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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成绩单 

 

Q: 现在所有居民都接受过测试了，结果都回来了吗？ 是否会再次

对整个居民设施进行测试，或只对那些出现症状的人进行测试？ 

 

A: 6月10日，疫情宣布后的第一天，感染防治小组和公共卫生小

组一起进入该设施，对所有居民进行大规模检测。 约翰之前提到

的大规模检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非常广泛的网，来识别可能感染

的居民，这些居民可能没有出现我们通常在年轻健康的人身上看到

的典型症状。 因为Co-Vid有很多不同的表现，识别我们虚弱的老

年居民可能有症状，我们试图为所有居民做测试，是非常有挑战性

的。 第一天，由于居民对测试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很难向居民解

释如何进行测试，我们无法收集一些居民的测试数据。 尽管第二

天，我们的团队回到了该设施并完成了测试。 还有一位居民拒绝

测试。 所以在头两天，所有的测试都完成了，在圣家医院，所有

的居民。 至于什么时候再对居民进行检查，我们会根据症状来对

付这个。 随着居民出现症状，无论症状多么轻，我们都在重复测

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更多病例。- Dr. Victor Leung 

 

 

Q: 为什么一个居民及其家人不能选择将一个积极的居民转移到医



院，特别是考虑到医院数量如此之少？ 

 

A: 谈到我们经历过的其他疫情，我们吸取了教训，从这些疫情中

，当你得到第一个病例时，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你不知道是唯一的

病例，还是已经有几个病例了。 如果我们很幸运能及早捕获，第

一个或前两三个，我们有时会转出设施。 把他们带到急性护理中

，我们可以给他们专门的护理。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处理这个

案子时做的。 然而，一旦发现整个设施都有了传播，把所有人转

移出去的效用就成为一项条款。 你可以想象。 你转移的具有传染

性的人越多，其他机构就面临风险。 让人们穿过这个设施也是一

个风险。 所以在这个例子中，一旦我们意识到扩散的程度，就更

有意义保持人们的原地，优化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并确保我们采取

一切可能的措施 - Dr. John Harding 

 

将居民从住院护理转到急症护理，一直是个人讨论。 医生和住院

护理在3月初开始了一个项目来与病人进行严肃的疾病对话，因为

我们知道个人在被转移到医院和家庭方面会有不同的护理目标和愿

望。 有了Co-Vid 19，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个体都会恢复。 还有一

些患有更严重疾病的人，比如肺炎。 在住院护理中，我们提供的

治疗方法与我们在支持管理方面急性护理中的方法非常相似。 我

们所有的住宅护理场所都已经制定了一些规程来帮助确保病人和居



民舒适，并且我们治疗他们的症状在一个他们能得到良好护理的环

境中，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我们讨论

了单个评估的转移。 在那些患有肺炎等更严重疾病的人中，正如

我们所知，老年人的患病情况不幸地比那些疾病较轻或疾病较轻的

人更糟糕，这样，讨论就被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讨论，那些居民和

家庭认为最合适的东西。 因此，我们所有居民都进行了个人讨论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在3月份确立的决策可能会改变。 我

们长期护理的医生正在与居民及其家人合作，在需要时重新评估。

- Dr. Victor Leung 

 

 

Q: 当员工们穿着个人防护设备时，病毒是如何进入HFH LTC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安全协议有违规吗？ 

 

A: 首先，我要承认，所有员工都在尽其所能。 我们对PPE确实很

有信心。 我们知道人们知道如何使用它，但是，人们并不完美。 

病毒以某种方式进入这个设施从进入这个设施的人那里仍然有一定

程度的Co-Vid的社区传播 它很低，所以风险很低。 我认为考虑到

我们在温哥华的长期护理中心的数量每天都在保持着温哥华沿海的

健康人们正在做一件很棒的工作 但是，时不时地，有人可能会犯

错。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到底是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

最好的事情，是确保我们把所有这些措施都落实到位，来解决它。  



我认为，这项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好处是，它让我们审视我们的所有

方法，确保每个人都优化了他们所有的感染、预防和控制做法。 

这是不幸的，但我要说，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无法消除Co-

Vid，这就是为什么它被认为是一场流行病。 我们只需尽力管理，

并始终努力改进。 我们的安全协议总是能够达到最好。- Dr. 

