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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源安老 帶動服務新力量

支援護老‧刻不容緩
人口老化引伸的長者照顧需要已是當今社會一
個迫在眉睫的課題。社區不時發生護老者因難
抵照顧壓力，而傷害自己和被照顧的長者；又
不時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因迷路而釀成慘劇，甚
至引發家庭矛盾。據報章報導，單在2017年
裡已發生了三宗令人惋惜和傷感的悲劇：一名
老翁因抵受不住照顧壓力，殺死中風的年老妻
子；一位兒子因對生活失去盼望，先殺死患病
母親然後企圖自殺；又一名中產丈夫因承受不
住患認知障礙症妻子的情況持續轉差，殺妻後
輕生。每宗慘劇的背後，都道盡了護老者和認
知障礙長者不為人知的苦況和辛酸，亦浮現出
社會對他們支援的不足。其實這幾宗個案只是
冰山一角，隨著人口老化和認知障礙症患者的
數字不斷上升，不難預見護老者在未來所承擔
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因此，社會必須及早作
好預備，攜手同心，為有需要的護老者和長者
提供適切的支援和協助。

三層服務‧貼心同行
因應社會福利署新撥的資源，增設認知障礙症服務及有需要之護老者服務各一名社工和一名照顧
員，並為有需要之護老者提供長者暫托服務，減輕照顧者壓力。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早在2016年已試行「智友醫社」計劃，透過醫社合作，為認知障礙症長者
及其家人提供訓練及護老者支援服務。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亦正積極籌備相關服務，
預計2019年5月推行，以滿足社區的需要。除此之外，明愛安老服務轄下的十二間長者中心及長者
社區中心，更初步訂立了一項「三層服務的模式」回應護老者及認知障礙長者的需要，這三層服
務包括：第一層 – 預防性（推行講座、街展、工作坊、服務諮詢、轉介或申請等）、第二層 – 
支援性（舉辦不同類型的互助、減壓或訓練小組、陪老、暫託服務、義工支援等）及第三層-治療
性（長者及護老者輔導、治療小組等），透過專業社工對長者或護老者的初步了解及評估，識別
一些有需要的長者或護老者，按其所需，提供全方位的支援及協助，期望能與他們同行，在護老
過程中共尋新方向。

安老服務目標是讓長者能夠
有尊嚴地生活，並為他們
提供適當的支援，以實踐
「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
有所為」。2018年10月，
政府推行一系列新措施以加
強安老服務，實行以家居及
社區照顧為重點，院舍作
為輔助的方針支援體弱長
者。以下為大家簡述有關的
服務措施。

專題文章 ￜ 新資源新服務 崔允然先生、何沛欣女士
高級督導主任

社工走訪區內接觸長者及護老者

支援護老者

走進社區‧連結力量
不少護老者和認知障礙症長者因著不同原因，例
如：不認識社區資源、對服務有所誤解或其他個
人理由等，在面對困難時也不會主動求助，甚或
不懂得尋求協助。針對這方面的情況，中心服務
將加強以外展的形式，由社工夥拍義工在不同
時段走進社區每一個角落，主動接觸護老者和長
者，以及聯結社區內的重要伙伴，如：商戶、診
所、互助委員會、村代表、屋邨管理公司等，一
方面了解護老者及長者的需要，傳遞服務的訊
息，並提供適切的協助；另一方面則透過服務推
動社區攜手合作，為有需要的護老者及長者，提
供支援，建立關愛社區。

【長者中心篇】

運用平板電腦為長者提供認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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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ￜ

要實踐「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除了需要完善的福利配套和政府的承擔外，確實需
要你和我的參與。「預防勝於治療」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及早識別你的親友和鄰舍有否存在高危
長者和護老者，適時及適切的介入，能幫助一個家庭逃出困境。長壽和人口老齡化是不爭事實，
對醫療系統造成負荷，外展醫生和專科醫療人員進入安老院舍，能提供第一線的評估和治療，有
效分流公共醫療服務外，亦能快捷地為體弱院友提供即時幫助。在安老新資源帶動下，需要我們
一同攜手合作，建構一個敬老、愛老、護老的社會。

言語治療師為院友進行
口肌及吞嚥評估

言語治療‧提升復健
因中風、認知障礙症及腦部病變影響，病者通常出現不同程度的吞
嚥或言語困難。過去有關院友一般需經醫生轉介，到醫院的言語治
療專科跟進，排期平均需時一個月。針對長者對言語治療服務的需
求，政府首撥資源，讓津助安老院舍增聘言語治療師或外購服務以
提供復健性及治療性的言語治療服務。

明愛安老服務亦聘請了言語治療師及額外聘請復康員，協助言語治
療師推行個人及小組訓練。言語治療師會定期探訪有需要長者，除
提供治療外，亦為單位職員及護老者提供諮詢服務、言語和餵食訓
練及舉辦教育活動，定期檢討訓練進度。針對個別院友吞嚥能力，
檢視及調整膳餐類別及餵食技巧，亦為剛進行鼻/胃管餵飼院友定期
評估、測試吞嚥能力及持續訓練，以圖能恢復口部進食的能力。

外展醫生‧進駐院舍
政府為全港所有資助安老院舍增撥資源，提高外展醫生到診次數，為院友進行基本的身體檢查、
治療及流感疫苗注射，積極應對季節性流感及其他偶發性疾病。這措施不單便利院友減卻因看診
而舟車勞頓，亦為院舍職員提供病理及突發事故的諮詢和介入。院友遇上跌倒而受輕傷，出現疼
痛、瘀傷等，外展醫生能發揮即時作用，協助基本身體檢查和跟進，大大減低體弱院友輪侯及進
出醫療系統之苦。

利孝和的團隊培訓
現今的社會服務，除了資源不斷增加、設備持續優化外，作為提
供服務的最「前線」職員，也要不斷裝備自己。最近利孝和護理
安老院及富東苑都邀請了心理學家唐敏忠博士於兩院分別為前線
職員及專業同工舉辦了「如何應對有要求的服務使用者培訓」。
唐博士運用心理學說去解讀現今服務使用者及家人的要求背後的
原因，教導社工如何逐層拆解服務使用者的訴求或了解問題行為
背後的成因，無疑是加強了社工在應對上的學問和技巧。至於前
線職員，唐博士亦教導員工當遇到工作壓力或不如意時，嘗試運
用「脫身法」，讓自己先站開一步，用冷靜的角度去檢視事情，
反問自己「如果我是當時人，我是否也有同樣心情？」。不同團
隊所面對的問題也不同，心理學家聆聽同工申訴的同時，也教授
同工如何處理，明白及舒解自我心情，對職員在提供服務時的心
理質素肯定相得益彰。

富東苑的團隊培訓
“快樂是陽光普照的清晨　快樂是流水美妙的音韻
    快樂其實分分鐘把您等　只要您識得點去搵……”
經 過 小 組 室 ， 聽 到 房 內 傳 來 歡 樂 的 歌 聲 ， 正 在 唱 許 冠 傑 的        
「快樂」。

