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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開始前，討論了以下內務事項：  
 
1）如果家人有興趣膫解更多有關家人委員會的信息， 你可以從 ‘家人資源網頁' 獲得有關

信息如:  本會章程及職權範圍, 行為準則, 本會的宗旨, 過去的會議議程和會議記錄。 
2) 本會非常歡迎並感謝家人會員的幫助、支持和投入。  
3) 本委員會是由義務的董事會成員管理。 董事會成員會盡快回覆你們的電子郵件 。 
4) COVID 19 ：為了保護每個人的安全，本委員會強烈建議所有訪客 當他們在華宮護老院

內時，應該戴上口罩。注意手部衛生也很重要。  
 
================================================================ 
 1. 歡迎並認識新會員  
 
* 參加者自我介紹並歡迎新成員。  
 
 今天看到這麼多的與會者，主席 Francisca 為本會感到非常自豪和高興。 
 我們收到了許多家人對華宮護老院和本委員會的積極反饋。 
 
 2. 核准議程和 2021 年 12 月 4 日會議紀錄 
 
 - 由 Winnie 動議，Sidney 附議，會議核准上次會議紀錄。  
 - 由 Winnie 動議，Po 附議，會議核准 4 月 16 日的議程。 
 
 3. 華宮行政公告和更新 
 
 Szuchi - 華宮院長 
 “很高興在這次會議上再次見到你們以及許多新面孔。我們相信，只有家人時常陪伴在

側，華宮才能真正成為長者的家。看到家人的熱情和真誠，讓我們深受鼓舞。 我們非常

重視與家人委員會密切合作的機會, 與家人成為夥伴 。 讓家人了解我們如何改善本院的護



理文化和護理系統，並使華宮成為長者們過著有意義生活的地方。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在家人的幫助和支持下，我們為華宮長者們提供不同的長期護理體驗而努力。”    
 
Gladys - 社工： “我是這裡的社工之一。我從周二到週六在辦公室為長者及其家人提供服

務和支援。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告訴我。我會盡力幫助您。”  
 Gladys： 
 - 探訪指南：探訪時間為周一至週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6 點。星期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每週一次快速測試，請保持在探訪時間。  
 
 
 1) Szuchi:  COVID 更新  
 
 - COVID 限制已經放寬，並且人們認識到長者需要家人支持。 華宮將保持探訪開放，並

要求家人合作以降低風險，因為老人家年老體弱，不能承受感染。我們希望所有訪客都戴

上口罩，即使是在住客套房內。關於 COVID 仍有很多需要學習，因此我們要求所有家人

繼續自我監測症狀。如果您不確定自己的症狀，我們要求家人在家中使用快速檢測排除 
COVID，即使您已在 Villa Cathay 進行了每週檢測。我們敦促家人對篩查人員保持透明，

以確保本院所有長者的安全。請待在家裡，直到你完全從所有症狀中恢復過來。  
 
- 9 樓的 COVID 疫情更新： 
不幸的是，4 月 13 日，9 樓的兩名長者檢測呈陽性。隨後，在 4 月 14 日又有一名長者檢

測呈陽性。現已遵從包括隔離等的 COVID 防疫措施。一天前又再採集了四支拭子，今天

（16 日）又採集了三支。結果待定。 9 樓的 12 名長者一直處於隔離狀態，直到症狀消

失，包括那些檢測呈陰性但出現症狀的老人家。額外的護理助手正在輪班以提供足夠的護

理。在解決 COVID 之前，在 9 樓工作的員工只能在 9 樓工作。探訪仍然繼續，但被隔離

長者的訪客必須遵守飛沫保護協議。我們感謝所有與我們合作的家人，以確保我們的長者

安全。追踪接觸者很困難，因此我們無法確定傳播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以專注於控制病毒

傳播和幫助老人家康復為重。 
  
問答： 
 - 新會員感謝院長 Szuchi 和她的團隊在 COVID 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 問題 1：如果一位老年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該樓層的所有長者都接受檢測嗎？  
 
