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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血以調痛經
賴旻青醫師
註冊中醫師

什麼樣的身體狀況才是最健康的呢？從中醫養生的角度考慮，氣血是否充
足，是衡量女性身體健康的重要指標。如果身體屬於氣虛、貧血的話，那
麼，健康就會受損。常言道月經是女人的「好朋友」，有人卻認為來月經十
分煩惱，因為來經的時候「痛不欲生」。為什麼月經來潮時會有痛經的現象
呢？中醫認為「不通則痛」、「不榮則痛」，氣血運行有所不順暢，或是氣
血不足以滋養，均會導致痛經。
現代大多數女性都會有痛經的症狀，每逢經期或行經前後，可能出現下腹部
間歇性疼痛，伴有頭痛、腰痛、少腹重墜、神經緊張、惡心、嘔吐等不適，
甚至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醫認為痛經的治療原則，是先針對病因，並調
理氣血臟腑，且應掌握時機，適時調理，「經前活血，調經止痛；經後求因
治本，調理氣血」。
要月經自然調順，除了氣血充盈和順，臟腑功能也要運作正常，中醫治療痛
經一般從肝、脾、腎三臟著手。第一，疏肝理氣。目的在於調暢氣機，疏通
氣血，如果氣血調和，則月經通調。第二，補腎，中醫認為經水出於腎，故
調理月經的根本在於補腎。如果腎氣充足，精血旺盛，則月經自然通調，補
腎法以填補精血為主。第三，扶脾，中醫認為脾的功能是化生血液，補脾胃
可以充足身體的血源。
想改善痛經問題，除了以上三項針對性的治
療，平時還可用紗布在小腹上，外敷溫通的草
本，如：艾葉、乾薑、人蔘、當歸、南薑等，
既能溫通經絡，活血化瘀，調理痛經，亦能改
善月經不調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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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題：

袪濕重保健貼免費體驗計劃
都市人經常覺得困倦、食慾不振、腹脹、渾身酸痛及下半身特別浮腫，如你
也有以上特徵，很可能是與濕重有關。
和田國際有限公司委託香港醫護學會於2016年9月份公開招募受濕重困擾的
人士，連續試用袪濕保健貼14天，研究產品對濕重人士的影響。在註冊中
醫師跟進下，共37位試用者成功完成此計劃後認同產品對濕重情況有以下
影響。
調理體質

改善濕重

86% 認同

改善眼面浮腫

95%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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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認同

改善血氣

84% 認同

查詢：3549 8014

香港醫護學會 黃小姐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簡介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股票代號：8216）

香港醫護學會所主辦的安老院評審計劃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已步入第
八年，至今已進行過超過二百次實地評審，鼓勵院舍持續改善服務水平。政
府方面，安老院舍若參與此計劃並得到認證，將會在社會福利署的私營安老
院「改善買位計劃」評分準則「增值服務」項目獲得較高評分１，可見政府
高度重視此計劃。

16,000名

登記醫護人員 隨時候命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百本提供2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為客人嚴格挑選16,000多名合
資格專業醫護人員，所有轉介的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護士管理局
註冊，可24小時貼身照顧病者、長者、初生嬰兒、幼童、孕婦以及
產婦。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16,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screened and selected by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評核團隊由註冊護士及評審
員組成，對安老服務機構進
行實地審查，所有通過評核
的安老院舍，可獲得證書及
標誌，讓市民可識別優質長
者服務機構，以協助選擇合
適的院舍。

為醫療服務機構提供即時醫護人手
百本承諾致力於三十分鐘內提供即時醫護人手解決方案。
目前，百本為香港醫院管理局屬下的醫院、各大私家醫
院、診所、安老院、療養院及其他醫療機構等，提供全
面的人手解決方案，如病房臨時人手替假等。

Instant Staffing Solution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Bamboos is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effective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such as ward relief and locum services,
within 30 minutes upon request. Clients include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計劃詳情可在本會網頁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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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老服務機構查詢。

ISO9001:2008 certified

ISO10002:2004 投訴處理管理體系認證

3549 8014 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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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5 8650

獲認證安老院舍名錄

1. 立法會十九題：安老院舍照顧服務，（2015年6月17日），香港政府新聞網，擷取自網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6/17/P201506170403.htm

ISO10002:2004 certified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852) 2575 5836
：www.bamboos.com.hk

即時支援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852) 2575 5893 / 2575 5839 / 6300 9229
：contact@bamboos.com.hk
：www.facebook.com/Bamboos.com.hk

