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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瑞苑   二零二三年一月 

      第四十一期 

院長的話 

      2022 年的回顧與展望 
 

      每當年末，總會回顧自己過去一年所經歷的大小事、達到的目標、遇

到的困難等，同時，也會列出願望清單，展望來年能達成的目標。 

 

       2019 冠狀病毒病襲港近三年，去年所經歷的第五波疫情卻是最嚴峻

的，隨著變異病毒株 Omicron 的進擊，確診數字幾何級上升，醫療體系

崩潰，染疫的市民在急診室外冒着寒風等候入院，以至我們的院友及同事

陸續確診...... 這些畫面令我難以忘掉，經歷這次疫情危機，讓我更學會懂

得活在當下、樂在當中、更要惜在當下。 

 

       對於我們「沈馬」，2022 年絕對不易過，新冠病毒病像是個無限輪

迴的魔咒，剛忙完 2 至 4 月，轉瞬間，又要面對 7 月開始的另一波的病

毒病，我們幾近每天不停地去應對疫症，但受限於我們同事因確診或被界

定為密切接觸者而缺勤，真的很愧疚，我們能維持基本的照顧服務，已是

個大恩賜，更遑論提供優質的服務，因此，2023 年的首項目標，定必是

強化我們的防疫工作，建立好一個穩固的防疫屏障，讓我們的院友及同事

不再受病毒病侵害，服務質素才可有提升的空間。                              （續） 

院長 

陳澤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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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陳澤強先生 

  

        其次，2023 年 1 月份開始，我們亦喜獲社會福利署的批准，成功

申請成為「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院舍券)的認可服務機

構，符合申請資格的長者，不分經濟條件也可入住我們的自負盈虧部的

入住，讓更多有住宿照顧需要的長者可以受惠，期望在 2023 年能將我

們的自負盈虧部的入住率達至百份百。 

 

        此外，締造一個安全、舒適的安樂窩予院友亦是我們的重要目標，

本年我們會致力優化院內設施，包括：閉路電視系統、防遊走設備、大

閘電鎖等，至於院友的貼身設施，諸如：醫療床、復康及康樂設備等，

我們亦承諾會積極去開拓資源，務求為院友共創宜居。 

 

        2023 年也是我們沈馬三十周年誌慶的大日子，常言道：三十而

立，立身立行尤為重要，我們積累了 30 年豐富經驗，學懂了謙遜，訂

立好服務目標，建立一支優秀及強大的團隊，定能為院友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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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正式成為「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院舍券)的認可服務機構 

 

背景 

 

  本港在過去的三年來，受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肆虐，對經濟帶來鉅大沖擊，有見及此，本

院在 2022 年向社會福利署(社署)申請成為「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院舍券)的認可

服務機構，期望合符申請資格的長者能以較低廉的費用，入住本院自負盈虧部，以減輕長者及其家

屬的經濟壓力，令更多不同經濟條件而有住宿照顧需要的長者，可享用本院的服務。 
 

在 2022 年 12 月中旬，本院喜獲社署批准，成功申請成為院舍劵的認可機構，本院亦已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收納院舍劵持有人士入住本院自負盈虧部。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① 正在社署中央輪候冊輪候「護理安老宿位」 

                      ② 65 歲或以上的女性長者 

宿位名額： 26 名 

每月住宿費用： $18,050  

 

長者經社署進行個人入息及資產評估後，社署會依據其經濟狀況評定 0 至 7 級的共同付款級

別，以便訂定須繳交的費用，如屬“0 級別”的院舍券持有人，只須每月支付$2,014 的住宿費，

有關共同付款級別內容如下： 

 

 

 

申請方法； 詳情請與本院社工部聯絡 (電話： 2763 7838) 
 

共同付款級別 院舍券資助金額 扣減院舍券資助後，院舍券持有人須繳交的費用 

0 $16,036 $2,014 

1 $14,432 $3,618 

2 $12,829 $5,221 

3 $11,225 $6,825 

4 $9,622 $8,428 

5 $8,018 $10,032 

6 $6,013 $12,037 

7 $4,009 $14,041 

院舍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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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接種 

