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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香港人口高齡化，在社區上需要照顧的長者也與日俱增，

但我們有沒有留意每位體弱長者的身邊往往都有一位甚或更多位

照顧者？有的照顧者白天工作，晚上和假日肩負起照顧長者的責

任；也有些照顧者甚至放下工作，全身投入照顧行列，為長者提供

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貼身照料，好讓他們能夠繼續於熟悉的社區安

老。照顧者堅毅的態度與默默的付出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社會福利署十分重視和關注長者以及其照顧者的支援工作。

社區上有不少福利服務機構，致力為護老者及長者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如日間或住宿

暫託服務等，照顧者可以善用這些資源，紓減照顧的壓力。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更

於2017年成立「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以小區模式，把東區和灣仔區分

成六個不同小區，讓小區因應各自的獨特性和服務需要，靈活制定不同的宣傳及介入策

略，加強接觸隱蔽長者、獨老∕雙老家庭及其照顧者，以盡早作出支援和服務轉介。自

2019年，地區福利辦事處於區內陸續開展由不同福利服務單位包括長者地區中心、長者

鄰舍中心、以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組成的「照顧者加油站」，為護老者提供一個互助

平台，讓他們得到稍作休息的機會，透過認識同路人，建立支援網絡，大家互勵互勉；

同時，「照顧者加油站」許多時都會安排職員協助看顧長者，讓一眾照顧者可以專心投

入「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暫時放下照顧長者的牽掛與疲累。

  為了肯定和表揚區內照顧者的努力，東區及灣仔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特意製作

《照顧者心聲集暨資源冊2021》，當中除了回顧「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點滴，亦收錄

了不同照顧者的故事和心聲，以及列出相關社區資源，希望便利作為照顧者的您尋找合

適的服務，在照顧的路上和其他照顧者同路、手牽、前行。

社會福利署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專員

胡美卿女士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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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醫超過三十年，每天總看到大批病人到醫院

輪候覆診或接受日間治療，當中大部份都是長者，

而其中陪同就醫的多數是老伴或子女。這十年來，

全港人口明顯老化，照顧長期病患老人的負擔，日

益沉重。在2020年，港島東區每100個居民就有約

18.7個是六十歲或以上，而全港人口中，長者比例

是每100個有17個，可見在港島東區，長者對公共醫療需求相當龐大。作為港島東醫

院聯網的行政總監，管理聯網內的長者醫療服務，責無旁貸；與此同時，我也記掛區

內一班默默地幹的照顧者。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根深蒂固，雖然有工人幫手，日常照顧

