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醫護學會匯聚了一群擁有共同理念的醫療

護理精英，希望透過教育、培訓推動護理服務

質素，共創健康社區。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2015年香港施政報

告中，行政長官提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

別計劃」以重建或擴建安老設施，增加宿位，

可見安老政策依舊為特區政府重視的一環。其

措施包括預留十一個發展地點以增建合約院

舍、向長者中心增撥資源、增加醫療券資助金

額及擴大資助範圍等一系列長遠的規劃來推動

安老服務政策，務求達至「安老扶貧」的目

標。

本會早於成立之初已關注安老這民生問題，從

提供有關醫護課程教育及培訓人才，務求有

效、持續地幫助長者以安享晚年。於五年前，

我們更從長者服務質素入手，展開「優質長者

服務計劃」，為各長者服務機構進行評審認

證。經過多年來的努力，我們已成功建立專業

的口碑，鼓勵同業持續提高服務質素，從而讓

長者得益。

關志康先生
香港醫護學會會長

前言
本計劃踏入第六年，一直得到各界支持。政府

一直高度重視此計劃，社會福利署設有私營安

老院「改善買位計劃」評分準則，若院舍有參

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並獲到認證，在「增

值服務」一欄將取得較高評分，大大鼓勵業界

參與。而業界方面亦積極響應本計劃，不少院

舍已是第五年申請評審，本人也一直擔任中小

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顧問，繼續促

進安老服務同業間的合作。

香港醫護學會會秉持初心，致力完善計劃，精

益求精，積極讓長者安享頤年！

香港醫護學會簡介

香港醫護學會為按稅務條例第88條註冊的免稅慈善團體，持續吸納一些志趣相投的醫療專家與技

術人員，希望他們能發展各自所長，分享大家所發現的成果，從而提高本港的健康及醫療質素。

此外，本會還會組織及安排一些演講、課程、展覽、實地示範與聚會等作為本會溝通的橋樑。我

們的宗旨是：

	 •關懷社區	 •與時並進

	 •終身學習	 •公眾健康



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簡介

市民對安老服務的逼切需求已是不爭的事實。

香港由六、七十年代的製造業，到八、九十年

代的服務業，再轉到二千年代的高端科技行

業，到今天銀髮行業的開展是大勢所趨吧！但

綜觀今日香港銀髮行業的發展，卻流於缺乏前

瞻性的階段。

時代巨輪永遠向前滾動，任憑任何巨人也阻擋

不了。既然如此，有云「時勢造英雄」，今

日官（政府）、民（非牟利機構）、商（投資

者）是否應好好地走在一起，把握著這個來勢

洶洶的「勢頭」（人口急遽老化）去周詳而宏

觀地攜手策劃開拓「香港的銀髮市場」，順勢

而行？

本人愚見是，以市場經濟再加上政府政策的扶

持，「香港銀髮市場」的興起必指日可待。簡

而言：

政府（官）：

•供應場地：為安老服務行業提供較優惠租金

之院舍場地（不能太低或免租，以免浪費

公帑），供投資者（商）開發不同層次（級

數）的安老院舍，讓市民有更多的選擇，

而業界亦不會因租金飆升而倒閉。

•增加長者選擇權：積極推動「住宿服務券」，

以還選擇權予長者（消費者）之同時，更

李伯英先生
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

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

香港安老服務如何再走前一步
牽引出市場服務提供者之「良性競爭」，

以優質服務來吸引顧客。

•鼓勵研發高端安老服務產品：鼓勵任何「民」

或「商」研究、開發或提供相關高端科技

產品，以協助長者能更平安及愉悅地在社

區養老。

投資者（商）：

•積極開拓優質安老服務市場：針對市場不同

長者消費群的需要而設計及提供相關之「住

宿」或「居家安老」服務。

•提供多元化高端產品：發展及提供高端安老

服務產品。

非牟利機構（民）：

•社會的安全網：非牟利機構建議繼續為社區

上最不能自助或弱勢社群提供基礎之「住

宿」及「居家」安老服務。

•自負盈虧服務：多嘗試開拓自負盈虧服務，

以強化機構今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總結：

希望政府能早日與「民」、「商」合力制定「香

港之未來長遠安老服務規劃」，為廣大市民之晚

年提供更適切，更多元化之選擇及照顧。

於2008年由一群資深安老服務同業所組成。委員會成員由不同私營安老院舍院長或殘疾人士中心

負責人組成，至今約有三百名從事安老或殘疾服務行業會員。其宗旨是：

•專為同業爭取更完善之經營環境及發展機遇	 •竭力提升安老及殘疾服務同業服務素質

•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解決香港人口	 •定時舉辦交流活動

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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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由於體內各種致病因素導致胰島功能減退、胰島素抵抗等而令體內的

