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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榮基年報 
 

當你信靠神，凡事都可能 
 

 

 

 

 

 
我們的宗旨 

本著基督仁愛的精神，竭力保障及改善耆英人士的生活質素。 

 

我們的使命 

為耆英提供基督化的長期護理服務，以滿足其 身、心、靈的需要。 

 

我們的核心價值 

處事公正 

誠信正直 

彼此尊重 

服務社群 

團結合作 

  



當你信靠神 … 
 凡事都可能 
 

董事會主席的話 
 

挑戰不斷 … 

當我閱讀由 Alberta Seniors Communities & Housing Association(ASCHA)刋登的 2020年亞

省財政預算案摘要時，有幾項重點吸引了我的注意： 

 公營機構的職員減少會達到 2.1% 

 持續護理預算比去年增加 1.6%，但在 2021年及 2022年將稍為減少 

 急性護理比去年減少 4% 

 家居護理預算增加 4%，未來數年有輕微增加 

 未來 3年 Alberta Supportive Living Initiative (ASLI)亞省輔助護理撥款為

$164,000,000 

 

省府會首先邀請各機構申請提供無需政府資金撥款的合約床位，其後會邀請需要政府資金撥款

的合約床位的申請，包括修復現有院舍以達到長期護理服務要求。 

 

從財政預算案摘要可以清楚看到政府在未來數年會縮緊開支，但同時又認同需要設立更多長期

護理床位，他們必需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榮基是一所受政府管制的護理服務機構，運作資金源自公共服務撥款，預算案中有關護理服務

撥款讓我們知道在未來數年要為資金緊縮而作準備，特別在當年嬰兒潮所產生的長者人口不斷

上升時，2020年第一位嬰兒潮誕生的人士已年屆 75 歲。 

 

榮基董事會及管理層清楚知道未來數年要面對的挑戰，我們不斷開會討論、回顧以往並對未來

作周密慎重的考慮，我們有信心與政府合作增加床位，以照顧更廣大的社區及擴展我們的服

務。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有以下策略： 

 

 在長期護理服務方面投放財力及人力資源，並擴展服務範圍及對象至其他族裔人士，包

括主流社會的長者。 

 在資金開發及機構營運方面繼續尋找社區合作伙伴，以提升服務質素。 

 發展兒童日托中心，滿足附近社區的需要。 

 與大學及專科學院合作，研發具有創意的方法，為長者提供優質又安全的護理服務。 

 繼續尋求資金來源。 

 

總而言之，我們肩負榮基服務長者的重任並決心竭力實行。 

 

梁永覺 

董事會主席 

  



 

 

行政總裁的話 
 

榮基的誕生，源自兩位始創人多年前的一段對話 — 他們願望能夠建立一個屬於長者的地方，

不論他們在體能上、社交上、或認知上有任何軟弱，都可以有目的、有意義、滿足地安享晚年 

— 當時兩位始創人正在探索能夠達成願望的可能性；慶祝願望成真就是我們今年年報的主

題。 

 

只要我們信靠神，行在祂的旨意當中，沒有難成的事。每天我們一班盡心又能幹的員工要處理

的工作既艱辛又美好，當我們想到所服侍的長者都是我們的珍寶時，工作頓然輕鬆下來。院友

們是榮基的心跳脈搏，就如員工是榮基的靈魂，大家都感受到對方的重要，互相滋養成長。 

 

過去數月，社會動蕩不安，但我們在榮基大家庭裡找到安穩和歸屬感。我們為院友提供安全優

質又貼心的護理服務，與資助者及合作伙伴緊密連系，更與時並進靈活面對不停轉變的需求。

當我們不斷成長及探索令人興奮的項目時，我們所專注的目標依然不變：我們所作的要反映出

我們互助互愛、充滿無盡的可能性、並全心全意信靠神。 

 

今年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2020年是榮基百萬行 20 週年，百萬行對於榮基意義重大，它標記

著榮基自始一直得到社區的無限支持；今年又是中央街榮基護理中心 15週年慶；位處榮基村

的榮基蒙特梭利幼兒院也將於今年啟用；可能性的確無窮無盡。 

 

譚宋品潔 

行政總裁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詩篇 62:8 
 

 

  



當你信靠神 … 
 治愈的可能 
 

關愛照顧的承諾 

吳婆婆於 2018年 4月 98歲時入住榮基護理院，同年的 6月 25

日由於肺炎被送進 Peter Lougheed 醫院，她在醫院住了大約兩

星期，醫生們認為她復原的機會很微，建議送她回榮基接受善

終護理，她的兒孫也只好作最壞打算。但返回榮基後，在各團

隊的悉心照護下 — 包括護理部、復康組、營養師、康樂組和

膳食部 — 吳婆婆的食慾和體力居然奇蹟地大為改善，現時吳

婆婆已經一百歲了，她的健康依然很好！榮基團隊竭力照顧長

者的決心深深打動我們，除了致送牌匾表達謝意外，我們也加

入了他們的義工團隊為榮基的長者獻出一分力。（家人 Kane和

Mona Ng） 

 

