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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遭脫光露天等涼
護老院創辦人認損尊嚴 社署極度關注

劍橋護老院創辦人陸艾齡承認做法有損長者尊嚴，會採取
措施防止同類事件發生（見另稿）。

高度照顧型安老院 月費約1.1萬

涉事的護老院為劍橋護老院，位於大埔運頭街廣安大廈1至
3 樓，持有兩個牌照，編號為 9965 及 11741。每張牀位月費
9000 元至 9500 元，連雜費約 1.1 萬元，3 層的院舍最多容納
263人，屬 「高度照顧」 型安老院，即入住長者一般健康欠
佳，身體機能嚴重衰退，甚至喪失認知及表達能力，日常起
居需要專人照顧，例如患腦退化症、中風等。

職員助脫衣時 不時大力拉扯

本報收到附近居民報料後，記者於 4月 29日早上 7時半至 9
時半在一處高位觀察及拍攝，發現身穿黃色制服的護老院職
員，先安排行動不便的長者於平台脫褲，坐在便溺椅如廁，
多名長者其後輪流被脫至全身或下半身赤裸，之後被推入室
內洗澡。記者觀察所見，幾名女住客被脫光後，用手遮掩胸
部和下體。職員為長者脫衣時，不時大力拉扯長者的衣服。

居民：冬天只穿薄衣呆等 三四年前已出現

該平台四周為高樓大廈，高層住客很容易看到平台的情
况。附近大廈居民李太（化名）向本報透露，早於三四年前
在家中已看到該護老院住客被安排在露天平台脫褲便溺，有
長者被安排坐近兩小時無人理會，當時正值盛夏，長者汗流
浹背，她曾到護老院向職員反映，稱職員回應說 「佢（指長
者）傻㗎！」 ，不予理會。

李太稱，即使冬天時，長者亦只著內衣或薄外套在平台等
洗澡， 「成 20 人一齊等，時間不短，我當時要著羽絨才夠
暖，老人家就更加凍」 。她批評院方做法不負責任時激動落
淚， 「職員貪一時方便，令老人家失去尊嚴，很陰功」 。

家屬：好唔尊重老人家

除了街坊在樓上看見長者裸露，住客家屬亦清楚情况，家
屬劉小姐（化名）稱，有時於早上探望母親時，看到長者被
（集體）脫衣， 「見到全部除晒，覺得好無尊嚴，好唔尊重
老人家」 。家人居於院舍 1樓的家屬陳太（化名）稱， 「冲涼
地方有個簡陋的屏風，但職員幫佢哋除晒衫，男男女女一齊
等，屏風是遮不了，所以我們坐着時也看到。就算年紀大，
都一樣有尊嚴吧」 。

團體批侮辱長者 社署監管不力

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助理總幹事林文超批評院舍做法侮辱長
者， 「完全不能容忍、接受」 。他斥責社署監管不力，巡查
時只看文件、衛生狀况等，難發現有長者待遇差的問題。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回覆，事件不涉及法例內定義的「個

人資料」，未能評論，但強調其他私隱如身體也應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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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上月底偵查發現，標榜 「6星級豪
華院舍」 的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職
員在露天平台上，將部分缺乏自理能力

的女住客脫至全裸或半裸後，將她們推入室內洗澡，
其他護老院住客及院舍所在大樓與周圍大廈樓上居民
可以看到。記者在兩小時內已拍攝得12名女住客遭
如此對待，有住客家屬及居民形容 「嚴重損害長者尊
嚴」 。
社會福利署表示極度關注事件，稱事件疑涉嚴重侵犯
長者私隱，已展開調查，若證據充分會檢控。社署過
去5年向該院舍發出15次警告，但卻零檢控（詳刊
A4），有長者關注團體批評社署 「檢控無力，釘牌無
膽」 。 明報記者

偵查
報道

主編
推介

本報記者於上月29日早上7時半至9時半在大埔運頭街劍橋
護老院附近一處高位觀察及拍攝，其間有12名女住客於露天
平台被脫至全裸或半裸，被推入室內洗澡。 （明報記者攝）

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 露天平台居民可見

除了住客被露天脫光，多名大埔運
頭街劍橋護老院住客的家屬向本報表
示，該院舍服務質素欠佳，人手不
足，職員態度惡劣，曾經目睹有長者
打翻了水，被罵 「你唔快啲去死？」
有家屬不滿近日廁所燈壞了 5天仍未
修理，長者晚間摸黑如廁，通往廁所
走廊部分路段的一半闊度放了雜物，
聲稱 「好多人都陸續搬走，我們也在
找地方搬」 。
劍橋護老院創辦人兼董事陸艾齡接

受本報電話訪問時表示，需先向院舍
職員了解，暫時未能回應。

往廁所部分走廊一半放雜物

本報記者 5月中到上述護老院，查
詢探親的家屬對院舍服務質素的看
法，前後 4組家屬均批評院舍整體質
素欠佳。張小姐（化名）說，院舍長
期人手不足，晚間住客叫喚時經常無
人理，她曾目睹有長者不慎打翻水
杯，即被一名護理員罵 「飲水都會倒
瀉，你唔快啲去死？」 張小姐稱，看
在眼內感覺很難受和憤慨， 「我覺得
咁樣咒人去死，好無陰功」 。