糖、蛋白質、脂肪、水和電解質出現一系列代謝紊亂的綜合病症。根據臨床經

驗，高血糖為糖尿病最主要的病徵，而其他典型病徵包括出現多飲、多食、多

尿及消瘦等，俗稱「三多一少」。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一旦控制不好，很容

易引發其他併發症，有機會導致腎、眼或足部等出現衰竭病變，嚴重者會致尿

毒症。

糖尿病的種類

糖尿病一般可分為兩種類型：1型及2型糖尿

病。其中1型糖尿病多常見於青少年時期，主

要成因是患者體內的胰腺B細胞無法產生足夠

的胰島素來保持正常血糖水平，這類患者須依

賴外源性胰島素補充以維持生命。至於2型糖

尿病則屬於胰島素抵抗型，它是由於體內周圍

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降低，以致外周組織如

肌肉、脂肪對胰島素促進吸收、轉化或利用葡

萄糖產生抵抗。這型患者多發生於40歲以上

的中、老年人，其患病率佔糖尿病總發生率高

達近90%。

中醫治療糖尿病

三大糖尿病併發症

糖尿病的併發症可涉及頭部至腳部全身多個器

官，包括神經障礙，如出現手腳或知覺麻痹、

腦血栓、視網膜脫落、白內障、心肌梗塞、肺

結核、肝硬化、腎功能不健全、尿毒症、膀胱

炎、尿道炎、壞疽以及足部病變等等。在這些

併發症中，以視網膜症、腎病和神經障礙的出

現率最高，被稱為糖尿病的三大併發症。另

外，糖尿病患者的血液會出現過剩葡萄糖，並

逐漸腐蝕全身器官及其組織而引致動脈硬化。

患者亦會因為免疫功能減弱而容易感染感冒、

肺炎、肺結核及其所引起的各種疾病，且不易

治癒。這有機會令體內各種細胞選擇性地被破

壞，大大削弱抗癌細胞的防禦機能，致使癌細

胞活躍或聚集而引發癌病。

趙煒嘉註冊中醫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香港大學中醫學碩士（針灸），香港

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在中醫學角度，糖尿病屬於「消渴」範疇，惟

對於早期無明顯徵狀的糖尿病，中醫古籍論

述不多。糖尿病的併發症及其他伴隨的病徵包

括中風、胸痹、水腫、目盲、痹證及癰癤瘡瘍

等。

中醫治療糖尿病（消渴）已有二千多年的歷

史，特別在控制糖尿病的徵狀和防治種種併發

症等有顯著優勢。名醫張仲景在《金匱要略》

曾提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

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它所指的是腎氣不

足及膀胱氣化不利會令消渴之小便反多；用腎

氣丸助腎陽之弱以化水，滋腎陰之虛以生氣，

使腎氣振奮，則諸症自癒。

中醫治療偏方

糖尿病（消渴）分為三消：即上消、中消及下

消。而中醫對治療糖尿病的豐富臨床經驗，大

致可總結為以下的要點：

一、上消

‧主證是口渴多飲、隨飲隨渴、咽乾口燥、尿

頻量多、舌紅少津、苔薄黃而乾，脈數為

上消，屬肺燥陰傷。

‧宜選消渴方：黃連、天花粉、生地汁、藕汁、

薑汁及蜂蜜等，以達清熱潤肺，生津止渴之

效。

二、中消

‧主證為多食易饑、體型消瘦、大便燥結、舌

紅苔黃燥，脈滑數，屬胃熱津虧。

‧宜用玉女煎：石膏、熟地黃、麥冬、知母及

牛膝等，以取其清胃瀉火，養陰增液之功。

三、下消

‧若小便頻且混濁有甜味、手足心熱，心煩

口渴，舌燥唇乾，舌紅少苔，脈細數者，

屬腎陰虛型。若小便頻數、飲一溲一、

面色黧黑、形寒畏冷、手足不溫、陽痿不

舉、舌淡苔白、脈沉細無力，則屬陰陽兩

虛。

‧腎陰虧虛者宜用六味地黃丸：熟地黃、山

藥、山萸肉、茯苓、丹皮及澤瀉等，以建滋

陰固腎，固攝精微之力。陰陽兩虛者則宜

用金匱腎氣丸：肉桂、附子、熟地黃、山

藥、山萸肉、茯苓、丹皮及澤瀉等，以創

立溫陽滋腎，陰陽雙補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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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優質長者服務
良好院舍個案分析

「認知障礙症」亦即從前所稱的「老年癡呆

症」，是用來形容出現以下病徵的人士：慢慢

失去記憶力、智力退步、判斷力下降、影響日

常活動能力、處理熟悉的工作感到困難、表達

與溝通遲緩等等。雖然「老年癡呆症」這名詞

已使用多年，但這名詞形容既不恰當，亦帶有

侮辱和歧視成份，令人聯想起「癡線」和「呆

笨」，一般人會一知半解，患者亦會抗拒診

治，得不到合適照顧。

譚焯坤復康科專科醫生簢
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

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

科），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認知障礙症 = 腦退化嗎 ?

有部分社會組織團體於是發起改名行動，初期

改名為「腦退化症」，但是這新名稱並不為醫

學界普遍接受，原因是「腦退化」這名詞應是

用來形容腦部的病理變化，而並非其病徵或病

因。「認知障礙症」的患者腦部雖然會有明顯

退化現象，但「腦退化」現象亦出現於多種其

他病症，如柏金遜症、小腦萎縮症、克雅二氏

病、亨丁頓舞蹈症、多发性硬化症等，但患有

這些病的人卻可以擁有正常的認知能力，不一

定有癡呆症的徵狀。簡單地說，「認知障礙

症」只是其中一種「腦退化」病變，兩者並不

對等。

4



 

76

對於仁愛護老中心這類面積寬敞的院舍來說，確保院
舍設備的安全度尤其重要，「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絕
對功不可沒。「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具有一套嚴謹且
公平、客觀的評核標準，就參與院舍的環境設備、服
務質素、營運管理以至員工質素等多方面作出評核，
我們的院舍才能時刻確保服務及設備的水準，從而為
長者提供最優質的安老服務。

仁愛護老中心整體表現持續良好，第五年成功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評審。

院舍已建立一套有系統的制度，各項改善項目亦得到管理層及前線員工的持續

跟進。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增設防走失感應，為防有失智症長

者走失，確保長者安全

•醫護及健康支援合格，院舍醫療器

材齊備，運作正常

•院舍設有古式家具及植物，營造和

諧的院舍環境

仁愛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荃灣區

設備完善   細心體貼
機構資料
名稱：仁愛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新界荃灣安逸街20-22號荃威花園三期6/F A-H, J-N及

P號舖
電話：2499 9806  傳真：2499 9801
電郵：yano_elder@yahoo.com.hk
面積：51,000平方呎 床位：30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500 - 8,5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院舍定期為院友舉辦不同的活動，

包括戶外活動，提供多元化生活

•員工態度良好，與院友相處融洽，

適時處理長者需要

•院舍尊重院友私隱，相關設施及各

項工作安排亦能確保長者的私隱

仁愛護老中心屬於表現良好的優質院舍，已經第五年
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評審。院舍提供全面的
器材設施，同時亦不斷提升院舍設備；在照顧院友方
面亦顯細心體貼，與院友相處融洽。希望院舍能繼續
追求卓越，為長者提供最優質的安老服務，安享晚
年。 

社工安排院友進行不同的活動如拼圖等認知訓練

院友於自由時間打麻雀消閒 院舍職員帶領院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院舍有不同義工前來探訪，為院友表演及派發禮物

員工利用起重機，有效而輕鬆地將院友移到床上院長有感

評核員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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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本著「以人為本，優質服務，細心照顧」的服務
宗旨，以持續改善的優質服務精神為長者構建一個溫
馨舒適的家。您的滿意就是我們的目標。

院舍提供多類復康活動，定期進行物理治療小組活動，也鼓勵長者多出外走

動，讓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院外社會。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全院提供免費WIFI讓院友上網查看

