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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敬老匯音樂之慈善音樂會

張浩然會長之公子張天德會董送贈豐富的禮物予本院院友，院友們笑逐顏開 !

良友資料室

由香港蘇浙滬同鄉會會長張浩然先生之孫女張詠文小姐策劃籌辦的

2019敬老匯音樂之慈善音樂會，已於2019年 8月10日下午

2時15分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順利舉行，二百位嘉賓蒞

臨欣賞。衷心感謝各善長仁翁踴躍支持，活動共籌得二十一萬餘港元

善款，且全數投放在改善和提升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屬下屯門安老院和

葵青良友安老院的設施和服務上。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張天德會董送贈禮物

院舍裝修工程報告

院舍裝修工程預計於今年十二月展開，比原先預計的時間遲了三個月。居

於地下房間之院友已陸續於九月遷往二樓居住，由於二樓每間房間由三人

改為四人同房，故擠迫在所難免。非常感謝各院友能互相包容、彼此接納，

令搬遷工作能順利完成。裝修工程預算需時九個月，工程完成後必定能為

院友帶來一個更舒適之居住環境。1



 院友何惠蘭
家人 ( 左二、
右一 ) 致送錦
旗，由院長李
生及副院長區
姑娘代表接
受。

新職員介紹：社工葉友玲姑娘

家屬表謝意鳴謝
1.	鳴謝已故院友黃好家人黃慧珍女士捐

贈貳仟圓正予香港蘇浙滬同鄉會葵青

良友安老院。

2.	鳴謝院友何玉家人霍志良先生捐贈伍

仟圓正予香港蘇浙滬同鄉會葵青良友

安老院。

3.	鳴謝興威紡織有限公司董信康先生送

贈月餅及水果予本院院友享用。

4.	鳴謝工聯會陳安妮社區幹事送贈水果

予本院院友享用。

活動宣傳

大家好 !我是新到職社工葉友玲姑娘。好開心又再次加入良友大

家庭。部分院友及家人十分「眼利」，認出我是4年前的活動

工作員。當年因要照顧家庭而離職，做了兩年多全職媽媽 ( 這是

一份不容易的工作，相信當媽媽的會更加明白 ) 以及在別的院舍

工作年多後，現在回來良友擔任社工一職，我更有信心和幹勁。

相隔5年，老友記的需要已與以往不同，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希

望能逐漸認識大家。我相信每位長者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使健

康大不如前，他們都各有長處及潛能。盼望能逐步了解長者的

需要，用我的經驗及知識服務他們，為院友的生活增添一點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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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方於 2019 年 9 月 4 日完

成了半年一次的火警演習，當日

共有 17位院友順利到達院舍

附近的有蓋集合處。葵涌消防局

的消防員除了檢視整個疏散過程

外，亦有為職員提供消防講座，

講解各個消防設備及逃生方法，

並示範滅火筒的正確使用方法。

煙霧感應器

用來探測煙霧的儀

器，一般用來預警

火災，故院舍範圍

內嚴禁吸煙。

消防喉轆

先敲碎火警鐘玻璃便

能啟動警報及消防

泵。開盡輸水管的來

水掣，從喉轆絞盤處

拉出消防膠喉，並在

安全距離對準火源底

部，再把喉咀的開關

掣撥至開的位置。

消防花灑頭

安裝在室內的滅火

水管的出口之火警

感應器，通常是一

個玻璃膽，遇熱則

自動破裂，並會自

動灑水以滅火。

滅火筒

分為二氧化碳滅火

筒、水劑滅火筒、

乾粉滅火筒及泡沫

式滅火筒，分別適

用於不同類別的小

型火災。

火警演習

8月29日

博愛醫院牙科外展服務為院友

提供口腔健康講座

9月26日

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公共關係科為

院友提供防騙講座	

院友講座

院舍動向

讓我告訴你：
部份院內的防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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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培訓

