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松齡(保德)護老中心 Pine Care (Po Tak) Elderly Centre *良好措施 電話：2420 4282 

地址：新界葵涌興芳路 180 號運芳洋樓地下 10 號舖，1 字樓及 2 字樓 網址：http://www.pinecaregroup.com/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0,000-$25,000 

宿位數目：194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1-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松齡俊景護老中心 Pine Care Chun King Elderly Centre *良好措施 電話：3106 0008 

地址：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218-220 號豪輝商業中心 1 座地下上層 網址：http://www.pinecaregroup.com/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2,000-$17,999 

宿位數目：140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1-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愛德(葵涌)安老院有限公司 Oi Tak (Kwai Chung) Old People's Home Limited 電話：2422 4366 

地址：新界葵涌石蔭路 113-117 號獅子樓 1 字樓及 2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 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7,000-$11,999 

宿位數目：100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7-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寶興(寶田)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Po Hing (Po Tin) Centre for Elderly Limited 電話：3152 3192 

地址：新界屯門寶田邨寶田商場 3 樓 302 號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復康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4,000-$15,999 

宿位數目：73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8-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騰達護老中心(葵涌) Tang Tat Home for the Elder (Kwai Chung) 電話：2782 0099 

地址：新界青山公路葵涌段 482 號及梨木道 2 號 

和記新邨和記商場地下 5A 號舖及 1 字樓全層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其他：氧氣

呼吸機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 外展醫生, 言語治療師, 營養師, 其他：藥劑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6,000-$15,999 

宿位數目：125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8-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錦田知年安老院 Kam Tin Golden Age Home for Senior Citizens 電話：2471 6408 

地址：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09 約地段第 17B、17C 及 1879 段（亦稱錦田巿 12 號）1 至 4

座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其他：物理治療師(收費項目)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7,500-$ 12,000 

宿位數目：54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9-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嘉頤(元朗)護理院 Care & Services Elderly Home (Yuen Long) 電話：2442 2730 

地址：新界元朗又新街 13 號元新大廈 2 字樓及 3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8,000-$15,999 

宿位數目：152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19-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松齡雅苑 Pine Care Place *良好措施 電話：2731 9300 

地址：新界元朗朗日路 9 號形點 I 地下部分、1 字樓部分、2 字樓部分及 3 字樓部分 網址：http://www.pinecareplace.com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浴床,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言語治療師(收費項目), 足部治療師(收費項目), 營養師(收費項目)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20,000 以上 

宿位數目：68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君悅護理中心 Kwan Yue Elder Nursing Home 電話：2613 1033 

地址：新界元朗東堤街 13 號艷虹樓地下至 3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按社署規定 

宿位數目：114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保良局東涌護老院 Po Leung Kuk Tung Chung Home for the Elderly *良好措施 電話：2109 2038 

地址：新界東涌文東路 39 號東涌巿政大樓地下至 2 字樓部分及 3 字樓至 5 字樓 網址：http://elderly.poleungkuk.org.hk 

院舍環境：雙人房, 浴床,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收費項目), 牙科服務, 營養師, 其他：藥劑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合約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2060, 非資助宿位:$16,000-$20,000 以上 

宿位數目：117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嘉頤（又新街）護理院 Care & Services Elderly Home (Yau San Street) 電話：2442 2110 

地址：新界元朗又新街 13 號元新大廈 1 字樓 網址：www.carenservices.com.hk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 

專業員工：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外展醫生,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10,000-$16,500 

宿位數目：69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安慈護理之家（葵盛） Rainbow Elderly Home (Kwai Shing) 電話：3145 1182 

地址：新界葵涌葵盛西邨 5 座 107 至 120 號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浴床,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痛症, 其他：鼻飼、造口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言語治療師, 其他：外展社康護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8,000-$13,000 

宿位數目：49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仁人安老院有限公司 Yan Yan Elderly Care Home Limited 電話：2429 8222 

地址：新界葵涌禾塘咀街 87 至 89 號美葵大廈 2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8,000-$11,000 

宿位數目：108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安福護老院 On Fuk Nursing Home Limited 電話：2410 8178 

地址：新界葵涌石蔭路 21 號錦華大廈 1 字樓至 3 字樓及石宜路 10 號地下 G 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外展醫生(收費項目), 營養師, 其他：藥劑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 $8,000-$13,999 

宿位數目：143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慶楠護老院（荃灣富麗）有限公司 Hing Nam Care Home (Tsuen Wan Wealthy) 

Limited 

電話：2408 7928 

地址：新界荃灣荃華街 36 至 48 號富麗花園 B 區 1 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 $10,000-$19,999 

宿位數目：168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富璟護老院(金安)有限公司 Wealthy Jade Nursing Home (Come On) Limited 電話：2430 9389 

地址：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 387 號金安大廈 1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收費項目)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8,000-$11,999 

宿位數目：131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青和居護老院 The Greenwood 電話：3175 8088 

地址：新界青衣楓樹窩路 10 號青衣邨青衣商場 3 字樓 OT1 室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 $10,000-$15,999 

