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耆暉會致力確保所有提供的服務

均符合最高道德行為標準。耆暉

會建立了一套全面的道德規範框

架，並堅持實踐這些準則。這個

道德規範框架包括：道德行為守

則、職業道德政策及程序、倫理

決策指南和董事會帶領的倫理委

員會。我們所有員工和管理層成

員亦定期參與機構提供的活動，

培養道德操守。 

我們相信員工的參與有助我們堅

持遵守道德行為標準，因此，我

們的標準適用於機構中每一個階

層。耆暉會有著名生物倫理學學

者Kerry Bowman博士及耆暉會倫

理委員會的鼎力支持，指導我們

在面對任何複雜的困境時作出最

佳選擇。 

甚麼是道德倫理議題？ 

表面上，參與學術研究未必屬於

道德倫理議題，但我們在確定接

受邀請參與學術研究之前，也會

考慮以下一些問題： 

 研究目的是甚麼？您為甚麼

會選擇耆暉會？ 

 研究如何令耆暉會的服務使

用者/病人有所得着？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是否接觸

到弱勢社群？ 

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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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老化，社區對護理服務的需求日益上升，耆暉會致力為長者及

弱勢社群提供服務及擴闊服務範圍。早於安省推行醫療改革之前，耆暉

會已經提供綜合護理服務。在2012和2015年，耆暉會的管理團隊遠赴美

國三藩市了解當地成功實行的PACE護理模式。此後，我們一直努力將

這個護理模式框架與耆暉會的「綜合整體服務」模式融合並一併發展。 

耆暉會和安省衛生廳都以發展綜合護理系統為目標。我們已經與各個衛

生及社會服務機構建立跨專業的合作關係，並積極參與發展安省健保團

隊，主要是北約克中部﹑東約克地區及北杜林，以及士嘉堡的醫療團

隊。這些團隊將會為我們的服務使用者在醫療系統中導航。

我們的首要忠旨仍是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護理及關懷，以

及維持社區的蓬勃發展。 

— 首席行政總監 梁樂欣女士  

如有任何有關道德倫理的問題或

關注，請與耆暉會人力資源總監

Mindy Ginsler 聯絡： 

mindy.ginsler@carefirstontario.ca 或 

416-847-6006. 

 

現時全球不少的健保政策改革都朝著“綜合護理服務”的方向前進。綜

合護理服務指為各年齡階層的病人提供全面、有效及無縫的服務，服務

內容包括合併診斷、治療、護理、復健、健康促進及社區護理。耆暉會

及耆暉家庭醫療中心合力為服務使用者及家屬提供最高質素的綜合基礎

衛生保健及社區護理服務。 

為甚麼要選擇綜合護理服務？ 

2019年6月是安省第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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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知道長者的健康對整

個社區的健康和福祉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能在長者身

上學會不同的技能和知識；長者擔任領袖、導師和

義工等角色，為社區服務，造福人群。未來，耆暉

會將繼續積極用心聆聽長者的意見，為他們提供更

好體驗，支持長者活出充實又豐盛的人生。 

Connection 

長者月 

首席行政總監的話 



 

