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救世軍寶林長者之家 *良好措施 

The Salvation Army Po Lam Residence for the Senior Citizens 

電話：2701 5828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四樓 網址：http://ssd.salvation.org.hk/ 

院舍環境：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收費項目),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足部治療師(收費項目)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政府資助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按社署規定 

宿位數目：105 宗教背景：有: 基督教 

入住方法：須經社署轉介 通過評審年份 2013-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富璟護老院（沙田）有限公司 Wealthy Jade Care Home (Shatin) Limited 電話：2145 7238 

地址：新界沙田崗背街 1 至 3 號花園城第二期第二層 1 至 4 號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17,999 

宿位數目：85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富璟護老院（上水）有限公司 Wealthy Jade Nursing Home (Sheung Shui) 

Limited 

電話：2671 1663 

地址：新界石湖墟新財街 29 號地下入口、1 字樓及 2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0,000-$ 20,000 以上 

宿位數目：97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康璟護老院（大埔）有限公司 Conrad Care Home (Tai Po) Limited 電話：2662 2293 

地址：新界大埔舊墟直街 22 至 28 號順景樓 1 字樓及 2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足部治療師,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0,000-$ 11,999 

宿位數目：84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富璟護老院（粉嶺）有限公司 Wealthy Jade Nursing Home (Fanling) Limited 電話：2682 0339 

地址：新界粉嶺嘉福邨嘉福商場 2 字樓部分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 13,999 

宿位數目：79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富璟護老院（第一城）有限公司 Wealthy Jade Care Home (City One) Limited 電話：2637 8686 

地址：新界沙田銀城街 2 號沙田第一城置富第一城樂薈 4 字樓 402A 舖（部分）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195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富樺護老院有限公司 Fu Wah Elderly Home Limited 電話：2657 6976 

地址：新界大埔運頭街 20-26 號廣安大廈地下 C1 舖、1 字樓、2 字樓及 3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復康, 痛症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 12,000 

宿位數目：181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富璟護老院(花園城三期) Wealthy Jade Care Home(Shatin Park Stage III) 電話：2605 1038 

地址：新界沙田崗背街 13 至 15 號花園城第三期第二層 1A、1B、1C、2、3A、3B、3C 及 4

號鋪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 12,000 

宿位數目：46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明益護老院(2 院) Ming Yick Home for the Elderly(2) 電話：2670 1038 

地址：新界上水保榮路 1 號威尼斯花園地下 F1 至 F5 及 G1 至 G4 號鋪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社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安老院),高度照顧  

院費：$9,000-$ 15,000 

宿位數目：39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中文)：明益護老院(1 院) Ming Yick Home for the Elderly(1) 電話：2670 1618 

地址：新界上水保榮路 1 號威尼斯花園地下 A1- A13、B 及 C1-C5 號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復康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 15,000 

宿位數目：39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慶楠護老院(一城)有限公司 *良好措施 

Hing Nam Care Home (City One) Limited  

電話：2654 8993 

地址：新界沙田銀城街 2 號沙田第一城置富第一城樂薈 4 字樓 402A 舖（部分）及 410 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 /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4,000-$ 20,000 

宿位數目：38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東江（上水）安老院 Tung Kong (Sheung Shui) Sanatorium 電話：2679 3396 

地址：新界上水青山公路－古洞段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2 座 A、B、C 及 D 室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 $6,000-$12,000 

宿位數目：57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嘉頤(大埔)護理院 Care & Services Elderly Home (Tai Po) 電話：2656 1328 

地址：新界大埔廣福道 152-172 號大埔商業中心 2 至 3 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復康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8,500-$13,000 

宿位數目：163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順恩護老中心（新田圍） Shun Yan Elderly Centre (San Tin Wai) 電話：2681 2061 

地址：新界沙田新田圍邨新田圍商場 41-43 號舖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153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沙頭角護理院 Sha Tau Kok Home Care Center 電話：2659 7021 

地址：新界沙頭角沙頭角道 200 號遠東樓地下 A 至 D 舖 網址：http://www.stkecc.com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7,500-$9,500 

宿位數目：58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康栢健護理院 Harmony Senior Care 電話：2651 8811 

地址：新界大埔運頭角里 4 號富景大廈中層地下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800-$11,000 

宿位數目：53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樂天安老院 Everbright Home for the Elderly 電話：2668 6133 

地址：新界上水青山公路－古洞段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4 座 A 至 D 室及 16 座 A 及 B 室 網址：www.elderly.com.hk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三至四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安老院外展專業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 $7,500-$10,500 

宿位數目：72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富善護理院 Fu Shin Home for the Aged 電話：2653 4202 

地址：新界大埔瑞安街 6-20 號邦興大廈 1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7,500-$9,500 

宿位數目：71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東方護老院 Tung Fong Home for the Aged 電話：2639 0337 

地址：新界上水青山公路－古洞段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6 座 C 及 D 室及第 19 座 C 及 D

