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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勢洶洶，政府有甚麼最新政策?
機構又如何應對?
蔡葉德君 護理服務總經理
Omicron

(

)

最近疫情稍為緩和，但新變種病毒奧密
克戎（Omicron）又來襲，且來勢洶洶，
席捲全球。請問澳洲政府就這新變種病
毒，對高齡服務有甚麼最新的防疫政策與
措施?
1.

似乎澳洲政府沒有針對新變種病毒奧密克戎
制定長遠策略。聯邦政府及州政府過早放寬
限制只會讓情況更急劇惡化，更不用說所有
政府在處理奧密克戎帶來的危機上做法各
異。

請問在新的變種病毒的影響下，我們屬下的療養院是否容讓家人到
院舍探訪? 還有我們的活動中心是否照常開放? 有甚麼防疫措施必須遵
守?
2.

編輯:
鄭賜霞
馮嘉碧

關靜雯
黃慧恩

顧問 :
澳華療養院基金董事會

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中我們都期待放寬探訪限制。只要院舍並無疫情或
當我們能控制風險時，院方都支持通過所有篩檢要求的訪客進入院舍在
指定地點探訪。可是看到最近的社區感染規模及個別確診個案對院舍的
重大影響，我們便剛剛在這星期決定除了重要探訪及瀕危探訪外，暫停
所有到院探訪或非重要探訪。院長會考慮個別情況。我們仍繼續幫助院
友利用電話或視像媒介和親友保持聯絡，職員也繼續支援「隔窗探
訪」、戶外探訪或將親友帶來的食物或其他用品轉交院友。我們也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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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外出的安排上添加了限制（院友外出正是院內疫
情爆發的原因 — 一位和親屬外出晚飯的院友自其中
的確診人士感染病毒）。雖然對即將來臨的農曆新
年來說，這不是一個好消息，但我們必須採取謹慎
態度，保障容易受感染人士。
所有長者活動中心仍未重開。在考慮過影響各消費
者及職員的社區感染風險後，最後的決定是各中心
暫停至二零二二年二月初。許多我們租用作為長者
活動中心的社區場地都看法相同，在感染浪潮消退
前不會開放。
院舍自十二月起加強防疫程序，例如為所有到院訪
客提供 N95 口罩及面罩、要求所有進入院舍人士接
受快速抗原檢測。我們需要政府的支持才可以持續
採取這些昂貴措施。
我們在十二月為家居及社區護理的職員和義工訂購
了 N95 口罩和可重覆使用面罩（並無政府資助），
自那時開始便將個人防護衣物分發給護理員工。
我們也透過政府的協助為院友安排接種疫苗加強
劑，同時亦鼓勵職員自行和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醫
生診所預約，因為每個人須按正確間期接種，而且
各人每天作息也不一樣。以前曾經出現一個不太理
想的情況：所有職員都一起接種，也同時申請次天
休假。
我有信心證明接種了加強劑的職員萬一感染新冠病
毒，也只會出現最輕微症狀。

2

新冠病毒已影響全球人類生活多達兩年，很
多人都說與病毒共存，將會是未來社會新常態。
請問作為高齡服務管理層，有甚麼策略與計劃對
應這些變化 ?
3.

新常態仍在不斷轉化。
上面曾提及院方已在聖誕節前利用快速抗原檢測篩
檢所有進入院舍人士。當時院內全體職員亦已加強
個人防護衣物裝備，佩戴 N95 口罩及面罩。不過這始
終不是長遠的解決方法。
目前員工休假問題非常嚴重。最近要抓著一個不能
通過快速抗原檢測的人易如反掌，原因是很多人雖
然暴露在病毒中成為無症狀帶菌者，但在頭一兩天
仍通過檢測，到了第三天檢測結果呈陽性時，已進
出院舍兩天或接觸過其他人。院舍不單只少了一個
人手，更要關閉院舍和追蹤所有受影響的院友和職
員接受檢測。

高齡服務未來的方向會不會也因應這些變化
而有所改變 ?
4.

