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底聖 誕節 至 元 旦 假
期時，市面上非常熱鬧，大家
都好像忘記了過去兩年疫情的
困擾，過回比較正常的生活。
眾理事及義工們磨拳擦掌，商
議了很多活動，如本地遊、參
觀體驗團、行山、環保活動、
生日會、義工訓練和專題比賽
等，計劃在本年度大展拳腳，
給會員多些工餘活動的選擇。

但人算不如天算，由1月7日開始，突然
所有活動需要停止，因為第五波疫情來了！這
股疫情來得異常快速兇猛，無論是染疫人士、
死亡人數、密切接觸和病重垂危者都是歷來新
高，屢破紀錄，政府防疫措施越益收緊，醫護
人手和設備嚴重不足，醫療系統面臨崩潰！市
民人心惶惶，無論是抗疫藥物或是民生食用品
都被搶購一空。

中央政府明言，香港抗疫就是全國的頭等
大事，有關抗疫醫療藥用品與民生食用品，所
有要求都照單全收；在醫療人手方面更安排了
醫療、流行病學和重症醫學專家，核酸檢測及
檢測技術人員等來港全力協助，這些快速強大
的支緩是一支有力的強心針，祖國為港人搭建
了堅穩的安全網。

與此同時，疫情引起很多勞資問題，工聯
會向政府積極爭取釐清受感染和密切接觸需隔
離的員工應該獲得合理的有薪病假，和補貼受
疫情影響致停工失業的打工一族。

疫疫境境暖暖流流    再再見見彩彩虹虹

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

主席　　　　　　　　 

本會除了解答會員勞資問題，關心會員
在疫下的就業情況外，更準備了抗疫物資，如
連花清瘟膠囊、快速檢測包和口罩等送給有
需要的會員，通過電話、短訊、WhatsApp、
Facebook 通知會員登記。但由於疫情嚴重，物
流無法配合發送，理事和義工們義不容辭，自
告奮勇，按地區逐一聯絡，或冒著風險直接把
物資掛在會員家門，或商議地鐵站交收，務求
盡快將抗疫物資交到會員手上，與會員並肩抗
疫。很多會員收到物資時都表達非常感激，在
無情的疫境下流露出一點愛心暖流。

執筆時香港疫情仍然處於高位橫行，但我
們深信，在祖國沒有底線的全面馳緩下，市民
積極配合政府同心抗疫，定能打贏這場疫戰，
讓我們的生活早日回復正常，再見彩虹！

主席派發物資給會員
主席派發物資給會員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會址：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5樓6室

電話：2780	7893	 傳真：2780	0371	 ：9563	9258

網址：www.mtu.org.hk	 電郵：fmtu@mtu.org.hk

工會業餘進修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99-501A號獨立大廈1/F
電話：2770	1286								傳真：2782	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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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以個人身份在網上提出申請

(2)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3)	 於2021年10月1日或之前年滿18歲

(4)	 由2021年10月1日至提交申請當日通常居住在香港

(5)	 曾於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這3個月期間至少1個月在香港工作，而所有工作的月入一般介乎2,700元
至30,000元

(6)	 自2021年12月底第五波疫情開始以來失業；及

	 現職工作處所受社交距離措施限制，因而被僱主要求短暫停工。相關工作處所包括：《預防及控制疾病（規
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599F章)下現須要關閉的表列處所須要關閉或經營受限制的餐飲業務
處所

(7)	 就業狀況為：

	 於提交申請時已失業至少連續30天（包括提交申請當日）；或

	 現受僱於第599F章所限的處所，並被僱主要求短暫停工，而於申請當日距離最後工作日至少30天（包括提
交申請當日）-

(i)	 因應第五波疫情而現須要關閉的表列處所（即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
所、派對房間、美容院、夜店或夜總會、卡拉OK場所、麻將天九耍樂處所、按摩院、體育處所或泳
池）；或