我們每個月都會與家人開會溝通，交換院友的最新消息和觀察

到的生活點滴，以及商討需要決定的事項。我們很了解吳婆

婆，她經常與職員說笑，當得到別人幫忙時又不忘說多謝，如

果我們見到她脾氣有什麼改變時，就知道一定有一些事正在困

擾她，我們會盡快去找出原因並作出改善。（護理部 Lily和

Alice） 

 

 

意志和熱愛 

吳婆婆的其中一位物理治療助理 Abner說：「奇蹟真是會發生的！」他和另一位同事 Cindy在

婆婆身上看到了奇蹟。「如果你現在看到她，你根本不會相信她曾經接受善終護理。」當吳婆

婆從醫院返回榮基時，復原的希望很微，但當復康組職員去為她護理時，看到一個開心積極、

很希望下床的院友，在短短數星期內，吳婆婆從需要人協助做運動，至可以自己坐在躺椅上享

受陽光，至扶著牆邊的扶手可以站立起來，更可以坐在輪椅上參加戶外活動，「她的意志力和

對家庭的熱愛深深感染了我們整個團隊。」Cindy說。（復康組 Abner和 Cindy） 

 

食物對身心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滋養我們的身體和心靈。當我們看到吳婆婆吃光碟上所有的

食物時 — 飯、菜、肉、湯，以及甜品，我們都非常高興，因為我們知道她感到滿足快樂。

（膳食部 Brenda） 

 

對於職員及訪客來說，吳婆婆像磁石般吸引我們，她喜歡唱歌和玩鈴鼓樂器，她的家人深愛

她，我們也都一樣。（康樂組 Betty） 

 

 

  

 

 



愛心的散播 

Peggy Chan 認同榮基的成功源於院友和家人感受到員工服侍長者的愛心和努力，身為社區關係

及資源發展部的領導，她深深感受到一個既投入又高度合作的團隊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家人

見證我們以愛去服務長者，讓他們安心信任榮基。」獻出時間和資源是他們對榮基表達感謝和

支持的一個方法。衷心感謝吳婆婆的家人大力支持榮基，他們不僅付出時間做義工，為協助提

升院友生活質素而盡力，更給予榮基金錢上的捐助，顯示他們支持和鼓勵的牌匾正擺放在榮基

護理中心的樂善壁上，他們選擇以牌匾去讚賞鼓勵員工對母親的照顧和對社區的貢獻。「愛心

是會散播和感染人的，我們的長者都可以保持尊嚴地獲得悉心的照顧和愛護。」（社區關係及

資源發展部 Peggy Chan） 

 

 

當你信靠神 … 
 同心支持的可能 
 

只要信靠神,凡事都可能 

榮基村首個大型項目「只要信靠神,凡事都可

能」音樂會讓 650名社區支持人士聚集一起，

以音樂同慶。音樂會內容包括個人演唱及合

唱，悅耳歌曲令人陶醉其中。整個晚上獻給那

些願望服務長者、靠著無限勇氣和堅強毅力促

使榮基誕生的有心人；榮基村必定會將這份動

力、熱忱和意志延續下去。我們非常感激社區

裡支持我們、信任我們、更願意和我們一起探

索各種可能性的人士，沒有你，我們的路途寂

寞黯然，有你同行，它變得充滿意義、豐富多姿又喜樂。 

 

 

當你信靠神 … 
 愛與實現的可能 
 

榮基的誕生源自一個夢想，兩個滿懷熱誠的人在卡加利至多倫多航程上的一段對話，撒下了決

心為長者提供關愛及切合文化的護理服務的種子。通過與社區的堅固良好關係、又得到捐贈者

的慷慨支持、亞省衛生廳、醫療服務局、以及眾多個別人士、家庭和機構的信任，榮基不斷茁

壯成長。我們每次在 Accreditation Canada 的服務質素審核中都得到良好的成績，最近一次

更獲得滿分。在職員的流失率及生病率方面，屬於全省最低的服務機構之一，而在員工及家人

的滿意程度調查中亦得到很好的成績。現時 320名長者居住在榮基的三間院舍，另外有 64名

長者參加日間護理服務，以支援他們身心健康和認知上的需要。 

 

我們的服務理念是要讓院友生活得更豐盛，長者通常是被社會忽略及離棄的一群，我們須要協

助他們過著健康又豐富多姿的生活。事實證明，很多長者住進榮基後，在身心健康、社交能力

及情緒上都有改善。我們擅於提供與文化切合的護理服務，我們從知識和經驗上知道與文化切

 



