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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院友好，我是 10 月各位院友好，我是 10 月

份新入職的福利助理劉份新入職的福利助理劉

家嘉姑娘，很高興可以家嘉姑娘，很高興可以

加入院舍這個大家庭，加入院舍這個大家庭，

歡迎大家來找我聊天，歡迎大家來找我聊天，

請多多指教。當上班時請多多指教。當上班時

看到院友們的笑容，便看到院友們的笑容，便

是我上班的最大動力。是我上班的最大動力。

祝福各位院友身體健康，祝福各位院友身體健康，

日日笑口常開。日日笑口常開。

新入職同事新入職同事

翁紅燕 ( 庶務員 ) 劉家嘉 ( 福利助理 ) 

8 月份8 月份
10 月份10 月份

院舍睇真 D

攜帶物品／食物／藥物的注意事項攜帶物品／食物／藥物的注意事項

本院為照顧院友的不同需要，而提供各類膳食安排，包括正餐、碎餐、精緻軟本院為照顧院友的不同需要，而提供各類膳食安排，包括正餐、碎餐、精緻軟

餐及糊餐。為保障院友的安全，院友家屬若攜帶食物到院舍給職員轉交院友，餐及糊餐。為保障院友的安全，院友家屬若攜帶食物到院舍給職員轉交院友，

必須留意院友的進食情況，配合院友的飲食安排，以避免意外的發生。必須留意院友的進食情況，配合院友的飲食安排，以避免意外的發生。

而根據社會福利署牌照部及衛生署的指引，院舍只能派發由醫生處方之藥物，而根據社會福利署牌照部及衛生署的指引，院舍只能派發由醫生處方之藥物，

因此請家屬及院友不要自行購買任何非醫生處方之藥物。因此請家屬及院友不要自行購買任何非醫生處方之藥物。

職員有責任了解家人攜來之藥物及食物，
有需要時會拒絕接收。

離職同事離職同事

保健員林麗盈姑娘及陳嘉欣姑娘分別於 8 月份及 9 月份離職，護理員保健員林麗盈姑娘及陳嘉欣姑娘分別於 8 月份及 9 月份離職，護理員

胡美芳於 10 月份離職。福利助理何麗燕姑娘及保健員曾琬茸姑娘於胡美芳於 10 月份離職。福利助理何麗燕姑娘及保健員曾琬茸姑娘於

10 月份榮休，感謝她們一直以來在院舍的貢獻！10 月份榮休，感謝她們一直以來在院舍的貢獻！

職員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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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活動 ( 二 ) ﹕專題活動 ( 二 ) ﹕

「輕」「香」悠樂「輕」「香」悠樂
院友當面對身體病痛和各樣機能退化，心情難免忐忑不安，除了擔心自己失去

自我照顧能力之外，病痛亦帶來痛楚不適，影響生活質素。故此，於 8 月份舉

行了專題活動﹕「輕」「香」悠樂，目的讓院友日常可抱「輕鬆」心情面對健

康的轉變。活動中，院友製作一個乾花香包，透過感官刺激—視覺：欣賞乾花

的顏色和形態；嗅覺：聞聞乾花的香味；觸覺：觸摸乾花中的質感和軟硬；聽覺：

聆聽大自然美妙聲音，忘卻擔憂事情，放鬆心情，感受及欣賞此時此刻令自己

舒暢之感覺。院友都很享受製作過程，並將香包掛在床邊，感到芳香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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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舍內為行動不便，身體在院舍內為行動不便，身體
較弱的一班認知障礙症院友提供較弱的一班認知障礙症院友提供
室內活動，讓他們明白到即使因室內活動，讓他們明白到即使因
疫情關係未能外出，也能夠感受疫情關係未能外出，也能夠感受
到開心，快樂的氣氛。到開心，快樂的氣氛。

今年新年度舉行了每月一次的茶聚活今年新年度舉行了每月一次的茶聚活
動，在活動中院友可以悠閒地享用不同的動，在活動中院友可以悠閒地享用不同的
茶點及聽著輕鬆音樂過一個舒服的下午，茶點及聽著輕鬆音樂過一個舒服的下午，
活動中院友吃得津津有味，令整個氣氛更活動中院友吃得津津有味，令整個氣氛更
加融洽。加融洽。

中秋聯歡中秋聯歡

耆智樂繽紛活動耆智樂繽紛活動

每月室內茶聚每月室內茶聚

小組活動花絮

為與院友共慶佳節，增加院友為與院友共慶佳節，增加院友
感受節日歡樂氣氛，於 9 月份舉行感受節日歡樂氣氛，於 9 月份舉行
中秋聯歡下午茶活動。活動中與院中秋聯歡下午茶活動。活動中與院
友唱年度主題歌、做高齡健康操，友唱年度主題歌、做高齡健康操，
亦與大家一同賞花燈，分享中秋由亦與大家一同賞花燈，分享中秋由
來和大家喜歡的中秋應節食品。最來和大家喜歡的中秋應節食品。最

