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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令全球人類的社交生活都受到影

響。免疫力較差高危一族的長者，因為避疫要長期留

在家中，情緒難免低落。澳華療養院基金在疫情期間

利用視頻、電話等與長者一直保持聯繫，明白情緒健

康對長者極為重要，最近疫情漸趨穩定，屬下的長者

活動中心亦開始逐步重開。 

 

用毛冷做日本木屐鑰匙扣 

一踏進歐田磨的沛德活動中心，就感受到中心熱鬧

溫馨的氣氛彌漫。在疫情期間，為了讓許多獨居長

者有正常熱飯熱湯維持溫飽，沛德活動中心廚房的炊煙從沒間

斷，一直為有需要長者提供送餐服務。中心主任龔姑娘形容長

者得知可以重返活動中心，表現非常歡欣雀躍，還帶了很多禮

物送給中心。「好像有位叫柳本典子的82歲日本婆婆，她在疫

情期間，在家裡用雜誌紙張做了一棵聖誕樹，用漂亮的布料做

了日本杯墊，還用毛冷做了非常精緻可愛的日本木屐鑰匙扣，

當她拿著這些禮物送來中心，大家都感到很驚喜! 」龔姑娘說

婆婆最初因為找不到專為日本人而設的日間中心，所以過來沛

德中心試試，想不到她那麼開心和投入。婆婆最喜歡做運動和

做手工，問婆婆是怎樣和中心的老友記溝通: 「婆婆15歲已失

聰，她用唇語跟家人溝通，她也會看一些漢字，喜歡用身體語

言和長者溝通!她觀察力極強，看到老友記忘了拿枴杖，會立即

告訴職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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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長者遊山玩水，到郊野公園耍太極 

能再次投入大自

然的懷抱，長者

心情特別雀躍。

他們在不同景

點，都留下燦爛

的笑聲和美麗的

倩影。 

92歲伯伯上網自學畫畫 

 

另一位92歲的李世杰伯伯，既是我們家居服務客戶也喜歡每星期來到沛德

活動中心。伯伯退休後才開始上網自學寫畫，他擅長摺紙作畫，手工精細，

色彩斑斕，意境深遠。疫情期間，伯伯製作了八幅一年四季的畫作送給沛德

中心，漂亮得可以開個人畫展! 另外，他也預備了特別禮物送給中心每一位

長者和職員，就是精緻的顏色繩結手帶，每一位收到禮物的長者都很開心! 

 

龔姑娘說: 「我們真的很感動! 不僅因為這些禮物，最重要是發現沛德活動

中心在長者心中原來是這麼重要! 其實疫情期間，很多負面新聞令人容易沮

喪。但看到我們的長者在疫情期間仍善用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讓人深

受鼓舞! 他們是最好的榜樣，面對逆境，身體力行，發揮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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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忘長者興奮表情 

疫情肆虐，即使家人也不敢帶長者外出，長者長期呆坐家

裡，就好像坐牢一樣。好思維活動中的員工說最難忘是中

心重開第一次去接長者外出時，長們們興奮的表情:「終於

可以出來啦!」「就算只是帶我們遊車河都好，總好過整天

坐在家裡太郁悶了! 」 

 

趁著春末夏初，風和日麗，好思維活動中心帶長者到戶外

郊遊，好像到Wisteria Garden看花、耍太極，Auburn  

Japanese Garden欣賞錦鯉，Sublime Point Lookout看風景，

Kamay Botany Bay National Park和Prince Edward Park野餐，

甚至到藝術舘看畫等。能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懷抱，長者心

情特別雀躍。他們在不同景點，都留下燦爛的笑聲和美麗

的倩影。 

 

防疫措施不可鬆懈 

中心主任譚姑娘強調: 「每次外出，防疫措施一定不可鬆

懈，早上我們都會先給長者或其家人，確保來參加活動的

長者都是健康的。開車接長者時，也要他們按程序先做健

康申報、量體溫、洗手和帶好口罩才可以上車。」旅遊巴

上編好座位，必須維持1.5米社交距離，由於參加人數有

限，長者只能輪流參加。雖然在車上長者全程都戴上口

罩，但譚姑娘說長者非常配合，從沒有投訴，因為他們知

道這樣做都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家人對我們都很有信心，常笑說我們的防疫措施比他們