高層管理一直嚴格依循業界高峰機構的建議。現在
我們面對的並非只是自己的問題，最近修訂的臨時
指引放寬隔離要求，容許確診為無症狀或緊密接觸
者在採取加強預防風險措施下返回高齡護理工作崗
位，這麼一來，便成為服務機構的責任。這規定時
常改變，反映各地衛生署各有不同的措施。自從去
年十一月起我們已感覺不到他們的支援和指引，很
希望所有地方政府能合作一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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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快速抗原檢測」
王樂雯 (服務質素監控主任)

「快速抗原檢測」成為最近的熱門話題。新州州長佩洛德（Dominic
Perrottet）早前宣佈強制性登記「快速抗原檢測」陽性結果，自一
月十九日起，若你沒有登記「快速抗原檢測」陽性結果，將被罰款
澳幣一千元。

甚麼是「快速抗原檢測」？

應怎樣選擇「快速抗原檢測」試劑套？

「快速抗原檢測」是一種在並無出現任何感染
新冠病毒症狀人士中辨識潛在新冠病毒感染個
案的一種檢測方法。檢測可在家中進行，節省
在檢測中心輪候時間。「快速抗原檢測」通常
在半個小時內已有結果，但「核酸檢測」
（PCR test）則可能要等候數天。

澳洲「醫藥用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 簡稱TGA）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已公佈經認可的「快速抗原檢測」試劑套生產商。他
們的網址亦說明不同的檢測方法（鼻腔或唾液）、個
別敏感度及使用說明。詳見

在那些情況下才需要進行
「快速抗原檢測」?
出現症狀
在家裏、社交活動或工作場所曾接觸確診個案
在參與任何集體聚會或探訪容易受感染家人前
任何自海外返回澳洲人士（乘客及機員）

https://www.tga.gov.au/covid-19-rapid-antigenself-tests-are-approved-australia

在數周後，優惠卡持有人（養老金優惠卡、聯邦長者
健康卡及健康卡等）可在三個月內自藥房領取不超過
十套「快速抗原檢測」試劑盒(每月最多五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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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自己進行「快速抗原檢測」？

「快速抗原檢測」有幾個方法，包括鼻拭子、口腔及唾液拭子。每個試劑套只可使用一次。請細閱製造商
就每次檢測的說明。
1) 檢查「快速抗原檢測」試劑套使用期限。超過使用期限的試劑套會提供不正確結果。
2) 使用前閱讀使用說明。不同牌子的「快速抗原檢測」試劑套在使用時略為不同。
3) 檢測前後洗手。
4) 清潔桌子，放好檢測用品（若需同時提取超過一個樣本，便須在每一次檢測前再次洗手）。
若「快速抗原檢測」試劑套包裝破損，即已受污染，必須棄掉。
5) 按指示時間等候結果，否則結果或會不正確。
6) 將使用過的物料放進另一垃圾袋內，然後棄置在一般廢物收集箱內。
7)
8)
9)
10)
11)
12)
13)
14)

鼻腔拭子

15)
16)
17)

用紙巾擤鼻子。
洗手。
打開收集管。
將拭子拿出來。
將拭子帶有軟墊那一端插入一個鼻孔內（約兩釐米）。
將在鼻孔內的拭子旋轉至少五次。
用同一拭子在另一鼻孔內重覆步驟11和12。
將拭子帶有軟墊那一端插入收集管中。
將軟墊那一端在液體內攪拌及擠壓收集管至少五次。
利用收集管擠壓軟墊，將拭子上的剩餘液體擠壓出來。從收集管拿出拭子。
慢慢地將液體滴進試劑盒的樣本池內。

採樣前三十分鐘不可飲食。
8) 洗手。
9) 和他人保持距離，用紙巾覆蓋口部及鼻子，用力咳嗽。
10) 將唾液收集器取離基座。
11) 將收集器放在舌頭上面、舌邊或舌底兩分鐘。
12) 將收集器自口內取出，垂直插入基座中。
7)

