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軍德田長者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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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13 皮膚護理及壓瘡預防
院舍於皮膚護理及壓瘡預防有良好表現，包括:
1.

院方為院友每日沐浴，並使用優質的溫和敏感肌配方皮膚護理系列，包
括沐浴乳、潤膚露和潤膚膏，提升長者皮膚健康狀況；

2.

院友經物理治療師及護士評估後，現時共有 11 人使用氣墊床、21 人使
用椅墊及 7 人使用腳套，有效減低皮膚受壓情況；

3.

全院使用床欄套保護體弱院友，避免院友因碰撞床欄引致受傷；

4.

院方為護理員工提供技術培訓及考核，員工於沐浴、更換尿片及轉換臥
式程序中，均表現技巧純熟，能正確敍述出觀察重點，並經常與護士緊
密報告院友狀況；

5.

於 3/2020 至 2/2021 期間，沒有院友在院舍內新患上第一階段壓瘡的個案。

標準 14 跌倒處理
院舍於跌倒處理有良好表現,包括:
1.

院舍每月的個案會議中均有「高危跌倒名單」，以檢討院友跌倒情況，
並作出轉介及跟進；

2.

院舍備有詳細的「院友摔跌紀錄」指引及制定有關表格讓前線員工填
寫，以定期檢視及跟進院友的情況；

3.

院舍於 2019 年至今均舉辦由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和社工合作提供
的跨專業「防跌小組」
、「適智運動」及「我要 Fit 一 Fit」等，讓有高危
跌倒的院友正確學習使用輔助器材及維持活動能力，減少跌倒機會；

4.

全院使用電動超低床及安排有需要院友使用離床/離椅警報器，減少跌倒
風險；

5.

由 4/2019 至 3/2020 院友跌倒總人數為 21 人，而於 4/2020 至 2/2021 跌倒
個案總人數為 14 人。過去半年的平均跌倒率為 3%，成效顯著。

標準 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院舍於減少使用約束物品上有良好成效，包括：
1.

院舍現時有 20 人使用離床感應器及 1 人使用離椅感應器，減少因預防
院友跌倒而使用約束物品的需要；

2.

院舍善用不同餐枱、床邊枱，減少使用枱面板作為約束物品；

3.

團隊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執行減約束措施，包括前線員工參予檢討院友使
用約束物品的情況，各專業同工為院友提供不同的活動，並於每月的個
案會中檢討約束名單及安排；

4.

院舍於 2020 年 3 月有 12 人共使用 22 項約束物品，而 2021 年 3 月已降
至 6 人共 8 項約束物品。過去半年的平均約束率為 10%，成效顯注。

2020

標準 6 院舍環境及設施
參見 2019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4 摔跌處理
院舍作出多項措施，減低院友跌倒風險：
1. 由護士、社工、職業及物理治療師評估院友跌倒風險，高風險院友
會被安排防跌訓練，每月檢討成效。
2. 每月將有高風險跌倒名單給予前線員工，讓他們多留意及加強照
顧，並讓前線員工參與 ICP 會議，報告院友情況。
3. 全院的床均為電動超低床，方便院友上落床。
4. 院舍備有離床/離座警報器供高風險跌倒院友。
5. 院舍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沒有跌倒個案，而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只有 1-2 個跌倒個案，成效顯著。
標準 16 營養
院舍在膳食方面多花心思，致力提高食物質素，增加院友食慾︰
1. 院舍備有詳盡的膳食機制、「食得耆樂計劃」及一星期一次選餐。
2. 廚師將所有院友的餸菜以清晰標籤（名、餐類）的碟或食物盒分好，
配合以不同顏色的碗顯示飯、粥及糊，全部均蓋好，派到院友前打
開，既衛生亦使院友的餐膳保持熱度。院友以保溫壺盛飯，讓院友
可自行裝飯。
3. 院舍每月一次提供造型糊餐，以提升院友食慾。
4. 院舍三餐的圍裙採用不同顏色，幫助院友區分不同用餐時間。
5. 廚師協助派餐時觀察及收集院友對餐膳的意見。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院舍鼓勵院友多活動身體，加強活動能力︰
1. 在院友床側清楚標示了院友的活動能力及扶抱時所需要的協助，便
利照顧工作。
2. 院舍繼續購入不同類型的復康設施，如跑步機、VR 設備等為院友
提供不同類型的訓練，提升院友的活動能力。
3. 院舍除了有駐院物理治療師外，更有三名復康助理，協助治療師推
行不同形式的訓練及計劃。根據所得數據，院舍為接近 100%院友
提供恆常物理治療服務，及為 70%院友提供職業治療服務。

