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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患難見真情
「院長，我們四樓一名院友的快速檢測呈陽性，她已由容醫生診治並安排
入住隔離房….」，我及主管們正進行早上交更會議之際，耳邊卻傳來這訊息，
我最不願見到的第 5 波 2019 冠狀病毒病疫症，
終於在本年 2 月 16 日發生在
我們院舍身上。
我們即時啟動相關應變措施，然而，縱使推行了原址隔離/檢疫、全體院
友及員工強檢、閉環管理等措施，此等卻無助對疫症的控制，病毒看似早已埋
藏在我院並迅速蔓延，院友及員工相繼確診，在這兩個月的抗疫期間，我們分
別有一百八十多名院友染疫及九十多名員工因染疫或屬密切接觸者而缺勤。
院友因染疫而需要特別照顧及治療，但我們卻欠缺充足人手為院友服
務，每天，我猶如走上戰埸，面對著各樣大大小小的衝擊與挑戰，看著院友及
員工一個一個的染疫，令我心裡湧現種種無力、無助甚至絕望的感覺，腦海不
斷想著，安老院理應是長者的安居樂所，如今為何變成人間煉獄?在痛過哭過
後，我明白仍是要咬緊牙關，帶領我的團隊迎難而上。我萬分感激我的團隊在
疫情嚴峻期間，每名成員不分你我，全民皆兵，互相「補位」；當廚房員工缺
勤 時 ， 文 員 主 動負 責 洗 碗 碟 , 在護 理 員 人 手 非 常緊 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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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後 頁)

時刻，社工及程序員(經治療師培訓後)、物理及職業治療師自發協助院友
餵食；行政主任、護士、社工及程序員以至物理及職業治療師為院友建立
隔離/檢疫區域，評估院友的身體狀況，安排他們到不同照顧區域…. 最令
我感動及驕傲的，是我擁有一支精銳照顧團隊，他們憑藉堅毅不撓的精神，
無畏病毒的感染，無懼帶著疲憊的身軀、流著汗水和淚水去照顧院友，一
心只想為院友多出一分力，讓其可以安然渡過此嚴峻疫情。
常言道，患難見真情，我與我的團隊一起並肩作戰，共同應對這世紀
危難，對於我這位只上任了一個多月的領導，危難好比催化劑，促使我與
我的團隊建立一份深厚的情誼以及一份牢不可破的信任與默契。同時，藉
著我的團隊悉心照料院友，亦讓員工與院友更緊緊連繫，深情厚義兩心知。
來到今天，危難總算結束，我們的服務已逐步返回正軌，但我與我的
團 隊 不 會 因 此 而 停 下，在 未 來 歲 月，我 期 盼 能 為 院 友 締 造 一 個 更 安
全、美好的安樂窩，為員工建設一個更友善的工作環境！最後亦是最重要
的，我謹此由衷感謝各位家屬在疫情期間，對我們的關懷、支持及鼓勵，
您們簡單的一句「辛苦晒！」、「多謝你哋！」已是我們最好的強心針，
驅使我們勇往直前，照顧好院友！

院長
陳澤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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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情況
按衛生防護中心指示，用於成年院舍院友的接種安排，共需接種四劑
新冠疫苗；而按社會福利署要求，自 2022 年 3 月 14 日開始，所有新入
住院舍作長期住宿(即不包括緊急或暫託住宿)的住客，除非持有醫生簽發
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豁免證明書」)證明其因健康狀而
不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外，必須已最少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方可入住院
舍。只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的新入住院舍之住客須在該接種日起計的指

定限期內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方可繼續居於院舍。
社會福利署已安排衛生署及聖約翰救傷隊 疫苗接種外展隊分別到本院
為院友接種科興(克爾來福)新冠疫苗，有關詳情如下:
衛生署長者疫苗接種

聖約翰救傷隊

院友接種疫苗(人)

外展隊

疫苗接種外展隊

院友接種疫苗
(人數)