        過去三年全球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病所帶來的衝擊，實在是非常

艱難。對我們在院舍工作的來說，除了要面對原本繁忙的照顧工作

外， 疫症所帶來額外繁忙而沉重的工作，確實是百上加斤。 

 

 新冠病毒疫情自第五波後(2022 年 2 至 4 月期間)，由於居住在

院舍內的長者接種新冠疫苗率偏低，故社會福利署(社署)於殘疾院

舍及安老院舍內，大力分階段推出「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

劃」。社署安排不同的醫療隊伍到殘疾院舍或安老院舍為院友接種

科興疫苗。 

 

    本院自 2022 年 4 月 4 日開始至今，社署分別安排衞生署、聖

約翰救傷隊醫療機構及樂恩家庭醫學診所 先後共 10 次到訪本院，

為院友接種科興疫苗。按社署及衞生署指示，居於院舍的長者需要

接種合共四劑新冠疫苗(或已接種三劑並曾受感染)，而本院共有

190 位院友已合符該項要求。此外，根據最新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推出並提供最新「復必泰二價疫苗」

及「科興疫苗」予院友及其家人作選擇。當院方收到有關此計劃的

最新資料及安排，將盡快通知家人，希望院友能夠得到適切的保護。 

                                                                                                           (續) 

醫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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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部 

           
 

           除接種新冠疫苗外，衞生署亦如往常推出「院舍防疫注射計

劃 2022/23」，本院亦已為院友安排接種 季節性流感疫苗、13 價

肺炎球菌多醣疫苗及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本院亦於本年 11 月

6 日及 11 月 23 日順利完成季節性流感疫苗及 13 價肺炎球菌多醣

疫苗接種。 

 

 
 

        以上各種疫苗接種得以順利推行，實在感謝各位院友、家人及

職員的支持及協助，盼望疫苗接種能為受眾者減低疾病所帶來的重

症風險及死亡。 

 

謹祝大家: 身體健康、身心康泰! 

        

  
季節性流感疫苗 1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人數 203 45 10 (預計) 

副院長 

梁瑞雲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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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 

護士主管 

周詠詩姑娘 

 
 

 

                      現退休潮 後繼無人 

 

    政府於數年的預算案均有撥款，擴大「先聘用後培訓」先導計劃，以吸

引年輕人投入安老服務業。就以本院為例，護理員之人數雖然是超過社署規

定人手比例，但員工的平均年齡逐年遞增，反映護理行業青黃不接。 香港

在 1996 年 6 月 1 日實施安老院發牌制度，當年入行的護理員大多是 30 至

40 餘歲，但這班擁有豐富護理經驗的同工，至今有不少已退休或陸續「登

六」 - 邁向退休的年齡，退休潮已出現。 

 

 

 

 

 

    

    業界普遍欠缺人手，尤其是「落手落腳」照顧長者的護理員。院舍一 直

希望增聘人手，現時全院有二百多位院友，早更及午更的護理員平均一人要

照顧十位院友。夜更更要平均一對三十多位長者。本院為津助院舍，設有既 

定工作流程，雖然每更工作時間八小時，可是工作流程卻密密麻麻，護理員 

會負責日常起居照顧，當中很多都是涉及體力操作，例如:協助洗澡、理遺、

餵餐、上落床及輪椅等轉移扶抱工作，還未計算處理長者的情緒。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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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 

護士主管 

周詠詩姑娘 

 
 

 
 

    最低工資在 2011 年 5月 1 日落實後，有不少人會轉職做保安員。普遍

人認為，護理員工資比保安高不了多少，倒不如選一份輕鬆自在的工作，至

少不是厭惡的工種，可喜的是，亦有不少同工因捨不得一直以來與院友建立

的感情而選擇留下。 

 

    不少院舍曾經亦嘗試過聘請年輕人入行，但當中不少都扛不住就走，畢

竟護理還真是一門厭惡性行業，曾經有新人，一聽到要幫阿伯洗澡，便「走

都走唔切」。 做護理員最難的是需要全面照顧長者，並非人人能接受到；

有些人接受到幫長者洗澡，但又接受不了長者的脾氣。更有些年輕同工的家

人都不喜歡他們繼續做護理行業。 

 

