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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三個字，或是英文
的 Carer，驟眼看來，像極專
業的職位名字。

這種錯覺，往往衍生不少誤解
︰成為護老者，要先修讀課程
或考獲牌照嗎？沒有相關工作
經驗，又能否勝任？我有全職
工作在身，若同時擔任護老
者，會否力有不逮？凡此種
種，都令人不禁覺得成為專業
的護老者，是遙不可及的事。

然而，現實生活裏，挑戰總是
出其不意地降臨眼前。一天醒
來，我們或會赫然發現，家中
長者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需
要長期照顧，又或開始反應遲
緩、行動衰弱，叫我們不得不
肩負重任，化身他們身邊的守
護者。



我們特意出版這份《護老者入
門手冊》，並以武林秘笈為主
題，搜羅與護老者息息相關的
日常議題。希望護老者不但能
從中學習護老小知識，更能獲
得適切的關懷和協助，讓護老
者迅速邁向專業，煉出一身好
本領！

第一期的手冊，我們先了解護
老者的角色和身份，探討護老
者的特點、功能和難處。期望
這本秘笈，能讓每一位護老者
展開平坦順利的心路歷程。

因此，護老者絕非是只由少數
人擔綱的職業，而是你和我有
朝一日也可能會搖身一變的身
份。這亦意味著，每個人都是
潛在的護老者。從事長者服務
的社會工作者，固然具備知
識，能提供專業的忠告和建
議，但歸根究柢，一直從旁照
料的家人和照顧者，才是身體
力行的一位。只要多一點自
信，多一份自我肯定，每個人
都可以成為專業的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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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護⽼派系列表

武林高手，個個擁有十八般武藝，當然會分門分派。正如護老者
一樣，每人崗位不一、性質各異，同樣會分類成不同派系！

到底護老者主要分為哪幾種類別？而你又屬於哪一種呢？

立即睇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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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護

大部分家人護老者，都是在一夜之間肩負起照顧長者的責任。他們大多
沒有受過專業的護老訓練，由於長期與長者同住，突然某天，長者的身
體轉差，便迫不得已踏上護老的道路，許多時候更不得不孤軍作戰。

不過，正因家人護老者和長者相處時間久，護老過程中如能找到恰當的
平衡點，反而增進了家人間的感情。見面多了，聊天多了，昔日忙於工
作而甚少參與家庭聚會的家屬，漸漸與長者的關係變得更密切。

他們首要面對的難題，是逐漸變質的親情。當那個曾經親密要好、互相
扶持的家人，忽然成為步行、吃飯和上廁所都需要貼身幫助的被照顧
者，不但令家人護老者生活上無所適從，更會惹來百般滋味在心頭。加
上家人護老者和被照顧的長者身處同一屋簷下，假若雙方壓力奔向臨界
點，很容易變成將情緒發洩在對方身上，令關係每況愈下。

我

係⻑者

既屋企⼈，

亦係守護天使！

家⼈

護⽼派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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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護男⼠
我表⾯係�cool�爆硬漢⼦，

但係都有積極助⼈既⼼！

護⽼派系列表

但隨著社會漸趨開放，男士護
老者的數目日益增加，反而成
了一股新力量，建立出獨特的
護老風格。尤其男士體魄強
健，剛毅不屈，護老工作也更
游刃有餘。平日寡言的男士，
照顧長者時變得溫柔體貼，說
不定令長者更覺暖在心頭呢！

護老者予人溫婉隨和的形象，因此多由女性擔任，但近年越來越多男士加入護老行
列，其中部分均為被照顧長者的兒子或丈夫。

鐵漢可以柔情，但當正式展開
照顧長者的任務，還是會遇上
大大小小的難題。男士護老始
終有別社會主流的角色定型，
要與家庭主婦一同迫街市、爭
買平價菜、下廚煮飯，對已屆
中年的男士，難免是不易衝破
的心理關口。而且，男士亦不
慣主動吐露心聲和尋求協助，
獨自承受巨大壓力，長期引致
抑鬱或其他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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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全天候貼身照顧長者的親屬都會選擇聘
用外傭幫忙。但對於聘用外傭，很多人都心
存疑慮；若外傭在工作上偶有錯漏，便會馬
上放大她們的缺點，認定她們做事馬虎。