14-3-2022

51

31-5-2022

94

4-4-2022

28

預計 30-6-2022

預計 86

12-4-2022

40

22-4-2022

45

5-5-202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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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情況
經疫苗接種外展隊於上述日期到本院為院友接種疫苗後，截至 2022
年 6 月 9 日計算，本院共有 211 位院友已接種一劑或以上的新冠疫苗，
接種率高達 98.6%。(若選擇接種復必泰新冠疫苗，需由家人自行安排) 。
按政府推行「早發現、早醫治」原則，社會福利署要求每位院友需要
每天接受快速測試，以盡早析別確診者 及緊密按接觸者。院舍院友接種
疫苗亦是政府當前抗疫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保障院友健康，減低受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後的重症病徵，院友盡早接種新冠疫苗實在刻不容緩。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到訪本院並為院友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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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
梁瑞雲姑娘

預防感染控制措施
變種病毒來勢洶洶！面對第五波疫情 , 在過去的一段日子, 香港一直面對 2019 冠狀
病毒病的肆虐，院友身、心、靈的關顧，以及維持其生活質素，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為了保障院友的健康, 我們院舍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應社會福利署要求，院舍即時停止
探訪，並盡快為每位長者進行快速檢測，於樓層進行房間隔離，環境上，分為隔離區，密切
接觸者區，及檢疫區，一旦發現感染個案，馬上進行床位調配，務求把交叉感染風險的機會
減至最低。

另外，院舍為保障各職級的員工的健康，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當中雖然困難重重，幸得
各方的支援及協助下，最終也能順利採購。此外，亦感謝社署、地區團體、商界以及院友家
屬的支援，捐贈防疫物資予本院，令各員工也能在有足夠裝備下去照顧院友。與此同時，院
舍上下各員工也參加了政府推出的「員工強制檢測」計劃，每位員工均須於每天上班前進行
病毒抗原快速測試，確定測試結果陰性方可值勤，以確保員工未受感染，保障院友健康為大
前提。沈馬各職級員工均以院友福祉為依歸，施行各種形式及措施，上下一心，同心抗疫。

飯堂改建成密切接觸者區域

個人防護裝備卸除區

個人防護裝備穿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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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主管
陳杏琳姑娘

人手編配安排
2022 年年初，新聞報導不停提及 2019 冠狀病毒疫情 ━ 第五波，疫情一觸即發，並
可於一日間急劇變化；隨後開始有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感染，其傳播力驚人，
就像火山爆發一樣，一發不可收拾。
2022 年 2 月 16 日 ━ 實在是難忘的一天！！當天有一位院友發燒，求診後並進行檢
測，確認院友感染了病毒。從那天起，院友、職員、職員家人確診數字不斷增加，病毒在
整個香港包括本院，不停蔓延。由於當時未能安排確診院友到暫托/隔離中心，需要留在院
舍照顧，因此本院被界定為檢疫隔離院舍。
每天上班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接到同事來電:
〝梁姑娘！對不起！我同住的家人中了，我不能上班了！〞
〝梁姑娘！對不起！我今早做快速測試有兩條線,,我中咗！〞
〝早晨！對不起！我很不舒服，又發燒又喉嚨痛，我剛做快速有兩條線！〞
能夠上班的同事越來越少，病倒的院友越來越多，院友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最需要
我們照顧的時候，偏偏便是我們最缺人手的時候。雖然當時仍能上班的同事身心疲累，但
嚴峻的疫情把疲累的身心拋諸腦後，繼續做好照顧院友的工作。
管理層每天緊貼監察院內確診數字，為減少院內傳染，需要把確診、非確診及密切接
觸的院友分開照護，這個搬移真的不得了！搬遷後，暫停所有集體活動，院友而需要留在
房間隔離。由於欠缺員工上班，所以全民皆兵:文職同事搬床，護理人員掃地，護士主管陪
同下與持有保健員牌的文員協助配藥，復康部助理協助餵食，護士、保健員、護理員、工
友、廚房同事不停超時工作，不同職級的同事互相配撘，互相補位，面對排山倒海的護理
工作，我們沒有放棄，大家有著同一個目標 ━ 護理病榻中的院友，保護未受感染的院友 ；
有著同一個信念 ━ 病榻中的院友能夠康復； 朝著這個目標及信念，同事們不辭勞苦，沉著
應戰，互相鼓勵打氣；完成每日照顧院友的護理工作。可幸的是得到院友合作，家人理解
明白，同事的認同，大家配合院方措施，難關終必會過。
正如英國作家查爾斯 狄更斯所著作的一部小說《雙城記》，開首寫著：「這是最好的
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好是壞，關鍵在於抱著什麼的心態面對，慶幸的是〝沈馬〞
有一班團結的好同事，成功地渡過難關，同時亦發掘了同事們擁有無限的潛能，充分發揮
團隊的合作精神。