活動回顧
地區工作

安老院舍探訪

本會獲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及領展房
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等機構的支持，於全港151個
屋邨辦事處及領展旗下各大屋苑商場設置流動資
訊站，向市民介紹各區優質院舍，並派發指南供
大眾參考。

每逢佳節，本會定必率領一眾義工到各區安老院
舍進行探訪，與「老友記」樂也融融。本會安排
了深受歡迎的資深歌手如方麗盈、王美蘭、何泳
珊以及閩港腰鼓隊等團隊表演精湛的歌舞，與院
友們一同載歌載舞，共慶佳節。

耆跡創造妙樂日

業界交流與提升

本計劃獲香港迪士尼樂園支持，贊助安老院院友免
費暢遊迪士尼樂園。「老友記」在義工的帶領下，
於奇妙世界盡情遊歷，在歡欣氣氛的感染下，個個
笑逐顏開，樂而忘返。

本會持續舉辦各類型免費健康及醫護
管理講座如「認識腦退化疾病」、「如
何提升醫護機構管理系統及長者營養
飲食」等，分別邀請專科醫生、物理
治療師、營養師等不同醫護人員作講
者，業內人士可從中汲取行內最新資
訊，提升服務質素。講座同時亦為業
界建立良好的交流平台，促進行業溝
通及業內資訊傳遞。

本會寄望以身體力行宣揚關愛長者的精神，喚起大
眾對長者心理健康的關注，為安老事業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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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期至31/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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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以會員價發售
盡享超凡禮遇

特選

韓國 Lacvert

新品

韓國SCINIC 系列

原價：$15

保濕面膜貼

$12

S520171231

原價：$135

$105

原價：$109

$89

原價：$129

$89

原價：$129

$99

新品
上市

韓國 LIRIKOS
毛孔清潔面膜 水果維他卸妝油 水果Peeling Gel Facial Eraser Cleansing

Foam 150ml

韓國 Sooryehan系列
秘策人參煥膚套裝

抗皺精華

優惠
發售

秘策人參
潔面霜

原價：$50

原價：$130

$129

$110
韓國MIZON
蝸牛睡眠防皺面膜

$35

注入人參精華 鑽石級修護

原價：$169

碧柔潔面系列
原價：$15

ISA KNOX 韓國尊貴修復
MX-II Platinum Recovery 系列

$12

韓國 arrahan
Peeling Gel
原價：$48

韓國Median 維他命牙膏

$28

有助改善暗啞膚色
留住青春嫩膚

精華

潤膚水

維他命E 維他命C
維他命A
(強化牙齦) (潔牙亮白) (消除口氣)

蝦紅素C
林格氏液

面霜

原價：$50
原價：$30

$20

原價：$15

$30

大平賣

$10

原價：$25

$15

多功能旋轉飯勺

日本多功能開蓋器

$705

原價：

$499

折疊式水果籃

無菌換症包

防蟲除臭木條

$15

多功能五層食物剪

荃景護老之家（荃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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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豐護老中心（葵涌分院) （葵涌區）

20

德福護老中心（深水埗區）

22

兆善護老中心（深水埗區）

24

麗閣護老院（深水埗區）

26

聖恩護老院（深水埗區）

28

樂齡護老院（深水埗區）

30

松山府邸（油尖旺區）

32

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 (油尖旺區)

34

九龍塘永健護老院（沙福道)（九龍城區）

36

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城區）

38

瑞康護老中心（灣仔區）

40

寶安康護理院（中西區）

42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南區）

44

鴨利洲護老中心（南區）

46

出版

$43

全自動電子血壓計

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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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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薌園 沖調穀粉
原價：$50

(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六 9:30
9:00 - 21:00（公眾假期除外）
查詢電話： 3468 7383

定安護老院有限公司（荃灣區）

醫護人員立即
免費登記成為會員
最新購物優惠

百本會員服務中心 bambooseshop

香港醫護學會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
                    星光行4樓

網上即時瀏覽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電子版

電話

3549 8014

編輯      

黃夢璇， 陳詩穎， 薛珮如

版權所有，任何人士未經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仿製或翻印本刊內容，包括但
不限於所有文本、平面圖像、圖片、照片及美術設計。

設計

林思敏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本刊提供的長者服務選擇指引，只可作參考用途，所有資料已力求準確。讀者按本刊
內容作任何選擇前，務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作審慎決定。對於任何資料錯誤或因
此招致損失，均與香港醫護學會、編者及受訪單位無關。本刊所載之廣告並不代表本
會立場。在出版日之後，資料若有更新或改變，恕不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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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

