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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陳智㬢醫生（東網主編）

撰 文：�Peter�Lam

那打素精神、造福萬千人
說起那打素醫院，讓冼醫生最深刻就是「矜憫為懷」這院訓。二十一年前，冼醫生在那打素的兒科服務。在短短半年的日子中，
令他至今難忘的是這種謙卑、對病人予以關心、憐憫的態度。「在那打素醫院，小朋友缺席覆診，姑娘會親身致電家長，噓寒
問暖地去了解缺席原因，再另約一個覆診日期給他們，這種愛心是在其他醫院所不能看到的。」冼醫生口中的姑娘，其中一位
就是今天的兒科部門運作經理。甚麼「那打素精神，做死自己人」，假的�!�大家千萬不要以訛傳訛！�

你用心對待別人、不計較、樂於付出，別人就自然會感謝你、欣賞你；良好的醫患關係就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在醫院工作是
一定辛苦的，為繁忙的工作賦予意義，才能令工作的熱誠長久。

推己及人
�
論到管理，醫療行政經驗豐富的冼醫生有他的一番心
得。「出生基層家庭，深明政策『接地氣』的重要性。在
總部工作時，負責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rogrammes)，積極主動為巿民爭取用一
個相宜的價錢在私營醫療機構接受服務，並清晰地列出
整個檢查或治療的所需費用及輪候時間，讓巿民『有數
得計』。公私營協作計劃成功由眼科服務開始，至今已
擴展至不同專科，�為病人提供多一些選擇。」

在推廣新冠疫苗初期，將心比己，冼醫生深知同事們對
疫苗有著不同的擔憂及誤解，親身到每一個部門及病房
去解答同事們的疑問，感謝全醫院各個部門同事上下一
心，那打素醫院幸運地在疫苗接種計劃中獲得急症醫院
第二名接種率最高的佳績�。

矜憫為懷矜憫為懷
願醫護毋忘初心，以「矜憫為懷」願醫護毋忘初心，以「矜憫為懷」
的心去服事他人。的心去服事他人。

威院兒科部門合照

訪問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訪問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
冼藝泉醫生冼藝泉醫生

總監的話總監的話020202



藝術泉源
談及工作外的興趣，冼醫生分享他的藝術作品。「我的名字叫藝泉，就是作為藝術家的先父對我的寄
望。」原來冼醫生小六的時候，就以一手毛筆草書「萬事勝意」在《歡樂今宵兒童寫揮春》中奪得冠
軍寶座的黃毛小子。說冼醫生既是醫生又是藝術家，並不為過，讓我們在本文中欣賞冼醫生青少年
時期的部份藝術作品。

常存感恩
冼醫生感恩神讓他在這位份上服事，並衷心感謝新界東聯網總監鄭醫生給予的信任和支持，更加要誠心感謝
同事間唇齒相依的合作無間，及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醫院管治委員會、各院牧們對醫院運作的
支持，使醫院能應付疫情期間的各項額外開支。願意各位同事，以「矜憫為懷」的心，感恩喜樂地在醫院服
事，共勉之。

在新年即席揮毫

毛筆揮春

素描自畫像

素描作品

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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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子： Sony 姑娘，在上次的訪問裡，你介紹了香港人都十分喜愛的印度食物，另一樣
我們都很興趣知道的，就是為什麼很多印度男子都叫作 Singh，女子都像你一樣叫 
Kaur ？它們都是姓氏嗎？

Sony： 在印度人的名字中，Singh�是十分普遍的，尤其是錫克教徒，他們男的全部都是�Singh�xxx，
女的便是�Kaur�xxx，主要是因為宗教的原因�。

錫克教 (Sikhism 信奉古魯 (Guru)，古魯並不是神，而是老師引導者的意思，教人行善，也信奉人人平等，所以錫克教徒的名
字上都沒有加上姓氏，因為在印度，只要看到家族的姓氏，就知道他們來自社會的那一個階層，是賤民還是貴族，所以所有錫
克教徒的名字都是 Singh�xxx�和�Kaur�xxxx。

婉子：Singh 和 Kaur 特別的意思嗎？

Sony： Singh�在印度文裡解作「獅子」，是男士的稱呼；而�Kaur�是指「公主」的意思，是女士的稱呼，所以嚴格來說，Singh�
and�Kaur�在錫克教徒身上都不是自身的姓氏。( 註：在非錫克教徒的印度人中，Singh �有時也可以是家族的姓氏。)

婉子： 你曾告訴我你的先生也是錫克教徒，姓名都是 Singh xxx，那麼二位女兒的名字都是 Singh 開始嗎？

Sony： 不會呀，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錫克教裡，Singh�是男生的稱謂。由於女兒們都在香港出生，所以我們把她們的姓氏改
回先生原本的家族的名字。

印度排燈節�(Diwali)�常見的燈海

全港唯一一間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錫克教廟�(Khalsa �
Diwan �Sikh �Temple)

多元中的共融與和諧：印度生活篇多元中的共融與和諧：印度生活篇
宗教與新年 —
再次訪問新界東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部
印度籍資深護師 Kaur Manjit (Sony 姑娘 )

