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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 Chat
向我们最亲爱的Marlene致敬向我们最亲爱的Marlene致敬

在过去的30年里，Marlene为本院各项举措的成功做出了巨大
贡献，她始终如一地推广筹款活动，以及筹办有助提升员工

和义工们的福利和活动。

深受本院职员与义工们爱戴的Marlene也被称之为“托福园妈
妈”。为人慷慨，富有同情心与爱心的她，将永远的铭记在
我们的心。本期的Chit Chat，职员及义工们将一起缅怀我们

亲爱的Marlene妈妈。

在本期， ，我们向一位受重器的理事会
成员Marlene Foo女士致敬，她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过世，享年76岁。多年
来，她除了是托福园的重要理事会成员
外，也担任过本院的社区关系委员会和义
工委员会主席、以及助理秘书与助理财务

主管等职务。

我在2012年以义工和理

事会委员的身份加入托

福园。当时，Marlene特意

的欢迎我。她为我所表示的温

情和爱心，让我感觉自己是托福园

的一份子。我听到很多人称她为“托

福园妈妈”，这称呼反映了她与托福

园社群（职员、管理委员会和义工）

之间的关系。 

听到Marlene去世的消息，令我感到震

惊和悲伤。虽然托福园是个每天处理

生离死别的组织，但失去一位我们当

中如此广为人知，受爱戴的朋友时，

难免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我非常感谢义工计划团队（晓慧，幼

芬和伟兴）以如此尊重和细致的方

式来铭记她的一生与贡献。像是记录

Marlene为托福园所作出的贡献而制

作的视频，我们早已各自己观看。但

能相聚义工委员会会议一起再观看视

频，我觉得很合适。Marlene为托福

园塑造义工计划而努力，一起观看视

频能让我们好好的缅怀在她的一生。

许多义工团队队长也分享了关于她的

点点滴滴。我与委员会分享她为义工

团所计划做的一切与提议的“传统”

能细水长流，让我们仍感受到她的存

在。像是我们寄给义工的生日卡，是

由她所提议的。上星期，我在生日卡

上签名时便想起了她，也露出了微

笑。愿我们都继续铭记她，也愿这些

美好的会忆带给我们笑容。

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义工委员会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义工委员会

主席, Tanya Tierney博士主席, Tanya Tierney博士

Marlene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就像妈妈

一样，总是照顾好职员与义工们。她

待人非常友善、又平易近人。您的离

世我们都感到悲痛，我们会非常想念

您！ 感谢您对我们的照顾！

托福园职员, 幼芬 托福园职员, 幼芬 

Marlene 以她慷慨和善良的方式感动了许多人。她总是留意我们，确保

我们得到很好的照顾。有幸遇见她的人，都会被她的一举一动给打动。

作为我的老师、我的托福园妈妈和守护者，我会永远铭记她。感谢您对

我的关心和爱护，也感谢您在我刚加入托福园时“抚养我长大”。

愿我们都能延续Marlene所付出的努力，来纪念我们这位了不起的女士。

托福园职员, 晓慧托福园职员, 晓慧



2022 年 2 月 14 日，我得知Marlene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我们

刚刚在 2月1日农历新年互相道贺，现在她已经回到主的怀抱了。

自托福园成立以来，Marlene一直是一名坚定的义工，这些年来她

一直以奉献和卓越的态度为托福园服务。她在义工组和GEMS合唱

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并在此过程中受到义工和合唱团成员们

的爱戴。她因为热爱托福园和她所做的工作，所以在幕后孜孜不倦

地工作无数个小时。她担任义工主席的期间，是托福园义工服务的

黄金岁月。她以轻声细语、友好而坚定的态度为义工们的福利而奋

斗，并在此过程中与许多义工结下了友缘。她曾在托福园的第一届

理事会担任助理秘书。虽然她在宪法要求得间歇性休息，她是继我

们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理事会成员。

她经常给我宝贵的私人反馈，告诉我她在托福园所观察到的缺点，

也分享如何克服或改进这些缺点。这些观察大部分来自她亲身的经

历。我在行政会议和理事会会议上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实际

上来自她的反馈。她从来不抢任何功劳，而是默默地、勤奋地继续

着她的工作。

我们这些熟知她的人都知道自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她为托福园所

付出的多少时间和精力，一切都是因为她对托福园充满热爱。她告

诉她的家人，如果他们想找她，那就去托福园。他们很可能会在那

里找到她。她总是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地为托福园中服务。

我会想念这位好朋友兼战友。她离苦得乐，我不想感到伤心或难

过，而是选择缅怀她的一生以及她为托福园所取得的成就。

她绝对是一位非凡的女士。

委员会成员，谢佐威委员会成员，谢佐威

1980年代， Marlene与我一起在

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the 

Deaf (SAD）工作，她担任名誉秘书。

当她得知托福园要成立时，她打电话

给我，从托福园一开始就自愿加入我

的行列。她说：“我需要一个新的挑

战” 。当时是SAPES主席的Marlene便

加入了托福园管理委员会，我们携手

建立了托福园的义工计划。

Marlene 的领导能力堪称典范。她

带着她的土生华人音乐队的朋友加入

我们的义工团队，促成了托福园GEMS

歌舞合唱团的成立。她组织并领导了

我们年度的义工感谢之夜，通过她在

SAPES的人脉，为所有义工筹募捐款与

奖品。近年来，她提升了托福园的义

工管理系统。Marlene 一直是我在SAD

和托福园服务和领导的挚友，也与她

一同走过这40年。我非常想念您，

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名誉委员，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名誉委员，