John Harding  

 

Q: 居民们对疫情的了解如何？ 

 

A: 我们的临床团队当然每天都在照顾我们的居民，并以适合该居

民的方式与他们沟通。 我们的许多居民都能够理解正在发生什么

，我们希望让他们掌握他们需要的信息，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 有些居民更困惑，我们只关注他们的护理，他们的情况，而不

是担心告诉他们整体情况。 这是一种个性化的方法。 我们亦确保

，一旦我们取得积极成果，将立即与家属沟通。  我们也在非常努

力地工作以确保家庭能够通过脸谱，电话，zoom, skype，任何

最有效的方式与他们的居民交谈使家庭成员能够一起交流正在发生

的事情. - Rae Johnson - 站点管理器 

 

Q: 是否为HFH增派了工作人员，以解决病人/病人的问题，并在疫

情爆发期间提供照顾家庭成员所需的额外帮助？ 额外资源可用多

长时间？ 



 

A: 我们绝对已增聘员工，帮助我们的圣家工作人员，他们照顾你

们的家人。 正如菲奥娜在介绍中提到的，我们向急性护理人员请

求帮助，他们加紧了工作，我们有一些志愿者为了帮助而搬到圣家

。 我们还定期与圣家领袖沟通。 人力资源是合作的，以确保工作

人员在必要时随时待命。- -Tammy Yung, HR 

 

“我个人对第二个问题的承诺是额外资源能用多久。 答案是他们需

要的时间。 我们绝对会这么做。”- Fiona Dalton – CEO  

 

Q: 如果某位居民的Co-Vid 19症状或测试呈阳性，并且在共用房

间中，该共享房间中的其他居民是否也会自动交换病毒？ 怎么了

？ 

 

A: 对于住在共用房间的居民，我要说，这是圣家医院面临的挑战

之一。 我们有几个房间，你们中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有4张床。 

这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工具带中所有其他工具来尽可能分离这些居民

的问题之一。 实际上，我们将这4间床房视为4张独立的单人床和

4间独立的房间。 如果一个居民的测试结果呈阳性，我们基本上把

所有居民都放在了我们所谓的"水滴预防"中。 这就是我们使用所

有合适的PPE并确保它在患者之间改变的地方； 确保我们有专职人

员，尽一切努力，确保病毒不能绕过那间房间。 不幸的是，正如



我之前提到的，在我们发现疫情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 很多居民正在孵化，就像我们现在发现的大多数一样。 但我们

会非常密切地观察其他居民，我们已经在监测他们的症状。 我们

增加了监测房间内其他人症状的频率，并测试他们是否有任何变化

。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可能意味着行为的改变，如果居

民感到不舒服，就不必发烧或咳嗽，甚至是抽搐。 我们毫不犹豫

地确保我们为这些居民提供必要的护理。- Dr. John Harding 

 

Q: 你能用保护我们家庭成员的措施来让我们更新吗？ 对健康的居

民采取了哪些安全措施？ 

 

A: 我想你们已经听到很多关于保护现场所有人安全的倡议。 我有

幸能与一支不可思议的队伍合作，他们包括预防、感染和控制人员

，他们非常熟悉圣家，也非常了解那里的人。 从第一天起，他们

就开始在现场，真正支持该团队将最好的感染控制原则带给所有正

在提供的护理。 我们研究个人防护设备和手部卫生设备的使用，

以及大楼里的交通流量，以及他们擅长做的无数其他事情。 这对

他们来说并不新鲜。 任何时候，我们都会爆发，可能是流感，可

能是胃肠病。 这些人都是专家，所以他们把这些专长带到网站。  

我们很幸运，能有一支快速反应团队作为合作伙伴。 这是通过温

哥华科斯塔尔提供的一种手段。 它让更多的人来支持员工。 所以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还正与我们的家政伙伴Crothall密

切合作，加强清洁。  他们确实增加了清洁工的数量。 他们在疫情

爆发前就做了这件事，而疫情宣布后，还有更多清理工作在进行。 

最重要的可能是，整个站点的高接触区域每隔4小时进行一次清洁

。  现在人们注意他们的手部卫生仍然很重要，但我们正在尽可能

地创造干净的环境。 我们确实在利用我们的大量情报来为居民找

到合适的人员组合。 我们认为，保持员工和居民之间的牢固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 我们想保持这些，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以某种方式调整员工队伍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会这样