宿位數目：146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0-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元朗護老院 Yuen Long Home for the Elderly 電話：2474 1291 

地址：新界元朗鳳翔路 41 號鳳翔大廈 1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復康 

專業員工：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7,000-$13,999 

宿位數目：74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鈞溢(山景)安老院 Granyet (Shan King) Elderly Care Centre 電話：2455 3339 

地址：新界屯門仁政街 6-14 號及 18-24 號慎成大廈 1-2 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腹膜透析,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外展醫生, 言語治療師,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9,000-$13,999 

宿位數目：89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廣福護老院(屯門)有限公司 Kwong Fuk Elderly Care Centre (Tune Mun) Limited 電話：2440 3131 

地址：新界屯門井財街 19 號嘉熙大廈 1 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臨終護理, 痛症,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註冊中醫(收費項目), 外展醫生, 言語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7,315-$13,400 

宿位數目：80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09-2012,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天天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Tin Tin Home for the Aged Limited 電話：2459 9662 

地址：新界屯門仁愛堂街 2 號遠東發展屯門大廈 1 至 4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復康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收費項目), 言語治療師,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10,000-$19,000 

宿位數目：174 宗教背景：沒有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富康(元朗)安老院 Fu Hong Home for the Elderly (Yuen Long)  電話：2477 0662 

地址：新界元朗元朗安樂路 35 至 47 號利群樓 1 字樓、43 號地下及閣樓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81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嘉誠護老院 Ka Shing Home for the Elderly 電話：2491 8922 

地址：新界荃灣荃景圍 195 號荃威花園第一期商場地下 1A 號舖及 2 字樓部分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永安老人健康中心(葵涌) Wing On Home for the Aged Limited 電話：2422 8895 

地址：新界葵涌石蔭路 86 號天安樓地下樓梯入口及 1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思恩護老院(葵涌) See Yan Home for Aged 電話：2422 0383 

地址：新界葵涌大白田街 15 號地下及和宜合道 66-68 號地下高層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松悅園耆欣護養院暨日間護理中心 Evergreen Nursing Home Cum Day Care Centre 電話：2588 0920 

地址：新界葵涌石蔭邨禮石樓低層地下（部分）、地下（部分）及一樓至三樓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合約院舍(安老院), 護養院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待院舍提供資料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紫雲間雋逸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Olive Nursing Home cum Day Care Unit for 

the Elderly *良好措施 

電話：3520 2133 

地址：新界荃灣永順街 48 號地下及 2 樓（部分）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合約院舍(安老院), 護養院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116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松悅園耆和護養院 Evergreen (Kwai Chung Estate) Nursing Home *良好措施 電話：2279 4692 

地址：新界葵涌邨葵涌商場第三層平台 2 號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合約院舍(安老院), 護養院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8,413-$14,723 

宿位數目：116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泰安護老院 Tai On Home for Aged 電話：2447 0399 

地址：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21 約地段第 1979、1980 及 1981 號（亦稱屏山塘坊村 355、

355A 及 355B 號）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5,100-$7,390 

宿位數目：63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安康護老院有限公司 On Hong Home for Aged Limited 電話：2476 4235 

地址：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17 約地段第 302 號 C(5)-C(7)分段及第 2097 號地下（亦稱大棠

花園 A1-A2 及 B3-B4 座地下）及 

第 117 約地段第 311 號 C、D 分段及第 346 號 B 分段餘段（亦稱大棠路水蕉新村新村樓 4-5

號）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專業服務：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68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1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定安護老院有限公司 Ting On Home for the Aged Limited 電話：2492 9879 

地址：新界荃灣荃威花園第三期商場 6 字樓 Q、R、S、T 及 U 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電梯直達,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復康, 痛症 

專業員工：註冊護士, 登記護士, 註冊社工,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專業服務：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251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康泰護老院有限公司 Hongtai Home for the Aged Limited 電話：2471 2146 

地址：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04 約地段第 4778、1613、1616 餘段及 1617 餘段（亦稱上竹園

101-104）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復康 

專業員工：登記護士,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註冊社工 

專業服務：言語治療師, 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 (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7,500-$12,500 

宿位數目：70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泰安護老院 Tai On Home for Aged 電話：2447 0399 

地址：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21 約地段第 1979、1980 及 1981 號（亦稱屏山塘坊村 355、

355A 及 355B 號）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 (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5,100-$7,390 

宿位數目：63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竹園護理院 Chuk Yuen Home for Aged 電話：24822555 

地址：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04 約地段第 2370 號 D 至 F 段及地段第 4710 號（亦稱青山公

路牛潭尾竹園村泰苑 E3 至 E6）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言語治療師, 外展醫生, 牙科服務,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註冊社工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 (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8,000-$10,000 

宿位數目：60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頤康(光輝)護理之家 Harmony Home for the Elderly 電話：26188147 

地址：新界葵涌屏麗徑 5 及 11 號及打磚坪街 47 號葵豐樓 1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復康, 痛症 

專業員工：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註冊社工 

專業服務：言語治療師, 外展醫生, 營養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11,999 

宿位數目：72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寶興(大興)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Po Hing (Tai Hing) Centre for Elderly Limited 電話：24531313 