社會時事新聞

•樓高兩層，地下提供斜台及升降機

讓行動不便的長者上落。樓頂亦較

高，空氣流通之餘又有充足光線，提

供一個舒適的休憩環境

•有多個室外平台，包括花園露台及

物理治療區，均有多個腳踏單車、手

握拉繩及平衡架，可讓長者每天也做

一些簡易運動，預防關節退化。另外

院舍內設有啟智區，為患有老人痴呆

的長者提供職業治療小組訓練

鈞溢（山景）安老院 屯門區

先進電腦科技   助院友緊貼社會
機構資料
名稱：鈞溢（山景）安老院
地址：新界屯門山景邨山景商場21號地下及2字樓
電話：2455 3339  傳真：2455 3930
電郵：shanking@vdocare.biz 
面積：17,000平方呎 床位：89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500 - 8,5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管理層引入現代化的管理系統，制

訂一些靈活且配合員工工作的規則及

流程

•駐院護士配合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社工及營養師、為院友提供全面

的身心照顧

•定期邀請註冊護士或醫護部門到訪，

為員工進行培訓，培訓內容包括教導

員工與長者的溝通技巧、扶抱技巧及

如何防止長者走失等。另外定期安排

義工探訪，讓長者容易接觸社區

院舍繼續於各個範疇維持優質水平，服務及設施方面
均有良好表現，尤其是舒適的院舍環境。過往兩年曾
經指出的改善項目亦見有繼續跟進及執行。院舍也投
放了更多資源於人手、服務及器材上，以提供更高質
素的服務予院友。 

房間設有獨立間格，能保障私隱度

院舍安排義工探訪 院舍每年度舉辦一次外出旅行 院舍的花園露台環境優美，清潔
整齊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與主管合照

院舍定期替員工進行培訓

評核員評價

主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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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不單讓長者能安享持
續改善的居住環境，員工亦明白服務質素的提昇，
令工作更奏效！

穩健（綜合護理）敬老院位於洪水橋，鄰近輕鐵站，附近環境舒適清靜又不失

方便，為區內較具質素的院舍，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獨立房間或獨立床位面積寬敞，而獨

立床位亦設有布簾及圍板保障私隱度

•基本醫療設備及娛樂設施齊全；每

個床位及洗手間等地方均設有叫喚

鈴

•院舍設有一個大型客飯廳，浴室及

洗手間設備齊全，亦有提供一般日

常娛樂設備

穩健（綜合護理）敬老院 元朗區

設有專業顧問   持續提升服務質素
機構資料
名稱：穩健（綜合護理）敬老院
地址：新界元朗洪水橋大街19號德祥樓地下11號鋪及1樓
電話：2617 6268  傳真：2617 8112
面積：10,687平方呎 床位：13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300 - 7,5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設有起居照顧時間，定時為長者進行

清潔護理服務，亦有定期進行環境清

潔及消毒

•安排定期健康檢查及醫生到訪

•設有活動程序計劃表，每天為院友安

排不同類型的活動，亦會定期為院友

舉辦活動，如生日會

院舍建立不同的工作系統、制度及指引，以加強院舍
於各方面的監察及確保院舍的服務質素。同時，院舍
亦設有顧問，於不同方面提供意見以協助跟進問題及
持續提升服務質素。院舍定立各項改善項目後，能有
效於前線員工層面確實執行，如：巡查記錄簿、各項
指引的設施及擺放。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與負責人合照

評核員評價

每餐三餸一湯，設有糖尿餐、痛風餐及耆英保健藥
膳餐

院舍提供腳部按摩機及腳踏單車給院友使用

煮食使用第一級過濾飲用水，去除所有化學物質、
雜質及水垢等

院舍地方寬敞，提供充足休憩空間

負責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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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續三年參與由香港醫護學會舉辦的「優質長
者服務計劃」，希望進一步完善中心的管理，持續
提供高水準的服務及設施。員工每日重覆面對院
友，很容易忽略院舍或護理方面的潛在問題，計劃
評審員向本院提出多項改善的建議，除了令員工的
整體服務質素有所提升外，也得以讓我們與院友家
屬在溝通上減少磨擦。

一直以來，兆善護老中心秉承以愛服務社群的宗旨，務求讓每一位入住的長

者，有如置身家中那份舒適及溫暖的感覺，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位於深水埗，位置優越，交通方便，

共提供約46個床位

•獨立房間有較高私隱度，大房亦設

有圍板間隔及可趟式布簾，提供足

夠的私隱度和方便員工巡視以處理

長者所需

•門口設有閉路電視及密碼大閘，慎

防長者走失

兆善護老中心 深水埗區

定期監察檢討   保證服務質素
機構資料
名稱：兆善護老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9-23號三英大廈一樓全層
電話：2777 5300  傳真：2194 5398
面積：4,741平方呎  床位：46張
院費：雙人房基本月費$7,0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定期監察整體營運系統及流程進度，

能有效及持續令服務保持最佳水平

•每一位員工均充滿愛心，以至誠的態

度照顧長者

•鼓勵員工踴躍參與香港醫護學會所舉

辦的講座及工作坊，以吸收最新的

醫護知識及護理技巧

設施方面，院舍的各項設施齊備及保養良好。服務方
面，管理層的態度積極，對各項改善要求亦積極處
理。員工態度良好，在尊重長者私隱方面花了很多心
思。院舍於院友的社交活動、員工培訓及院舍環境都
能維持水準，以營造一個優質院舍。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與院長及員工合照

社區組織職員定期探訪，帶領長者做早操

門口設有密碼大閘，慎防長者走失 院舍為院友安排粵劇欣賞

義工們於聖誕時節探防院友及玩遊戲，長幼同樂

評核員評價

院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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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已經順利通過了第五年優質長者服務認證，通
過每一次評審，專員都給院舍帶來新的管理思維及
護理挑戰，院舍也得以持續改善，提升了護理水
準，並獲得使用者的認同及讚許。