薛爱美博士薛爱美博士

我敬爱的Marlene，

 

我要感谢您一直以来参与托福园各

项活动，并感谢您慷慨的贡献，尤

其在管理委员。

我相信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像

Marlene 这样的义工！

感谢敬爱的Marlene，您多年来的

忠诚、慷慨、友谊和奉献。

托福园所有的义工、病友及职员都

会非常想念您，永远铭记您。

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名誉委员, 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名誉委员, 

林建圖医生林建圖医生

托福园失去了我们最敬业的义工其发起人之

一。Marlene担任了托福园管理委员会委员多

年，并提出了各项建议，其中一些仍落实至今。

我记得每当她和我们的病友一起参与各种庆祝活

动时，如农历新年、开斋节、圣诞节等，她总是

平易近人。她还以贴心的方式，像是亲自为行政

团队制作鱼生，或感激护士团给予的帮助等，来

表达她对职员们的重视。她所积极体现的是：在

托福园，我们的义工是我们护理团队的一部分，

而不仅仅是一种增补。

愿她的精神能延续下去，启发我们。

托福园执行总监, 廖泉添托福园执行总监, 廖泉添



Marlene身为义工们的好榜样，以

及她多年来的不懈的贡献，

我感激不尽。

她对托福园的奉献, 热诚与志愿服

务的精神是无法言喻的。

身为一名义工，我深受她的启发。

托福园义工, 玉英 托福园义工, 玉英 

“嗨MM，别操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一切，请回家吧！”

MM 是Marlene妈妈的英文缩写。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侯为Marlene取

了这个名字，但每个人都亲昵地称她为Marlene妈妈，而MM在我们在

聊天群所使用的缩写。

她是GEMS合唱团的支柱、力量、兼创始人。她是GEMS合唱团的伴户、

营销经理兼代言人。在每次练习、排练、甚至演出当天，她都会陪伴

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充满关爱。尽管我们常

吩咐她可以将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她还是经常留下来陪我们。

今年2022年是GEMS成立10周年。知道她不能与我们一起欢庆周年纪

念，我感到很难过。 “嗨，MM，别担心，GEMS 会继续办下去（我不

知到何时，但肯定的是您会因为我们而引以为豪！）

托福园义工(GEMS表演合唱团, 组长), 潘淑珍托福园义工(GEMS表演合唱团, 组长), 潘淑珍

Marlene 是一位心地善良，受人尊敬的模范榜样。为

人慷慨大方又充满活力，她以自己的美德丰富了许多

人的生命。我相信她所服务过的协会都以她为荣，我

们也很荣幸能成为她的朋友。她为托福园付出的时间

与奉献，她所给予的倡议和指导，是无价的。

Marlene，感谢您的指导与教導，我会永远珍惜您。

愿上帝能继续为她在世的努力祈福。

托福园义工, Lynda Eaw托福园义工, Lynda Eaw 

Marlene与我相识约25年，打从创院初

期就参与我丈夫Dr Jerry Lim召集的

会议就认识了她。 Marlene 成为创始

理事会成员的时候就堅持不懈。她对

我们本院如此的奉献，付出了大半的时

间，也尽她所能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她

因此成为了义工、病友、职员与员工的

朋友。当Marlene任职于Estée Lauder

时，她总会带来该公司的精美产品，作

为晚会的奖品！

她的离世令人感到惋惜，对托

福园而言是个打击。她无可替代，我也

肯定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位像Marlene

一样慷慨，具有奉献精神与能力的人。

永别了，最亲爱的Marlene。请保佑托

福园上下以及义工朋友们。愿您永远安

息！

托福园义工, 羅意珍托福园义工, 羅意珍

Marlene 逝世后，托福园的上下，包括义工、职员及朋友们，都难免会感到空

虚。每当钻石组的义工们筹办病友的生日庆祝排队或开斋节活动时，她都会给予

我们帮助。她与 Siti、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亲近。我们都会想念她在我们生日