(ii)	 須要關閉或經營受限制的餐飲業務處所（如酒吧、酒館或餐館）。

(8)	 自僱人士以聲明或自僱人士強積金作申請證明。

(9)	 已受惠第六輪防疫基金的人士、領綜援人士或因退休而停止工作人士不可申請。

(10)	合資格人士於申請後1個月內獲發一筆過10,000元。

(11)	截止申請時間：2022年4月12日晚上11時59分。

一萬元臨時失業援助
於4月12日截止申請

政府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

「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為第五波疫情而失去

工作的人士提供協助，以紓緩他們重投工作前

的財政壓力。相關要點如下：

詳情：www.tur.gov.hk 申請介紹短片

查詢及須專人協助預約熱線：1836-128
查詢電郵：enquiry@tur.gov.hk



如果我而家用快速檢測呈陽性，咁究竟要點樣做先可以攞到有薪病假？

如果我在二月份快檢陽性，現已康復及復工，可否追回隔離令並獲得有薪病假？

如果打了兩針而快檢陽性，但第七天快檢仍屬陽性，又如何呢？

最根本問題，是否每一位打工仔都可以享有有薪病假？

隔離令同病假掛鈎，咁即係點計？要幾多日先復工？

如果我配偶或同住家人確診，自己作為密切接觸者，同樣要

遵守檢疫令，而不能外出工作，會否同樣有病假呢？

我在二月份往檢測站做核酸檢測呈陽性，一直在家休息14天，僱主要求我

出示醫生紙才能發放有薪病假，怎樣做呢？

我用了快檢呈陽性並且報了衛生署，但僱主堅持要去睇醫生

攞醫生病假紙，僱主要求合理嗎？

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
因疫情嚴峻，由3月1日開始，中心對外實體店對外服務暫停，只維持

網上服務，以及增設電話預約服務。

預約專線：	

香港區：6377	1939	

九龍區：6377	2801	

新界區：6377	3935	

課程查詢熱線：2712	9165	

網上報名：https://www.hkftustsc.org/info/m8008.html	

網上入會：https://membership.ftu.org.hk/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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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有關確診或隔離的勞工權益Q&A

