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對本服務有任何意見及建議，歡迎透過書面、傳真、電郵或致電3708 8690與經理馮潔燕
女士聯絡。你的意見有助我們繼續改善及提升服務素質，多謝！
如對本服務有任何意見及建議，歡迎透過書面、傳真、電郵或致電3708 8690與經理馮潔燕
女士聯絡。你的意見有助我們繼續改善及提升服務素質，多謝！

2020年第3期(中心通訊)

1. 編者的話

2. 服務質素標準(SQS介紹)

3. 長者家居健體運動

4. 疫情資訊

5. 活動回顧

6. 服務統計資料

7. 人事動向

本期內容介紹：

服務質素標準(SQS)介紹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中心會依照局方制定的財務守則制訂財政預算、
監察固定資產、跟進購物及工程申請、收入及支
出管理等，亦備有管理財政資源及監察財政表現
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 7   財政管理

標準 8   法律責任

標準 5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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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支援服務(新界區)
保良局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綜合支援服務(新界區)

 

加強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為他們作好離院準備
，並配套綜合到戶服務，協助他們全面融入社群；
提供援助以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購買醫療消耗品；及
加強對家人/照顧者的支援，減輕他們的壓力。

服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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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資料：(截至30/09/2020)

印刷日期：2020年10月  印刷數量：500份

張淑嫺 社工 7/2020

方美君 護士 9/2020

姓名 職位 離職月份

7/2020林俐俐 保健員

標準  6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
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
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
見。
中心每年均會編寫年度工作計劃，制定每個服
務範疇的工作目標及檢討方法。
另外，中心每年亦會發出服務滿意調查問卷，
以收集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對中心服務的意
見，而中心亦會就相應建議作出改善措施，讓
中心的服務質素能持續提昇。中心各級員工亦
可在職員會議中提出對中心服務的建議。

不經不覺，新冠肺炎已持續大半年，相信大家都出現抗疫疲勞，但因
疫情仍反覆，大家仍需做足防疫措施，保持身心健康，共同抗疫。
疫情令大家生活習慣改變，更懂得珍惜及感恩外，亦令服務單位的服
務模式有轉變，除繼續提供陪診、護理、藥物管理、個人照顧及購買
生活必需物品等服務；亦為有需要的家庭送上防疫物資；職業及物理
治療師亦善用資訊科技，以視像或網上形式提供治療訓練、復康運動
指導、復康用品諮詢等，讓服務使用者/家屬在疫情期間亦能持續接受
訓練或諮詢。

編者的話  馮潔燕 經理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
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
分守則。
中心備有職員(包括兼職職員)招聘、調派及晉
升、簽訂職員合約及紀律處分的政策及程序，
亦會為職員提供入職導向、持續性的督導及定
期的工作表現審核/評核，以鑑別職員工作表
現上須改善的地方及持續訓練和發展的需要。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中心各級員工必須遵守一切與其職責、職務相關
的法例，包括勞工法例、工傷補償條例、社工註
冊條例、輔助醫療條例、性別/殘疾歧視條例、消

單位已製備服務質素標準(SQS)，
如需索取有關文件，可向個案經理查詢。

LAW

防/建築物條例及保
良局註冊條例等。中
心亦備有監察程序以
確保遵守有關的法例
，及於需要時徵詢法
律人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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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全球蔓延，香港近日疫情稍有放緩，但確診數字仍見反覆，為減低感染機會，亦鼓勵一些習慣每日外出運
動的服務使用者留在家中。本期主題，我們會介紹一些在家仍能進行的家居健體運動，讓服務使用者繼續保持健康
的生活模式，共同抗疫。

長者家居健體運動長者家居健體運動

天水圍區於26/9/2020舉行和諧粉彩工
作坊，參加者在創作過程中表現十分
投入，初步掌握了和諧粉彩基本創作
技巧，利用溫暖的粉彩色調，配合指
頭或其他工具，在畫紙上隨心創作有
關中秋主題的畫作，並能放鬆心情及達

疫情資訊

活動回顧

‧ 運動前應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的意見；

‧ 注意安全，緊記須移除運動範圍內的障礙物；

‧ 穿著合適的運動衣服及運動鞋；

‧ 必須循序漸進，由簡單的運動開始；

‧ 運動前後必須做足熱身及緩和運動；

‧ 保持呼吸暢順，留意身體變化，如感到頭暈、呼   

     吸困難、胸口有壓力等，應立即停止運動；以及

‧ 運動強度須按個人體能相應調節。

長者運動時須注意的事項： 長期患病亦可運動

糖尿病患者

高血壓患者

膝關節炎患者

腰背痛患者

運動不要超過60分鐘，以免血糖過低，並
帶備醣類作補充。

多利用大腿、腰背等大肌肉做運動，例如
步行、健身單車、社交舞等。

運動時注意姿勢正確，保持腰背挺直。

應避免行樓梯、行斜路或使用阻力大的健身
單車。

5. 