做，以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我们限制像公共食品这样的东西，这

样我们就不必担心食物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病毒。 我们引进

了一些新的个人卫生产品，这些产品将限制在设施内流动的个人废

物的暴露。 因此，我们为了安全而做的事情有很多。 还有很多事

情，我想雷可以更好的说。 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该这么做，我们不

仅要为健康的居民，还要为所有居民保持住家的感觉。  这样他们

就不会觉得现在突然就在医院了。 他们知道这里仍然是他们自己

的地方，他们属于这里。 我知道广播节目还在继续。  我知道，员

工们正竭尽所能保持精神状态，让居民们快乐、投入和兴趣持续。

- Camille  

 

Q: 现在，在Holy Family，这么多居民对Co-Vid 19的检测呈阳



性，你在哪里找空间来隔离他们？ 测试Co-Vid阳性的居民是在自

己的房间里被隔离，还是在共用房间？ 

 

A: 正如我所提到的，Holy Family酒店有许多共用客房。 这是挑

战之一，那就是我们没有那种身体上的分离。 如果可能，我们将

居民迁入私人房间； 如果不可能，我们所做的就是利用预防，感

染和控制工具来尽可能地分离这些个体。 如果我们不能与居民一

起体型上，我们就会与员工一起体型上。 我们有不同的工作人员

在和Co-Vid的负面居民一起工作，他们不同于和Co-Vid的负面居

民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员。 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我们将这些个体

之间的扩散风险降至最低。 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可能，我们肯

定会每天在会议室（轮班前会议）上进行审核，以确保我们查看居

民的布局，如果有必要，我们确实会将居民迁至有限的位置，以便

它比风险更有益. - Dr. John Harding  

 

在基础设施方面，尽管移动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对一些居民来说

，这并不是因为疾病的复杂性。 这不是影响圣家医院居民健康的

唯一因素。 每个案例都会定期评估和查看，以在作出决定前查看

风险和收益。- Dr. Victor Leung  

 

Q: 我将把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传递给Rae，关于我们如何以持续

的整体方式照顾居民。- Fiona Dalton – CEO  



 

A: 我们的居民们彼此有关系，也有支持他们的员工。 我们在尽量

保持这些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工作人员从普罗维登斯附近来协助

我们，并为此提供额外援助。 它们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努力确保

居民也能看到熟悉的面孔，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说明梁博士在考

虑转移或迁移居民时，对于我们考虑的事情，他说了些什么。 因

为我们知道搬迁和离开已知的护理人员对我们很多居民来说非常困

难。 我们的康复团队包括理疗师、职业治疗师、康复助理、社会

工作者、音乐治疗师，他们正在调整日程，以确保我们有7天的保

障。 他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努力，以安全的方式尽可能地吸引住民

； 与家人沟通，与家人交谈。 我们的无线电节目，其开销，从一

天一次增加到每天三次。 当有音乐，鼓舞人心的诗以及其他鼓励

我们的居民和员工的词语，这样联系就会继续，即使在身体上，我

们的居民也无法以他们习惯的方式聚在一起。- Rae Johnson- 站

点管理器  

 

Q: 如何防止空降机通过空调向走廊，向设施内其他地方传输？ 

 

A: 在Holy Family医院，我们很早就与该设施的管理人员进行了

登记。 我们所有的暖气通风系统，空调系统都把空气通过新鲜空

气。 这种基础设施仍然允许良好的空气变化，因为这主要通过水

滴传播，发生的程序或向居民提供的干预和治疗类型一般没有产生



足够的气溶胶，使空中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 我们已经能够

调整我们在药物传递方面的行为。 例如，对于需要药物的居民，

吸入药物的居民，对于呼吸系统问题，所有这些都已改成我们所说

的，用米针吸入器。 这些药在治疗气道问题上的效果与另一种形

式的给药 — 药物雾化同样有效。 当这不可能的时候，我们会找出

房间，把那些居民送到那里，去接受那些治疗。 除了这种医疗干

预外，主要的传播途径仍然是通过液滴和接触。 我们现有的空气

循环、通风和空调的基础设施足以防止人们对空中传输的担忧。- 

Dr. Victor Leung 

 