副院長
梁瑞雲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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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餐膳
2019 冠狀病毒病肆虐，小心防疫的同時亦要增強自身抵抗力，湯水作食療少不

了！ 即使不幸確診，亦可以湯水作疫後調理，幫助止咳、舒緩喉嚨痛、健脾化
痰、潤肺止咳。
在第五波疫情下，本院染疫院友患者都已求診醫生，並按醫囑服食藥物以減輕
症狀。不過，康復後調理身體亦相當重要，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推介了數款湯水及
藥膳，旨在促進病後康復。本院廚務部亦參考了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所提供的食
譜，揀選了數款湯水藥膳，在廚師們的悉心烹調下，供院友享用，以非藥物手段與
方法，綜合調理，促進病後的康復。
沙參玉竹湯水
食材：北沙參 20 克、南北杏各 12 克、玉竹
20 克、雪梨(帶皮)2 個、百合 20 克、蓮子
25 克、白果 12 顆、黑木耳 3 至 5 克、陳皮
1 塊、馬蹄 10 粒、白蘿蔔(帶皮)半個(約 300
至 400 克)
功效：補益氣陰，潤肺化痰；促進呼吸道疾病
的康復

百合蓮子粥
食材：百合 30 克、蓮子 30 克、白果 10 枚、北
沙參 20 克、生薏苡仁 30 克、陳皮 1 塊、白米

50 克
功效：健脾除濕，培土生金
主治：大病初愈，肺脾氣虛

護士主管
周詠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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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

由社會福利署派發予
本院之防疫物資

外間捐贈

陳澤強院長代表接收由工商
亞洲捐贈的快速測試套裝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捐贈之空氣淨化機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及陳家珮立法會議員到

由社會福利署及各界團體捐贈的防

訪本院並捐贈一批防疫物資予本院作抗疫用途

疫物資，存放在地下平台花園

善長李演政捐贈空氣滅菌機予本院使用

善長眾多，恕未能一一盡錄，本院謹此感謝
各界善長的義助，令本院可渡過此嚴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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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
家屬捐贈
承蒙各位家屬、義工的厚愛，疫情高峰期時不但收到各位問候與關
懷，且更收到各界的捐贈。有家屬訂購了不同的高規格口罩，有家屬送
給我們空氣淨化機，有家屬送給我們潤喉糖，更多家屬寄上支票捐款給
我們。短短一個多月，各位給我們的捐助達到 50 多萬，而當中不少捐

款更是家人希望給予員工鼓勵與支持，實在深受感動。面對前所未見的
疫下困境，但深深感到人間有愛！第五波疫情下，院舍於 2022 年 4 月
17 日正式除下檢疫隔離院舍之名，有關的捐款將會全數納入於防疫物資
的儲備。於防疫捐款中，除購買物資外，運用捐款於停車場及佛像花園
加建了潔手設備，好讓各訪客或外界工作人員消毒雙手才進入院舍。

由院友家人捐贈之空氣淨化機

本院門外及佛像花園安
裝潔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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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防疫物資