德福護老中心第五年度參與本計劃並成功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評審，可見

院舍能保持高水平的服務，院舍的服務質素在同區的院舍內屬有質素的院舍之

一。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友的寢室為獨立房間，能提供足夠

的空間及私隱度，同時門或窗戶設有

中式裝飾，環境舒適

•醫療設備齊全，亦添置了特別儀器

或服務，協助長者的康復療程

•院舍設有電子鎖、閉路電視等設施

以保障院友安全

德福護老中心 深水埗區

以人為本   竭誠服務
機構資料
名稱：德福護老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9-23號三英大廈2樓及3樓全層
電話：2776 3064  傳真：2776 6695
面積：7,000平方呎  床位：67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500-9,5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院舍每年為院友計劃不同的活動，亦

有定期舉辦外出活動，提供多元化的

生活

•院舍設有各職工的守則、入職培訓及

在職培訓，以確保員工質素。同時，

院舍另設有年度評核機制及優秀員工

獎項，以助持續提升員工水平

•院舍職員運用平板電腦，向客人及家

屬清楚介紹院舍的各項服務

院舍第五年度參與本計劃，一貫保持優質的表現，
可從多方面體現出來：員工方面，院舍提供了一個
良好工作環境，亦聘有不同年齡層的員工，營造一
個積極的工作氣氛。優秀員工及新晋員工的獎項安
排亦值得業界參考；服務方面，院舍設有多元化的
活動給院友及聘有社工以專注於院友方面的溝通；
管理方面，院舍以開放態度面對各個修正項目，不
斷提升院舍的質素。員工的培訓安排亦有系統。 

院長及負責人一直用心照顧每位院友，院舍連獲五次認證，實至名歸

院舍每月三次帶長者到茶樓聚餐

社工安排院友的小組畫畫活動，院友們都很努力完
成作品

院舍定期安排「狗醫生」義工探訪長者

院舍設有物理復康治療服務，讓長者能活動關節，
防止關節老化

評核員評價

院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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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由香港醫護學會舉辦的「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能夠提升本院舍的口碑，增加參觀院舍的家屬對我們
的信心。這計劃對我們起了監督的作用，讓我們持續
提升我們的服務水平。我們期望能繼續保持水準，讓
入住本院舍的院友及家屬安心。

麗閣護老院首次參與本計劃，整體符合優質院舍的要求。員工服務態度良好，

部份員工擁有急救知識，其他員工亦擁有相關護理證書。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舍內的公用及侍餐用具保養良好、

走廊扶手裝置穩妥、床單被褥整潔

•院舍提供的床位為獨立間格，能提

供適當的居住空間及保障私隱，亦

設有一個客飯廳作用膳及活動之用

•位於長沙灣港鐵站出口距離1分鐘的地

理位置，地舖設計方便長者出入。門

外有一個寬敞的休憩及活動花園讓長

者舒展筋骨

麗閣護老院 深水埗區

優質管理   溫馨服務
機構資料
名稱：麗閣護老院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閣商場二期21-26號地舖
電話：3583 0908  傳真：3583 0909
電郵：laikokhome@yahoo.com.hk
面積：4,202平方呎  床位：56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 - 8,5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設有四星期的餐單作輪流替換，亦有

提供各項特別膳食安排予有需要院友

•設有起居照顧時間表，定時為院友進

行清潔護理項目及清潔環境

•定期安排醫生到訪，有物理治療師提

供服務，護理設備齊全及操作正常

設施方面，院舍的設施齊備及保養良好。服務方面，
管理層的態度積極，即時作出改善及提供修改方案。
員工質素亦達一定要求，持續提升各項護理技術。希
望院舍能持續追求優質服務的文化，提升院舍各項軟
設施，以營造一個優質院舍。

院舍裝飾設計懷有中式風味，整體感覺舒適

於聖誕節時佈置裝飾，讓院舍充滿聖誕氣氛

院舍安排生日會為院友們慶生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頒發證書予院舍負責人

房間設計及傢俬均能保持整潔及排列整齊

評核員評價

負責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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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恩護老院很榮幸參加了「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透過專業之評核制度，對院舍的服務作出全方位監
察。我們希望能進一步改善院舍的護理質素，不斷
提升員工服務質素，與院友家屬相處融洽，令長者
有尊嚴及有質素地安享晚年。

聖恩護老院位於深水埗，佔地三層，提供約八十多個床位，以「愛護長者，視

同己親」的精神服務長者。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舍的獨立房間私隱度高，空間感大

•院舍定時執行清潔項目，確保院舍

清潔衛生

•門口設有閉路電視及密碼大閘，慎

防長者走失

聖恩護老院 深水埗區

持續優化環境   締造長者高質素生活
機構資料
名稱：聖恩護老院
地址：九龍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字樓，2字樓及3字樓
電話：2729 7628  傳真：2729 7766
面積：29,084平方呎 床位：86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000 - 8,500（只供參考）

服務方面：
•膳食安排方面，院舍擬定四星期餐

單輪流替換，並有提供特別膳食安

排及聘用營養師提供支援

•院舍定有護理計劃及安排醫生定期

到訪

•院舍亦有推行績效評核，協助員工

持續提升服務質素

聖恩護老院符合優質院舍的基本要求。設施方面，院
舍設備基本齊全。服務方面，院舍已制定有效的行政
系統，例如各項文件記錄齊備、定時進行會議及培
訓，員工的護理技術亦達要求。

院舍定期安排義工探訪及表演，氣氛熱鬧

評核員評價

院舍定期與院友、家屬及員工進行會議

院舍為長者提供物理治療服務及簡單運動設施 院舍設有活動時間表，定期舉辦院外活動如旅行及
飲茶活動等

院舍職員工作站
院長有感



 

CE歐盟認證血糖機 
CE Certify Blood Glucose Meter

‧自動檢測插入試紙
‧只需0.7微升血樣本
‧10秒顯示穩定可靠血糖結果
‧儲存180個量度結果包括時間日期
‧可顯示7, 14, 21和28天平均值
‧寬闊LCD屏,清晰顯示數據
‧可轉換量度單位: mg/dL 或 mmol/L

試紙 50  片送採血針50支：$180/套
試紙100片送採血針100支：$320/套

包括： (1) 血糖機一部 (2) 25片試紙一瓶 

(3) 採血筆一支 (4) 50支裝採血針一盒

另加送方便攜帶小包一個。(以上價格包含本地運費)

CE歐盟認證血糖機
型號：4103C

零售點：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地址：灣仔莊士敦道137-139號新盛商業大廈3字樓
電話：852-3468 7383
網上訂購及WhatsApp電話查詢
分銷商地址：香港新界屯門青楊街8號得利工業中心A座12樓16室
電話：852-2552 8671
Website：http://www.sunwiseglucocare.com（必需輸入www）
WhatsApp：852-6431 2021 Email：info@sunwiseglucocare.com
生產商地址：台灣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83號4樓-1

