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說：「不怕死，只怕老」；又有人說：「不怕老，只怕病」；那麼又老又病，豈不是更可怕？怪不得會有老人家，在長者講座中說：「我明天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死！」這可能是老人家的幽默和智慧，但卻發人深省，老人家面對老、病、死，未必是「必經階段」四個字那麼輕鬆。能令長者活得開心、有生氣的靈丹妙藥，說到底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居家安老
     讓長者身心靈豐足

「邨姑」
快 樂

搭建「醫、福、社」網絡

39



有人說：「不怕死，只怕老」；又有人說：「不怕老，只怕病」；那麼又老又病，豈不是更可怕？怪不得會有老人家，在長者講座中說：「我明天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死！」這可能是老人家的幽默和智慧，但卻發人深省，老人家面對老、病、死，未必是「必經階段」四個字那麼輕鬆。能令長者活得開心、有生氣的靈丹妙藥，說到底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居家安老
     讓長者身心靈豐足

「邨姑」
快 樂

搭建「醫、福、社」網絡

若你走進這個沿途老鋪及小店林立
的荔景邨，看見一個護士拉著重重

的手提藥箱在急步行；又或看見一個護
士沿途不斷有居民熱情地跟她打招呼：
「卓姑娘！卓姑娘！」那麼你可能就是遇
上了這個快樂「邨姑」，一個願意突破框
框，駐守於荔景邨「社區診所」的護士─	
卓玉玲姑娘。

非一般護士與非一般「社區診所」
負責推行基金「荔景長者互聯網計劃」的
南葵涌服務中心，成功連結瑪嘉烈醫院、
房屋署、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等夥
伴，以「醫、褔、社」的協作模式建立這個
非一般的社區診所。卓姑娘是來自瑪嘉烈
醫院護理部資深護師，是建立這個「醫、福、
社」關顧長者健康網絡的其中一個靈魂人
物，駐守荔景邨至今已有四個年頭。她與
區內的社工、義工及樓長註合作無間，連結
組成一個互助網絡，為長者提供全面關顧
身、心、靈健康的服務。診所除了關顧長者
的健康外，更提供生活起居的服務，如家
居清潔、送飯、電器維修及陪診等，使長
者能居家安老。每當身體有什麼毛病，長
者們總是第一時間就想起這個社區診所。
卓姑娘坦然：「我在這條邨所能提供的服
務，到了其他邨就未必做得到，因為只有
配合一個完善的『醫、福、社』網絡才有這
樣的力量。」

乏照顧成醫院常客
荔景邨入伙 35 年，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屋
邨，荔景邨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尤其是長
者的健康方面，就更值得關注。據房屋署
的資料顯示，邨內有近四千名 60 歲或以
上的長者居住，長者人口比例達 25%，遠
高於香港整體的老年人口比例，當中又有
許多獨居長者或雙老家庭，缺乏適切的照
顧及支援。卓姑娘說：「長者們很多都有
長期病患，缺乏自我照顧的能力，病痛纏
身時更缺乏安全感，動輒就會召救護車入
醫院，但很多時都是虛驚一場，在醫院觀
察一會後就被送回家裡。這樣會容易形成
醫療資源浪費，而對老人家缺乏安全感的
脆弱狀態又完全沒有幫助。」

註	樓長是居住邨內的街坊，他們有著一份「非凡」任務，就是擔任樓層的「線人」，四出關顧同座的長者，成為中心及長者間的橋樑，讓中心可掌
握更多足不出戶長者的近況，從而在各方面作出協助，藉以體現鄰舍守望相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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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絕對不能吃！然後再與社工商討安排
義工定期探訪，替她們收拾家居，又轉介
予同座的樓長，請樓長幫忙陪診。以前她
們經常唉聲歎氣，說想死，現在知道社區
建立了這個互助網絡，遇到問題可以找我
們，人也變得開心多了！」有一次金好在家
不慎跌倒，金女第一時間叫鄰居去社區診
所找幫手，足見老人家對診所和卓姑娘的
信賴。

主動關懷助居家安老
負責統籌此計劃的周奕希先生，在旁聽著
卓姑娘細說金女和金好兩位婆婆的故事，
亦談到計劃有助紓緩老人院舍宿位不足
的問題。他說金女在社署協助下，在輪候
多時後終於獲分配入住老人院，但她卻
只住了一星期就放棄，認為在家更有安全	
感。周先生說：「很多長者盼望早日入住老
人院，因有人全日照顧，但這個案卻是有
位而不入，證明我們推行的計劃真正做到
幫助長者居家安老。」卓姑娘知道金女決