獲家屬捐贈高規格口罩

家屬捐助感言集錄
感謝在有限資源，隔離照顧陽性院友，這段時間辛苦你們。衷心感謝你們的付出，無言感激！
致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院長和上下各員工，在電視新聞得悉香港大部份護老院都有大量院
友和職員確診，心感不安，亦非常感謝各前線員工在此艱難時刻去照顧各長者，非常感動。不
經不覺我們沈馬之友都沒見各老友記有三年多了，非常掛念，希望各位老友記能夠身體健康，
一切安好，待疫情過後可再聚一堂。我明白在此情況人力想幫不了院方各位，現寄上支票以作
職員福利，小小心意，略盡綿力，祈為笑納。加油！
努力！加油！共同打贏惡菌最後勝利屬於大家嘅！另多謝員工對院友盡心盡力照顧，希望大家
都平安度過！
沈馬瑞英全體員工，你們無私的奉獻，我們無限的感激，努力抗疫，堅持初衷，關愛護老！
由衷感激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上下工作人員辛勤的付出，守護着院中各老人家的健康。除
了感激，還是感激⋯⋯感恩有你們的照顧。祝願各位工作人員身體健康，保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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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感言
真係咁多年人未試過！疫情持續令人好苦悶！第五波疫情開始，見到大家如此謹慎，都驚自己
會中，麻煩大家，點知自己真的中了！知道中招後反而好鎮定，因為知道配套齊備，有醫生，
有藥物能幫助自己，所以不太緊張。當時姑娘安排我調房間，我亦感到好輕鬆。不過見到身邊
院友逐一變回一條線，然而自己卻遲遲未有消息，就開始越來越擔心，那時候是最擔心的！最
後不單我，見其他同房院友都變一條線，大家平安才安心。感恩過程中自己沒有太大不適，亦
有特效藥，平安渡過！
院友 黃婆婆

這段艱難的疫情終於過去，現在才可以鬆一口氣。回想起那段日子，在這抗疫日子自己也感覺
到身心疲憊。希望疫情快快過去，能夠回到從前的生活“常樂”。當疫情在社區大爆發時自己
很擔心，擔心在社區染疫傳染給院友，卻沒想到在數天之後，疫情在院舍大爆發，當時自己更
擔心，擔心在院舍染疫傳染給家人。這時，大部份院友及職員陸續染疫確診。院舍人手極度不
足，感恩在這抗疫期間大家無分彼此互相支持及做好院舍的各樣工作，並給予所有院友最好的
照顧。
在此衷心祝福各職員，院友及家人平安健康，疫情永遠不再來。
職業治療助理 石姑娘

自本院第一宗確診個案開始，每日一看到新增職員及院友的確診數字，心情都不禁一沉。那時
候的我們，沒有時間多想，只知道每天快速檢測時都擔心自己會否有「兩條線」，萬一「中
招」，又少一人工作了！每天返工忙著想我們可做甚麼，要做甚麼。遺憾的是，我們無論多努
力，真的有「保不住」的院友。作為社工，疫情以來，一直替院友及家人聯繫著，深明大家擔
心又未能相見之苦，面對各位的痛失與傷心，心裹亦感無限心痛。感恩各位家人一直無論多擔
心、傷心，亦為我們加油打氣，各位的無私支持，至今亦深受感動。祝福所有受疫情影響的院
友、家人、同事，身心健康，我們繼續互相支持!
社會工作員 尹姑娘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確診人數暴增，院舍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例如：防護物短缺，人手嚴重
不足等)，而同事亦都背負著沉重的心理負擔(不知道自己何時成為下一個確診者)。幸好管理層及
所有同事都上下一心，謹守崗位；現時疫情稍為緩和，希望大家能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文員 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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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感言
回想起三月份，正是我們院舍甚至整個香港被第五波疫情衝擊得最厲害的時候，不幸地自己
同住的家人都受感染了。當初自己因為是緊密接觸者的緣故不能上班，但最終全家人包括自
己亦難逃一劫，令隔離時間一再延長。
當時每天都跟同事們互通訊息，知道院舍的情況不妙，病毒不停蔓延，受感染的院友人數與
日俱增，同事或其家人因受感染而缺勤的情況亦令人手短缺的情況極為嚴峻，整個院舍的運
作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那個時候每當心中想起一班頂著巨大壓力，謹守崗位，每天仍在努力拼搏，只為照顧和保護
好每位院友的好同事，便充斥著一種既無奈又無力的感覺，很想可以回到工作崗位與他們並

