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藉護藉
明愛沙⽥⻑者中⼼

護老者季度刊物 - 第六期護老者季度刊物 - 第六期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
日間照顧篇日間照顧篇日間照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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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苦，很難說...
我扶著你、你扶著我

照顧者⼼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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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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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26-33

...34



2022年12⽉，⾹港統計處發表《2021年
⼈⼝普查主要結果》，當中特別加⼊了⼀

項新的調查 ─ 「需要照顧的⻑者」，以
便政府統計現時⻑者對社區⽀援的需求，

同時亦可以初步收集照顧者的資料...

序序序

⾹港社會近年來正提倡居家安⽼，

讓⻑者可以有尊嚴地留在社區安享晚年。

事實上，現時全港有33萬60歲或以上，
⾮居住在院舍的⻑者正接受照顧者的照顧。

⽽這批照顧⻑者的⼈，我們稱之為：

「護⽼者」「護⽼者」「護⽼者」

2



這些護⽼者往往都是需要照顧⻑者的家

⼈，因⻑時間的照顧⼯作⽽無法維持他們

原有的⼯作。擔任護⽼者⻆⾊的⼈，可能

是⻑者的伴侶、⼦⼥、兄弟姊妹或是親

戚。在他們之間，以⼥性擔任護⽼者的⽐

例較多，⽐例⾼達86.5%。 

作為護⽼者，他們不單⽌是無酬，更是需

要⼆⼗四⼩時全天候⼯作。

對於他們來說，政府及社區對他們的⽀援

及⽀持尤其重要。但是，由於現時社區⽀

援申請需時且分散，令他們往往不能得到

最適切的服務，⽽變得孤⽴無援，須獨⾃

承受照顧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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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期《護藉》以社區

⽀援為主題，向⼤家介紹現

時社區可以為照顧者提供的

⽀援、服務，令各位護⽼者

求助有援，減輕各位的照顧

壓⼒。

序序序



4

前⾯還有很⻑的路，

我真的好累，

如何辦?

你放棄吧，為

何要這樣⾟苦

⾃⼰?



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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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爸爸⾝體剛剛變差的

時候，我真的很焦慮。

我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

照顧他...

有⼀天媽媽出外突然腳軟

跌倒送院，發現原來跌裂

盆⻣。⼿術後我亦不知如

何教她使⽤四腳架。我初

時真是很無助...



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

6

媽媽九⼗歲了。她雖然雙腳

不夠⼒，但她最不喜歡⽤助

⾏架，要「⾃由⾏」。我唯

有⽤「⼈釘⼈」的⽅法守護

媽媽，避免她跌倒。

照顧丈夫代表着終⽇的陪伴、忘

我的照顧，年終無休。

我要時常留意他⽇常⽣活的⼀

切，並每⽇需要為他預備⾐服，

全⽇的膳⻝，安排不同的活動。

我能夠給⾃⼰的時間並不多...



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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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很多時候不聽我的勸告，吃⻝物

時弄到枱⾯、地⾯都⼀團糟；為他安

排好餐具他⼜不⽤，要跟⾃⼰的想法

去做；出外時，過⾺路⼜要冲紅燈。

我在照顧他的時間真的好⽣氣...



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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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我與丈夫經
常出雙⼊對就沒有苦

...

丈夫患上認知障礙症
，我要時時刻刻留意

他

的⽣活。就好像和丈
夫回中⼼，我叫他着

多

件⾐服，他就好像⼩
朋友般「扭擰」。我

幫

他着，他就除。對着
他，我有時真是會好

「燥底」。



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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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相信各位照顧者都經歷過...
我需要照顧⽗⺟，但我亦需要全職⼯

作。曾經試過因需協助⽗親起床令我

上班遲到。亦因要與⽗⺟覆診⽽經常

要向公司請假...



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有種苦，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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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叫我請外傭姐姐幫忙照顧。但

我哪有錢，家中⼜沒有位置讓外傭睡

覺。唯有⾃⼰⾟苦少少，每⽇早點起

⾝服侍⽗⺟起床⻝早餐，陪⽗⺟覆診

後再回公司加班...