在院舍飯堂午膳時，聽到同事對話。同事甲：「點樣做人可以開
心啲？」同事乙答：「你無聽書咩!？你想開心咪會開心囉。」

以上是臨床心理學唐博士為富東苑庶務及廚師組提供團隊培訓期
間的一些片段。服務員及廚師肩負起全院的清潔及膳食工作，
責任實在不輕。團隊合作性及員工的精神健康也是院舍關注的範
疇。在此背景下，院舍邀請了唐博士為院舍提供團隊培訓。

唐博士以如何開心工作為引導，從而帶出團隊合作及溝通的主
題，輔以特別安排的茶點，與團隊渡過了四個下午的快樂時光。
以下是團隊培訓後部分隊員的感想：

「在參加小組的過程中，有機會學習到如何與不同性格的人相
處，發覺原來自己在過去的社交中不自覺地設置了界限。完成小
組後，在人際交往方面明白到要懂得尊重及接納，並會努力將之
應用於與同事及院友的相處中。」

心理學家與同工就著不同個
案細緻分析箇中原因或性格
問題，讓同工掌握知識；同
工之間互相討論，在事例分
享中，讓同工帶來多種角度
的分析，不論是工作手法和
學習文化上也有新的衝擊。
而工作坊令大家有反思的機
會，為同工帶來另一種的思
維模式，也有助調整自我的
心態，去面對現時要求與申
訴並行的社會服務。

社工於課程後感想

精彩特格 ￜ 何少敏		明愛富東苑院長
蘇靜茵 	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	社工

同事學習態度積極，再加上
組織講座培訓的同事大力支
持，再進一步提升同事的認
知和工作能力的機會是肯定
存在的。重點是持續進修的
決心是否能持續

唐博士寄語

唐敏忠博士(William	Tong)
用心為同事設計實用課程

【安老院舍篇】

新資源新服務

從心理角度出發團隊培訓：

總
結

安排地區醫生提供院舍到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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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特格 ￜ

復康用品方面，獨立的便攜式系統投
射到地板上，一個響應手勢和動作的
系 統 ， 可 在 任 何 表 面 上 創 建 動 態 圖
像，此等遊戲機包括300多個元素，
可 通 過 引 人 入 勝 的 內 容 激 發 ， 刺 激
語言、身心發展，鼓勵積極參與，增
加團隊協作，它是一個視聽效果的寶
庫，旨在刺激，吸引和放鬆。

交互式地板投影機

單車遊世界

生命不會無窮無盡，在有限時光活出
姿采，晚年得到妥善照顧、保持活
力，對優質生活的要求始終不變。

老大難挑戰
面對人口高齡化的情況，正如
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在網誌
所言，香港面對「老大難」的
挑戰，包括土地及人手。根據
2017年的資料顯示，資助安老
院平均有約18%的個人護理員
空缺，當中過半數的護理員已
年過50歲。

未來誰照顧我們
預計到2041年，將需要多3倍
的個人護理員。而香港整體勞
動人口，卻可能會由2023年起
開始下降，因此，要減輕人口
高齡化所帶來的種種壓力，其
中一個解決辦法，就是鼓勵善
用樂齡設施或科技。

一軟一硬
     互補共融
除了人材培訓外，安老院舍亦
透過新意念，新設施，一軟一
硬，互補共融，亦感謝各基金
會慷慨捐輸，新設施有助同工
精簡流程，盡量減省不必要的
程序，把資源重新集中在服務
使用者上，例如 :

院 舍 優 化
服務新體驗

可輕鬆變換的電動輪椅護理床

嗚謝利希慎基金、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何張淑婉慈善基
金，送贈此輕鬆變換電動輪椅護理床，此護理床只需一名護
理人員便可完成轉移輔助，節省轉移時間。另外，轉移輔助
效率的提升，減輕護理人員的身心負擔。期望先進設備有助
於吸納新護理人員入職，提升工作效率，明愛轄下九間院舍
已全部增設此床。

防跌從家居設施做起，此物
料源自日本，比普通地板厚
大概6毫米，內部由微粒組
成，能吸收因跌倒而產生
的撞擊力，對於高危跌倒院
友，除了日常護理照顧外，
吸震地板可減輕由跌倒引致
嚴重受傷，例如骨折及腦震
盪，舒緩對公立醫院處理因
為跌倒引致的醫療壓力。

陳詠怡院長
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吸震地板

嗚謝周大福慈善基金、何張淑婉慈善基金、利
希慎基金送贈天花軌道式助移機，能有系統轉
移並保障體弱院友，靈活而穩定，配合吊衣，
前線同工易於操作使用，提升院友的舒適度，
明愛轄下九間院舍已全部增設此助移機。

天花軌道式助移機

為提升院友復康潛能，提供互動式虛擬自行
車之旅，增加了運動的樂趣。在許多十字路
口，長者可以在旅遊中左轉或右轉，他們提
供一系列世界沿線路線，例如荷蘭風車沿線
的路線，日本盛開的櫻花樹，或阿姆斯特丹
運河上的划槳船。長者一邊做下肢運動，一
邊看不同各地的風景。

天花軌道式助
移機加強院友
及職員安全。

單車遊世界增加
了院友做運動的
趣味和投入

	恩暉苑安裝吸震地板，讓長者
跌倒風險減少

	可變換電動輪椅護理床，輕巧易用。

交互式地板投影機讓認知障礙院友得到多元刺激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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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特格 精彩特格ￜ ￜ黃麗華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社工

白玉珍
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  社工

導盲、創夢
「我們都明白許多居家長者因受到體弱身體限制而未
能夠與人接觸，亦有些長者因未能接受個人體弱老化
狀況而拒絕走出社區，所以我們目標是引領他們走出
房間，發展自己、重拾自信…」

一群經過專業培訓後的「友里Guide導」義工憑著對
「導盲」信念，浩浩蕩蕩地走入長者居所，引領眾體
弱長者、院舍長者及失明長者走出社區，認識社區設
施與自身關係，共同參與建構長者友善社區，宣揚關
愛文化。

「友里Guide導」計劃特色是從「社區」宏觀角度出
發，致力改善社區對長者造成障礙的設施，以「人
本」為內涵，融入專業支援、鄰里互助、老有所為等
元素，連結地區領袖、青少年及社區人士透過一系列
「鄰里網絡行動」促進鄰里間互相學習，通過家居安
全、藥物管理等技巧提升長者居家智慧。我們致力推
行「友里互助學堂」，藉種植、音樂舞動、藝術創作
和表演等知識互相傳授﹔一起移走體弱長者「內在」

和「外在」障礙，鼓勵體弱長者敢於創
夢，突破自我限制，重新認識個人潛
能，肯定自我價值。    

            

快樂、正能量                             
「我身體又唔好，成日係屋企好悶，鬱
住鬱住…自從有義工上黎同我傾計，教
我打非洲鼓，將d唔開心嘅嘢，打左出
嚟，個人開心咗好多!」

一個患有抑鬱症體弱長者參與計劃後，
學習釋放內心鬱結，重建與人愉快相處
關係。我們又運用「傳統月曆」盛載
長者快樂的回憶，使失明長者和有情
緒困擾體弱長者記載著滿滿的正能量，
讓他們生命重拾希望和祝福，透過互動
分享會將他們重拾自信後的正能量帶回
社區，移除社會人士對體弱長者「被照
顧」形象，重新正視體弱長者能力，締
造關愛互助社會。

我們不受「計劃完成」限制，繼續將
「友里Guide導」信念融入社區，持續
以「掃盲」為目標，積極實踐「老有所
為」的核心精神。

友里Guide導

我們承諾「掃
盲」為目標，
以愛服務，締
造希望

實至名歸，Yeah！

耆鄰舞動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這句耳熟能詳的說話陪
伴著我們成長，似乎把長者的貢獻都置框在家
庭裡，現請大家容讓工作員改寫這句啟示為 : 
「左鄰右里有一老，家家戶戶就有寶」。

「耆鄰舞動遍城河」之耆鄰是麒麟之諧音，代
表長者與鄰友一起合作起動，為沙田區帶來
仁愛與瑞祥的意思。因此長者絕不是社區的負
擔，而是為居民帶來福澤與恩德!