肩作戰。
有幸和這班同事一起共事，是我的驕傲。
物理治療師 仇姑娘

院舍起初有疫症爆發時，自己不太擔心，反而家人見我房間有個案便擔心並帶我回家。我於回
家後第五天確診，無奈地那天開始的院舍新增確診個案需要入住隔離中心。起初知道時很激
氣，後來亦明白政策如此，唯有接受。幸而環境尚算乾淨，人手充足，不過食物不太好。最難
過是自理能力還好的我，不能自行上落床，更要使用尿片！最後經過溝通，中心都安排職員帶

我如廁。經歷 12 天的隔離，返到院舍實在「舒服哂」！至於身體狀況，確診後頭幾天，有些
咳及口苦，未有太大感覺，反而現在感到體力不如前，相信亦是染疫後遺症。這個疫情實在拖
得太耐了，令到大家都不開心，希望疫情盡快消退，大家可自由出入，不用提心吊膽。
院友 伍婆婆

致: 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各位姑娘及工作人員
本人是李葵好的女兒，葵好媽媽早在 2013/3/22 入住優良的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一住就九
年了！衷心感謝沈馬各位姑娘及工作人員悉心照顧。
感恩有你們、謝謝三樓各位姑娘、護理員、更謝謝社工吳曉華姑娘！呢三年疫情中……雖不能
時常探訪葵好媽媽，但葵好媽媽得到你的關懷同愛心、並時常 Whatsapp 葵好媽媽的生活照
同片段、以解我們家人對葵好媽媽的盼念，同時也關顧我的情緒。
葵好媽媽已於今年 3 月 1 日離我們而去，往生極樂世界！
我們一家衷心感激，感恩沈馬各位姑娘及工作人員無微不至的悉心照顧，再謝謝！
現在非常時期，辛苦你們了！也祝沈馬各位姑娘及工作人員及院友身體健康！加油！
前院友家人 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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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感言
連續兩年的新春過後，院舍也出現確診個案，可惜今年的狀況比去年更不堪回首。回想這
兩個月，感受良多。首先每天祈盼「一線保平安」，一方面擔心院舍又少一人手，一方面又擔
心家人受染。於當時院舍的高峰期，家中大小老幼均全天候帶上口罩，希望盡力減少交叉感染
機會。每天工作尤如上戰場一般，每天與時間競賽，替院友做快速測試、開會、搬移院友及床
往不同區域、餵食、協助搜羅物資、拍院友生活照給家人、與家人聯絡等。可惜每天的數字與
日俱增，而亦有院友相繼入院及離去。尤記得當時致電救護車一小時也未能到院舍、有好幾位
院友精神不錯但卻忽然確診報危、亦有院友確診後喉嚨痛至連水也不能呑下。明白家人均擔心
院友的狀態，經歷過院友突然報危下，我再三提醒自己盡量每天也影相給家人，不肯進食的院
友以視像與家人聯繫，期望由家人哄氹下能食一啖便一啖。傷感的是的確有不少院友相繼離
去，雖然已工作多年，但此情此景每天放工心情都需要時間沉澱一下。然而路還是要繼續，瞓
醒一覺又是新的一天，慶幸我們有一班同事會反覆不停想，究竟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
感恩這段疫下困境中，讓我們同事更團結不分彼此、互相補位、互相扶持；讓我們看見院
友家人、義工對沈馬莫大支持，期間陸續收到海量支票，更感動的是明白我們人手短缺，體恤
我們的安排，為我們打氣 （有時真係睇到眼濕濕）；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小魔怪知道媽媽
身心疲累會讓我休息一下又會幫忙按摩一下。希望大家都能活在當下，感恩珍惜。
社工隊長 吳姑娘