地址：新界屯門大興邨大興商場 78A 及 78B 地舖 網址： 

院舍環境：單人房, 雙人房, 空調設備 特別護理：認知障礙, 腹膜透析, 復康 

專業員工：/ 

專業服務：言語治療師, 外展物理治療師, 外展職業治療師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9,000-$13,999 

宿位數目：80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恩奇護老之家 Home Care Nursing Centre 電話：2448 7880 

地址：新界元朗洪水橋洪堤路 3 號麗珊園地下 12 及 16 號舖及一樓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2 買位*) (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資助宿位:按社署規定, 非資助宿位:$10,000-$15,000 

宿位數目：136 宗教背景：/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香港老年學會 

通過香港安老院 - 評審計劃評審名單(新界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舍名稱：德昌護老中心(葵興分院)有限公司 

Tak Cheong Nursing Centre (Kwai Hing Branch) Limited 

電話：2426 1672 

地址：新界葵涌葵涌道 1013-1033 號昌年大廈地下 F 號舖及 1 字樓  網址：  

院舍環境：待院舍提供資料 特別護理：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員工：待院舍提供資料 

專業服務：待院舍提供資料 

經營模式(院舍類型)：私營院舍(甲 1 買位*) (護理安老院), 高度照顧 

院費：待院舍提供資料 

宿位數目：待院舍提供

資料 

宗教背景：待院舍提供資料 

入住方法：經社署轉介或直接向院舍申請 通過評審年份 2022 通過評審標準過：RACAS 40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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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齡(保德)護老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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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措施項目 

2021 標準 9 社區協作 

詳見 2020 良好措施 

 

標準 12 排泄處理 

詳見 2020 良好措施 

 

2020 標準 9 社區協作 

院舍與社會福利署建立合作關係，成為「自力更新支援計劃」合作伙伴，院舍為計劃參加者即失業綜援受助人，提供無薪實習

機會，包括: 恆常探訪院友、協助長者外出購物、院舍工作體驗等服務，一方面為綜援受助人提供機會，克服就業障礙，另一

方面為院舍提供穏定每星期兩天義工服務，讓院友能持續地與社區人士保持社交接觸，有效地填補服務空隙及提升院友生活質

素。 

 

標準 12 排泄處理 

院舍為如廁訓練訂立清晰指標；員工落實執行評估及照護措施，過往半年內，有 13 位院友經評估後可嘗試進行如廁訓練，佔

整體失禁人數 12%。除護理措施，亦不斷地配合物理治療師持續替院友進行復康運動，增強院友活動能力以致如廁訓練可持續

進行。根據院舍的評估及記錄，有 1 位院友成功解除使用尿片，使院友能有尊嚴地過晚年生活。 

 

2019 標準 25 溝通 

1. 院舍聘有三位社工，為長者心理、社交照顧需要提供潛能發展活動、治療小組、心理支援小組，內容多元化包括藝術、懷

舊、認知活動，過去半年內合共 106 次，總出席人次 1462。 

2. 院舍舉辦大型及節日慶祝活動，過去半年內共有 10 次，總參與人次 675。社區外出活動如飲荼、遊公園、行商場共舉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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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次，有 167 人次參加。 

3. 院方顧及未能外出的院友需要，新增院內飲荼活動，院友表示開心。 

 

2018 標準 9 社區協作 

院方積極參與社區機構活動或安排參觀環節以讓更多年青人接觸及認識院舍服務，當中包括信義會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香港老年學會「安老院舍實習計劃」保健員訓練課程及仁愛堂的保健員課程等。 

 

標準 28 溝通 

1. 院方設有不同的會議，與院友、家屬保持溝通、收集意見；又善用電腦作為團隊工作間溝通的媒介，加強資訊的流通及訊

息的傳遞，提昇工作效率。 

2. 院舍近期新推出使用「松齡護理管家手機應用程式」，讓家屬可以透過手機取得有關住客或院舍服務資訊，內容有五大範

疇，從手機應用程式中可獲得院內通告，院舍活動行事歷，院友個人資料，院友健康報告及現服藥物資料等。 

 

標準 33 人力資源管理 

1. 院舍設立社工服務總監，加強機構社工培訓及經驗交流的機會，加強新入職社工盡快投入工作及統籌集團各院的聯合活

動。 

2. 院舍設立助理院長一職，提升有潛力的員工學習/擔任管理工作，加強員工相關技能，幫助員工發展及開拓職業視野。 

3. 院舍繼續有聘用殘障人士，聘用弱聽人士在洗衣房工作，實踐社會共融，亦可舒緩緊張的人手問題。 

4. 在員工年終評核中，除了由上級評核下一級員工之外，亦持續實施由同級員工互相評核的機制，整個評核可以從不同的向

度較全面的反映員工工作情況。 

5. 集團繼續為員工訂立不同福利措施，包括：子孫獎學金、住院福利等，增加員工歸屬感，挽留人材，減少人手流失。 

 

2017 標準 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1. 院舍在臨終照顧及哀傷處理方面，態度積極，備有完善的指引及措施，為已離世的院友舉辦追思會，讓院友、家屬、員工