撰文：婉子

婉子：那你都信奉錫克教嗎？

Sony 笑說： 是呀，我雖然不是嚴格的素食者，但我仍然把自己當作錫教徒的。

婉子：我好幾次經過灣仔的錫克教廟，都見到有香港人入內。

Sony： 錫克教除了信奉人人平等，提倡善待他人，所以在香港的錫克教寺廟，
都開放給公眾，歡迎任何人進入，也免費提供一日兩餐的咖哩素食。

訪問期間，筆者看見�Sony�手上戴一隻
銀色的手鐲。

婉子：這條隻銀手鐲有特別的意義嗎？

Sony： 錫克教的男女信徒，都會戴一隻銀色的手鐲，在宗教裡寓意要警醒行事，不可作
惡的意思。

婉子： 農曆新年快到了，中國人會大掃除、派利事、拜年，印度
人的新年都會這樣熱鬧嗎？

Sony： 印度人對新曆新年沒有特別的慶祝，我們一年最大的節日
反而是排燈節�(Diwali)，它通常在每年的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我們會像中國人一樣佈置家居、宴客、探訪和送
禮，最重要是那幾天的晚上我們會在家裡和街上點燈，祈
求光明和平安，到處都十分熱鬧的。

婉子：那倒有點像我們中秋節和農曆新年的氣氛。

Sony 笑說： 是的，我相信縱使文化不同，但每個民族對於繁榮和
幸福的追求都會很一樣的。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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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自 2010 年 12 月起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他認為香港的步伐和節奏比英國快，
工作量比英國大，面對病人的時間更少，而且醫院服務壓力更大。但他曾在英國一些最
大的醫院接受了培訓，他的適應能力也很強，這為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做好了準備。
他試圖讓病人感到舒適和受到照顧，並確保他們知道何時可以獲得檢查結果。

我在香港的生活我在香港的生活
雖然離鄉別井，仍樂在其中雖然離鄉別井，仍樂在其中
撰文：Eva LEE 李永芳

在英國，聖誕節當然是他們一年中最大的慶祝活動。通常，他會和
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朋友聚會。每個人都會做一些在自己國家於聖
誕節會吃的食物，並會觀看英女王的演講及玩遊戲，因此總是很
特別。

作為外籍人士，在香港結交新朋友很容易，因為有很多人處於類似
的境況。他於教堂裡結識了很多朋友，參加了遠足活動及晚間語言
課程。多年來，他結交了許多好朋友，稱他們為“香港的家人”。

George 在英國居住的小鎮並不是旅遊熱點，但是主要
的景點有維多利亞火車站、英國國教教堂（聖彼得大教
堂）和當地公園。他居住的家鄉，大多數人通常住在有
花園的獨立屋中，而不是多層公寓。那裡有更多的綠色
空間，喧囂也相對較少，但交通設施及效率較香港低
得多。

香港對 George 來說很特別。他喜歡香港，總是說香港是他的
家，而倫敦是他的故鄉。他暫時沒有打算離開香港的計劃，
但 George 認為，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旅程會帶我們去
何方。

香港的氣候較英國好，寒冷時在香港只需要穿着毛衣及外套便可以。而英國長時間有雨與及室內溫度較低，所以香港的長者
比較活躍，香港人的壽命普遍較英國長。在英國，人的壽命普遍是約 81 歲，但在香港，可以見到一些超過 90 歲，甚至超過
一百歲的病人，家庭關係密切，並願意照顧長者。英國的病人普遍都對醫療結構有認識，亦對自己的病情有更多的了解，並且
往往有更多問題想獲回答，但香港的病人則對於自己的疾病認知比較少。

假期時，他極之不喜歡到人多擠迫的地方如旺角。當他不用上班時，通常會獨自在咖啡店裡喝咖啡或到西貢遠足，他最喜歡去
的地方是西貢。George 最鍾意乘坐電車，價錢平亦可以看到好風景。閒時他會踏單車，從大圍踏單車至大美督。

BARLOW, George Aaron
威爾斯親王醫院放射診斷部放射師

英國

題外話：
George 不明白，
我們是如何可以
用地道的蹲廁
 （踎廁） ?

聖誕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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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in 的家鄉是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它被內陸環繞，周圍大部分是美麗的風景，在
晴朗的天氣裡，甚至可以看到山脈。

在 最 受 歡 迎 的 地 方 中， 哈 努 曼 多 卡（ 加 德 滿 都 ）的 杜 巴 廣 場（Durbar Squares of 
Hanuman Dhoka）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之一，以全方位的歷史和藝術展示而聞名。

香港 香港 ––  
我在尼泊爾外的另一個家我在尼泊爾外的另一個家
撰文：Eva LEE 李永芳

在 COVID-19 之前，由於佐敦及油麻地是香港其中一個熱鬧的地
區，香港的夜生活令人嘆為觀止。因為香港從不停下來，Sachin
很難適應所有的喧鬧聲及人群，但現在已經習慣了。

香港的生活方式節奏快和非常繁忙，工作上，Sachin 認為香港
有較多上了年紀的病人，主要是患有非傳染性疾病，而在尼泊
爾，儘管非傳染性疾病呈上升趨勢，但傳染性疾病仍佔大部分。
在業餘時間，Sachin 喜歡遠足和遊覽長洲等島嶼，閒時喜歡騎
自行車，他喜愛參觀海洋公園和西貢市鎮。

