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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appy with the unhealthy eating choices in Singapore,
best friends Charles Ng and Dionis Chiua set up Lean
Bento in Raffles Place selling low-caloried healthy meals
that promise not to stint on taste. Find out if the So Shi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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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欧南社区医院（Outram
Community Hospital）预计在2020年
竣工，届时可提供550个床位，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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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设计将以病人复健为重点，除了确保每间
病房内有足够的日间活动空间，也建有一个宽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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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花园，让病患练习上下车、园艺等日常生活能
力。
位于新加坡中央医院范围内的欧南社区医院楼
高19层，总楼层面积达14万6500平方米，当中包
括500个普通复健和亚急诊病房床位，以及50个慈
怀护理病房床位。
它也是本地首家设有洗肾仪器的社区医院。据了解，医院将设有
20至30多个洗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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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颜金勇昨早主持欧南社区医院的动土仪式，他在致词时
说：“红山是本地65岁或以上年长居民人数第2高的地区，前来中央医
院寻求治疗的病人年龄也越来越大，去年就有超过41％，或3万2000
个住院病人是65岁或以上的年长者。”
“这些病患更脆弱、有更多病症，也需要更长期的护理。但他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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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长时间住院，也希望能够尽快回家与家人团聚。因此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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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老

将急诊护理、中期护理和长期护理‘无缝隙’地连接起来，确保病人能够
迅速获得合适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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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南社区医院的地点，将确保那些原本在中央医院接受急诊治疗
后情况好转，但仍需长期护理的病患，得以更顺利地转移病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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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因此节省12至18个小时的转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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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护理模式重点在于为病患出院后的生活做准备，因此会在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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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接受住院治疗时，就尽早展开复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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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病房内的日间活动空间，以及设有各种复健仪器的屋顶花
园，欧南社区医院内也会有一个专为病患而设的日常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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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将模拟典型两房式组屋的居家环境，让病人在护理师的指导
下练习冲泡饮料、切菜和烹饪等日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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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熟悉一些能够协助年长者和残障人士
进行日常活动的最新居家科技产品，如帮助行动不便病患走路的机器
等。
为了让年长病患可以安心自如地到处走动，欧南社区医院也将确
保出入口、等候区、门诊室、公共空间等都采用亲乐龄设计。
欧南社区医院也会积极和社区伙伴展开合作，帮助病患在出院后
顺利重新融入社区生活。例如，HCA慈怀护理（HCA Hospice
Care）将在欧南社区医院内，设立居家慈怀办公处及日间慈怀中心。
这样一来，HCA慈怀护理的职员将更容易跟院方及医生沟通合
作，在病人住院期间就为他们做好出院规划。HCA与欧南社区医院也
可共享资源，加强双方的职员培训。
目前，本地已有5家社区医院投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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