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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refirstontario.ca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耆暉基金會 

社區籌款活動照片花絮（2017 年 12月至 2018 年 5 月）  

自 2008 年以來，耆暉會就設立

了機構的道德規範委員會，致

力於幫助面對道德疑惑的員工

尋找解決方案 。 

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開的道

德規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會

著重探討了機構內部檢舉的有

關制度。檢舉制度與措施對於

機構管理監督非常重要，可為

員工提供一個安全、有效的途

徑來指出機構內部存在的問題

或不當行為。而揭發檢舉常常

無法避免地會涉及到一些道德

問題——尤其對於舉報人來

說，很多時候他們心中對於是

否應該舉報身邊的同事也存有

疑慮和矛盾。 

因此，道德規範委員會將與人

力資源部合作，仔細審查現行

檢舉制度並參考業內的最佳做

法和模式，以更新並制定透明

公正的檢舉制度，保護檢舉人

（包括義工、員工及董事會成

員等）免受任何報復，支持大

家通過合適的途徑采取行動制

止不當的行為，一起努力維護

職場的安全、維護機構的服務

質素及聲譽。 

耆暉會「道德規範委員會」由Don Pol-

lock牧師與吳新英醫生共同主持，為處理

複雜的道德困局提供支持、指導。如有疑

問，請與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的行政總監莊

焯維聯絡： 

905-695-1151或  

Raymond.chong@carefirstontario.ca  

六月——長者月！ 

2018年6月是安大略省第34個長者月！ 長者一直為我們的社區做出貢獻，我們可以從他

們的智慧、友愛和經驗中受益。 今年的主題是「是時候作新嘗試」，提醒大家年齡不應 

成為豐盛生活的障礙。 樂享新愛好、新消遣永不嫌晚，還能增強長者們的個人幸福感！  

      “最近我開始參加耆暉的舞蹈班，既可以鍛煉身體，又結交到新朋友。” 

——長者S. Ying 

藉著長者月，我們應該關注到： 

長者的健康和福祉與所有人相關，亦可進一步影響

到整個社區的健康與福祉。 耆暉會將於6月23日舉
辦慈善步行活動、健康與家庭同樂日，其中亦將包
括一系列長者健康相關講座。  

長者一直在為我們社區的活力作出巨大貢獻。6月23
日也將是耆暉會的開放日，向大眾介紹耆暉會提供
的資源和服務。這些資源與服務都離不開始終信任
耆暉會並參與我們服務及活動之中的長者。 

長者亦一直作為領袖、導師、義工以及其他重要而
積極的成員在為社區用心出力。在耆暉會六月的不同活動中，我們也將積極傾聽長
者的反饋意見，從而在未來進一步改善長者在耆暉會的體驗，支持長者在社區中有
更豐盛的生活。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年度員工退修會  
 

為了能夠給我們的客戶提供優質的家庭醫療服務，我們需要整個醫療

團隊的參與和努力。 2018年2月21日，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的全體醫療

服務相關人員齊參與週年員工退修會（包括醫生、專業醫護人員團隊
以及行政人員）。當日，大家一起根據當前環境調研和服務反饋所收
集到的人口需要及服務缺口信息進行了詳細討論，制定了耆暉家庭醫

療中心2018-2019年度的服務策略計劃。 

通過策略規劃，我們成立了兩個新的工作小組： 

 隱私保護委員會：定期審查當前的制度和工作程序，並定期進行

隱私安全審計，以確保病人信息的安全。 

 記憶診所：為患有失智症的長者提供一系列專業、優質、高效的

服務。  

優質服務之路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繼順利於2016年完成了加

拿大優質服務鑑證的先導鑑證後，將於2018

年10月接受加拿大優質服務鑑證局的現場考
察。這將是我們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的其中一
步。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自願申請優質服務鑑證是

因為我們相信在加拿大優質服務鑑證局高標

准的要求下，接受鑑證的過程能夠促使我們

更加努力地提高服務質素，同時也是對我們

組織運營過程中質素和安全的一個專業而全

面的評估。 

在接下來裡的幾個月裡，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將會繼續全力以赴提供高質素服務、完善風

險管理，繼續維持並進一步加強安全優質的

服務環境。 

在此也特別鳴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所有病

人、合作夥伴、員工以及董事會成員們，您

們是我們在優質服務之路不斷進步前行的動

力。  

鞏固士嘉堡地區的基礎醫療服務 

—— 基礎醫療服務機構攜手改善服務的便捷性及公平性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一直以來都大力支持改善服務的便捷性

及公平性，同時，我們也積極參與和促進跨專業領域醫療保健

服務及醫療服務機構間的合作。 

        2018年5月4日，耆暉與中東區醫療整合網絡（LHIN）以及士嘉堡地區多個基礎醫療服務機構的代表一起出席

了安省政府關於士嘉堡社區健康中心（Scarborough Centre for Healthy Communities）將作為領導機構帶領地

區內多家基礎醫療服務機構間合作的發佈會。 參與合作的機構包括耆暉家庭醫療中心、Scarborough Academic 

家庭醫療中心、East GTA 家庭醫療中心、TAIBU 社區醫療中心、 康福心理健康協會、Providence Healthcare、

Canadian Centre for Refugee and Immigrant Health Care、North East Scarborough FHO以及Platinum 

Medical FHO等。安省政府將提供$1,950,000加幣用於進一步發展跨專業領域基礎醫療服務及合作。此合作的主要

目標之一是幫助單獨行醫的醫生的病人也能方便地獲得跨專業領域醫務人員的服務。 

        此次合作還將與中東區醫療整合網絡一起，共同創建一個基礎醫療服務社區。這個社區將包含士嘉堡北部和南

部的所有基礎醫療服務機構，而士嘉堡其他區域的病人及基礎醫療服務社區也將受惠。  

道德規範 

耆暉職業培訓中心  

 個人護理員證書課程 

全日制： 2018 年 9 月 

 陪月員培訓課程 

普通話： 2018 年 6 月 9 日及 16 日 

廣東話： 2018 年 7 月 23、25 及 27 日 

 家務助理培訓課程 

廣東話： 2018 年 6 月 18、20 及 22 日 

 食物處理人員認證課程 

廣東話： 2018 年 7 月 28 日 

地址： 300 Silver Star Blvd., Scarborough 

查詢： 416-847-2767 或 training@carefirstontario.ca  

耆暉清潔服務  

我們提供商業/醫務辦公室及

家居清潔服務，包括： 

 例行辦公室/家居清潔 

 細節清潔 

 季節性清潔 

 入伙前或搬遷清潔  

 

