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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介紹：

服務質素標準(SQS)介紹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紀錄。
中心存備最新及最準確的紀錄，包括上門服務紀錄
、醫療及活動紀錄等。亦透過定期通訊、報告板、
會員大會等途徑，向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介紹中
心的運作及服務資料。

標準 3  運作及活動記錄

標準 4  職務及責任

標準 1  服務資料

 

 

      
 

保良局嚴重肢體傷殘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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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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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以下新同工加入！

祝以下離職同工前程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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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資料：(截至30/06/2020)

印刷日期：2020年7月  印刷數量：500份

姓名 職位 入職月份
5/2020李嘉敏 導師

施小娟 保健員 4/2020
陳美蘭 導師 5/2020
李立堅 護理員 5/2020

姓名 職位 離職月份

4/2020鄭翠虹 副經理

標準 2  檢討及修訂政策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
和程序。
中心已制定檢討及修訂政策程序，並透過職員會
、會員大會、意見箱等方式，以收集職員、服務
使用者及其他有關人士對中心檢討各修訂政策及
程序的意見。

疫情持續，我們服務團隊亦不敢怠慢，緊守崗位，為大家提供各項支
援服務，亦持續送贈防疫物資，共同抗疫。就2019-2020年度服務滿
意調查的結果，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均對單位整體服務100%表示滿
意或非常滿意，對單位服務提供的肯定，因此本期季訊亦節錄部份服
務使用者及照顧者給我們的嘉許及讚賞，推動我們持續努力提供服務
；而就意見的提出，單位亦會作跟進，持續改善。另本年度亦新開展
言語治療服務，為大家提供更全面的專業醫療服務，如對新服務有查
詢，可聯絡個案社工。

編者的話  馮潔燕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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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區域分佈比例

服務 現金津貼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
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服務
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中心備有服務單張，說明服務的
宗旨、目標、服務對象、服務的
提供方法以及服務使用者申請接
受和退出該項服務的機制，以供
公眾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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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或
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中心在當眼處張貼組織架構圖，臚列組織架構及問
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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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面前，人類的醫療或許是
那麼地無能為力，因為有一班⋯保良
局職員，我們內心的傷痛，在你們的
眷顧及幫助下，得以放下，堅強地熬
過這個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

⋯⋯實在要感謝你們對爸爸的照顧
，雖然爸爸病後再不能走路，但因
為有保健員、照顧員、護士、治療
師、社工、行政同工的幫助⋯令我
們渡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時刻⋯⋯

⋯⋯對媽咪的個案照顧及練習
運動分擔很多，亦令我們3姐弟
有能力在家照顧媽咪，不需送
她去老人院⋯⋯

中心服務能夠有效推行，除有賴服務團隊的衷誠合作，更重要的是得到一眾服務使用者及照顧
者的「提點」與「肯定」，我們的服務才得以持續的進步。你們的「提點」，令我們不斷改善
服務資素;你們的「肯定」，更是我們提供優質服務的原動力。本期主題，就讓我們回顧一些中
心過往曾收到的讚賞卡及嘉許信。

⋯⋯多謝物理治療師陳先生，每次為
媽媽抽痰及拍痰時都很專業，幫助媽
媽有舒服的呼吸⋯.多謝護士蕭姑娘
，護理媽媽的傷口及每月換胃喉都很
專業⋯令媽媽能夠安心居家養病⋯

⋯⋯很感謝你們為媽媽帶來歡樂
、知識與關懷，媽媽來說你們的
服務太讚了！⋯⋯

⋯⋯同事對我的照顧都是無
微不至的，用良心對待老人
家好像自己親人一樣⋯⋯

(林麗璇家人 12/2019)

⋯⋯貴局的服務無論是送餐、陪診
、探訪甚至聽電話的同事，都帶著
熱誠的精神，這些態度顯示出 貴局
的服務精神及員工的愛心真切、團
結，於我而言感激不盡⋯⋯

(龔興文 7/2019)