後院友享用點心和茗茶，後院友享用點心和茗茶，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雖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雖
然院友未能外出用膳，但然院友未能外出用膳，但
在院內一家人共渡佳節，在院內一家人共渡佳節，
院友都感到滿足，也祈盼院友都感到滿足，也祈盼
可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可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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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點、線、面、曲線、圓形及透過點、線、面、曲線、圓形及
半形所構成一幅簡單而美麗的圖畫，半形所構成一幅簡單而美麗的圖畫，
組員都樂於嘗試及參與。在過程中組組員都樂於嘗試及參與。在過程中組
員可以暫時忘記痛症，更有情緒治療員可以暫時忘記痛症，更有情緒治療
之作用。之作用。

創作 3D 圖畫，組員各自創作 3D 圖畫，組員各自
選素描筆或顏色筆，構思、圖選素描筆或顏色筆，構思、圖
畫基礎、運用力度深淺，畫出畫基礎、運用力度深淺，畫出
立體 3D 圖畫效果，組員感到立體 3D 圖畫效果，組員感到
新奇有趣、互相傾談、開心。新奇有趣、互相傾談、開心。

身心瑜伽，鼓勵組員常伸展拉筋、身心瑜伽，鼓勵組員常伸展拉筋、
關節、練習慢深呼吸法，由內到外能達關節、練習慢深呼吸法，由內到外能達
到舒暢、愉快、健康、平靜心、身體放到舒暢、愉快、健康、平靜心、身體放
鬆、腹腰動作達致平衡，組員非常投入。鬆、腹腰動作達致平衡，組員非常投入。

透過按摩過程，為院友消除疲勞，舒綬肌肉酸透過按摩過程，為院友消除疲勞，舒綬肌肉酸
痛，同時讓院友可以輕輕鬆鬆地享受按摩帶來的愉痛，同時讓院友可以輕輕鬆鬆地享受按摩帶來的愉
悅，令其心情也得到放鬆。悅，令其心情也得到放鬆。

禪繞畫入門小組禪繞畫入門小組

耆趣 3D 小畫作耆趣 3D 小畫作

身心瑜伽身心瑜伽

晨早按摩組晨早按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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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

(1) 如曾經接種過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友，於上一次接種 23 價肺炎(1) 如曾經接種過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友，於上一次接種 23 價肺炎

球菌多醣疫苗一年後，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一劑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球菌多醣疫苗一年後，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一劑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2) 如曾經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的院友，於上一次接種 13 價肺炎(2) 如曾經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的院友，於上一次接種 13 價肺炎

球菌結合疫苗一年後，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球菌結合疫苗一年後，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3) 如從未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或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3) 如從未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或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

友，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一劑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並於接種 13 價友，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一劑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並於接種 13 價

肺炎球菌結合疫苗一年後，免費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球肺炎球菌結合疫苗一年後，免費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菌多醣疫苗。

  如已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及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友，則  如已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及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友，則

不需要再接種肺炎球菌疫苗。不需要再接種肺炎球菌疫苗。

  如曾在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後或對該疫苗的成分或含有白喉類毒素的疫苗出現  如曾在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後或對該疫苗的成分或含有白喉類毒素的疫苗出現