查詢或免費估價 

416-847-0284 

場地租用 

本中心可為會議、課程講座、靜態展覽、發表會、記

者會、聚會餐敘、教育訓練等活動提供場地租用服

務。可供租用的空間包括： 

 教室 

 會議室 

 禮堂 

 多功能廳 

 舞蹈室 

 音樂室 
 

查詢或預約，請致電： 416-502-2323  

誠聘  
 個人護理員 

 家務助理員 
查詢有關詳情，請聯絡  
416-847-6005 或  

hr@carefirstontario.ca 

慈善捐款  

耆暉會歡迎任何慈善捐款。你的慷慨捐
款能夠幫助和改變有需要人士的生活。 

加幣$20 元或以上的捐款可以收到報稅收據。慈
善註冊號碼 #10691 5861 RR0001 

耆暉會致力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如閣下於到訪本會各中心時需要協助，可預先通知

耆暉會，讓我們能夠作適當的配合。 

        這個安省長者月的主題是「是時候作新嘗試」。耆暉很高興宣佈 6 月起啟

用全新網站 www.carefirstontario.ca 。 新網站會以全新面貌幫助大家更方便地

查詢耆暉的服務與資訊。  

        耆暉非常認同持續學習、更新目標及豐盛人生的重要性。 耆暉提倡「綜合

整體服務」模式，以專業的服務以及關懷的態度致力於為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

中心」，讓長者可於方便舒適的環境中學習各項新興趣。  

        希望讀者都能盡情享受這個美好的夏日，學習

新事物的同時也能與您身邊的長者一同保持年輕的

心態、創造新的美麗記憶！  

——耆暉會會長 譚耀榮醫生 及 首席行政總監 梁樂欣女士 

耆暉週年電話籌款日，

義工在接聽捐款熱線。  

耆暉會會長譚耀榮醫生、書記李錦如

律師及耆暉基金會前會長保延敏向慷

慨支持耆暉週年電話籌款日的萬柏墓

園集團代表李仕宏先生頒發感謝狀。  

2018 耆暉之夜，各位董事及貴

賓齊聚晚宴開場。  

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與名譽顧問潘啟

耀及耆康社中國舞班於耆暉之夜合作

表演粵劇「蝶影紅梨記之酬願」 。 

耆暉多位董事與員工及義工於耆暉

之夜合作帶來華爾茲舞表演 

「Somewhere My Love」 。 

耆暉之夜上 Nattiya 

Kalakshetra 印度舞

蹈團帶來精彩的婆

羅多舞表演。  

耆暉會會長譚耀榮醫生（右一）及耆

暉之夜慈善晚宴兩位主席黃贊育（左

一）與劉焱（左二）共同為 2018 耆

暉之夜主題贊助皇后名粥代表 Fiona 

Cheung 女士頒發感謝狀。  

黃利安夫人的壽宴上，耆暉基金會送上

了禮物與祝福以感謝黃夫人一直以來對

耆暉會的支持（左至右：耆暉基金會司

庫蔡本堅、發展及傳訊總監林順瓊、黃

利安夫人、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名譽

顧問潘啟耀）。  

mailto:raymond.chong@carefirstf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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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會 

士嘉堡 300 Silver Star Blvd.  士嘉堡 3601 Victoria Park Ave. 

列治文山 9893 Leslie St. 

建立互相關懷的鄰里社區 

        衰老不是一種疾病，而是生命的一個過程，然而加拿大的醫療系統並不是針對老齡化的社會而設計的。隨著老齡人口

的快速增長，我們需要一個切實有效、可負擔、無障礙又有效率的醫療系統，以幫助長者盡可能長久地在社區中健康安全

的生活。 

        因此，耆暉會啟動了「建立互相關懷的鄰里健康服務」計劃。本計劃的設計借鑒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建設長者友好城市與社區的倡議。這個發展計劃將推動社區中的長者、呼籲服務提供者、社區領導者、

宗教團體以及商業組織一起緊密為社區及長者服務。 

        耆暉會將通過使用其新購置的流動醫療車進行外展活動，將綜合護理的模式和服務、一站式的體驗（包括面對面及視

像服務）帶進社區，成為社區中連接醫療系統和社會服務系統的紐帶，為社區整體的合作與發展建立基礎。 耆暉會本計劃

相關舉措和活動包括： 

 確定急需服務的人群 

 在社區中推廣并增強大眾對服務的了解 

 提供健康教育 

 發展合作項目，整合本地服務的優勢與資源 

 尋找協作建立虛擬和實際的服務整合中心的機會 

 在服務不足的區域為長者提供支持 

 在服務不足的區域征募和培訓本地居民成為義工為當地長者提供關懷服務和社交支持網絡  

成人日間中心的長者與青年一起慶祝聖帕特里克

節。為本年度的「長幼兩代交流項目」開啟了完

美的序幕。  

A.S.先生正在享受和在耆暉會工作的孫

女一起跳舞的時刻。  

成人日間中心在農曆新年期間邀請了一班義工與我們的長者會面並向他們致意。 最令我們
驚喜的是當中有兩位義工扮演財神, 祝願每人在狗年都得到幸福，健康和喜樂。 義工們還獻
唱中國傳統的新年歌曲，伴隨著長者和員工們一起跳舞，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非常温暖而充
滿活力的下午。  

長者月中女士在尋找復活彩蛋活動中特別興奮，

因為她找到了最後一個被藏起的彩蛋, 是其他人找

不到的。 

在復活節星期一下午， 長者們專心於在復活節

彩蛋上繪製自己喜歡的獨特圖案。  

在剛剛過去的報稅季，耆

暉會的社區支援服務團隊

已經為居住在大多倫多地

區（包括住在老人大厦或

其他物業）的 740多位低

收入長者或家庭連續舉辦

了 19場免費報稅日服

務。 

耆暉會與安省特許專業

會計師恊會多倫多分部

合作， 今年再次為長者

舉辦電子報稅日服務。

我們對合作夥伴和義工

們的培訓，協調和參與

表示最深切的感謝。 

祝賀在 3月春假期間成功完成青年義工領袖

計劃的 10名高中生！ 通過為期 5天的課

程，他們認識老齡化，長者及社區服務，培

養了社區服務行業相關的專業技能，拓展了

人際關係，並在成人日間中心與長者一起完

成了一系列富有創意的項目。  

4月 15日至 21日定為全國義工週。 耆暉會舉辦了為期一週的

「義工是我們的明星(Volunteers Are Our Stars)」活動，以表彰

我們的義工為社區做出的重要貢獻。 許多員工，長者和義工都來

參加這項活動，一起製作彩紙星裝飾活動展板來表達他們的感謝。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Transitional Care Centre）持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可為有較高護理需求的病人提供全天高質素的住宿護理服務，讓家人能夠放心休息一下，也可為