如果你都對上述問題有疑問，歡迎Whatsapp工會專線9563	9258查詢



疫境情真　　會員˙西土瓦

疫情下的生活體驗　　˙瑪利安

兩年了，Covid19的疫情不斷反覆，香港已發

展到來勢洶洶的第五波了，為此我們在生活上掀起

了很多變化，不過我們採取樂觀的態度，才會有克

服逆境的優勢呢！一向喜歡好動的我，一下子停頓

了室內羽毛球、乒乓球、戶外騎單車和踏青活動；

由動變靜，其實也可從中找尋生活樂趣和視為一種

磨鍊。

這個疫情令世界慢下來，忽然間大家停下了急

趕追的步伐，靜下來思考一下得和失。在我而言，

凡事兩面看一一

1.	 我變得更懂關心別人，與親朋互相電聯慰問，

交流抗疫心得，期間拉近了人與人的連繫和守

望相助的精神。

2.	 我的廚藝進步了，從固有常用食材，找尋新的

菜式和變化配搭，不單止有成功感，心情也豁

然開朗些！（例如：芝士蔥花蛋卷、醬爆芝

士薯餅、香蕉雞蛋餅⋯⋯聽者也會垂涏三尺

吧！）

近來聽多了不少人有一份總有一天終會輪到自

己確診那份的不安感；亦有許多人擔心會否真的落

實全城禁足。人人自危的氛圍令人透不過氣來，催

迫著各人要努力自保！

在似乎充斥各人為求自保，瘋狂搶購藥物和生

活所需的消息時，我卻聽到不少守望相助，令人感

動不已的事實：

有本是非常懼怕受感染而不外出的朋友們，

因知道所認識的確診家庭欠缺藥物，便即時外出四

處為其奔波搜羅；有朋友願為仍在隔離期間的友好

運送物資、接送其病癒家人出院的跑腿；有些公務

員自願加入政府隨時為晚上圍封檢測行動候命，為

的是減輕上司調配人手的壓力和分擔前線人員的工

作；有每日都會向所認識的人發放鼓勵信息打氣；

有定時致電曾向自己求援的人跟進關心問候⋯⋯。

這些本是微不足道，但在我眼中卻是極觸目的

窩心行動！提醒我人間仍是有情的！

互為朋友、互擔重擔、彼此顧念，互相扶持！

「互相」不但表示我們可以去「擔」別人的重

擔，我們也需要別人來「當」自己的重擔。提醒著

別人需要從我們得着關懷、安慰與扶助；我們自己

何嘗也不是一樣需要呢！

在疫情其間，讓我們學習不要獨自承擔重擔，

而是與親友彼此分擔分享。我們未必，也不需做得

太多，亦不必做甚麼轟天動地的勇敢行動，哪怕只

是一句噓寒問暖的說話、片刻聆聽鼓勵的通話、外

出時順道為有需要的人作一次跑腿、或欣然接受親

友的關心扶助，都能溫暖彼此的心，讓雙方得以前

行，讓我們實行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

3.	 我更懂得珍惜食物和雪櫃管理，如何選擇和延長

瓜果蔬菜的保鮮期處理，現時必需學懂，這也是

減少出外上糧的原因。

4.	 我對於中藥抗疫湯水、藥膳知識增進了，會參考

如何預防肺炎、健脾、補腎、養肝的疫方，因為

除了西藥的快速治理，更加需要往後的身體調

理。

5.	 我的忍耐能力進步了，在強制檢測站立排隊的時

間，已超越自己的記錄；盡了公民責任，卻害苦

了自己一雙腳，下次要準備好排隊神器，哈哈

哈！

6.	 我的家居清潔消毒和個人衛生管理，危機感增強

了；因為家有長者，每個細節希望做到萬無一

失！

我的家中消閒會做伸展筋骨運動，三餐自家煮

食，作畫做手藝怡情，陪老爸竹戰，斷捨離收拾雜

物和煲劇，也是大有作為的！大家非常時期照顧好

自己和家人，乖乖待在家，疫情不增加，疫散人平

安，我們齊加油，希望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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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幫會員登記

筲箕灣派發點

筲箕灣派發點

本會義工在尖沙咀會堂參與疫苗接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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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工會活動剪影五金工會活動剪影

家居檢疫人士篇
1.	接受家居檢疫期間需要做甚麽？

2.	如果我的快速抗原檢測結果為陰性，我可以離開我的檢疫地點嗎？

3.	接受家居檢疫期間感到不適該怎麽辦？

4.	家居檢疫人士如何安排日常生活所需？

5.	接收送遞物品（例如膳食和網上購物貨品）時要注意甚麼？

6.	家居檢疫人士可否如常棄置垃圾？棄置垃圾時有什麼注意事項？

7.	有甚麼感染控制建議給家居檢疫人士？

8.	我如果對「居安抗疫」計劃仍有其他疑問，可以如何查詢？

如果你都對上述問題有疑問，歡迎到網址：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ome-quarantine.html 查詢。

政府3月7日推出2019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的呈報平
台，讓有關人士申報，以加快支援檢測陽性個案的工作。所有
申報必須在測試當日或翌日進行。
網址：https://www.chp.gov.hk/ratp/