时所传递我们的问候与祝福，“Agus，Siti，祝你生日快乐，长命百岁 ”。

我们不会再找到另一个Marlene了，我希望她能永远安息。

托福园义工(钻石组, 组长),Muhammad Agus Bin Othman托福园义工(钻石组, 组长),Muhammad Agus Bin Othman

Marlene一生过得很充实，对生活

充满了热忱。她以充满爱心、积

极、关怀和同情心的方式，感动

了许多人的一生，也随时乐于伸

出援手。她的确是一位天使。

托福园义工(蓝宝石组, 组长), 托福园义工(蓝宝石组, 组长), 

LindaLinda

当我第一次以义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托福园的活动时，

我注意到妈妈Marlene穿着可峇雅 ，便以为她是马来

族。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喜欢穿可峇雅，也是一位娘惹。

让我惊喜的是，妈妈Marlene也是一位娘惹。从那刻

起，她与我分享了许多关于义工与慈怀疗护的宝贵、具

有启发性的心得。

从她的分享中，我了解到Marlene妈妈对托福园的病友

富有同情心，也努力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她对自己的

工作非常投入，也关心义工们。我能与她相遇，我心存

感激。Marlene妈妈，非常感谢您。

托福园义工, 李炎傧托福园义工, 李炎傧

亲爱的Marlene，

失去您让我很难

过。我不能再与您

说话或见面了。您

是我永远所亲爱与

珍惜的好领。我非

常想念您，每当我

想起你我就会哭泣。

愿您能到一个没有

痛苦的好地方。

托福园义工, 托福园义工, 

蔡月仙蔡月仙



Marlene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当我第一

次参加义工培训课程的情景。在我们休

息的时候，她总是在旁，确保我们有足

够的茶点来享用。我每次都会在义工活

动中看到她时，她总是会向病友及他们

其家人问好，确保他们一切安好。她也

不时地提醒义工们勿忘喂饱自己。我曾

经有机会和她交谈，鼓励我做义工并分

享她的经验。每当她分享菜谱时，她的

眼睛就会亮起来。自从两年前疫情

大流行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得

知她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震惊。她走

了，我很难过，我会想念她乐观的精

神。我希望她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无论

何时都能逍遥洒脱。

托福园义工, 黄碧慧托福园义工, 黄碧慧

那些您给我的特别回忆，总会让我微笑。

如果我能让您回来，只是一会儿。

那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再次聊天，就像我们以前一样。

你对我来说总是那么重要。

你不在了，总会让我心痛，

但你永远常驻在我心中，

直到我们再次相遇。。。

托福园职员兼义工, June De Guzman托福园职员兼义工, June De Guzman

Marlene深受托福园所有认识她

的护士们的尊重和爱戴。她总是

面带微笑，对每个人都和蔼可

亲。她经常会多花时间了解护士

们，让他们感受到托福园这大家

庭的温暖。

她为人心胸宽广，所给予托福园

病友们以及职员们的关爱，我们

铭记在心。

 

护理总监, 曾素文护理总监, 曾素文

Marlene对托福园的每个人大方贴

心。当会议和活动完毕后，Marlene

总是会问居住在西部的职员和义工是

否要搭顺风车，每次送他们到家门

口。她总会不时地问我们有什么需

要，也无微不至地帮助我们。

托福园义工, 杨振保托福园义工, 杨振保

当Marlene早期时获知我们使用水

性皮肤保湿霜为病友进行按摩，她

便透过自己的人脉，为我们添购了

Jurlique牌子的肌肤精油，让病友

们在按摩时使用。病房也一整晚弥

漫着一股芬芳的玫瑰和柠檬味。

托福园义工托福园义工

为纪念我们的Marlene妈妈：

“妈妈”就是我们称呼您的方式。我记得那时您会来到行政办公室，带一些

茶点给我们享用。你总像妈妈一样，会说“先吃”。

我们两都是韩剧迷，所以每当我们聊到韩剧时，我们就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我会特别珍惜我们在一起聊韩剧的回忆。

妈妈，我们会深深地怀念您温暖、善良和充满爱心的精神。

请您安息。愿您在另一个世界过的快乐。

托福园职员, 莲 托福园职员, 莲 

我们代表筹款团队，非常感谢已故的Marlene Foo女士一直以来为

我们的筹款活动与举措，像是我们年度慈善晚宴等，给予不懈的支

持。除了自己慷慨解囊，她也经常参与GEMS表演合唱团的排练或

服装试穿，以确保每个表演者都以最佳的姿态参与演出。她笑容可

掬，带给大家许多欢乐，也让义工们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关系。

我们深切的怀念她。

托福园筹款团队托福园筹款团队

我从 2011 年就认识 Marlene，

也在托福园一起多次合作。能与

她合作是我的荣幸。我们每一次

的项目会议有说有笑，大家你来

我往的，总是引人入胜、互动又

有趣。她勤奋、热心、善良、充

满活力，让人感觉轻松自在。

Marlene, 我们托福园上下会永

远深深的思念您。 愿您安息!

托福园义工, 辛建宏托福园义工, 辛建宏

激励和支持我的导师，您那充满爱心和

关怀的眼神细说了一切。您离开的那一

天，我梦见自己掉了一颗牙， 这的确

是一个遗憾！ 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

起的美好回忆！您安息吧，Mai!

托福园义工, Evelyn Ho 托福园义工, Evelyn 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