7)
8)
9)
10)
11)

唾液

12)
13)

口腔拭子

採樣前十分鐘不可飲食。
洗手。
和他人保持距離，用紙巾覆蓋口部及鼻子，用力咳嗽三至五次。
將唾液吐進試管內直至到達量線。
將收集管放進試管內。
擠壓試管十至十五次。
慢慢地將液體滴進試劑盒的樣本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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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應怎樣做？
新州政府已發佈家居預防新冠病毒安全指引，只
有併發症高危人士才需要再做核酸檢測來確診經
「快速抗原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人士。這些人士
包括年滿十六歲未接種疫苗或免疫力受抑制的人
士。若不幸地你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而
又有長期病患如嚴重、長期或複雜醫療情況、糖
尿病、免疫力低下（包括癌症），便須聯絡你的
家庭醫生或致電1800 960 933新州衛生部「新冠
病毒家居護理支援熱線」（COVID-19 Care at
Home Support Line）諮詢醫護意見（電話傳譯服
務： 13 14 50）。必須自檢測呈陽性當天起在家
隔離（在一個不會接觸家庭成員的房間）至少七

天，通知同住人士、家人和你的服務機構；此外
亦須於新州衛生部網址
(https://apply.service.nsw.gov.au/registerpositive-rapid-antigen-test-result/ ）登記陽性結
果。需要語言支援的人士可致電13 14 50電話傳譯
服務，要求連線至13 77 88協助登記。若出現輕微
新冠病毒症狀，在家臥床休息、保持充足水分及
服用退熱或喉嚨痛藥物（須諮詢醫護人員意見）
應可康復。若出現任何嚴重症狀（尤其是眩暈、
昏昏欲睡或意識迷糊、氣促、胸口緊或胸口痛超
過十分鐘、無法站立等）便須立刻致電000，告訴
救護車人員你已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參考資料：

ABC news,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1-06/rapid-antigen-tests-free-concession-card-holders-pcr/100741336
Assure Tech, https://www.tga.gov.au/sites/default/files/covid-19-rapid-antigen-self-tests-are-approved-australia-ifu372335.pdf
CTK Biotech Inc, https://www.tga.gov.au/sites/default/files/covid-19-rapid-antigen-self-tests-are-approved-australiaifu-332961.pdf
Healthdirect,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blog/what-are-covid-19-rapid-antigen-tests
JusChek, https://www.a-ps.it/wp-content/uploads/2021/09/AllTest-Juschek-COVID-19-oral-fluid-OTC-ICOV-802H-sellsheet-01.pdf
NSW Health, https://www.nsw.gov.au/covid-19/stay-safe/testing/how-testing-works/rapid-antigen-self-tests-forcommunity#toc-how-do-i-store-and-dispose-of-a-rapid-antigen-test
NSW Health, https://www.health.nsw.gov.au/Infectious/factsheets/Pages/advice-for-confirmed.aspx
TGA, https://www.tga.gov.au/covid-19-rapid-antigen-self-tests-are-approved-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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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身邊的親友
都染上新冠……

當你身邊的親友都染上新冠......

新冠變種病毒變Omicron掀起全球新一波染疫潮，由於傳播速度驚人，澳洲每天都有數以萬計
人士受到感染。我們身邊可能都傳來親友染疫的消息，猶幸澳洲疫苗接種率已達九成多，許多
受感染人士大多症狀比較輕微，只要根據政府指示自我隔離和休息數天後，大都已康復。今期
會訊特別訪問兩位照顧者，分別是家人染疫和自身染疫，分享他們染疫及康復的經過。