可以抒發情感及懷念，而相關服務受到院友及家屬的肯定。 

2. 院舍為有需要的院友進行預設醫療指示，並落實執行。現時院舍有 2 位院友接受預設醫療指示，由瑪嘉烈醫院醫生負責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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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行。 

3. 院舍曾為臨終院友及家屬安排一獨立房間用作寧養，增加家屬與院友惜別的時光，院方計劃騰空一間獨立房間為寧養室。 

4. 院舍在今年年初參與瑪嘉烈醫院有關臨終服務的先導計劃，為臨終院友訂立個人照顧服務，例如為院友烹調他們喜歡的食

物，以滿足其願望。 

5. 曾經有一位長者參與此計劃，院舍員工與長者討論身後事的安排，安排牧師到訪院舍為長者進行洗禮儀式，長者臨終前，

多位院舍員工在床邊陪伴，度過最後人生階段，長者最終於院舍內逝世。 

6. 院舍於本年 9 月起參與由瑪嘉烈醫院主辦的「安老院舍-晚晴醫護服務」，提供更佳的長期護理服務，社康護士定期到訪院

舍，了解院友的需要，保持與家屬良好溝通。院舍是首間被邀請參加該服務的私營院舍。 

 

標準 33 人力資源管理 

1. 集團增設人力資源主任，積極拓展人才網絡。院舍與社服機構如利民會合作，聘用殘障人士，現時員工有 1 位弱聽人士在

洗衣房工作，3 位精神康復人士擔任清潔或維修工作，以增加人手保持院舍的正常運作。 

2. 院舍為護士、保健員學生提供在院的實習經驗，例如紅十字會、聖雅各等，讓院舍員工接觸更多外界資訊及業界知識。 

3. 院長為保健員及護理員申請參加由社聯與社署合辦「陽光天使計劃」，參與對象為 40 歲以下保健員及護理員，透過獎金津

貼、集體性活動例如飲茶、跳彈床、盆栽種植等活動，鼓勵年青員工亙相交流及支持，提供一抒緩工作壓力的平台，提高

員工的正能量，有助積極投入護理服務。 

4. 院舍積極鼓勵員工持續進修，為多名員工寫推薦信報讀護士課程，並有各種內部及外界培訓，讓不同職級員工進修。 

5. 院舍聘請年青員工以擴大人才資源，現時有 2 位「青年啟航」學員在院舍擔任護理員，院舍提供入職導向及培訓，讓員工

循序漸進地融入院舍服務，至今該 2 位學員在院舍服務將近一年，邁向第二年。 

6. 院舍有良好的員工晉升階梯，用人唯才，不論年資，管理層擢升良好表現員工，保健員亦可擔當區域主任，負責督導該區

服務。 

7. 院舍內舉辦「傑出員工選舉」，亦積極為員工提名參加社聯「安老服務傑出員工選舉」，院長林姑娘獲選第一屆「專業組別

優秀員工」、副院長范姑娘獲選為「專業組別優秀員工」及「新晉之星」、護士吳紹倫獲選為「新晉之星」、及支援人員吳振

明獲選為「前線傑出員工獎」，此舉可激勵員工工作動力。 

8. 院舍員工評核制度分為員工自我評核、同級員工互相評核、上級為下屬評核，管理層採取全面的評核基制，每年為員工進

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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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9. 院舍為員工提供多項福利如子孫學業獎、住院福利，提高員工歸屬感，減少員工流失率。 

10. 護理員中有 10 位外勞，集團為外勞提供入職培訓及護理員認可課程，加強外勞員工的在職培訓，提高工作質素。 

11. 新設社工培訓主任，定期與社工開會，計劃及檢討工作計劃及培訓，加強社工的服務質素，集團計劃社工修讀職業治療助

理課程，增強院舍職業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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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齡(保德)護老中心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1 社區協作 標準 9 

排泄處理 標準 12 

2020 社區協作 標準 9 

排泄處理 標準 12 

2019 心理支持及社交照顧 標準 25 

2018 社區協作 標準 9 

溝通 標準 28 

人力資源管理 標準 33 

2017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人力資源管理 標準 33 

2016 營養 標準 16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15 人力資源管理 標準 33 

2014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11 藥物管理 標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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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齡俊景護老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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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措施項目 

2021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1. 管理層積極提昇院舍管理質素，院舍每年進行內部審核，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機構原有的「質素監察委員會」，未

能進行突擊巡查；機構聘用外界專業人士，以獨立身份進行內部審核，從而改善服務質素。 
2. 院舍亦積極參與外界監察及認證，提昇院舍服務質素，包括「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ISO 品質管理」認證及社署自願參

與性質的「安老院舍服務質素小組」計劃。 
3. 機構積極推動和鼓勵員工成為合資格評審員，以達致每個單位有合格評審員監察服務質素及能互相參照砥礪。 
4. 機構重視員工，安排員工參與不同的小組會議，培訓員工參與管理和給予表達院務意見的途徑。此外，員工每年的工作評