定安護老院有限公司

區

機構資料

環境優美 設備齊全

名稱：定安護老院有限公司
地址：荃灣荃威花園第三期商場6/F Q-U室
電話：2492 9879
網址：http://www.tingoncare.com
面積：24,000 平方呎
床位：251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500起（只供參考）

院舍本著「敬老、愛老、護老」的宗旨，由資深專業
護理人員創辦及經營。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設有不同區域及獨立房間，為長者

• 定期安排醫生、註冊護士、物理治療

提供舒適活動空間及足夠私隱度
•廚房環境整潔，各樣煮食器材及餐
具保養良好，雪櫃設有電子溫度計
並會定時進行清潔
•院舍特別設有物理治療室，為院友
定時進行舒展筋骨運動

16

師等醫護人員為院友進行健康檢查
• 院舍設有藥物處理系統，亦有護理站
及電腦程式協助記錄院友藥物資料
• 社工為院友安排多元化活動，如暢遊
迪士尼樂園及舉辦生日會等

院長有感：

定安護老院創辦超過二十年，今年更參加「優質長
者服務計劃」，通過全面評審和評核員專業意見，
確保院舍設備和環境能與時並進，並且讓員工能掌
握新的護理知識和技能，持續提升服務質素。

評核員評價：
定安護老院符合優質院舍的基本
要求。院舍位於荃灣半山區，環
境清幽，地方寬敞，設施齊全。
管理層及員工態度良好積極，如
有問題會即時跟進，並樂意提供
詳細資料。冀望院舍繼續努力，
精益求精，為區內長者提供優質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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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景護老之家

全心全力 照顧長者所需

荃灣
區

機構資料
名稱：荃景護老之家
地址：荃灣荃景圍86號荃灣中心商場第11-14座地下
E5-E73舖B及C部份
電話：2417 9638
面積：8,596平方呎
床位：83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 起（只供參考）

以「優質服務，全人關懷」的理念，致力為長者提
供優質舒適的環境，使院友能夠於院舍安享晚年。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 院舍於出入口及防火門均設有密

• 院舍聘請了註冊社工，並定期為

碼鎖，並於院舍地面入口設有鐵

院友舉辦不同的院內活動及戶外

閘及管理處，以確保長者安全

活動，提供多元化生活，各項活

• 設施整體保養良好，地板及牆身
整潔，空氣流通，光線充足，沒
有異味
• 隔離房設備齊全，員工亦能夠正
確講述使用隔離室的程序

動亦有妥善記錄
• 設有護理站並聘有註冊藥劑師協
助分派及記錄院友藥物，而藥物
的存放、派發、核對及記錄等方
面均設有清晰的制度
• 設有應變機制及指引，並定期演
習，確保員工能在發生突發事故

本院自從參加了「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後獲益良
多，對我們在院舍設施、長者護理及日常管理上
院長有感：
皆得到改善及提升。我們期望未來能不斷改善服務
質素，精益求精，讓長者們能在舒適的環境下得到尊
重，有尊嚴的過晚年。

評核員評價：
荃景護老之家是首年參加評核，符合優質
院舍的基本要求，院舍的環境及服務質素
在同區內屬有質素院舍之一。整體在軟件
及硬件的配套上均達到要求。管理層亦將
院舍制度不斷優化及提升。期望院舍能繼
續進步，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為院友提
供一個優質的環境及服務，讓他們安心入
住。

時及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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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

華豐護老中心（葵涌分院）
細心關懷 體貼長者需要

區

機構資料

華豐
護老中心

名稱：華豐護老中心（葵涌分院）
地址：新界葵涌禾塘咀街87-89號美葵大廈1/F全層
電話：2428 3008
傳真：2428 3111
面積：11,000平方呎
床位：103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 6,500起（只供參考）

以愛心熱誠共建助人、和諧友愛、關懷愉悅
的院舍生活，本著「以人為本、顧客為先」
的宗旨，為長者提供優質服務。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出入口大門均設有密碼鎖，防止院

• 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並不時與

友走失
•公用空間充足，有兩個大廳供院友
用膳及消閒
•醫療及護理器材齊全，院舍備有不
同運動器材供院友使用

其他機構的義工隊合作，為長者及員
工帶來更多歡樂
• 院舍提供入職及定期培訓，亦設有職
責及守則指引，以確保員工質素
• 員工與院友相處融洽，工作安排亦有
確保長者的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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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豐護老中心﹙葵涌分院﹚積極參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的評審。在評審過程中，評審單位提供了一些中肯意見供我們
院長有感：
參考，以提升本院服務質素。參與此計劃後，本院時刻檢討在
加強院舍管理及各方面的表現，從而提高院舍整體的護理質素及
行內競爭力，讓長者得到更合適的照顧。

