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免責聲明	 1	

病房篇		
	 摔跌風險評估		 2	
	 探訪室介紹		 3	
	 探訪花園介紹		 4	
	 衣物穿著提示		 5

 外出探訪篇		
	 輪椅基本檢查		 6	
	 不要獨留病人	 7	
	 建議輪椅路徑		 9	
	 適當使用戶外設施		 10

	社區篇		

	 斜路上落小貼士		 11	
	 輕鐵站上落注意事項	 12	
	 乘坐巴士小貼士		 14
	 道路安全	 15

家居篇 	
	 家居安全		 16
	
鳴謝			 17	

預防摔跌小冊子目錄



免責聲明
本小冊子竭力提供基礎的預防摔跌常識，內容如有更新恕未能另行
通知。使用者請自行承擔使用所帶來的一切風險。

在未得同意下，不得擅自複印，派發，出版或作任何商業用途。

序言
小欖醫院於 2012 年 4 月成功搬遷新
址，並與屯門醫院弱智科合併，新院
址除擁有現代化設備外，本院的醫護
人員繼續為病人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和
教育資源。除現有的病人訓練活動，
也為住院病人家屬，照顧者及社區照
顧者提供教育資訊，以提升護理水平
和安全意識。

根據統計顯示，摔跌是引致殘障的原
因之一，除了骨折之外，也會引致一
連串的後遺症，長期影響智障人士身
心健康，甚至帶來生命危險。

為此，我們籌備了這本小冊子，目的
除了提供基本預防摔跌的資料外，也
介紹小欖醫院的探訪設備，輪椅使用
路徑，輕鐵站及巴士站輪椅使用設施，
以及家居安全等實用性資訊，希望此
小冊子能提醒照顧者在預防摔跌時所
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歐中男女士
小欖醫院部門運作經理（精神科）

小欖醫院作為香港唯一一所嚴重智障
及多種殘障成人的專科醫院，我們一
直以專業知識致力為智障人士提供優
質及全面的院內及社區復康服務。

由於智障人士的身體功能退化及骨質
密度較低，容易患有骨質疏鬆症及其
他疾病，即使輕微的跌倒也可能造成
永久傷害。輕微會有扭傷或擦傷；嚴
重時，則可傷及腰椎，腦創傷，骨折
甚至死亡，預防摔跌的確刻不容緩。

智障人士一旦骨折，康復期都較漫長，
骨折後長期卧床，活動能力受到限制，
更會令體力及自理能力倒退，影響生
活質素，更令家人憂心及造成負擔。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針對嚴重智障人
士提供院內及社區防跌的資訊，尤其
關於乘坐輕鐵，巴士及家居的防跌措
施，更能為智障人士的社區照顧者建
立安全管理概念，透過跨部門跨職系
的防跌系統，配合中英文字幕防跌教
育影片，更能將防跌資訊帶到每位照
顧者，相信能大大增加對預防摔跌的
印象和認識。

左思賦醫生
精神科顧問醫生 /	

新界西聯網統籌專員（弱智療養）



02 病房篇：摔跌風險評估

精神狀態

高危一族

三個月內曾摔跌 其他疾病影響 需要步行工具協助

靜脈注射治療 步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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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欖醫院各病房都會定期為病人進行「摔跌
風險評估」，閣下如對評估有任何疑問，可
向病房職員或主診醫生查詢



探訪室

探訪室可以提供舒適
及私隱度高的探訪環
境，閣下可善用院方
提供的各種資源，例
如枱、櫈及可借用玩
具圖書角。

探訪室設有呼叫護士
系統，讓家屬可以在
有需要時迅速得到護
士的協助。

03病房篇：探訪室介紹

院方非常鼓勵家屬使用醫
院提供的各種探訪設施。

椅

玩具圖書館

梳化

雜誌架



花園可以提供舒適自然的探訪
環境，歡迎訪客使用，一般病
房設有呼叫護士系統，讓家屬
可以在有需要時迅速得到護士
的協助。

04 病房篇：探訪花園介紹



如要外出，應
穿著有防滑坑
紋的鞋。

05病房篇：衣物穿著提示

衣服以輕便舒
適為主，尺碼
要合適，衣袖
不宜過長。

如有需要，請
配戴合適眼鏡。

褲腳長短要適
中，以免絆倒

穿 著 合 適 拖
鞋，以防摔跌	



06 外出探訪篇 : 輪椅基本檢查

1.

