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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瑞苑 二零二一年十月 

    第三十九期 

署理院長的話 

喜悅照顧  不忘初心 
 

本院一直致力推動「人本照顧」，期望為院友建立如「家」般的群體生活

環境。在院舍內，只是單單提供三餐一宿，或一些流水作業式的復康照顧服務，

這是每位院友的基本需要，如何能為院友建立一個溫暖的「家」？相信除了改

善院舍設施環境外，同工對院友的關懷和同理心也是重要元素；只有透過真

切地明白院友的需要，加上細心地了解院友的背景、興趣和日常習慣等，他們

的身心靈才能達致滿足。 
 

在院舍內，這不僅是院友的「家」，一眾同工還需看作是自己的「家」，

視院友為「家人」，才能真正締造出「溫暖」的家。因為在自己的家中，我們

不會見到有垃圾在地上仍不清理；若家人有病痛或受情緒困擾時，我們也會

盡力陪伴左右，並加以照顧和慰問。 
 

早前有工程人員到院作檢查，有一位護理員見到他很陌生，便主動上前

問：「先生，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其實這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卻讓我

很深刻和欣賞這位同工的工作態度，因為這位同工可以視而不見，但她有保護

院友之心，這就是上述所說視院友為「家人」才會作出的反應。 
 

縱使每位同工帶著不同的理念來做安老服務工作，我深信只要照顧院友

的「初心」常在，同工們定會不斷努力，盡心照顧好每位院友，並一起建立溫

暖、舒適的「沈馬大家庭」 。  

社會服務經理兼署理院長 

蕭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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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 

護士主管 
廖美蘭 

    為因應不同院友在護理上的需要，本院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

及捐助，參與了由香港老年學會主辦的賽馬會安寧頌─「安寧在院舍」計劃。

透過此計劃成立之安寧頌計劃支援團隊，為居於院舍內患有末期病患的院友

提供紓緩及臨終照顧服務，此外，團隊也為院舍職員提供培訓，並指導職員

設立「安寧房間」，讓親友陪伴在旁並給予支援。 
 

計劃流程 

 

 
初步評估院友及其家屬意願，轉介有需要的院友，接受臨終照顧服務 

院友離世後，為家屬提供哀傷輔導及協助處理殯葬事宜 

為院舍職員安排解說會 

安排解說會予家屬及其他院友 

按院舍需要舉辦追思會 

簽訂「參與計劃同意書」後，正式為院友提供臨終照顧服務，提供及

執行「預設圓願計劃」 

當院友病情轉差，將按院友及家屬意願到醫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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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期的院訊中，向各位簡介了言語治療師在安老院舍的工作，這次則會

介紹本院於 8 月起推行的五級飲品標準 – 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IDDSI)。現時香

港的醫院和安老院舍已相繼推行這個國際性的飲食標準。 
 

合適的飲料杰度對吞嚥障礙患者的重要性 
 

 患有吞嚥障礙的院友一般難以處理稀薄的流質飲料，口腔肌肉控制欠佳及吞

嚥反射延遲等問題令他們飲用流質時，食物容易「落錯格」，誤進氣管或肺部，引

致嚴重的後果，包括氣哽，甚致吸入性肺炎。經評估後，言語治療師會為院友建議

合適的流質「杰」度。 
 

 為何要推行一個新的飲食標準? 
 

 IDDSI 的目標是建立適用於所有護理環境，有關食物質地和飲品「杰」度的

通用術語，從而改善吞嚥障礙患者的進食安全。IDDSI 的研究人員根據有關吞嚥障

礙的學術文獻，按飲料的凝結力和滑漏度將飲料分為五個級別。言語治療師為院友

評估後，會建議飲用稀薄、極微「杰」、低度「杰」、中度「杰」或高度「杰」的

流質。在這個新標準下，不論是言語治療師，還是照顧者，都能輕易地按一系列的

測試方法，檢查飲料所屬的級別，令吞嚥障礙的患者能夠更安全地飲用流質。 

 