評核員評價：
整體表現比過往的紀錄更進一步，亦
見院舍不斷為環境及清潔情況進行提
升及改良。員工態度良好及積極，面
對問題會即時跟進。希望院舍能繼續
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持續提供一個
良好的環境及服務予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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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護老中心

以人為本 竭誠服務

深埗

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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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及3字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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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起（只供參考）

全面照顧院友需要，提供針對性及個人化照顧，
使院友快樂生活。

設施方面
• 寢室為獨立房間，能提供足夠的空
間及私隱度
• 醫療設備齊全，並設有不同運動器
材，讓院友能保持做運動習慣
• 安全措施良好，設有電子鎖、閉路
電視等設施以確保院友安全

服務方面
• 院長聘請較年青的員工，並悉心裁
培，為院舍及業界加入新血
• 院舍設有年度評核機制及優秀員工
獎項，持續提升員工水平
• 管理層引入現代化管理系統，並運
用平板電腦，向客人及家屬清楚介
紹院舍的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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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9年到現在，本院已是第七年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評
審。在專業人員的協助下，院舍也不斷改進和成長，學習新知識
院長有感： 並開闊視野，使管理及服務質素更專業。本院每日提供不同的長者
小組活動及運動，並引入專業醫護人員到診服務，如西醫、中醫、牙
醫、營養師、藥劑師、物理治療師等。院舍亦不時增添醫療設備，讓
院友享受開心健康的院舍生活。另外，透過員工培訓及聯誼，本院已
成功建立了優質護理團隊，實踐良好僱主的願景。

評核員評價：
院舍保持一貫優秀表現。管理
制度已具有一定規模，員工服
務達專業水平，行政及文件處
理制度十分完善。可見院長對
安老服務精益求精，實屬業界
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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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善護老中心 全心服務

深埗

讓長者居院如家

水區

機構資料
名稱：兆善護老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9-23號三英大廈1樓全層
電話：2777 5300
面積：4,741呎
床位：46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 起（只供參考）

以專業及愛心為宗旨，致力提升香港的長者服務水
平，提供高質素及全面的護理服務。

設施方面
•每個床位亦設可趟式布簾，方便員

• 為保持員工質素，管理層每月均會

工巡視以處理長者所需，亦能確保

舉行員工大會，並將員工守則、職

每個院友能得到充足的私隱度

責及工作指引張貼於壁報板上

•院舍傢俱設計及佈置符合安全，而
且整體設施保養良好
•考慮到食水的水質及安全，院舍特
別增設濾水器，使院友及家屬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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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面

• 院長安排員工定時陪同院友上落樓
梯，能達到物理治療之用
• 定期進行消防演習，確保意外發生
時能即時安全疏散

院長有感：

近年通過專業的評審制度，我們院舍的員工從
而得到正確安老及護理概念，並將以往的潛在問
題改善。評審員對本院的硬件和軟件均提出改善意
見，有助本院提供高水準的服務及設施。

評核員評價：
院舍環境十分整潔，管理層於院舍特
別增設免沖洗消毒液，員工亦很重視
於護理過程中的消毒程序，反映院舍
的環境衛生及防疫意識很強，並能確
保長者健康，免受細菌感染。除此以
外，院舍亦安排員工積極參與不同的
培訓活動，有助提升服務質素。希望
院舍能繼續將持續改善的文化推行，
提升院舍各項軟硬件，為長者提供一
個優質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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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閣護老院

寧靜居所 家的感覺

深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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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只供參考）

水區

讓院友在熟悉的社區中得到適當之個人及起居照顧，
並鼓勵其家屬及親友共同負起照顧責任，發揮「社區
照顧」及「老有所養」之精神。

院長有感：
設施方面
•鄰近長沙灣港鐵站，座落地舖，方
便長者出入。門外設有寬敞的花園
供長者休憩及活動
•設有不同運動器材供院友使用，讓
院友能適時舒展筋骨
•環境舒適，每日更換不同鮮花。更
於不同節日作各種主題的裝飾，使
院友能感受濃厚節日氣氛

26

服務方面
• 根據營養師意見擬定四星期餐單，並
提供特別膳食予有需要的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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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知名度，增加院友及家屬對我們的信
心。這計劃起了監督作用，促使我們不斷
提升服務水平。我們期望能保持水準，讓院
友及家屬更安心。