放棄？

那我家⼈怎麼辦？

你不⽤⾃⼰死撐
的，去找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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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送我的家⼈⼊⽼⼈院...
社會真的有其他服務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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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者已經在「安⽼服務統⼀評估機制」下，

已獲評定及建議為「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照

顧服務」，並正在中央輪候冊上輪候社區照顧服

務/院舍照顧服務…
 

以下幾項⽇間照顧服務可能適合你！

13



媽媽和護理員姑娘在家中進⾏復康運動呀。

她最近使⽤了政府的社區照顧券。負責的服

務單位為我媽媽安排了不同的家居⽀援及家

居照顧服務，令我可以在照顧期間也有時間

喘息。

好久不

⾒！ 你媽媽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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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以「錢跟⼈⾛」、「能者多付」的

形式，令適合留在社區的⻑者可以

得到合適的照顧。

照顧券使⽤者可以根據他們的服

務需要選擇「中⼼為本」、「家

居為本」或兩者的混合模式。

如果想知道「中⼼為本」、

「家居為本」提供甚麼服務

予⻑者，可以掃描旁邊⼆維

碼進⼊社會福利署的網⾴，

了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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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擔⼼早上無⼈照顧⻑者，你可以考慮為

他申請⽇間護理中⼼服務。

 
⻑者⽇間護理中⼼除了提供基本的⽇間照顧服

務外，亦為⻑者提供不同的復康運動和社交活

動，希望可以維持其最佳活動能⼒，改善⽣活

質素。

 
你可以向你的負責社⼯查詢，或上社會福利署

的網站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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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護理中⼼服務⽇間護理中⼼服務⽇間護理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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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爸爸不喜歡到⽇間護

理中⼼，他想留在家中做

復康運動，看電視...

如果⻑者喜歡留在家中，

可以考慮使⽤上⾨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
可以幫到你!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
服務提供以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希望可以令⻑

者繼續居家安⽼，保持最佳活動能⼒；同時為護⽼者

提供各類⽀援和協助。

 
服務為⻑者提供不同的服務：⽇間到戶看顧、護⽼者

⽀援及訓練、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膳⻝服

務及24⼩時緊急⽀援等等。
 
你可以向你的負責社⼯查詢，或上社會福利署的網站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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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我尚未安排⻑者進⾏「安⽼服務

統⼀評估」，有其他⽇間照顧服

務可以申請嗎？

19



⽇間護理中⼼亦為⻑者提供短期

⽇間暫託，藉此希望紓緩護⽼者

的壓⼒，讓他們在有需要時能得

到短暫的休息或能處理其他事

務。

 
⻑者無須經過「安⽼服務統⼀評

估機制」評估。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致電各區⻑者⽇

間護理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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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暫託服務⽇間暫託服務⽇間暫託服務



你亦可以考慮申請由政府資助的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就是為60歲
以上⻑者、殘疾或有需要⼈⼠提供⽀援。

但是由於資源有限，服務會優先考慮個⼈及

家庭⽀援薄弱的低收⼊家庭。 
 
有需要⼈⼠可以直接向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隊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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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普通個案）（普通個案）



全港所有的⻑者地區中⼼及⻑者鄰舍中⼼

均會提供護⽼者⽀援服務，為孤軍作戰的

護⽼者提供偶發性的⽀援服務。

 
明愛沙⽥⻑者中⼼的外展護⽼者服務為有

需要的護⽼者提供陪診、護送或中⼼看顧

或上⾨看顧服務，令護⽼者可以騰出時間

處理個⼈事務、休息及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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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者⽀援服務護⽼者⽀援服務護⽼者⽀援服務



坊間亦有不同的⾃費護⽼者⽀援服務，讓

照顧者可以在照顧期間仍有喘息的機會。

 
早上家中沒有⼈照顧⻑者，可以考慮申請

⾃負盈虧⻑者⽇間護理中⼼。⼊住⾃負盈

虧⽇間護理中⼼的費⽤會按照⻑者在中⼼

使⽤的服務⽽計算。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致電各⾃負盈虧

⽇間護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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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照顧⾃費服務 -⽇間照顧⾃費服務 -⽇間照顧⾃費服務 -   
⾃負盈虧⻑者⽇間護⾃負盈虧⻑者⽇間護⾃負盈虧⻑者⽇間護

理中⼼理中⼼理中⼼



 
不同的機構亦會提供護⽼者⽀援服務。服

務會由已受訓練的服務員或護理員提供不

同的服務，包括陪診、⽇間看顧或基本的

傷⼝護理 (收費及內容視乎不同機構可提
供的服務)。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向鄰近⻑者中⼼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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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照顧⾃費服務-⽇間照顧⾃費服務-⽇間照顧⾃費服務-
個⼈照顧服務個⼈照顧服務個⼈照顧服務