計劃承蒙社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贊助，由
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去
鼓勵了666名長者、親友、孝和大使(離院院友
之家屬)、青少年、第三齡人士、宗教朋友、
社區義工、和外傭姐姐等一起曬製傳統健康食
品諸如: 陳皮、菜乾，然後藉關懷探訪行動，
將曬製食品送贈沙田區內人士，以廣結鄰友，
送遞祝福﹔不單將中國傳統文化承傳開去，更
實踐長幼共融、老有所為的精神，繼而進一步
建設院「社」共融、長者友善社區的概念。

此外計劃亦鼓勵參加者探索生命的意義、透過
生命禮集、寧安雅座、預前叮囑和家庭照的拍
攝等去實踐四道人生。計劃更推動參加者製作
愛心花朵和慰問卡去支援逝世院友的家屬，進
一步將生命關顧服務提升。同時還邀請了中醫
師和香薰治療師訓練後輩替長輩作香薰按摩，
藉以改善彼此溝通的質素。

最後計劃幸被評獲「全港最佳院舍服務獎」，
肯定了參加者的付出，確認了「活到老」、
「學到老」、「貢獻到老」的精神，起了莫大
的鼓勵作用，右邊是部份參加者的心聲 :

孝和大使和親友委員會代表的心聲 :

「耆鄰舞動遍城河」計劃
‧		自己有份參與其中感覺很開心，特別是生命禮集的完成有
極大意義。拍攝「預囑」片，可以有準備地交待予親友，
覺得很開心。

‧	與學生，後生仔一齊開果皮好開心，覺得自己都後生咗。

院友心聲 : 

得獎後感受: 

‧		老人院的院友有機會挽回昔日光輝的回憶，曬下柑皮和白
菜使他們感到好滿足和快慰。

‧		生命之旅及寧安雅座，讓院友重新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

社區及堂區義工心聲 :

拜訪了隱蔽長者的家，送
她果皮和菜乾。跟我們一
起去的老人家和姑娘也對
我們很客氣，很友善。

國際學校同學的心聲 :

2018「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2018「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全港最佳院舍服務獎─

親友心聲 : 
在活動過程中，我發覺原來老人家看
生死比我開通豁達，她（他）們想知
多些、看多些和為自己計劃。同時，
老人家亦樂於分享經驗和關心他人，
甚至不認識的人。
我覺得這些活動很有意思。

‧		一直覺得在護老院推行此活動有一定難度，但原來只要堅
持信念、上下同心，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將不可能變成
一個奇蹟！在此向曾為這計劃傾力付出的有心人致敬，給
你們一個LIKE！

‧	去年有兩位都有一隻手癱瘓了的院友一起合作製作禮品，我
有一隻手，你也有一隻手，合起來便是一雙健全的手。堅强
的意志，深令人感動。祝2019再接再勵。

老友記學習非洲鼓，
將內心不快打出來！

「愛程大使」完成七節，學懂「四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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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特格 ￜ 關小玲
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護理關懷天使》
護理關懷天使嘉許禮2018已於11月9日假社聯禮堂順利舉行，當日
近100名安老院舍前線同事出席午宴及接受嘉許，其中包括12位來
自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明愛麗閣苑和
明愛富東苑。
社聯早前獲得60間院舍提名107位傑出前線同工，經面試評審甄選
後，有19位前線同事將到日本考察及交流，明愛院
舍當中有3位同事獲得此機會，衷心祝賀他們。
以下是各得獎者的心聲：

      吳海霞
初 時 ， 同 事 有 取 笑 我 是
『新手助人』協會會員，
主 管 常 有 提 點 我 工 作 態
度，亦有教導我助人即是
助己的精神，同事之間相
處融洽。工作除了有工資
外 ， 對 我 來 說 是 一 種 享
受。

嘉許禮2018

副院及團隊送上蘋果和賀卡祝賀得獎
之護理關懷天使和伙伴

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

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明愛麗閣苑

      張雅麗
每 踏 一 步 ， 感 覺 清 晰 新
鮮 。 在 照 顧 長 者 的 過 程
中，使我體驗到父母從小
照顧及教育我的辛勞，覺
得工作意義特別重大。得
獎後，更得同事及家人的
認同。令我能獨立應付日
常的護理工作。

      阮月琴
初入行護理行業，覺得這份
工 作 很 有 意 義 ， 可 以 幫 到
人。能獲獎很開心，感覺到
其他人對前線護理行業的尊
重。亦多謝同事分享經驗，
學習如何用心與院友及同事
溝通！

      何貞
很開心，能獲得別人對自己
的工作表現欣賞及認同是很
重要的。一定要用「心」去
做，用「心」去感受院友的
心情及其處境，溝通好D，院
友開心D，自己都做得開心！

      黃俊軒
感謝機構的推薦，當中參與
不同以生命為題的活動，令
我更明白生命可貴，對我鼓
勵很大，未來我會更努力在
業內工作。

得獎者比Like大家，
互相鼓勵。

恭喜兩位可入
選去日本交流

獲 得 嘉 許
狀 ， 來 個 開
心大合照

明愛富東苑
       陳楚玲(保健員)
能夠得到嘉許和入選日本
考察交流團十分感謝院長
和副院長提名。我了解到
不同機構也面對相同的難
處和困難，專業人員中吸
取了相關護理知識和專業
技能。我會繼續努力，繼
續認真學習專業的服務。

       潘飛龍(保健員)
剛入行什麼都不懂。慶幸院舍同
事都很包容我、愛護我，教導
我，特別要多謝其中一位資深護
理員和保健員。在繁忙的工作
中，我學會了什麼是人性化，什
麼是尊嚴和尊重。為長者服務
時，他們亦同時提供了工作滿足
感，成為我人生的一部份。

       江貝貝(護理助理)
從事護理工作約一年，但我已經有
很多難忘經歷。在院舍學習了很多
護理知識，我認為自我增值是一個
踏進護理界的必備條件，冀望日後
能夠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余月顏
雅麗是一位新入行的小妹妹，遇上
我們一班資深同事，充分體現了團
隊精神。同僚間互相支持﹑扶助，
使護理行業不再被視為厭惡性。

