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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友記,今期尊長報又與各位見面啦!每
期尊長報均有各種社區資訊,健康錦囊,講座
活動介紹予各位,大家切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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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
合支援計劃─信義會長者出院
家居支援隊－五周年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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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介紹、活動預告及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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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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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各位朋友!!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信義會長者出院
家居支援隊已與兩間醫院合作支援出院長者共五個年頭,當中有賴一眾勞苦
功高的前線同事,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仍會致力提供優質服務予各位!!!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 服務目標 

 「屯門及博愛醫院長者病人出院綜合支援計劃」為有需要的出院長者安

排六至八星期家居支援/復康服務，以改善出院 長者的生活質素、減低再
次入院的風險。亦會培訓及支援護老者，提升照顧質素。 

＊服務目標 
-個人護理 

-短暫家居照顧 

-復康運動/訓練 

-家居改裝 

-家居清潔 

-送飯服務 

-接送/陪診 

-購物/代辦服務 

-簡單護理，如量血壓 

-心理輔導 

-轉介其他支援服務 

-暫住/暫托服務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使用資格 
居住屯門及元朗區達60歲或以上，經由屯門醫院及博愛醫院轉介，
並有復康、個人護理及家居支援等跟進需要的出院長者。 

*備註 
如結案時，服務使用者仍有服務需要，本服務可協助轉介其他社
區支援服務。  

*聯絡方法 
如有需要,可致電3767-7386查詢有關服務。 



 

 

中心本著「社區照顧」的服務精神，為有需要護理服務之長
者，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並給予專業日間照顧服務，
藉以舒緩家庭護老者之壓力。 

 

中心提供各種社交和康樂興趣活動，促進長者身心健康。 
同時設有各項治療計劃以減低患「失智症」患者的退化過程，
使他們保持與社區聯繫，能繼續過著融和的社群生活。 

 

 

 

  中心有專車接送、營養膳食、醫療服務、覆診護送、康復  

  治療、導向及思考訓練 、社交康樂活動等等，使長者及其 

  家人得至全面關顧。 

~可選擇每月，半月或每日服務  

( 基本服務收費參考： 

 $360 / 每天， $3750 / 半月-包括中心車接送，  
 $5950 / 每月- 包括中心車接送，$2650 / 半月-自 

 行到中心，$4650 / 全月-自行到中心 ) 
*2015年4月1日生效，有關資料只供參考 

 

服務由跨專業團隊提供，包括資深註冊社工、 註 

冊護士、到診醫生、中醫師、物理治療師、言語 

治療師、足部治療師、牙醫、保健員、護理員、 

司機、廚師。 

        

       可親臨本中心 或致電  2467 1812  (梅姑娘) 查詢 

       地址: 屯門山景邨景樂樓8-10 號地下 

            

       填妥申請表格交回本中心或 傳真: 2462 3881 或 

       電郵:  tmde@elchk.org.hk 
 

 

            

          

        

mailto:tmde@elchk.org.hk


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活動 
健康講座 -  衛生署健康講座~足部平安-日常生活應用篇 
美食學問 -  復活節桂花糕製作 
復康活動 -  導向活動、每日運動班、認知訓練小組 
多元小組  -  透過共同學習、溫故知新、手工制作、文化藝廊、心得交流 
            的活動形式，鼓勵長者發揮內在潛力和所長。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護老者分享小組 

剛出院的長者身體活動能力往往有所減弱，使護老者無所適從，於照顧上不知
所措，徒添不少壓力，故此本服務定期舉辦護老者分享小組，除了讓護老者得
到更多護老知識，使照顧長者上能事半功倍外，亦讓一班同路人能共同分享照
顧長者上的困難，互相幫助，共同尋找出路。 

日期 2015年5月16日 
(星期六)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主題 心靈加油站之 

嘉言善意 

2蚊遊香港之 

暢遊馬灣 

時間 下午2:00至下午4:00 上午09:00至下午3:00 

對象 正接受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護老者 

舉辦/
集合 

地點 

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山景邨景樂樓地下) 

 

良景巴士站 

報名 請致電3767-7386與鍾姑娘聯絡 

日期 2015年4月11日 
(星期六) 

 

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 

 

主題 心靈加油站之 

健康樂悠悠 

 

2蚊遊香港之 

尋找九龍寨城 

 