儘管文化差異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他亦能與在香港出生和長大
的朋友或同事相處融洽。在 COVID-19 之前，他每年都會回尼泊
爾的家鄉兩次。Sachin 喜歡香港，已經把香港當作第二故鄉。

LAMICHHANE, Sachin
大埔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駐院醫生

Sachin 是第一次從尼泊爾來香港，住在佐敦及油麻地地區，這裡有很多尼泊爾人居住。尼泊爾人一般是生活在共同家庭中，
認識同胞對他來說並不困難。他們會在香港慶祝家鄉每個節日，舉辦慶祝活動，這讓 Sachin 感到賓至如歸。Sachin 最喜歡
的是“Dashain”，一般是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在這個節日期間，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或拜訪所有親戚，享受不同的節
日特別美食，和有打牌活動。長輩們更會把紅色的 tika 放在年輕人的額頭上作為祝福。

他們也會於每年的四月中，慶祝傳統的新年，去年是 4 月 15 日，一般都會在家舉辦聚會。就如以上
聖誕節照片一樣，在家一同慶祝佳節。

Dashain，是尼泊爾人的主要節日，長輩向年輕人給與
tika，祝福他們幸福、健康、和有繁榮的生活。Tika 是
由米粒、祭祀用的紅粉和凝乳混合而成的。

尼泊爾人非常重視聖誕節及 1 月 1日的
新年，Sachin 如其他尼泊爾人一樣，都
會在家一起慶祝聖誕節及新曆新年。

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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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醫生在港工作日籍醫生在港工作
兩地生活文化大不同兩地生活文化大不同
受訪者：藤川拓也醫生�( 威爾斯親王醫院心胸肺外科副顧問醫生 )
訪問者：陳智㬢醫生�( 東網主編 )
撰 文：Yanki�Soo�( 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二級行政助理 )

我們於上一期《東網》提到日籍醫生–藤川拓也醫生決定留港行
醫的原因，以及他最喜歡的日本和香港美食，今期我們會進一步
了解藤川醫生在香港工作和日常生活。

在香港工作遇到的挑戰在香港工作遇到的挑戰
藤川醫生認為在香港和日本的醫院工作大致上分別不大，但起初來港時仍花了一段時間適應手術室
內的環境，因為香港和日本手術室的儀器擺放位置和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令原本他已經很
純熟的肌肉記憶需要重新適應手術室的環境。

提到在香港工作的難忘經歷，藤川醫生分享他曾經在威院為一名 26 歲患上罕見心臟病
的病人進行胸腹主動脈置換術，那次經歷特別深刻，因為那名病人育有一個約 1 歲的小
朋友，幸好當時手術非常成功，讓這名病人可以與家人團聚。藤川醫生亦不時會收到
病人親手寫的答謝卡，以及病人在家休養期間傳送給他的照片，他說這種情況在日本
比較少見，而這種緊密的醫患關係帶來的滿足感亦是鼓勵他繼續在香港行醫的動力之
一。在香港工作的這段時間，他亦深深感受到威院外科團隊的合作精神，以及每位成
員都致力改善醫療服務質素，以病人健康為本的精神。

遠離市區的假日活動遠離市區的假日活動
醫生平日工作繁忙，被問到假日期間喜歡到哪裏休息，藤川醫生說他喜歡一個人行山
和遠足，遊覽香港不同的景點，例如是西貢的「長咀」、船灣的「鬼手岩」、大嶼山的

「雞翼角」等等。

香港日本文化大不同香港日本文化大不同
新年將至，我們特別問及日本人會如何慶祝新年，藤川
醫生說日本人在過年前會在家擺放一種傳統食品–鏡
餅（Kagami�Mochi），即是由兩塊圓盤狀的年糕相疊而
成的過年食品，上面會再擺放一顆柑桔。年糕相疊是象
徵福德重疊的意思，而上面的柑桔是象徵世世代代健
康長壽、繁榮昌盛。在新年過後，人們便會「��開鏡
餅」，使用槌子或是手來將年糕分開並煮食。而香
港與日本過年的不同之處，藤川醫生說日本的新年通

常比較安靜，相反香港的新年，人們都比較喜歡以熱鬧的方式慶祝，例如是舞獅表演和放鞭炮
等等。

日本人較注重環境安靜亦是藤川醫生提到香港與日本生活文化的其中一個不同之處，相信
不少到過日本旅遊的讀者亦能深深體會這種分別，例如在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人們都
很少高聲交談或播放手機鈴聲，這種生活習慣讓他們可以享受安靜的時光，其實偶然在忙
碌的生活中能夠享受片刻寧靜可能也是一種舒壓的好方法呢！

藤川醫生與威爾斯外科團隊的合照

藤川醫生與黃鴻亮醫生共進午餐

藤川醫生與其他日籍同事的合照

藤川醫生不時會
收到不少病人親
手寫的感謝卡，
成為了他的工作
動力

鏡餅�( 麻糬年糕 )�是日本新年傳統食
品之一，有世世代代繁盛昌隆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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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Peter�Lam

