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肥 屋 潤

多年來的每個下午，周

十雨泉醫師總會從柴灣的

寓所到灣仔中醫師公會辦事處
坐鎮。他在公會的身份可多
了︰既是公會副理事長和財務
主任，亦是駐診醫生，同時
也是行政人員，公會內所有行
政工作都由他一手包辦。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除了診金和藥費之外，他為公
會所做的一切都是分文不取。
換句話說，他為公會默默付出
「盡醫職份」
的周雨泉。
•
了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而沒有

關懷社區
◆ 黃鎮邦

居家安

要老，擁

有安全的居所是最基本的條
件。
事實上，香港有很多
長者是獨居或兩老同住的，
雖有政府五千元的家居環境
改善津貼，但在百物騰貴的
情況下，添一個熱水爐、換
掉一個壞雪櫃和更換生銹的
水喉，已經承惠五千大元；
另外，在醫療及環境情況改
善下，根據社聯資料於 2006
年男士平均壽命是 79.5 歲，
女士是 85.6 歲，以約 60 歲

退休年齡來說，大大話話仍
有 20 多年在家居生活。所
以，為長者提供適切的家居
維修服務是十分實際和必要
的。
有見及此，聖雅各福
群會早年已成立「家居維修
服務」，為年六十歲或以上、
獨居或與配偶同住、缺乏親
友戚屬照顧、經濟困難、居
住環境惡劣、家居設施失修
的長者，由義務專業維修人
員提供簡單家居維修服務，
包括：水、電、泥水、木工
維修、新居入伙基本裝修，

上

◆ 涂小蝶

短評

◆ 胡良喜

就另推出「 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
務 」， 要求輪候護養院的長者轉出
來使用此服務 。 其實 ， 只要加撥
相應的資源，便可讓長者一站式地
得到所需深度的服務，無需另搞一
套 。 於是 ， 令到社區服務名目繁
多 ， 非常混亂 。 在這個不良的基
礎上再走私營化，讓人更擔心服務
質素。

涂寫
人物工作坊

10

今次建議推行資助券的一個盲點。
總的來說 ， 有關資助券 ， 首
要關心私營服務的質素是否有保
證；其次，金額是否足夠應付長者
的照顧需要？如果最終資助水準不
足，長者仍要付出一定的金額補貼
才能買到服務，我們相信大部分長
者仍會選擇政府資助服務，繼續輪
候院舍，無助解決院舍及社區服務
不足的問題；第
三 ， 不少長者處於
貧窮狀態 ， 即使有
補助亦未必有能力在
市場上買到所需 ，
而又具質素的服務。
因此即使是推行資助券，開放私人
市場，現行政府提供的服務仍必須
存在 ， 真正讓長者多一個選擇 ，
而非單單將問題「以市場解決 」。
「錢跟人走 」是一幅漂亮的圖
畫，但長者必須認真留意整個計劃
的細節 ， 不要手上有錢 ， 但買不
到合適的服務。

者獲得適切的資訊和支
援，他們可以更充實、
更龍精虎猛、更精神健
旺地渡晚年！
新年新願望，也藉
自 1976 年一月發刊至今
之際，本人作為編者的
祝願是：希望在龍年伊
始，你們也讓《松柏之
聲 》可有龍飛的機會，
可為更多長者獻上活出
更健旺的明天來；為達
成仝人的心願，盼望作

為忠實讀者的你，來幫
一把：除日常關懷好友
鄰居外，特別在新年期
間，大家遇到親戚舊友
互相恭祝「龍馬精神 」
時，不妨向他們推介一
下，讓他們知道原來香
港有一份專為長者及護
老者而設，已有 36 年歷
史仍昂首闊步向前的專
業長者報紙，可免費每
月定時送到他們府上，
為他們提供晚年
生活「到位 」的
資訊，讓他們齊
來活出真正的
「龍馬精神」來。
不論是本港、中國及至
世界各地，只要他們喜
愛閱讀，《松柏之聲 》仝
人也定必會為他們服
務。方法也很簡便，只
需將他們的姓名、年齡、
地址及電話來電 28313 2 1 5 告訴我們 、 電郵
（thevoice@sjs.org.hk）
或寄來本刊亦可，最
遲下月他們便可收
到《松柏之聲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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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擔心政府認為陪診 、 送
飯、家居清潔的服務比較基本而簡
單，可以先行；認為只做簡單的那
部份就可以避免失誤，不會對長者
構成傷害，背後想法是以為這些服
務是不用「管理 」的，也是坊間（市
場 ）大可提供的部份。 這種輕視無
疑是對社區照顧服務的無知，也是