核，除有同事自評和上司評核，也會邀請一位同級同事給予意見，顯示機構在管治方面的透明度，員工人手亦是穩定。 

 

標準 14 跌倒處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2020 標準 14 跌倒處理： 

院舍致力推動防跌訓練，減低院友跌倒 

1. 物理治療師善用專業評估工具 Morse Fall Scale，全院 100%院友均接受跌倒風險評估，了解全院院友的跌倒風險，從而篩選

跌倒風險較高的院友加強防跌措施。 

2. 物理治療師持續為院友進行防跌小組，每組以 2 至 3 人為限，為期 2 個月。小班形式讓組員能獲得更密切的關注，為期 8 週

的密集訓練更能夠提升防跌果效。防跌小組是無間斷地推行，讓更多有跌倒風險的院友能被安排入組，減低院友跌倒或再

跌倒的風險。根據過往院友跌倒個案數據明顯反映有下降趨勢，由 2020 年 2 月的 8 人降至 5 月的 3 人，下降率達 5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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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有重複跌倒的個案，物理治療師會深入了解每次跌倒的因由並作出分析，對症下藥安排重點式訓練或環境改善，且會不

厭其詳地提醒院友要關注的防跌事項，務求提升院友的防跌意識。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院舍提供良好的復康安排，提升院友的活動能力 

1. 院舍提供每週 48 小時的外購物理治療師及聘請兼職物理治療助理服務，為全院 110 位院友進行活動能力及平衡力評估，並

參與院友的個人照顧計劃制定。每位院友在沒有額外收費下，安排每週至少 2 至 3 次復康訓練，持續保持院友機能鍛鍊。

另當院友從醫院出院後，物理治療師會再評估院友活動能力，更新復康計劃。院舍亦有參與「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

計劃」轉介有需要的院友，增加復健訓練。 

2. 在物理治療設施上，除物理治療室備有多部腳踏單車及拉繩等設施外，院舍善用環境空間，在牆柱及牆身上安裝多組拉繩

及流動式腳踏單車，令更多院友可同時使用復康設施。此外，院舍新增 V-Health 運動儀，加強院友的肌力、骨質密度及平

衡力。 

3. 在環境設計上，物理治療室位處院舍側旁中間位置，屬半開放式，以矮身籬笆作圍欄，左有接待處，右有護士站，前有職

員飯堂，令物理治療室內院友的情況在員工視線內，有助增加使用率而簡接帶動更多院友參與復康運動，院友對此安排表

示歡迎。院舍鼓勵院友運動，自助的院友可自由進入物理治療區，在員工看顧下，不論假日或員工用膳時段，會讓院友進

入物理治療區做運動。保健員及護理員鼓勵院友步行，盡量減少使用輪椅代步，人性化地將復康照顧結合日常生活中。 

 

2018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院舍有清晰的服務宗旨，實踐由內到外的自我監察及評審認證工作，從而提升服務質素： 

1. 院舍管理層有優良的管理計劃及遠見，持續透過參與 ISO:9001 認證和香港老年學會的「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並不斷

引入不同的資源，以提升院舍服務及加強品質管理。 

2. 院舍積極回應院友及家屬提出的服務意見及需求，例如加設洗手設施以加強院內感染控制措施、加設夜燈以迎合個別院友

的晚間需要及方便員工照顧等。 

3. 院方每年除了利用問卷調查、家屬、院友會議獲取受眾對服務意見外，亦成立「優質監察委員會」，由家屬代表、院友及

獨立人仕組成，了解服務的質素。 

4. 集團推行的持續優質管理增加了員工的穩定性，亦能有效推動員工上下一心提昇院舍服務。此外更持續為受僱員工提供良

好的福利獎賞，激勵員工工作士氣，例如：每年設有花紅獎金、子孫獎學金，以禮劵及獎狀以茲鼓勵；其餘還有節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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劵及員工醫療保險等福利，亦能增加員工對院舍的歸屬感。 

 

2017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院舍有清晰的服務宗旨，實踐由內而外的自我監察、評審、認證等，提升服務質素： 

1. 院方有優良的管理計劃，安排旗下八間院舍實行質素管理措施，更於 2017 年 9 月會進行 ISO9001 認證，進行內審工作；

不斷引入外面資源，提升院舍管理技巧。 

2. 院方每年除了利用問題調查、家屬、院友會議獲取受眾對服務意見外，亦成立「優質監察委員會」，由家屬代表、院友及

獨立人仕獲發委任證，甚至作神秘顧客去了解服務的質素，為員工培養出時刻做好服務的習慣。 

3. 院方更設立社工主任職位，帶領各院的社工組織會議、計劃全年服務方向、籌辦配合年度主題活動，讓集團院內長者共享

計劃的成果。 

4. 集團提供持續的優質管理，在聘請員工及挽留人材方面設有「介紹入職獎金」，鼓勵年青員工介紹同學或朋友加入團隊，

令團隊在服務質素上更有活力，提升整體工作氣氛；此外更為受僱員工提供良好的福利獎賞，激勵員工工作士氣，例如：

每年設有花紅獎金、子孫獎學金分別設有中、小學組金、銀、銅三名額，以禮劵及獎狀以茲鼓勵；其餘還有節日食物劵及

員工醫療保險等福利，亦能增加員工對院舍的歸屬感。 

 