中樂團歷史中樂團歷史
醫管局中樂團成立自 2001 年，主要由一班現職或曾任職醫管局的同事組成，團員人數約 80 人。疫情前樂團每年舉行一
次免費的大型音樂會，並定期於各公立醫院及社區舉行關懷音樂會，亦開展結合音樂治療的中樂工作坊，致力以音樂為病
友及其親屬送上關懷。此外，樂團多年來承蒙葉敢新指揮及多位樂團導師用心教導，勞心勞力，樂團在此謹致謝忱。

中樂團各部中樂團各部
中樂團由「吹、彈、拉、打」四部分組成。吹管組有笛、嗩吶、笙等，彈撥組有柳琴、�琵琶、古箏等，拉弦組有高胡、二
胡、大提琴等，敲擊組則有各式各樣的鼓。和西樂一樣，學員可以學習及報考不同級別的中樂器。對中樂有興趣的同事，
不妨等待疫情過後，報名參加中樂團開辦的興趣班，在工餘時間體驗中樂。不得不說，小冬和明珠當年就是透過參加興趣
班從而加入樂團的。

所謂「樂以發和」，在中國文化中，音樂有著教化人心、使人
和睦的作用。筆者感恩能訪問醫管局中樂團副團長潘小冬小姐
(NDH) 及李明珠小姐 (BBH)，讓讀者們認識一班熱心的同事，如
何在百忙中抽空，透過中樂向病友及社區表達關懷。

讓音樂鼓動人心讓音樂鼓動人心
近年不少研究指出，敲擊樂有助改善自閉症青少年的
社交、專注力及情緒控制能力，提升他們的自信。有
見及此，中樂團與音樂治療師合作，並獲得慈善基金
贊助，在醫院為一班發展障礙的青少年開辦一系列的
鼓樂工作坊。學員們都非常投入及欣賞課程，以下節
錄一些學員心聲：「好喜歡一班 friend夾鼓，過程言語
交流唔多，但我們很有默契」、「從來沒想到可以那麼
集中學好一樣東西」。

讓音樂感動人心讓音樂感動人心
2010 年，中樂團到訪四川成都及都江堰市，舉辦「川港同心滿杏林」音樂
會，為當地醫護人員及地震傷員義演打氣。一曲《在那遙遠的地方》，讓一
班經歷地震煎熬的聽眾感觸落淚，大家不分你我傷健，一同站立起來揮動
雙手、投入其中。透過音樂，兩地醫護傷健的心彼些相通，這種和諧的情
景，至今仍令小冬及明珠難忘。

醫管局中樂團

20102010 年川港同心滿杏林年川港同心滿杏林

醫管局中樂團副團長潘小冬小姐（中）醫管局中樂團副團長潘小冬小姐（中）
及團員李明珠小姐（右）及團員李明珠小姐（右）

川港兩地醫患傷健不分彼此川港兩地醫患傷健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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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音樂聯繫人心讓音樂聯繫人心
疫情前每逢節慶，中樂團都會組織 5 至 6 人的
小隊，到不同病房巡迴探訪表演，讓病友們感
受一點節日氣氛。「作為一位內科護士，工作繁
重，是甚麼驅使你付出寶貴的休息時間，去參
與中樂團的服事？」同樣身為護士的筆者特意地
問小冬。「就是用音樂向病友表達關懷﹗」小冬
回憶說。「在病房表演經典中樂時，有些伯伯會
興奮得走到我們身旁載歌載舞，而當值的同事
及躺床的病友也會同聲唱和，更有病友因著樂
團的關心、表演而感動流淚。」在那刻，中樂彷
彿成了醫患間的共同語言、彼此溝通的橋樑。

中樂團的挑戰中樂團的挑戰
疫情後，中樂團所有的實體音樂會、工作坊、興趣班都暫停了接近兩年。
而疫情亦令醫院的空間使用亦變得緊張，樂團需要尋覓排練和儲存樂器的
地方。小冬及明珠寄望在疫情稍緩時，在滿足防疫要求、完成接種疫苗
後，中樂團能恢復面對面的交流活動。繼續發揮其凝聚員工、推進醫患、
社區共融的角色。

短短一小時的採訪，令筆者由衷的佩服兩位中樂團的同事。她們在病房工
作過後，仍不辭勞苦地為中樂團的活動籌謀，安排地方、時間、以至尋找
贊助機構，使得一場又一場的音樂會、工作坊得以順利進行。願意大家都
積極支持醫管局中樂團，支持這些充滿意義的工作﹗

青少年鼓樂訓練及表演青少年鼓樂訓練及表演

在節日到訪病房表演在節日到訪病房表演

20172017年大型音樂會—香港情年大型音樂會—香港情

在那遙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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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意念
職業治療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復康治療，透過利用多元化及有目的性的活
動，訓練院友在自理、工作及休閒上的生活技能，以實現獨立、有意義
的人生。手工藝是其中一種常用的訓練媒介，透過參與藝術手作，建立
院友的自信心及成功感，從而提升他們於復元路上的參與。我們設計了
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小組，包括皮革、陶瓷、手工皂、蝶古巴特、植物敲
染，還有融合日新月異的科技的 3D 打印及雷射雕刻小組。院友在製作
過程中非常投入，而且具備創意，學習能力亦很高，很快便能掌握箇中
技巧，創作出別出心裁的作品。有見及此，我們想藉著這次聖誕賣物會，
一方面跟大家慶祝普天同慶的聖誕佳節，一方面展覽院友精美絕倫的創
作，肯定他們的個人優勢，亦讓大眾對精神病和患者有更深入的理解和體會，
推廣接納及復元。