 培訓由院長和副院長主持  
 院長向職員講解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以遊戲方式讓大家加深印象  有問有答，考考你知識  遊戲中認真地思考不同問題

7月23日	職業安全培訓講座

9月26日		

「齊齊認識SQS( 服務質素標準 )」工作坊

7月25日	

護理技巧工作坊

9月6日	

營養師講座	

9月25日	

藥劑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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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蘭婆婆是一位熱心公益、待人

友善的長者，雖體弱入住本院，但不

改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在院舍擔任

早晨廣播義工。可惜她在早前經歷一

次中風，跨過死門關，健康情況大

不如前。院方職員為她和家屬介紹

醫管局「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

參加了這個計劃後，家屬開心地分享

惠蘭婆婆的健康狀況穩定，入院次數

也減少呢！ 惠蘭婆婆於 2007 年獲頒「全港十大長者 
    義工」獎項

 譚姑娘與本院護士和家屬緊密聯繫， 
    跟進院友的病情變化

 譚姑娘與本院護士和家屬緊密聯繫， 
    跟進院友的病情變化

 仁濟醫院資深護師譚姑娘為院友檢查     
    健康狀況，如聽診、量血壓、血氧等

看到相片中的院友何惠蘭婆婆，略顯疲態，但仍微笑著舉起勝利手勢，

心中的感受實在難以言喻。

文：副院長區姑娘專題：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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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姑娘和何女士一同商討「善別 
 紀念冊」

 善別紀念冊內寫滿了何女士對惠蘭 
    婆婆的心底話

仁濟醫院資深護師譚姑娘指，「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為患有嚴重疾

病的院友而設，按患者及家屬的意願和病情，擬定日後病危時的醫療及護理

安排，例如是否接受心肺復甦術、鼻胃管餵飼、靜脈或皮下輸液、呼吸器等，

希望做到「去者善終、留者善別」。

惠蘭婆婆的家人何女士分享，雖然院舍照顧完善，奈何院友的身體每況

愈下，始終要頻繁出入「冷冰冰」的急症室，長者和家屬都身心俱疲。而惠

蘭婆婆早已跟家人說過，最希望「舒舒服服地走」，不願「插喉」。譚姑娘

坦言，部份維生治療可能會延長院友的生命，但同時帶來痛苦和身體損傷。

在計劃中，護士會定期跟進院友的病情，與外展醫護團隊和安老院方護理人

員加強合作，例如院友吞嚥能力較弱而家人希望盡力餵食，院舍職員觀察到

她容易在進食後嘔吐，便預先商討照顧和治療併發症的方案，也可為患者安

 何女士差不多每日親自餵惠蘭婆婆
進食，不辭勞苦，只為爭取相處時
間，自己也感到滿足，相信這便是
「愛的回饋」

排皮下輸注，補充身體水份。如有需要，

可安排「預約入院」，減少院友在急症室

等候的時間。

何女士認為，惠蘭婆婆一向是早有準

備的人，現在能夠「白紙黑字」寫清楚惠

蘭婆婆的預設照顧計劃，能符合婆婆的意

願，她也更安然地陪伴婆婆走最後一程。

我在安老院舍工作多年，面對和接觸

「死亡」，不感陌生，但要告別日夕相處

的院友時，難免傷感和不捨。作為職員的

我尚且如此，家屬的感受必定更深刻！在

漫長的人生路上，我有幸認識院友和家

屬，陪伴同行一小段路。我希望所有院友

都能在充滿愛的氛圍中活得自在，有尊嚴

地走完最後一程，這也是我和我的團隊的

工作意義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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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學！換季更衣的實用知識

	選擇透氣、柔軟、寬鬆、容易穿

脫的衣物

	貼身的衣服選擇透氣好、吸

汗性強的純棉質地

	新買的內衣必須充分洗滌，

避免引起皮膚敏感或瘙癢

根據節氣變換，個人體質及氣

溫變化來增減衣物

	夏季 :