松齡俊景護老中心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1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跌倒處理 標準 14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20 跌倒處理 標準 14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18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2017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2016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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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2014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2012 食物及環境衛生 標準 8 

藥物管理 標準 11 

2011 院舍提供的服務 標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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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齡雅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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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措施項目 

2022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標準 6 院舍環境及設施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2 排泄處理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3 皮膚護理/壓瘡預防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6 營養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標準 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參見 2021 年良好措施。 

 

2021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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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6 院舍環境及設施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2 排泄處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3 皮膚護理/壓瘡預防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6 營養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2020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院舍有清晰的服務宗旨，實踐多項良好管理措施從而提升服務質素： 

1. 管理層積極提升院舍管理質素，進行內部審核，設立了「優質服務監察委員會」，除了管理人員、院友及家屬參與外，還邀請

擁有行政經驗人士參與，對院舍進行突擊巡查，以獨立角色與身份提供意見，改善服務質素。  

2. 此外，院舍管理層有優良的管理計劃及遠見，透過參與 ISO:9001 認證和香港老年學會的「香港安老院舍評審計劃」，並引入樂

齡科技，以提升院舍服務及加強品質管理。 

3. 為了建立員工的歸屬感及穩定的服務團隊，機構為員工提供良好的福利獎賞，如設立「子孫獎學金」、「緊急支援基金」增加員

工對院舍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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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院舍在資料管理方面有完善機制，持續使用自行開發的電腦程式作資料收集及管理，藉以提升工作效率及監測服務質素。 

5. 院舍在日常護理均有良好水平，反映院舍在培訓及監察投入心力，達到全面優質管理。 

 

標準 6 院舍環境及設施 

環境寬敞、舒適，設施一應俱全︰ 

1. 環境方面院舍佔地 33000 平方呎，分 2 層共提供 68 個宿位，人均面積相當於 500 平方呎，遠遠高於社會福利署標準。 

2. 院舍設計以小社區為設計概念，每個單元均有獨立客廳及洗手間，3 樓設有 3 至 4 個單人房，並設有及夫婦套房，提供高私隱

度的環境。 

3. 院舍提供多元化的設施，包括迷你電影院、圖書館、電腦閣、按不同季節調節背景的室內花園、理髮室、按摩室、宗教活動室

及文娛康樂室等，日常設施一應俱全，讓院友可全天候在院內享受休閒的生活。 

4. 院舍於浴室設置按摩功能座式淋浴設備，院友享受沐浴過程，提高院友生活質素。 

5. 院舍使用樂齡科技保障院友安全，包括人面辨識防遊走系統、所有浴室設有動態感應系統以便監察院友沐浴時的安全狀況；及

每個住宿單元設有電子呼喚靈顯示系統，方便職員可即知道按呼喚靈位置及快速回應院友需要。 

 

標準 12 排泄處理 

提升院友失禁護理照顧︰ 

1. 院舍積極為失禁院友進行評估，訂立如厠訓練計劃，讓院友保持如廁能力，維持良好生活質素。 

2. 院舍現時有 12 位失禁院友，有 7 位接受小便如廁訓練及 4 位接受大便訓練。 

3. 院舍積極為尿喉院友評估，與巡院醫生合作，為院友拔除尿喉，包括由醫生進行超聲波檢查拔除尿喉後的尿儲留的情況，過去

一年已有 6 位院友成功拔除尿喉，大大提升生活質素及減少置留尿喉的風險。 

 

標準 13 皮膚護理/壓瘡預防 

院舍對每位新院友作出壓瘡風險評估，並為每位有需要的院友免費提供氣墊床供其使用，加上每兩小時轉換臥式以及轉介醫生為其

處方營養奶，以增強體質，以致院舍過去 6 個月並沒有新患上壓瘡的個案，成效顯著。 

 

標準 16 營養 

優質營養餐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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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舍餐膳變化多，每季有四套餐單循環供應 

2. 院舍每日提供魚及蔬菜為基本菜式，2 樓院友每星期有一次選餐，而 3 樓院友每天午餐及晚餐均另有三款菜式作選擇，大大提

升院友的選擇權。 

3. 院舍早餐亦有數款食物供院友現場選擇，猶如自助餐形式。 

4. 院舍的餐膳營養均衡及份量十分足夠，過去六 6 個月沒有院友體重下降超過 5%。 

5. 院舍提供家人及院友相敍慶祝的圍餐服務，家人或院友可先預訂於院舍的文娛康樂室享用，最多可容納 3 圍，方便院友及家

人。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院舍注重復康服務︰ 

1. 設有多元化的復康設施包括腳踏單車、上肢及下肢肌力訓練儀器、跑步機、平衡架、EMS、TENS 電療機、超聲波止痛儀器、

經顱磁激療儀器、吊機等，以配合不同復康需要的院友。 

2. 院舍現時提供一星期兩次免費物理治療服務與所有院友。 

3. 院舍的護理員工、購買服務的老人科醫生、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中醫組成完善的復康團隊，為中風患者提