家裡更嚴格更安全，所以他們都很放心! 」 

 
 

位於寶活區的蘇懷活動中心亦逐步重開，因為中心很

多長者都患有腦退化症，活動中心主任梁姑娘起初也

有些擔心，長者重返中心，會不會感到不適應? 「許

多家人都說，他們家的長者因為長期留在家裡，神情

有點呆滯，但很奇妙，當長者回到中心，整個人都活

潑起來! 他們還記得工作人員熟悉的臉孔，雖然不記

得名字，但會大聲親切地打招呼，他們也記得那裡上

厠所，去那裡洗手等，感覺就好像回到家裡一樣自

然! 」疫情期間，照顧者要長期照顧腦退化症的家

人，身心都很疲累。現在活動中心重開，他們終於可

以鬆一口氣，藉這個機會好好暫時休息。  

Topic 2 
 

     沒有忘記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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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電視熒幕環遊世界  

 
澳洲人很懂得享受生活，特別是退休人士或銀髮一

族，每年都喜歡相約家人或朋友出外旅遊，可惜一場

疫症，令許多人的旅遊計劃都成為泡影!長者康頤天地

明白老友記的需要，特別為他們搜索世界各地旅遊資

訊並製作成錄影帶，藉著特大的電視熒幕帶長者環遊

世界，活動中心主任余姑娘說: 「 長者反應非常熱

烈，坐在冷氣房內欣賞不同國家的旅遊勝地，他們看

了就像親身去了一樣興奮! 好像最近帶他們去過埃

及，還有西藏的布達拉宮，他們都很開心，還笑說現在要他們走幾百級樓梯再走不動了，這樣坐著去

旅行似乎更方便更實際! 」 

 

除此以外，余姑娘亦會和長者一起玩遊戲，例如動腦筋的配對遊

戲、Bingo，考手眼協調的拋圈仔、桌上推水樽等，雖然沒見一段

時間，但長者仍然維持一副好身手，手眼協調一點沒有退步! 

 

金匙及伊士活長者康頤天地的長者十分注重身健康，最喜歡中心

安排的運動，特別是防滑跌運動，增強長者雙腳肌肉力量，讓長

者在疫情下繼續保持身心健康。 

 

坐在冷氣房內欣

賞世界不同地方

旅遊勝地，長者

看了就像親身去

了一樣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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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頓療養院正式動土，澳華療養院基金邁向新里程  
 
澳華療養院基金在悉尼北岸歌頓區新建療養院，經多年籌備及審批程序，11 月 4 日(星期三)正式

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動土儀式。新療養院將會有 84 個套房，包括 78 個單人套間和 6 個雙人間，整

個工程預料在 2022 年中完成。 

10 年前機構的發展策略 

基金會主席雷文潔感謝所有董事及各位高級行政人員幾年來付出大量精力和時間，為悉尼北區的

華裔長者打造這間高質素、舒適、寧靜並充滿愛心的療養院。 

行政總裁鄭賜霞對於這項工程邁進另一階段感到興奮。她致詞時表示，在北岸興建療養院的構想

是 10 年前機構董事會發展策略中最重要的一項。由選址、購置物業、設計、向政府申請批核、招

標等都遇到不少挑戰。今年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再令工程添上不穩定因素，但她深信透過董事會

和職員群策群力，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新院相信可於 2022 年中落成。 

園林重植日延續生命 

承辦今次項目是曾經建造許多間著名並獲獎療養院的建築公司 Grindley。在動土禮舉行前，該公

司特別為澳華療養院基金舉行了一個「園林重植日」(Adopt a Plant Day)，派發單張邀請附近的鄰

居到來，免費領取從建築地盤掘起的原有植物，帶回家中重植以延續他們的生命。結果有近 20 位

居民響應，支持這個具有意義的行動。 

 

鄭賜霞同時感謝設計公司

Boffa & Robertson 為這項工程

貢獻創新意念，歌頓新療養院

在設計方面將會以中國傳統文

化特色揉合西方現代設計；同

時符合環保意念，相信新院落

成後，必定會讓人眼前一亮，

耳目一新的感覺，實在讓華人

社區十分期待。 

 