• 定期安排註冊西醫、中醫、牙醫、物
理治療師等到訪及檢查
• 院長及主管定期與院友及其家屬一起
會面，能更全面了解院友需要

評核員評價：
院舍主管及員工能時刻保持警覺，自律作出檢
查，工作態度積極正面，對院友們及其家屬態
度良好。院舍的環境及服務質素於區內屬有質
素院舍之一。希望院舍能繼續進步，提供優質
環境及服務予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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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恩護老院

深埗

持續優化環境 締造美好生活

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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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只供參考）

以「愛護長者，視同己親」的精神服務長者。

設施方面
•員工因應節日悉心佈置，營造和諧
的院舍環境
•每層均設有一個寬敞客飯廳作用膳
及活動之用
•設有不同大小的獨立房間及雙人房
間可供選擇，私隱度充足

服務方面
•為每名新院友進行健康評估，確保
他們得到合適的照顧
•聘有全職物理治療師，每日定時為
長者進行關節護理運動，以減慢關
節退化速度
•為新入住的院友及家屬特別安排導
向計劃，協助院友及其家屬了解院
舍，讓院友更快適應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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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有感：

很榮幸今年能再度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參加這個計劃能見證院舍不斷進步，而透過員工
與院友及其家屬的溝通，使家屬對本院的服務更有
信心，能安心將長者交託給我們照顧。

評核員評價：
院舍位於深水埗，佔地三層，設備齊
全，並制訂了有效的行政系統。院舍
第二年參與評審，可見院舍對追求優
質服務的重視。上年度提出的改善項
目亦有持續執行。院舍的裝修改建工
程，更添置很多不同的藝術品佈置。
員工的護理技術亦達要求，且積極參
與不同的培訓及講座。此外，院舍亦
會定期舉辦與院友、家屬及員工之間
的會議，互相交流意見並適時作出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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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護老院

優質管理 溫馨服務

深埗

機構資料

名稱：樂齡護老院
地址：九龍深水埗青山道129-135號顯暉大廈1字樓1-12室
電話：2360 0955
傳真：3585 2001
電郵：loclingelderlyhome88@gmail.com
面積：5,700平方呎
床位：4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000起（只供參考）

水區

以「樂在耆中，齡我安心」的宗旨服務長者。

服務方面

設施方面
•入口設有密碼鎖，透過插畫的設計
遮掩出入門口，防止長者走失
•醫療護理器材齊全，另提供不同運
動器材供院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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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舍定期為院友舉辦不同活動，例如

參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使我們的服務質素不斷提升，並得到
同業的肯定。評審員的意見有助提升員工服務質素。我們將持續
院長有感：
進步，並秉承樂齡護老院的宗旨，務求院友及其家屬安心使用我們
的服務。

季度旅行，提供多元化生活
• 護理主管使用電腦管理系統，更有效
處理院友護理文件及避免出錯

•除設有大廳供院友用膳及活動外，

• 員工尊重院友私隱，相關設施及工作

亦加設小型活動廳作消閒及進行義

安排如洗澡或更衣時，均會確保長者

工活動

私隱

評核員評價：
院舍整體表現比過往紀錄佳，可見院舍
不斷用心提升整體質素，如引入新系統
處理文件，使日常運作更規範。院舍負
責人及員工態度良好及積極，樂意聽取
意見，會即時跟進問題。希望樂齡能繼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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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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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府邸

現代化管理模式 長者安心又舒適

油旺

機構資料

名稱：松山府邸
地址：九龍旺角窩打老道79A-K怡安閣地下，全層1樓及部分2樓
電話：2712 2298
傳真：2712 1882
電郵：winniews1223@yahoo.com / eugenelui@gmail.com
面積：40,000平方呎
床位：332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8,000 起（只供參考）

尖區

以專業技術及誠懇的服務態度照顧院友，為長者
打造一個五星級的居所。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設有獨立房間及雙人房，房間類型

•院舍制訂及執行個人護理計劃，

多樣化，並有足夠的私隱度，能配

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及分別安排醫

合長者對居住環境及面積的要求

生、物理治療師到訪及進行評估

•地方寬敞，設有兩個大廳供長者活

•聘有註冊社工，相對其他院舍，

動之用
•院舍裝潢以郵輪為主題，有別於傳
統安老院的簡約風格

較常為院友舉辦不同的院內外出
活動，如遊覽迪士尼及上茶樓等
•員工態度積極，十分重視與長者
溝通，並能即時處理長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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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榮幸能再次通過評審，得到「優質長者服務
計劃」的認證，提升院舍的口碑。我們希望藉著此計
院長有感： 劃，透過專業的第三方角度審視本院表現，並提出本院
平常不易察覺的問題，使長者生活更有保障。此計劃帶
來最大得益是能夠提升院舍的服務水平，以及增加優質院
舍的普及性。

