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在第五波疫情期間，出現職員及長輩接連確診的
情況。本院即時安排確診長輩隔離，跟進各項防感染
措施及照顧工作，並透過手機短訊“WhatsApp” 及
電話向各位家屬定時匯報院內情況。惟疫情來勢洶洶，
本院人手亦相當緊張。本院感恩在此期間，不僅獲得
來自機構及社會各界的抗疫物資的支援，更得到長輩
及家屬對本院的鼓勵及關懷。本院最終得以順利通過
第五波疫情的考驗，實在有賴各位長輩、家屬、社會
人士以及職員與院舍並肩作戰，在此深深表示感謝。 

抗疫回顧 



感謝以下團體及個人對
本院的捐贈:  

  （排名不分先後） 

李希慎基金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香港科創義工聯盟 

張兆輝先生 

MOMAX Hong Kong 

抗疫回顧 

院舍職員每天為長輩
進行快速測試，以盡
早甄別染疫長輩。 

期間院舍亦收到長輩及
家屬的鼓勵及關懷，本
院在此再次表示感謝。 



新同工介紹 

大家好，我是新到職的社工何姑娘，很高
興能加入華康安老院這個大家庭，在未來
的日子我會籌辦不同的活動，與各位長輩
一同共渡快樂時光。 

大家可以叫我榮姑娘，我是新到職的起居照顧
員，我從事護老院舍服務有十多年，本著初心，
熱愛工作，做好這份工作，無愧於心。 

我是新到職的起居照顧員，可以叫我羅姑
娘，很高興能在華康安老院工作，願長輩
及同事身體健康。 

大家好，我是新到職的照顧經理(護理服
務)李姑娘。很高興能於6月加入華康大
家庭，祝各位長輩及同事身心康泰。 

圓圓的地球，轉呀轉，緣份帶我走進華康這
一家。各位好，我是科技助理廖姑娘，這是
我首次在社福機構工作 ，請多多指教 ：） 



活動回顧 

節慶活動 : 新春系列 
新春期間，本院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
迎接虎年，包括舞獅、新春大抽獎、
冬日燉湯等，與長輩共慶新春，讓他
們感受節日氣氛。 

藉此機會，我們亦特別感謝
善長李太(愛心天使)向院舍
捐出$3000支持活動。 



活動回顧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送暖 
本院在此多謝聖文嘉中英
文幼稚園特意送上毛毯和
學生親手製作的揮春，讓
長輩感受到學生們的關愛
和溫暖。 

新春視像通話特別安排 
疫情下院舍未能讓家人探
訪長輩，故本院安排視像
通話，讓長輩都能與家人
拜年，向家屬傳達祝福。 

冬日燉湯 
平日長輩的飲食生活有
所規限，較少機會享用
滋補的燉湯。適逢踏入
寒冬，院舍揀選了合適
的滋補燉湯，供長輩享
用。 



活動回顧 
成天學生視像探訪 
本院與香港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及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
利部合作(排名不分先後)，邀
請成長的天空學員與長輩進行
視像探訪，在此多謝各位學員
精心準備的遊戲、表演及禮物，
讓長輩再次感受到學員們的關
愛和歡欣。 

冬至及聖誕加餸 
恰逢節慶，本院期望
透過加餸，讓長輩都
能感到節日氣氛及院
舍的關愛。 



活動回顧 
「2021-22年度老有所為計劃」- 種樂樂 

本院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於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舉行了種樂
樂系列活動。活動中後期，長輩們體驗了靜觀工作坊、蝶古巴
特工作坊，亦與幼兒義工們共同完成了以乾花乾果為主題的小
組活動。本院長輩能夠在活動中發揮所長，享受與社區人士的
互動。我們更期望疫情過後能為長輩們帶來更多豐富的活動。 



活動回顧 
華康歡樂慶端午 
為了提升院舍的節日氣氛，
本院舉行端午節慶活動，與
院友一同渡過端午。活動包
括齊齊享用粽子、製作端午
節主題手工。 

復活棒棒兔手作 
復活佳節之際，邀請長
輩利用木湯匙和顏料等
製作出兔子玩偶，讓長
輩感受節日氣氛。 



活動回顧 
恆常活動：查經小組 
疫情緩和後，本院繼續
與聖公會聖提摩太堂合
作，透過視像會議形式，
邀請長輩參與查經小組，
以滿足長輩的靈性需要。 

母親節手作 
母親節之際，職業治療
師邀請長輩共同製作花
花手作，與長輩共同慶
祝母親節。 

恆常活動：打麻雀 
疫情緩和後，本院恢復部
分恆常活動安排，讓長輩
打麻雀，在四方城一較高
下。 



資訊分享 

「智能陪伴機械人」 
本院已成功申請賽馬會智齡匯
「智能陪伴機械人」試用活動，
活動試用期為 2022年 6月至
2022年8月。院舍將獲發兩個
機械人（男女各一），並希望
於日常服務中善用智齡科技工
具以持續優化本院安老服務，
提升長輩們的生活質素。 