剛出院的病人提供復康護理，幫助他們能安全地回到社區家中。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採用了跨領域的護理方式幫助病人及其家人。我們的專業的護理人員會針對病人的需求制定個人的

護理計劃，以確保能滿足病人的需要。護理計劃中還有同樣位於「耆暉一站式綜合服務中心」的各項服務或活動可供選

擇，例如成人日間中心活動或社區運動和預防跌倒運動班等。 

        從2017年四月至2018年三月, 暫住護理中心為145 位病人提供了超過6100天的優質護理。其中一部分病人於出院後

入住暫住護理中心，他們利用本中心的復康護理項目協助身體康復之後，行動能力上有明顯的改善。例如，入住的病人的

耐力普遍有顯著改善，平均行走距離從進入中心時的8.8米提升到離開中心時的29.5米。這是耆暉暫住護理中心專業團隊有

效的干預和護理在改善身體機能方面取得的成果。  

        為響應由安省健康質量組織（Health Quality Ontario）舉辦的健

康轉變會議的提案征集，士嘉堡紅河谷醫院與耆暉共同合作提交了提案

摘要，並獲得通過。此提案突出了耆暉與醫院在暫住護理中心上合作的

成功，正符合此次會議的主要主題之一：通過重新設計支持優質護理的

系統來提供及改善優質護理。此項合作幫助病人得以在社區中康復或等

待長期護理院的床位，成為減少醫療系統中住院相關支出的創新途徑。 

        我們期待繼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查詢或申請耆暉暫住護理中

心，請致電 416-572-3838。 

2018 年 免費報稅服務  「慈心關懷大使」證書課程  

2018年 4月為耆暉會的寧養關懷月。作為寧

養關懷月的一個主題活動之一，耆暉會與安省

佛學聯社（BENO）合辦了為期五週的「慈心

關懷大使」證書課程。 共有 13名參與者完成

了課程 ，並準備成為寧養探訪義工，為身患末

期病症的個人及其家人帶去符合其文化習慣的

情感支持。  

（特別鳴謝蔡炳勳醫生對此課程的推動與支持）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全國義工週 

義工是我們的明星！ 

News 聚焦 

成人日間中心的歡樂時光 

走向世界的耆暉「綜合整體服務」模式 (INTEGRATE™ Model of Care) 

在安省，耆暉以及我們的「綜合整體服務 」模式一直是綜合服務模式規劃、實踐及評估的先鋒 。綜合統籌、全面、無縫連接和及

時的服務已經成為國際上共同的目標與發展趨勢， 而耆暉的「綜合整體服務」模式也開始在國際上受到業界的關注，並於近期多

次被邀在國際會議上演講並分享我們的經驗。  

梁樂欣女士（左二，耆暉會首席行政總監）與 James 

Meloche 先生（右一，耆暉 Global Solutions 首席行政

總監）受邀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的

第一屆亞太地區綜合整體服務會議（1s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are）上演講並分享。（左

一為耆暉會高級護理服務總監梅羅妙玲女士）。  

總部位於英國蘇格蘭的國際綜合整體服務基金會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Care）於

2018年一月17日舉辦一場國際網絡會議，梁樂欣女士

及James Meloche先生受邀演講並分享。  

2018 年二月 3 日梁樂欣女士（左二）受邀到於新加

坡舉辦的世界綜合整體服務會議（Global Confer-

ence on Integrated Care）演講並分享。（左一為

耆暉會高級護理服務總監 Angie Saini 女士；右一為

社區發展總監梁慧萍女士）  

參加世界綜合整體服務會議中的梁樂欣女士、

Angie Saini 女士與 Dr. Samir Sinha（左二，多

倫多西乃山醫療系統及大學醫療網絡老年醫學總

監）與 Dr. Jason Cheah（右二，新加坡綜合整體

服務組織首席行政總監）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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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會 

士嘉堡 300 Silver Star Blvd.  士嘉堡 3601 Victoria Park Ave. 

列治文山 9893 Leslie St. 

建立互相關懷的鄰里社區 

        衰老不是一種疾病，而是生命的一個過程，然而加拿大的醫療系統並不是針對老齡化的社會而設計的。隨著老齡人口

的快速增長，我們需要一個切實有效、可負擔、無障礙又有效率的醫療系統，以幫助長者盡可能長久地在社區中健康安全

的生活。 

        因此，耆暉會啟動了「建立互相關懷的鄰里健康服務」計劃。本計劃的設計借鑒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建設長者友好城市與社區的倡議。這個發展計劃將推動社區中的長者、呼籲服務提供者、社區領導者、

宗教團體以及商業組織一起緊密為社區及長者服務。 

        耆暉會將通過使用其新購置的流動醫療車進行外展活動，將綜合護理的模式和服務、一站式的體驗（包括面對面及視

像服務）帶進社區，成為社區中連接醫療系統和社會服務系統的紐帶，為社區整體的合作與發展建立基礎。 耆暉會本計劃

相關舉措和活動包括： 

 確定急需服務的人群 

 在社區中推廣并增強大眾對服務的了解 

 提供健康教育 

 發展合作項目，整合本地服務的優勢與資源 

 尋找協作建立虛擬和實際的服務整合中心的機會 

 在服務不足的區域為長者提供支持 

 在服務不足的區域征募和培訓本地居民成為義工為當地長者提供關懷服務和社交支持網絡  

成人日間中心的長者與青年一起慶祝聖帕特里克

節。為本年度的「長幼兩代交流項目」開啟了完

美的序幕。  

A.S.先生正在享受和在耆暉會工作的孫

女一起跳舞的時刻。  

成人日間中心在農曆新年期間邀請了一班義工與我們的長者會面並向他們致意。 最令我們
驚喜的是當中有兩位義工扮演財神, 祝願每人在狗年都得到幸福，健康和喜樂。 義工們還獻
唱中國傳統的新年歌曲，伴隨著長者和員工們一起跳舞，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非常温暖而充
滿活力的下午。  