室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宿位數目：62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樂天長者軒 Everbright Senior Centre 電話：2639 0080 

地址：新界上水青山公路 － 古洞段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8 座 A 至 D 室 網址：www.elderly.com.hk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言語治療師, 其他:安老院外展專業服務(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8,000-$10,000 

宿位數目：66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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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聖芳濟敬老院有限公司 St. Francis Old Age Home Limited 電話：2673-3599 

地址：新界上水青山公路－古洞段 193 號石仔嶺花園第 15 座 A 室、第 17 座 A、B 

及 D 室及第 19 座 A 及 B 室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6,300-$12,000 

宿位數目：100 宗教背景：天主教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萬壽宮 The Longevity (HK) Home for the Aged *良好措施 電話：2518 9328 

地址：新界沙田恆安邨恆安商場 4 字樓 401A、401B、401D、403 及 404 號舖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129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待院舍提供資料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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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寶林長者之家 – 本週期良好措施詳情 

 

院舍於個別標準表現高於評審標準要求，經評審委員會一致通過該項標準為良好措施，詳情如下：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2021 標準 5 職業安全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6 營養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40 長者權益保障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2020 標準 5 職業安全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6 營養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40 長者權益保障 

1. 院舍仍繼續保持此標準良好服務外，今年院舍為需要給予餵食的院友設計中國色彩圍裙︰男士以煲呔外型、女士以傳統

旗袍款色配以不同花式，更能表現對長者尊嚴的尊重。院舍仍繼續保持此標準良好服務外，今年院舍為需要給予餵食的

院友設計中國色彩圍裙︰男士以煲呔外型、女士以傳統旗袍款色配以不同花式，更能表現對長者尊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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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標準 5 職業安全 

1. 院舍管理層十分重視員工的職安健，定期舉行會議，教導員工不同的安全知識，院舍亦有完善的訓練及考核機制；在面

談及環境巡視中，員工讚賞管理層有關政策及備有十分高的安全意識。院舍在過去三年內未有任何工傷個案。 

2. 院舍四週張貼有不同的職安健告示提示員工，亦備有告示板張貼最新資訊。 

3. 院方為廚房員工增添設備及改善工作流程，加強員工的職安健，包括：(1)為員工增添長臂隔熱手套，以減低員工在使用

蒸爐時受灼傷的危機；(2)因廚房抽氣設備較嘈吵，院舍為員工購買耳塞保護聽覺；(3)增設合適高度的固定吊架於有轆米

缸上，讓送貨員置放米袋放於架上(每次約四包)，然後員工可讓米流入桶內，減少員工提舉工作；(4) 院舍提供長柄殼於

米桶舀米，減少員工重覆彎腰。 

4. 院舍洗衣房備有衣物升降車擺放濕衣物，避免員工重覆彎腰取衣物，避免勞損。 

 

標準 16 營養 

2. 院舍曾於 2016 年評審中獲此良好措施，仍繼續精益求精，提升質素。以下措施實踐服務宗旨：持續不斷改善服務，以人

為本。 

3. 2017 年開始將糊餸倒模成食物原形，如雞，豬等形狀，為不能進食正常餐的院友提高進食樂趣，現時已增加至每月兩

次。 

4. 2018 年中開始，院舍更將正常餐食物製作成糊後，再復原狀為 3D 餐(例如:雞脾，腸仔煎蛋)﹔並於節日期間提供 3D 糉

子，院方更會用精美的餐具上餐，如鐵板扒餐，達致「同餐同味同食」供糊餐院友食用。 

5. 院方安排其他食正常餐的院友試食 3D 餐，院友及家屬均高度讚賞此特別餐，藉此提升食用正常餐院友對糊餐的認識，

減低負面印象。 

6. 管理層發掘有興趣的員工參與及學習相關技術，並由專責員工負責製作 3D 餐。 

 

標準 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院舍採用最少的約束模式照顧院友： 

1. 院長定下了全院不多於 15 位院友使用約束物品的成效指標，而院舍的統計數據顯示，過往 6 個月內，平均每月只有 15

位長者使用約束物。院長對員工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如在會議及交更時講解，讓員工明白使用約束的壞處，增加員工

共同減少使用約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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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巡視中，發現多數患認知障礙症長者並沒有使用約束物品；同時，院舍廣泛使用離床及離椅感應器，以減少院友使用

約束物品。 

3. 員工對感應器具有高敏感意識，當感應器響起時，便迅速到達長者位置支援。 

4. 於面談中，員工表示院舍沒有使用約束手套及手腕帶，實踐使用最少約束物品。此外亦經常於交更會中檢討院友使用約

束物品的情況及提出改善建議。 

5. 於面談中，家屬表示曾要求院舍使用約束物來照顧其家人，但院長建議先嘗試其他方法，最後才使用約束物品。 

6. 為院友提供合適活動，令患有認知障礙症患者安定情緒，從而避免使用約束物品。 

7. 職員每月舉行個案會議檢視使用約束物品的個案，以尋求移除約束物的可行性。 

 