時間 下午2:00至下午4:00 

 

上午10:00至下午3:00 

 

對象 正接受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的護老者 

 

舉辦/
集合 
地點 

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山景邨景樂樓地下) 
屯門西鐵站 

報名 請致電3767-7386與鍾姑娘聯絡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日期 2015年4月2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11:00 

地點 信義尊長會 

(屯門兆康苑商場二樓) 

講者 註冊社工陳賢匡先生 

對象 各服務單位會員 

聯絡人 請致電3767-7386與鍾惠珍姑娘或黃灝賢先生聯絡 

日期 2015年5月13日(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30-11:30 

地點 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山景邨景樂樓地下 

講者 衞生署外展服務隊護士 

對象 各服務單位會員 

聯絡人 請致電3767-7386與黃灝賢先生聯絡 

＊殯儀服務簡介 

長者選擇鞋履的方法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日期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11:00 

地點 信義健頤會 

屯門山景邨景榮樓地下 

講者 衛生署外展服務隊護士 

對象 各服務單位會員 

聯絡人 請致電3767-7386與杜惠芳姑娘聯絡 

日期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00-11:00 

地點 信義尊長會 

屯門兆康苑商場二樓227號 

講者 長者安居協會 

對象 各服務單位會員 

聯絡人 請致電3767-7386與鍾惠珍娘娘或黃灝賢先生聯絡 

壓力處理(三)面對失去、哀傷與死亡的壓力 

百變平安鐘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本隊護老者分享小組成員參與遊「遊年宵,辦年貨」活動,於新年行
大運,買了各種年貨,滿載而歸!!!  

小組成員又與新生會會員一同
製作椰汁糕,大家一同分享製
作成果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出院家居支援隊 
SQS 小知識 

為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優良的社會福利服務, 本隊會參考十六項服
務質素標準, 並會定期檢討政策。每期尊長報均會介紹一項服務質
素標準，如長者/護老者對有關政策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歡迎致電查
詢並可於長者手冊中的意見郵柬提出意見 
 
服務質素標準七 

--財務管理 

目的    

 確保機構有完善的財務管理系統,單位收支的處理方式一致。 

 確保財務記錄準確有效及可保障單位資產。 

 使各有關職員之權責更加清晰財政程序及運作，以達有效益及有計劃地

運用資源。 

現行政策 

 有機制清楚說明負責管理財政資源(包括財政資源的授權、委託及批核)及

監察財政表現的職員的責任和工作範圍。 

 參與財政決策過程的成員皆要向機構申報利益,避免職員與單位之間的利

益衝突的情況。 

 單位主任會負責處理來自其他提供資助團體的資源、捐款或禮物；在收

到金錢捐獻後會發出捐款收據。 

 在服務管理層督導及財務部會監察下有效地制訂其年度財政預算及確保

依照預算進行資源管理、並定期檢討和監察財政狀況。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屯門長者綜合服務 

電話：2467-1812 
傳真：2462-3881 
電郵：tmies@elchk.org.hk 

新界屯門山景邨 

景樂樓8-10號地下 

屯門醫院/博愛醫院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信義會長者 

出院家居支援隊 

電話：3767-7386 
傳真：3767-7387 
電郵：idsp@elchk.org.hk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 

屯門醫院康復大樓
二樓 

屯門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 

電話：2467-7040 
傳真：2454-4482 
電郵：tmehccs@elchk.org.hk 

新界屯門山景邨 

景榮樓15號地下 

屯門西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電話：2467-1812 
傳真：2462-3881 
電郵：tmde@elchk.org.hk 

新界屯門山景邨 

景樂樓8-10號地下 

信義健頤會 
電話：2467-2620 
傳真：2463-6689 
電郵：lhac@elchk.org.hk 

新界屯門山景邨 

景榮樓7-9號地下 

山景長者護理院 
電話：2467-6612 
傳真：2463-6689 
電郵：skca@elchk.org.hk 

新界屯門山景邨 

景榮樓二、三樓 

照護者培訓學院 
電話：3460-5242 
傳真：3460-5241 
 

新界屯門建榮街24-

30號 

建榮商業大廈7樓4室 

本會網址：www.elchk.org.hk/service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長者綜合服務 
 

 若不欲收取此刊物，請與本會有關單位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