社區及善終關懷教育計劃 
根據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的資

料，75%的加拿大人傾向選擇在家善終；然而，

為此得到相關護理服務的人卻不多，而用特定語

言提供的善終關懷服務就更難以取得。面對日益

增長的需求，耆暉會開展了社區及善終關懷教育

計劃 (Community & Hospice Care Education Pro-

gram)。這項計劃旨在改善絕症患者的生活素

質。參與計劃的義工會接受訓練，為患者提供符

合文化和語言習慣的護理服務。計劃非常受歡

迎，20 位參與者均表示學習到許多有關紓緩護理

和實用的溝通技巧，獲益良多。完成計劃後，參

加者就會成為善終關懷義工，陪伴有需要人士，

為他們提供支援。 

預防及認識老人虐待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60歲或以上的長者中，每6

人就有1人在社區裡受到的某種形式的虐待。為

了讓長者可以保護自己，為他們提供方便的服

務、教育和資源是勢在必行的。 

老人虐待是指任何危害到長者健康、安全及個

人福祉的積極或消極行為。最常見的虐待形式

包括但不限於：身體虐待、心理、侵吞長者財

產、性虐待以至疏忽照顧及遺棄。大多數受虐

者都是有思考能力，能為自己決策，並且認識

及信任施虐者。 

今年6月，耆暉會保護長者華語教育及預防計劃

將設置展板展示相關資訊和舉辦工作坊，以提

高意識，打擊虐待老人現象。計劃將定期舉行

不同富教育意義的活動。 

如欲了解詳情，請致電 416-502-2323 ext. 6143 

感謝 Ping Fun Choy 醫生(前排右二) 和我們的員工共同設計社

區及善終關懷教育計劃，圖上是新一批完成訓練的義工。 

耆暉會提供的保護長者華語熱線服務，服務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如需要獲得更多資訊、

資源或支援，歡迎致電 416-502-2321。致電者資料將完全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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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暫住護理中心 (Transitional Care Centre) 

適逢安省政府正極力尋找可以解決「醫院走廊治療」現象

(hallway medicine)和舒緩醫院床位短缺問題的創新方法，耆暉暫

住護理中心在未來一年有望可以抓緊機遇，繼續發展。我們早

前與士嘉堡醫院網絡合作，為患有急性疾病而剛出院的病人提

供復康護理，幫助他們安全回家。這個合作方案也為醫療保健

系統節省了大量資源。耆暉會將繼續與不同伙伴合作，建設一

個更一體化、更可持續的系統。  

耆暉暫住護理中心亦歡迎成人日間中心的員工為暫住的客人提

供活動，包括小組練習和其他豐富有趣的活動，讓他們在逗留

時間的生活更健康美滿。 

 在加拿大，每10個人就有1個人患有

慢性腎病 

 糖尿病是腎衰竭的其中一個主因 

 腎病或腎功能衰竭的症狀包括但不
限於尿毒症、腿部抽筋、疲累和怕
冷 

 現時在加拿大有大約 4,300人在器官

移植的等候名單上，其中 78%正等

待腎臟移植 

 患者平均需要等候 4年才能接受遺體

器官捐贈 

 現時尚未有方法根治腎臟疾病 

你知道嗎？* 

營養師教授如何準備糖尿病人可食用的餐點。 

 耆暉長期病患管理中心 
 

 今年 2 月，耆暉會與開辦全省最大腎病科的士嘉堡醫院

網絡合作開展了綜合透析護理計劃(IDC) ，支援接受腹

膜透析的病人，並為他們提供其他服務，以改善他們的

生活素質。綜合透析護理計劃充分地展示了急症護理和

社區關懷的融合，讓患者可以安在家中得到適當照料；

計劃也為他們提供了不同工具和資源，助他們管理自己

的病情。患者和照料者的意見及好評給了我們莫大鼓

舞，我們將繼續努力，為社區服務。 

如欲了解耆暉暫住護理中心的詳情及收費細節，歡迎致電 416-572-3838。 

*資料來源: The Kidney Foundation of Canada.  

https://www.kidney.ca 

如欲了解耆暉綜合透析護理計劃的詳情，歡迎致電 416-502-2323 ext. 6141。如欲了解耆暉長期病患管理中心的詳情，

歡迎致電 416-847-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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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留宿照顧計劃 

晚間照顧計劃是一個短期留宿支援計劃，致力幫助因壓力、疲累、出埠或身體狀況不容許而需要暫

時離開照顧崗位的照顧者而設。計劃由中區醫療整合網絡 (Central LHIN) 撥款，服務接收患有認知

障礙/失智症，或其他有需要的長者，讓照顧長者的家人鬆一口氣。 

這個計劃現時在耆暉會暫住護理中心開展。不久之後，計劃將會搬遷至位於 20 Water Street, Markham 的

服務中心。參加者可以享受安全舒適的雙人房，下午 5 時至早上 9 時會有合資格個人護理員為他們提供

護理服務。留宿期間，服務使用者可以享用溫熱的營養餐，進行有益身心的晚間活動，以及享用個人護

理員可以提供的護理服務。如有需要，他們也可以在日間參加成人日間中心的活動，或使用耆暉會的交

通接送服務。 

如欲知詳情，歡迎致電 905-780-9646 或 437-216-0678，與Crystal聯絡。 

 