張小姐稱，她知道近日該護老院廁
所燈壞了 5天，無人修理， 「職員說
星期六日無人整，要等星期一，但星
期一都係無」 。她又稱，通往廁所走
廊的部分路段，一半闊度被地拖、膠
盆、盛載蔬菜的發泡膠盒佔據。另一
家屬葉小姐（化名）說，職員很少為

住客的熱水瓶加水， 「我來時，不是
沒有水便是凍冰冰的水」 。

為何仍住? 家屬：裝修後衛生佳

待遇欠佳，為何還讓家人居住？有
家屬表示，該護老院經裝修後衛生良
好，沒有異味，而且要找其他老人院
亦未必有位，若非出現嚴重問題，暫
時也不打算遷走家人。

家屬：廁所壞燈 5天不換
長者打翻水被罵「去死」院舍職員稱「無此事」

看記者影片後拒回應

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內一處通往廁所
的走廊，部分路段有一半闊度被地拖、
膠盆、盛載蔬菜的發泡膠盒佔據。

（住客家屬提供）

對於住客被露天脫光的情
况，本報記者5月中到涉事的劍
橋護老院要求向負責人查詢。
聲稱在該院舍工作逾10年的劉
姑娘堅稱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
事發生」 ，並稱職員替住客洗
澡時，是將其推入浴室才脫
衣。但當記者拿出影片展示長
者被露天脫光時，劉姑娘則不
再回應。

以下為記者與劉姑娘的對
話：
（劉：護老院劉姑娘
記：記者）

記：我們知道，有公公婆婆在3樓冲涼的時候被集體脫
衣服，令長者很沒尊嚴。

劉：互相脫衣服？互相見到？
記：不是互相脫衣服，是姑娘幫她們脫光衣服。
劉：你也要明白，我們這裏開了二三十年了，如果要投

訴呢，一早都投訴了，根本就沒這樣的事發生。社
署牌照部會過來檢查，每3個月來一次，剛剛才來
過，是突擊檢查，如果見到我們這樣，就不行的
了。沒可能的。

劉：根本就沒這樣的事發生。
記：會不會你自己也不知道呢？
劉：我們全部遮了屏風。
記：遮了屏風是互相看不到對方赤裸嗎？
劉：沒理由脫光衣服的，我們是拉了進去廁所，然後才

關門，然後才脫衣服的。
記：是否你也不太清楚？
劉：我在這裏也做了10年了。
記：你做10年也不知道這個情况？
劉：情况我當然知道，我也會去巡。
記：不如我給些東西你看。
（記者展示拍攝得來的影片，顯示有長者赤裸坐在護老
院3樓露天平台。）
記：你怎麼解釋？
劉：你等一等，因為負責的那個是3樓的……
記：你是否沒有見過？還是你不知道？還是你講大話？
劉：這些我不會回答你的。
記：剛才你回答得很肯定。
劉：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偽造的？你坐一下（然後轉身

離開）。

創辦人：已常提醒勿這樣做 主管已知錯

劍橋護老院創辦人兼董事陸艾齡其後接受本報電話訪
問時稱，事前不知道事件，亦沒收到相關投訴，認同這
種做法有損長者尊嚴。她說，這情况在 10多年前很普
遍，很多院舍都會這樣做，但她不會容許發生在自己經
營的院舍，現時每月與全線院舍召開例會時， 「次次都
會說（不可這樣做），但佢哋都係咁，唉，乜都說了，
連 『會有報應』 這句都講埋」 ，並稱覺得 「很嘔血」 。

被問到會否處分涉事員工，陸艾齡說， 「若無院舍主
管允許，沒可能發生這種事，所以主管難辭其咎，佢亦
知道嚴重性，已知錯」 ，強調一定會處分，例如扣佣
金，但考慮到現時招聘困難，不會將主管開除或停職。
她表示，會研究措施，防止同類情况再發生，包括全線
院舍聘請文職職員駐院監察，但未有落實時間。

記者曾到涉事護老院要
求解釋長者被露天脫光
事 件 ， 職 員 劉 姑 娘
（圖）起初否認，記者
展示影片後，她不願再
回答。（明報記者攝）

長者疑遭惡待片段影片區

link.mingpao.com/
26161.htm 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位於廣安大廈1樓至3樓，露天平台（圖左方）位於3樓，院舍附近大廈的居民可清楚看到平台的情况。 （明報記者攝）