大家好，我係院友袁慧英的囡囡，轉眼間反反覆覆嘅疫情經已持續咗兩年多了，在這未能探訪的
期間多謝院舍社工們安排家屬與院友作視像通話，藉此可以見下面、傾下計！
第五波嘅嚴峻疫情令院舍嘅工作人員和院友都先後染疫，當知道三樓有院友染疫而其中一個正是
家母時真係晴天霹靂擔心不已， 而最令我們憂心的是當時新聞報道提及多間醫院急症室門外露天
位置排著滿滿的輪床、輪椅等待求診……
唉！媽媽染疫後會怎樣？是否都要在醫院急症室門外瞓街輪候睇醫生？正當家裏各人焦急如焚之
際收到吳姑娘致電，告知院舍會對有關染疫院友作出特別措施，如有需要會安排睇醫生，請放心
我們會不斷跟進慧英的情況！
與此同時知道院舍嘅工作人員陸陸續續都有染疫，在人手短缺嘅情況下實在令大家百上加斤！
在這，感謝吳姑娘在家母染疫期間不斷跟進其狀況好讓我和家人安心，更感謝院舍每位工作人員
在疫情嚴峻下謹守崗位辛勞工作，真的無言感激，祈求疫情快過一切回復正常！
院友家人 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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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感言
感恩無常
世事無常，這波疫情由年初開始，老人院成了重災區，那刻我心已知道，我媽確診是遲
早的事，唯始終抱有丁點希望，希望她能僥倖免疫，唯事與願違，我媽最終也確診了。
我記得接到消息時，我正在上班，心裏嘆了一聲，把消息通知家人之後，只能繼續默默
工作，因為無法送她入院就醫啊，當其時各大醫院人手短缺床位不敷應用，很多確診患
者只能在院外等候入院，加上寒風冷雨夾雜其中，更相繼出現患者離逝消息，其中大多
數是老人家，情況真令人痛心。

晚上回到家中，心裡也持續在想我可以為我媽做點什麼嗎？ 我開始抄寫 “藥師經”及
早上念 “心經”，把功德回向給我媽，願她能逃過此難，其實我也只能為她做這些……
每天每晚也很想念我媽，不知她是不是很辛苦，每天也想打電話給樓層護士姑娘，問問
我媽情況怎樣，但知道院舍很多員工也紛紛確診，人手這麼短缺，工作量相對定必增
加，所以電話才沒有打出。
幸好沈馬有一班盡職盡心為院友的員工，各位社工姑娘，馬不停蹄透過通訊軟件更新院
內確診人數訊息，發報院舍最新情況，也會拍些院友照片及錄影給院友家人，以免他們
擔心。
在此我由衷感謝院長、副院長預備了有效的迅速應變計劃，院友們的基本照顧才能得到

維持，最終迎來我媽 “轉陰”這個好消息！
我也衷心感謝各位人美心善的社工們以及各位姑娘們，得到你們眾人合力把沈馬院友照
顧得這麼好，為人子女感恩萬分。
最近院舍又可作有限度探訪，能再見到媽媽，真真感恩，感恩無常，令我加倍珍惜與媽
媽相處時刻。
祈願諸佛菩薩庇佑沈馬全體員工以及家人、院友們都健康平安、如意吉祥。
院友家人 林女士

我作為院友的家人，在 COVID 19 這個疫情發生後都很担心它會影響到護老院的日常生活。每
天都留意政府的報導和院舍给我們的訊息。幸運地第一至四波疫情對沈馬都沒太大的影響，只
是探訪的按排有所改變，令與家人見面的次數和時間小了。但第五波就令護老院崩潰了，令我
和家人失去至親至愛的母親！幸好的是她可以接受到醫院的治療和在睡夢中離開。媽咪，安息
吧！！
願大家努力活在當下，院舍的職員們加油，繼續你們熱誠的服務。
前院友家人 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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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感言
記得自 4 樓發現第一位確診院友開始，天天面對新增個案，有不適的長者、工作上不停派必理
痛、量體溫、血含氧量、血壓、安排就診、送急症，記得有一個樓層最高紀錄早上便有 70 多
杯藥水。有院友向我表示吃藥吃到累，我也回應我派藥物亦冇停手。晚上欠缺護理員上班，有
職員提早 4am 起床回院，協助解決轉身和換尿褊問題。而主管社工不停到樓層做快速檢測，
護士們不斷記錄及通知家人。每位職員都盡自己的力量去維持沈馬的基本運作。
那段時間不只工作，真的連生活上也擔心。無法剪髪，連自己頭髮都擔心太長會藏細菌，但有
時真的太累，頭髮未乾便睡了。我自己的母親都 80 歲了，那時候亦不敢前往探望，唯有靠其
他家人作出支援。
樓層護士 張姑娘