      林潔愛
這個獎項讓我打了一
支強心針，使我更肯
定在這行服務。朝著
去日本交流為目標，
可成為我和同事的動
力。

      袁木蘭
感到作為年青一代服
務長者是一件十分驕
傲的事情，能被社會
關心我們的工作與身
心靈感到窩心。

      李佩嫻
獲選嘉許為“天使”
深感殷喜榮幸。喜樂
的是能結識其他護理
同工，分享了大家護
理路上的生活點滴，
並 肩 而 行 為 院 友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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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特格 ￜ院舍糊餐 敖巧兒
明愛盈水閣		院長

第一階段：學習篇
為提昇廚師及廚房主管認識推展軟餐
的理念及實務製作技巧，舉行了「精
緻軟餐製作及分享會」，邀請了香港
食品管理人員協會註冊導師謝金波先
生，及文化村長者用品公司:日本食
倍樂導師，即場示範及講解利用不同
食物或酵素令糊餐塑形及變軟，增加
長者重拾尊嚴與喜悅去享受食物。

第二階段：推廣篇
廚師及主管接受訓練後，於院友及家人親友的
會議中宣傳「緻愛餐膳」服務理念及進展，增
加各人對服務的認識及認同。明愛盈水閣應
邀出席新界西醫院聯網社區醫療座談會－老
「友」所食在院舍，分享院舍回應吞嚥困難及
體弱院友設計的「緻愛餐膳」服務，推廣予同
業。

第三階段：實戰篇
各院舍經過接受訓練、對長者宣傳及
積極嘗試烹調「緻愛餐膳」後，各院
陸續於服務中為有吞嚥困難的長者提
供精緻的糊餐服務，令各人可享受美
味的食物。

資料來源：
Abbey, K., Wright, O., & Capra, S. (2015). Menu Planning in Residential Aged Care--The 
Level of Choice and Quality of Planning of Meals Available to Residents. Nutrients,7(9), 
7580-7592.
Cassens, D., Johnson, E., & Keelan, S. (1996). Enhancing Taste, Texture, Appearance, 
and Presentation of Pureed Food Improved Resident Quality of Life and Weight Status. 
Nutrition Reviews,54(1), S51-S54.
改善安老服務質素，言語治療普及化必不可少.香港01港聞撮要自https://www.hk01.com/

糊餐大躍進：
緻愛膳餐

隨著長者身體機能轉變，咀嚼及吞嚥能力的
退化，牙齒問題等等，在一些中風的長者當
中，有二至四成的患者會有不同程度的吞嚥困
難。根據研究報告，50歲或以上人士有百分
之二十二有吞嚥障礙；安老院舍院友更可高達
百分之六十八，情況令人關注。因此不少入住
院舍的長者，需要轉吃糊餐及碎餐，傳統的糊
餐製作主要是把餸菜運用攪拌機打成糊狀，形
成較為濃稠的液體食物，雖然在味道及營養上

與普通餐膳毫無分別，但在觀感上卻令不少
初轉糊餐的長者為之卻步，食慾大減。學者
Cassens（1996）指糊餐的賣相直接影響長者
的進食情況，故此改善糊餐的外觀，有助加強
長者進食的意慾，提昇他們的營養吸收及改善
體重情況。

明愛安老服務於院舍內也大力開展「緻愛餐
膳」服務，期望為長者帶來「食得是福」的生
活。

於膳食委員會議中宣傳「緻愛餐膳」服務

於膳食委員會議中宣傳
「緻愛餐膳」服務

日本食倍樂利用酵素製作
軟糊餐

舉行「精緻軟餐製作及分享
會」

於老「友」所
食在院舍－分
享緻愛餐膳

明愛盈水閣製作的
三色蛋、蓮藕炆豬肉

明愛利孝和護理
安老院製作的甘
荀青豆蓮藕雞肉

明愛富亨
苑製作的
炒蛋青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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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訊天地 ￜ從離醫回到社區 袁淑莊 明愛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高級督導主任
葉嘉寶 明愛離院支援隊社工

離院長者

綜合支援計劃
服務背景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由勞工及福利局撥款資
助，於醫管局轄下的區域醫院推行。此計劃以
醫院及非政府機構協作模式運作，為評為高風
險的長者病人提供一系列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以改善長者及護老者的照顧能力，減少長
者非必要入院情況，回應社會上對醫護及離院
後之復康服務之需求。

香港明愛安老服務成功取得明愛醫院3年(1-4-
2018至31-3-2021)的營運權。

團隊由社工、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及支援同工組成的團隊，與明愛醫院「出院規
劃隊伍」的同工合作為深水埗、長沙灣、石硤
尾區等高風險長者病人提供服務，為他們訂製
離院照顧計劃、舉行定期個案會議、檢討成效
及建議終止服務。

申請方法
個案由明愛醫院內的「出院規劃隊伍」轉介。

具體服務內容
經轉介及合符評估資格之長者，按其實際需要
配對以下服務：個人護理、洗澡、家務料理、
護送覆診、代購/遞送、膳食送遞、個人看顧、
認知訓練、家居環境評估及改善、物理治療、
藥物管理、護老者訓練/支援、輔導/轉介、善終
服務轉介、電話查詢、24小時緊急支援、轉介
暫托服務等服務。

罹患惡疾的梁生自上年初一直進出醫
院，情況時好時壞，更一度未能用口進
食。一直陪伴在旁的梁太不離不棄，多
次陪伴丈夫進出醫院進行治療，後來梁
太因日夜照顧而出現腰椎問題，頓時不
知所措。

幸好在梁生留院期間經出院計劃轉介到
離院支援隊，以支援梁生出院後共八星
期的家居服務，大大舒緩了梁太的照顧
壓力，並減低再次入院的機會。離院支
援隊提供一連串的服務介入，包括安排
吞咽治療，送飯服務，並針對梁生因步
履不穩，容易跌倒的情況安排物理治療
師提供強化下肢的訓練活動，並在廁格
內安排扶手，以提升家居環境安全。

經過八星期短暫過渡性的服務，梁生情
況已經穩定下來，為他們在社區接受持
續的家居支援服務奠下基礎。

精彩特格 ￜ 劉港生
明愛第三齡支援網絡	高級督導主任

吳國雄得獎感言：
感謝家人及明愛的支持，這獎是屬於攝製組十位平均年齡68歲老友記的，多謝他們多年來的付
出，仍然堅持為長者服務。我希望有能力的長者，繼續服務社群，回饋社會，延續香港精神，默
默無聲，無私奉獻，守望相助，致力協助他人。

關文燦
在長者朋友中，大雄應是最醉心及
熱愛於攝錄及製作的業餘愛好者，
他的好學精神比我們年紀更少的
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林強青
大雄哥會與大家分享處事
態度及看法，讓我們獲益
良多。