長者月中女士在尋找復活彩蛋活動中特別興奮，

因為她找到了最後一個被藏起的彩蛋, 是其他人找

不到的。 

在復活節星期一下午， 長者們專心於在復活節

彩蛋上繪製自己喜歡的獨特圖案。  

在剛剛過去的報稅季，耆

暉會的社區支援服務團隊

已經為居住在大多倫多地

區（包括住在老人大厦或

其他物業）的 740多位低

收入長者或家庭連續舉辦

了 19場免費報稅日服

務。 

耆暉會與安省特許專業

會計師恊會多倫多分部

合作， 今年再次為長者

舉辦電子報稅日服務。

我們對合作夥伴和義工

們的培訓，協調和參與

表示最深切的感謝。 

祝賀在 3月春假期間成功完成青年義工領袖

計劃的 10名高中生！ 通過為期 5天的課

程，他們認識老齡化，長者及社區服務，培

養了社區服務行業相關的專業技能，拓展了

人際關係，並在成人日間中心與長者一起完

成了一系列富有創意的項目。  

4月 15日至 21日定為全國義工週。 耆暉會舉辦了為期一週的

「義工是我們的明星(Volunteers Are Our Stars)」活動，以表彰

我們的義工為社區做出的重要貢獻。 許多員工，長者和義工都來

參加這項活動，一起製作彩紙星裝飾活動展板來表達他們的感謝。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Transitional Care Centre）持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可為有較高護理需求的病人提供全天高質素的住宿護理服務，讓家人能夠放心休息一下，也可為

剛出院的病人提供復康護理，幫助他們能安全地回到社區家中。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採用了跨領域的護理方式幫助病人及其家人。我們的專業的護理人員會針對病人的需求制定個人的

護理計劃，以確保能滿足病人的需要。護理計劃中還有同樣位於「耆暉一站式綜合服務中心」的各項服務或活動可供選

擇，例如成人日間中心活動或社區運動和預防跌倒運動班等。 

        從2017年四月至2018年三月, 暫住護理中心為145 位病人提供了超過6100天的優質護理。其中一部分病人於出院後

入住暫住護理中心，他們利用本中心的復康護理項目協助身體康復之後，行動能力上有明顯的改善。例如，入住的病人的

耐力普遍有顯著改善，平均行走距離從進入中心時的8.8米提升到離開中心時的29.5米。這是耆暉暫住護理中心專業團隊有

效的干預和護理在改善身體機能方面取得的成果。  

        為響應由安省健康質量組織（Health Quality Ontario）舉辦的健

康轉變會議的提案征集，士嘉堡紅河谷醫院與耆暉共同合作提交了提案

摘要，並獲得通過。此提案突出了耆暉與醫院在暫住護理中心上合作的

成功，正符合此次會議的主要主題之一：通過重新設計支持優質護理的

系統來提供及改善優質護理。此項合作幫助病人得以在社區中康復或等

待長期護理院的床位，成為減少醫療系統中住院相關支出的創新途徑。 

        我們期待繼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查詢或申請耆暉暫住護理中

心，請致電 416-572-3838。 

2018 年 免費報稅服務  「慈心關懷大使」證書課程  

2018年 4月為耆暉會的寧養關懷月。作為寧

養關懷月的一個主題活動之一，耆暉會與安省

佛學聯社（BENO）合辦了為期五週的「慈心

關懷大使」證書課程。 共有 13名參與者完成

了課程 ，並準備成為寧養探訪義工，為身患末

期病症的個人及其家人帶去符合其文化習慣的

情感支持。  

（特別鳴謝蔡炳勳醫生對此課程的推動與支持）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全國義工週 

義工是我們的明星！ 

News 聚焦 

成人日間中心的歡樂時光 

走向世界的耆暉「綜合整體服務」模式 (INTEGRATE™ Model of Care) 

在安省，耆暉以及我們的「綜合整體服務 」模式一直是綜合服務模式規劃、實踐及評估的先鋒 。綜合統籌、全面、無縫連接和及

時的服務已經成為國際上共同的目標與發展趨勢， 而耆暉的「綜合整體服務」模式也開始在國際上受到業界的關注，並於近期多

次被邀在國際會議上演講並分享我們的經驗。  

梁樂欣女士（左二，耆暉會首席行政總監）與 James 

Meloche 先生（右一，耆暉 Global Solutions 首席行政

總監）受邀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的

第一屆亞太地區綜合整體服務會議（1s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are）上演講並分享。（左

一為耆暉會高級護理服務總監梅羅妙玲女士）。  

總部位於英國蘇格蘭的國際綜合整體服務基金會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Care）於

2018年一月17日舉辦一場國際網絡會議，梁樂欣女士

及James Meloche先生受邀演講並分享。  

2018 年二月 3 日梁樂欣女士（左二）受邀到於新加

坡舉辦的世界綜合整體服務會議（Global Confer-

ence on Integrated Care）演講並分享。（左一為

耆暉會高級護理服務總監 Angie Saini 女士；右一為

社區發展總監梁慧萍女士）  

參加世界綜合整體服務會議中的梁樂欣女士、

Angie Saini 女士與 Dr. Samir Sinha（左二，多

倫多西乃山醫療系統及大學醫療網絡老年醫學總

監）與 Dr. Jason Cheah（右二，新加坡綜合整體

服務組織首席行政總監）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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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會 

士嘉堡 300 Silver Star Blvd.  士嘉堡 3601 Victoria Park Ave. 

列治文山 9893 Leslie St. 

建立互相關懷的鄰里社區 

        衰老不是一種疾病，而是生命的一個過程，然而加拿大的醫療系統並不是針對老齡化的社會而設計的。隨著老齡人口

的快速增長，我們需要一個切實有效、可負擔、無障礙又有效率的醫療系統，以幫助長者盡可能長久地在社區中健康安全

的生活。 

        因此，耆暉會啟動了「建立互相關懷的鄰里健康服務」計劃。本計劃的設計借鑒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建設長者友好城市與社區的倡議。這個發展計劃將推動社區中的長者、呼籲服務提供者、社區領導者、