“照顧者晚間留宿計劃為身為照顧者的我和我的母親提供了細緻而深切的關懷，實在是難能可貴。我

會向社區裡任何需要這項服務的照顧者再三推薦這個計劃。” 

—Mr. Lawrence (Son of Mme. Lau) 

“我和家人都很感謝耆暉會的各位為我們提供服務與幫助！計劃與連帶的服務也非常好。我建議可以

準備多點不同種類的水果給長者享用。”  

—Ms. Jennifer (Daughter of Mme. Mak) 

“這個計劃讓我們一家能放心旅遊，享受久違的心靈平靜。” 

—Mr. Martin (Son of Mm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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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部目前工作 

耆暉會資訊科技部正開展不同的工作項目，加強提供客戶服務的效率。 

 流動健康系統 (Mobile Health System) 

透過這個系統，個人護理員(PSWs) 可以與客戶服務統籌員聯絡，簡化工作排程及

管理工時表的過程和手續。 

 社區服務申請系統 (Community Service Request Portal) 

需要社區服務的客戶可以透過系統提交申請，或查看已提交申請的狀態。 

  EMR 網上預約服務 (EMR Online Booking) 

患者可以透過電子平台在網上預約及接收電話預約提示通知。 

鑒於安省醫療改革著重改善「醫院走廊治療」現象，並期望能確保患者出院後的社區需要能得到滿

足，耆暉會的家居護理服務就需負起更大的重任。家居護理部門將繼續招聘個人護理員和醫護人

員，應用流動科技，以提高服務效益和效率。我們已實行了試點研究，測試手機應用程式的計時系

統及排程功能，預計未來幾個星期就可以投入服務。這些措施大大減少家居護理部門在行政工作上

花費的時間，讓部門有更多時間專注於家居探訪、個案管理、提升服務質素、培訓員工及服務更多

有需要人士。 

個人護理 

 個人衛生護理，包括協助梳洗、沐浴、更衣和如廁 

 接送患者來回醫院或診所 

家務料理 

 清潔浴室/廚房、清潔地板/吸塵、洗衣、購買餸菜和準備膳食 

舒緩照顧者的壓力 

 讓患者家人卸下重擔，享受一天數小時至全天候的安寧時刻，          

患者則安在家中/護理機構/醫院接受照料 

家居及社區護理服務 

如欲獲得家居及社區關懷服務的資訊，歡迎致電 416-847-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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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義工領袖培訓計劃 

青年義工資訊 

青年團裡嚐到的「甜頭」  

身為學生，出席每月一次的青年團聚會本不是甚

麼難事，何況還可以吃到免費美食？我

們不難看出耆暉青年團的烘焙活動

有多大吸引力。活動裡，我們可以

一展自己的廚藝，親手烤製由杯

子蛋糕到月餅等不同的點心。

最近的聚會裡，我們施出渾身

解數裝飾杯子蛋糕。本來只是

做蛋糕的活動，很快就變成展

示創意的大好機會。 

— 青年義工 Annissa Ho             — 青年義工 Bryan Kozdas  

和朋友一起解謎尋蹤 

2019 年 3 月 9 日，耆暉青年會參加了一個「逃出

密室」 類型的解謎活動。活動中，我

們需要用一個小時找出一張「登

機証」，才算完成任務。 所謂一

人計短，二人計長，我們要跳

出框架，同心協力才能將活

動裡的益智有趣謎題逐一解

決。總括而言，我們都很享受

這次活動，也藉著這個機會與

其他義工打成一片。 

 

 

