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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提升愛國愛港愛澳力量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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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女士與媽媽
相擁而笑，
相擁而笑
， 這一
刻，等了兩年
等了兩年。
。

媽媽你記得多做運動，，吃多點東西，，知道嗎？？ 簡單的叮囑，，
分鐘的閒話家常，，已是這對母女疫情兩年來最奢侈的相聚時光。。
安老院舍在第五波疫下淪為重災區，，禁止探訪超過四個月，，昨日恢復有
限度探訪，，李女士下班便立即趕往探望媽媽，，再次握着媽媽的手。。回想過去一
段日子，，日日提心吊膽，，擔心媽媽會在院舍染疫，，李女士眼泛淚光：： 我無法
接受失去媽媽！！
近日社區再次出現零星的小型爆發。。院舍業界呼籲，，市民不要鬆懈，，必須
堅持防疫，，大眾生活才能早日復常。。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文文）） 林少權（（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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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條件：

探訪前：
訪 客

院 友

訪 客

• 探 訪 前 最 少 14 •須已接種最少兩劑
新冠疫苗，或獲醫
天，已接種最少
生書面證明，因健
兩劑新冠疫苗，
康理由而沒有接種
並向院舍出示接
新冠疫苗。
種紀錄。

•須在院舍內指定位置
接受快速抗原測試，
取得陰性結果。
•需進行全身消毒。

沒有接種新 冠疫 苗人士

•若訪客或受訪住客任何一方獲醫生書面證明因健康理由而沒有接種新
冠疫苗，須提供探訪前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並於院舍
內接受快速測試。

恢復探訪 家屬激動

李女士的媽媽曾婆婆住在葵芳一間
院舍，兩年來，除了趁媽媽到醫院覆診
時見見面，李女士幾乎沒有和媽媽坐在
一起聊天， 「覆診基本就是匆匆忙忙帶
她去醫院，看完醫生就送回院舍，而且
看醫生的心情多少有點緊張，也有職員
陪同，只能多看兩眼，說不上兩句
話。」 由今年1月中起，第五波疫情嚴
峻，社會福利署禁止安老及殘疾人士院
舍的非公務或體恤探訪，兩母女就更難
見面。
昨日院舍恢復有限度探訪，終於可
以再探望媽媽，李女士近幾晚興奮得難
以入眠，昨日一下班，就帶着媽媽喜歡
吃的紅豆沙來到院舍。

媽媽忘了 女兒要「自我介紹」
40分鐘的探訪，李女士一直握着媽
媽的手，不時抱抱媽媽。疫情下，院舍
有提供視像對話，但已年屆90歲高齡的
曾婆婆，看不清，也無法觸摸，對着熒
幕自然也沒什麼反應， 「媽媽你記得多
做點運動，吃多點東西知道嗎？」 簡單
的叮囑無比溫柔。40分鐘眨眼間便過
去，李女士捨不得離開，推着媽媽的輪

椅，慢慢送她離開探訪區，然後目送護
工將媽媽推進去。
曾婆婆患有腦退化症，由於病情漸
差，不時走失在街頭，2018年起入住安
老院。疫情前，李女士每天到安老院看
望媽媽，帶她去吃下午茶，但疫情爆發
以來，探訪愈來愈困難，長時間不能相
見，曾婆婆漸漸忘記了女兒，每次探
訪，李女士都要重新自我介紹，說上半
天，婆婆才想起是女兒。

「希望中秋節帶她去看看兒孫」
回望第五波疫情，李女士說，幾乎
每天都提心吊膽，害怕突然收到院舍來
電說媽媽出事， 「每逢過時過節，倍感
思念。一想到媽媽自己一個在院舍，疫
情又如此嚴峻，就會擔心得哭了，我無
法接受失去媽媽，但這波疫情下，這是
隨時可能發生的事。」 說着兩年來內心
的折騰，她雙眼濕潤起來。
近日疫情緩和，她最希望社會大眾
能夠堅守着防線，讓疫情不要再爆發，
兩母女能有多些相聚時間， 「最希望在
中秋節帶媽媽去看看兒孫，帶她去酒樓
飲茶，吃她最喜歡的蝦餃和燒賣。」