復元。過程
籌備工作早於活動舉行前半年進行。院友到職業治療部進行訓練時，可以自行選擇參與有興趣的
小組和安排個別的訓練時間表。在職業治療師的指導下，院友能自己主導復康的進程，以提升他們�
自主自決和個人化的理念。在製作過程中，我們強調充權和個人責任。院友有權利提出意見及作出選擇，�
同時亦要為此負責，例如我們共同決定產品的款式、數量、製作方法，亦盡力達到目標。因此，無論是院友之間，或院友與職
員之間，尊重都是個不可或決的元素。只有互相尊重、接納與溝通，才能促使整個籌備過程。然而，過程不一定是一帆風順
的。當中院友經歷過種種情況，包括信心不足、技術不夠純熟等，最後在職業治療師的協助下，院友一步步跨過難關，好比復
元路上雖偶有挫折，但重要的是院友能在起伏中成長，在經驗中學習，邁向復元。

職治の殿堂職治の殿堂
職業治療部聖誕賣物會職業治療部聖誕賣物會
撰文：杜嘉雯  大埔醫院 二級職業治療師

有 。同路
活動當日，我們邀請了五位義工擔任推廣員一職。他們曾經都是參與過職業治療部訓練的
院友，得悉這個富有意義的賣物會，他們都很雀躍幫忙！除了協助推廣產品，他們更能以�
朋輩、同路人身分分享親身經歷，帶來希望，推廣復元。這次活動對義工們是次難能可貴的
經驗，既能身體力行推廣院友的作品，亦能藉著工作崗位訓練自己的
工作、社交技能，有助全人發展。除了熱心的義工，更不少
得的當然是職業治療部的同事！每位同事穿起圍裙，各
就各位，好比專業的銷售員。顧客們的反應亦非常熱
烈，醫院一眾同事、院友、家屬都慷慨解囊，對支
持精神病患者不遺餘力。

在此，我衷心感謝每位積極參與的你，
       才能成就這個活動的成功！

P.S.����以上粗體的關鍵詞都是「復元」的十個元素，亦是職業治療部訓練所包含的概念。�
相片於疫情前拍攝。

讀者投稿讀者投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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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愛過聖誕節至愛過聖誕節
哪個國家最愛過聖誕呢？那一定是菲律賓，它們過著「全世界最長的聖誕節」，到
底有幾長呢？聖誕節氣氛從天氣漸轉涼的 9 月開始。聖誕的歌聲在街頭小巷上都
能隨時聽見，也開始佈置聖誕裝飾，令大家都沉醉於節日氣氛當中。
這樣的聖誕氣氛至翌年 1 月份第一個星期的三王節，才算正式結束聖誕
節！一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歡度聖誕，真是一個至愛過聖誕節的
國家！

「Parol聖誕燈」是一個在菲律賓過聖誕節時不可缺少的裝飾。據說 Parol
聖誕燈的傳統可追朔到天主教的傳統，其造型多變繽紛炫麗，主要製
作材料是細竹片和各種顏色的玻璃紙，以竹片為框架再貼上玻璃紙，
含意為迎接聖母瑪利亞的誕辰，引導聖約瑟和聖母瑪利亞去尋找他們的
歸宿。

自「肥」禮物自「肥」禮物
在西班牙加羅隆尼亞的聖誕傳統習俗中，當地的小朋友每年都會擁有一隻可愛的木
偶�─�Tió�de�Nadal。

小朋友們都會由 12 月 8 日起至 12 月 24 日一直悉心照顧他們的木偶。Tió�de�Nadal
的身體是一塊印有一個笑臉的木頭，由兩或四隻腳支撐，頭戴聖誕帽，身上會被

披上毛毯來保暖「避免著涼」。

Tió�de�Nadal又名為 Caga�Tio，Caga是大便的意思，Tio是木棍的意思。
為甚麼聖誕會跟大便有關係呢？原來當小朋友一直「餵食」殘羹剩飯到 Tió�
de�Nadal，他便會「愈生愈肥」（小朋友的父母每隔幾天便換另一隻較「肥」
的 Tió�de�Nadal）。直到平安夜或聖誕節那天，當他「吃」飽了，孩子們一