CE歐盟認證血糖試紙 (台灣進口)
CE certify blood glucose test strip 
(Imported from Taiwan)

‧試紙頂部吸血
‧測試範圍：1.1-33.33mmol/L (20-600mg/dL)
‧有效期：18個月

電源: 1.5V AAA 電池 2個

工廠出口直銷血糖測試包 $268/套工廠出口直銷血糖測試包 $268/套

CE歐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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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專業評審團隊以客觀、第三者角度檢視院
舍，評審專員給予的意見確實能令我們改善並提
升院舍的服務質素，更為市民大眾在選擇安老院舍
時，提供明確指標。

松山府邸

現代化管理模式   長者安心又舒適
機構資料
名稱：松山府邸
地址：何文田窩打老道79A怡安閣地下1-2樓
電話：2712 2298  傳真：2712 1882
電郵：longevitypalace@gmail.com
面積：40,000平方呎 床位：322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8,000 - 16,000（只供參考）

松山府邸是一間具規模及現代化的院舍，設施方面，
院舍地方大，備有各項設施如輪椅專用電梯、醫療/
配藥室、休憩區域，為院友提供一個舒適的居住環
境。服務方面，院舍所聘用的人員充裕，亦有專業人
員如護士及物理治療師等。院舍採用資訊科技系統管
理院友資料及行政等多方面，提升院舍的行政效率。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與院長及一眾員工合照

負責人有感

評核員評價

松山府邸獲社署評為「甲一級買位院舍」，員工的經驗豐富，了解院舍的運作

及進行管理工作，並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持續提供一個優質的環境及服務予

院友。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床位為獨立間格，為長者提供較大

的居住面積及足夠的私隱度

•院舍地方寬敞充裕，公共活動空間

如客廳、飯廳、視聽室等都較一般院

舍大

•設備齊全，包括輪椅專用電梯、醫

療室、分區護士站、獨立配藥室、感

觀治療室等

油尖旺區

服務方面：
•護理人員充裕，平均資歷及質素亦

較高；院舍聘有多名護士，員工亦具

備相關急救和護理知識，各項護理技

巧（如：扶抱、皮膚護理等）均符合

要求。

•院舍設有獨立配藥室及各區醫療站，

藥物的存放、派發、核對及記錄等方

面均設有制度

•設有全職社工一職，專責籌辦院舍

的活動，為長者提供多元化生活，並

負責與家屬溝通的工作

院友與員工旅行的大合照

院舍定期與長者家屬會議，增強溝通讓員工更能照顧長者的需求

院舍每月舉辦生日會為長
者慶生

定期帶長者到酒樓聚餐，與眾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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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在第二次的「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評審中再
次獲得認證，因市場上的長者服務機構質素參差，
加入此計劃的確能令市民提高對我們的信心及對行
業改觀。例如在管理上，不少細節會容易被忽略，
而評核員仔細的評審就能指出我們需要改善的地
方，從而提升我們的服務水平。

九龍金華護老院有限公司

富人情味   用心照顧長者
機構資料
名稱：九龍金華護老院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三樓 
電話：2780 8811/ 2787 7768 傳真：2713 6699
電郵：kln.kamwah@gmail.com
面積：30,000平方呎 床位：175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000 - 13,000（只供參考）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與負責人合照

評核員評價

院舍整體符合要求，於設施及服務方面均保持優質
服務。設施方面，院舍空間較大，公共及居住環境
寬敞舒適。院舍不斷進行更新，例如優化及更新叫
喚鐘系統，以確保運作正常。服務方面，院舍的各
項文件齊全及記錄良好；人手亦較為充裕，除了醫
護人員，亦設有文職人員支援行政工作及運用電腦
系統，可減輕前線人員的工作。主管及員工的態度
積極。希望院舍能持續追求優質服務的文化，提升
院舍各項軟設施，營造一個優質院舍。

負責人有感

九龍金華護老院位於何文田區的商住樓宇內，本年度繼續獲社署認可為甲一級

別宿位，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舍間格清晰，長者擁有適當的居

住空間；設寬敞的休憩區

•設綠化空間及閱讀室

•醫療設備及運動設施齊全，設護理

中心及運動室

油尖旺區

服務方面：
•多元化膳食由營養師設計，包括流

質、半流質、低糖餐、低鹽餐等，

特別加入糙米或紅米，確保長者健

康，每天更精心製作不同的營養甜

品

•定期舉辦家屬茶會，以加強溝通及收

集意見

•員工友善，與長者相處融洽，院舍

定期舉行由註冊護士帶領的內部員

工培訓及評估，以確保員工質素

院舍設有獨立閱讀區，多種書籍讓長者培養閱讀的
興趣

安排義工探訪，與一眾院友唱歌及玩遊戲，歡喜地迎接中秋運動室有多種不同設施，供長者們
舒展筋骨

長者活動空間非常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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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次專業評審而獲得認證，是對本院的護理長
者服務質素的一個肯定。這加強了員工對自己的信
心，提升院友和家屬對院舍的了解。此外，評審計
劃的標準能幫助完善中心的管理，持續提升服務水
準。

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有限公司

醫護一體   誠信護理
機構資料
名稱：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杉樹街3 -11號德安樓地下部份、一及二樓
電話：3427 3327  傳真：3427 9311
電郵：lsk34273327@yahoo.com.hk
面積：8,600平方呎  床位：80張
院費：基本月費$6,500 - 9,500（只供參考）

院舍第一年度參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達到要
求的水平。設施方面，設施齊備、地方寬敞、環境
舒適；服務方面，員工的護理水平達到要求，未來
可以持續提升院舍的醫護質素，以營造一個優質的
院舍。