豁達婆婆以樂觀心態
面對丈夫染疫

歲李婆婆是一位照顧者。疫情前，她常帶著患腦退化的丈夫來到寶活蘇懷活
動中心。年紀愈大，李婆婆獨自照顧丈夫也倍感吃力。上年7月她丈夫因為跌
倒送院治療，之後要坐輪椅，醫生說李婆婆照顧他會很困難，提議送伯伯入住
療養院，由於當時澳華療養院基金轄下療養院沒位，家人就找了另一間華人療
養院讓伯伯入住。疫情期間李婆婆時常到院舍陪伴丈夫，直到疫情嚴峻不能探
訪時，就透過視像電話與丈夫聯繫。
87

月初院舍通知家人說伯伯不幸染疫，有發燒和咳嗽症狀，必須送院治療。李
婆婆說:「幸好院舍早已幫他打了兩針疫苗，症狀不算嚴重，治療後開始一天天
好起來。因為他有腦退化症，一直在電話問我，為甚麼我們會分開? 這裡是甚
麼地方? 我哄他說因為他跌倒送醫院，待好起來就可以回家! 」
1

丈夫染疫送院，問李婆婆會不會擔心? 她很豁達地回答：「不擔心，我一直對
澳洲醫療有信心，而且主治醫生一直都跟我女兒聯繫，告訴她我丈夫的治療進
度。他在醫院住了十天，現在已經康復回到療養院。」疫情雖然打亂了許多人
的生活，但李婆婆發現許多人關心自己。自丈夫入住療養院後，每早起來她也
會感到失落和孤獨。「人生就是這樣，只能隨遇而安。蘇懷活動中心的姑娘很
關心我，時常在視頻和我們一起做運動，討論新聞，生活有些人氣，容易過
些。他們更幫我申請24小時一線牽的平安鐘，現在我洗澡也帶在身，若是滑倒
也有人協助。」李婆婆兒孫滿堂，疫情下雖然不能見面，但孝順的孫兒每晚都
會打電話來，簡單幾句慰問，就能讓她踏實地入睡。
疫情下穿珠仔手鏈，
讓日子過得更開心充實

李婆婆喜歡做手工，特別喜歡穿水晶珠仔手鏈，無聊就穿珠仔，家裡很多製成
品可供展覽。問李婆婆疫情過後有甚麼想做 ? 「當然最想跟家人一起吃飯相
聚，我也想去學英語，能用簡單英語向友善的澳洲人問好，我就已經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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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於檢測中心染疫
的父親是澳華療養院基金家居服務的客戶，他是腎病患者，需要員工每星期兩次接送他到醫院洗
腎，疫情下亦從沒間斷。除此以外，她父親亦像傳統中國人一樣，喜歡上茶樓一盅兩件，疫情最嚴峻
時，也曾暫停，但看見父親悶在家裡日漸萎靡，與家人平衡過風險後，決定仍順隨著父親心意，讓員工
繼續陪伴父親上茶樓。
Clara

說她慣常會頭痛，因為隔天要去見父親，為了安全就去附近檢測中心做核酸檢查(PCR test)，但那
天當她步入檢測中心時，直覺好像有問題，因為輪候的坐椅都排很密沒有1.5米社交距離，而替她做檢測
的護士沒有換手套也沒消毒，她來不及拒絕已做了檢測。可是，當她離開檢測中心不久，開始感到很不
舒服，本來約了朋友也立即取消，回到家倒頭就睡。她說她好像昏睡了24小時，並伴隨發燒，所有關節
都像火燒一樣灼熱疼痛，沒有味覺，也吃不下，只是不停喝水和逼自己吃一些乾糧。她通知家人她好像
染疫，家人就將一些食物和快速測試劑放在她家門外。
Clara

幾天後她收到之前檢測中心的檢測結果，說她的報告呈陰性，但她自覺已染疫，於是打電話到醫院講述
詳細情況，醫院叫她再來做檢測，除幫她做核酸檢測，更幫她驗血和X-Ray照肺。醫生問診後說她最辛
苦時間已過，著她回家休息和自我隔離。醫院給她一個二維碼，幾天後透過二維碼確診她檢測是陽性。
她按照政府指示，再自我隔離7天，直到症狀消失，用快速測試劑得出結果是陰性，才敢踏出家門。
她說像死裡逃生，幸運是之前已打了兩劑疫苗，身體還可以挺住。她說隔離時最想念父親，「醫生說他
洗腎只可洗四年，現已踏入第七年，但最近他身體也轉差，特別珍惜和他一分一秒的時間。」