宗教團體以及商業組織一起緊密為社區及長者服務。 

        耆暉會將通過使用其新購置的流動醫療車進行外展活動，將綜合護理的模式和服務、一站式的體驗（包括面對面及視

像服務）帶進社區，成為社區中連接醫療系統和社會服務系統的紐帶，為社區整體的合作與發展建立基礎。 耆暉會本計劃

相關舉措和活動包括： 

 確定急需服務的人群 

 在社區中推廣并增強大眾對服務的了解 

 提供健康教育 

 發展合作項目，整合本地服務的優勢與資源 

 尋找協作建立虛擬和實際的服務整合中心的機會 

 在服務不足的區域為長者提供支持 

 在服務不足的區域征募和培訓本地居民成為義工為當地長者提供關懷服務和社交支持網絡  

成人日間中心的長者與青年一起慶祝聖帕特里克

節。為本年度的「長幼兩代交流項目」開啟了完

美的序幕。  

A.S.先生正在享受和在耆暉會工作的孫

女一起跳舞的時刻。  

成人日間中心在農曆新年期間邀請了一班義工與我們的長者會面並向他們致意。 最令我們
驚喜的是當中有兩位義工扮演財神, 祝願每人在狗年都得到幸福，健康和喜樂。 義工們還獻
唱中國傳統的新年歌曲，伴隨著長者和員工們一起跳舞，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非常温暖而充
滿活力的下午。  

長者月中女士在尋找復活彩蛋活動中特別興奮，

因為她找到了最後一個被藏起的彩蛋, 是其他人找

不到的。 

在復活節星期一下午， 長者們專心於在復活節

彩蛋上繪製自己喜歡的獨特圖案。  

在剛剛過去的報稅季，耆

暉會的社區支援服務團隊

已經為居住在大多倫多地

區（包括住在老人大厦或

其他物業）的 740多位低

收入長者或家庭連續舉辦

了 19場免費報稅日服

務。 

耆暉會與安省特許專業

會計師恊會多倫多分部

合作， 今年再次為長者

舉辦電子報稅日服務。

我們對合作夥伴和義工

們的培訓，協調和參與

表示最深切的感謝。 

祝賀在 3月春假期間成功完成青年義工領袖

計劃的 10名高中生！ 通過為期 5天的課

程，他們認識老齡化，長者及社區服務，培

養了社區服務行業相關的專業技能，拓展了

人際關係，並在成人日間中心與長者一起完

成了一系列富有創意的項目。  

4月 15日至 21日定為全國義工週。 耆暉會舉辦了為期一週的

「義工是我們的明星(Volunteers Are Our Stars)」活動，以表彰

我們的義工為社區做出的重要貢獻。 許多員工，長者和義工都來

參加這項活動，一起製作彩紙星裝飾活動展板來表達他們的感謝。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Transitional Care Centre）持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可為有較高護理需求的病人提供全天高質素的住宿護理服務，讓家人能夠放心休息一下，也可為

剛出院的病人提供復康護理，幫助他們能安全地回到社區家中。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採用了跨領域的護理方式幫助病人及其家人。我們的專業的護理人員會針對病人的需求制定個人的

護理計劃，以確保能滿足病人的需要。護理計劃中還有同樣位於「耆暉一站式綜合服務中心」的各項服務或活動可供選

擇，例如成人日間中心活動或社區運動和預防跌倒運動班等。 

        從2017年四月至2018年三月, 暫住護理中心為145 位病人提供了超過6100天的優質護理。其中一部分病人於出院後

入住暫住護理中心，他們利用本中心的復康護理項目協助身體康復之後，行動能力上有明顯的改善。例如，入住的病人的

耐力普遍有顯著改善，平均行走距離從進入中心時的8.8米提升到離開中心時的29.5米。這是耆暉暫住護理中心專業團隊有

效的干預和護理在改善身體機能方面取得的成果。  

        為響應由安省健康質量組織（Health Quality Ontario）舉辦的健

康轉變會議的提案征集，士嘉堡紅河谷醫院與耆暉共同合作提交了提案

摘要，並獲得通過。此提案突出了耆暉與醫院在暫住護理中心上合作的

成功，正符合此次會議的主要主題之一：通過重新設計支持優質護理的

系統來提供及改善優質護理。此項合作幫助病人得以在社區中康復或等

待長期護理院的床位，成為減少醫療系統中住院相關支出的創新途徑。 

        我們期待繼續為社區提供優質服務！查詢或申請耆暉暫住護理中

心，請致電 416-572-3838。 

2018 年 免費報稅服務  「慈心關懷大使」證書課程  

2018年 4月為耆暉會的寧養關懷月。作為寧

養關懷月的一個主題活動之一，耆暉會與安省

佛學聯社（BENO）合辦了為期五週的「慈心

關懷大使」證書課程。 共有 13名參與者完成

了課程 ，並準備成為寧養探訪義工，為身患末

期病症的個人及其家人帶去符合其文化習慣的

情感支持。  

（特別鳴謝蔡炳勳醫生對此課程的推動與支持） 

青年義工領袖計劃 

全國義工週 

義工是我們的明星！ 

News 聚焦 

成人日間中心的歡樂時光 

走向世界的耆暉「綜合整體服務」模式 (INTEGRATE™ Model of Care) 

在安省，耆暉以及我們的「綜合整體服務 」模式一直是綜合服務模式規劃、實踐及評估的先鋒 。綜合統籌、全面、無縫連接和及

時的服務已經成為國際上共同的目標與發展趨勢， 而耆暉的「綜合整體服務」模式也開始在國際上受到業界的關注，並於近期多

次被邀在國際會議上演講並分享我們的經驗。  

梁樂欣女士（左二，耆暉會首席行政總監）與 James 

Meloche 先生（右一，耆暉 Global Solutions 首席行政

總監）受邀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的

第一屆亞太地區綜合整體服務會議（1s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are）上演講並分享。（左

一為耆暉會高級護理服務總監梅羅妙玲女士）。  

總部位於英國蘇格蘭的國際綜合整體服務基金會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Care）於

2018年一月17日舉辦一場國際網絡會議，梁樂欣女士

及James Meloche先生受邀演講並分享。  

2018 年二月 3 日梁樂欣女士（左二）受邀到於新加

坡舉辦的世界綜合整體服務會議（Global Confer-

ence on Integrated Care）演講並分享。（左一為

耆暉會高級護理服務總監 Angie Saini 女士；右一為

社區發展總監梁慧萍女士）  

參加世界綜合整體服務會議中的梁樂欣女士、

Angie Saini 女士與 Dr. Samir Sinha（左二，多

倫多西乃山醫療系統及大學醫療網絡老年醫學總

監）與 Dr. Jason Cheah（右二，新加坡綜合整體

服務組織首席行政總監）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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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耆暉基金會 