但反過來說，這正正是外傭參與護老工作時
的難關。由於外傭大多是受薪的僱傭身份，
相較其他護老者，她們面對的要求通常更嚴
厲。而且，外傭與長者非親非故，加上語言
和文化隔閡，他們一般需要較長的磨合期。

其實，只要多花時間互相理解，外傭和長者
絕對可以是一對默契十足的夥伴。現時，不
少外傭都已擁有豐富的護理經歷，甚至具備
專業資歷，照顧長者可謂駕輕就熟。有位外
傭護老者在旁輔助，處理雜務，不但能減輕
長者家屬的負擔，更能讓家屬騰出時間與長
者好好相處。

我係外地⼈，

都可以同⻑者

成為⼀家⼈！

護⽼派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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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有個貼心的護老
者毗鄰而住，必要時提供適切的援助，定能
令長者的日常生活更得心應手。尤其近年長
者獨居、雙老共住的情況屢見不鮮，左鄰右
里絕對是長者家屬的好幫手。

但今時今日的鄰里關係不及從前，並非所有
鄰居都願意予以幫助，此時大廈保安便發揮
作用，成了讓長者安享晚年的「好鄰居」。

當然，大廈保安工作繁忙時，要務纏身，加
上一棟大廈的住戶眾多，單靠保安一人，難
免分身不暇。而且保安未必通曉護老知識，
照顧長者的技巧也許未算純熟。

婆婆午安，有
任何事都好，
記得要叫我！

事實上，一個盡忠職守的保安，往往能透過
長者每天的衣著、特徵和神態，察覺端倪，
留意到長者有什麼需要，並即時提供協助。
近來香港積極推動長者友善屋苑，大廈保安
亦樂於接受培訓，學習成為稱職的護老者。



⾓⾊

每套功夫，都要由基本步開始，逐步昇華至爐火純青的境界！

護老的技巧亦然，每一關，都是修煉的階段。只要了解每個階段
的目標和意義何在，認清自己的不同角色，定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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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飾

其⾊
各⾃好好飾演

毎個⼈的⾓⾊



「都係買定個飯
先，等公公夜晩
餓就有得⾷。」

�

「堆⽇⽤品⽤得
七七⼋⼋，買多
少少上⽼⾖屋企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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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修煉階段

第⼀式︰提醒

護老的第一步，便是為長者的生活擔當
提點、叮嚀的角色。定時的探訪，或與
長者一同參與社交活動和用膳等，像朋
友之間窩心溫馨的聚會，言談間噓寒問
暖，送上點點關愛，已能發揮莫大作

用！

「星期⼆翻⾵，記
得著多件外套！」

�

「下星期三同五朝
早要番中⼼。」

第⼆式︰協助

隨著長者的健康日漸衰退，護老者的職責
由生活提點，逐漸變成主動協助，工作包
括幫助長者的日常起居飲食，如洗澡、煮
食和購物等，或安排長者的家居清潔，陪
同長者看醫生，提示服藥，以及進行更頻

密的電話聯絡等。



當護老者踏入過渡期，照顧程度便會逐漸
提高。這段時間，護老者需要處理較多庶
務和雜項工作，例如為長者安排適當居

所，改善家居環境，代為處理文件和繳交
費用，安排約見醫生、社工等，可謂耐性

和細心的考驗。

護⽼修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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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式︰安排 第四式︰照顧