梁世平
大雄哥對工作敬業樂業，對技
術 精 益 求 精 ， 對 自 己 以 身 作
則，對他人關愛友誠。

歐陽華海
大雄有一份執著的衝勁，務求
令影片盡善盡美，難能可貴。

梁家輝
大雄哥出外拍攝錄影時十分重視
安全，避免大家受傷。

伍傑輝
大雄哥確是我們攝製組的靈魂領
袖！擁有一副健碩體魄的他，不
但事事親力親為，永遠在我們前
頭帶領著我們。

朱劍雄
大雄哥有超強的親和力及感
染力，我亦因此開始義助一
班長者練習太極拳。

鄭錦榮
大雄哥努力尋求新知識，
無私地與各學員分享自己
的器材，讓大家學習。

馮基偉
大雄有極強的溝通能力，能
組織性格各異的拍攝組員，
完成義務的拍攝工作。

 無名英雄，無私奉獻

詹伯樂太平紳士頒
發關愛社會大使獎
予吳先生

吳國雄與攝製組組員及兩位職員合照

聽聽隊員的心聲 :

南華早報於2018年9月21日於港麗酒
店舉辦第六屆『香港精神獎』頒獎禮，
明愛第三齡服務攝制組吳國雄先生榮
獲『關愛社會大使獎』及由全港市民投
票的『全民投票獎』兩個獎項。吳於
2000年60歲時才開始對攝錄及電腦科
技產生興趣並開始學習有關知識，由不
懂使用滑鼠到成為電腦導師，繼而協助
進行攝錄工作，為體弱長者製作『預前
叮囑』短片，讓長者向摯愛親友訴說心
底話，傳達愛意。服務讓長者：『明白
心意從所願，愛在生命未了時！』 香港精神獎2018

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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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香港仍有長者或行動不便之人士居住於設有樓梯的樓
宇，礙於身體限制以致未能自主上落樓梯，「足不出戶」大
大影響其日常及社交生活，使其生活質素下降。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社聯)近年致力發展樂齡科技以回應高齡化社會的需
要及促進長者能夠居家安老，提升社區共融的意識。

「落得樓」

教我不再怕樓梯

傳訊天地 ￜ 傳訊天地 ￜ 徐鳳儀女士
明愛賽馬會恩暉苑暨陸陳淑穎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院長

明愛賽馬會荃灣服務樓的開幕儀式於
2018年9月8日已經順利舉行！當日
很榮幸邀請到張建宗(政務司司長)、
楊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
主教）、閻神父（香港明愛總裁閻德
龍神父）、李博士（香港賽馬會董事
李家祥博士）及一眾善長與地區友好
伙伴，一同見證服務大樓經過四年重
建工程後，以全新面貌重投服務的重
要時刻。大樓各單位更合力籌備攝
製影片及表演，邀請服務使用者及同
工分享對大樓服務的感受，以慶祝及
紀念開幕。現與大家分享當日歡樂片
段。

院舍房間裝置防震地板，以減低跌倒帶
來傷勢。同事正向來賓講解原理。

院友歡迎張司長
參觀其住房間。

由「落得樓」到返回社區
 周婆婆，89歲，因行動不便，廿多年來未能前往拜祭丈
夫，喜聞「落得樓」樓梯機服務計劃可以幫助有需要人
士上落樓梯，其兒子協助申請服務，以完成媽媽多年來
的心願。

早上10時，周婆婆和兒女準時到達庵堂門前，會合在場
等候「樓梯機」，周婆婆在兒女協助下，安全地由輪椅
轉移至樓梯機上，其後乘坐樓梯機一級一級往上行，經
過一層又一層的樓梯後，終於到達安放丈夫骨灰位置。

拜祭完成後，周婆婆與兒女坐在座椅上，細訴當年生活
軼事，多年來的心願終於達成，周婆婆感到十分安慰。

服務簡介
服務試驗期：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
對象 ： 居住於舊式樓宇而上落樓梯有困難之人士，例如行動不便之長者、殘疾人士、健康欠佳如中風、末期病患者等模式 ： 提供樓梯機專人服務以協助服務使用者走出社區資助團體 ：凱瑟克基金
服務範圍和負責服務機構
服務區域  協辦社會服務機構  
香港  ：聖雅各福群會  
九龍  ：香港明愛、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新界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樓梯機令長者容易
再踏入社區

願望達到 !
明愛大樓開幕

袁淑莊女士  「落得樓」樓梯機服務高級督導主任
麥偉豪先生   「落得樓」樓梯機服務社工

明愛賽馬會荃灣服務樓
開幕暨祝福禮

各同事及義工們於完成開幕禮後大合照

開心！因為覺得她十分
幸運，入到這個全新的
地方接受服務，又多元
化又方便！

過往他經常生病，天氣不
好時就會風濕，做物理治
療後幫她舒緩了痛楚，現
在舒服及精神很多！

現在看醫生方便很多，因為鄰近就是仁濟醫院，
而活動非常多元化，除了下午有點唱時間外，院
友也會一同打麻雀，猶如在家一樣！

服務使用者心聲：

明愛大樓服務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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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訊天地 ￜ 陳淑嫻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督導主任

「飛短留長」─
  愛要及時之愛髮援義剪
「你想點剪？不如下次染黑埋啲頭髮呀？」、「嘩，
『gel』咗個頭好型仔，今晚一齊去蘭桂芳飲野！」──
沒有一式一樣的平頭短髮，而是尊重及按照長者的選擇、
喜好，一下一下用心修剪、打薄，以做成層次感的髮型和
最潮形象，加上無價笑容及滿分禮貌，把一眾長者的心瞬
間輕易擄獲。這班年輕有幹勁髮型師來自「五湖四海」：
中環、銅鑼灣、尖沙咀…當中臥虎藏龍，更有「星級髮型
師」助陣，組成「愛要及時之愛髮援義剪」，走訪明愛觀
塘、牛頭角、東頭長者中心、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明
愛牛頭角社區中心，去服務居住於社區及院舍之長者、低
收入及新來港之兒童及家庭，即使服務過後各義工又要怱
怱趕上班去，但他們亦樂在其中。

風雨中仍同心同步同進─馬會義工隊
百年一遇的颶風「山竹」經過之後，香港多處出現塌樹、
水浸、電力供應中斷、學校停課、海陸空交通癱瘓，損失
難以估計。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亦「不能倖免」，本來
提供予院友和家人相聚閒聊、散步觀賞的花園及龜池變得
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因為衛生及安全考慮而暫時需要被
禁足。猶幸得到馬會義工隊二十位成員，自發主動聯絡並
齊心地去到院舍協助清理，不消半日光景，便已迅速將一
切回復舊觀，看不見「山竹」留下半分痕跡，可以重新開
放使用，讓院友也不禁高興得竪起大拇指讚賞一番，企業
義工力量真的不容忽視。

當港人遇上「港仁」
「以前我覺得人老了就越來越不中用，我今年74歲了，本身患有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每
日都受到痛症困擾，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我曾試過物理治療、針灸等，但醫了一年也沒有大進
展。」羅婆婆表示。但她今年幸運地經明愛沙田長者中心轉介認識了「港仁中醫」，「港仁中醫
服務中心」由「快樂港仁」於2015年1月創立，提供免費中醫診療服務，贈醫師藥，為有需要的長
者診治。在那裏我得到醫師的悉心治療，現時身體血氣運行好了，痛也少了，精神好得多了，人
也開心得多了，每晚還可以一覺睡到天亮，真的非常感恩！現時
連我先生也接受了「港仁中醫」的治療，醫師還教我們夫婦砭石
治療，回家可以與丈夫互相為對方以砭石舒痛，感覺很舒服。