2.

3.

5.

4.

輪椅安全扣
是否有效？

腳踏
是否穩定？

輪椅支架
有沒有生銹？

剎車掣
是否運作良好？

大輪
是否足夠充氣，有否
鬆脫或變形？



07外出探訪篇 : 不要獨留病人

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獨留病人，以免發生危險！



溫馨提示：
•	 姿勢性低血壓－因姿勢改變造成腦部血液流量不
足，容易引起頭暈及全身無力，尤其是由平躺或久
坐的姿勢改為直立步行時最明顯。所以要站起來的
時候，動作要緩慢，給予身體慢慢適應。

•	 使用身體較有力的部分作支撐點，較乏力的部分可
使用扶手。

•	 請用較有力的腳作為力點，利用行人路扶手支撐身
體較弱的一邊。

•	 如果從輪椅下來步行的話，請先站穩，待身體適應
後才慢慢步行。

08 外出探訪篇 :不要獨留病人



請使用輪椅建議路徑，不要
為求方便而使用停車場道路，
以免發生意外！

所有建議輪椅使用的
途徑均貼有此標誌。

09外出探訪篇 : 建議輪椅路徑



10

使用探訪休閒椅的時侯，請保
持安全的坐姿，以免發生摔跌
危險。

探訪篇 : 適當使用戶外設施

請將輪椅停放在長椅旁，不要
放在通道中間。



11

輪椅 S形上落法
比較適合體力不足的照顧者，
可以省力及防止輪椅溜後或向
前衝而造成意外。

社區篇：斜路上落小貼士

（針對小欖醫院大門口對出的斜路）

要時刻留意
路面安全

上 落



每度閘門均有輪
椅停泊位置。 在車箱內輪椅應

停在指定位置，
將輪椅車輪鎖好
並繫上安全帶。

12 社區篇：輕鐵站上落注意事項

善用輕鐵站斜
路上落。

留意列車與
月台空隙。

在車頭上落，
方便車長留意。

候車時要鎖好
輪椅車輪。



13社區篇：輕鐵站上落注意事項

過輕鐵路軌時，用直行方法，
避免車輪陷入路軌。

上落行人路壆，要用力向下壓手推車柄再向前推，直到後輪碰到行
人路邊，再將輪椅拉起推上行人路。

1 2 3



14 社區篇：乘坐巴士小貼士

每輛巴士設有一張輪椅停泊
位置，如已被使用請等候下
一班車，或通知車長轉告下
一班車長預留位置。

當斜台板完全放下，
才將輪椅推上，可
請車長協助將輪椅
推入車箱內。

請使用前門上
落輪椅。

輪椅應以倒車方法落
車，不可以向前傾，
以免發生危險。

溫馨提示：

預早通知車長落車
站位置，	就可以讓
車長預備停泊斜台
板的位置。

輪椅應停在指定位
置，將輪椅車輪鎖
好並繫上安全帶。



15社區篇：道路安全

使用有輪椅通道指示
的公共設施。

避免走到陰暗地方。 時刻留意路面情況，避免使用
凹凸不平的行人路。

選擇路面寬闊和有扶手
的公共設施。



16 家居安全

有轆傢具要鎖好。

清除家居障礙物，例如電線、
雜物。

保持地面乾爽，可加防滑設施，
不建議使用可移動的布、地氈。
有需要可安裝浴室扶手柄。

保持室內光線充足，如有需
要，可安裝夜燈。

防滑墊

扶手

1.	 穩固高矮合適的傢俬。
2.	 將常用物品放在容易提取的位置。

溫馨提示：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毅置安居宿舍

小欖醫院參與同事

顧問
左思賦醫生	
精神科顧問醫生 /新界西聯網統籌專員（弱智療養）

歐中男女士	
小欖醫院部門運作經理（精神科）

預防摔跌小冊子工作小組 :
岑蓮還										病房經理（精神科）
陳秀麗										資深護師（精神科）
伍耀誠										註冊護士（精神科）
沈小微										註冊護士（精神科）
譚麗華										註冊護士（精神科）
張加如										登記護士（普通科）
周志隆										登記護士（普通科）

17鳴謝

新界西醫院聯網病人啟力基金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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