    幸運是沈馬有一支優質的護理員團隊，雖然每天面對繁重的工作，但他

們仍選擇留下，不辭勞苦繼續日夜照顧院友，更時常面露出發自內心的笑

容，他們服侍院友時的那顆「菩提心」，常常印在臉上，作為一班擁有滿滿

愛心護理員的護士主管，感到十分感恩和欣慰，盼望這顆「菩提心」會傳承

到年輕的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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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長者在院舍生活中培養興趣，重拾生活的動力，是職業治療其中一個

的目標。最近在院舍內添置了「智能種植機」，不但讓長者有全新的種植體

驗，亦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種植一直被視作長者的常見興趣，但在院舍內讓院友參與種植，也需要

克服一些困難。然而「智能種植機」的出現，不但減低了種植的難度，亦讓

院友可以享受當中的樂趣。職業治療部邀請了李伯伯嘗試運用「智能種植

機」進行種植。起初他認為種植盆栽必須要有泥土，因此懷疑種植機並不能

進行種植。當他逐步參與換水、注入營養液等過程，並不斷觀察植物的生長

時，他愈見投入；不但運用平板電腦拍攝照片，紀錄植物的不同生長階段，

更不時主動向職員詢問植物的情況，並期待著收割植物。過程中，參與的院

友不但在生活中找到興趣，在餘暇中進行有意義的活動，並在種植中增添了

生活的動力。 

 
 

    「智能種植機」利用可調的植物燈照系統、自動淋水系統、智能監控系

統及手機應用程式，以科技將種植帶到室內。種植機不但減低了種植的難

度，讓長者只需要參與簡單的步驟，便能輕易地種出不同的植物，產生成功

感。科技不但讓不少活動變得簡單及容易掌握，同時亦打破了活動既有的場

地限制，令院舍可以將一些長者以往的日常活動及興趣引入院舍，讓院友的

生活更添色彩。 
 

                                                                

                          李伯伯將種子苗囊放入種植盆 

復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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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種植機」的運作雖然簡單，但它為長者卻成為一個多功能的工具，

不但讓長者可以在室內享受種植的樂趣，亦讓院友及職員得著新的體驗，同時

更打破了院友與科技間的隔閡，願意嘗試使用平板電腦，最終為參與的院友帶

來難以言喻的滿足感。 

        
李伯伯定期協助換水及加營養液，使植物生長得更茂盛。 

                                           
                              李伯伯學習使用平板電腦了解植物的生長情況， 

                              也會為植物拍照，以紀錄不同的生長階段。 

          
經過 32日的種植後，終於可收割，李伯伯 

看到自己種植的蔬菜，感到十分滿足。 

復康部 

職業治療師 

文秋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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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是 2022 年 7 月份入職的言語治療師廖姑娘，很高興

加入沈馬大家庭，為各位院友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大家或許對言語

治療師的工作較為陌生。簡單來說，言語治療師主要為院友提供言

語、溝通（包括聽、說、讀、寫）及吞嚥評估和診斷，並為有需要

的院友提供訓練。接下來，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與吞嚥安全有關的

資訊。 

 

農曆新年快將來臨，年糕、蘿蔔糕、湯圓等都是過年時必吃的應

節食品。不過，對於部分有吞嚥困難的院友，進食以上食物有機會

出現「落錯格」或哽塞，導致吸入性肺炎甚至死亡。根據國際吞嚥

障礙飲食標準化創辦組織 (IDDSI)2019 年的報告，當中列出一些

具窒息/誤吸風險的食物質地，例如:  
 

 
 

*列出的食物只供參考                                                                                                      (續) 

 
 
 

食物質地 例子 

堅硬或乾的食物 瓜子、果仁 

圓形的食物 糖蓮子、湯圓 

有骨頭或軟骨的食物 鵝掌、雞、魚 

具黏性和韌性的食物 年糕 

質地複雜的食物 加入不同配料的蘿蔔糕 

 

復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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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友進食以上食品需要運用良好的舌頭控制、咀嚼能力和口

部協調能力。舉例來說，年糕具黏性和韌性，進食時有可能黏著

上顎丶牙齒以及口腔內壁，然後在沒有預備下跌入氣管。因此食

用此類食品需要具備良好並持久的咀嚼能力，才能把它混和足夠

的唾液以降低其黏性，而便於安全進食。雖然很多應節食品極具

窒息/誤吸風險，但是我們可將食物作特別處理，以降低風險。 
 

  例如: 
 