的 一
編 者 的 話 年，先
代 表
◆ 謝文慧
《松柏之
聲 》仝人祝各位讀者龍
馬精神，身體健康！
打從去年八月起，
《松柏之聲 》進行了讀者
續訂的工作，感謝大家
的支持，更新了讀者的
免費訂閱資料，
在四個月內收到
大家超過一萬份
的續訂回條來
信；經逐一入電
腦更新及核對，終於在
十二月完成所有工作！
因著讀者的搬遷或其他
緣故，我們確實會流失
一些讀者；不過，在堅
守善用資源的大前提
下，續訂工作是必須定
期進行的。或許細心的
你會體會到，讀者的流
失會令報紙的捐款減
少，更可能引來我們財
困問題；可是，站在出
版的目的立場來說，有

更多長者閱報才是我們
最關心的事。因為，由
第一天出版至今，《松柏
之聲 》就長者相關的社
福、新聞時事、懷舊資
料、健康資訊、趣聞、
飲食、心理及情緒、消
閒和理財等等，為長者
生活需要作出「一條龍」
式、全方位的報道及分
享。我們重視長者的生
活質素，我們相信當長

和 氣 生 財

個月 ， 政府宣佈研究推行社
區照顧服務資助券 ， 暫定由
年至 2014
年度起推行試驗計
2013
劃，直接向合資格長者發放資助。
長者普遍讚好，這裡簡單說幾點。
政府一直主張社會服務引入
市場力量。 但 1998
年向私營安老
院購買宿位，試圖緩解院舍輪候嚴
重的情況，提高私營安老院的服務
水平， 最終使
「私營安老院 」等
於服務質素差的
代名詞， 有需要
的長者都以入住
資助院舍為終極
目標 。 沒有總結這個失敗經驗 ，
再來推動社區照顧服務也私營化，
政府有甚麼板斧不重蹈覆轍？
政府主導的安老服務支離破
碎，更是業界一直嚴厲批評的。
例如 年前推行「改善長者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 」， 因體弱
長者個案遠超負荷 ，

入

踏新

綜合

獲得任何報酬。周醫師常說︰
「我看病亦從不耽症，常常被
人取笑我與自己的荷包鬥氣。
我可不是這樣想，盡快醫好病
人免受病患之苦，是我們做醫
生的職責。」身體力行地彰顯
醫生濟世為懷的精神。
其實，單看周醫師這麼
多年來義務為公會服務，便可
知道他不是為金錢而工作，也
可見他對推動和發揚中醫醫術
的承擔，這可能與他來自中醫
世家有關。原來周醫師已是周

如鋪地板；以及改善家中照
明、安裝扶手；指導家居安
全等。
過去，我們曾經來到
陳伯伯的家，他是獨居於木
屋，沒有子女，每月只靠綜
援金生活，由於家中電線失
修破損 ， 萬一漏電發生意
外，不單是伯伯有危險，也
會殃及池魚。幸得陳伯的社
工轉介個案申請家居維修服
務，經審理後再由有關專業
的義工師傅上門，更換失修
有危險的電線，令陳伯晚年
也有安全居所。

家第四代傳人，他的祖父和父
親更是眼科聖手。他沒有專門
研究眼科，而是對甚麼病症也
感興趣。遇上他不熟悉的病
症，總會翻閱醫書，細心求
證，務求將疾病醫好；最欣
賞他不厭其煩地向病人解釋病
狀和竭盡所能尋求醫治之法。
還有，他從不排斥西醫理論和
技術，只要能令病人盡快痊
癒，他亦鼓勵病人中西療法並
用。
周醫師在耳濡目染之

時至今日，義工隊共
有義工師傅達 350 人，包括
持有各種水電牌照的師傅，
上門為孤老弱老解除家居陷
阱危害，改善生活質素。
助孤弱老者家居換一個
電掣、扭緊一個水龍頭，都
能為他們帶來生活的方便，
帶來多一分的安全；若你是
獨居或兩老共住的長者，兼
又缺乏家人照顧，家居設施
已破壞多時，又或需加裝照
明或扶手，在求助無門及缺
乏經濟能力以消除以上家居
陷阱，以避免家居意外，以

下，自小在父親的診所學習，
一邊工作，一邊在中醫學院進
修。學成後，接手父親的中
醫診所。十多年前退而不休，
義務為公會服務和兼職駐診。
周醫師有兩名女兒、八
名侄女和一名侄兒，卻沒有一
人有興趣繼承他的衣缽。豁達
的他明白人各有志，並沒有視
沒有第五代傳人為憾事。他只
是努力做好本份，以其豐富的
專業知識和醫學經驗繼續為公
會和病人服務。
助安居家中，請與區內社福
機構之社工聯絡，助審核資
格及轉介本會之「家居維修
服務 」。 服務查詢熱線 ：
283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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