邊用棍子敲打 Tió�de�Nadal，一邊唱一首鼓勵他排便的歌，要他「排」出禮
物，到了聖誕日，小朋友便會在毛毯下找到「大便」（聖誕禮物）！

月桂 黑胡椒 丁香 肉桂孜然

聖誕冷知識聖誕冷知識

菲律賓
聖誕燈飾

Parol 聖誕燈

Tió �de �Nadal
小木偶

感謝各位反應熱烈，得獎名額亦
相應增加，請各位繼續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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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一樣的店員沒有不一樣的店員  社會企業在醫院社會企業在醫院
小編在大學唸社工時選修復康工作課程，還記得第一堂課時，導師在一張大紙上剪了幾個形狀、大小不一的洞口，著學生用盡
任何方法，把用紙摺成的立方體陷進大紙的洞口。於是，同學把立方體用力擠壓、摺疊、揉成條狀把那個已經變形的立方體陷
進大紙的洞口，就是沒人想到把大紙的洞口撕得更大，剪得更闊來迎合那些立方體。那張大紙代表社會大眾，立方體則是殘疾
人士，整個遊戲寓意大部份人都覺得殘疾人士要改變和扭曲自己來融入社會，而沒有想過社會應作出一些改變，給他們提供平
等的機會；因為假如有一天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殘疾人士所需的設施和機會，殘疾就不再殘疾。

大埔醫院地下的小賣店－「卓思廊」是一家社會企業，專門為肢體傷殘人士及精神康復者提供工
作機會；走起路來有點蹣跚的 Paul仔，於 2016 年在黃大仙醫院「卓思廊」工作，2019 年轉往
這裏工作已兩年，他一手包辦賣貨、理貨、訂貨和送貨等工作，工作範圍和性質與一般店員
無異。

小編：「Paul 仔，你在這裏工作學到甚麼？」

Paul 仔：「公司有職前培訓，入職後亦有定期培訓，讓我學到很多產品知識及銷售技巧，亦認
識到市面上很多新型的復康用品。業務經理 Kevin�也教會了我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解決方法，我很
感激他。」

小編：「你在這裏工作最開心是甚麼呢？」

Paul 仔：「最開心是介紹客人買到合適的產品，有時又可將病人購買的貨品直接送上病
房解決他們的緊急需要。有些顧客寄存一筆錢用作買尿片給正住院的親人，他們一旦需
要，我就將尿片送上病房，可以幫到他們，�我真的好開心。」

小編預想他最開心的是可自力更生，賺到錢幫補家計，如何運用金錢提昇生活質素，然
而他給出的答案卻是幫助他人。�正當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他們只是受助者，然而他們其
實也是施予者，和其他醫院員工一樣，共同服務着病人。若沒有親身的接觸，很容易墮
入狹隘的偏見中。

撰文：美洛迪

小編：「那你覺得最困難的又是甚麼呢？」

Paul仔：「曾試過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客人買不到復康器材，我幫不上忙，真的很難過。又試過客人來買尿片，但尿片已售罄，
介紹他們到其他店購買，但客人就是喜歡我們店內的品牌。」

小編在想，究竟他們的品牌真的特別優質，還是殘疾人士的服務態度比一般人更勤懇、更熱誠、更真摰，客人鍾情的不是他們
的品牌，而是他們的態度。

小編：「Kevin，你認為醫管局給予你們一個地方
經營社企的意義是甚麼呢？ 」

業務經理 Kevin：「意義當然重大，可為殘疾人士
提供一個就業、自力更生和貢獻社會的重要平台。
任職以來，我最欣慰和難忘的是我初入職時，遇到
一個能力和效率很低的員工，曾考慮過他是否合適
這份工作。但既然自己投身社企，就要給予員工更
多的愛心和耐心，經過長達約 3 年的悉心指導，那
店員晉升成為了高級店務員。」

小編：「殘疾人士也有學習和進步的能力，但如果
沒有一個平等的機會和像你這樣包容的社會人士，
是永遠不會看到這種超乎想像的改變。」

殘疾人士也好，一般人也好，沒有一個平等的機會也只能劃地自限；當初醫管局給出這個平台，殘疾人士也好，一般人也好，沒有一個平等的機會也只能劃地自限；當初醫管局給出這個平台，
就是本着社會責任，堅信人人平等，希望消除傷與健之間那條界線。 就是本着社會責任，堅信人人平等，希望消除傷與健之間那條界線。 

店員店員 PaulPaul仔一手包辦賣貨、仔一手包辦賣貨、
理貨、訂貨和送貨等工作，理貨、訂貨和送貨等工作，
與一般店員無異。與一般店員無異。

業務經理鄭家俊先生，業務經理鄭家俊先生，KevinKevin
認為投身社企需要付出很多愛認為投身社企需要付出很多愛
心與耐心。心與耐心。

店長李偉光先生（左）與業務經理鄭家俊先生，
Kevin（右）悉心指導店員，同事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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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動態聯網動態

「關懷愛滋」的零標籤咖啡車於去年 12 月 3 日到威院派發
免費咖啡，以答謝同事們一直以來對愛滋病感染者的支
援及照顧。這些咖啡是由愛滋病感染者及非感染者共同沖
泡，藉此呼籲大眾消除對感染者的標籤，以正面態度認識
愛滋病，以愛心關懷感染者。

威爾斯親王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
「關懷愛滋」零標籤咖啡車「關懷愛滋」零標籤咖啡車

Play Tagless!Play Tagless!