可洗四年，
只
腎
洗
他
說
生
醫
「
也轉差，
體
身
他
近
最
但
，
現已踏入第七年
時間。」
的
秒
一
分
一
他
和
特別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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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名，展翅出發— 澳華養老
踏入2022年，澳華療養院基金有一個重大消息向華人社區宣告。為了讓客戶更清楚瞭解本
機構現在所提供的多元化高齡服務，澳華療養院基金將沿用了40多年的中文名字重新命名
為「澳華養老」。新的一年，「澳華養老」將向更高處展翅出發！

鄭賜霞 行政總裁

隨著時代的發展，「基金」一 詞或會讓人與金融
機構混淆，故管理層與董事局經審慎考慮後，決定
於今年2月開始，將機構改名為「澳華養老」；而
英 文 名 字 Australian Nursing Home FoundationANHF 將繼續使用。
澳華療養院基金成立於1980年，是澳洲第一間專
為華裔長者提供高齡服務的機構。成立的初心是希
望華人長者都能老有所依，當年創會的7位社會賢
達，同心協力，甚至將自住房屋按揭借貸而成立基
金，購買第一間華人療養院，因而得名。機構初期
一直專注療養院發展，於1991年及2001年周藻泮
療養院及陳秉達療養院分別投入服務。2011年好
巿圍的錢梁秀容療養院亦正式啟用；而今年底
(2022年)位於歌頓的新療養院即將落成，澳華療養
院基金可說是悉尼擁有最多華人療養院的機構。
老有所依不單只是療養院， 為照顧華裔高齡人士
入住公屋的高度需求，澳華療養院基金一直為長者
爭取安居之所， 1985獲紐省房屋署將位於歐田磨
區鍾氏街528號擁有46個單位之屋宇批出，改作公
屋用途，並托付澳華療養院基金管理。為進一步紓
緩長者入住公屋的需求， 1988 年當局再將座落於
沙梨山區白楊街二號24 個單位配給華人長者作自
助式高齡宿舍用途；聯同2001年金匙私人宿舍頤
康苑投入服務，惠及長者，讓他們晚年一樣擁有自
己的安樂窩。
而20多年前，澳華療養院基金已開始發展社區服
務，為紓緩居家體弱、有慢性長期病患及腦退化症
的長者對文娛康樂活動之需求，並為照顧者提供日
間暫息服務以作支援，特開設活動中心。讓長者透
過中心針對身心健康及重建能力的活動，繼續保持
活躍，能在自己社區內健康及獨立自主地生活。
自2004年鍾氏街活動中心獲紐省政府資助，跟著
我們轄下的活動中心成立如雨後春筍，現有11間活
動中心遍及悉尼各區。

同時，因應社區華人長者需求，澳華療養院基金
亦獲政府撥款為長者提供聯邦家居支援及家居配
套服務，讓長者晚年即使選擇居家養老，亦可以
得到持續的支援。家居服務為長者提供家居清
潔、個人護理及社交支援外，更有龐大的輔助醫
療團隊專業人士如註冊護士、物理治療師、營養
師及足部治療師等隨時候命，時刻照顧長者身體
的需要，讓他們的健康得到最佳的保障。
澳華療養院基金可說是悉尼首間及唯一純粹為長
者提供高齡服務機構，我們的高齡服務種類繁
多，應有盡有，才可以為長者提供真正的一條龍
服務，讓每位加入我們大家庭的長者，可以安寢
無憂，安心養老。
「澳華養老」的意義不單為長者提供護理服務，
最重要是在長增壽的旅程中，我們陪伴他們一起
探索養生之道，保持健康和能力，提高生活質
素，以廣濶視野繼續發現人生更多的驚喜與樂
趣，一起享受生活，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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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在我手」聯繫大使
用你選擇的語言幫助你
黃少玲 (服務在我手聯絡主任)