青年義工領袖培訓計劃 

往年春假時我都懶懶散散，賴在床上消磨時間。今年參加了耆暉青年義工領袖培訓計劃，一切都不同

了。你可能會覺得學校放假時參加義工活動聽上去很掃興，其實並不然。我在活動中獲得了很多寶貴

經驗，包括與長者互動和為長者設計娛樂活動。我也學到了不少新東西，像是詠春和急救，我很慶幸

可以學到這麼重要的知識，危急關頭可以救人自救。我在活動裡也拿到了急救/CPR證書，讓我可以在

暑假時應徵救生員。不過，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在活動上結識了的一班朋友！ 

— 計劃畢業生及青年義工 David Yun Ze Li  

青年義工活動 

 耆暉青年團 — 活動於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六舉行，歡迎隨時參加，不須預約 

供青少年（14至24歲）與同齡人相聚交流，使用資源（導師、電腦），透過參加 工作坊學習技能，參加興趣

學會（舞蹈、廚藝、運動），以及參加極具意義的義工活動，回饋社區！ 

 青年義工領袖培訓計劃 — 為高中生而設的五天課程，在3月、7月及8月開辦 

活動重點： 

 老年保健：學會隨年齡增長的生理及心理轉變和安全抱扶老人的方法 

 個人及專業技能：溝通、團隊合作、健康烹飪/營養、個人護理、急救/CPR 

 投入社區及計劃活動: 計劃及帶領長者參與活動， 賺取義工時數，在不同部門工作，探索職業興趣 

欲知詳情及登記資訊，歡迎致電 416-572-3824 與耆暉會義工部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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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會家庭醫療中心 (FHT) 的跨專業團隊為患者及家屬提供符合文化規範、以家庭為

重心及全面的基礎醫療服務，致力改善患者及家屬的健康。 

記憶診所 心理健康 

欲知詳情，請致電 416-847-8941 與家庭醫療中心聯絡。 

 耆暉會家庭醫療中心於2019年5月2日開辦了記憶診

所，診所由 Kinsey Lam 醫生主理。我們希望透過

診所可以及早為患者確診認知障礙症，提供治

療、關懷及支援。耆暉會歡迎任何懷疑患有認知

障礙的人士參與計劃。 

我們歡迎任何有興趣了解心理健康和自我管

理，及取得相關資訊的人士參與活動。 

 耆暉會家庭醫療中心將在士嘉堡服務中心開展

數個心理教育小組活動，內容包括人生各階段

的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Across Life Span)。我

們邀請了精神科臨床醫生、註冊心理治療師及

社工在活動中主講，同心協力幫助參加者管理

壓力問題，認識疾病，改善生活。 

安省健保團隊要肩負為特定的人口提供完整及協調的持續照顧服

務的責任，而其中一個關鍵元素就是基礎醫療服務。有見及此，

耆暉會家庭醫療中心亦加入了安省健保團隊的策劃，烈治文山服

務中心提供基礎醫療服務，駐守萬錦市和士嘉堡的跨專業醫護團

隊則正為10,000位患者服務。耆暉會實行綜合基礎醫療服務，多

年來專為各年齡階層的移民人士及社會少數群體提供文化敏感的

健康護理及支援。 

健保改革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FHT)今年於1月完成了加拿大衛

生服務優質鑑證局的鑑證，並取得98.2%的成績。 

加拿大衛生服務優質鑑證局認為耆暉會FHT的領導

階層重視各位員工，特別著重學習和發展。當局

又讚揚耆暉會FHT整體貫徹以客戶和家庭為中心提

供服務的精神，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極力鼓

勵FHT繼續將客戶及家屬放在優先及核心地位，通

力合作，為他們提供服務。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2019年再獲服務認證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新症登記請致電 416-502-2029 (士嘉堡) 或 905-695-1133 (烈治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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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會家庭醫療中心與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南亞

人分會在2019年5月4日合辨講座，為齋戒月   

（5月5日至6月4日） 做好準備。 

. 