	 選擇吸汗力強、透氣性好、

易於散熱及穿著舒適的衣服

	褲子選擇橡筋帶

	襪子選擇淨色及少線頭的，襪子

口不宜過緊，避免影響血液循環

	鞋的選擇以保溫、透氣、輕便及

防滑為原則

	冬季 :

	 選擇保暖性能好的衣服。但

不要穿的太多，以免出微汗，

經冷風一吹，容易感冒。需

要時可配戴帽子和圍巾

過多鈕扣

褲子過緊

( 三 )	更換衣物時應多多注意：

	更換衣物前向

長者解釋，得

到長者同意並

取得合作

	留意室溫是否適

宜，關閉窗門及

風扇，拉上窗簾

或圍屏風，確保

長者的私隱及避

免著涼

	檢 查內、外衣

物的正反面及

內襯有否破損，

避免損傷手指

或足趾

	留意褲腰的大

小及鬆緊度

	檢查襪子口的

鬆緊度是否適

宜，確保襪子

內沒有線頭，

避免足趾被線

頭纏繞，影響

末 端 循 環 或	

損傷

( 二 )	協助偏癱長者穿脫衣服原則

	穿衣 / 褲：先穿患側，再穿健側 	脫衣 / 褲：先脫健側，再脫患側

天氣明顯轉涼，院友要準備衣物換季更衣了！加上接近年終有很多不同
的節日慶祝活動，很多親友都想為院友購來漂亮的新衣，讓他們開開心心
地出席聚會。不過，買衣服除了漂亮之外，還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 一 ) 選擇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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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光．照地堂」中秋節慶祝活動

在 9 月 10 日及 11 日，院方分別於院內東翼飯堂及西翼飯堂進行
了中秋慶祝活動，共有 67 位院友參與。活動上首先有演藝廣場成員為
大家高歌，增加節日歡樂的氣氛，院友們亦分享了以前過中秋時的習俗，
接著就進行各種的小遊戲，大家都玩得非常盡興。

精彩活動花絮： 文：福利助理麥倩朗姑娘

 大合照時間 !   

 矇著眼吃生果，滋味如何呢？  

 畫個靚靚燈籠過中秋 !  

 看圖片，考記性

 製成品 

在 9 月 7 日院方邀請院友們親手製作月餅，活動有一眾香島青年獅
子會會員擔任義工協助。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製作月餅而感到戰戰兢兢，
院友認為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包餡。幸好最後能順利焗製 36 個蛋黃蓮蓉
月餅，而月餅回油後已分享給全院舍友享用。

 包月餅餡時，要注意不能把蓮蓉 
    外露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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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福利助理李雯慧

每月一次的「良友茶聚」由職員和義工陪同部分院友外出到附近的酒樓飲茶，享用

點心一盅兩件，其他院友亦會在院舍品嚐外賣點心。而 2019 年 7 月份的茶聚因大窩

口商場裝修而暫停一次。由 8 月份開始，茶聚的地點改為荃薈商場內的酒樓。院方在

今年度內會繼續在單數月份邀請家人陪同院友一同參加活動，由於荃薈商場距離本院較

遠，家人報名前請先考慮能否應付路程；如有查詢，歡迎聯絡社工部。

在「夏日甜絲絲」小組裡，組員親手運用不同食材，以簡單的烹飪手法做出一份份

甜品，體驗煮食樂趣，為炎熱的夏天帶來絲絲甜意。組員於八節小組中製作了多款甜品，

其中包括木糠布丁、西瓜涼粉、水果三文治、紫薯茶巾、燒仙草等。組員都覺得製作過

程很有趣，享用甜品時更是吃得津津有味。

良友茶聚

 整薑汁撞
奶？等我幫
手刨走薑皮
先啦！

 我哋宜家識用打蛋器喇！

 等 我 哋 搥 碎 啲 餅 乾，  
    用來整木糠布丁

 燒仙草，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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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哈 ! 哈 !
去飲茶真開心 !