新界東聯網一年一度的重頭戲「關顧故壇」於 2021
年 12�月 1�日順利舉行。六位來自不同醫院及專科
的前線同事分享工作上的非常體驗。

有臨床心理學家分享照顧一位患自閉及躁鬱症兒童
十年的故事。她見證這個孩子由當初與單親媽媽流
落街頭甚至自殘，到後來學業有成，最後竟有機會
親自為他撰寫推薦信申請奬學金到牛津升學。一位
醫生亦分享他與一位病人以「水瓶」作為連繫的故
事。他為一位肺癌病人將胸腔積水引流到瓶中，病
人在病重期間親手在水瓶上畫上鮮花彩繪回贈給
他，令他深受感動。另外一位精神科護士同事被精
神分裂症病人幻想為八鄉消防訓練學校的兄弟，感
受到一份另類「手足之情」。

無論病人是正在陽光處處的康復路上，或是餘輝未
盡的人生最後一程，醫護能有幸與他們並肩同行，
不啻是人生非常珍貴的經歷。如果大家可以在路途
上給予病人更多的愛與關懷，必可令病人及自己的
人生增添色彩及意義。

新界東醫院聯網新界東醫院聯網
第 16 屆新界東聯網「關顧故壇」第 16 屆新界東聯網「關顧故壇」
新東有愛新東有愛

威院內科副顧問醫生陳嘉鵬分享《水瓶》的故事。
陳醫生說，癌症病人在病重下專注做一件事極
不容易，更何況是在水瓶上畫彩繪，物輕情意
重莫過於此。

鄭信恩醫生 (左三 )與「關懷愛滋」行政總監
Andrew�Chidgey（左四）及參與活動的工作人
員合照。

活動當日不少同事
都特意到場取免費
咖啡，並與「關懷
愛滋」職員及義工
交流，了解他們的
工作。

多謝前線同事分享與病人的感人故事

13



聯網動態聯網動態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
舉辦質素及安全論壇舉辦質素及安全論壇
為推動醫院安全文化，兩院去年 11 月舉行年
度質素及安全論壇。承蒙醫院管治委員會主
席李國謙先生出席，頒獎表揚團隊積極參與
新冠疫苗員工接種計劃，並嘉許對醫院質素
及安全文化貢獻良多同事。同場亦邀得新界
西聯網智慧醫院項目委員會召集人雷俊達醫
生，簡介有關香港智慧醫院 (Smart�Hospital)
的發展。不同部門亦在論壇中分享其智慧醫
院的項目成果，以起互勉學習之效。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內科日間治療中心正式啟用內科日間治療中心正式啟用
為減少內科病人依賴住院護理以舒緩病床壓力，本院加強日間內科服務，去年 10 月 4 日起啟用內科日間治療中心。中心設有 15 張
日間病床，為內科病人提供多項服務，包括小手術及檢查，定期輸血、調較藥物、每日輸注抗生素及手術前準備等。此外，日間服
務亦有助等候檢查報告而臨床情況合適病人提早出院，安排他們日後回到中心繼續跟進病情。中心每年預計可服務 4,000名病人，
今年 1月將直接接收由急症室轉介入院的內科輕症個案，以進一步應付迫切住院服務需求。

大會頒發獎項嘉許對醫院
質素及安全文化貢獻良多
同事

李國謙先生感謝同事護己護人，並表揚那打素醫院
榮獲急症醫院新冠疫苗員工接種計劃第二名。

內科日間治療中心設有 15張日間病床 醫生為病人抽取組織檢查

今年質素及安全論壇主題為「智慧醫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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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動態聯網動態

北區醫院
停車場管理系統更新停車場管理系統更新

沙田醫院沙田醫院
「三院一心．邁向三十」「三院一心．邁向三十」

沙田醫院 30 周年院慶沙田醫院 30 周年院慶
植樹典禮植樹典禮
2021 年 12 月 2 日，沙田醫院服務正式踏入第 30
個年頭。醫院最初於 1991 年年底以「沙田護養院」
起步，主力照顧長期病患者，到 1993 年 10 月 8 日
開始以現今的名稱「沙田醫院」，肩負更重大的使
命，接收半急症病人。時至今日，沙田醫院除了繼
續發揮重要角色，為聯網內其他急症醫院分擔、加
快病床流轉速度，亦成為不少聯網服務的駐紥地。

沙田醫院今天的成就，全賴一眾管理層及員工的深耕細作。因
此，在繼往開來的意念下，沙田醫院於 2021 年 12 月 14 日種植
三棵羅漢松及一棵南洋杉樹，以紀念醫院踏入 30 周年。因着
沙田醫院、沙田慈氏護養院及白普理寧養中心由 2017年 3月起
正式整合協作，是次植樹儀式以三棵羅漢松象徵「三院」及以一
棵南洋杉樹寓表「三院一心」下的成果� — �力求上進、為市民
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我們在此感謝新界東醫院聯網行政總監鄭信恩醫生、沙田醫院
管治委員會及管理層為我們主禮「沙田醫院 30 周年院慶植樹典
禮」。