26

院舍大堂寬敞，讓長者有充足的活動空間

負責人有感

評核員評價

院舍於2011年9月成立，致力發展高質素長者服務，以「醫護一體，誠信護

理」為本。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舍提供的床位為獨立設計，每名

院友擁有適當的居住空間及私隱保障

•院舍分為兩層，間格清晰，設有寢

室、客飯廳、洗手間、廚房、洗衣房

及隔離室等。每層設有一個大廳，可

作活動及進餐之用

•院舍光線充足，空氣流通。門口、

走廊及走火通道均暢通無阻

油尖旺區

服務方面：
•定時為院友進行清潔護理項目及進

行環境清潔，以確保院友及院舍的衛

生

•定期安排醫生到訪及進行健康檢查。

而醫療及護理設備齊全，備有各項消

毒、護理等設備

•院舍設有活動時間表及定期的院內

活動，亦會聯同附近的娛樂場所進行

合作，增加院友的社交生活類型 27

院友在大堂欣賞雜耍表演

房間設計整齊，空間感足 一眾院友在自由活動時間打麻雀消閒 

院舍設有護士站，能為長者隨時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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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九龍塘首批政府申請「改善買位計劃」的院
舍，加上參加了「優質長者服務計劃」，這的確對院
舍很有幫助。因為，監管院舍的社會福利署督導員必
定會問及院舍有否得到相關認證，以肯定院舍在醫護
知識、衛生環境或員工質素等各方面已達致高水平。
計劃評審員於每年均提出不同的意見讓我們改善院舍
質素，而且他們建議的目標，也讓我們不斷力求上
進，達至高水平的服務，讓院友及家人均能安心。

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

環境清幽   長者安心之選
機構資料
名稱：寶欣護老之家 (香港) 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界限街144E號地下至1字樓及144F號1字樓至2字樓
電話：2337 9331  傳真：2304 5539
面積：3,700平方呎  床位：38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 - 10,000（只供參考）

這是院舍第三年度參與評審，可見院舍對追求優質服
務的重視。院舍規模雖小，但整體符合計劃要求。管
理層亦見有著力推行優質院舍，可以從院舍活動類
型、員工培訓記錄及運用服務質素指標程度等多方面
見到。希望院舍能繼續將持續改善的文化推行，以營
造一個優質的院舍。

供長者休憩的小花園

院長有感

評核員評價

寶欣護老之家1992年成立，迄立至今超過20年，悠久的歷史證明寶欣護老之

家於安老服務有其獨特和優越之處。連續三屆成功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評

審，寶欣護老之家承諾會一直參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並鼓勵同行參與，希

望院舍能保持高水平的服務，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位處九龍塘住宅區內，環境清幽，

大門前設有小公園可供長者舒展筋骨

•員工工作地方與長者休息地方分隔，

能為長者在有限的空間提供最大的

休憩地方

•男女院友分層，讓護理人員能有系統

地為男女長者提供各樣護理服務，有

效保障院友的私隱

九龍城區

服務方面：
•院舍聘有全職註冊護士及登記護士，

員工經驗豐富，確保即時支援長者

•安排註冊藥劑師定期到訪院舍，確保

院舍提供合適的藥物照顧長者所需

•身兼「中小企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

委員的呂院長，不時舉辦長者活動，

致力推動及改善香港安老服務質素

院舍新增設的物理治療設
施，讓院友能舒展筋骨

院舍設有多種房間供客人選擇

衞生署職員定期到訪院舍向員工授課香港醫護學會幹事頒發證書
給院長

院舍的房間間格整齊，讓長者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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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長者及家人安心，我們參與了「優質長者服務計
劃」，確保擁有優質的服務。這計劃對我們起了監管
的作用，協助我們檢討及改善管理系統，令長者生活
更有保障。

寶安康護理院

愛心關懷   真摯了解
機構資料
名稱：寶安康護理院
地址：西營盤皇后大道西428-440真善美大廈3字樓
電話：25222668  傳真：28037302
電郵：yenchyn@yahoo.com
面積：4,493平方呎  床位：5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 $6,000（只供參考）

寶安康護理院符合計劃的基本要求。設施方面，院舍
設備基本齊全。服務方面，院舍已制定各項行政、管
理系統，相關文件亦見齊全。希望院舍能貫徹持續改
善的精神，於設施及服務方面提升院舍的質素。

院長與一眾員工合照，表示對首次獲得「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認證感到非常開心

評核員評價

院長有感

寶安康護理院位於西環，環境清幽，大堂及住宿地方的裝修均充滿住家的感

覺。院舍由資深註冊護士主理，以愛心及關懷長者，使長者得到充足的護理及

照顧。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位院舍實行男女分區，提供基本的

居住空間及私隱度。整體家具設計

及室內裝置均穩妥設置

•院舍設有閉路電視及防遊走裝置

•廚房地方整潔，器材正常運作，設有

獨立刀具處理生熟食物。亦設有消毒

櫃高溫處理侍餐用具

中西區

服務方面：
•院舍安排醫生定期到訪及進行檢查

•設有全年活動時間表，定期舉辦院內

及院外活動，包括外出旅行

•院舍定期與個別院友及家屬溝通，亦

設有月度會議及年度問卷調查，配合

長者不同需求

院舍帶領院友於母親節到茶樓
飲茶，並送上玫瑰花表心意

紅十字義工們到院舍探訪

院舍定期舉辦郊遊活動香港醫護學會幹事頒發證書
給院長

院舍每一季均舉行生日會為長者們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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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安老院本着持續提升服務質素之精神，參加「優
質長者服務計劃」。透過專業的評審員給予本院寶
貴的意見，使本院能進一步提升院舍的護理質素和
管理服務，令長者在一個舒適安全，備受尊重及愛
護的環境下安享晚年。

港灣安老院

提供24小時全人照顧   關注長者身心健康
機構資料
名稱：港灣安老院
地址：香港田灣嘉禾街14-22號嘉和大廈1字樓及地下6C部份舖位
電話：2580 2808  傳真：2580 2297
網址：http://www.kongwan.com.hk
面積：20,000平方呎 床位：123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8,000及雙人房基本月費$7,500

（只供參考）

設施方面，院舍設備良好，符合安全要求。地方寬敞
舒適，能為長者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服務方面，院
舍重視員工護理技巧外的額外培訓，每年亦提供多方
面培訓如私隱保障，加強員工於護理方面以外的知
識。院舍亦透過運用服務質素標準，令院舍的運作系
統化，務求予院友提供最優質的環境及服務。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頒發證書予院舍負責人