社區籌款活動照片花絮（2017 年 12月至 2018 年 5 月）  

自 2008 年以來，耆暉會就設立

了機構的道德規範委員會，致

力於幫助面對道德疑惑的員工

尋找解決方案 。 

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開的道

德規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會

著重探討了機構內部檢舉的有

關制度。檢舉制度與措施對於

機構管理監督非常重要，可為

員工提供一個安全、有效的途

徑來指出機構內部存在的問題

或不當行為。而揭發檢舉常常

無法避免地會涉及到一些道德

問題——尤其對於舉報人來

說，很多時候他們心中對於是

否應該舉報身邊的同事也存有

疑慮和矛盾。 

因此，道德規範委員會將與人

力資源部合作，仔細審查現行

檢舉制度並參考業內的最佳做

法和模式，以更新並制定透明

公正的檢舉制度，保護檢舉人

（包括義工、員工及董事會成

員等）免受任何報復，支持大

家通過合適的途徑采取行動制

止不當的行為，一起努力維護

職場的安全、維護機構的服務

質素及聲譽。 

耆暉會「道德規範委員會」由Don Pol-

lock牧師與吳新英醫生共同主持，為處理

複雜的道德困局提供支持、指導。如有疑

問，請與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的行政總監莊

焯維聯絡： 

905-695-1151或  

Raymond.chong@carefirstontario.ca  

六月——長者月！ 

2018年6月是安大略省第34個長者月！ 長者一直為我們的社區做出貢獻，我們可以從他

們的智慧、友愛和經驗中受益。 今年的主題是「是時候作新嘗試」，提醒大家年齡不應 

成為豐盛生活的障礙。 樂享新愛好、新消遣永不嫌晚，還能增強長者們的個人幸福感！  

      “最近我開始參加耆暉的舞蹈班，既可以鍛煉身體，又結交到新朋友。” 

——長者S. Ying 

藉著長者月，我們應該關注到： 

長者的健康和福祉與所有人相關，亦可進一步影響

到整個社區的健康與福祉。 耆暉會將於6月23日舉
辦慈善步行活動、健康與家庭同樂日，其中亦將包
括一系列長者健康相關講座。  

長者一直在為我們社區的活力作出巨大貢獻。6月23
日也將是耆暉會的開放日，向大眾介紹耆暉會提供
的資源和服務。這些資源與服務都離不開始終信任
耆暉會並參與我們服務及活動之中的長者。 

長者亦一直作為領袖、導師、義工以及其他重要而
積極的成員在為社區用心出力。在耆暉會六月的不同活動中，我們也將積極傾聽長
者的反饋意見，從而在未來進一步改善長者在耆暉會的體驗，支持長者在社區中有
更豐盛的生活。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年度員工退修會  
 

為了能夠給我們的客戶提供優質的家庭醫療服務，我們需要整個醫療

團隊的參與和努力。 2018年2月21日，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的全體醫療

服務相關人員齊參與週年員工退修會（包括醫生、專業醫護人員團隊
以及行政人員）。當日，大家一起根據當前環境調研和服務反饋所收
集到的人口需要及服務缺口信息進行了詳細討論，制定了耆暉家庭醫

療中心2018-2019年度的服務策略計劃。 

通過策略規劃，我們成立了兩個新的工作小組： 

 隱私保護委員會：定期審查當前的制度和工作程序，並定期進行

隱私安全審計，以確保病人信息的安全。 

 記憶診所：為患有失智症的長者提供一系列專業、優質、高效的

服務。  

優質服務之路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繼順利於2016年完成了加

拿大優質服務鑑證的先導鑑證後，將於2018

年10月接受加拿大優質服務鑑證局的現場考
察。這將是我們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的其中一
步。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自願申請優質服務鑑證是

因為我們相信在加拿大優質服務鑑證局高標

准的要求下，接受鑑證的過程能夠促使我們

更加努力地提高服務質素，同時也是對我們

組織運營過程中質素和安全的一個專業而全

面的評估。 

在接下來裡的幾個月裡，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將會繼續全力以赴提供高質素服務、完善風

險管理，繼續維持並進一步加強安全優質的

服務環境。 

在此也特別鳴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所有病

人、合作夥伴、員工以及董事會成員們，您

們是我們在優質服務之路不斷進步前行的動

力。  

鞏固士嘉堡地區的基礎醫療服務 

—— 基礎醫療服務機構攜手改善服務的便捷性及公平性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一直以來都大力支持改善服務的便捷性

及公平性，同時，我們也積極參與和促進跨專業領域醫療保健

服務及醫療服務機構間的合作。 

        2018年5月4日，耆暉與中東區醫療整合網絡（LHIN）以及士嘉堡地區多個基礎醫療服務機構的代表一起出席

了安省政府關於士嘉堡社區健康中心（Scarborough Centre for Healthy Communities）將作為領導機構帶領地

區內多家基礎醫療服務機構間合作的發佈會。 參與合作的機構包括耆暉家庭醫療中心、Scarborough Academic 

家庭醫療中心、East GTA 家庭醫療中心、TAIBU 社區醫療中心、 康福心理健康協會、Providence Healthcare、

Canadian Centre for Refugee and Immigrant Health Care、North East Scarborough FHO以及Platinum 

Medical FHO等。安省政府將提供$1,950,000加幣用於進一步發展跨專業領域基礎醫療服務及合作。此合作的主要

目標之一是幫助單獨行醫的醫生的病人也能方便地獲得跨專業領域醫務人員的服務。 

        此次合作還將與中東區醫療整合網絡一起，共同創建一個基礎醫療服務社區。這個社區將包含士嘉堡北部和南

部的所有基礎醫療服務機構，而士嘉堡其他區域的病人及基礎醫療服務社區也將受惠。  

道德規範 

耆暉職業培訓中心  

 個人護理員證書課程 

全日制： 2018 年 9 月 

 陪月員培訓課程 

普通話： 2018 年 6 月 9 日及 16 日 

廣東話： 2018 年 7 月 23、25 及 27 日 

 家務助理培訓課程 

廣東話： 2018 年 6 月 18、20 及 22 日 

 食物處理人員認證課程 

廣東話： 2018 年 7 月 28 日 

地址： 300 Silver Star Blvd., Scarborough 

查詢： 416-847-2767 或 training@carefirstontario.ca  

耆暉清潔服務  

我們提供商業/醫務辦公室及

家居清潔服務，包括： 

 例行辦公室/家居清潔 

 細節清潔 

 季節性清潔 

 入伙前或搬遷清潔  

 