雖然有⼈幫到我，

但是仍覺得好累...
根本無⼈明⽩我。

我和我的朋友都是

照顧者，我明⽩你

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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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現時媽媽好像⼀個嬰兒般，需要我
⻑時間的照顧。有時⾯對媽媽好勞
氣，但有時她⼜會好像⼩天使般⿎
勵我。雖然照顧她真是好⾟苦，但
是每次⾒她開⼼，都是值得的。

姓名: A⼩姐
職業: 全職護⽼者&

家庭主婦

職責: 照顧80多歲患
有認知障礙症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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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惠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80多歲

丈夫 

 

雖然作為照顧者好累，但記住都

要付出多些愛⼼予你愛的⼈。因

為神先愛我們，我們亦要記得多

愛⾝旁的每⼀個⼈。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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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是我媽媽。

我愛她，想繼續照顧她...

姓名: B⼩姐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80多歲患
上輕度認知障礙症及

⻣質疏鬆症的媽媽 

我⾃⼰⾝體也不好，周⾝⽑

病，有時更要⼊院做⼿術。

你為什麼還要這麼努⼒？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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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魏太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80多歲

丈夫 

雖然現時丈夫好像⼩朋友般，⻝飯穿⾐需要由我照

顧，是好「勞氣」的，但是他⼀直以來都很疼愛我。

特別是丈夫退休後，他願意和我⼀起到⽼⼈中⼼做義

⼯。我們之前還曾經⼀起設計防⽔⾵⾐，⽽且還獲獎

了！

 
兩公婆⽣活那麼多年，⼀定會有⼩吵⼩鬧，特別是做回

⼩朋友的這幾年。我的做法就是「退」。因為我知道，

當丈夫發洩完，他就會乖，就會聽我話； 相反，如果我
和他對峙，只會令爭執加劇，傷害我們之間的感情。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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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馮⼩姐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丈夫 

無錯，當⼀個護⽼者有時會令⼈

好煩躁。

但是，作為護⽼者，若你能夠做

到忍耐和⼼平氣和，被照顧的⼈

才會感覺到你是真⼼看待他。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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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C⼩姐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丈夫 

丈夫不聽我勸告、只會跟⾃⼰的想法去

做，對着他我真的好⽣氣。

但突然想起很多⼈說很多⽼年⼈都會硬

頸。之後我開始選擇忍讓，他弄髒地⽅

就⽴即去整理，想冲紅燈就扯住佢。

想通之後，我就發覺雖然有時覺得他很

⿇煩，但有⼀個⽼伴陪伴，總⽐起⼀個

⼈獨處，忍受相思之苦更開⼼。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31



姓名: D⼩姐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丈夫 

當⾃⼰患病時還要照顧他，我有時都會

對丈夫發脾氣。後來才知這樣是帶來反

效果...

之後我明⽩到什麼事情也好，對丈夫說

話溫和些，令佢可接受你的說話之餘亦

不和你對抗。

照顧⼀個⼈，更需要的是耐⼼、說話要

分輕重，才能令⼈聽起來覺得舒服。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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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梁先⽣
職業: 全職照顧者
職責: 照顧妻⼦ 

兩⼈相處⽣活必定會有不同意

⾒。只要⼤家理性，冷靜處理，

問題就容易解決得多。

家和萬事興，家衰吵不停

⼤家共勉!

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照顧者和你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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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同路⼈的⼀句話:



不知你們有否發現，今次整本護藉都由⿈

⾊、向⽇葵貫通。其實選擇⿈⾊及向⽇葵

有其獨特的意思。⿈⾊代表正⾯、有活

⼒；向⽇葵帶給⼈們充滿⼒量，以及活潑

明亮形象，同時亦代表溫暖及勇氣。

 

我們希望各位讀者在閱讀完護藉後亦因此

變得正⾯、有活⼒及更勇敢地迎接新的挑

戰。

 

最後我們亦想指出，你並不是孤單⼀⼈。

我們及⼀眾的同⾏者會陪着你。

後記後記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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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沙⽥⻑者中⼼

地址 : ⼤圍美⽥路⼀號⼤圍社會服務⼤樓1樓（停⾞場層)
開放時間 : 星期⼀⾄六上午9時⾄下午5時 
(星期⽇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 : 2691-1580
傳真 : 2602-2115
電郵 : sest@caritassw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