標準 21 長者認知、情緒、感官及溝通能力
院舍為不同能力的院友，尤其佔全院院友數目七成的認知障礙症患者
安排：
1. 多樣化活動︰例如虛擬投射（VR）
、科學工作坊、藝術、平板電腦。
2. 密集式訓練︰除星期日外，每天有 3 至 7 類活動及小組。
3. 實證為本服務︰採用服務提供前及後的評估量度表，以了解介入的
成效。
2019

標準 6 院舍環境及設施
1. 院舍善用電子科技，設置兩塊電子資訊板，輪流顯示活動預告、
院友活動相片、膳食餐單等。
2. 物資擺放整齊有序，通道暢通，地面非常乾爽，傢俱適合輪椅使
用者。
3. 院舍備有 VR 大電視，為院友推行模擬實境的活動。
4. 院舍善用空間，設置會議室、物理治療室、認知閣、體弱長者照
顧專區及悠閒閣，配合長者不同需要。

2018

標準 14 摔跌處理
院舍有全面防跌措施：
1. 院舍設有「離床警報器」(15 張)及「離椅警報器」(1 張)，並連接
獨立警報系統，由物理治療師評估，提供高危院友使用，既減少
院友使用約束物品，又能有效監察院友的安全，而當警報器發出
警示時，院舍護士室員工會以中央廣播報告有關情況，讓附近的
同事立即予以支援，盡量減低院友跌倒的機會。院舍定期測試警
報器，確保運作正常。
2. 物理治療師亦會舉行防跌小組，為高危院友提供評估訓練；復康
團隊、護理團隊及社工團隊的通力合作，令院舍的跌倒個案減到
最少。
3. 過往六個月跌倒數目平均每月只有 0-1 個個案，成效良好。
標準 16 營養
院舍非常著重院友的飲食營養，透過細緻派餐流程及餐膳安排，讓
院友得到全面的營養照顧及使長者的生活有家的感覺：
1. 院舍除有清晰指引和機制外，更有「食得耆樂計劃」，諮詢營養
師的意見，為院友訂立合適的餐膳，院舍並提供一星期一次選餐。
2. 廚師將餸菜以餐盒及餐碟分好，以不同顏色食具顯示不同種類之
飯、粥和糊，每碗均有獨立餐蓋，清潔衛生。然後續一按餐盒及
餐碟上的名字送到院友的餐桌，此舉不單可減少派錯餐的機會，

又可保持食物的衛生，更可讓長者享用得到溫熱的餐膳。
3. 院舍為食用糊餐的院友提供「精緻餐膳」已有半年時間，制作有
形狀的糊餐，形狀主要配合食材，例如豬肉糊用豬形狀模具，提
升院友食慾，有足夠營養，反應良好，得到家人認同。
4. 院舍提供三種不同顏色的圍裙供院友分別於早午晚餐時使用，讓
院友的生活有更多的色彩，也可以透過不同顏色的圍裙幫助長者
區分不同的用餐時間。
5. 院舍為有自顧能力院友，在每張餐枱上放有盛飯的器皿，讓院友
決定自己所需的飯量並自行盛載，為其提供自行裝飯機會，院舍
不嫌麻煩和增加工序，既尊重院友亦提供訓練，使長者的生活更
有家的感覺。
6. 廚師一同進行派餐，觀察及接收院友第一身反應，能即場知道意
見效果，從而令服務更佳。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院舍除了聘請半職物理治療師跟進院友的活動能力評估及訂立復康
計劃，又投放資源聘請 3 位全職復康助理，按職物理治療師建議協
助跟進院友的復康訓練，包括復康運動、感觀治療、認知訓練等。
此外，院舍購買各式的復康運動器材，如企立機、步行機、震動平
台治療機、手推板、虛擬實境(VR)遊戲等器材，配合院友進行復康
訓練。院舍善用每空間，全日於不同地方進行不同的復康訓練。現
時全院 95%以上的院友皆有計劃地進行復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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