「樂悠咭」申請 
樂悠咭是專為6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而設的全新租
用版個人八達通卡。 
樂悠咭持有人可以每程2元的優惠票價，享用政
府$2優惠計劃下的指定公共交通服務。 
請長輩們留意，65歲或以上首次申請樂悠咭的人
士，需因應長輩出生年份按指定日期分階段遞交
申請。 
如需為長輩申請樂悠咭，請為長輩預備1.5吋x2
吋彩色護照證件相片（白色或純淺色背景），屆
時社工將協助長輩填寫申請表格。 
詳情可向本院社工查詢。 



親友諮詢會 — 視像會議 
院長及各團隊職員已於3月31日透過視像會議與家屬
進行親友諮詢會，講解院舍服務及了解家屬的意見。
本院在此感謝家屬的提問，並於以下作出回應: 

視像通話再多一途徑！ 
 
本院經已開通Wechat賬戶，請有需要家
屬加為好友，以便與長輩安排視像通話！ 

資訊分享 

問: 何時才可送食物到院
舍?何時才恢復院舍探訪
服務? 
答: 本院疫情暫趨向穩定，
本院已於4月11日恢復家
屬送物資(包括食物)到院
舍或辦理手續的安排。並
已於5月16日恢復有限度
探訪的安排。有關探訪詳
情請參考院舍早前發放的
WhatsApp通告。惟有關安
排仍需視乎疫情發展情況，
並需按感染控制或政府防
疫要求進行調適。 
 

問: 會否直接安排確診或
檢測呈陽性的院舍長輩入
住暫託中心? 
答: 根據社署指引，本院
須按現行機制向衞生防護
中心及社署牌照處報告，
而衛生署、醫管局和社署
會共同按確診者的健康狀
況及護理需要，決定是否
適合入住暫託中心。屆時
本院不僅會與社署等相關
部門的職員聯絡，亦會與
家屬保持密切聯絡及更新
院友情況，以向長輩作出
及時支援。 



活動預告 

微電影分享會 
日期: 2022年7月開始(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 – 4:00 
對象:有興趣之長輩 
內容:觀看不同類型的影片，與長輩們一同討
論和分享觀後感，讓長輩們分享想法和感受。 

數字油畫小組 
日期: 2022年7月開始(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2:30 – 4:00 
對象:有興趣之長輩 
內容:鼓勵長輩拿起畫筆，運用簡單步驟，
完成自己的作品，並訓練長輩的手眼協
調能力。 

LEGO積木遊戲小組 
日期: 2022年8月開始(逢星期一) 
對象:有興趣之長輩 
內容:透過簡單的積木遊戲，訓練
長輩的社交溝通能力以及手眼協
調能力。 

平板電腦(Ipad)教學班 
日期: 2022年7月開始(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 – 4:00 
對象:有興趣之長輩 
內容:協助長輩學會平板電腦基本操作
及玩簡單健腦遊戲，以訓練腦部功能。 



集思廣益 

健腦小遊戲 — 找不同﹗ 
玩法: 以下兩張圖片中有5處不同
的地方，玩家需要把它們找出來。 

點戲睇﹗ 
本院每星期四都會播放電影給長輩觀看，希望透過欣賞電影，
豐富長輩的晚年生活。本院希望可以照顧到不同長輩的興趣，
以及讓長輩有自主選擇權，故鼓勵大家表達想法。如果大家
有想觀看的電影，或對某一類型的影視有興趣，都十分歡迎
大家向社工團隊提供寶貴意見。 

完成健腦小遊戲後，可
找社工黃姑娘或何姑娘
領取小禮物一份！(禮物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服務質素標準(SQS) 

社會福利署訂明「服務質素標準」，簡稱SQS，目的
為持續改善服務及管理。本院需要就各標準制定政策
及措施，以符合所有「服務質素標準」的要求。關於
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以下將會為大家簡單介紹: 
 
服務質素標準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服務質素標準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
務單位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
亦應得到處理。 
 
我們將繼續介紹其他「服務質素標準」，敬請留意。 

健腦小遊戲 — 找不同﹗ 
答案在此! 



院舍服務意見調查結果 
(2021-2022年度) 

我對護理服務團隊感到滿意。 我對復康服務團隊感到滿意。 

我對社會服務團隊感到滿意。 我對行政服務團隊感到滿意。 

我對常務服務團隊感到滿意。 我對膳食服務團隊感到滿意。 

我對整體服務感到滿意。 在此，本院感謝各
位的支持和寶貴的
意見，亦會繼續提
供優質服務予各長
輩。如有任何其他
意見，歡迎與本院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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