我同意他。 我的意思是，这可能是一种新病毒，但它的传播方式

并不新鲜。 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大多数时候是

通过触摸表面和触摸你的脸或者人们在2米内打喷嚏或咳嗽。 正如

他提到的，我们实际上通过了这个设施，并且确保没有人能够参与

到任何目前的干预措施中来真正将病毒投放到空气中。 正如维克

多所说，我们把一个人搬到了私人房间。 此时没有空气再循环。 

这个个人目前仍然是Co-Vid的负面，但我们以预防的方式做了，

以防他们变得积极，确保我们保护员工和居民不受任何这些可能的

风险的影响。- Dr. John Harding  

 

Q: 为什么居民不戴面具？ 

 



A: 我觉得我们不让居民戴面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他们的

家。 他们不应该在家时戴上这个面具。 如果有居民觉得可以做到

，或者这是他们习惯的，他们可以做到的。 对于其他不熟悉它的

人来说，它可能会感到压抑。 可能很烦人。 对于不真正理解的人

来说，这甚至可能令人恐惧。 我们使用戴面具的工作人员的防护

设备，以免他们向居民散布飞沫。 工作人员戴护目镜，这样就是

一个居民身上确实有飞沫，工作人员受到保护。 我们认为这是正

确的方法. - camille  

 

Q: 因为Co-Vid 19，家人能来照顾他们的爱人吗？ 如果是，当居

民通过时，是否为家庭采取了隔离措施？ 

 

A: 我们都意识到游客对家庭的限制有多么困难，当然也会考虑很

多，以及这给每个人带来的困难。 我们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指导

我们，我们需要遵循关于探亲的指导。 如果有人快要死了，圣家

的医疗队会与你联系，他们会在你家人生病期间，讨论如何通过这

个过程最好地支持住户和你自己。 如果你想进来参观，我们可以

支持这种情况，并给家庭提供适当的保护设备。 他们将得到支持

，以便利用这一优势，并在他们来访时得到支持，以确保他们在访

问期间安全。 我的理解是，有了这个个人的防护设备，家庭在探

望之后不需要隔离。- Teresa 

 



Q: 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来获取关于我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的信息

？ 让某人打电话查看居民的状况，是一项挑战。 （无答案） 

 

A: “我们有一条新的中央线路，明天早上就能到位。 号码是604-

322-2606 这将由社会工作团队回答，他们要么能回答您的问题

，要么会咨询相应的人。 如果留在那里，将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

之间检查邮件，每周7天。 此外，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你的住

院医生有任何变化，你会从你的医生或护士那里听到，了解住院医

生的状况。” - Rae Johnson- 站点管理器 

 

Q: 居民们是否还在每天早上和晚上洗澡？ 继续每周洗澡？ Co-

Vid是正还是负在频率上有区别？ 

 

A: 整个居民的个人照顾早晚都在持续。 那些Co-Vid阴性的居民每

周的阵雨还在继续。 我们已经修改了那些我们可以让它们在地理

上更加发生在社区，但我们确保它们确实发生。- Rae Johnson – 

站点管理器 

 

Q: 我知道你触碰了每日浴盆的底部，但是，你想在居民的日常护

理方面补充什么吗？- Fiona dalton cEO  

 

A: 我们增加了基准人员编制，以确保我们能够遵循所有感染、预



防和控制做法，并组织员工。 这样我们才能提供，至少或者更好

的我们过去提供的护理。 由于知道我们的居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

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间内，许多居民需要协助进餐，因此我们增加的

人员编制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 Rae Johnson – 站点管理器  

 

Q: 如何安排虚拟访问？ 我们还能去窗户吗？ 

 

A: 我们在Holy Family的康复团队在帮助我们组织起来方面发挥

了领导作用，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但现在

更是如此，以确保任何想与家人进行虚拟探访的家庭都能做到这一

点。 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做，请联系你熟悉的Holy Family团队，或

者你也可以拨打刚才Rae提到的电话。 新的家庭信息线，告诉我们

，如果是通过skype、facetime或仅仅是电话，您想如何访问。 

此外，你的家人还希望能有谁参加这次访问，如果有一天或一天的

时间对你最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窗口访问的机会肯定是很多居民

和家庭的重视。 不幸的是，在疫情爆发后，限制措施落实后，居

民搬到疗养院的北楼，到Holy Family的北楼去，是不可能的。 在

某些情况下，对于北翼的居民来说，这可能仍然是可能的，但我们

只是无法让人们四处走动去参观那些窗户。- Teresa 

 

Q: 在疫情爆发之前，有没有工人在不止一家工厂工作？ 我的理解

是，当局早就停止了这种做法。 



 

A: 就长期护理场所而言，我们的工人是单身。 他们之间没有往来

，从3月底开始就没有往来过。 有急性工人被允许长期护理工作，

也有那些我们在疫情爆发期间呼吁帮助的人。- Camille  

 

Q: 疫情何时宣布结束？ 一个关怀之家，如何决定免费Co-Vid? 