查詢或免費估價 

416-847-0284 

場地租用 

本中心可為會議、課程講座、靜態展覽、發表會、記

者會、聚會餐敘、教育訓練等活動提供場地租用服

務。可供租用的空間包括： 

 教室 

 會議室 

 禮堂 

 多功能廳 

 舞蹈室 

 音樂室 
 

查詢或預約，請致電： 416-502-2323  

誠聘  
 個人護理員 

 家務助理員 
查詢有關詳情，請聯絡  
416-847-6005 或  

hr@carefirstontario.ca 

慈善捐款  

耆暉會歡迎任何慈善捐款。你的慷慨捐
款能夠幫助和改變有需要人士的生活。 

加幣$20 元或以上的捐款可以收到報稅收據。慈
善註冊號碼 #10691 5861 RR0001 

耆暉會致力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如閣下於到訪本會各中心時需要協助，可預先通知

耆暉會，讓我們能夠作適當的配合。 

        這個安省長者月的主題是「是時候作新嘗試」。耆暉很高興宣佈 6 月起啟

用全新網站 www.carefirstontario.ca 。 新網站會以全新面貌幫助大家更方便地

查詢耆暉的服務與資訊。  

        耆暉非常認同持續學習、更新目標及豐盛人生的重要性。 耆暉提倡「綜合

整體服務」模式，以專業的服務以及關懷的態度致力於為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

中心」，讓長者可於方便舒適的環境中學習各項新興趣。  

        希望讀者都能盡情享受這個美好的夏日，學習

新事物的同時也能與您身邊的長者一同保持年輕的

心態、創造新的美麗記憶！  

——耆暉會會長 譚耀榮醫生 及 首席行政總監 梁樂欣女士 

耆暉週年電話籌款日，

義工在接聽捐款熱線。  

耆暉會會長譚耀榮醫生、書記李錦如

律師及耆暉基金會前會長保延敏向慷

慨支持耆暉週年電話籌款日的萬柏墓

園集團代表李仕宏先生頒發感謝狀。  

2018 耆暉之夜，各位董事及貴

賓齊聚晚宴開場。  

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與名譽顧問潘啟

耀及耆康社中國舞班於耆暉之夜合作

表演粵劇「蝶影紅梨記之酬願」 。 

耆暉多位董事與員工及義工於耆暉

之夜合作帶來華爾茲舞表演 

「Somewhere My Love」 。 

耆暉之夜上 Nattiya 

Kalakshetra 印度舞

蹈團帶來精彩的婆

羅多舞表演。  

耆暉會會長譚耀榮醫生（右一）及耆

暉之夜慈善晚宴兩位主席黃贊育（左

一）與劉焱（左二）共同為 2018 耆

暉之夜主題贊助皇后名粥代表 Fiona 

Cheung 女士頒發感謝狀。  

黃利安夫人的壽宴上，耆暉基金會送上

了禮物與祝福以感謝黃夫人一直以來對

耆暉會的支持（左至右：耆暉基金會司

庫蔡本堅、發展及傳訊總監林順瓊、黃

利安夫人、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名譽

顧問潘啟耀）。  

mailto:raymond.chong@carefirstf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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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耆暉基金會 

社區籌款活動照片花絮（2017 年 12月至 2018 年 5 月）  

自 2008 年以來，耆暉會就設立

了機構的道德規範委員會，致

力於幫助面對道德疑惑的員工

尋找解決方案 。 

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開的道

德規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會

著重探討了機構內部檢舉的有

關制度。檢舉制度與措施對於

機構管理監督非常重要，可為

員工提供一個安全、有效的途

徑來指出機構內部存在的問題

或不當行為。而揭發檢舉常常

無法避免地會涉及到一些道德

問題——尤其對於舉報人來

說，很多時候他們心中對於是

否應該舉報身邊的同事也存有

疑慮和矛盾。 

因此，道德規範委員會將與人

力資源部合作，仔細審查現行

檢舉制度並參考業內的最佳做

法和模式，以更新並制定透明

公正的檢舉制度，保護檢舉人

（包括義工、員工及董事會成

員等）免受任何報復，支持大

家通過合適的途徑采取行動制

止不當的行為，一起努力維護

職場的安全、維護機構的服務

質素及聲譽。 

耆暉會「道德規範委員會」由Don Pol-

lock牧師與吳新英醫生共同主持，為處理

複雜的道德困局提供支持、指導。如有疑

問，請與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的行政總監莊

焯維聯絡： 

905-695-1151或  

Raymond.chong@carefirstontario.ca  

六月——長者月！ 

2018年6月是安大略省第34個長者月！ 長者一直為我們的社區做出貢獻，我們可以從他

們的智慧、友愛和經驗中受益。 今年的主題是「是時候作新嘗試」，提醒大家年齡不應 

成為豐盛生活的障礙。 樂享新愛好、新消遣永不嫌晚，還能增強長者們的個人幸福感！  

      “最近我開始參加耆暉的舞蹈班，既可以鍛煉身體，又結交到新朋友。” 

——長者S. Ying 

藉著長者月，我們應該關注到： 

長者的健康和福祉與所有人相關，亦可進一步影響

到整個社區的健康與福祉。 耆暉會將於6月23日舉
辦慈善步行活動、健康與家庭同樂日，其中亦將包
括一系列長者健康相關講座。  

長者一直在為我們社區的活力作出巨大貢獻。6月23
日也將是耆暉會的開放日，向大眾介紹耆暉會提供
的資源和服務。這些資源與服務都離不開始終信任
耆暉會並參與我們服務及活動之中的長者。 

長者亦一直作為領袖、導師、義工以及其他重要而
積極的成員在為社區用心出力。在耆暉會六月的不同活動中，我們也將積極傾聽長
者的反饋意見，從而在未來進一步改善長者在耆暉會的體驗，支持長者在社區中有
更豐盛的生活。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年度員工退修會  
 

為了能夠給我們的客戶提供優質的家庭醫療服務，我們需要整個醫療

團隊的參與和努力。 2018年2月21日，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的全體醫療

服務相關人員齊參與週年員工退修會（包括醫生、專業醫護人員團隊
以及行政人員）。當日，大家一起根據當前環境調研和服務反饋所收
集到的人口需要及服務缺口信息進行了詳細討論，制定了耆暉家庭醫