「能夠經明愛轉介而遇上「港仁」是我們夫婦的福氣，也是所有
受惠長者的福氣，非常感謝「港仁」中醫為有需要的香港人提供
如此貼心的服務。」

舌尖上的人情味─
─膳心連基金 + 聖安娜餅店 + 瑪莎百貨 + 信和酒店

一籃子各款港、西式麵包，包括：鷄尾包、菠蘿包、香腸包、牛
角包、長短法包…就擺放在明愛中區長者中心，這都是透過慈善
團體──膳心連基金穿針引線，聯絡聖安娜餅店及瑪莎百貨熱心
捐贈，以提倡惜食不浪費資源和反思生活習慣的概念。同時，信
和酒店於連年寒冬亦都送上「靚湯速遞」，真材實料、營養豐
富，令人垂涎三尺、暖在身時亦暖在心。這些捐贈物除了讓進入
中心的坊眾隨意品嚐外，亦有派發到區內貧乏長者之手裏。一個
麵包、一碗熱湯，代表不僅僅是那十多幾十塊的經濟面值，更重
要的是裏面所包含傳統簡單、婉約人情味…

每一個人都是社區內珍貴資源，都有關懷他人的能力，歡迎您成
為我們的一份子！

對義工的服務態度和剪出髮型，長者
都比足一百分！

望聞問切，一絲不苟。

前

後

信和酒店同事由烹煮、運輸以至親
自把一碗碗熱湯送到長者手上。

雖是短短時間，一切又回復原貌。

「曾經踏遍路途千萬里，途中跌倒過攀
不起；無望的心感困累，

全然交瘁，無助身軀早已沒有力氣。徬
徨中遇見熱誠的膀臂，

人潮中碰到你多驚喜，前路即使
千尺浪，得你在身旁，

縱使呼呼風雨仍覺甚美！」
（節錄自【偶然遇上的驚喜】）

凝聚愛心‧
    共展社區力量
明愛安老服務將踏入四十周年，每年
為近二萬名長者及照顧者提供不同類
型及具質素之社區支援及院舍服務，
除了是一群前線同工默默耕耘外，亦
有賴不少社區伙伴一路並肩同行及以
愛心支持參與。

在此為大家分享數個義工團體的愛心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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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持續優化，近年引入支援輕度缺損長
者試驗計劃和照顧者與認知障礙症長者之支援，由行政
至服務推展，為主管們帶來一項新挑戰，要有效地帶領
團隊推展服務，提升主管對實務管理的知識和技能非常
重要。

傳訊天地 ￜ 傳訊天地 ￜ劉港生
安老服務黃大仙、西貢及沙田區	高級督導主任

馬玉霞姑娘
長者關社工作小組	召集人

是次家居照顧員主管交流會內容包括介紹
家居照顧服務的發展、新增資源與服務津
助協議之配合、新服務統計和優化表格之
修訂、工傷處理程序、衝突管理之法理情
分享等。

家居照顧員主管分享會已於2018年10月
24日下午順利完成，當日出席共22人，
他們分別來自15.5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1.5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及1隊離院
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參加者為入職少於兩
年之社工、家居照顧員主管及一級活動幹
事同事。當日大家表現投入、互相交流在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工作上的心得。

法理情如何平衡
法：依法處理

理：說之以理

情：動之以情
在人事管理實踐上，究竟是「法、理、情」？還是
「情、理、法」呢？參加者也各有見解，要在三者之
間取得平衡，實是一門藝術，在分享會中，參加者一
同交流如何實踐，達至三者並重。

分享會後，整體22參加者都表示滿意，當中5人
(23%)表示相當滿意，17人(77%)表示滿意。

Reference: Introduction to Conflict Management  (Kenneth W. Thomas, 2002, CPP Inc.)

我是護老者
阿祥的母親2017年頭中風，過去一年多母親的
起居生活都由阿祥照顧。回顧過去這段日子，阿
祥最覺無助的有兩件事，都與交通有關。

阿祥每星期有三至四天送母親到醫院做物理治
療，沒有合適的交通，就連的士亦不易找到，最
後他只好直接由家推輪椅帶母親到醫院。阿祥建
議說：「希望政府能設立輪椅巴士服務隊，每天
借給有需要的機構，協助依靠輪椅人士出入，減
輕照顧者的壓力。」

母親在中風前很喜歡與一班朋友到處走走，中風
康復後，阿祥也會陪伴母親外出解悶。現時每星
期平均要乘兩三天巴士。阿祥表示：「母親有兩
元優惠，自己卻要付全費。現時居住元朗區，巴
士費一年支出非常龐大。他提議政府推出「護老
者八達通」優惠，舒緩護老者的經濟壓力。」

阿祥再說：「但我的訴求卻沒有在施政報告中提
及，護老者的需要被隱形了。」

看在眼內的無助
鉅庭是陪老員（護老者服務義工）在長者高峰會
分享他的服務經歷……….

陳太是護老者，需照顧長期使用氧氣呼吸機的丈
夫及獨居90多歲失聰的母親，照顧壓力甚大。
探訪時陳太十分焦急向我們求助，因剛收到母親

鄰居來電，母親家中傳出燒焦味，拍門聽不到，
恐發生事故，急需離家往母親家中支援，要放下
丈夫，但怕他在家中生意外，剎那間感到驚慌、
徬徨、無助……。我們義工的到訪，給她一線希
望，她請求我們留在家中看顧丈夫，好讓她趕往
母親家中。

陳太基於家庭責任，負起沉重的照顧壓力。平日
已沒有喘息機會，遇有突發事故，更覺得孤立無
援，身心疲累。

鉅庭：「那份看在眼內的無助，不是親身經歷
過，旁人是難以體會到。」

陳太：「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安老政策，對護老者
來說幫助不太大，我最期望是政策能以照顧者角
度及需要給予支援。」

施政報告

「加強服務、鞏固實力」
家居照顧員主管分享會

衝突處理
參加者透過回答Thomas-Kilmann Conflict Mode 
Instrument (TKI)三十題問題，認識自己的處理衝突
的傾向，了解五類不同型格在處理衝突時的取向，當
中之優勝、不足，從而學習如何取得平衡，達到知己
知彼。

參加者對是次分享會回應：
「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
   各項內容/要求有深入認識」

「對填寫統計表方面，
   特別分類上很有幫助」

「增加溝通意識、
    員工管理知識」

「了解各單位在統計病假及
     家庭假批核的處理方式」

「加深對服務津助協議的認識」

長聯關注護老者需要的行動事件簿
6月14日  長聯會員大會舉行「護老的困惑、護老的孤立?論壇」
6月至8月  「一人一照撑護老者」相片收集9月21日    向特首辦遞交長聯立場書
10月18日  長聯快訊撮要2018施政報告內容及收集意見
10月22日  長者高峰會向社署及安老事務委員會遞交長聯立場書
10月26日 線上論壇 – 2018施政報告
11月30日  線上論壇 –照顧者權益日及公佈對施政報告滿意度結果