 
 
 

*因應不同院友有不同程度的咀嚼和吞嚥能力，以上例子只作參

考，並不代表特別處理後的食物適合所有院友安全進食。詳情請

向專業人士查詢。 

 

在此，預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蘿蔔糕: 

不加或減少配料、切細碎 

鵝掌、雞、魚: 

去骨、煮至軟腍、切細碎 

 

復康部 

言語治療師 

廖倩宜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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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務部 

         

    大家好！由於院舍架構重整，於十月份開始廚務部由

我負責統籌廚房事務，實在是一項新的挑戰！第一項任務

是編寫製定八星期的循環餐單，希望透過較固定菜單了解

院友喜好再作修訂，除可迎合院友口味外，更期望加快有

關行政工作。 
 

新添置物資： 
 

 

社工隊長 

吳曉華姑娘 

 

新冰櫃 

 防水電子磅 

訂造不鏽鋼湯桶連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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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設施 

地下男女廁改善工程 

大閘安裝視像通話機 天台泵房更換加壓氣缸 

屋頂鋪上帆布，加強防漏 大浴室加裝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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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部 

耆樂生日會 

秋高氣爽

歡聚樂迎中秋夜  

開心遊車河 

悠閒下午茶 

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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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回顧 

今年十月初，梁倩萍婆婆結束了十餘年的獨居生活，搬至本院居住。入住不過月餘，有感梁

婆婆已順利過渡，適應了新的生活環境。 
 

梁婆婆性格比較文靜，由於聽力下降，平時少與他人交談。喜歡在床邊閱讀報紙雜誌，或是

執拾個人物品。方寸空間，整理得井井有條。當筆者向梁婆婆表示想了解她的生命故事時，她仿

彿打開話匣，慷慨地與筆者分享她的過往人生。 
 

梁婆婆今年 96 歲，出生於廣東開平，家中有十個兄弟姊妹，她是最小的妹妹，在當地可算

作大家族。父親接受過教育，在鄉下做中醫，有時亦幫鄉親寫字，家境比較富裕，十幾歲時便經

常來往香港。但受傳統思想影響，作為女兒的她並沒有機會讀書。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家境轉

差，生活變得艱難。於是，梁婆婆便和親人一道去廣州另求出路。然而環境動蕩，工作機會稀

缺。幾經轉折下，經朋友介紹，她得到一份在大船上做清潔的工作。 
 

當時的大船往來廣東與廣西之間，船程大約五日。她主要負責清潔船艙客房、做飯，幫乘客

搬行李，斟茶遞水等。經常需要值夜班，沒有人工，收入主要來自客人們的小費。但勝在包食，

又可以住在船上，基本溫飽無憂。她也更因此結識了一同工作的丈夫，隨後結婚，過上一段相對

平穩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解放之後，船廠關閉。政府要求梁婆婆回鄉發展生產，但家中已無田地。失

去生計之下，兩夫婦決定往香港尋求新的機會。梁婆婆表示當時大陸管理十分嚴格，出境困難，

但她堅持不懈，終於在 1954 年來到香港。 
 

來到香港後的梁婆婆迅速找到一份住家工的工作，每月有三十多元的人工。對當時的生活而

言，已是非常可觀。後來因為女兒出世，為了照顧女兒而休息了一段時間。 
 

當時正是香港紡織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丈夫在製衣廠找到工作，梁婆婆隨後亦加入。這裡有

一個小插曲，申領香港身份證件時，由於職員的字體潦草，誤將梁婆婆的出生年份 1926 寫作

1936，梁婆婆雖然當場提出更正，但也遭拒絕。錯有錯著，當製衣廠招工時，這個錯誤卻令她符

合了聘用的年齡要求，順利入職。 

 

離開製衣廠後，梁婆婆購入衣車在家工作 年輕時身著親手製作的旅行套裝 



16 

 

生命回顧 

梁婆婆所在的製衣廠頗具規模，有製作乾濕褸、「太空褸」、沙灘褲等的流水線。對於製衣

的每一個環節，她都瞭如指掌。工廠十分看重效率，工人工作時，都會有管理層計時。因為技術

出眾，梁婆婆被安排到比較優譽的部門，專門負責做衣領。她形容當時的自己“一人頂三人”，

做得又快又好，所以每次出糧都數一數二，十分受老闆器重。 

 