本港私營安老院資料
數目

宿位數目

類型

規管

架構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約550間

約5.6萬個

分為低度、中度、高度照顧類型，提供不同程度的照顧。現時
絕大部分私營安老院屬高度照顧型，可供例如需插胃喉、尿
喉、中風、患柏金遜症、腦退化症等長者入住

根據《安老院條例》由社署轄下安老院牌照事務處發牌，院舍
須遵守《安老院實務守則》

近年安老院涉虐老事件

日期

2015年
4月

2013年
11月

2012年
9月

2011年
8月

資料來源：報章報道 明報製圖

事件內容

石硤尾救世軍南明婦女之家，一護理員替91歲女住客洗澡時
屈曲其手腕，又用沐浴露樽打面頰並叫 「去死啦」 。女住客受
傷留醫4天，護理員罪成判囚5月

葵涌華豐護老中心一男護理員為一患病老翁洗澡時狂打對方後
腦逾10下，護理員入獄6周

上水明益護老院一女護理員虐待89歲行動不便女院友，包括
用掃帚 「叉」 對方上半身、屈曲對方手掌自摑。女護理員判
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觀塘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一女護理員向2名洗澡時不聽話
的婆婆 「揸胸」 ，被控非禮但脫罪，但裁判官稱這是虐老行為



本報昨日獨家報道標榜 「6星級豪華院舍」 的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將
部分缺乏自理能力的女住客，在露天平台上脫至全裸或半裸後，將她們推
進室內洗澡。社會福利署已報警處理，稱不排除會吊銷涉事安老院牌照。
警方將案件列作 「求警調查」 ，由大埔警區重案組跟進。此外，本報昨晨
向社署查詢涉事院舍的違規紀錄、為何5年巡查百次卻零檢控等，署方至
截稿前仍未回覆。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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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院友遭惡待 重案跟進
社署稱或釘牌 未回應零檢控原因

劍橋發聲明致歉 稱已解僱一人

涉事的劍橋護老院昨晚發表聲明，對事
件表示道歉， 「本院就事件向涉事院友、

其家屬，以及公眾致上深深歉意」 ，該院
已調查事件並即時解僱一名護理員，以及
紀律處分部分職員。聲明表示，每名員工
須就願意 「愛護長者」 宣誓就職，僱傭合

約第 6章亦明確指示 「不可讓長者於公眾
地方赤身露體，男女必需分開護理」 。管
理層將加強突擊巡查，加強員工培訓，絕
不容許同類事情再發生。

團體稱不收貨 未解「制度不善」問題

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助理總幹事林文超表
示 「不收貨」 ，說被解僱職員只是代罪羔
羊，稱 「院舍想將制度不善、整個罪名推
落一個人身上」 ，須將所有涉事員工停職
或解僱，重新聘請或抽調其他分院職員，
始能重建住客及家屬信心。

長者露天裸露事件曝光後引起社會迴
響，矛頭指向社署監管不力，社署僅於傍
晚由助理署長李婉華致電電台節目回應。
她重申社署高度關注是次懷疑涉及嚴重侵
犯長者私隱事件，指出有關做法完全不可

接受。署方收到投訴後，已派人突擊巡查
涉事院舍並繼續跟進事件，若有充分證
據，不排除會吊銷涉事安老院牌照；亦會
顧及受影響長者住院安排，確保得到適當
住宿照顧。

本報昨晨向社署查詢涉事院舍過去 5年
12 宗投訴及 15 封警告信的具體資料，以
及為何突擊巡查96次卻沒有發現問題等，
署方至昨晚截稿前仍未回覆。

張國柱：院方應聯絡受害者商賠償

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員張國柱批評社署
監管不力， 「為何警告了涉事院舍15次，
都沒採取更嚴厲處分？為何突擊巡查這麼
多次也看不到問題」 ，認為有需要檢討巡
查機制。他表示，根據報道，長者露天脫
光等待洗澡並非個別事件，而是慣性做

法，認為道歉不足夠， 「是否兩句說話便
解決？」 管理層有需要個別聯絡受害長
者，商討賠償等。

林文超批評社署迴避、不敢面對監管失
當的責任， 「到底巡查時做過什麼，為何
巡這麼多次都沒發現問題？」 他表示，署
方有不能推卸的責任，必須公開交代。他
稱，社署把資料轉介警方跟進，是轉移公
眾視線， 「為何只檢控個別人士？做法明
顯是違反《安老院條例》，應該檢控院
舍、釘牌，殺一儆百，才有阻嚇力」 。

【相關新聞刊A4】

Travel

長者在露天平台被脫光等洗澡事件曝光後，大批傳媒昨到涉事的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採訪。田姓職員（中）以私人地
方、 「無嘢講」 為由要求記者離開。 （林俊源攝）

新民主同盟昨日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抗議，批評社署對安老院舍監管不
力，令長者尊嚴受損。 （郭慶輝攝）

政府收地建宅

石牆樹命運待決

A8

海軍擴遠海 空軍兼攻防

解放軍戰略變

A20

梁：會晤可談否決後前路A7

郭慶輝攝

黃之鋒被拒入境 大馬六四論壇留空櫈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昨到馬來西亞時被拒入境，未能如期出席在檳城舉行的六四論壇，主辦單位在台上安排一張「空
櫈」（箭嘴示），以示黃未能出席，黃則以視像會議繼續參與。圖右為新加坡社運人士韓慧慧，中為論壇主持人。論壇有
120人出席。 （馬來西亞六四26周年紀念工委會）

A10 快閃黑雨市民怨無預告 D2 悉尼坐飛機去歎海鮮

A6

團體示威 要求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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