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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物騰貴，樓價尤為高企，年青人為求一處二百呎的容
身之所，省吃儉用，最終心力交瘁。不知能否稱得上幸運，
踏入了人生另一階段的長者們，大概安於一室多時，打造優
質舒適的安樂窩，已不再是他們需要捨命追趕的目標。歷盡
千帆，種種有關安居樂業的懊惱，似乎終能從漸變佝僂瘦弱
的肩膊卸下，然後從容地擱在一旁。
 
然而，現實是否真的如此？許多人以為，長者經常留家，只
要家居環境得宜，他們就可無憂無慮地享受閒適舒坦的暮
年，好好安老。事實上，安坐家中，未必等於安享晚年。因
為「家」的定義，並非只指房屋單位，也代表圍繞長者日常
的生活環境，例如家人的陪伴、鄰里的連繫，以至社區有沒
有足夠資源，為他們提供支援和照顧服務等。今期的《護
籍》，我們將以「居家安老」為主題，並化身神機妙算的偵
探筆記，解構社區資源，發掘家居安全貼士，為長者構築一
個安全貼心的「筍盤」！



序

大家好！
 
容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紹一下。我的稱號是「神探家利樂」！
 
我雖然不像電視上的「神探伽俐略」般，擁有英俊的臉孔和
出眾的物理知識，但其實我的查案能力絕對毫不遜色！只不
過，我的專長並非血腥殘暴的凶殺案，而是比較貼近你我生
活的家居研究。我的職責，就是四出搜證勘察，然後動動腦
筋，分析推理，判斷一個家能否對長者帶來利益和樂趣！
 
其實，想知道你身處的位置，是否一個適合居家安老的好地
方並不困難。需要多加留意的重點，不外乎社區資源和家居
安全設計兩大要素。現在，一於跟大家分享我的絕密偵查筆
記，向你傳授神探家利樂的破案招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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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供境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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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証供

身為智勇雙全的神探，當然要深入虎穴，親自勘察社區環
境！許多人誤以為長者深居簡出，大部分時候都身在家中，
因此為長者建構居住環境時，只需放眼家中室內空間。
 
我「神探家利樂」卻不敢茍同了！相比留在家中百無聊賴，
長者更熱衷外出，酷愛舒展筋骨，跟老友記喝茶閒聊，參與
興趣活動，樂此不疲。因此，對長者而言，社區環境可能比
家居更重要呢！
 
即使你家中的長者因行動不便或健康問題，不常外出，也不
代表社區環境就能消失於你的考慮之列。香港人工作繁忙，
並非所有長者家屬都能成為常伴左右的護老者，萬一長者獨
留在家時發生意外，護老者未必能夠及時趕至，伸出援手。
這種情況，能隨時提供協助的社區資源，便變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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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証供

最適合長者安老的地方，往往是自己最熟悉的家。可惜有些
長者體弱多病，家屬亦未有閒暇隨時候命，最終只能帶他們
脫離相熟的環境，送往老人院。假使社區能提供以有輕度功
能缺損的長者為對象的綜合照顧服務，包括個人護理、復康
運動、膳食服務、家居清潔和交通護送等，方便護老者尋求
貼身和全面的支援，長者便能舒適地在家安老，毋須斷絕與

家庭的融合與連結。

綜
合

家
居照顧

服
務⼀



除了長者外，社區服務當然涵蓋在安老工作上肩負重任的護
老者。護老者服務的目的，就是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
者，其中的服務單位包括長者鄰舍中心和長者地區中心等。

 
以明愛沙田長者中心為例，我們將服務對象劃分為中心護老
者（壓力檢測分數自評為14分以下）和外展護老者（壓力檢
測分數自評為14分以上），並提供一系列的工作坊，教授照
顧長者的技巧及知識，舒緩照顧壓力。外展護老者更可申請

看顧和護送服務，以便騰出閒暇，享受私人時間。
 

此外，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的熱線（3892-
0101）和WhatsApp（5277-3500），由專業社工接聽，

保證遇上疑難的護老者獲得即時回覆！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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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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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區長者中心或院舍更會提供長者日間暫托服務，提供
臨時照顧和短暫住宿，方便平日需要上班，或純粹渴望休息
一下的家人或親屬忙裏偷閒。假若家人有事遠行，或有一段
長時間未能照顧長者，你可透過社工轉介，申請暫時托管服