就這樣做了廿多年，很少休息。每日天光未明已備好飯餸後，便外出工作，到工廠一坐就是

十多小時，風雨不改。梁婆婆表示因為每日需要坐很長時間，以致於“睇到凳都驚”，去朋友家

中做客都不願意坐下，亦因長時間高負荷的工作帶來其他後遺症，為了保持精力，她每日會飲三

杯咖啡，加煉奶和糖。梁婆婆認為自己後來患上糖尿病，或與這些生活習慣不無關係。 

 

隨著時代變遷，香港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梁婆婆工作的製衣廠需要北遷。梁婆婆便買了一

架衣車，在家中幫替本地的小型製衣廠做加工工作。直至到年紀越來越大，視力變差，才徹底退

休。 

 

梁婆婆現在仍穿著自己親手製作的衣服，更視若珍寶，好好保存。退休後，梁婆婆的生活平

靜，丈夫去世後便一直獨居。為了自己的長遠照顧，婆婆幾年前主動申請輪候院舍。 

 

回顧梁婆婆的一生，起起伏伏，但交談的過程中筆者清晰感受到梁婆婆平靜的心態。梁婆婆

用“專注”一詞為自己做總結，形容自己“一世人無偏離”。就像入住院舍，她認為很多事情只

要下定決心就不會有太多憂慮。入住後感覺環境寬敞，職員和善，令她更加安心。我們亦希望每

一位長者都可以帶著這份“安心”在沈馬度過晚年。 

梁婆婆有空便會整理自已親手制作的衣服 年輕時會穿著親手製作的旅行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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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標準十四    私隱及保障 
 
 

私隱:  本院有責任確保服務使用者在接受本院的服務過程中之私隱得以尊重及保障；

在可能的情況下，服務使用者應有適當私人空間進行活動，而不會被他人窺視或偷聽。   

 

執行項目： 
 

● 本院已制定「換尿片指引」及「沐浴指引」，以保障服務使用者於接受護理程序時之私

隱。 

● 本院定期透過不同的渠道向服務使用者及職員進行「保障私隱」的教育工作。 

● 教育渠道：新入職員工導向、員工手冊、新入住院友導向，樓務會議、SQS 聚焦小組。 

● 本院提供「活動室」予服務使用者，在需要時借用以進行個人活動。 

 

個人資料保密：基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密精神及尊重個人私隱的權利，本院有

責任確保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享有保密權利。本院職員處理有關收集、記錄、儲存、查閱、

發佈及轉移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時，必須確保服務使用者之個人資料保密的權利得到尊重和

保護。 

 

執行項目： 

 

● 本院只會向服務使用者收集必須的個人資料。 

● 在收集或轉移服務使用者之資料時，需先取得服務使用者或其保證人的同意。 

● 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均會以保密的方式處理及存放。例如：上鎖文件櫃、設入密碼登

入的電腦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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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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 02/22 03/22 04/22 05/22 06/22 

(a) 上月院友人數 210 211 208 185 178 181 

(b) 新入住人數 2 3 0 2 4 7 

(c) 退院人數 1 6 23 9 1 3 

(d) 本月院友人數=[(a) + (b) - (c)] 211 208 185 178 181 185 

(e) 入住率 97% 96% 85% 82% 8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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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0 

02 16 15 1 

03 15 15 0 

04 12 12 0 

05 19 19 0 

06 12 12 0 

總數 79 78 1 

                                                                                                                              

兩季度新入

住院友人數 

21 年第四、22 年第一季度完成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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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 95% 2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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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捐助 福有攸歸 

佛教何南金中學       曾瑞雲       朱少玲 
 

噶瑪迦珠(香港)佛學會有限公司  陳慧明 
 

王有娣 
 
(截至 2022-1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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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期間，院友的社交活動、感官刺激及認知訓練難免會

受到不同程度之影響。但隨著本院認知無障礙計劃之各項設施的

添置及應用，讓院友的生活質素於此疫情新常態下仍能得以提

升，並為日後復常之院舍生活作好準備。 

 編者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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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