南亞社區有40位參加者出席了講座， 了解守齋

相關的文化，學習如何在參與節日時候留意監

察血糖水平。  

齋戒與營養 

預設護理計劃 

預設護理計劃是指及早計劃接受護理的意

向，以便因生病而不能表達自己的意向時，

醫護人員及家屬仍可作出相應的護理。意外

隨時可能發生，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未雨綢

繆，為自己的護理計劃作好打算。患有認知

障礙症或慢性疾病的長者，就更需要考慮預

設護理計劃。   

「預設護理指示」又稱「生前遺囑」或「平

安書」 ，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決定

您在不能表達意願時將接受的醫療護理。

「醫療護理代理人」則是您指定的某人在您

不能表達意願時為您決定您接受的醫護服

務。您可以在安省政府提供的醫療護理委託

書 (Power of Attorney for Personal Care) 中指定

您的醫療護理代理人。 

如果您希望有人幫忙管理您的財政事務，或

者擔心短期內您的資產委託書未能有效管理

您的資產的話，您亦可以指定某人作為您的

「資產代理人」。 

 

1. 思考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在生命最後的時光

裡，您會認為怎樣的護理才是最恰當呢？ 

2. 學習臨終時各種醫療程序的異同；有些程序

可以讓您在當下活得舒適，有些則可以延長

壽命。 

3. 選擇您的醫療護理代理人，選擇一個願意在

您不能為自己決策時替您下決定的親人。 

4. 傾訴意願，讓您的代理人、親人和照顧您的

人知道您的意向。 

5. 記錄您的臨終

意願，用紙筆

寫下來，或拍

下一段影片作

記錄。 

*資料來源：Speak Up Campaign—National Advance Care Plan-

ning Task Group.  http://www.advancecareplanning.ca 

開始預設護理計劃的五個步驟*  

如欲知詳情，歡迎致電 1-800-366-0335 或瀏覽 http://www.attorneygeneral.jus.gov.on.ca。 

耆暉家庭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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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基金會成員 

主席 — Peter Choy | 副主席 — Stephanie Ho | 司庫 — Philip Ho | 秘書 — Shirley Ng        

董事 — Zerlina Lim, Yan Liu, Ben Luong, Gordian Mok, Allan Sum, Will Sung, Herman Tse, and Matthew Wan 

Ho Ling 老師帶領 Jing Dance Group      

帶來精彩的扇舞表演。 

2019年耆暉之夜慈善晚宴已於3月30日在烈治文山喜來登酒店舉

行。今年的晚宴以「荷李活」為題，當晚有超過550位嘉賓出席宴

會，欣賞精彩的音樂表演和慈善匯演，參與拍賣，享受佳餚。 

活動得以成功舉辦，全賴各位來賓、贊助人、慈善表演者、職員

以至各位義工的幫忙。我們特別感謝皇后名粥（主題贊助），

Ontario Medical Imaging （高級贊助）和黃利安夫人（榮譽贊助）

的鼎力支持！ 

耆暉會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女士與名譽顧問潘啟耀先生台上表演粵劇。 

 

2019耆暉之夜慈善晚宴 
耆暉基金會 

司儀 Anson Wong先生

和烈治文山市議員 

Castro Liu先生。 

董事會成員Shirley Ng

女士演唱「鐵血丹

心」 。 

耆暉天使(左起：Dr. Sandra Tam, Dr. Sheila  

Neysmith, Christine Bertrand-Clarke, Dr. Zerlina Lim, 

Stephanie Ho和Doreen Tai)  演出《修女也瘋狂》       

“I will follow him”。 

耆暉董事會成員(左起：Lawrence Wong, 

Philip Ho, Peter Choy, Will Sung和Herman Tse) 

與導師Joe Tam 演出 “Singing in the Rain” 。 

主題贊助： 皇后名粥 

榮譽贊助：黃利安夫人  

高級贊助：Ontario Medical Imaging 

衷心感謝耆暉基金會成員及各位貴          

賓支持耆暉會。 

耆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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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總理杜魯多到訪耆暉會 
. 

