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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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參見2021年良好措施。
標準 5 職業安全
參見2021年良好措施。
標準 9 社區協作
參見2021年良好措施。
標準 39 評估院友需要
參見2021年良好措施。

2021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1. 管理層積極提昇院舍管理質素，院舍每年進行內部審核，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機構原有的「質素監察委員會」，未能進行
突擊巡查；機構 20-21 年度聘用外界專業人士(包括 1 位質素評核員
和 1 位護士)，以獨立身份進行內部審核，從而改善服務質素。
2. 院舍亦積極參與外界監察及認證，提昇院舍服務質素，包括「香港
安老院舍評審計劃」
、
「ISO 品質管理」認證及社署自願參與性質的
「安老院舍服務質素小組」計劃。
3. 機構積極推動和鼓勵員工成為合資格的內審員，包括香港老年學會
評審員、HKQAA 內審、ISO 評審課程，期望每個單位有監察服務
質素及能互相參照抵礪的管理人員。
4. 機構重視員工為重要資產，安排員工參與不同的工作小組會議，以
培訓員工參與管理和給予表達對院務意見的途徑。此外，員工每年
的工作評核，除有同事自評和上司評核，也會邀請一位同級同事給
予意見，顯示機構在管治方面的透明度，員工人手亦是穩定。
標準 5 職業安全
1. 院舍鼓勵員工開工前進行熱身運動，每日由樓層護士帶領，減少員
工受傷或勞損的風險。
2. 自 2020 年至今，院舍沒有發生工傷事故
3. 院舍願意投放資源於器具設備方面，為員工設計和訂造或改裝合適
的工具，包括小型換片車、漂浸污衣水桶加裝放水龍頭、院友輪椅
枱板和枱板車等，均能方便員工工作和減低勞損的風險。

2021
(續)

標準 9 社區協作
1. 院舍與所屬地區的律敦治醫院職業治療部，能保持良好和持久的合
作關係，長期借出復康用具，例如 6 部可調校角度的老人椅，供院
舍予院友試用，協助減少院友的約束物品使用種類，過去一年，防
滑 T 帶的院友由 21 人減至 0 人；安全帶院友由 19 人減至 14 人；
手腕帶院友由 9 人減至 0 人。
2. 院舍為香港老年學會學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提供保健員實習名
額，協助業界培訓新進員工。
3. 院舍與東華三院的青航計劃擔任協作機構，提供在職護理員及保健
員的培訓名額。
標準 39 評估院友需要
院舍備有完善的政策及落實執行評估院友需要：
1. 在院友的個人照顧計劃內，由不同的專業人士評估院友狀況，包括
護士、社工、治療師、營養師、言語治療師的全方位評估個別院友
需要。
2. 評估能運用不同的專業評估工具，詳細辨識個別院友的情況和需
要。
3. 院舍所有護理部的前線員工(包括 PCW)均接受個人護理照顧計劃
的培訓，確保前線員工知道如何執行照顧計劃；而專業職級同事的
培訓範圍包括評估院友、制定、執行相關照顧計劃及監察照顧計劃
的進度等，達至全面推行院舍全體員工深入了解推行及監察的成
效。
4. 評審過程中，檢視院友的照顧計劃，運用不同的專業評估工具，為
院友進行評估、制定和執行相關照顧計劃。
5. 院舍運用自行開發的 ENCOMPASS 電腦系統，紀錄院友照顧進度，
讓不同專業員工可以參閱，更能掌握院友的整體狀況和跟進照顧計
劃。

2020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院舍管理層於 2019 年 9 月致力推行減少約束政策，期望院友感到
更舒適及被尊重。院舍管理層積極在外間選購合適輔助用品，如分
腿坐墊、防滑坐墊，以減少約束，同時加強與家屬溝通令其明白及
理解措施背後的理論並作出配合。院舍亦找來律敦治醫院職業治療
部協助，借用多部可調較斜度的「大班椅」予院友使用。於政策推
行後，約束數字有明顯改善，今年半年平均 33%。