計劃在邨內推展的四年來，已協助過數百
名長者，使他們能在家安老，大大紓緩公
營醫院的壓力。卓姑娘笑說：「曾有病人
每年入院十次，原來只是不懂用藥，經我
們的社區診所跟進後，現減至每年僅入院
一次呢！」卓姑娘會定期檢視醫院所提供
有關荔景邨居民的入院記錄，讓她可檢視
那些是醫院常客，主動作出家訪及評估，
並動員網絡的力量安排適切的服務。邨中
有一對結義金蘭的姊妹叫原金女和袁金
好，兩人都已八十多歲，一個患有糖尿病，
另一個則有呼吸及心臟毛病，兩人以往都
是醫院的常客。

卓姑娘形容初見二人時，家中環境混亂不
堪，東西隨處亂放，冰廂放著已變壞的食
物。卓姑娘回憶道：「評估完她們的健康
情況後，我會幫她們整理藥物，教她們用
藥和照顧自己的方法，提醒她們壞掉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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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回家，便第一時間和義工、社工上門造
訪，教她用氧氣機、食藥、請社工幫她申
請送飯服務、教義工如何照顧她…卓姑娘
憶述：「金女對我們說：『這裡有卓姑娘，
不用住老人院啊！』我聽了不由得『眼濕
濕』，老人家竟然這樣重視我的微少力量，
真的令我很感動。」

卓姑娘續說：「金女、金好現在的心願是，
在家住得一天得一天；而這兩、三年，她
們都沒有入過醫院了！」這天兩位老婆婆
剛好到中心量血壓，一踏進社區診所，便
與各人互相問好，彼此的關係像一家人，
卓姑娘笑說：「兩個婆婆常自我打趣說，	

我們一個聾、一個朦，好在有社區診所的
照顧！」

由受助到助人  生命劃上色彩
為了提升社區照顧的質素，讓長者安心居
於社區，計劃成立了「長者安居樂大使」
義工服務隊。患有長期病的梁先生，在	
卓姑娘的鼓勵下，發揮自己所長去幫助街
坊，由受助者轉化為服務的施予者。梁先
生從事建築行業，經常因氣促而入院，卓
姑娘和他接觸後，除教他用藥和護理知
識外，還想幫助他改善情緒，於是便邀請
他做義工，替中心或長者家中維修電器及	
傢俬。

卓姑娘說：「梁先生做了義工後，整個人
變得很積極，晚上七、八點都會來中心走
走，看看有沒有需要幫忙，更帶動了區內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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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年輕人來做義工。」事實上，梁先生自退
休後便賦閒在家，從來沒想過做義工，自
擔任「長者安居樂大使」後，讓他找到途
徑發揮所長去幫助人。對於這個轉變，梁
先生滿足地說：「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很
有意義，更不時得到公公、婆婆的讚賞。」
當了兩年義工，令他的生活變得充實，認
識了不少街坊，與他們建立了一份情誼，
他隨後更成功戒煙，氣促也減少了，最近
更重新投入工作呢！他笑說：「我女兒也
是護士，但她的話我沒有聽從，反而卓姑
娘吩咐的我卻會照做！現在每逢早下班的
時間，經過中心我都會跟她及街坊打聲招
呼，若中心或有老人家需要幫忙，只要時
間許可，我一定會幫忙，也算是一種回饋
吧！」梁先生形容這個駐邨姑娘好盡責，
為得人又細心，很有耐性解答長者的問	
題，經常在社區見面份外有親切感，所以
大家都樂意聽她的話、信任她。

參與「長者安居樂大使」的義工，都會接
受訓練，包括防跌、家居安全、照顧長者
的技巧等，培育義工們成為診所的「得力
助手」，協助定期探訪及跟進健康情況較
穩定的長者。卓姑娘笑說：「多年來經我
和中心一起訓練義工，會與不同機構合作
去支援居民，日子有功，慢慢儲了一個班
底，現在社區一有需要，居民就一呼百應
去參與！」

除了「安居樂大使」，邨中還有由樓長及
街坊組成的「社區互助網」，齊心合力找
出有潛在健康問題的街坊，力求防患於未
然。有一次，一位有長期病患的獨居婆婆，
三天沒步出家門，有好心街坊注意到，便
主動去中心找幫手。卓姑娘說：「我們立
刻上門，發現原來婆婆只是患了感冒，大
家都鬆了口氣！之後我再跟她做評估，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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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她狀況穩定，便交由義工們跟進，看她
是否需要送飯服務，又叮囑樓長幫手留意
婆婆的情況。」可見中心已成了荔景邨街
坊的支援點，當發現鄰居有問題便轉介予
中心，交給專業的醫護人員和社工跟進，
街坊都感到很安心。

