不同意 0 0%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整體服務滿意程度 

工友 家屬/監護人 

有效回應 48份 百分比 有效回應 50份 百分比 

無意見 0 0% 2 4% 
非常同意 25 52.08% 40 80% 
同意 23 47.92% 8 16% 
不同意 0 0% 0 0%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宿
　舍

庇護
工場

其他意見：(工友 )
●希望飯菜有更多選擇、味道清淡

★工場回應：本單位一直關注工友身體健康，強調健康及均衡飲食，並以此原則提供低鹽、

　　　　　　低糖及低脂之膳食。在菜式及食材方面會採納營養師之建議，增加菜式及食材

　　　　　　之多元化。

●安裝自動感應水龍頭

★工場回應：工場會考慮有關意見

其他意見： ( 家屬 /監護人 )
●希望可以開生日會

★工場回應：由於疫情關係，社會福利署有指引，工場不適宜舉辨非必要或多人聚集之活動。

●希望了解工友在工場之工作

★工場回應：家長可主動聯絡導師了解工友在工場之訓練情況。

其他意見： ( 舍友 )
●建議如宿舍舉辦家長衛生 /健康講座主題 : 運動與健康、預防新冠肺炎講座。

★宿舍回應：宿舍已向舍友講解如何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資訊，經常提醒舍友正確洗手及配帶

  口罩的方法。

其他意見：(家屬 /監護人 )
●多謝阿 SIR 姑娘幫助照顧他，我好多嘢都不了解，我希望用你的專業和愛心照顧他。

●建議如宿舍舉辦家長衛生 /健康講座主題：協助處理情緒講座、年長舍友的健康關注。

★宿舍回應：如舉辦講座，會考慮以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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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智障人士享用銀行服務的機會，香港銀行公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訂立此智障人士銀行服務指引 （指
引），鼓勵銀行從業對於有殘疾的客戶予以協助，促進良好的銀行經營手法，提供適當的途徑，讓該等客戶得以
使用銀行服務。

指引下的基本原則：
• 如智障人士申請銀行服務時有能力理解及明白，或於陪同人員協助下有能力理解及明白銀行的服務條款，銀

行應為他 / 她們提供相關的銀行服務。
• 銀行應考慮智障人士個別的情況，例如溝通及理解能力等，及其對銀行服務的需要，建議和提供合適他 / 她

們的銀行服務。並清晰闡明相關條款、涉及風險、費用和客戶責任等

陪同智障人士申請銀行服務的人員：
智障人士可由其家人（配偶、父母、兄弟姊妹或年滿 18 歲子女）、監護人、註冊社會工作者（社工）或相關社
福機構的員工陪同申請銀行服務。 陪同人員須為非智障人士，並須出示以下資料以核對身份及證明與智障人 士
的關係

(a) 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身份證；
(b) 出生證明書（適用於家人）; 
(c) 監護委員會發出的監護令（適用於監護人）；
(d) 由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發出的社工註冊證（適用於社工）； 
(e) 由相關社福機構發出的信件（適用於社福機構員工），當中需列明 :
  i.  擬申請銀行服務的智障人士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ii.  社福機構員工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及
 iii. 闡明陪同的目的是協助智障人士處理開立銀行戶口的相關事 宜；及 / 或 
(f) 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

陪同人員主要協助智障人士理解及明白銀行服務的條款，並非見證人，無 須簽立法律文件。如有需要，銀行或
會在徵得陪同人員同意後及遵守《個 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和相關法律、規則、法規、守則及指引下，複印及保
存上列提及的相關資料，以作紀錄。

提供予智障人士的銀行服務：

戶口類別

視乎智障人士的實際需要，銀行可向智障人士提供以下銀行戶口服務： 
(a) 基本個人或聯名儲蓄戶口；或 
(b) 監護人戶口（按現有程序，如欲申請開立監護人戶口，必須出示監護委員會發出的監護令，以茲證明） 

戶口服務

• 銀行可為智障人士提供配備付款功能的提款卡或扣帳卡 ( 如銀行有此服務 )， 以方便他 / 她們應付日常存款、
提款、繳費、付款和轉帳等基本銀行服務需要。

• 銀行可為智障人士提供基本功能的網上銀行服務，包括網上查閱交易明細、 結餘和月結單、使用快速支付
系統「轉數快」及轉帳等服務。

戶口操作及服務費用

• 銀行應容許智障人士採用傳統文字或印章簽名方式。
• 如銀行備有印刷版月結單或銀行簿的服務，銀行應提供此類服務供智障人 士選擇。
• 銀行應靈活處理智障人士關於最低存款結餘服務費、櫃位服務費、提款卡 或扣帳卡年費、印刷版月結單收

費或其他各項銀行服務收費的豁免申請。

保障智障人士的措施

為減低智障人士使用銀行服務的風險，銀行應採取適當措施保障智障人士， 包括 :
• 銀行應容許智障人士更改每日提款、轉帳或支付金額的額度。相關更改申請應到銀行分行辦理。若相關申請

只可透過網上銀行服務遞交，銀行在執行有關指示前，應確認戶口持有人的身份和指示以保障交易安全。
• 如智障人士於櫃位提取大量現金而銀行員工懷疑其有可能受騙，可提 醒智障人士聯絡家人、監護人或社工。
• 銀行應避免鼓勵智障人士透過網上或其他電子渠道申請其他銀行服務， 包括申請信用卡、貸款或投資服務。
• 銀行應避免向智障人士推銷任何投資、保險、強積金、信用卡和信貸 產品。