(繆志榮家人 1/2020)

⋯⋯多謝各位多年悉心照顧和
關懷，不論入院及出院，或在
疫症期間，對本人仍然盡量妥
善安排及照顧⋯⋯

(毛燕儀 3/2020)

⋯.職員很友善體貼，令人覺
得溫暖，機構都細心聆聽我
們的需求⋯⋯

(郭美鳳家人 1/2020)

(曾志成 11/2019)

⋯⋯多年來受惠保良局的支
援、關懷，令長期病患者有
生活和精神上的安慰⋯⋯

(邢彥兒 11/2019)

多謝王先生幫我做物理治
療，令我關節活動更好，
減輕痛楚

(何惠珍 12/2019)

⋯⋯我特別要多謝廖姑娘，在我旅
行的時候，貼心處理及編排好各同
事的工作，就算人不在港，也令我
很放心將傑仔交給你們照顧⋯⋯

(俞俊傑媽媽 11/2019)

(范蘭家人 2/2020)

⋯⋯尤其是當沒有家傭協助的
時候，得到暫顧服務姑娘的幫
忙，在最徬徨的時刻得到你們
解困⋯⋯ (林瑞卿女兒 2/2020)

(多謝大家的鼓勵，篇幅有限，未能盡錄。)

2019-20年度服務滿意調查動力加油站動力加油站 (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心聲)(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心聲)

為提升本服務的質素及達致持續改善之目的，

本服務於2020年2月至3月期間，向服務使用者及

照顧者進行服務滿意調查，以了解他們對中心服務

的意見。是次調查，服務單位分別收回149份服務

使用者問卷及315份照顧者問卷，回收率均超過

82%。

綜合問卷調查所得，49%服務使用者對單位服

務表示非常滿意，而感到滿意的亦有51%；至於照

顧者，有41%對單位服務感到非常滿意，而感到滿

意的亦有59%。

大部份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對職員態度表示讚

賞，認為單位職員細心，主動了解他們的需要，不

時給予慰問及關懷。另外，亦欣賞治療師親自上門

提供諮詢及復康訓練，令服務使用者的身體機能狀

況能有持續的改善。

在疫情期間，單位不時為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送

上口罩、抗疫包、生活用品關懷包等，不少服務使

用者及照顧者收到物資時，均讚賞單位反應迅速，

在坊間物資短缺之際，能解其燃眉之急。

另外，單位亦收到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提出的意

見，經整合後回應如下：

會車供應不足，難以預約：現時使用會車的需求

大，接載安排已盡量配合預約者的需要，社工亦會

就個別情況，協助服務使用者向其他機構預訂接載

服務。另一方面，單位亦會購置多一輛會車，預計

於2021年初投入服務，屆時有望舒緩各分區預約車

期緊張的情況。

有家屬建議除以現金或支票繳交服務費，可考慮

設立其他繳費方式。單位會積極跟進家屬的意見，

並會探討不同過賬方式的可行性。

隨著社署「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試驗

計劃」（專業外展服務隊）投入服務，有家屬對服

務使用者日後的復康運動安排表達關注。對此，單

位與專業外展服務隊緊密溝通，務求令服務順利銜

接，繼續提供復康運動。

再次感謝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提出的意見及建

議，讓本服務質素得以持續提升！2019-2020年度照顧者整體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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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

(勞始賢女兒 3/2020)

(陳亞鳳女兒 8/2019)

活動回顧

荃灣區於11/6/2020舉行了「三家村探秘」活動，參加者趁著疫情

緩和，到戶外走走，遊覽水中棚屋、燈塔、天后廟及手信店購物，

藉以呼吸新鮮空氣和享受陽光，舒展身心。受限聚令影響，參加者

需要分枱用膳，但無阻各人交流的機會，彼此分享大家在疫情下的

生活近況，亦認識了中心的新導師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