供不同收費選擇的復康計劃，由團隊評估後開個案會議設定復康目標及計劃，然後按計劃進行復康，過程運用不同復康儀器，

按需要施行針灸，定期評估進度、調整復康計劃及與家人有緊密的溝通匯報。 

4. 院舍過去 1 年已有 4 位院友完成中風復康計劃，回到社區居住。 

 

 

標準 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院舍重視院友的臨終照顧︰ 

1. 有清晰的指引外，亦設有獨立房間讓家屬可陪伴院友渡過最後的時光。 

2. 院舍與巡院醫生合作，為臨終院友提供藥物支援，配合院舍的「身、心、社、靈」照顧。 

3. 過去一年，曾有 1 位院友接受臨終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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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齡雅苑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2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院舍環境及設施 標準 6 

排泄處理 標準 12 

皮膚護理/壓瘡預防 標準 13 

營養 標準 16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2021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院舍環境及設施 標準 6 

排泄處理 標準 12 

皮膚護理/壓瘡預防 標準 13 

營養 標準 16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2020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院舍環境及設施 標準 6 

排泄處理 標準 12 

皮膚護理/壓瘡預防 標準 13 

營養 標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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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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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東涌護老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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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措施項目 

2022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2021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標準 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參見 2020 年良好措施 

2020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1. 院舍設有「個案會議」，每月按各部門所收集的數據作檢討服務的依據，如：護理數據、跌倒或意外報告、約束物品的使   

用、投訴、特別個案問題等，由管理層(包括：院長及副院長)和不同專業的同工(包括：護士、社工、物理治療師、職業治

療師)共同商討改善方案，以改善服務質素及院友的照顧，並見成效，如:院舍過去半年沒有新患上第一階段壓瘡的個案、

跌倒個案為 0-2%。 

2. 院舍除有基本的管理監察外，亦有由機構帶領的跨院舍專責內部評核，由其他院舍的專職同工到院作專題內審，例如施行

急救、藥物管理、感染控制及環境改善等專題，以加強整體的質素保證。 

3. 院舍積極參與不同大學的合作研究計劃，例如於 2018 年參與理工大學的「香氛研究」及將於本度參加香港大學的「流心軟

餐」等，以提升院友的生活質素。 

4. 於評審期間，員工表現出對服務承擔，秉承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並有良好的團隊精神，有同事離職後重返機構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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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18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1. 院舍於使用約束物品方面，積極實施「避免使用約束物品政策」，以提升院友的照顧素質。於新收院友時，院舍會作出跨專

業團隊評估及善用各類輔助工具(如：離床警報器)，以減低約束的需要。 

2. 樓層護士每月評估現時各院友使用約束物品的情況，於每月個案會議中評估減少約束的安排，有系統地為院友進行試除行

動，並記錄於《個人避免使用約束物品跟進記錄》。 

3. 院舍同時使用約束「人數」及「時數」作為檢視指數，能有效地反映實制成效。「時數」是以個人為單位，評估長者實際每

天減少使用約束物的時數，如每天減少兩小時、於家屬在場時停止使用或於更換鼻胃喉管前除去約束物等。 

4. 院舍現時的使用約束物品的比率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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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東涌護老院 –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2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標準 18 

2021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標準 18 

2020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使用約束物品及藥物 標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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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雲間雋逸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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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措施項目 

2021 標準 1 全面質素管理 

院舍有良好的管理和監察 

(1) 院舍團隊在管理方面分工細緻，由不同職級員工組成多個專責工作小組，包括醫護服務、約束物品、藥物安全、感染控制、

膳食、職業安全等，由主管或資深員工帶領不同梯隊同事參與，制定計劃和檢視服務成效，亦培養接班同事。 

(2) 院舍過去 3 年沒有發生工傷事故，也顯示管理上的成效。 

院舍主管親力親為，帶領團隊，亦參與日常交更，員工會議，巡視院舍和員工執行工作的情況，對院友的狀況亦十分熟悉。 

 

標準 6 院舍環境及設施 

院舍環境設計良好，能配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1) 院舍面積約 4 萬平方呎，分兩層，共提供 116 個宿位，人均面積優於牌照要求。地方寬敞舒適，院友有足夠活動空間，室內

佈置採用酒店式設計，色調名亮，有掛畫和植物裝飾，有家的感覺。 

(2) 院友房間以 5-6 人房為主，每房間均設有可容納浴床的洗手間，方便替體弱院友沐浴。 

(3) 院舍設有大型復康中心、晚晴房、電動麻雀機、升降機及免費寬頻供院友使用。 

(4) 院舍注重環境安全，將高風險工作空間遠離院友活動範圍，並以電子鎖拍咭出入，大大保障院友安全。 

(5) 院舍主要通道十分寬倘，並沿途設置有軟墊長椅，供院友及家人閒坐。 

 

標準 9 社區協作 

院舍與地區團體及義工機構能建立持久和穩固的關係 

(1) 院舍積極與地區團體和宗教團體合作，發展穩固而長期的協作伙伴，院舍能有義務院牧、並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義工到院