2020
(續)

標準 5 職業安全
過往 6 個月沒有發生工傷記錄，並設計了「DIY 清潔車」讓水桶穩
固地置於腰間高度，有效地避免同事彎腰或減少提舉水桶的風險。
除了定期實務性質的職安健培訓，亦會定期進行考核，確保工作安
全。院舍備有扶抱帶供職員進行扶抱時使用，使用技巧純熟，同事
對於院舍關護其工作安全及健康表示歡迎及讚賞。
標準 9 社區協作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院舍有投放資源聘用外購全職物理治療師為院舍提供專業服務，接
受物理治療服務的院友佔全院 98%，過去 6 個月沒有新發生的攣縮
個案，每位接受服務的院友每天都會在已受訓的職員協助下，進行
由物理治療師處方的復康運動，每樓層均備有運動器材，例如拉
繩、單車、沙包、助行架等器材供院友使用。院友對院舍能定時提
供運動的安排表示讚賞。
標準 28 溝通
參見 2018 年良好措施。
標準 33 人力資源管理
參見 2018 年良好措施。
2019

標準 9 社區協作
1. 院舍積極與外界單位合作，提供保健員實習機會，包括香港老年學
會、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讓實習學員與院舍員工互相交流工作經
驗。
2. 院舍參加「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提供實習崗位，現時有 1 位
護理員在院舍工作。
3. 院舍與外界機構舉辦員工培訓，例如「吸入式藥物講座及輔導服
務」，提升員工護理知識及水平。
4. 院舍與外展醫生及外展專業服務(三師一社)合作，加強醫護、復康
及社交康樂服務，評估院友需要及轉介相關服務跟進。
5. 社工聯繫社區組織，例如：宗教團體到訪院舍探訪院友，加強院友
與外界接觸。

2018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1. 管理層積極提昇院舍管理質素，每年進行內部審核，設立了「優質
服務監察委員會」
，除了管理人員、院友及家屬參與外，還邀請「獨
立」人士(如有行政經驗)參與，對院舍進行突擊巡查，以獨立角色
與身份提供意見，從而改善服務質素。此外，院舍亦積極參與外界
監察及認證，提昇院舍服務質素，包括「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
「ISO 品質管理」認證及社署自願參與性質的「安老院舍服務質素
小組」計劃，在本年一月剛完成巡查並對服務進行改善行動，使服
務得以提昇。
2. 管理層除了致力提供優質的護理照顧服務，亦願意投放資源發展社
工的團隊，藉以提昇院友的生活滿足感。機構增聘社工服務總監和
社工培訓主任，帶領社工團隊的工作及培訓，每月安排一次社工培
訓日，讓各單位的社工進行培訓及交流；又聯合各單位社工，構思
不同的社區協作活動，增加住院長者與社區的聯繫，又透過教授長
者製作手工梘及潤唇膏，送贈予區內人士，建立住院長者的能力感
和提昇生活滿足感。
標準 28 溝通
管理層除了透過自行開發的電腦系統管理資料，藉以優化工作流
程、增加團隊間溝通、提昇工作效能，又新開發「松齡護理管家」
手機應用程式，家屬透過此應用程式可收到院舍收費項目及通告、
院友的日常的狀況，如血壓、藥物、參與活動情況等，增加院舍與
家屬的溝通，亦讓家屬對院友的情況有更多的掌握，令院舍的服務
能與時並進。
標準 33 人力資源管理
人事管理方面，管理層著重員工的表現評核，透過多方面的員工評
核制度，讓員工能從多方面多角度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現，並且得到
一個更公正的評核機會。此外，管理層除了以不同的獎勵計劃來鼓
勵員工努力工作，亦於院舍增設不定限額的助理院長職位，選出表
現良好的員工擔任有關職務，透過在職培訓具潛質的員工，擔當服
務單位的管理職位，藉此提昇員工的工作職能及職業發展的機會，
並為機構挽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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