評核員評價：
松山位於何文田的住宅區，地
方寬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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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松山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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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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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
醫護一體 誠信護理

油旺

尖區

機構資料
名稱：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
地址：九龍杉樹街3-11號德安樓地下部分一及二樓
電話：3427 3327
傳真：3427 9311
面積：8,600平方呎
床位：8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8,100 起（只供參考）

致力發展高質素長者服務，以「醫護一體、誠
信護理」為本，務使長者有居院如家的感覺。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出入口大門均設有電子鎖，以防長

•設有起居照顧時間，定期為長者進

者走失
•設有兩個大廳作用膳及消閒活動之
用，為院友提供充足的公用空間
•各項逃生指引及消防設備均運作正
常，院舍亦制訂應變措施及指引，
並定期作出突發事故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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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清潔護理服務，並定時清潔消毒
院舍，締造無菌環境
•定期安排員工培訓，並設有職責、
守則及謢理程序指引供員工參考
•設有醫療站，藥物的存放、派發、
核對及記錄等方面均設有妥善制度

參加了「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後，雖然日常護理及行
政程序較以往繁複，但對我們的幫助卻很大，院舍及員
院長有感：
工們獲益良多，並且使院友及其家屬對我們增添更多信
心。員工做事有系統，能有條理地完成每天工作，對我們
的質素也有大大的提升。

評核員評價：
本年度院舍增添不少設施如新的窗簾
及雪櫃，管理層就環境及清潔問題不
斷優化。院舍亦接受本計劃建議，除
改用電腦印刷收據外，亦嘗試用電子
轉賬方式發薪予員工，使管理層及員
工更方便。管理層及員工態度良好及
積極，面對問題會即時跟進。希望院
舍能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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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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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

九龍塘永健護老院（沙福道）

機構資料

龍區

名稱：九龍塘永健護老院（沙福道）
地址：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1號地下及一樓
電話：2337 1368
網址：http://www.wingkin.hk
面積：4,424平方呎
床位：4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19,740起（只供參考）

全人照顧 讓長者頤養天年

致力為長者提供一個安樂和頤養天年的家，
以滿足本港中、高收入人士對優質護老服務
的需要。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 院舍地方寬敞，並設有私人休憩花

•院舍定期安排物理治療師及推拿師

園，讓長者享有廣闊活動空間
• 全新裝修，設備傢俱簇新，感覺優
雅舒適
• 設有防止遊走器等設施，加強長者
安全

本院對於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深感榮幸，這意味
著本院在服務、護理、衛生及環境方面均達到一定的優質
水平，能提升院友及其家屬對本院的信心，並安心將長者
交託予本院照顧，安享晚年。

到訪，提供各項健康支援服務
•利用資訊科技系統進行多方面的管
理，提升院舍的行政系統
•重視院友及其家屬意見，除定期召
開會議，每月亦進行問卷調查以保
持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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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有感：

評核員評價：
院舍鄰近九龍塘港鐵站，交通方便。於第一年評
審表現良好，設施及服務方面均達致要求。院舍
在區內屬高質素院舍之一。軟件方面，院舍於日
常工作上切實執行服務質素標準，使院舍的運作
系統化。硬件方面，院舍的設備良好齊全，地方
寬敞舒適。管理方面，各項文件、指引均齊全，
並會向員工發放相關資料及進行培訓。希望管理
層及員工能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持續提供優質
環境及服務予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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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

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

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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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起（只供參考）

竭盡所能 締造歡欣環境

尊重長者獨特性及其權利，滿足長者生理心
理及社交各方面的需要，提供關懷洋溢的環
境，並透過以康復為本的護理，提供優質服
務。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 總面積共三層，其中兩層均設有客

•為新入住的院友及家屬進行導向計

飯廳作用膳及活動之用，為院友提

劃，協助院友及家屬了解院舍，使

供充足的公用空間

院友適應新生活

• 院舍門前設有供長者休憩的小花園
及盆栽，環境優美雅致
• 醫療及護理器材齊全，全院設有不
同運動器材供院友使用

•院舍新制訂並執行個人護理計劃，
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及分別安排註冊
西醫、物理治療師、社工到訪進行
評估
•定期安排不同院內及戶外活動，讓
院友享受多姿多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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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有感：