香港銀行公會
智障人士銀行服務指引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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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同行 @ 新年篇 ( 南生圍 )

在 2021 年 1 月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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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月份生日會、閒情週末 4-5、

男「性」地帶、新春精靈網上

團契、抗疫同行 @ 新年篇及

生命藍圖 - 生命教育

小組等：

抗疫同行 @ 新年篇 ( 消防及救護學院 )

抗疫同行 @ 新年篇 (TVB)

抗疫同行 @ 新年篇 ( 深水灣、大潭 )舍友生日會

閒情週末 4 閒情週末 5

活 動 花 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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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醒獅活動

新春精靈網上團契

生命藍圖 - 生命教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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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幾期通訊內介紹我們庇護工場的工作及手

工藝產品後，大家是否對我們的工友另眼相看

呢？是的，當他們經過適當的訓練，他們都能夠

在工作上發揮其能力及潛能，除了希望他們的才

能得以發揮外，也期望他們的才能得到其他人的

肯定，因此，我們計劃與本會其他服務單位合作

展開「無限•情現」計劃，把兩間庇護工場製作

的手工藝產品擺放在合作單位中寄賣，以推廣

「關愛共融•同展才能」的訊息。

目的：

1. 讓社區人士認識智障 / 殘疾人士的

潛能

2. 讓他們的才能得到社區人

士的認同和肯定，推廣

社區關愛共融的訊息

3. 增加殘疾人士手工藝

產品銷售途徑，增

加他們的收入

合作單位：

盛愛之家庇護工場、

必愛之家庇護工場、

新界會所、荃灣會所、

康怡會所、天澤會所

內容：

在合作的單位大堂當

眼處擺放寄賣飾柜 ( 格

仔柜 )，柜內展示庇護

工場 3-5 項手工藝產品，

附以單張或展示板介紹產

品、工場或生產過程，讓

社區人士可以更多了解殘疾

人士工作情況及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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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誠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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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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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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出版 ( 非賣品 )   印刷量：200 份

 活動預告 (2021 年 4-7 月份 )：

活動名稱：優活同樂享豐盛- 活出真我作品展 

活動日期：6/3/2021(星期六) 

活動時間：1300-17:00 

活動地點：上水中心購物商場一樓 

活動名稱：快樂精靈花園 –小丑化妝及表演技巧訓練 

活動日期：2021年 4-5月 

活動時間：待定 

活動地點：工場活動室 

活動名稱：樂染人生 

活動日期：2021年 5-9月 

活動時間：14:15-15:15(A班)、15:15-16:15(B班)  

活動地點：工場活動室 

活動名稱：快樂精靈花園–扭氣球訓練 

活動日期：2021年 6-7月 

活動時間：待定 

活動地點：工場活動室 

活動名稱：精靈復活節網上團契 

活動日期：待定 (星期六) 

活動時間：7:30-9:00PM 

活動地點：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指揮操小組 

活動日期：3/3 – 24/3/2021 (逢星期三晚) 

活動時間：7:30PM – 8:30PM 

活動地點：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生命藍圖體驗篇 

活動日期：17/3 及 24/3/2021 (星期三，每天 2團，共 4團) 

活動時間：10:00AM – 11:00AM 及 11:00AM – 12:00PM 

活動地點：和合石、沙嶺公墓及宿舍飯廳 

備  註：活動由本會九龍聯青社撥款贊助 

活動名稱：情緒我至叻 

活動日期：(男舍友)16/3及 17/3/2021， 

     (女舍友)23/3及 24/3/2021 (星期二及三) 

活動時間：7:30-8:30PM 

活動地點：宿舍飯堂 

活動名稱：危機應變小組 

活動日期：暫定 20/3 – 29/5/2021 (逢星期六，3/4及 1/5暫停) 

活動時間：暫定 9:30AM – 11:30AM 

活動地點：工場活動室 

活動名稱：數學班 

活動日期：暫定 20/3 – 29/5/2021 (逢星期六，3/4及 1/5暫停) 

活動時間：暫定 1:30PM – 3:30PM 

活動地點：工場活動室 

「健」步人生路： 

 內  容：本單位獲 2019/20年度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撥款舉辦的健步足球訓練班，健步足球是專為 50歲以上人士設計的新興運動，以

簡單的規則及球技和球員安全為特點，運動中以步行為主、踢球不能高於六尺、禁止身體衝撞同時亦能無限輪換選手，活動期望能為服務使用者

帶來新穎的運動並達致運動效果，也能體驗足球的樂趣，同時亦可紓緩情緒改善身體機能，享受更健康的人生。 

 舉辦日期：暫定 2021年 9月 至 2022年 2月 

單位資訊：
1. 宿舍有個人照顧工作員及院舍服務

員空缺一職。

2. 本單位獲得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

基金撥款舉辦健步人生路及快樂精

靈花園。

實習社工楊姑娘及梁 Sir 於三月份特別為工場工友製作

了一條影片特輯，名叫「微」距鏡頭顯關懷之「唱」「跳」

「魔」才。參與演出的學員包括：

黃錦成、高嘉鴻、劉燕芳、陳麗娟、

殷建斌、梁啟生、陳韻怡、范偉權、

劉慧貞、梁錦欣、譚樂怡、紀秀麗、

劉一龍及林錦權等。內容豐富，載

歌載舞。若大家有興趣的話，請用

手機掃描此 QR Code 進入 YouTube

頻道內觀看。

※

最
新
動
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