雖然今年是澳華療養院基金成

立 40 週年，由於疫情關係，

原定於今年年中舉行的週年晚

宴將延期至明年 10 月舉行，

並會為新療養院進行別開生面

的籌款活動。 

深信透過董事會和職員群策群力，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新院相信可於 2022 年中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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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瀟雅副院長： 

在紀念基督降生佳節期間，讓我向錢梁秀容療養院員工致謝。新冠病毒令我們措手不及，也

令院友、家屬及員工面對各種困難。 

我要特別提及莊雯兒院長的幫忙和支援，感謝她不辭勞苦地回應我們就新冠病毒提出的許多

問題。 

除了感謝楊翠華、李桂湘、王靜、滕雲和陳伍薇燕不斷給我母親（陳亞力，63號房）無微不

至的護理外，還要謝謝其他沒有提到姓名的員工。 

盼望你們能繼續這美好的工作，守護院友的身心健康。疫情隔離期間，家人們也感到日子艱

難。 

祝聖誕快樂！ 

王月麗 

 

 
親愛的陳秉達療養院基金全體上下員工: 

  

你們好, 

首先多謝你們帶給吳凌華無限的溫暖和愛，令吳

凌華喜樂的過好每一天，令我的人生充滿希望。 

你們抗新冠肺炎好成功，爲了老人家的健康，老

人院上下員工努力地工作，日以繼夜地謹守崗

位，令到老人家平安地渡過這抗疫之旅。 

你們的抗疫精神，我好欽佩。 

再次多謝大家給我們的溫暖和愛。 

祝中秋節快樂 

 

吳凌華太太鄭冰華 

 

衷心感謝 Tran、盧彩雲姑娘、林瑞芬姑娘

及 Vicky 將這個服務介紹給母親和我， 也

多謝她們一直以來的支援。Tran, Vanessa 及

林瑞芬姑娘非常用心安排切合我們需要的

服務。她們樂意多走一步，為母親爭取

Vicky 這位恰如其分的護理員工在星期六早

上照顧她，讓我這個主要照顧者可以稍爲

休息。能夠每星期有機會專注自己的生

活，雖然只是數小時不用擔心母親身心健

康或安全，我也感激不盡。Vicky 的關懷和

耐心令母親心情放鬆，即使在十一月二十

七日首次到我們家，兩人已經非常契合。

再一次感謝你們這個團隊！ 

Wai Fatt 

 

感謝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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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士活及金匙長者康頤天地 ESWH 

蘇懷活動中心 SWSWC 

沛德活動中心 SHSWC 

好思維活動中心 HSWC 

   Ho Ho Ho ….. X’mas !    好好…...過聖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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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Ho Ho ….. X’mas !    好好…...過聖誕 ! 

 

錢梁秀容療養院LCACC 

 

陳秉達療養院 BCNH 

周藻泮療養院 CCP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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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the team! 大家庭新力軍 

  Staff movement! 員工變動 

FAMILY 
NEWS  

家事廣場 

Yim Chi YU     Seniors Wellness Hubs (Campise & Eastwood) Coordinator  

June started working at ANHF in 2007. She has been in the roles of RAO for BCNH, HCE 
for Home Care and CSE for So Wai. In late 2019, June started helping to establish the “A 
Room to the World” program in Campsie and the Eastwood Seniors Wellness Hub. June is 
very dedicated and competent in all her roles.  June has accepted this new challenge and 
will continue to coordinate the programs in Eastwood and Campsie.  

余艶慈   活動中心主任 (北區及金匙)  

余艶慈姑娘於2007年入職澳華療養院基金，曾先後任職陳秉達療養院康樂活動主任、家居護
理員工及蘇懷活動中心護理員工，並於2019年協助成立「世界之窗」（位於金匙）及「依士
活長者康怡天地」。余姑娘熱衷工作，於不同崗位上表現出色；於11月9日履新後立刻統籌依
士活及金匙長者康怡天地之活動。  

Tran Thi Bao NGUYEN     Western Sydney Respite Services Coordinator 

Tran started working at ANHF in June 2013. She has been in the roles of HCE, CSE, CHSP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CHSP Administration Officer, and Acting Coordinator for Wellness 
Centres. She is very dedicated and competent in all her roles.  Tran has accepted this new 
challenge and continues to apply her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the new service region.  