嚴重過敏反應，則不應繼續接種。嚴重過敏反應，則不應繼續接種。

  在許可的情況下，應在進行脾臟切除手術前最少兩周完成肺炎球菌疫苗接  在許可的情況下，應在進行脾臟切除手術前最少兩周完成肺炎球菌疫苗接

種。在理想情況下，肺炎球菌疫苗應該在化療／放射治療之前或完成之後給予，種。在理想情況下，肺炎球菌疫苗應該在化療／放射治療之前或完成之後給予，

但是在長期使用化療藥物的過程中，仍然可以按照臨床需要給予，請先諮詢到診但是在長期使用化療藥物的過程中，仍然可以按照臨床需要給予，請先諮詢到診

註冊醫生。註冊醫生。

1) 類甲型 / 維多利亞 /2570/2019(H1N1)pdm-09 病毒1) 類甲型 / 維多利亞 /2570/2019(H1N1)pdm-09 病毒

2) 類甲型 / 柬埔寨 /e0826360/2020(H3N2) 病毒2) 類甲型 / 柬埔寨 /e0826360/2020(H3N2) 病毒

3) 類乙型 / 華盛頓 /02/2019 病毒3) 類乙型 / 華盛頓 /02/2019 病毒

4) 類乙型 / 布吉 /3073/2013 病毒4) 類乙型 / 布吉 /3073/2013 病毒

  滅活流感疫苗內知含有已死亡的病毒，所以不會引致流感，十分安全。除了  滅活流感疫苗內知含有已死亡的病毒，所以不會引致流感，十分安全。除了

接種處可能出現痛楚、紅腫外，一般並無其他副作用。部份人會在注射後 6 至接種處可能出現痛楚、紅腫外，一般並無其他副作用。部份人會在注射後 6 至

12 小時可能出現發燒、肌肉及關節疼痛，以及疲倦等症狀，這些症狀通常會在12 小時可能出現發燒、肌肉及關節疼痛，以及疲倦等症狀，這些症狀通常會在

兩天內減退。若持續發燒或不適，請諮詢醫生。如出現風疹塊、口舌腫脹或呼吸兩天內減退。若持續發燒或不適，請諮詢醫生。如出現風疹塊、口舌腫脹或呼吸

困難等較為罕見的嚴重過敏反應，必須立即求醫。對曾接種滅活流感疫苗或其他困難等較為罕見的嚴重過敏反應，必須立即求醫。對曾接種滅活流感疫苗或其他

疫苗成分 ( 如新霉素、多粘素 ) 有過敏反應的人士，都不宜接種。對雞蛋有輕度疫苗成分 ( 如新霉素、多粘素 ) 有過敏反應的人士，都不宜接種。對雞蛋有輕度

過敏的人士可於基層醫療接種疫苗；而確診或懷疑有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應先過敏的人士可於基層醫療接種疫苗；而確診或懷疑有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應先

由過敏 / 免疫學專科醫生就雞蛋敏感進行評估，並因應臨牀需要，由過敏 / 免疫由過敏 / 免疫學專科醫生就雞蛋敏感進行評估，並因應臨牀需要，由過敏 / 免疫

學專科醫生接種滅活流感疫苗。至於出血病症患者或服用薄血藥的人士，可採用學專科醫生接種滅活流感疫苗。至於出血病症患者或服用薄血藥的人士，可採用

深層皮下注射的方法接種疫苗。如接種當日因病發燒，可延遲至病癒後才接種。深層皮下注射的方法接種疫苗。如接種當日因病發燒，可延遲至病癒後才接種。

2021/22「院舍防疫注射計劃」中，包括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23vPPV) 及2021/22「院舍防疫注射計劃」中，包括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23vPPV) 及

13 價肺炎球菌如多醣疫苗 (PCV13) 的注射安排。年滿 65 歲院友可按個人意願13 價肺炎球菌如多醣疫苗 (PCV13) 的注射安排。年滿 65 歲院友可按個人意願

選擇接種，並按以下的情況：選擇接種，並按以下的情況：

  2021/22 年度衛生署的安老院舍防疫注射計劃已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展  2021/22 年度衛生署的安老院舍防疫注射計劃已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展

開，所有在院舍居住的院友及職員，均符合資格免費接種流感疫苗。衛生署將會開，所有在院舍居住的院友及職員，均符合資格免費接種流感疫苗。衛生署將會

按院舍的院友及職員自願參與的數量，會免費提供和運送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到按院舍的院友及職員自願參與的數量，會免費提供和運送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到

院舍，疫苗接種則由已參與計劃的到診註冊醫生董國輝醫生負責。本年度提供的院舍，疫苗接種則由已參與計劃的到診註冊醫生董國輝醫生負責。本年度提供的

滅活流感疫苗包括以下成分：滅活流感疫苗包括以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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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蝴蝶邨蝶心 樓二樓及三樓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屯門安老院

出版人 :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屯門安老院
編輯組 :	王林定嬌副院長、吳詠珊姑娘
督	 	 印 :	黃伯鴻院長

印刷品		

( 非賣品 )( 非賣品 )

上期「有獎問答題」遊戲答案揭曉如下：上期「有獎問答題」遊戲答案揭曉如下：

若你知道答案請填妥答案紙後可透過傳真、郵寄、親臨交回本院或電郵至若你知道答案請填妥答案紙後可透過傳真、郵寄、親臨交回本院或電郵至

tmsw@biznetvigator.com，參加者請填上姓名，如屬親友則另需填上院友之姓名。tmsw@biznetvigator.com，參加者請填上姓名，如屬親友則另需填上院友之姓名。

截止日期 : 30-11-2021 ( 以本院答案為準 )截止日期 : 30-11-2021 ( 以本院答案為準 )

	 			

1. 8 月份舉行之專題活動名稱 ? ( 請參閱第四頁 )

 (A) 「輕」「香」悠樂 (B) 「愛」「心」傳送  (C) 「關」「愛」互傳

2. 室內茶聚每隔多少個月舉行 ? ( 請參閱第五頁 )

 (A) 每個月  (B) 相隔 2 個月   (C) 每隔 4 個月

3. 護理資訊主題是 ? ( 請參閱第七頁 )

 (A) 預防流感  (B)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  (C) 安心抗疫

  ＊請選擇正確的答案有獎問答遊戲有獎問答遊戲

1. 本院廚師使用粳米裹粽子。

2. 共有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

3. 護理資訊主題是 : 安心抗疫。

得獎的院友包括：李家寶、楊亞娣、趙妹、劉日枝、易梅芬、盧瑞珍、沈懿芬、鍾美儀、李群英、得獎的院友包括：李家寶、楊亞娣、趙妹、劉日枝、易梅芬、盧瑞珍、沈懿芬、鍾美儀、李群英、

郭燕仙、吳英、包芝仙、莊東好、袁深、許田、伍瑞冰、何近蓮、梁炳坤。郭燕仙、吳英、包芝仙、莊東好、袁深、許田、伍瑞冰、何近蓮、梁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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