角色都落在家人身上，無論是同住或不同住，照顧者就好像「萬能俠」或「叮噹」化

身，隨傳隨到，有求必應，任勞任怨；甚至是重覆枯燥乏味的「工作」，例如為長者

預備三餐、餵食、幫手沖涼、提點吃藥及分配份量、陪診取藥等等。照顧者無休止的

「工作」，沒有補假，沒有娛樂，就像繃緊的橡筋一樣，長此下去，恐怕終有一天都

變成病人。因此港島東醫院聯網一直與社會福利署及區內長者服務單位，發揚「醫社

合作」精神，多年來攜手為照顧者提供適切的支援，使他們活得健康、自在、滿足。

  衷心向每一位照顧者致敬，全因你們無私的奉獻、無限的付出、無盡的愛護！希

望每一位都記得愛錫自己，好好照顧身體、情緒、社交、靈性各方面的需要。很高興

這本《照顧者心聲集暨資源冊2021》面世，每一個動人的故事都是一顆正能量，肯

定照顧者的貢獻，並為他們打氣。各位照顧者，你們不是孤單的，有很多人正在支持

你們！

醫院管理局 

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

陸志聰醫生 太平紳士

序言

2



  隨著本港人口的持續高齡化以及護老者人數的劇增，提供支援
護老者的服務乃成為當務之急。

  多年來，在社會福利署協助下，各非政府機構開展了眾多照顧
長者及腦退化病人的日間護理中心，並為照顧者舉辦了各項有關的

培訓及指導。畢竟，一個仁愛共融的社會，應以促使長者居家安老

為宗旨，使其能在熟悉的環境和家人的陪同下，安享晚年，而護老

者能否怡然自在，乃成為關鍵所在。因此，除了培訓與指導，對照

顧者各方面的支援，也刻不容緩。

  近年由社會福利署主導的「照顧者加油站」已在東區及灣仔區投入服務，令人鼓舞！
此項計劃鼓勵及資助各服務單位聯同區內非政府機構為護老者舉辦各項活動及工作坊，傳

授以有效及愉悅的方式照顧長者及腦退化者所需的知識。此外，亦舉辦紓緩照顧壓力的活

動，提供各項有助長者護腦的技能訓練和各種遊戲體驗，以及交換在照顧過程中解決難題

的心得等等。照顧者在參與過程中，可以暫忘日常照顧的壓力，建立支援網絡，而藉著和

長者共同參加活動，更可增進彼此的感情和溝通。護老者極需稍息的空間，他們長期承受

巨大壓力，身心俱疲，從而會影響被照顧者的健康，因此令他們身心安康，極其重要。

  在此，謹向所有參與「照顧者加油站」的社會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你們用愛心和
耐性為長者，包括患腦退化的長者，以及他們的照顧者，提供了支援和鼓勵。畢竟，這計

劃仍處於始創階段，運作過程中難免偶有阻礙，或經費不足，或支援受限等。《照顧者心

聲集暨資源冊2021》編撰了區內照顧者的故事和心聲，並輯錄了區內有關資源的訊息，我
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傳播「照顧者加油站」的重要計劃，並引起大眾的關注及支持。我

們人人都會老去，也都期望著暮色降臨時，能安享晚年，沐受著照顧者的關愛與諒解。

  最後，謹向開展「照顧者加油站」的社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區內各福利服務
單位及各非政府機構夥伴，致以賀忱！並祝前程萬里！

高錕慈善基金主席

高黃美芸

序言

3



社會福利署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

「照顧者加油站」簡介
  護老者為長者居家安老提供重要支援，有見及此，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

辦事處自2019年起，於區內「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下的六個小區包括 

i) 柴灣、小西灣 ii) 筲箕灣 iii) 西灣河、鰂魚涌 iv) 北角 v)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vi) 

大坑、灣仔、跑馬地，陸續設立「照顧者加油站」，以加強照顧及滿足他們自身的需

要；此外，「照顧者加油站」亦有義工為護老者看顧其照顧對象，為護老者提供稍息

的空間和機會，直接紓減照顧壓力。

  「照顧者加油站」由區內不同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

及其他社福服務單位組成運作，透過舉辦不同主題及類型的活動，包括工作坊、茶座、

分享會及遊戲體驗等，鼓勵護老者及其照顧對象一同參與，藉此增進彼此感情和溝通。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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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加油站」於六個小區的活動回顧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轄下

的六個小區已相繼於2019年開展「照顧者加油站」，以下為各小區「照顧者加油站」

或其他與護老者相關活動的舉辦情況：

柴灣∕小西灣小區

名稱：護老者加油站

合辦機構：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

鄰舍中心、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

心、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內  容：除備有咖啡、茶、茶點、桌上遊戲及雜誌，讓照顧者於舒適的環境下放鬆

心靈外，機構同時亦安排不同活動主題如手工藝、茶藝、花藝、電腦遊戲

及穴位按摩等。

舉辦日期及時間：2020年1月9日，上午10:00-中午12:00

        2021年5月7日，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5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合辦機構：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及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內  容：茶座活動包括心靈抗壓講座、中醫減壓食療養生篇、伸展運動及藝術治療等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9月25日至12月11日（每月一次），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

主辦機構：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內  容：《秘密花園》—伸展運動及禪繞畫、和諧粉彩

舉辦日期：2020年12月17日至2020年12月29日（共四次）、

     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2月4日（共四次）

地  點：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筲箕灣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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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好心情咖啡館（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合辦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高錕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及太

古地產有限公司

內  容：護老者—高錕太太分享、重新發現『你』五感體驗工作坊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10月至12月（每月一次），下午2:00-4:00

地  點：太古坊港島東中心

名稱：傳藝時光—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內  容：表達藝術治療師帶領參加者進行音樂、戲劇、視覺藝術、舞蹈及寫作活

動，讓護老者體驗藝術，從而促進社交及得到個人放鬆時刻

舉辦日期及時間：2020年11月23日至2021年4月1日

（逢星期一；12月、1月暫停），

         下午2:30-4:00

地  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西灣河∕鰂魚涌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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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名稱：迎春扮一番

內  容：護老者家庭進行親耆藝手工創作、為他們拍

攝賀年照，慶祝農曆新年

舉辦日期及時間：2021年2月4日及2月11日，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名稱：護老齊同行，紓壓鬆一鬆（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合辦機構：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

鄰舍中心、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東區分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灣仔）

內  容：紓壓攤位有按摩、活力運動教室、幸福攝影站、品茗嚐樂園、製作護手霜

及和諧粉彩杯墊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9月28日，下午2:30-5:30

地  點：北角社區會堂

北角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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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照顧者加油站