主席派發防疫物資給會員



第五波疫情嚴峻，醫管局設立多間指定診所處
理初步確診輕症者。

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下午5時。

查詢網址：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index.asp

1)	 保持冷靜，再做多一次，若再呈陽性，

2)	 通知身邊密切接觸者，盡快安排自我測試

3) 填寫電子表格 登記 https://www.chp.gov.hk/ratp/
4)	 聯絡民政事務總署「居安抗疫」計劃熱線	 	 	 	

1833019	/	5394	3150	/	whatsapp	9617	1823

5)		 政府［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人士］24小時熱線2280	4772

6)		 輕微感染或無症狀者，自我居家隔離，多休息，多喝水，	吃維他命
C，可吃止痛藥Panadol	減輕不適

7)	 觀察病情發展，量體溫、每天進行快速測試，不外出傳播病毒。

8)	 盡量消毒屋企，如缺物資，可找朋友或親人幫手

9) 若病情加劇，請call	抗疫專用的士前往醫院求診，電話3693	4770
 上午8時至晚上10時  預約網址：www.designatedtaxihk.com
10)	 保持冷靜。已打針人士，不會有重症。只求不傳染給更多人。靠自

己抵抗力，應該可以復原。

行動：

快速自我測試呈陽性後
（視為陽性個案，不再需要攞樽仔再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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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電子消費券

$10,000
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推行新

一輪消費券計劃，向合資格市民發放總額

10,000元的消費券。第一階段是先在四月份

向已成功登記2021年消費券計劃的合資格

市民發放5,000元消費券，餘額會在新一輪

消費券計劃第二階段推出時分期發放。

https://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tc/newround.html

預約社區檢測中心
https://booking.communitytest.gov.hk/form/index_tc.jsp

疫苗預約系統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

疫苗通行證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疫苗通行證」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目的

是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同時讓香港市民安

全恢復正常日常生活。由2022年2月24日開

始（D類餐飲業務處所則由2022年2月10日開

始），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進入或身處下列

指明處所，包括涉及處所運作的員工，需根據

附表接種疫苗，除非他是獲豁免人士。如個別

人士除了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

規例》（第599L章）發出的指示下，同時於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

所）規例》（第599F章）下發出的指示下另

有接種要求，將以該要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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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麥冬5粒、白菊花2朵、桑葉2克、
羅漢果1/4個、薄荷2克。

用法：以上5味藥，水煮沸代茶飲。
功效：祛風清熱，養陰利咽

工聯會工人醫療所
工聯同心新冠抗疫支援熱線 / 
骨科支援熱線

運作日期：
7/3/2022至30/6/2022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服務處理截止時間：
每日下午4時前，隨後的查詢將於下一個工作天處理
費用：
全免

  5726 7122

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免費)
對象：2019冠狀病毒病的康復病人	(已出院或完成隔離人士)
服務：最多10次免費中醫內科門診

https://cmk.ha.org.hk/services/SpecialCMOPProg/
(當中包括工聯會工人醫療所)

https://wa.me/85257267122

材料：	靈芝15克、無花果乾品10克、沙參10
克，瘦肉200克、生薑3片。

做法：	靈芝洗淨切成薄片，無花果、沙參洗
淨，瘦肉切片，在鍋中放入清水1公升，
將所有藥食材一同放入，武火煲開後改
文火繼續煲1小時，最後調味食用。

功效：	補氣養陰、清熱潤肺

材料：	淮山、薏米各30克，白朮15克、陳皮10
克、山楂10克、生薑10克、排骨250克。

做法：	各材料洗淨，排骨切塊，在鍋中放入清
水，將所有藥食材一同放入，武火煲開後
改文火繼續煲1小時，最後調味食用。

功效：	健脾去濕，消食化滯

靈芝沙參無花果瘦肉湯靈芝沙參無花果瘦肉湯
（2-3人量）（2-3人量）

淮山茯苓薏米陳皮排骨湯淮山茯苓薏米陳皮排骨湯
（2-3人量）（2-3人量）

清
熱
飲

清
熱
飲

簡易湯水介紹
(資料提供工聯會工人醫療所)

立即響應！立即響應！
登記加入成為

　　本港疫情肆虐，工聯會呼籲全民齊心
抗疫，發揮民間力量互助精神！工聯會號
召組織工聯地區抗疫義工隊，參與社區抗
疫工作，以及為未來全民檢測做好準備。

WHATSAPP 查詢專號 :	6732 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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