從護老者角度看2018 



可跟人走
的最新型號
電動輪椅

近年，機構為了擴闊同事視野，為服務帶來正面的衝擊，安排同
事到不同國家了解當地福利服務。2018年，安老服務安排了同
事踏足世界另一端：澳洲、日本、新加玻、中國上海，請大家細
閱同事的體驗。

第一天：
參觀厚生勞動省及Francebed
日本人口老化情況嚴重，造成沉重的福利支
出，日本政府於2000年推出保險制度，日本人
在40歲之後必須購買保險，以支付福利開支。

Francebed 是一間復康用品生產、租賃服務公
司。欣賞該公司對復康用品的專業態度，清潔
流程仔細認真，一絲不苟，設計方面也是十分
貼心，站在服務使用者立場。

第二天﹕
參觀杉並區護養院及Cyberdyne公司
「杉並區護養院」照顧75名長者，最令筆者印
象深刻的是，院舍沒有豪華設計，但是每一項
的設計都是以人為本，考慮長者的需要。長者
能入住這院舍，的確令家人安心，院友放心。

Cyberdyne公司發明HAL(Hybrid Assistive 
Limb)機器人裝，幫助神經問題或肌肉疾病患者
的康復，廣泛地應用在醫院及復康中心。

「吃」、「喝」、「玩」、「樂」包羅萬有的
好去處，有什麼地方介紹呢﹖相信大家很
容易就想起日本這個潮人潮地吧﹗今年
10月初，筆者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到日
本考察當地社會服務及參觀「國際福祉
機器展」。以下與大家分享日本的福利服
務，務求令大家對日本有另一翻體驗。

日本

第三天至第四天下午﹕
參觀國際福祉機器展
這是一年一度在日本東京舉行
的 「 國 際 福 祉 機 器 展 」 ， 展
覽規模龐大，是次共有七個展
區，場內展出大量復康器材及電
子管理系統。可見日本十分著重復康
人士的康復需要，而且盡量運用科技
在福利服務上，在展館內，不難看見
很多服務使用者到場參觀復康用品。

耆樂無窮
新體驗耆樂無窮新體驗

在院友的椅子上貼心的
裝置(放拐杖)

團友正在試用Cyberdyne 
機械人裝 第四天上午﹕

參觀社會福祉法人善光會養老院
 – 聖達菲花園
聖達菲花園是社會福祉法人善光會於2007年開設
的第一家養老機構。院舍共容納320位入住老人。
機構特別強調員工要善於利用機器來進行輔助減輕
負擔，全院一共運用九十多款科技。明愛安老服
務也開始朝著運用科技在服務上，在運用科技的同
時，希望仍堅守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

善光會養老院–聖達菲花園

上海
科技與關愛
   交織着的護老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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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頤共享 ￜ 蘇貴成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		高級督導主任情頤共享 ￜ

走到這世界邊端－發現上海：走入上海，過往
印象多是滿目的繁華與璀燦。今次上海之行卻
讓我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去發現這個城市，親
身感受這個城市為長者所作出的努力。而這番
努力可說是從上而下的，上至國家政策，明確
提出了如何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積極應對人口
老齡化，建構養老、孝老、敬老的政策體系和
社會環境。上海作為大城市，近年積極推動老
齡產業發展，今次主辦單位復旦大學華東醫院
則在推廣醫養、身心社靈結合方面，讓其走在
最前。從上海五位一體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
（圖一），以至有系統地建立以老年人為中心
的服務圈（圖二），還有由衛生計生委推行的
「上海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均可見政府在推行
全民養老方面不遺餘力。政策下，也吸引不少
具規模的企業參與，同時引入多項結合科技的
智慧養老模式，以及以信息技術作支援的產品

鄭衛寧
深水埗改善家居隊	督導主任

和服務，例如人工智能照護機械人、智能穿戴
設備、院舍及居家系統智能化等。我們獲安排
參觀的「i愛照護-綜合為老服務中心」便是其中
的表表者。今次上海之行，除擴闊了視野，同
時也深深感受到整個城市為長者服務所花的心
思與智慧。

走到世界
      這邊端

形 成 以 居 家 為 基 礎 、
社 區 為 依 托 、 機 構 為
支撐，醫養相結合的養
老服務格局。進而建立
「五位一體」的社會養
老服務體系。

圖一：上海社會養老服務體系

社區居家
養老7%

家庭自我
照顧90%

機構
養老3%

五位
一體

服務保
障體系

政策支
撑體系

服務供
給體系

需求評
估體系行業監

管體系

走到世界
      這邊端

圖二： 於社區有系統地建立以老年人需求為
 中心的服務圈

1. 居家生活圈
2. 鄰里互助圈
3. 居村活動圈
4. 社區托養服務圈
5. 街鎮綜合服務圈
6. 養老機構服務圈
7. 智慧養老服務圈
8. 老年宜居環境圈      

． 以老年人需求為中心的均衡布局
． 每圈具有不同的養老服務功能
． 設施就近可達、服務觸手可及

麥雪軒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		督導主任



今年適逢在新加坡舉辦第三屆亞洲醫護領袖高峰會，明愛安
老服務也有受邀出席。高峰會的內容廣泛，由宏觀的社會醫療
模式，專業的基因學應用，以至個人健康生活模式也有涉獵。
在公共醫療健康方面，以前強調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
慢慢地被新的模式所取代。新的模式除了政府責任外，也提倡
個人的健康生活模式及民間團體的協作，例如鼓勵購買個人
醫療保險及醫護機構與政府的合作等。

新加坡

第三屆亞洲醫護領袖高峰會

會場有很多發人深醒
的字句

（一）讓空間表達愛
悉尼研討會主題Mission Impossible - Truth & Iies 
In the age of choices, 很多講題都是圍繞如何為認
知障礙症的患者提供最佳的選擇！作為他們的照顧
者，就是要締造良好的環境，給予他們安全和自由
的空間，如足夠光線，多接觸外在環境，欣賞NSW 
Hammond ville的院舍，安全的遊走徑和開放式廚
房，隱藏的滅火筒和自己擺設的房間，讓他們可以
活在自己認識的「空間」！香港的院舍當然是地方
限制，但是安全而自由的目標仍是可多花心思，
讓我們多觀察長者個人特點和需要，從小出發去
改變。研討會亦看到Mother Teresa的提醒，’Do 
ordinary things with extraordinary love’! (以非凡
的愛做平凡的事) 

（二）服務關鍵源於態度
我們需要明白認知障礙症
長者的真正需要! 我們總
是“忙碌地”給予患者提
供許多訓練，但訓練的關
鍵並非「密」和「多」，
關鍵是我們與患者相處時
的“態度”，在服務過程
中那份對患者“耐心、寬
容和愛”！Busyness kills 
compassion(忙碌會殺害情

感)！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不要讓忙碌侵蝕服務的
核心意義，讓我們一同享受照顧的喜樂！