報料熱線
9729 8297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疫情爆發後，安老院舍長期禁止探
訪，長者被迫與家人分隔。

堅持抗疫 大眾生活早日復常
安老院負責人、安老事務委員會委
員李輝表示，很多院友已經數月未見家
人，非常想念。她認為院舍得以恢復探
訪安排，是社會各界齊心抗疫的成果，
得來不易，但近日社區再次出現小型爆
發群組，她希望大眾對防疫切勿掉以輕
心，否則一旦疫情復燃，將導致無數家
庭再次無法團聚。
院舍有限度探訪安排接種疫苗與檢
測規定（詳見表），李輝說，其院舍每
天只能安排最多十個家屬探訪，首周末
探訪人數已接近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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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
政府建議，從八方面提升安老院及殘
疾人士院舍的質素，昨日就《2022年
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刊
憲，政府表示，有關建議已參考檢視
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工作小組的建
議、社署監管院舍運作的實際經驗以
及各持份者的意見。八項提升質素要
求包括：提高最低人手規定、調高每
名住客的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加強對
院舍營辦人的問責、引入院舍主管註
冊制度、改善保健員註冊制度、優化
藥物管理、使用約束措施和維護住客
尊嚴及私隱的規定、調高罰則及廢除
安老院的豁免證明書制度。《條例草
案》將於本月25日提交立法會進行首
讀和二讀。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表示，

政府在2017年成立工作小組，其後提
出的19項改善措施，大部分已經完
成。就這八項建議，她認為有助提升
長者居住條件，但在提高最低人手規
定、調高每名住客的最低人均樓面面
積方面，實行時有困難。

業界：應有配套措施
李輝稱，業界極度缺乏人手，第
五波疫情導致大批人員流失，增加人
手並不容易，政府應先想辦法增加安
老服務人手，例如加大輸入外勞力
度、加強職業培訓。她稱現時規定
下，需要被高度照顧的長者人均面積
是6.5平方米，修例後提升至9.5平方
米，高於7平方米的公屋人均面積，在
寸金尺土的香港，會加大安老院舍負
擔。

四長者暫託中心今起停用

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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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修例建議刊憲 八招增院舍質素

安老院舍探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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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嚴峻，一想到媽媽獨自在院舍，
就擔心到哭，好怕失去她。

院舍恢復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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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安老及殘疾院舍在
第五波疫下累計有65600人確診，約
5000人死亡。疫情放緩，社會福利署
今日將四個曾改用作暫託中心的體育
館，交還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天水
圍體育館將於下周六（21日）交還，
啟德暫託中心會在本月底結束營運，
僅留下亞博館繼續提供1000張病床，
接收安老或殘疾院舍確診者或緊密接
觸住客。

亞博館續提供1000病床
疫情嚴峻時，公立醫院爆滿，社
署由2月起，陸續於多間體育館及啟德
郵輪碼頭設立暫託中心，照顧確診但
症狀輕微的長者病人，以及經醫院管
理局評估後確認為正在康復並適合入
住的體弱長者。
社署今日向康文署交還彩榮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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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113.2注中
每注派32,550元

育館、石硤尾公園體育館、港灣道體
育館和荃灣西約體育館。設於亞博館
二、三、五、六和七號館的臨時檢疫
中心／暫託中心，則會繼續運作。
社署發言人表示，自1月起，累計
共3860名院友入住亞博館臨時檢疫中
心／社區隔離設施／暫託中心，其他
暫託中心累計1586人入住。社署會密
切留意疫情，如有需要，會與有關政
策局和部門協調，迅速調動資源和預
備場地，重啟暫託中心。
衞生署回覆《大公報》查詢表
示，截至本月10日，797間安老院舍
有確診個案，涉及逾52100人；另有
295間殘疾人士院舍有陽性個案，涉及
超過13500人。衞生防護中心早前就
第五波9142宗死亡個案進行初步分
析，當中約5000宗即大約55%個案涉
及院舍。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下期多寶／金多寶獎金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1,382,101元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