務，分擔護老任務。
 

但要留意的是，政府資助院舍的宿位緊絀，護老者最好預早
半年申請，並提供確實的入住日期和日數。

⻑

者
暫托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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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長者大病初癒，離開公立醫院後，回到家中仍需要一段
長時間的觀察期和過渡期，接受護理和照料。這個時候，離
院支援服務便大派用場！它能為剛出院的長者提供最多八星

期的社區支援服務，讓他們安然過渡整個養病過程。
 

不過，如欲申請，緊記在長者留院期間，便要聯絡醫務社
工，進行評估；假如長者出院後才申請，醫院未必受理！過
去不少護老者對離院支援服務的申請程序一知半解，以致長

者出院後大失方寸。

離

院
⽀援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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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家居証

視察過環境證供，偵查過程的下一步，當然是調查長者的家
居室內設計和擺設啦！
 
眾所周知，年紀老邁，即使身在理應最安全熟悉的家裏，也
可能礙於行動不便、遲緩，或記憶衰退，而無法活動自如。
因此，長者設計居住環境，毋須過分花巧、精雕細琢，反而
需要格外留意是否實用、方便、安全，以及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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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項對長者進行的調查，大部
分受訪長者都會在家中煮食，當中
一半更每個星期至少煮食七次。可
是，調查亦指出，每位受訪長者都
有最少一次忘記關掉爐火的經歷。
若把家中的明火煮食爐，改裝為電
磁爐，不但方便長者頻繁使用，更
可減少由火種引起的家居意外。

廚櫃

每個人家裏可能都有個「儲物癖」
長者，為了妥善放置他們的雜物，
廚櫃可謂不可或缺。不過，記得廚
櫃內的物品須定時整理；廚櫃本身
的高度也要適中，方便取物。安放
物品時，可把長者的所需物品置於
伸手可及的位置，例如儲物櫃櫃面
和腰間，又或使用附有輪子的儲物
膠箱，以便長者安全妥當地貯存和
拿取物件。

電磁
爐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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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廚櫃，是生活不
可「櫃」乏的一環！

改裝電磁爐，從此一
「爐」永逸！



廁所
扶手

浴室

平日家居常用的廁所扶手都由不銹
鋼製造，表面光滑，長者借力時容
易滑手，引致意外發生。若想增強
防滑功能，我們建議選用以塑膠物
料覆蓋的扶手，若附有凹凸坑紋則
更為理想。此外，由於毛巾架和扶
手的外形十分相似，不少住客都會
以此充當扶手使用，但其實此舉極
為危險。毛巾架可承受的力度有
限；要是長期以此借力，很容易令
毛巾架的接口位鬆脫，造成意外。

門

浴室的門，應以趟門和雙摺門為
佳。前者門後位置較大，後者則可
內外兩面開啟，若在浴室內發生意
外也可方便救援。另外，要是家中
長者需以輪椅代步，必須份外注意
門的淨闊度，即門全開之後，門框
之間可通過的闊度。香港家居的門
都偏窄，部分只有400-500mm；
若要至少通過一架輪椅，門必須有
700mm的闊度。因此，建議所有的
門一律需有850mm的淨闊度。

識用趟門，才是不二
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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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扶手，令你不亦
樂「扶」！



門的把手，一般而言都是球形，但
如果長者的手指或前臂肌力的關節
退化，扭動球形把手時便會困難重
重。其中一個方便長者的策略，莫
過於將家裏的門改成輕觸式，只需
輕觸門口，門便會自動開關。

為長者選擇睡床，原來也大有學
問！如果床褥太軟，坐在床緣時會
下陷數吋，以致長者的膝部未能維
持直角，增加站立的難度。因此，
床架連床墊的理想高度，應為18-
20吋。我們亦可以長者的膝蓋及後
膝摺曲位高度作為參考，當長者坐
在床邊時，膝關節能維持直角，雙
腳又能平穩貼地，便為之合適。

把手 睡床

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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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一橫，改裝
把手吧！

深「床」不露的揀床
學問！



夏日炎炎，為防中暑，不少長者寧
可留家涼冷氣。不過，假如他們想
調節溫度，而冷氣又置於高處，該
怎麼辦？所以，冷氣機的開關和溫
度應以遙控裝置控制，以防長者站
在椅子上，增加跌倒風險。

地板

家居地板主要分為實木地板、複合
地板和無縫地板三大類，其中無縫
地板的防潮功能較佳，較少機會變
形或出現縫隙，減低長者絆倒的風
險。如你家中選用的是木地板，為
免地面過度光滑，令長者不小心滑
倒，釀成意外，千萬別過度打蠟，
也避免使用油性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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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