 

 

 

 

                         

                                          

 

 

 

復康部 

參考資料： https://iddsi.org/IDDSI/media/images/Translations/

IDDSI_Framework_Descriptors_Final_Traditional_Chinese_Feb_2021.pdf 

言語治療師 
關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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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相信大家對「柏金遜症」一詞已不再陌生。這種疾病是屬於慢性腦神經系統衰退病

變，位於中腦內「黑質」（Substantia nigra) 的部位退化，以致未能產生足夠的神經傳導

物質「多巴胺」；(Dopamine)，令患者無法有效控制肌肉活動，阻礙了正常的活動能力。 
 

 患者隨著病情發展，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病徵出現，而不同患者的發病亦各有不同，不能

一概而論，臨床上對於病情的分期變得困難；早期的病徵甚至不太明顯。一般來說，較常見

的徵狀如下: 
  

● 震顫 

手腳出現不由自主的震顫，初發時通常出現在一側

的上肢，繼而發展至兩側，隨病情加深可能影響全

身的肌肉。 

● 動作緩慢 

患者通常表現為行動遲緩，或動作困難；尤其在開

始活動及轉變方向時最為明顯。 

● 關節活動僵硬 

患者肢體肌肉變得僵硬，令活動困難；當受影響的

關節伸直或屈曲時，會出現如阻力，彷彿轉動齒輪般感覺。  
 

 然而當病情邁向下坡時，走路重心、控制姿勢的能力及平衡力皆受影響，容易跌倒；到

晚期，患者會說話不清、吞嚥困難等，最終失去自我照顧能力，還可能患上認知功能障礙。 
 

 我們院舍中，患有柏金遜症院友的比率約為 7%，院友可獲得綜合式的照顧安排，包括

藥物治療、護理起居照顧丶職業及物理治療訓練丶社康活動等；以上種種，除了為控制或紓

緩病情，使患者得到適切的照料外，更希望探索其復康潛質，延續其活動及自我照顧能力。 

物理治療方面主要先透過評估，了解患者的體能狀態（包括：關節主動及被動活動幅度丶筋

腱的柔韌程度丶肌力丶平衡力丶移轉能力丶步行能力及耐力等），再就個別的不同問題，定

立針對性的治療和運動方案，以增加患者的活動能力。復康訓練一般涵括伸展運動丶關節主

動及被動運動丶肌力段練丶平衡、移轉及步行訓練等；此外亦會運用一些特別方法以輔助訓

練，例如訓練過程中加入視覺及聽覺提示；藉著輸入額外的感官訊號，能加強患者控制肢體

的能力，促進訓練果效。雖然目前仍未有根治柏金遜症的有效方法，可幸的是，世界各地的

專家們仍然致力於研究中，寄望不久將來能有所突破，為柏金遜症患者帶來新希望。  

復康部 

物理治療師 
仇韻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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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務部 

護士主管 
周詠詩 

 本院廚師深明「不時不食」這個

道理，每天為院友悉心烹調消暑又強

身的湯水，材料如：合掌瓜、冬瓜、

荷葉、老黃瓜、赤小豆、薏米、木棉

花及竹蔗茅根等，此等食材有助清熱

排毒祛濕降火。以下介紹本年度本院

引入的部分新湯水： 

 

(葷)蘋果佛手瓜花豆薏米瘦肉湯  

(素)蘋果佛手瓜花豆薏米腰果湯  
 

(葷)竹蔗雪梨煲豬橫脷湯  

(素)竹蔗雪梨粟米牛蒡湯 
 

(葷)冬瓜薏米木棉花南豆赤小豆瘦

肉湯  

(素)冬瓜薏米木棉花南豆赤小豆湯 

(葷)霸王花螺片無花果瘦肉湯  

(素)霸王花無花果腰果湯  

 其實，不少平日容易購買的材料也是十分適宜在夏日進食，大家不

妨在家中也試試善用這些材料，例如蓮子、薏米、淮山、山楂、綠豆、

蓮藕、番茄、木耳、枸杞子、杏仁、羅漢果、雪梨、楊梅、枇杷、黃

瓜、冬瓜及絲瓜等製作菜餚或湯水。 

(葷)栗子淮山粟米日月魚瘦肉湯  

(素)栗子淮山粟米甘筍圓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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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承蒙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300,000，提升院舍安全及感染控制的 