腰背略為離開椅背，兩臂屈
曲，指尖向上，手肘提高至
胸前，然後手肘向兩側張開
再收回，共8次。

肌肉鍛鍊運動 (5至10分鐘)
以下動作每做10次為一組，建議每次練習做2至3組。

1. 舉水樽

坐在椅上，右手拿着載有約
500毫升水的膠樽，向上舉
高至手肘伸直，然後慢慢放
下。左右手各做10次。

2. 舉沙包

坐在椅上，在腳近足踝位置綁
上半磅至兩磅重的沙包，然後
慢慢提起，盡量向前伸直，腳
掌略向上屈，再慢慢放下。左
右腳各做10次。

緩和運動 (2至3分鐘)

 1. 開闊胸懷

站立，兩腳分開至肩寬度，膝
微曲，腰背挺直，雙手垂下。
雙手慢慢由兩側向上提，同時
吸氣。當雙手高舉至頭頂時，
兩腿同時伸直。接着，慢慢放
下雙手，同時呼氣，還原至膝
微曲。做4至6次。

2. 按掌平氣

站立，兩腳分開至肩寬度，膝微
曲，腰背挺直，雙手垂放於身前
。雙手手掌向下，慢慢向前提起
，同時吸氣。當雙手提至肩膊高
度時，兩腿同時伸直。接着，慢
慢放下雙手，同時呼氣，還原至
膝微曲。練習4至6次。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長者健體計劃 
https://www.lcsd.gov.hk/tc/healthy/fitness/elderly.html

    今年 7、8 月份，本港爆發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
根據社會福利署對轄下服務單位的指示，中心有限
度繼續提供陪診、護理、藥物管理、協助個人清潔
及購買生活必需物品等服務。

    而早於本年 6 月份，單位特別發出 < 預防「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及須知 >，說明中心現時
採取的防疫措施，及教導抗疫知識。即使在疫症高
峰期，單位亦繼續為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及家屬送
上防疫物資，另外，為免服務使用者長期留家而加
劇退化，單位治療師改以視像或網上形式提供治療
訓練、家居復康運動指導、面談諮詢等，讓服務使

熱身運動(10至15分鐘)
每個動作做2至4次，每次維持10至30秒，保持正常呼
吸(不可閉氣)。

1. 頸部

頭垂下，維持10至30秒，
還原。頭轉向右，維持10至
30秒，還原。頭轉向左，維
持10至30秒，還原。

2. 肩膊

雙肩向上聳，然後盡量向下
垂低，維持10至30秒，還
原。

左手放在右肩上，右手托着
左手肘拉向身前，維持10
至30秒，還原。以右臂重
複上述動作。

3. 背部

坐着，手指互扣放於胸前，
掌心或掌背向外，雙手慢慢
向前推出，維持10至30秒，
還原。重複2至4次。

4. 腰部

坐着，腰背略為離開椅背，
保持腰背挺直，前臂提起平
腰，上身慢慢盡量向右後方
轉，維持10至30秒，還原
後做另一邊。每邊重複2至4
次。

5. 腰側
站立，兩腳分開至肩寬度，左手
叉腰，右臂盡量向上伸展並向左
彎腰，維持10至30秒，還原。以
反方向重複上述動作，每邊重複
2至4次。

6. 腿部
穩坐椅子前半部，腰背離開椅背
，保持腰背挺直，右腿屈曲踏地
，左腿伸直，左腳跟觸地，左腳
尖向上，慢慢屈腹並伸手向左腳
尖方向，維持10至30秒，還原後
做另一邊，每邊重複2至4次。

健體運動 (20至30分鐘)
需坐在穩固的椅上進行，不宜用摺椅或辦公室活動椅

1. 

先提起右腿，然後放下；再提起
左腿，然後放下，共提腿8次。

2. 

重複第1組動作，每次提腿時，雙
手同時推向前面上方，共8次。

3. 

先提右腿，再提左腿，雙手同時
輪流在左方和右方拍掌，共8次。

4. 

重複第1組動作，提腿稍高，雙
手同時在腿下拍掌，共8次。

用者在疫情期間亦能保持一定活動量，減慢退化。

    由於疫情反覆，單位會依據社會福利署資助的指示
繼續提供服務，同時，單位亦建議服務使用者及家屬
在可行的配備下，與單位建立視象通訊互通系統，以
防日後服務提供模式轉變時，單位亦能繼續為服務使
用者維持相應服務，如需任何技術支援，可以向個案
社工提出。

到治愈心靈的效果。
當完成畫作後，導師鼓勵參加者分享
其畫作及傳達心中的想法，藉此分享
受著疫情影響下的生活及互相支持，
並給予對方溫暖的鼓勵，一起跨過疫
情及重拾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