我們不斷推使院舍進步，為長者提供養尊處休的生活。透過這個
計劃，我們由管理層到前線員工都深入領略到優質長者服務的意
義，評審員亦樂意為我們提供意見，對我們將來的發展更有幫助。

評核員評價：
院舍第五次參與優質長者服
務計劃，除一直持續達到優
質服務水平外，管理層一直
為院舍設計更優質的生活空
間及服務，員工亦積極配合
以達到營運成效指標。希望
院舍能繼續秉承優質院舍的
精神，持續提供一個優質的
環境及服務予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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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護老中心

善待長者 專業用心

灣仔

機構資料

區

名稱：瑞康護老中心
地址：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3字樓
電話：3110 2021
傳真：3110 2023
電郵：wcshuihong@yahoo.com.hk
面積：10,000平方呎
床位：8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9,000起（只供參考）

秉承「榮神益人」的宗旨，務求每位院友能得到卓越
的護理服務。

設施方面
•院舍設有獨立房間，提供合適的居
住面積，私隱度足夠
•院舍地方寬敞，設有大廳作用膳及
活動，公用空間十分充足
•出入口均設有密碼鎖及感應器，大
廈地下入口設有鐵閘及管理處，防
止長者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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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面
• 定期安排醫生、註冊護士等醫護人員
到院舍為長者進行健康檢查及評估
• 定期為院友舉辦不同的活動，如義工
探訪、歌唱表演、生日會等
• 設有不同運動器材，讓院友舒展筋骨

很榮幸能夠通過「優質長者
服務計劃」，感謝全院各部門
同事在評審期間的努力。我們承
諾日後會不斷提升院舍的環境、配
套及護理服務。

負責人有感：

評核員評價：
瑞康護老中心首次通過「優質
長者服務計劃」，符合優質院
舍的基本要求。院舍制度具透
明度，各項資訊均有張貼以供
查閱。管理層及員工態度良好
積極，如有問題會即時跟進。
期望院舍能不斷提升及改善，
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為院友
提供優質環境及服務，讓他們
放心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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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康護理院

細心體貼 關懷備至

中西

機構資料

名稱：寶安康護理院
地址：西營盤皇后大道西428-440號 真善美大廈3字樓
電話：2522 2668
傳真：2803 7302
電郵：yenchyn@yahoo.com
面積：4,489平方呎
床位：5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800 起（只供參考）

區

服務宗旨為「以老為本，善待老人」，以優質服務標準要求自
己，並加以持續改善，精益求精，讓院友能在舒適的環境安享
晚年。
為使院友及其家屬安心，我們參

設施方面

服務方面

•院舍位於西環，環境清幽，大堂

• 由資深註冊護士主理，強調用愛心

及住宿地方的裝修均充滿居家的

關懷長者，使院友得到充足的護理

感覺

及照顧

•整體傢俱設計及室內裝置均妥善
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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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舍實行男女分區，護理人員能

• 院舍定期與個別院友及家屬溝通，

更有系統為男女院友提供各樣護

亦設有每月會議及年度問卷調查，

理服務

持續檢討服務質素，以配合不同院
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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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有感： 加了「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確保

院友享有優質服務。這計劃對我們起
了監督作用，協助我們檢討及改善管
理系統，使院友生活更有保障。

評核員評價：
院舍符合計劃的要求，基本設施齊全，服務
方面已制訂各項行政及管理系統，相關文件
亦見齊全。管理層亦致力推行優質院舍，從
院舍活動類型、員工培訓記錄及運用服務質
素指標等多方面都能感受到院舍的用心。院
舍積極檢討及聽取評核員建議，態度正面。
希望院舍能貫徹精益求精的態度，持續提升
院舍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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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溢（香港仔）安老院
專業認真 服務用心

南

區

機構資料

鴨脷洲
護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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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電話：2870 0792
電郵：aberdeen@granyet.com.hk
面積：10,118平方呎
床位：10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7,000 起（只供參考）

以「用心照顧，細心關懷，長者開心，家人放心」為
宗旨提供優質護理服務。

設施方面
• 院舍裝修豪華，環境光線及空氣對
流充足，給院友一個舒適的生活環
境
• 為保障院友食物安全，廚房管理嚴
謹，雪櫃及微波爐均有根據SQS服
務質素標準定期清潔及檢查
• 設有各種物理治療器材，讓院友可
舒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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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面
• 假日帶領長者到酒樓聚餐，與眾
同樂
• 制訂個人護理計劃，定期安排醫
生、物理治療師等醫護人員到訪
院舍及進行評估
• 聘用駐院註冊護士配合物理治療
師、社工及營養師等，為院友提
供全面的身心照顧