標準 40 長者權益保障 

1. 院舍設有長委會及院長月會促進院友與院舍彼此間的溝通及了解。 

2. 院方給予院友充權機會，加強知情權及選擇權。 

3. 長委會已成立 13 屆，每兩年舉行一次委員會委員選舉，由院舍職員協助推動選舉，在選舉過程非常有系統及嚴謹，包括

有提名、拉票、唱票、一人一票投票 

4. 當選後，委員間互選各委員會崗位，達致院友的全面參與。長委會每月與院舍職員舉行會議，院方把內部的管理增加透明

度，委員在熟悉環境下參與院舍的管理，院方讓委員共同參與，提供平台讓委員表達意見。 

5. 長委會鼓勵院友積極參與及關注院舍事務，部份長委亦身體力行，關顧院友、出席院友葬禮、安慰家屬等，從而讓院友貢

獻所長，發展個人潛能，實踐「老有所為」的良好精神。 

6. 以上均能反映院方投放資源，大力支持院友參與院舍管理，及協助他們的意見能夠實踐，提升院友的充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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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寶林長者之家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1 職業安全 標準 5 

營養 標準 16 

長者權益保障 標準 40 

2020 職業安全 標準 5 

營養 標準 16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標準 18 

長者權益保障 標準 40 

2019 職業安全 標準 5 

營養 標準 16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標準 18 

長者權益保障 標準 40 

2018 跌倒處理 標準 14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長者認知、情緒、感官及溝通能力 標準 21 

心理支持及社交照顧 標準 25 

2017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服務操守 標準 2 

院舍環境及設施 標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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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2016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社區協作 標準 9 

營養 標準 16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2015 排泄處理 標準 12 

營養 標準 16 

2014 資料管理 標準 27 

2013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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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楠護老院(一城)有限公司 – 本週期良好措施詳情 

 

院舍於個別標準表現高於評審標準要求，經評審委員會一致通過該項標準為良好措施，詳情如下：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2022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2021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在有限的資源下，院舍員工團隊目標一致，努力不懈地幫助長者減低及預防跌倒風險，提供優質高效的復康服務。 

1. 經過同事團隊的努力下，2020 年全院有 11 位長者由下肢軟弱轉為自己步行，甚至能自行如廁；除了以頻繁之復康運動，訓練

長者四肢的肌力及平衡力，再配合充足的營養和良好的居住環境。其中 5 位長者由於活動能力已大為提升，故已返回家中照顧。

另外 1 位原本是全護理長期卧床的長者，已變為可坐輪椅並自行進食。 

2. 預防長者跌倒或重覆跌倒的措施:  

i. 長者跌倒後，即儘快轉介「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物理治療師評估院友活動能力，並指導前線同事如何更新院

友之復康計劃;透過前線同事團隊自發為長者每天不停練習，如透過輔助及陪伴長者使用助行架，拉繩及腳踏單車等，增加

長者復康的信心。  

ii. 加強院舍安全環境巡查; 

iii. 定時檢查長者的鞋履及助行器具之安全性; 

iv. 增加職員巡房的次數從而加強觀察長者的狀況; 

v. 指導長者在有需要時，按鐘求助。 

 

慶楠護老院(一城)有限公司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2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21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東區) 

萬壽宮 – 本週期良好措施詳情 

 

院舍於個別標準表現高於評審標準要求，經評審委員會一致通過該項標準為良好措施，詳情如下：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2022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1. 院舍備有外購物理治療師，每星期四天到院舍提供服務；另外亦聘有物理治療助理，於沒有物理治療師到院的日子，繼續為合

適的院友提供訓練。 

2. 治療師為每位入住院友均提供活動能力評估，需要時亦會再次介入以跟進院友最新活動能力；而所有願意參與復康運動的院友

均能獲安排接受服務。現時共有 48 位院友正參與院舍復康治療，約佔全院七成院友。而每位參與院友均可接受每星期兩節服

務，而服務範圍覆蓋不同活動能力院友(包括長期卧床)。 

3. 院舍積極投放資源於院友的復康照顧，特意闢出約 700 呎地方供院友進行復康運動。同時亦購備各式復康器材供院友使用，

如：腳踏車、手拉繩、電動單車、健身單車、學習步行腳架、律動機、牆身手單車、干擾波治療儀及超聲波治療儀等，更特別

添置電動助行器，讓下肢軟弱的長者亦能訓練其下肢能力，同時提升院友學習步行時的安全保障。 

4. 過去一年，大部份長者於治療師定期評估中，能顯示其活動能力得以維持。其中 3 位需以輪椅代步的院友於接受復康照顧後能

提昇活動能力並再次步行，當中 2 位更能重返社區生活。 

 

萬壽宮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2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21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