設施，以助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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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升降助行車:  主要協助一些下肢軟弱、軀幹乏力、關節疼痛、平衡力或

步行意識較弱的院友進行步行訓練。此助行車能讓院友支撐上身，減輕下肢

負荷，配合車輪運轉帶動，減輕阻力，有效輔助體弱院友增加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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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設施 

透過加裝 CIPP(原位內搪喉管法)套筒，藉以優化和防止地渠淤塞。 

本院的冷暖氣機已使用多年，故本年度

更換四至五樓兩層冷暖氣機，為院友提

供舒適的院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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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設施 

本院持續進行防病毒工作，並已於本年 7 月 16 日進行了 

全院「2019 冠狀病毒病噴灑防病毒塗層服務」。 

於廚房加設大型冷風機，廚師們 

可在較涼快的工作環境為院友備餐。 

於個別院友房間加裝天花扶抱機，

讓護理工作和流程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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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部 

奧運外圍賽 

耆樂生日會 

銀髮彩坊 

畫龍點睛粽有你 

花馨傳情母親節活動 

溫馨滿載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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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部 

佛誕流動浴佛 金曲會知音 誠心唸佛願吉祥 

春遊大地 粉彩繪月迎中秋 

耆妙中秋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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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回顧 
疫情至今，已接近兩年。於長者而言，入住院舍本來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轉變，而在疫情期間

入住，由於沒有家人親自陪伴，適應比以往更具挑戰。伍瑞容婆婆正是疫情期間入住的其中一位

院友，十分感謝她樂意與我們分享她的故事。 
 

瑞容婆婆生於廣州，她與妹妹出生後不久，爸爸便前往呂宋工作，十多年後才回來。兩名弟

弟相繼出生後，爸爸再動身回到呂宋。此後，直至爸爸在異地病逝，家人們都沒有再見過他。瑞

容婆婆坦言自己年輕時家境尚算不錯，幾位兄弟姊妹均有讀書機會。隨後由於舅父在香港，她便

跟隨姑姐申請來港。初期幾個人合租一個房間繡花，亦打過住家工，生活還可以；改革開放後她

申請弟弟及媽媽來港。 由於一直忙於工作及照顧家人，到 38 歲的時候，才在家人鼓勵下與同鄉親

戚結婚，誕下兩名女兒。自言喜歡工作的瑞容婆婆，工作至 70 歲才退休。 

  

作為長女，一直擔起照顧媽媽及弟妹的責任，令瑞容婆婆養成獨立的個性。但於十年前，她

感到腰痛及腳痛日漸嚴重，也考慮到住所沒有電梯至六樓，她開始擔心自己的將來。「萬一痛到

無法步行怎麼辦？」這想法令她著手計劃自己的長遠照顧，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她自行申

請輪候院舍。 

  

於疫情期間，她收到獲派宿位的通知，心情確是忐忑。一方面明知疫情期間入住院舍後，如

沒有特別因由不能外出，她擔心適應問題。另一方面，自稱貪吃的她，最擔心院舍的「大鑊飯」

食物不合她個人口味。然而，她亦明白若放棄此機會便要失去宿位。於是她跟此時才知道的家人

商量，家人亦不敢左右其想法，讓她自行安排，最後她決定「放膽一試」。 

  

瑞容婆婆說起首月入住的適應時，眼泛淚光。因她剛剛來到不久，女兒剛巧準備移民。她既

要面對新環境，又捨不得家人，特別難過。可是性格平和的她，漸漸地交到朋友，並一起參與活

動。現問她若重新選擇，「仍會申請院舍嗎？」她稱因身體關係，相信仍會作同一決定。 

  