療中心2018-2019年度的服務策略計劃。 

通過策略規劃，我們成立了兩個新的工作小組： 

 隱私保護委員會：定期審查當前的制度和工作程序，並定期進行

隱私安全審計，以確保病人信息的安全。 

 記憶診所：為患有失智症的長者提供一系列專業、優質、高效的

服務。  

優質服務之路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繼順利於2016年完成了加

拿大優質服務鑑證的先導鑑證後，將於2018

年10月接受加拿大優質服務鑑證局的現場考
察。這將是我們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的其中一
步。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自願申請優質服務鑑證是

因為我們相信在加拿大優質服務鑑證局高標

准的要求下，接受鑑證的過程能夠促使我們

更加努力地提高服務質素，同時也是對我們

組織運營過程中質素和安全的一個專業而全

面的評估。 

在接下來裡的幾個月裡，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將會繼續全力以赴提供高質素服務、完善風

險管理，繼續維持並進一步加強安全優質的

服務環境。 

在此也特別鳴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所有病

人、合作夥伴、員工以及董事會成員們，您

們是我們在優質服務之路不斷進步前行的動

力。  

鞏固士嘉堡地區的基礎醫療服務 

—— 基礎醫療服務機構攜手改善服務的便捷性及公平性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一直以來都大力支持改善服務的便捷性

及公平性，同時，我們也積極參與和促進跨專業領域醫療保健

服務及醫療服務機構間的合作。 

        2018年5月4日，耆暉與中東區醫療整合網絡（LHIN）以及士嘉堡地區多個基礎醫療服務機構的代表一起出席

了安省政府關於士嘉堡社區健康中心（Scarborough Centre for Healthy Communities）將作為領導機構帶領地

區內多家基礎醫療服務機構間合作的發佈會。 參與合作的機構包括耆暉家庭醫療中心、Scarborough Academic 

家庭醫療中心、East GTA 家庭醫療中心、TAIBU 社區醫療中心、 康福心理健康協會、Providence Healthcare、

Canadian Centre for Refugee and Immigrant Health Care、North East Scarborough FHO以及Platinum 

Medical FHO等。安省政府將提供$1,950,000加幣用於進一步發展跨專業領域基礎醫療服務及合作。此合作的主要

目標之一是幫助單獨行醫的醫生的病人也能方便地獲得跨專業領域醫務人員的服務。 

        此次合作還將與中東區醫療整合網絡一起，共同創建一個基礎醫療服務社區。這個社區將包含士嘉堡北部和南

部的所有基礎醫療服務機構，而士嘉堡其他區域的病人及基礎醫療服務社區也將受惠。  

道德規範 

耆暉職業培訓中心  

 個人護理員證書課程 

全日制： 2018 年 9 月 

 陪月員培訓課程 

普通話： 2018 年 6 月 9 日及 16 日 

廣東話： 2018 年 7 月 23、25 及 27 日 

 家務助理培訓課程 

廣東話： 2018 年 6 月 18、20 及 22 日 

 食物處理人員認證課程 

廣東話： 2018 年 7 月 28 日 

地址： 300 Silver Star Blvd., Scarborough 

查詢： 416-847-2767 或 training@carefirstontario.ca  

耆暉清潔服務  

我們提供商業/醫務辦公室及

家居清潔服務，包括： 

 例行辦公室/家居清潔 

 細節清潔 

 季節性清潔 

 入伙前或搬遷清潔  

 

查詢或免費估價 

416-847-0284 

場地租用 

本中心可為會議、課程講座、靜態展覽、發表會、記

者會、聚會餐敘、教育訓練等活動提供場地租用服

務。可供租用的空間包括： 

 教室 

 會議室 

 禮堂 

 多功能廳 

 舞蹈室 

 音樂室 
 

查詢或預約，請致電： 416-502-2323  

誠聘  
 個人護理員 

 家務助理員 
查詢有關詳情，請聯絡  
416-847-6005 或  

hr@carefirstontario.ca 

慈善捐款  

耆暉會歡迎任何慈善捐款。你的慷慨捐
款能夠幫助和改變有需要人士的生活。 

加幣$20 元或以上的捐款可以收到報稅收據。慈
善註冊號碼 #10691 5861 RR0001 

耆暉會致力提供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如閣下於到訪本會各中心時需要協助，可預先通知

耆暉會，讓我們能夠作適當的配合。 

        這個安省長者月的主題是「是時候作新嘗試」。耆暉很高興宣佈 6 月起啟

用全新網站 www.carefirstontario.ca 。 新網站會以全新面貌幫助大家更方便地

查詢耆暉的服務與資訊。  

        耆暉非常認同持續學習、更新目標及豐盛人生的重要性。 耆暉提倡「綜合

整體服務」模式，以專業的服務以及關懷的態度致力於為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

中心」，讓長者可於方便舒適的環境中學習各項新興趣。  

        希望讀者都能盡情享受這個美好的夏日，學習

新事物的同時也能與您身邊的長者一同保持年輕的

心態、創造新的美麗記憶！  

——耆暉會會長 譚耀榮醫生 及 首席行政總監 梁樂欣女士 

耆暉週年電話籌款日，

義工在接聽捐款熱線。  

耆暉會會長譚耀榮醫生、書記李錦如

律師及耆暉基金會前會長保延敏向慷

慨支持耆暉週年電話籌款日的萬柏墓

園集團代表李仕宏先生頒發感謝狀。  

2018 耆暉之夜，各位董事及貴

賓齊聚晚宴開場。  

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與名譽顧問潘啟

耀及耆康社中國舞班於耆暉之夜合作

表演粵劇「蝶影紅梨記之酬願」 。 

耆暉多位董事與員工及義工於耆暉

之夜合作帶來華爾茲舞表演 

「Somewhere My Love」 。 

耆暉之夜上 Nattiya 

Kalakshetra 印度舞

蹈團帶來精彩的婆

羅多舞表演。  

耆暉會會長譚耀榮醫生（右一）及耆

暉之夜慈善晚宴兩位主席黃贊育（左

一）與劉焱（左二）共同為 2018 耆

暉之夜主題贊助皇后名粥代表 Fiona 

Cheung 女士頒發感謝狀。  

黃利安夫人的壽宴上，耆暉基金會送上

了禮物與祝福以感謝黃夫人一直以來對

耆暉會的支持（左至右：耆暉基金會司

庫蔡本堅、發展及傳訊總監林順瓊、黃

利安夫人、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名譽

顧問潘啟耀）。  

mailto:raymond.chong@carefirstfh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