周奕希補充說：「我們南葵涌服務中心設
立的社區診所，平時居民會來量血壓或做
健康評估，慢慢變成居民的聚腳點，他們
習慣了有事就來找我們商量。計劃只開展
了一年多時，我們已成功聯繫到多個醫療
機構／團隊、社福機構、區內中學、商界和
地區團體的積極參與，令我們有很濶的支
援網，在提供服務時更得心應手。」

卓姑娘笑說：「這裡的工作給我一個很好
的訓練，在照顧病人之餘，還要思考在網
絡中應挑選那一環去幫助他們，是請社工
安排領綜援、提供輔導？找理工大學的眼
科驗眼？還是找安居樂大使協助換個櫃？
真的很富有挑戰性！」這個網絡充份發揮
跨界別凹凸互補的優勢，成功在社區建構
一個健康關顧的互助網絡。

打開心屝  由抗拒到依依不捨
計劃能連結醫院的積極參與，安排護士駐
邨，對於處理一群缺乏安全感，不願意和
陌生人溝通的老人家，甚至隱蔽長者之功
效更為顯著，能直接將服務帶到長者的	
家裡。

「看到護士制服，老人家一般都會都比較
放心。我會以醫護為切入點，和他們建立
關係，溝通時會像朋友談天，例如有婆婆
告訴我她偷吃了蛋糕，我便笑罵她：『你
又亂吃東西？看你血糖多高！』」親切、
輕鬆，就是卓姑娘和老人家相處的「殺手
鐧」，令他們願意向她傾訴。然而，卓姑
娘也經歷過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

「有位獨居婆婆，患有輕微精神病和心	
臟病。我上去家訪，第一、二次她都不肯
應門；到第三次，她才終於回應：『你來幹
什麼？我不想人家知道我有病！』她開門
讓我進去時，更千叮萬囑我別讓人看見。」
這位婆婆同樣是缺乏照顧，家中很多藥物
和食物都已過期，卓姑娘在逐漸取得婆婆
的信任後，就教她如何恰當地吃藥及好好
照顧自己。卓姑娘更試過出動蛋糕打動婆
婆，使她改變初衷，同意義工們幫忙她購
買食物來和執拾家裡雜物。卓姑娘滿足地
分享道：「婆婆在我們的關顧下，她已三
年多沒入過醫院了，還多謝我們令她有信
心照顧自己，能在家生活。現在我每次離
開她的家門，她都堅持要送我，說捨不得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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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婆婆的兒子住得較遠，每一兩個月
才能探婆婆一次，卓姑娘曾打電話叫他多
點回家探望媽媽。婆婆的兒子十分感激中
心的協助，說如果沒有他們，自己的媽媽
可能早已需要入住老人院，這份社區情真
的相當難得。

成果，當時擔任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經理
的黎雪芬女士亦相當滿意，表示計劃推行
後，病人入院次數減少了一半，入急症室
的次數減少了七成，成效令人非常鼓舞。

除了長者的健康得到關顧外，周奕希說心
靈的需要亦相當重要。中心三年來與多個
互助委員會、學校、大學、醫院及慈善團
體結成了一個緊密的互助網絡，共同策劃
過許多服務和活動。他們與陳南昌紀念中
學合作舉行活動，安排學生探訪長者，讓
老人家感到溫情，同時讓年輕人了解長者
生活，建立兩代的情誼。陳南昌紀念中學
黃老師曾撰文稱讚道：「長者以身教教導
學生堅毅和做人的態度，正是現今青年人
切實需要的模範！」

「荔景長者互聯網」計劃在 2011年完結
後，基於成效顯著，成功再獲基金資助三
年推展下一階段的「在家千日好」計劃。卓
姑娘和周奕希都表示成果令人喜出望外，
認為計劃能有效節省社會資源，做到居家
安老，很希望這模式能得到醫療界和社福
界的認同，令更多老人家受惠。卓姑娘說：
「我認為『醫、福、社』的理念真的很好，
令這計劃能對症下藥，幫到有需要的人。
見到老人家開開心心、乾乾淨淨，我就	
好開心。」相比醫院的護士工作，卓姑娘
覺得走入社區，得到街坊、地區組織、社
工的支援，大家同心協力向著同一目標
努力，感覺特別溫馨。卓姑娘心裡很是富
足：「許多荔景居民都跟我說，以區內有