（三）放慢步伐．專注需要                                 
參與是次會議，確實為自己在院舍服務打了強心針。澳
洲的優勢是：以人為本，配合長者的節奏及需要，最深
刻是參觀NSW Hammond ville (即護理安老院)，院友
鞋物衣履是不用訂名字的，因為職員能分辨到各人的
衣物；當然人手比例也與香港有所不同，雖然硬件及人
手上香港是不能與之相比，但在服務院友時只專注於
當時當刻院友的表情需要，放慢步伐，回歸基本。

（四）尊重選擇，選擇尊重
在當地看到“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及
“Positive Risk Taking”的實踐，讓認知障礙症患
者在得到適切的支援下參與及實現其生活決策，在
平衡益處及風險後進行各種有意義的「冒險」，按
其意願及喜好過著想過的人生。

以長者的「能力」及「權益」為本在實務上需要投放更
多心力、時間和資源，卻大大提昇了他們的生活質素及
對生命的掌控。願我們毋忘初衷，抱持著這份尊重！ 

在生活上有所「選擇」，意味得到尊重，擁有自主及控制能
力，但對於認知障礙症患者而言，他們在生活上有否選擇的
空間？他們可以控制的又有多少？什麼的「選擇」對他們是有
意義?
我們四人於6月5日至6月8日在澳洲悉尼參與了2018澳
洲認知障礙國際會議(2018 International Dementia 
Conference Sydeny)、“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in aged care”研討會、探訪專門照顧患有認知
障礙症長者的護理安老院(NSW Hammondville)、探訪
沛德長者活動中心(Stanley Hunt Seniors Wellness 
Centre)等等，透過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長者服務機構、
護理人員，認知障礙症患者和照顧者一同分享想法和經驗，
一同探討及思考如何實踐生活中有“選擇”的老年照顧，讓
我們一同深思如何重拾照顧的美善，並有以下4個反思！

重拾照顧的美善!  Making Care 
Great Again!

H o m m o n d 
Villa 為認知
障 礙 症 院 友
而 設 計 的 全
天 候 安 全 廚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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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頤共享 ￜ 何少敏先生
明愛富東苑院長

是次高峰會由來自不同地區的企業領袖主講，
對吸收不同地區的經驗及了解健康醫護的現況
有一定的幫助。高峰會亦提供了一個概略的參
考基準，對比周邊地區，香港作為較先進的城
巿，在健康醫護方面己達到一定水準及具健全
的制度。綜觀高峰會的課題，它喚起了一個全
球面對的重要課題，人類如何可以長壽，同時
亦生活得快樂及有尊嚴。這些導向對我們在長
者服務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發。

高峰會的主題之一是創新科技的應用。隨著
內聯網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健康護理的科技
應用正朝向以下的發展方向，包括機器人化
(robotic)、人工智能化(artificial Intelligent)、自
動化(autonomous)及大數據化(big data)。例子
是近年中國內地有長足發展的「微醫」。內地
位於偏遠山區的民眾面對不少的就醫困難，遙
距診斷結合科技發展的醫療模式則應運而生。
透過「望聞問切」的儀器，位於城巿的醫生可
以為山區的民眾遙距看診及開藥。當中收集的
大數據亦可用來進一步發展病症的診斷及評估

醫護政策的需要。此外，透過足夠大的診斷數
據，結合人工智能，只要提供相關身體檢驗資
料，就能夠準確地診斷出相關病症。如果相關
科技足夠成熟，類似科技或對香港居住在院舍
及社區而又行動不便的長者求診也有幫助。

會議現場，與會者
主要來自東南亞及
歐美等國

創新科技某程度可以幫助舒緩照顧長者的壓力
及改善服務，明愛安老服務已開始運用不同的
科技在長者照顧服務，例如模擬街景的運動單
車、各種新式物理治療器材、新型天花吊機、
起人機、防遊走器等等。根據政府提倡的香港
智慧城巿藍圖，協助安老服務使用科技產品更
是未來五年的政策之一。期望屆時能夠將創新
科技更深更廣地應用於長者護理服務，讓長者
及照顧者在「智慧服務」中更得裨益。

來自印度的講者介紹長者照顧

高峰會巧遇前港大校長徐教授(中間者)

講題之一：未來的公共醫療健康

走到世界
      這邊端

走到世界
      這邊端

關小玲 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 院長 
敖巧兒 明愛盈水閣 院長 

賴婷芳 明愛元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督導主任 
吳詠欣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 社工 



「美好家庭建構美好社會」

家庭與社會
社會由無數的家庭所組成。家庭不單是建立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亦是培育下一代，傳承價值觀
念的地方。關愛美好的家庭，有助培育下一代建設和貢獻社會。可惜，今天的家庭和其中的價值
觀，因社會轉變而受到嚴重衝擊，影響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適逢今年是香港明愛65周年，機構在2018年10月20至21日，假明愛專上學院，舉辦了名為「美好
家庭建構美好社會」會議。機構有幸邀請了3位知名學者大衛瓊斯、馬鳳英、馬麗莊教授作主講嘉
賓，又獲得來自各地60多位學者、
業界及專業團體等，透過學術研究報
告、分組研討會、工作坊等，以家庭
為軸，分享、研究有效的模式和手
法，強化家庭的結構和功能，促進美
好和諧社會的出現。

參加者心聲
活動完結後，筆者訪問了幾位參與的同工，以下是他們的收獲：

「『在親子同路和諧重建…』，女童院舍把士多房改為親子房
間，讓家長和女兒有了安靜和安全的空間相處支持，減低了大
家不安的情緒，牽手共渡人生的低谷。我想安老院舍亦可僻出房
間，讓家人在長者有需要時，如初入住或即將離世前等，作出陪
伴和支持。」

「『對話式閱讀能為自閉症的學前兒童…』，講者介紹了的方法有伴
讀、故事內容由淺入深、以問題方式吸引孩童的專注力、刺激思考、
提昇興趣和語言的表達能力。我認為這些和技巧可以應用在照顧患有
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身上，我會返回工作崗位嘗試…。」

社會建構家庭？
聽到正面的回饋不少，未能在此盡錄。
記得在第一天主題演講完結時，一位台
下參加者向講者發問了一條問題：「今
天主題是『美好家庭建構美好社會』，
如果把主題翻轉為『美好社會建構美好
家庭』，又如何演繹？」就讓這問題為
本文作結，又或者讓這問題留下給大家
繼續思索和討論。

「在『建設長者友善社區…』」討論會，其中一位講者借助關心社區措施，讓長長者建立社區歸
熟感、發現和發展自身的權利(充權)。講者形容每個人，包括長者均有權，但可惜這些權經常被別

人或制度去掉…如果人人有權，社工就無需再去
充權…。分享讓我反思今天自己的工作有沒有充
權的元素。」

「『在舞動中的我與你』，工作坊的導師鼓勵我
們以簡單的舞步介紹自己、表達情緒…之後找另
一人共舞…。導師總結活動時說：『大家是助人
行業的同工，經常幫助別人認識和鼓勵自已，但
可惜我們往往忽略了認識和鼓勵自已…』這說話
讓我開始留意自已、重新關心自已。最後導師安
排我們一百多人一同愉快起舞，互相鼓勵！

會議點滴

香港明愛副總裁、社
會工作服務部部長與
海外來賓

台下參加者踴躍提問

熱鬧的舞動工作坊

分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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