北區醫院的停車場管理系統已經使用了超過 20 年，維
修及營運成本亦隨著歲月增加。北區醫院終於獲得撥
款，於 2021年 10月初完成更換停車場的管理系統。

新系統採用更先進及便利駕駛者的車牌識別功能，職員
及已預約車位之訪客進出停車場不用再伸手拍停車場出
入咭或按鍵取泊車票，只需於抵達停車場入口及出口時
等待系統辨認車牌後自動起閘便可進出停車場。

此外，新系統亦配置有車位顯示屏幕，實時顯示各停車場剩餘
的車位數目，協助駕駛者更快捷地了解各停車場的使用情況。
如駕駛者抵達的停車場已滿，系統會於入閘機提示駕駛者前往
其他停車場停泊。

新系統亦簡化訪客使用停車場的流程。訪客停車場配備有八達
通讀寫器，訪客使用停車場不用再按鍵取泊車票及到院內停
車場繳費處付款，而改為以八達通於出閘時直接付款，方便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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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於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份晉升同事

威爾斯親王醫院
醫療職系
伍志偉、何永明、何殷傑、周志英、林慧恩、張謙怡、
莫小婷、麥雋愉、馮沛琳、楊諾信、源家娸、談雪儀、
羅文輝
護士職系
何麗萍、吳家駒、李淳瑛、林栢欣、侯肇姍、張葆端、
張藹儀、梁成坤、梁淑嫺、梁嘉莉、郭少鳳、陳叒琪、
陳嘉怡、陸國英、麥浩琳、麥雪媚、馮添偉、黃偉雄、
黃媛詩、黃寶心、黃蘇娟、楊洪華、楊倩盈、葉 錦、
雷景禧、廖曉玲、潘文墩、黎志雄、黎雪芳、盧雅蕙、
謝雅麗、羅啟賢、譚敏莉
專職醫療職系
方煦晴、何詠賢、胡務哲、張靖薇、陳信君、陳敏婷、
陳詠淇、陳樂晴、陳耀昌、彭子俊、楊家威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吳嘉恩、李哲斌、李敏其、李業雯、冼麗芬、林美玲、
花美玲、袁嘉韻、張汝盛、梁彥汶、梁釧儀、陳欣娜、
陳婉珊、彭珊珊、湯小芳、黃泳美、黃詠彤、董家育、
劉灝璋、鄭耀華、盧慧妍、戴佩琳、謝美嫦、鍾愷瑤、
韓晶晶、蘇志佳、蘇美玲、蘇寶珠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醫療職系
李綺枝、庾蓮友、張智欣、劉智豪、譚家盈
護士職系
李姿德、鄭惠怡、鄭頴汶
管理及其他專業職系
李嘉怡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王彥甯、石八妹、何顓而、李穗南、周彥君、梁巧怡、
楊凱智、劉國華、蔡嘉怡、鄧燕玲、繆蘊慈、謝倩婷、
鍾偉健
北區醫院
醫療職系
黃浩輝、蔡曉瑩、鄧月娥
護士職系
利凱純、李玉銀、李逸華、李寶欣、林祖兒、梁穎怡、
許 翔、郭玉珊、陳俊明、陳 懿、麥秋榮、黃美恩、
黃荻琋、黃惠賢、黃道賢、潘詠新、黎靄寧、關志誠
專職醫療職系
周梓澄、梁晉庭、許友鑑、陳穎嘉、劉慧妍、劉澤俊
管理及其他專業職系
李小清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江美霞、何靜宜、吳倩庭、李秀珍、李睿婷、李 麗、
姚鳳婷、郭詠怡、陳漪琪、曾芷銘、虞萬晶、劉裕安、
黎芷瑩、關凱欣、蘇蔚珩
沙田慈氏護養院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蘇禮賢
沙田醫院
護士職系
何宛詩、袁翠婷、張淑宜
管理及其他專業職系
余樂恒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余錦洪、胡穎恩、陳佑平、陳穎峻、鍾卓穎
大埔醫院
護士職系
麥日君
專職醫療職系
任凱麗、張戩沖、樊曉榆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黃桂蘭、黃敏詩、鍾玉鳳
新界東聯網
管理及其他專業職系
何雅如、曾思敏、陳子韜、陳浩雲、梁漢威、何海豐、�
盧卓謙、嚴梓澄、鄧欣雯
文書，秘書及支援服務職系
何細群、李志明、李汶蔚、李玥澄、杜燕麗、沈玉麟、
林嘉玲、林嘉進、林慶鋒、林潤稀、徐美嬌、張玉梅、
梁采芝、連淑英、陳 娜、陳 琴、麥珮怡、黃子驄、
黃佩珊、黃啟銘、趙懿靖、劉婉儀、歐陽銘昌、黎雷娣、�
盧建邦、謝文俊、謝偉瑩、鄺紫綾、羅子峰、羅素珍、
譚仲明

遊戲園地

西班牙 德國菲律賓 瑞典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醫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剪下表格，填上個人資料，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前，寄「沙田醫院 D 座 1 樓人力資源部東網」
收，每名新界東同事限參加一次。

不同國家都有不同的傳統 / 特別的聖誕裝飾，把相對應的聖誕裝飾及國家名稱連線。
如成功配對所有答案，即有機會獲得禮物一份，名額有限。

2021年7月至9月
首長級及管理人員
任命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