作為一個「新丁」，擔任「服務在我手」聯繫大使一職，的確雀躍不已。
這服務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中展開，對象為居住在北悉尼區的華裔長者。
既然是一個先鋒計劃，我其中一個職責就是在社區網絡中做推廣工作，盡
快讓公眾人士認識這服務。
和不少長者個別面對面接觸後，發覺無論他們的教育程度、背景和英語水
平如何，當中很多長者都不太認識「我的養老服務」（My Aged Care），
也不清楚自己可以享有那些政府資助的高齡護理服務。雖然有些長者已經
認識「我的養老服務」，但對整個系統及政策仍感到難以明白和困惑。
我過去兩個月積聚來的經驗，在某一個程度反映出大多數長者寧可向其他
人求助，幫助他們更獨立自主，也不願意倚靠子女安排自己的事情。由是
看來，獨立自主、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和知所選擇都是他們重視的情況。
很高興加入基金大家庭，能夠有機會和長者們相遇，我心存感激。更多共
處的機會和掌握更多支援長者的能力，必將帶來工作上更大的快樂。

Your Support Takes Us Further

你的支持，讓我們的服務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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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謝謝各位的支持。以下為2021年10月至12月期間之捐助人士芳名。
$100以下/
< $100

$100-$499

$500-$999

$1000-$4999

Stella Ming Wai AU
Rui Zhen TANG
anonymous

Xiaoyan XU
P CHEN

Alexander Tsun Wah Yuen
Dr Anselm KUOK

$5000以上/
$5000 and above

Sze-Yuan OOI
Zita LEUNG
Tao Guo CAI
Shiu Kwan KWOK
Ett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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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Movement
Name:
Position Title:

員工變動
年 月至 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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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玲
「服務在我手」聯繫大使

黃少玲女士自2021年10月18日起加入社區護理團隊，任職北悉尼
區「服務在我手」聯繫大使。黃女士每週自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五
天，辦公地點為錢梁秀容頤康苑，將與傳意及服務推廣部緊密合
作。黃女士說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
Name:
Position Title:

陶珊
家居支援、個人護理及社交支援顧問

陶珊女士於2021年11月24日履任家居支援、個人護理及社交支援
顧問（聶平區），每週工作兩天，辦公地點為錢梁秀容頤康苑11號
室。
Name:
Position Title:

黃淑玲
家居支援、個人護理及社交支援顧問

黃淑玲女士於2021年11月26日履任家居支援、個人護理及社交支
援顧問（西悉尼及西南悉尼），每週工作四天，辦公地點為錢梁秀
容頤康苑14號室。

歡迎到我們官網查看最新招聘職位詳情:

https://www.anhf.org.au/join-us/career-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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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李瑞華婆婆
101歲生日快樂
劉婆婆一生從事教學工作，桃李滿門。來到澳洲，在
悉尼唐人街創立第一間中文學校，亦是第一位校長。
她是虔誠基督徒，生活有序，凡事感恩。 年多前參加
好思圍活動中心，與老友記和職員渡過許多美好時
光，上年底活動中心更為她慶祝 歲生日。好思維活
動中心主任譚姑娘說 「這幾年中秋聯歡午宴，劉婆婆
都以高齡長者獲獎，她每次都穿著漂亮的旗袍，隆而
重之參與。她性格隨和，樂觀善良，可說是長者中的
典範 」新一年劉婆婆在家人安排下將會入住療養院，
祝願劉婆婆身體健康，滿載福樂
6

101

:

!

!

疫情下難忘的聖誕與農曆新年
LCACC

錢梁秀容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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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CC

錢梁秀容療養院

BCNH

陳秉達療養院

周藻泮療養院 CCPN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