再一年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很
感謝我們的管理層和前線員工的努力。
在每次的評審過程中，評審員都會給予我
們不同意見，驅使了我們不斷進步，確實是
獲益良多。

院長有感：

評核員評價：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已
是第三年通過本計劃，表
現比去年更見進步，在軟
件及硬件方面均能達致要
求。值得一提的是員工態
度良好積極，前線員工均
穿著制服、佩帶名牌及儀
容整潔，對院友們態度認
真、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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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利洲護老中心

南

盡心服務 照顧周全

區

機構資料

鴨利洲
護老中心

名稱：鴨利洲護老中心
地址：鴨脷洲利枝道138號鴨脷洲中心地下入口大堂，1字樓及2字樓
電話：2870 1862
面積：30,000平方呎
床位：238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5,000起（只供參考）

為長者提供周全的照顧，滿足院友各項需要，致力
促進其身心健康，保持與家人及社區的連繫，讓長
者樂享豐盛晚年。

院長有感：
設施方面
•接待處於入口位置，方便員工即時
處理到訪人士的查詢
•院舍附近設有一個小型休憩公園，
空氣清新且環境優美
•一樓院舍的樓梯間精心佈置，貼滿
院友的活動照片，感覺溫馨

服務方面
• 制訂異常血糖處理指引及記錄表
格，如有院友出現血糖異常，員

參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乃本院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未來我們將會繼續在護理、感染控制、
意外處理、環境衛生、膳食及人手等範疇不斷努
力，為院友提供更優質及安心的住宿與護理。

工可即時作出恰當處理
• 院舍設有護理站及藥房，藥物存
放、派發、核對及記錄等方面均
設有規管制度
• 設有意見表格及收集箱，亦會定
期與院友及家屬聯絡，管理層亦
會即時跟進及處理各項查詢及問

評核員評價：
鴨利洲護老中心是首次參與本
計劃，軟件及硬件均符合優質
院舍的基本要求。主管及員工
亦積極配合計劃，憑著持續改
善及提升的精神，相信院舍未
來一定會有更齊全及體貼的優
質服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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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地點
香港醫護學會辦事處
電話：3549 8014
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安老院舍及醫院
香港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南區）
鴨利洲護老中心（南區）
寶安康護理院（中西區）
瑞康護老中心（灣仔區）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葛量洪醫院
嘉諾撒醫院
律敦治醫院
聖保祿醫院
港安醫院

東華東院
瑪麗醫院
養和醫院

九龍
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有限公司（油尖旺區）
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九龍城區）
九龍塘永健護老院（沙福道）（九龍城區）
兆善護老中心（深水埗區）
德福護老中心（深水埗區）
麗閣護老院（深水埗區）

聖恩護老院（深水埗區）
樂齡護老院（深水埗區）
松山府邸（油尖旺區）
黃大仙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香港浸會醫院

將軍澳醫院
靈實醫院
廣華醫院
播道醫院
寶血醫院

新界
華豐護老中心（葵涌分院）（葵青區）
荃景護老之家（荃灣區）
定安護老院有限公司（荃灣區）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北區醫院
博愛醫院

屯門醫院
仁安醫院

私營診所 ∕化驗所
東角中心
恆隆中心
萬邦行
中建大廈
海洋中心

47間
45間
80間
70間
40間

德成大廈
卡佛大廈
恆成大廈
旺角中心
格蘭中心

30間
60間
50間
151間
40間

萬年大廈
嘉賓大廈
雅蘭中心1期
中建大廈
亞太中心

40間
70間
50間
70間
60間

房屋委員會 ∕房屋協會轄下部份屋苑辦事處
香港
田灣邨
耀東邨
西環邨
模範邨
康東邨
漁灣邨
灣咀邨

小西灣邨
石排灣邨
彩頤居
樂民新村
駿發花園

九龍
石硤尾邨
大坑東邨
華麗邨
彩虹邨
富山邨
元洲邨
幸福邨

長沙灣邨
澤安邨
白田邨
南山邨
彩頤居
樂民新村
駿發花園

新界
蝴蝶邨
健明邨
碩門邨
隆亨邨
長宏邨
沙田坳邨
友愛邨

大元邨
綠悠雅苑
叠翠軒
浩景臺

其他政府部門 ∕機構
立即登入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