今年一月，新型冠狀病毒再度侵襲香港，來勢洶洶。我們十分擔心剛入住老人院的外祖
母。由於疫情關係，我們不能探訪，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卻只能無奈地等待。 二
月中，媽媽收到老人院通知「有一位長者初步確診」，這像一顆定時炸彈埋到了我們的心
裏。然後，一發不可收拾，越來越多老人院的長者病倒了。老人院變成一個戰場，狀況慘
不忍睹。職員忙於設法將染疫的長者隔離，同時亦要面對防疫用品不足的境況。接著，一
個個職員相繼也受到感染，院裏人手嚴重不足。在來來回回的資訊中，我們知道許多職員
仍堅守崗位，沒有退縮，堅持照顧著患病的老人。 二月二十八日，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於
發生，我敬愛的外祖母也受到了感染。媽媽和我都憂心忡忡，不知所措。幸好，老人院的
職員不管有多忙，也會體貼地上傳照片和視頻，讓我們瞭解外祖母的情況，讓我們安心。
十日後，不幸的消息傳來，外祖母離開了我們，我頓時淚流滿面，傷心不已。在她最辛苦
的一刻，我們未能前往老人院看望她，這令人十分傷感。而老人院職員，就像天使一般，
對她不離不棄，待外祖母如親人一樣，讓她在生命最後一刻得以照顧。在這個人心惶惶的
時期，職員的捨己為人，令我心生敬佩。經過此事，我有了新的夢想，無論我的職業是什
麼，都將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信念，善待身邊的每一個
人。

前院友家人 Chloe

記得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慶幸自己沒有受到感染，因人手嚴重短缺，曾有孤身作戰的感覺，只
知道能做多少便多少，因為院友需要自己的照顧。即便卸下防疫裝備回家休息，又擔心傳染給
家人。後來同事陸續復歸位，院友也陸續好轉，才如釋重負。
護理員 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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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院友家屬對院舍津助服務意見調查報告
為了解院友家屬對本院津助服務之意見，
本院於早前曾發送出共 206 份
問卷予各接受津助服務院友之家屬，並成功收回共 147 份(71%)，感謝大家
的參與，經統計後，統計結果如下:

十分滿意

滿意

不滿

十分不滿意

公眾地方

53%

47%

0%

0%

院友房間

48%

52%

0%

0%

客飯廳

46%

54%

0%

0%

A 環境衛生

B 設施提供
活動設備

39%

61%

0%

0%

復康設施

44%

55%

1%

0%

為院友而設的輔助設備

49%

51%

0%

0%

醫療設備

45%

55%

0%

0%

起居設備

43%

56%

1%

0%

護理醫療服務

54%

46%

0%

0%

私家醫生到診服務

40%

57%

3%

0%

起居照顧

50%

50%

0%

0%

復康治療服務

47%

53%

0%

0%

言語治療師服務

38%

61%

1%

0%

心理社交服務

44%

56%

0%

0%

膳食服務

40%

57%

3%

0%

清潔及洗衣服務

46%

54%

0%

0%

D 員工態度

67%

32%

1%

0%

E 對本院整體服務的滿意程度

59%

41%

0%

0%

C 服務提供水平

備註: 以上統計數字準確至整數

16

服務津助協議 (津助服務)
服務輸出標準一﹕入住情況
月份/年份

07/21 08/21 09/21 10/21 11/21 12/21

(a)

上月院友人數

208

208

207

204

205

208

(b)

新入住人數

4

3

2

4

7

5

(c)

退院人數

4

4

5

3

4

3

(d)

本月院友人數=[(a) + (b) - (c)]

208

207

204

205

208

210

(e)

入住率

96%

96%

94%

95%

96%

97%

服務輸出標準二：新入住院友「個人照顧計劃」完成度
21 年第二、21 年第三季度完成之「個人照顧計劃」
新入住一個月內完成
兩季度新入
住院友人數

「個人照顧計劃」

新入住三個月內完成
百分比

(社署規定需達 90%完成率)

23

22

「個人照顧計劃」
(社署規定需達 100%完成率)