客廳

選用適當地板，家居
不再一「板」一眼！

有遙控的冷氣，才是
拿手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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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撃⽬ ⼈

經過一番鍥而不捨的努力，我「神探家利樂」對為長者而設
的理想家居，終於有點頭緒了！不過，只有環境證供和物證
並不足夠，居家安老，始終是一項以人為本的工作，又怎能
錯過對活生生的人明查暗訪的步驟呢？
 
我收到可靠情報，明愛沙田長者中心聚集了一群護老經驗豐
富的過來人，他們對設計適合長者安居的住所頗有心得。一
於聽聽這班護老者的分享，從中學習長者家居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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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家利樂

各位護老者好！大家可否分享一些有助照顧長
者的家居小貼士呢？

神探家利樂

嘩，很聰明的做法呢！那就唾手可得，方便隨
時補給了！

不止於此啊，我還在睡房和走廊腳線位置安裝
了感應燈呢！要是長者夜半起床上廁所，感應
燈便會自動亮起，非常安全。

余觀愛

馮翠華

我也是呢！我也安裝了感應夜燈！

我先談吧～我平時絕對不會把洗手間的常用物
品放得太高，例如我會在座廁旁放一張椅，用
作擺放廁紙！ 

余觀愛

我也有啊！另外，關於浴室，大家千萬別忘了
安裝扶手啊！

麥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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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家利樂

當然是廚房啦！我與先生同住，我常常鄭重提
醒他，獨自在家時別開爐煮食，免生意外嘛！

余佩玲

梁姚瑛

對啊對啊，在浴室加上扶手，真的大有幫助！

看來大家最關注的是洗手間和浴室的環境呢！
還有其他須多加留意的地方嗎？

劉偉修

完全認同！我也會提醒長者獨自在家時不要開
爐，以免他一時大意，休息小睡片刻，因而發
生火警。

別忘了浴室內還應放置防滑膠片啊！

鄧美雲

對呀！有些獨居長者，經常忘記自己開了爐，
有時甚至懵然睡著了，太危險了！

余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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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家利樂

當然不行！普通雨傘根本沒有保護作用，安全
起見，還是勸喻長者用回真正的枴杖吧！

劉偉修

神探家利樂

很多人以為家居安全是理所當然，但其實稍一
不慎，發生意外的機率就跟外出一樣！

我常目睹長者把雨傘當成枴杖，這樣做安全
嗎？

余觀愛

我更會在近門口的位置擺放幾個圓形膠盒在一
個膠水桶上，萬一長者跌倒或暈倒，物件倒
下，發出巨響，家人便會立即醒覺。

以穿鞋為例，長者的鞋子尺碼太大，走路時後
腳跟便會鬆脫，或因行走不舒服而跌倒。所
以，真的要好好為長者預備尺寸合適的鞋！

劉偉修

哈哈，你們說的我全都做了！尤其在浴室安裝
扶手，以及安裝感應夜燈，的確非常有效啊！

梁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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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後

在一個地方住久了，沒有人會希望離開熟悉的家園，投入陌
生的環境。不是因為我們缺乏孤注一擲的勇氣，也不是我們
沒有敢作敢為的能力，而是我們早已與周遭的環境產生感
情，不論是與社區的連結、鄰里的關係，甚或家中一磚一瓦
背後的故事，確是刻骨銘心、難離難捨。這些情誼，對長者
來說，尤為深刻。他們已屆暮年，對世事無慾無求，唯一的
希冀，也許就是趁著人生的最後階段，承襲這份源自環境的
熟悉感，延續這段緊密親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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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長者這小小的願望，也非難以理解，我們何不多踏出一
步，想想有什麼方法可讓長者舒適安謐地在家安老？隨著長
者年紀漸長，他們需要更多貼身的援助，我們又何不設身處
地考慮他們的照顧需要，然後嘗試在家居方面調節、迎合？
 
如前文提及的安裝扶手和感應燈，定時整理廚櫃等方法，其
實全都不費吹灰。原來，輕而易舉的簡單對策，已能為長者
居家安老的生活，大大提升了安全和便捷的程度！同時，社
福機構亦積極建立全面的資源網絡，與社區內護老者緊密聯
繫，以便提供適切的支援和服務，成為護老者的最強後盾，
讓他們可以胸有成竹，為長者築起一個安穩愜意的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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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址 // 大圍美田路1號大圍社會服務大樓1樓（停車場層）

中心電話 // 2691-1580

中心傳真 // 2602-2115

中心電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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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