與瑞容婆婆傾談期間，發覺她處事抱著隨遇而安的態度。她有感人生苦樂參半，未有大起大

落。以往能與女兒一家生活，便是最快樂的時光。而八十多年的人生，未想過會經歷如此疫情，

她也稱疫情令她失去自由。她現最希望疫情過後，能自在地外出，不受限制地去飲茶。這渺小的

願望，似乎亦說出我們的心聲。祝願疫情早日過去，各人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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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標準十二    知情及選擇 

 

本院設有「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的政

策，以讓服務使用者在合適的情況下，有機會根據所獲服務的資料

作出選擇及決定，並確保有關知情選擇的政策及程序，可供本院職

員、服務使用者、其家屬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讀。 

 

執行項目： 

 

本院將一切與服務運作有關的資料，以下列各種途徑發放： 

服務單張、本院網頁、院友須知、通告、探訪須知、小組或活

動海報、樓務會議、新院友家人茶聚、家人週年大會、個案會議及

個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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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津助協議 (津助服務) 

服務輸出標準三：院友「個人照顧計劃」完成度 

服務輸出標準一﹕入住情況 

服務輸出標準二：新入住院友「個人照顧計劃」完成度 

  月份/年份: 01/21 02/21 03/21 04/21 05/21 06/21 

(a) 上月院友人數 208 206 205 204 206 208 

(b) 新入住人數 2 0 3 6 5 3 

(c) 退院人數 4 1 4 4 3 3 

(d) 本月院友人數=[(a) + (b) - (c)] 206 205 204 206 208 208 

(e) 入住率 95% 95% 94% 95% 96% 96% 

月份 需要進行檢討之個案 完成檢討之個案 未能完成檢討之個案 

01 7 7 0 

02 19 18 1 

03 12 12 0 

04 13 13 0 

05 19 19 0 

06 13 13 0 

總數 83 82 1 

                                                                                                                              

兩季度新入

住院友人數 

2020 年第四季及 2021 年第一季季度完成之「個人照顧計劃」 

新入住一個月內完成 

「個人照顧計劃」 

(社署規定需達 90%完成率) 

百分比 

新入住三個月內完成 

「個人照顧計劃」 

(社署規定需達 100%完成率) 

百分比 

25 25 100%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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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捐助 福有攸歸 

趙香家人  施玉鳳  曹錦麟  黃國英家人  賴婉茵  譚寶絃 

 

譚寶君  徐傑華  郭佩芬   林小娟  李惠家人  沈日華   

 

賴婉茵  陳志堅  曾玉琼  朱少玲  扶沛華  佛教何南金中學 

 

噶瑪迦珠(香港)佛學會有限公司  

 

 
(截至 2021-09-07，善長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捐款欄 
衷心感謝您們對本會服務的支持！(所有捐款均用於長者服務) 

捐款人姓名： 

先生 / 女士 

院友姓名： 關係 ： 

聯絡電話: 地址: 

捐款港幣：$             □ 請寄回收據 (捐款港幣$100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稅) 

捐款方法: 1. 將捐款支票連同此表格 (抬頭:「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寄回本院，或 

          2. 親臨本院 

郵寄地址：觀塘功樂道 8號                        查詢電話:2763 78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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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地址：九龍觀塘功樂道 8 號 

電話： 2763 7838  傳真： 2763 7264 

網址： http://www.bsmsycah.org.hk 

    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下，本院服務發展並未因此而停下來，相反，為讓

眾院友能有更好的居住環境，本院不斷密鑼緊鼓地統籌及執行著各項 

院舍環境優化措施，並增添了一系列如刊中所介紹到的各類器材。此外，

隨著「認知無障礙計劃」的推行，大家均憧憬著本院即將迎來一個煥然一

新的景貌，期望讓院友生活質素能得到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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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人：蕭潔瑩(社會服務經理兼署理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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