「放⼼，婆婆，
⾝邊永遠都有我

係度。」
�

「慢慢！萬事最
緊要⼩⼼！」

「量好⾎糖未？後
⽇約好要去診所覆

診⾒姑娘。」
�

「⽼⾖年紀都開始
⼤，申請定⻑期服
務都係好事。」

當長者的身體機能衰退，需要全面照料
時，護老者便要擔當貼身照顧者的角色。
這個階段的護老者，甚至未能離開長者身

邊，除了需要幫助長者沐浴、餵食
、步行等，更要提供身心健康的支援，如
使用儀器為長者鬆弛筋肌和按摩，以及調

解長者情緒，作出開解和鼓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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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著石頭過河︰一場邊做邊學的護老體驗》

2018年，因為多個輾轉反側的晚上，遠在美國的麗梅，千里迢迢
地回港，照顧年老的母親。麗梅的母親年屆九十，一次在家不慎
跌倒，身體機能和自理能力每況愈下。已在美國落地生根的麗梅
毅然把心一橫，正式加入護老者的行列。由當初的孤注一擲，到
今天的駕輕就熟，麗梅對護老者的身份有了不一樣的體會。

同⾨分享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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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享

護⽼，全因⼀場意外

經此驚心動魄的一役，麗梅更感無能為
力，每晚徹夜難眠，連丈夫也不禁勸說
她回港，於是回港照顧母親的計劃，便
早成事。

「其實我爸爸沙士個年都離開左，其實
個陣我都好想返黎陪佢，但係個時唔可
能……個時我就同自己講，如果媽媽到
老既時候我就會返黎照顧佢。」護老的
心，原來早於當年已在麗梅的心底裏萌
芽，只是沒想到這顆渺小的幼苗，會因
為母親突然跌了一跤，而加速成長。

大部分人成為護老者，都是一個被動的
過程。也許是父母年紀漸長，又或老伴
突然患病而無法自理，而迫於無奈接受
照顧長者的任務。跟其他護老者不同，
麗梅是自動請纓擔任護老者的工作。

當時麗梅的母親一個人住，子女為她聘
請外傭貼身照顧。身在他鄉的麗梅，每
天透過視像鏡頭觀察家中狀況，卻頻頻
覺得外傭做事不夠細心，令她焦躁不
安。尤其一次，母親在半夜自行起身上
廁所，懵然不覺正戴著裝有膽汁的膽
袋，幾乎將它扯斷。「我係美國大聲透
過 webcam（視像鏡頭）叫醒個姐姐
話『媽媽去廁所啊！你即刻起身
啦！』……我可以點樣幫媽媽啊？甚至
只可以睇住佢有危險！」

不過，當時定居美國的麗梅，在當地既
有家室，也有穩定的工作和社交圈子，
要貿然放棄已建立的一切，又有沒有掙
扎？「我都想係美國好 enjoy（享
受），我仲有份工……但係又覺得錢可
以慢慢搵，但係人生最後一程媽媽走左
就係走左。」

家庭，成就最強後盾

麗梅重視孝道，回港擔任護老者，也是
出於孝的表現。丈夫對這觀念深表認
同，馬上答應與麗梅一同回港，共同進
退，不但減少作為護老者的掙扎，更成
為護老者身旁的小助手，無形中化身為
這段長者—護老關係遮風擋雨的最強後
盾。「好似有時我煮緊飯，媽媽要去廁
所啊……咁就要麻煩佢（丈夫）睇住個
火……沖奶粉佢又會黎幫手，所以其實
佢都係一個 caregiver（照顧者）。」

除了工作外，麗梅的最大掙扎非她的美
國人丈夫莫屬。若沒有丈夫的全力支
持，她可能不會如此果斷地抽身而退，
回港肩負照料母親的重任。「呢個係
couple（伴侶）既 commitment（承
諾），係一生一世，我覺得你唔可以做
太空人。」



表面說得雲淡風輕，但身體力行起來，
又怎會沒有辛酸？即使腦內已經預演過
無數次護老者的職責和任務，但當這一
天真正來臨，無疑依然是艱鉅的挑戰。
麗梅也需要花點時間適應。