合的節目對長者身心有益；熟悉的環境、食物、語言、節日等可以帶來安全感、滋養身心健

康。我們會將學到的知識，根據不同的需要、興趣、及喜好服務不同類別人士；多元化是一種

優點，我們欣賞各方不同帶來的姿彩，同時亦藉著它建立一個擁有尊重諒解和相同理念的小社

區。 

 

對於能夠靈活應對社區的不同需要，我們感到十分驕傲，我們竭力為卡城的護理服務加增床

位，提供以愛為本、安全而優質服務，榮基的不斷成長與擁有的潛能，讓我們興奮不已。 

 

  

 

 

 

 
 
 

 
 

 

  

 



2019 年回顧 
 

提供一貫優質服務 

榮基於 2018年 12月的 Canada Accreditation 護理服務審核中繼續獲得佳績，得到滿分。中

央街榮基護理中心也一如既往，順利通過院舍標準審核，獲頒發三年證書。 

 

歡迎院友入住新院舍 

亞省衛生廳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加利

總領事、市議員，及亞省醫療服務局代表

出席了 2018年 12月翠景長期護理正式啟

用典禮。新院舍的 80個床位於啟用後三個

月內迅即填滿。 

 

 

 

榮獲 Chrysalis機構頒發社區合作獎，Chrysalis專

門為有特別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榮基非常歡迎

Chrysalis 轉介的義工們，對他們的熱誠可靠、無限

創意及優良工作表現深表感激。 

 

 

 

盡顯護理服務領導才華 

榮基 4位員工出席了 2019 年 3月在渥太華舉辦有關善終護理的 Embedding a Palliative 

Approach in Care 工作坊，參加費用由 The Institute for Continuing Car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贊助。 

 

2019 年 6月董事會主席梁永覺及行政總裁譚宋品潔出席了香港大學舉辦的「變革與創新，讓世

界更美好國際會議」並作出演講，題目為宗教機構提供與文化切合的長者護理服務，他們並到

訪 7間與長者服務有關的機構。 

 

榮基舉辦了長者精神健康急救課程，29位參加者包括員工、義工及院友家人完成課程並獲推薦

至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成為有資格提供長者精神健康急救的人員。 

 

2019 年 10月註冊營養師 Joanna Chan 在 Alberta Continuing Care Association 舉辦的 IQ 

Conference 上就提升院友進食樂趣主題作演講。 

 

 

 



我們 3位日間長者護理服務的職員出席了亞省醫療服務局主辦的最佳實踐典範日，以展板與參

觀人士分享榮基的最佳實踐流程。 

 

榮基村的發展向前邁進 

2019 年 9月 9日卡城市政廳一致接納榮基村土地使用修改的申請，我們可以正式實行榮基村的

發展計劃及開展更多的長者服務。 

 

 

歡迎到訪嘉賓 

2019 年 6月亞省耆英及居屋廳廳長盤世寶到訪榮基與院友共慶長

者週 

 

 

 

 

2019年 11月省議員 Kathleen Ganley到訪 

 

 

 

 

 

 

 

當你信靠神 … 
 擴展的可能 
 

當我們知道榮基村的發展計劃 — 即位於

Highland Park 的新項目 — 可以正式展開時，我

們感到興奮無比。 

 

衷心感謝鄰近社區的聯合支持，卡城市政廳一致通

過榮基村土地使用修改的申請，這意味著我們可以

著手發展一個跨年齡、提供不同長者服務的小社

區，包括栢文住宅、長期護理、認知護理、善終護

理及長者日間護理等項目，榮基村將會分三期興建

完成。 

 

 

 

 



較早前榮基的行政辦公室已遷至榮基村，2020年 9 月一所專為 19個月至 6歲大兒童而設的蒙

特梭利幼兒院也會在這裡開幕啟用，這項社會企業模式的幼兒日托服務可以為榮基開拓資金來

源，支持擴展在卡城的服務。榮基採納社企模式，但依舊是不弁利機構，所有從幼兒日托服務

及其他項目獲取的收益將全部投放在榮基的未來發展及服務上。 

 

過去數年我們集中注意在構思榮基村的發展讓市政廳審核，及積極引領社區、年青家庭、專業

人士、和踏入年長階段的人士明白以下各項需求： 

 清楚知道自己對於建立一個活力多姿的社區的期望 

 能夠提供全面化的活動及服務 

 融合實用高端的科技 

 減少長者的孤獨感覺，特別是有認知障礙及臨終的長者 

 實踐以個人及家人為中心的護理服務 

 

2005 年至今，榮基的三座院舍陸續落成啟用，服務的院友總計 320人，非常感恩我們可以達成

願望為長者提供優質又與文化切合的服務。我們親眼證實與文化適切的護理所帶給院友的重大

影響：熟悉感帶來安穩舒適、容易適應及滿足；從我們的學習及親身經歷，我們知道現在就是

擴展服務的適當時機，在榮基村我們會為擁有不同文化的人士提供高水準的服務，正如卡城帶

給我們的一樣。 

 