身心靈  全面評估照顧
卓姑娘做了護士二十多年，最初純粹因為
護士是一份專業，生活有保障，但慢慢卻
感到這份工作可改善別人的生活。她憶述
當時從瑪嘉烈醫院申請調任這個計劃的
駐邨護士時，要寫一份報告給上司：「我
把和周先生商討的意念寫下來，解釋計劃
建構的醫、福、社協作網絡，如何對社區
提供全面的支援，亦指出身心靈的照顧對
長者來說有多重要，並列出目標和行動計
劃。上司見我有很清晰的目標和想法，便
批淮我來這裡工作。」對於計劃所累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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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BOX

荔景長者互聯網

計劃在荔景邨及賢麗苑推行，為期三年，主要服務對象為區內 60 歲或以上的長
者及其家庭。

計劃的宗旨是「從心出發，用愛營造」，藉著強大的醫護服務網絡，推動社區健
康服務，提升長者的自我照顧能力，改善健康狀況，並鼓勵他們發揮所長，做到
老有所為。計劃並透過不同的義工團隊，配對有需要的長者，培養鄰舍守望相
助的精神，以愛關懷社區上的人士，建立和諧共融的社區。目標是建立跨代、跨
階層的社區網絡，增進長者及長期病患者對健康的認識，改善身體狀況，實踐老
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依的理念。

長者互聯網為榮！受惠的公公、婆婆又不
時到中心探我們，大家像是一家人，那種
濃濃的人情味，真的很難得，證明當初我
決定接受挑戰做駐邨護士，是很正確的	
選擇！」

今日走入荔景邨，看看老人家表現的活力
與笑容，和一眾街坊互相關懷的那份情	

誼，就會切實感受到荔景長者互聯網計劃
下已孕育出美滿的成果。護士駐守社區，
再配合不同組織，建立出穩健的鄰里互助
網絡，對長者作出全面的關顧，令長者成
為社區的新動力，建立社會資本，晚年一
樣可以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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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醫生為私人執業醫生，曾出任多項公職，
現時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愛滋病基金會
主席。梁醫生是前安老事務委員會長者學苑發展
基金委員會主席。梁醫生特別關注長者的需要，
致力鼓勵長者活出豐盛晚年。

感想	｜	梁智鴻醫生, GBM, GBS, JP
我十分享受閱讀這本「拾	•	連人情味	—	建立社會資本十年印記」，特別是駐邨護士卓姑娘的
故事，她的熱誠積極以及無私奉獻的心無一不使我感動。

這十個基金資助計劃參與者的故事分享，除了表揚故事主人翁的卓越貢獻外，亦反映了繁榮社
會背後陰暗的一面。我們明白只靠政府提供的資源並不足夠，更需要社區內不同的機構去支
持，以及一群有遠見及決心的地區領袖及無私奉獻的有心人來證明，香港是一個充滿愛和關
懷的城市。

本人藉此感謝香港特區政府「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在過去十年間凝聚各界人士之力量，幫
助社會有需要的人解決困難。這十年來的投資及回報，非數字可衡量。當中包括鄰舍之間的
關懷、愛心和守望相助。

本人亦恭賀「荔景長者互聯網」計劃的成功，特別是南葵涌服務中心總幹事周奕希先生，他
充分發揮了「醫、福、社」跨專業的理念，幫助有需要的獨居長者、隱蔽長者和雙老家庭，於
一個自己熟悉的環境內享晚年。這正是安老事務委員會一直所推動的。我希望這理念會一直
延續下去。

卓姑娘的專業服務亦值得我們尊敬和讚賞，她從比較安穩的醫院護理部資深護師調任為駐
邨護士，她樹立了一個新的橋頭堡，建立了一所非一般的社區診所。她的出現造就了一些可歌
可泣的故事，令居民轉悲為喜，亦喚醒了居民健康護理應由社區開始。

但願通過以上政府的資助、社區和人力資源三方面
的互動，香港亦會發展成一個既富足又和諧共融的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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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姑娘的邨姑生涯，
見證無數愛的故事。 
她自己正是親手編織 

關愛與溫情的一份子。 
拿著聽筒，卓姑娘關顧的 

不只是病人的健康， 
而是往往被忽略， 

卻最需要被聆聽的病人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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