不過麗梅卻找到了可令自己加快適應的
方法——主動學習。護老的過程中，大
至長者的認知教學和情緒管理，小至怎
樣協助長者沐浴和進食，全都大有學
問。身為護老者，麗梅自覺需要學懂更
多技巧。母親入院時，她會特意向醫院
的護士查詢為長者更換尿片的方法︰怎
樣轉身？怎樣換片？汲收了別人的知識
和經驗之談，自然熟能生巧。此後，麗
梅便經常參與中心的護老課堂，甚至自
行上 YouTube 觀看相關影片，邊做
邊學。

此外，懂得適當地抽離歇息，也是令人
更容易適應護老過程的必修課。不少人
成為護老者後，很容易被這個身份困
囿；面對困難，也忘記了尋求支援和協
助，繼而逐漸迷失自己。麗梅指，現在
給予護老者的支援和福利越來越多，例
如姑娘會到家幫忙，或可以帶母親到中
心。她的兄弟姊妹亦會偶爾抽出一、兩
天，負責母親的照料工作，讓麗梅可以
行行山、做做運動，休息片刻，享受獨
處的空間，放鬆心情，紓緩壓力。「每
人幫手少少，就算我係最主要既
caregiver（照顧者），但係都唔會覺
得咁辛苦。」

「係完全去唔到廁所，要同佢換尿
片……真係好狼狽，你會覺得好多污糟
野，成個人好炆憎。」

全年無休的護老崗位，亦令母女感情日
益深厚。麗梅笑言︰「我既媽媽就唔會
多謝仔女幫手既，即係斟茶遞水俾佢都
係應份既，但係而家佢會『唔該』，會
識得 appreciate（欣賞）。」

此時，麗梅便察覺到自己不是單純的
giver 角色，「原來我都係 receiver
（接受者）……我 receive（接收）左
好多開心既野。」因此，當麗梅眉飛色
舞地談起母親近來精神多了、開心多
了，那已再不只是對母親現時的身體狀
況的評論，更是護老者的自我肯定。過
去不辭勞苦的汗水和心血，孕育出今天
的成果，更讓護老者體會到助人自助的
精神。

問及麗梅用一個詞語總括擔任護老者的
心得，麗梅毫不猶豫便回答︰「滿足
感！」

能如此不假思索地道出這句感受，想必
麗梅在護老的過程中得著甚深。看著母
親由一開始行動不便，心情低落，甚至
覺得自己外表太醜而不願外出，到現在
漸漸豁然開朗，回復出門與朋友見面閒
聊的動力，旁人不但目擊著母親的康復
過程，也見證了麗梅背後的默默付出。

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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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是⾨必修課程 ⼀句，便是最⼤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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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梅提醒，護老者為長者照顧可分為三個方面。首先是 physical
（身體），護老者的身份就像護士或物理治療員，協助長者步

行、轉身等；其次是 cognitive（認知），護老者須為長者提供腦
部訓練，讓長者保持腦筋轉動，多點思考的機會；最後便是

emotional（情感），若看見長者拒絕與人眼神接觸，或垂頭喪氣
的模樣，護老者便要慢慢作出引導和開解。

為全面照顧母親，麗梅會自創小遊戲，例如砌一個數字版，讓母
親找出當中漏掉了的數字，日復日加以練習。這些方法，麗梅最
初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硬著頭皮一試，沒想到最後的效果竟如此
正面。這令麗梅發現，即使不是專業人士，只要你是在長者身旁

親力親為的一位，人人都可以是專業出色的護老者。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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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的身份，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遙遠。認清護老者的各種角
色，在照顧長者的時候好好發揮，即使平凡如你我，也可以是長
者身邊最專業的守護者！只要緊記我們不只是不斷付出的照顧
者，也是獲益良多的受益人，那麼在漫長的護老旅途上，我們總

算並不孤單。



地址：大圍美田路1號大圍社會服務大樓1樓（停車場層）

電話：2691-1580

傳真：2602-2115

電郵：sest@caritassws.org.hk

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明愛沙⽥⻑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