  



 

有信心、同理心而快樂的孩子 

長大後會成為關心懂事又活躍的公民 

 
我們為 19個月至 6歲大的兒童所作編排的活動會因著每一位孩子獨有的個性，鼓勵他們依著

自己的好奇心追尋學問，學習靈活思考及以不同方法去解決問題。 

 

 真正的蒙特梭利教學法融合互動學習與實踐 

 由充滿熱誠及經驗豐富的老師帶領，提供跨代共融而高質素的學習項目 

 以家庭為主導、基督化、不弁利 

 

 

 

   現已接受報名  可安排網上虛擬參觀幼兒院 

   網址：wingkeimontessori.org 

   地址：4120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當你信靠神 … 
 服事的可能 
 

 

歡迎董事會新成員鄭信恆先生 

鄭信恆的父母都是榮基的義工，但他對榮基的看法是由祖母成為榮基院友後才有了改變。未入

住榮基前，祖母住在另一間長期護理院舍，而她的健康逐漸惡化，鄭信恆與父母相信她也活不

過一年了 — 直至她入住榮基，開始得回健康、有了生氣。她在榮基住了 9 年，更度過了 90

歲生日，「情況就好像時光倒流。」鄭先生說，「這一切都是由於她在榮基得到悉心愛護和照

料，基督的愛通過每位員工的工作顯示

出來。」 

 

與此同時，鄭信恆從事財經專業已達 18

年，他發覺自己逐漸與客戶傾談更多關

於長者服務的選擇以及照料長者的財務

安排。「我知道對於客戶來說什麼是最

重要的，我與他們度過了不同的人生階

段，從兒孫的誕生至工作轉變、至照顧

年長的父母或祖父母、退休、甚至客戶

自己也住進了長者居所。」 

 

作為董事會新成員，鄭信恆期望可以將

自己在財務策劃上的寶貴經驗用於協助榮基持續發展及探索新的服務領域。他同時也是社區內

不同團體的代表，他與團體的支持者及有意捐贈人士分享榮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自己的付出

可以如何幫助長者的身心健康。「我對社會創新及社會企業特別有興趣，而這正是榮基現時朝

著發展的方向，也是我成為榮基一分子為它作出貢獻的大好時機。」 

 

 

致謝信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撒母耳記上 7:12 
 

非常感恩自 2004年中央街榮基護理中心動土儀式開始，我便當上了董事會的行政秘書為榮基

服務，除了神以外，沒有人會知道我的妻子 Siew Meng 在 2007年一次中風及心臟病發後便卧

床不起，並需要榮基的長期護理服務。 

 

我可以證明榮基的所有員工確實以尊重的態度對待院友及家人，去保護他們的尊嚴，對於失去

了活動和獨立能力的 Siew 來說，這是尤其重要。Siew 的病改變了她及我們的一生，帶給我們

極大的挑戰，榮基卻幫助我們適應了這個新的生活常態。 

 

 

前排左至右：梁恩信，曾周美嫦，黃耀基（秘書），梁永覺

（主席），廖錦榕（財政），鄭信恆 

後排左至右：Terry Busch （顧問），張加恩（副主席），

周俊超，周健華 

 



Siew 在榮基住了 7年多，這段期間，Siew、我們的女兒 Ruth、兒子 Alvin和我與榮基很多職

員及五樓幾位家人互相聯系成為朋友，這種聯系讓我們感覺榮基就像一個快樂的大家庭，我們

從沒有這樣預期過！ 

 

我們非常高興「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撒母耳記上 7:12。從榮基護

理中心成功地為長者提供優質服務開始，神便讓院舍繼續擴張至翠景中心，

以至進一步至指日可待的榮基村。 

 

所有的榮耀頌讚都歸於至高的神！ 

 

Ben Tan 

 

 

 

再見周仕栢先生 

 
榮基董事會成員及職員於 2019 年 6月 28日出席了周仕栢先生的告別儀

式，周先生自 2002年以來盡心參與榮基多項重要義務工作，包括出任董事

會之成員、設施擴建委員會之主席、以及榮基護老會信託人，在過去十六

年間，他孜孜不倦地帶領榮基三座院舍陸續落成啟用。周先生對長者服務

的熱忱，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榮基各院舍地址及電話 
Wing Kei Crescent Heights 

1212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AB  T2E 2R4 

Tel: 403-277-7433 

 

Wing Kei Greenview 

307 35 Avenue NE 

Calgary, AB  T2E 7Y6 

Tel: 403-520-0400 

 

Wing Kei Village 

4120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AB T2E 2Y7 

Tel: 403-769-1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