好多美食呢！有蘿蔔糕、
腸粉、燒賣……

影我啊？等我擺個
勝利手勢先！

難得相聚，
一齊來飲杯茶！

夏日甜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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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餵食技巧

	面對院友因不同原因而不能自行進食或有吞嚥困難，院方職員和家人都

需要耐性和愛心協助院友進食；只要注意以下事項，依賴餵食的院友也可以安

全和快樂地進餐。

餵食後注意事項

  協助院友清潔口腔，以免食物殘渣留在口腔內容易引致哽塞。

  用膳後，最少 20-30 分鐘才讓院友躺卧，以免未消化的食物倒流而引致哽塞。

如對餵食技巧有任何疑問，請諮詢本院護士或言語治療師。

護理天地
文：言語治療師陳姑娘

有一些院友需要職員 / 家人運用針筒餵食，運用針筒餵食需注意以下事項 :

1. 如院友需卧床進食，需調較床身至約 70 度高，並協助院友坐直。

2. 準備食物 ( 把飯糊 , 肉糊及菜糊攪勻，需跟從治療師指示，留意食物

的稀杰程度 )。

3. 從院友咀角慢慢擠入糊。

4. 如院友咀角沒有損傷，左邊及右邊咀角輪流餵 ( 如

發現咀有損傷 , 請通知當值護士或言語治療師 )。

5. 如院友頭側向一邊，如 : 側向左邊 , 請由左邊咀角擠糊。

6. 細心觀察院友有吞嚥動作及檢查院友口腔內沒有食物渣滓，才可以繼

續餵食。

7. 如餵食時發現院友有異常，如 : 經常嗆咳、呼吸急促、面色異常等，

需立即通知當值護士或言語治療師。

1.  確保院友在完全清醒下進食。

2. 觀察其進食狀況，並給予適當的提示及協助，切勿催促。

3. 餵食時每次不可以過急或過多份量，待院友咀嚼後才餵食。

4. 留意吞嚥困難的徵狀，如咳嗽、食物倒流入鼻或吞嚥多次

才能將食物吞下。

5. 觀察院友進食情況，如有不尋常的情況，例如 : 懷疑哽塞

的情況，應保持鎮定，及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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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認識服務質素標準 (SQS)

《標準十一：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理念 :
1. 本院之所有員工有責任執行「個人需要評估及服務計劃」的政策及有關程序。
2. 透過全面的服務需要評估及周全的服務計劃，院舍力求在服務能力範圍內盡量滿足院友的  
 需要和提供適切的服務。
目的 :
1. 此政策之制定是為確保院友能得到及時和適當服務，以達到院舍透過住院照顧，提供全人  
 服務，使老人安享晚年的宗旨。
2. 說明院舍如何達致評估個人需要的原則，及
3. 訂出具體程序以便職員有效地評估院友的個人需要。
4. 使院友能獲取優質院舍生活及發揮個人潛能及所長。

《標準十二：知情的選擇》
服務單位應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理念：
1.  院友能在適當時間獲得有關一些院方運作的資料，在知情的情況下就所接受的服務作出 
 選擇的權利。
2.  院友有知情權，院方應提供充足的資料，而且院友必須了解所獲得的資料，以及明白不 
 同的決定所帶來的後果。
政策：
1. 院方備有政策及程序，以便在適當時間向院友提供資料。
2. 院友可以根據所獲服務的資料作出選擇及決定。
3. 上述的政策及程序均屬於可供所有院友、職員或其他關注人士閱覽的資料。
4. 確保上述有關的政策及程序得以實施。

在院舍管理和提供服務方面，本院依據社會福利署指示，以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
(SQS)」訂明本院應具備的質素，每項均有其理念和目的，院友及親友現可於本院地
下及二樓壁報板上閱覽有關詳情。如有興趣索閱完整文件，歡迎到本院辦公室向職員
辦理索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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