院長有感

評核員評價

港灣安老院一直以「老有所屬，持續照顧」及「群策群力，優質服務」為宗

旨，致力為長者提供24小時全人關懷的優質護理及心理照顧，以下為院舍特

色：

設施方面：
•院舍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地方寬敞

舒適，讓長者有廣闊的空間進行活動

•設施整潔及齊備，地板乾爽，亦設

有防滑及扶手設施

•叫喚鈴設於每個床位、洗手間及浴

室等位置，另設有防止遊走器等設

施，能加強長者的安全

南區

服務方面：
•院舍定期安排醫生到訪，提供醫護

及健康支援

•設有活動時間表，每月舉辦不同類

型的戶外及戶內活動，豐富院友社交

生活

•設有牙科保健到診服務

定期檢查消防設備及舉辦消防演習以保障長者安全

定期為院友舉辦手工藝班等活動，讓院友老有所學 院舍為院友安排粵曲卡拉OK活動 

院舍地方寬敞舒適，讓長者有廣闊的空間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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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溢（香港仔）安老院很高興首次在「優質服務長者
服務計劃」評審中獲得認證。透過專業嚴謹之評核制
度，對院舍的服務作出全方位監察。本院能進一步改
善護理質素，提升員工服務質素，獲益良多。本院為
提供優質舒適的居所及專業護理而邁進新里程。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

安全度高   環境清潔
機構資料
名稱：鈞溢（香港仔）安老院
地址：香港仔田灣漁歌街5號碧麗大廈地下、閣樓及一樓
電話：2870 0792
電郵：granyet_hk@vdocare.biz
面積：10,118平方呎 床位：10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000 - 10,000（只供參考）

院舍環境較大，公共地方亦較多。院舍地方清潔、有
充足光線及空氣流通。護理人員的技巧及態度符合要
求。院舍引入了新管理層及系統化的管理系統，可望
將院舍各項工作項目制度化及加強執行能力。

院舍尊重長者私人空間，設有獨立房間

評核員評價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首次參與本計劃，整體符合優質院舍的基本要求。院舍

定期與員工、院友及其家屬進行會面，亦設有閉路電視及增設密碼鎖，以保障

院舍安全。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舍各層的環境寬敞，活動空間亦

較多。院舍亦設有獨立單人房，提

供舒適及優質的服務

•設有防遊走系統，每間房間設置有對

話功能的叫喚鐘。全院亦提供免費

WIFI讓院友上網

•院舍整體家具設計及室內裝置均安全

設置保養良好；光線充足，空氣流

通，沒有異味

南區

服務方面：
•擬定四星期餐單，有營養師提供意

見，並有提供特別膳食安排

•每位院友定時進行個人護理計劃，

有註院護士監察護理情況，亦有安

排醫生定期到訪，加強對院友的醫

護跟進

•院舍員工重視保障院友私隱的意識；

亦具備相關護理及急救知識，如長者

護理、扶抱、使用約束工具等

房間設計整齊，空間感足

院舍設有護士站，能為長者隨時提供援助 廚房設備清潔整齊，每日提供健康膳食予院友

院舍客廳寬敞，讓長者有充足的活動空間

院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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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泰安能再一次獲得「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
認證。舉辦此計劃的香港醫護學會會長關先生認真
於提昇安老業界服務，我們也希望藉著此計劃，以
專業的第三者角度審視自己不易察覺到的問題，從
而能有效提昇服務水平。總的來說，此計劃對我們
最大得益是能提昇院舍服務水平以及增加優質院舍
的公信力。

泰安長者之家有限公司

善待長者   積福積德
機構資料
名稱：泰安長者之家有限公司
地址：北角英皇道285號皇都戲院大廈1樓
電話：2570 8166 傳真：2570 8130
電郵：taionelderly@yahoo.com.hk
面積：23,000平方呎 床位：93張
院費：基本月費 $7,000 - 17,000 (只供參考)

院舍於設施及服務方面能保持優質服務。設施方面，
院舍面積較大，房間寬敞舒適，其他相關的居住設施
亦齊全及多元化。服務方面，院舍的各項工作已制度
化，各項工作如行政、醫護均運作暢順。院舍亦具透
明度，各項資訊均有張貼以供查閱。院舍亦設有各委
員會與院友及家屬進行溝通。希望院舍能繼續追求優
質服務的文化持續推行，以營造一個優質的院舍。

陳院長及江副院長一直對安老業界業務不遺餘力，並承諾會繼續努力提升院舍服務水平

評核員評價

院長有感

院舍佔地二萬多呎，環境寬敞，設施齊備。開業四年半，由從事安老行業超過二

十年的陳院長領導及江副院長管理下，近年來深得區內的長者及家人歡迎。院舍

管理系統先進，資料清晰無誤，員工工作事半功倍，以下為院舍特色：

設施方面：
•院舍環境寬敞，間格清晰，設有客飯

廳、活動室、醫療室、寢室、洗手間

及廚房等

•院舍家俱設計及室內裝置合符安全

•院舍的裝置及用具有良好保養，房

間環境理想，床單被褥均整潔及保

養良好

東區

服務方面：
•院舍的員工服務態度良好，與院友

有良好的溝通，亦有適時處理長者

的呼喚及尊重長者的私隱

•院舍設有長者及家屬委員會，加強

溝通及收集意見，持續改善維持服

務質素

•院舍設有活動時間表，亦有定期舉

辦不同的院內及院外活動，以提供

多元化生活

院舍大堂寬敞，提供充足休憩空間院內設有獨立醫療室

院舍備有多款娛樂設施供長者娛樂 院舍的單人房設計空間感足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申請過程嚴謹之餘，手續既簡單又清晰，而且在整個過程

中，「香港醫護學會」幹事由註冊護士、受專業培訓人才組成支援團隊，協助申請機

構安排評審時間及跟進評審進度，務求減輕機構在行政上的額外負擔，請參考下圖：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一絲不苟的評審準則   
嚴謹．簡單．清晰 

2. 產品（服務）
除了院舍的環境，院舍提供的服務
更為重要，因應長者身心所需，提
供適宜及全需的配套服務。

膳食安排

居住服務支援

醫護及健康支援

社交支援

1. 環境
提供安全、衛生、合適及舒適的環
境和服務，保障院友安全和滿足他
們的需要。

院舍資料

位置及佈局

院舍環境

浴室及洗手間設施

廚房設施

3. 員工
院舍員工往往是院友最常接觸的
人，護理知識以至儀容都不容忽
視。

服務態度

技巧及知識

表達技巧

員工儀容

4. 系統
有良好的系統以及程序才能確保院
舍有效運作、加強院舍管理。

價格及服務資料

退款 ／暫停／取消服務
的政策

收據

符合法定要求

長者資料記錄

監控系統及程序

計劃詳情及申請表格可在本會網頁索取

網址為：www.healthcare.org.hk

本會更設有義工進行到院免費諮詢

服務，歡迎各機構查詢，請致電

3549 8014聯絡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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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 enquiry@clconsulting.hk

