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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標準
本期繼續介紹社會福利署制定「服務質素標準」(SQS)的內容，今期介紹標準1-3。

我們「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九龍西) 的同工到訪院舍工作
時，偶有遇上一些非華裔的院友，他們因為語言的限制，往往不能有效地
表達自己的需要，例如身體哪裡不適、東西是否合胃口、平日想做甚麼、不
懂如何求助等等。這些溝通問題，都令他們不能獲得適切的服務。更甚
的是，院舍職員亦未能好好掌握他們的文化背景而導致他們在選擇院
舍服務時有所顧慮。

「過去十年，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上升70%，撇除39萬多外籍家庭傭
工後，現時約有26萬3千人，佔全港人口約3.8%，而當中約三成（約
8萬人）是南亞裔人士（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裔）。」- 政府
新聞網

很多少數族裔人士與香港人一樣，幾代人在港扎根，土生土長，以香
港為家。他們在變老的過程，也會使用到香港的安老服務。然而在接
受服務期間，語言不通往往是一大障礙。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本處於2009年由民政事務總署撥款資助下成立了「融匯－少數族裔
人士支援服務中心」(CHEER)。中心有傳譯及翻譯等多元化服務。如
果院舍職員、有需要的院友及其家屬有需要傳譯及翻譯服務，可以
聯絡中心。

標準1 服務單位確保存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標準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聯絡方法

電話 2111 8313
傳真 2111 0996
電郵 most@hkcs.org
地址 香港九龍長沙灣道650號中國船舶大廈2103-04室
督印人 秦嘉明
編輯小組 廖博文 施偉禧 李家欣 郭家輝 謝盼妮
出版日期 2023年1月
印刷數量 500份

本隊簡介

如對本單位有任何意見
歡迎致電與本單位職員聯絡

2022年．冬季

郵票

標準服務質素
由於篇幅所限未能盡錄內容，

如想了解詳情，可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是一所註冊慈善團體及
擔保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is a regis-
tered charity and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詳細的服務介紹可參閱本處網頁：
https://www.hkcs.org/tc/services/cheer

印尼語
3755 6811

尼泊爾語
3755 6822

烏爾都語
3755 6833

旁遮普語
3755 6844

他加祿語
3755 6855

泰語
3755 6866

印度語
3755 6877

越南話
3755 6888

電話傳譯服務熱線

公共服務提供者(直線) 
3755 6800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及為

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
的機構。

服務對象

電話傳譯服務(TELIS)及
電話傳譯預約服務 (TELISA)�
星期一至日：上午8:00 – 晚上10:00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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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師在院舍工作時，院舍職員或家屬都經常問
及以上的問題，以了解長者是否能安全進食某種食
物。長者，或多或少會面對牙齒問題，如：蛀牙、牙
齒鬆脫、假牙不合適等。此外，中風、認知障礙症及
柏金遜症患者更有機會面對吞嚥肌肉的控制問題，如
口部和咽喉的感知、力量、活動幅度、速度及協調
能力下降。 

對於不同程度吞嚥障礙症患者，言語治療師會作出適
當的餐類及流質稠度建議。同時，我們亦會提醒照顧
者在為長者準備食物時，避免選擇高風險誤嚥食物之
質地，減低引致吸入性肺炎、哽塞、甚至窒息的機
會。以下是一般長者應避免的食物質地：

「言語治療師，請問呢位院友食唔食得雞仔餅呀?」 

「姑娘，我屋企人好鍾意食腸粉㗎，佢食唔食得呀?」

當長者的咀嚼能力下降時，我們應避免過硬
的食物，減低過度用力咀嚼的疲倦感。常見
食物如果仁，瓜子，蘋果。

質地過滑的食物容易在口中滑落得太快，如吞嚥反射
動作過慢未來得及吞下，長者便有機會將食物誤嚥進
氣管。常見食物如冬菇、紅薯粉、銀針粉。

有骨食物需要較高的舌頭肌肉控制能力，同時亦需要長者的
認知能力，明白吐出而非吞下骨頭。因此，長者如有不慎，
便會造成「鯁骨」。常見食物包括魚、雞翼、排骨。

混合質地的食物，最常見的類型為固體食物加上流質。在處理
此類食物時，因固體和流質滑落的速度不同，對於長者來說較
難協調，容易造成誤嚥。常見的例子如湯飯、湯粉。

對於長者而言，他們吞嚥時口部和咽喉肌肉的
力量下降。因此，他們吞下過黏的食物時會感
到吃力，或有異物感，亦即「吞唔清」。常見
例子有月餅、年糕、湯圓。

長者在進食時，由於細碎的食物在口中較難形成食糰，
食物的渣滓有機會留在喉嚨，甚至卡着，感到喉嚨有異
物感。常見食物為餅乾、酥餅、蛋卷。

以上皆為一些容易造成嗆咳或
誤嚥的食物。雖然以上建議看
似為長者的飲食下了限制，但
同樣地，我們亦必須考慮長者
進食時的潛在風險。故此，在
照顧長者飲食時，我們除了
顧及長者的生活質素外，亦應
為進食風險及安全作出平衡。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向言語
治療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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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細碎