 - Szuchi：現在不行，我們只允許對有症狀的長者進行測試。每天進行兩次症狀篩查，每

天測量 3 次體溫。 
 
 - 問題 2：COVID 檢測呈陽性的長者是否仍允許訪客？  
 
- Szuchi：我們不能限制探訪。我們只能鼓勵家庭考慮是否需要探訪 COVID 檢測呈陽性的

長者。  
 



2) 遠程醫療： 
在 COVID 之前，家人通常會為長者安排專科醫生診症的。但是 COVID 改變了很多醫療

護理的程序。在 COVID 之後，遠程醫療成為一種常見的醫療保健選擇。對護士參與專科

醫生診症的期望開始出現。正如我們所知，專科醫生診症通常需要 45 分鐘到一個小時。

但是，值班護士被指派照顧大約 26 至 32 名長者。這成為一個挑戰，因為其他長者也需要

值班護士的關注和照顧。我們意識到要求值班護士陪同整個專科醫生診症時段，是不可持

續的。我們希望家人能理解，值班護士將陪同長者與專科醫生會診的時間只有 10 分鐘。

所有相關的醫療報告及資料將在預約前提供給醫生。目前，由於新冠疫情、西苑的開放和

新護理人員的培訓等工作，華宮領導團隊成員無法抽出時間參與這些專科診症。我們將在

六個月後再評估我們的安排和能力。我們必須在這個問題上保持透明，如果這安排讓一些

家人感到失望，我們深表歉意。 Szuchi 向我們保證，在遠程醫療診症期間，將一如既

往，安排家人與長者一起會見專科醫生。  
 
3) 長期護理院中對長者的限制需要評估和家人同意。限制措施包括使用任何化學、機

械、電器、物理或其他方式來控制（限制）長者的行動自由。有時這些被認為是監管要

求，例如使用藥物使長者平靜或鎮靜，安全帶或傾斜輪椅作為安全定位裝置。無論是為長

者安全為理由也好，或是根據許可規定，護理院都需要得到家人代表或替代決策者的同

意，請他們每年為所需使用的每種設備簽署同意書。 
 
 4) 長者的家庭醫生並非為華宮所聘請。醫生在辦公時間以外，設有一個電話聯絡系統。

醫生下班後，如果長者的健康狀況有任何變化，值班護士將與電話值班醫生聯繫。 
 
 
5) & 6) 這兩個項目是相關的。在過去的 6 個月，天花板吊機、吊索的使用和長者安全轉

移的建議一直列在家人委員會的議程上。我們認識到要 '實踐持續' 良好表現方面仍需要改

進。 在去年 10 月和 11 月左右，華宮的康復團隊和教育團隊已開始了系統的審查，護理

教育也包括了長者安全轉移和處理工作。我們還更新了有關長者使用適當吊帶的臨床評

估、資料和護理計劃。許多長者已經從衛生吊帶改為通用吊帶。也因此我們在上一次會議

中提到了無障礙服裝的話題。 華宮提出通過社工 Gladys 幫助長者訂購合適的無障礙服

裝。工作人員還整理了一份資料，詳細說明了不同類型的無障礙服裝和供應商信息，可供

家人作直接選購的決定。 
 
 7) Szuchi 感謝家人為華宮提供意見。調查問卷表已收到。華宮董事會專注於徵求意見及

通知其策略部門。 
 
 4. 公開討論、提問、交流  
 
a) 萬能吊索研討會準備就緒後，將通知所有家人。  
 
b) 口腔護理已列入家人委員會的改善護理建議清單。本月初，早餐時間已推遲 20 分鐘，

這樣安排將使護理人員有時間為長者進行適當的早晨口腔護理。當然，這個改變會影響所



有員工的工作流程，並且有時會帶來挑戰。改變早餐時間有助於促進成就以長者習慣喜好

為要的早上護理程序。這一小步加強了我們對 '以人為本'的護理信念。 
 
新加入會員: 這是華宮的一項重要舉措和積極主動的做法。向 Szuchi 和所有華宮員工致

敬。 
 
c) 新來的家人覺得很難識別護理人員、護士或護理助理，因為口罩後面的工作人員看起

來非常相似。家人提出了各種有創意的方法，帮助識別工作人員 ，避免尷尬情況出現。 
 
"認識你的護理團隊” 將列入下次會議的議程。 
 
d) Szuchi 告知新來的家人，家人委員會的會員義務帮忙清潔西苑 3 樓和整理被褥。  
 
e) Szuchi 希望新來的家人就他們初到華宮的體驗提供意見，例如什麼效果好或效果不好。 
 
 f) 一位資深家人委員會成員感謝 Francisca 為本委員會所作的努力和供獻。做得好， 
Francisca ! 
 
 5. 下次會議日期 

 

      2022 年 6 月 18 日 - 暫定。 
 
 6. 會議休會   

    

  會議於下午 4 點 15 分左右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