為院友提供領聖餐和小組活動，大大增加院友身心社靈各方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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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院舍參與社署的離院支援計劃、社區照顧券(家居照顧)服務，亦與長者地區中心有緊密協作，當社區內的長者身體情況出現

突變，院舍能提供緊急支援，再配合院舍的日間中心服務和院舍服務，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無縫照顧。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1) 院舍復康團隊，有外聘 3 天的物理治療師和 3 天職業治療師，並自行聘有 2 名全職治療助理，能為院友提供全面的評估和跟

進治療。 

(2) 院舍治療師每半年檢討長者的治療計劃，每月檢視及修訂治療項目安排，確保配合長者需要。每位院友最少每月能安排 1 次

免費治療活動。 

(3) 院舍的復康中心，並備有多元的儀器設備，包括：電動單車、按摩治療水床、企床、激光治療機、震動機、學行車、刺激治

療機等。 

(4) 全院院友定期接受能力評估，並有 95%以上院友有接受治療服務，包括為體弱卧床長者提供床邊的被動運動。未有接受復康

治療的院友，只因院友或家人拒絕服務，院方尊重服務使用者的選擇。 

 

標準 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院舍除持續與仁濟醫院合作提供臨終照顧外，院舍自 2019 年更參與賽馬會安寧頌「安寧在院舍」臨終照顧計劃： 

(1) 安排員工培訓、家人講座，讓員工及家人認識臨終護理。現時每年仍持續安排員工及家屬相關題目的講座，讓各人掌握最

新的資訊。 

(2) 院舍設有「晚晴房」佈置舒適寬敞，讓家人可以留宿陪伴臨終院友。房間位置接近護士站，卻又與其他院友有一定距離，減

低互相滋擾的機會。 

(3) 院舍職員與計劃人員合作，轉介合適院友，開展臨终照顧計劃至今已有 9 位院友參與，現時有 5 位院友接受有關服務。 

(4) 院舍協助參與安寧頌院友達成心願，特別安排了交通和員工協助，有一位院友與一眾家人暢遊慈山寺，家人十分感謝院舍

的協助，院友在疫情及體能虛弱的情況下，仍能與家人同遊，機會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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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雲間雋逸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1 全面質素管理 標準 1 

院舍環境及設施 標準 6 

社區協作 標準 9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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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悅園耆和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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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措施項目 

2021 標準 17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院舍注重復康服務 

1. 院舍設有約 400 呎的復康室，內設有不同種類復康器材以配合不同復康需要的院友，例如:綜合電療設備，被動式肢

體訓練器、拉手繩、腳踏單車等運動器材供院友使用以強化肌肉、訓練步行及平衡能力。 

2. 院舍備有充足人手，包括 1 位兼職物理治療師及 1 位兼職職業治療師分別提供每星期 24 小時復康治療服務。另外，

亦聘有 2 名復康助理以協助復康服務。 

3. 現時 100%院友均接受每星期最少 1 節的免費復康服務。 

 

標準 23 臨終及哀傷處理 

積極推行臨終照顧 

1. 院舍備有詳細臨終處理指引，除參與仁濟醫院的 EOL 計劃外，  亦有參與賽馬會安寧頌計劃。 

2. 現院舍有三個臨終照顧選項包括: 

i. 院友情況轉差時送院。 

ii. 於院友未能量度維生指標時，先待家屬到達院舍後才召喚救護車送醫院。 

iii. 院友可留院舍離世，經安寧頌安排醫生到院處理證實院友死亡相關程序及文件；此方案亦曾有家人採用並執

行。 

3. 院舍會先為院友作評估並按需要作轉介，如相關機構認為院友合適，院友有機會同時參加仁濟醫院及賽馬會之計劃。

同時，院舍亦會成立跨專業個案小組、專業支援小組及個案監督小組以跟進個案，於兩個外界機構及院友、家屬之

間作協調及照顧；當中，院舍會配合相關機構為院友提供之醫療服務，如:肚皮輸液作後續觀察護理，或為情況不穩

定院友作緊密監察跟進，以減少院友送院次數。另外，院舍亦設有「寧養關顧房間」，需要時供臨終照顧院友使用，

並有足夠空間供家人留宿陪伴；於疫情期間亦安排酌情探訪，讓家人可盡量利用餘下時間陪伴院友及表達愛意。院

友離世後，院舍亦會按需要協助家人進行遺體處理或作哀傷處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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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臨終照顧外，院舍亦積極作臨終照顧培訓；每年均會舉辦六次內部培訓予員工、院友或家屬。於現院舍開始運作

至今約兩年時間，共安排 24 位員工參加外界臨終照顧相關證書課程。另外，院舍額外增聘一名全職社工以協助計

劃運行，積極投放資源。過去兩年，共 17 位院友曾經或現正接受院舍之臨終照顧服務。 

 

 

 

 

松悅園耆和護養院– 過往良好措施標準 

 

年份 良好措施項目 標準 

2021 活動能力評估及處理 標準 17 

臨終及哀傷處理 標準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