過滑



院友及院舍職員合作製作
色彩繽紛的水晶瓶。

院友進行開心刺激
的遊戲活動，齊來
把環投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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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友們合作完成
鯉躍龍門的砌圖。

院友及院舍職員合力
進行遊戲，由平日的
照顧關係變為隊友。

院友如走進遊戲樂園，
投入地拋彩虹。

活動尾聲院友們接過
義工親手製作的聖誕
手工。

撈金魚對於膽大心細的
院友易如反掌。

院友們親自為聖誕樹
添上掛飾，增添院舍
的聖誕氣氛。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家情義工與院友進
行聖誕義工探訪，
院友與義工透過鏡
頭開心互動。

院友一同外遊，
欣賞參天聖誕
樹，感受濃濃的
聖誕氣氛，祝願
香港平安復常。



通訊辦熱線電話  2961 6699
查詢

申請辦法：
請即致電本中心
 (電話: 2111 8313) 

聯絡社工 
施先生 / 廖先生

QR Code
填妥申請表

或 

由於疫情關係，我們未必能夠直接到院舍提供服務，院友又
未能外出，院舍內的社交活動受到限制，但我們仍然希望可
以為院友提供有限度的社交活動，因此誠邀你的參與。

‧ 招募對象：18歲或以上
‧ 有耐性及愛心，願細心聆聽
‧ 如有特別興趣及技能更佳

 (如唱歌，手工藝，園藝等等)
‧ 利用科技器材，透過視像活動，

 探訪深水埗區院舍長者，
 為長者帶來歡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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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義工或需要
自備視像工具，
如智能電話及網絡

招募網上
視像義

心
靈加油

站

資料參考來源：https://ibook.idv.tw/article-1.php?ID=1745

一個鐵匠，家裡非常貧困。
於是鐵匠經常擔心：如果我病倒了不能工作怎麼辦？如果我掙的錢不夠花
了怎麼辦？
結果這一連串的擔心像沉重的包袱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使他飯也吃不香，
覺也睡不好，身體越來越差。
有一天鐵匠上街去買東西，突然昏倒在路旁，恰好有個醫學博士路過。
博士在詢問了情況後十分同情他，就送了他一條金項鍊並對他說：「不到
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千萬別賣掉它。」
從此之後，他經常地想著這條項鍊，並自我安慰道：「如果實在沒錢了，
我就賣掉這條項鍊。」
這樣他白天踏實地工作，晚上安心地睡覺，逐漸地又恢復了健康。
後來他的小兒子也長大成人，鐵匠家的經濟也寬裕了。
後來，他把那條金項鍊拿到首飾店裡估價，老闆告訴他這條項鍊是銅的，
只值一元錢。
鐵匠這才恍然大悟:「博士給我的不是一條項鍊，而是治病的方法。」
作家林清玄曾說過：「今天掃完今天的落葉，明天的樹葉不會在今天落下
來，不要為明天煩惱，要努力地活在今天這一刻。」
生活中，大多數煩惱，就是因為想得太多。
結果想著想著，就陷入了負面情緒中，難以釋懷。
正所謂，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有一個研究發現，在一天中，每個人平均會有上萬個意念，盤旋在
腦海中。
許多時刻，我們覺得活得太累，皆因想太多。
就如一句話說：「病是吃出來的，健康是走出來的，禍

是說出來的，煩惱是想出來的。」
過去不糾，當下不雜，未來不憂，才能讓自己活得
更輕鬆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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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郵政局已於去年五月三十日起提供電話智能卡實名
登記支援服務：
深水埗區 長沙灣長沙灣道646號中國船舶大廈地下 
長沙灣郵政局

十八間提供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支援服務的郵政局   

資料來源：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guide/hot_topics/sim_registration/index.html

過好今天不憂未來

《電訊(登記用戶識別卡)規例》（「《規例》」）已於2021年9月1日正式生效以
實施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電話卡實名登記制」）。

《規例》指明由2022年3月1日起，電話智能卡用戶須開始為其電話智能卡向所屬
電訊商進行實名登記。

‧新儲值卡及新服務計劃卡均須在
用戶登記後才可使用

‧現有儲值卡用戶開始進行登記

2022年3月1日
‧未完成登記的儲值卡將
被停用

2023年2月24日

‧現有儲值卡用戶須與相關營辦商完
成實名登記

2023年2月23日

話電 智能卡實 登名 記制
話電 智能卡實 登名 記制

‧所有新發售的電話智能卡(包括上台月費服務及電話
儲值卡)均須在啓動服務前完成實名登記。

‧原有的電話儲值卡用戶須於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
向所屬電訊商完成實名登記。未有完成登記的電話
儲值卡將不能繼續使用。

‧現行的上台月費服務用戶，除非「轉台」或開立新
的電話號碼，否則無須再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