96%

23

服務輸出標準三：院友「個人照顧計劃」完成度
月份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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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13

13

0

08

15

14

1

09

21

21

0

10

19

19

0

11

21

20

1

12

14

14

0

總數

103

101

2

17

100%

服務質素標準
標準十三

財產

本院需要確保服務使用者的財物及金錢得到保障，故此已制訂
尊重服務使用者私人財產權利的政策及程序，為職員提供工作指引，
確保職員明白並貫切執行有關之程序。
執行項目：
建議服務使用者不要於院內存放財物。
本院會安排兩格可上鎖的櫃桶予有自理能力的服務使用者以存
放財物。
本院會將服務使用者的個人物品貼上姓名標籤，以茲識別。
本院為每一位服務使用者設立零用金戶口，並清晰列明每一項
收入及開支，由本院會計部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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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捐助 福有攸歸
余秀英 譚寶絃&譚寶君 徐傑華&郭佩芬 盧偉文 陳慧明 潘敏華 蘇永發 李美慧
朱少玲 李詠春 洪振永家人 趙美 Mr.Hans Wang Watganai 黃史貞 謝永泉
阮幗宜 李振強 方鳳娟 張秀麗 溫秀華家人 林小娟 梁建豪 鄧健敏 馮雯珊
徐麗娟 陳潔華 李金鳳 梁玉冰 翁秀玲 伍國江 余寶娟 張美玲 劉愛歡 任彩萍
許諾 李志華 關致安 馬妙弦 李永祥 賴偉強 陳穎存 許鴻 曹美齡 陳有文
梁秀玲&梁偉強 王有娣家人 陸楚香 陳沅英 陳偉昌 孫誼 潘學儒 曾志 謝志嫦
謝秀芬 Lin Siu Ling,Lin Sek Lam 梁國雄 英瑞華 王偉光 沈若珍家人 吳明興

馮美容 張秀霞 胡桂燕 吳錫輝 李秀玲 黎少霞 Chui Yuk Kam Ivy 甘麗芬
季桂如 梁家輝 唐廣英&林詠嫻 陳偉賢 陳世珍 黃福星家人 尹安貝 許志堅
黃慧美&黃慧儀 馮麗莉 Wong Malcom Ronald 陳顯傑 陳慧玲 拜譜有限公司
Lam Fung Kiu 李楚珊 江桂帶 馮卓倫 周若霏 鄧寶 江梅英 顏佩雲 龍桂芳
譚慧賢&譚慧德 李恩霞 Yung Yee Moi 林淑媚 張秀雲 陳瑞嫻家人 歐燕萍
鄒緯正 杜婉薇 鄧景雲 譚婉娟 陳寶雲 謝美玉 何在田 吳子健 吳秀容 吳慶紅
陳莉馨 梁少珊 馮子浩 蔡逸洋 陳嘉蕙 湯凱怡 陸楚鋆 李宛穎 李宛清 潘學儒
陳月明 潘家聲 羅麗梅&羅潔娥 鄭美蓮 張秀霞 王就錦 李金鳳 何慧玲 陸啟昌
黎少霞 陳志堅
(截至 2022-06-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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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友姓名：
關係 ：
先生 /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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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後語
第五波疫情的爆發，本院可謂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戰，院友及員工相繼確診，抗
疫工作變得不勝負荷，惟於此最艱辛時刻，有一幕甚令編者印像深刻 — 當職員們
正需為一位以往甚具個人性格的院友做快速測試時，該院友竟主動向職員們表示
「依家打緊仗，一切聽你地安排，我地無異議，打仗最緊要軍心吖！」，然後主動
抬頭讓職員協其做快速測試。期間，另一同房院友又主動與眾人談起其年輕時抗戰
經驗，職員們就於此言談甚歡的氣氛下協助同房各院友完成了當日之快速測試。誠
然，於此艱辛時刻，眾家人及院友的體諒及鼓勵正是推動本院上下一心持續抗疫之
原動力，故籍此由衷向大家表示感謝！

編委會：
督印人：陳澤強先生(院長)
排版設計：黎成發先生(社工)
委 員：社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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