 

A: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温哥华海岸卫生已经爆发了很多疫情。 我

们成功地将所有这些资源都快速地与我们所学到的经验教训联系起

来，现在，我们将所有这些资源都投入到Holy Family Hospital

中，并尽一切努力使这一点尽可能短。 就疫情爆发而言，这是一

个挑战，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疫情何时会被宣布结束。 我可以

证明，我已经到了现场，人们正在竭尽全力阻止任何进一步的传播

，就像我说的，已经有10天了，我们将继续让它变得更好。 基本

上，它通常用来宣布疫情爆发的方式，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是有潜

伏期的。 我们通常希望至少有2个潜伏期，没有新病例。 原因是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轻微的疾病。 所以，有些人可

能只有鼻涕，咳嗽，头疼，疲劳。 总是抓住它是件棘手的事。 我

们必须确保所有员工都保持警惕，并且我们正在为所有人，包括居

民和员工，进行低屏障测试。 我们打算确保因为我们取消了我们

目前采取的措施，所以我们想确保设施内不再有传输。 这就是你

错过一个案例的好处，因为它太温和了。 出于谨慎，我们有额外



的缓冲期，可以度过2个孵化期，而不是仅仅1个。 到那时，我们

最早可以宣布的日期，将是最后一个案件被确认28天- Dr. John 

Harding 

 

Q: 为了保护Holy Family的员工及其家人，我们又在做什么？ 他

们是否也得到了他们及其家人所需要的情感和其他支持？ 

 

A: 正如所有人都说的，疫情对员工的影响也很大，因为这是他们

的家人，在这个设施里发生这种事是灾难性的。 除了员工和家庭

援助计划外，我们在情感需求方面有很多支持。 我们正与我们的

精神健康提供者以及我自己的团队成员密切合作，以伸出援手，确

保我们不断与员工互动并回答他们的问题。 关于我如何对待我的

家庭，有很多问题，所以很焦虑。 因为即使它已经存在了几个月

，它在你的设施中突然爆发，你看到它对你的同事、居民和家人的

影响时，它却大不相同。 我们确实有很多支持。 我们每周有7天

时间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所做的就是保护Holy Family的工作人员

，正如大家所说，我们有很多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足够

的个人防护设备，供每个人使用。 我们现在无法用光它。 所有加

强清洁的措施都已经到位，因此我们正尽我们所能确保每个人都保

持安全，并且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所需的支持。- Sandy 

Coughlin 

 



Q: 您愿意为员工提供实际支吗？ - Fiona Dalton – CEO 

 

A: 我们亦确保所有员工均可入住酒店，以便在必要时与家人自我

隔离。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为我们任何需要它的员工准备的。- 

Camille  

 

我们还为员工提供了现场食物。 他们得到了来自我们所有长期护

理院的同事的很多情感支持。 我还看到了一个关于房车和新设施

的问题。 这是为了在淋浴和更换设施方面支持我们的员工。 - 

Fiona Dalton - CEO 

 

Q: 你如何平衡流浪者在地上游荡的需求/愿望，以及为了不让自己

陷入被曝光的境地而控制他们的需求？ 

 

A: 这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正为此努力。 对于正在游荡，Co-Vid

呈阳性的居民来说，他们是疲惫的，是他们在床上最残留的意思，

即他们没有游荡。 对于Co-Vid的负面居民，有游荡欲望，这是很

难的。 他们很好。 他们想做他们通常会做的事。 这部分是增加人

员数量帮助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康复小组帮助我们的地方，一些专

家来自温哥华沿海健康中心，为我们提供一些策略来吸引我们的居

民，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参与他们的活动。 有些员工会在甲板上

一次带一名居民出去，给他们一些新鲜空气，并让他们离开房间。 



这又是Co-Vid的负居民。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是

一个挑战。- Rae Johnson – 站点管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