2019年3月27日，杜魯多總理蒞臨耆暉會，並

與耆暉董事會成員、職員和客戶見面，宣傳

2019聯邦預算案中的認知障礙症對策。 

活動聚焦 

為感謝 Sienna Senior Living (SSL)  行政總監及主席 

Lois Cormack（左）對耆暉會的支持及慷慨解囊， 

耆暉會首席行政總監梁樂欣（右）在今年5月22日的

SSL年度股東大會上將牌匾贈予Cormack女士。 

耆暉會出席2018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於香港舉行

的第15屆世界華人地區長期照護研討會。研討會

主題為「可持續及優質的長期照護服務」。  

耆暉會參加了5月上旬在密西沙加舉行的 Pri-Med 

Canada 2019 Inter-professional Conference 。耆暉會在

會議上成功與超過3550位家庭醫生、執業護士和藥

劑師溝通並建立友好關係。 

去年10月，耆暉會與士嘉堡醫院網絡合作在

Ministry’s Health Quality Conference 展示資訊海報

板。耆暉會的管理人員在會議上與病人、照顧

者、醫護人員和其他參加者交流心得，談討如何

改善提供服務的過程及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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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亮點 

與A1 中文電台合作舉辦的耆暉電話籌款日。 

 

「愛心送耆暉 佳節嘗盆菜」— 2019年1月11日         

耆暉基金會主席 Peter Choy 先生接受 Ken Choi 先生的捐款。 

耆暉會成員出席黃利安夫人95歲珍壽壽宴，感謝她長年

支持耆暉。 

Power 7 Realty 團隊客戶感謝晚宴上，耆暉基金會主席 Peter 

Choy 先生(左七) 與 Alan Ho 市議員(右五) 和 Castro Liu 市議

員(右二 ) 一同出席，接受 Ken Fok 先生(左八)的捐款,。 

多倫多康愉獅子會就職典禮暨耆暉會捐款儀式。 

假期旅遊 Mandarin Holidays 主席 Allan Sum 先生與電話籌款

大抽獎中獲得加航機票的得獎者合照。 

 

耆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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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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能夠作出適當的配合。  

誠邀你加入耆暉大家庭！ 

如有興趣，請將你的履歷表和自薦信遞交至： 

 電郵： hr@carefirstontario.ca 

 傳真： 416 502-2382 

 或在安省士嘉堡銀星大道 300 號耆暉會一站式綜合服務社

區中心 4 樓辦公室索取申請表 

詳情請瀏覽 www.carefirstontario.ca/about/careers 或致電 416-847-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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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暉會一站式綜合社區服務中心 

 

耆暉會歡迎任何慈善捐款。您

的慷慨捐贈能夠幫助和改變有

需要人士的生活。 
 

您可以以支票形式捐款，或到

耆暉會網站

www.carefirstontario.ca 進行網上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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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租用 

本中心可為會議、課程講座、靜態展覽、教育訓練等活動提供場地租

用服務。可供租用的空間包括：  

 

 

 
 

欲知詳情，請致電 416-502-2323。 

 教室      

 會議室 

 禮堂 

 多功能廳 

 舞蹈室 

 音樂室 

 耆暉職業培訓中心 

  近期課程 

 食物處理人員認證課程 – 6月 

 陪月員培訓課程 – 6月 

 個人護理員證書課程 – 9月 
 

  欲知詳情，請致電 416-847-2767，或電郵至 training@carefirstontario.ca 

慈善捐款 

 近
期
活
動

 
耆暉基金會 

活動：耆暉活力百萬行及家庭同樂日 

日期：2019年6月1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45分至下午3時   

地點：安省士嘉堡銀星大道300號耆暉會一站式綜合服務社區中心 

詳情請瀏覽 www.carefirstwalkathon.com 或致電 416-847-0289。 

活動：粵劇歌唱比賽 

試鏡日期：2019年6月9日及23日 

地點：安省士嘉堡銀星大道300號耆暉會一站式綜合服務社區中心禮堂 

決賽日期：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地點： 豪門宴 Casa Deluz Banquet Hall 

欲知比賽詳情，請致電 647-286-4053 與 Canadian Canto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聯絡。 

活動：耆暉夏日義賣會 

日期：2019年7月2日至8月27日，逢星期二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半 

地點：安省士嘉堡銀星大道300號耆暉會一站式綜合服務社區中心 

詳情請致電416-847-0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