Tran will be working as the Coordinator for Western Sydney Respite Service on Mondays, 
Tuesdays and Thursdays (started on Monday 26 October).    

Tran Thi Bao NGUYEN     西悉尼靈活暫息服務主任  
Tran於2013年6月入職澳華療養院基金，富工作熱忱及專長，曾先後任職家居護理員工、社區服
務護理員工、「聯邦家居支援服務」行政助理及長者活動中心署理主任。在本年10月26日履新
後，Tran已在新工作上發揮所長。 

Yan (Tony) ZH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r 
Tony is a graduate in Computer Science. He comes to ANHF with excellent credentials, 
having worked for several years in the IT industry including in international IT  
organisations such as Unisys Australia. He is also trained as a MYOB ERP consultant. 
Tony will be able to support the IT needs and mak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our  
various IT projects/initiatives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祝岩    資訊科技主任 
祝岩先生來自中國，修畢電腦科學，加入基金大家庭前祝先生已是資訊科技資深從業員，
曾任職跨國資訊機構如Unisys Australia數年。祝先生更完成「會計軟件企業資源規劃顧
問」（MYOB ERP）培訓課程。 
祝岩先生除為員工提供資訊科技支援外，亦必能有助基金目前及將來之資訊科技規劃。或
創意計劃。  

Debra Charlton   Quality Risk, Compliance Manager 
Debra has started her position as Quality, Risk and Compliance Manager with ANHF in  
December 2020.  Debra’s previous experiences in aged care include clinical leadership,  
operations, quality and compliance and aged care consultancy roles and also being our Clinical 
Advisor from April 2019.   
With her advanc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cluding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and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Debra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teams i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quality, risk and compliance systems and processe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ANHF’s objectives and goals that focus on consumer needs and expectations.  
  
Debra Charlton   服務質素監控經理 
Debra 女士於 2020 年 12 月入職基金服務質素監控經理前，自 2019 年 4 月已受聘為基金臨床
服務顧問。Debra 女士富高齡護理經驗，範疇遍及臨床指導、營運、服務質素監控及高齡護理
顧問工作。 
Debra 女士以其與時並進之專業知識（包括服務評審標準及法例要求），將與基金院舍及社區
護理團隊協力提升服務質素監控系統及程序，達致基金以客爲尊之服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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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upport takes us further 

你的支持，讓我們的服務更進一步 

BEQUEST – Leave a Gift in your Will 

By leaving a Gift to the ANHF in your Will, you are creating a lasting legacy that will help us continue to create a thriving and vibrant environment that will enable 
our elders to age with dignity and grace. 

If you wish to leave a Gift in your Will, you should seek appropriate legal advice.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 may wish to request further information by ticking the box 
below or refer to our Bequest Fact Sheet on our website. 

 Please send me details on making a gift to the Foundation in my will. 我希望在遺囑中對基金作出饋贈，請將詳情寄給我。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to Australian Nursing Home Foundation, 60 Weldon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You can also donate securely via our website: http://anhf.org.au/contact-us/don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Below are the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20 

謝謝各位的支持。下為2020年10月至12月期間之捐助人士芳名。 

100以下  

Below <100 
$100—$499  $1000-$4999 

$5000以上 

$5000 and above 
$ 500—$ 999 

 Stella Ming Wai Au Dr Anselm Kuok  Amy Chan  

 Stanley Hunt Staff  2CR Radio   

     

     

     

     

     

 Family Name姓氏 

 First Name名 

 Second Name 

 Home Address 住址 

 

 P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Section 1: Personal Details 

 

Please support ANHF to deliver quality and culturally competent aged care to our community.  

請支持澳華療養院基金為社區提供高質素及合符文化的高齡護理服務。  

Title 稱謂  Mr 先生   Mrs太太    Ms女士   Miss小姐 

 

 

Section 2: Donation Details 

Donation of $2 and over is tax deductible.  

凡捐款2元或以上可扣稅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of $ ___________.  

Postcode 郵政區號 State/ Territory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