可採用環保殯儀方式，或按先人宗教、
生前意願及喜愛，策劃個人化的善別儀式

代申請紀念花園撒灰及海葬

免費生命教育及善別講座



地址：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東貿廣場16樓B-C室 電話：(852) 2575 5893 / 2575 5839 / 6300 9229
傳真：(852) 2575 5836      電郵：contact@bamboos.com.hk
網頁：www.bamboos.com.hk            ：www.facebook.com/Bamboos.com.hk

百本的專業外展工作隊，包括註冊護士、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冊社工等，
可為客人提供到戶臨床評估服務，從多方
面作出護理及復康治療需要評估，從而制
訂合適的護理及康復計劃及更適切地跟進
康復進度。

護理及復康治療評估護理及復康治療評估

心理、認知及行為狀況

家居環境

健康狀況及護理需要

活動及自理能力

藥物注射

靜脈輸液

更換尿喉、尿袋

傷口及造口護理

不論晝夜，百本旗下登記，經嚴格挑選
出來的13,400多名醫護人員能24小時為
客人提供上門護理服務：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股票代號：8216）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股票代號：8216）

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灣仔莊士敦道137-139號
新盛商業大廈3字樓
(港鐵灣仔站A3出口，海皇粥店樓上）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10:30 - 20:00
（公眾假期 照常營業）

一        FUN 享 最新優惠
www.bamboos.com.hk

3468 7383

百本 Bamboos.com.hk

嘟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請從速選購。百本保留一切優惠及條款之最終決定權。圖片只供參考之用

$1299
$899$1099

$730

會員服務中心 
Bamboos Member Service Centre

嘟嘟一

醫護人員
立即免費登記成為會員

嘟嘟

醫護人員
立即免費登記成為會員醫護人員購物優惠集中地，

憑證書即可免費入會

SALEAs One代言－面膜實驗室As One代言－面膜實驗室
Mask House全新分子及幹細胞面膜‧直「韓」到港

$40/任選5片  

$130/5片
一次試勻
「韓肌」新體驗

   特價發售   特價發售
德國寶

送

健康產品85折 獨家優惠 健康產品85折 獨家優惠 

木桶「釀」的健康
果醋之尊
木桶「釀」的健康
果醋之尊

展銷價發售

碧柔潔面系列 $29.9
$26.9

S 5 2 0 1 5 0 1 2 2

憑此廣告，非會員可到中心
享受購物優惠乙次

 （有效期至2016年2月28日)

憑此廣告，非會員可到中心
享受購物優惠乙次

 （有效期至2016年2月28日)

超熱賣

「呂Ryoe」洗頭水、護髮素系列「呂Ryoe」洗頭水、護髮素系列 La Rose 玫瑰鍋La Rose 玫瑰鍋
韓國之旅

$669
$489

$999
$659

美白護齒牙膏美白護齒牙膏

牛油果油
藍龍舌蘭蜜

墨西哥入口 
  花膠
  洛神花

送

・血壓計護士系列護士系列隨身包
沖調穀粉系列
隨身包
沖調穀粉系列 ・體溫計

・血氧儀

$39/套$39/套



派發地點

2014獲認證的優質長者服務機構（截至2014年12月31日為止）

香港
寶安康護理院（中西區）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428-440真善美大廈3字樓	 2522	2668

港灣安老院（南區）	 香港仔田灣嘉禾街14-22號嘉和大廈1/F,6號C地舖	 2580	2808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南區）	 香港仔田灣漁歌街5號碧麗大廈地下,閣樓及一樓	 2870	0792

泰安長者之家有限公司（東區）	 香港英皇道285號皇都戲院大廈1樓部份	 2570	8166

九龍
兆善護老中心（深水埗區）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9-23號三英大廈一樓	 2777	5300

德福護老中心（深水埗區）	 九龍深水涉大埔道19,21,23號三英大廈2字樓及3字樓	 2776	3064

麗閣護老院（深水埗區）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閣商場二期21-26號地舖	 3583	0908

聖恩護老院（深水埗區）	 九龍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字樓,2字樓及3字樓	 2729	7628

松山府邸（油尖旺）	 九龍旺角窩打老道79A-K怡安閣地下,全層1樓及部分2樓	 2712	2298

九龍金華護老院有限公司（油尖旺）	 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三樓	 2780	8811

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有限公司（油尖旺）	 九龍杉樹街3-11號德安樓地下部分,一及二樓	 3427	3327

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九龍城）	 九龍界限街144E地下144E,	G/F	&	1/F,	144F,	1/F	&2/F	 2337	1126

新界
仁愛護老中心有限公司（荃灣區）	 新界荃灣安逸街20-22號荃威花園三期6樓A-H,	J-N及P號舖	 2499	9806

鈞溢（山景）安老院（屯門區）	 新界屯門山景邨山景商場21號地下及2字樓	 2455	3339

穩健（綜合護理）敬老院（元朗區）	 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橋第124約第4177號地段德祥樓地下11	 2617	6268

	 號舖及1字樓

公立及私家醫院

嘉諾撒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明德醫院

播道醫院	 仁安醫院	 港安醫院（香港）	 香港浸會醫院

靈實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寶血醫院	 將軍澳醫院

東華東院	 伊利沙伯醫院	 屯門醫院	 律敦治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瑪麗醫院	 廣華醫院

大埔醫院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葛量洪醫院		 養和醫院

北區醫院

私營診所／化驗所

東角中心	 47間	 恆成大廈	 50間	 嘉賓大廈	 62間

恆生尖沙咀大廈	 65間	 旺角中心	 61間	 雅蘭中心1期	 29間

萬邦行	 28間	 連卡佛大廈	 35間	 德成大廈	 28間

中建大廈	 46間	 恆隆大廈	 32間

索取方式
香港醫護學會辦事處
電話：3549 8014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52號

百本中心15樓

其他安老院

全港548間私營安

老院，詳情：



促進身體熱能

專治各部位痛症！

製造商名稱：韓國新信藥業株式會社
Manufactured By SinSin pharmaceutic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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