合辦機構：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聖

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

區中心及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

內  容：製作手工，例如：聖誕咭、手工桔、皮革、環保袋；小食製作，例如：蝴

蝶酥及栗子撻等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12月12日及2020年1月16日，上午9:30-下午12:30；2020年

11月19日、2021年1月21日、2021年3月18日及2021年4月15日，

上午10:00-11:00

地  點：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灣仔及北角小區（跨區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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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
暨

照顧者嘉許禮
  東區及灣仔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與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於2020年11月27日，攜

手舉辦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暨照顧者嘉許禮。

  當日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由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陳德義先生、高

錕慈善基金主席高黃美芸女士、以及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署任福利專員潘巧玉女

士擔任嘉賓及致辭，並一同為「照顧者加油站」的徽號進行揭幕儀式，宣布東區及灣

仔區「照顧者加油站」的正式設立。

  當日與參加者一同回顧「照顧者加油站」和相關活動的內容。另一重點環節為區

內照顧者的心聲及經驗分享，希望藉此為同路人帶動及注入正能量，並讓社會人士更

清楚了解不同照顧者的需要。活動亦同時見證合共95位，由區內不同長者及康復服務

單位提名的照顧者獲頒發嘉許狀，以表揚和肯定他們無私和偉大的奉獻。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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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於尾聲進一步介紹區內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服務及相關資源，以持續紓緩他

們的照顧壓力。活動亦招募有興趣人士成為「照顧者加油站」的參加者或義工，希望

「照顧者加油站」能夠繼續得到各方支持，於區內穩步發展。

  當日活動片段已上載至社會福利署的YouTube頻道，歡迎大家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wT9nCr53I觀看或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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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被照顧的長者：張育穗先生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夫婦

張先生及張太兩老同住，張太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丈夫已超過十年。張先生近

年認知障礙症狀況轉差及行為問題增加，有時更未能認出回家的路，黃昏後亦時常會

嚷著要外出「回家」。因此，張太往往只能利用丈夫午睡時間才可以外出購物。某天

晚上，張先生在妻子洗澡時靜悄悄離家，張太發現後立即外出尋找，遍尋不果後，決

定報警求助。幸好，在警員協助下，約三小時後終於把張先生平安找回。

照顧者的心底話：

在照顧工作上，得到保安員、年

青人及警員的協助，我感受到社區上

有不少人對長者及照顧者的關心及主動

幫助，我深信社區上仍然有很多願意守

望相助的人。其中警員的話使我印象難

忘：「日後若張先生再走失，可即時報

警求助，發動在社區巡邏的警員協助尋

找。因為及早報警，走失的人未必會走

得太遠，成功找回的機會也會增加。」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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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

  以老護老的情況，在香港屢見不

鮮，他們面對的照顧壓力不少，若要照

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精神壓力更

大。張太能夠以積極樂觀及高度耐性去

照顧丈夫，中心每次邀請張先生參與活

動，張太必定支持。

  十分欣賞張太心存感恩的心，相信

「懂得感恩的人活得比較快樂」，願張

先生、張太的晚年生活幸福愉快。

社工蕭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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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被照顧的長者：鍾伙娣先生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夫婦

  鍾太十四歲邂逅鍾先生，二人互相愛慕，拍拖十年

後結婚至今逾四十載。夫婦膝下無兒女，但一直融洽恩

愛，互相扶持。

  二零一九年年初，鍾先生中風。這突如其來的轉

變打亂了二人生活及退休計劃。無計可施下，鍾太只

好忍痛安排丈夫入住護老院，期間風雨不改堅持準備

三餐膳食探望，替鍾先生按摩，更肩負起家庭經濟支柱的責任。眼見鍾先生受病患折

磨，鍾太最後毅然放棄工作，把丈夫接回家中親自照料，煮食、按摩、運動、洗澡等

無微不至。

  復康路上縱然面對挑戰及困難，鍾太一直樂觀積極地陪伴同行。這成為丈夫復康旅

程最大的動力，更笑稱這另類的退休生活造就更多時間的相處和交流，令二人關係更密

切。鍾先生感謝鍾太兌現對婚姻的承諾，不離不棄，他有信心攜手迎接未來。

照顧者心聲分享

14



社工的話：

  欣賞鍾太一直盡心盡力，不屈不撓地承擔起照顧家庭及丈夫的責任。即使面

對突如其來的轉變，鍾太仍顯堅韌和樂觀，與丈夫攜手同行。積極的她在逆境中

並不孤單，懂得在家人、朋友、鄰居中尋找支持的力量，扶助自己前行。鍾先生

與鍾太的正能量與處之泰然的人生觀是令人感動和鼓舞的！

  常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當放眼四方，總會看見各種機會與希望。只要

堅持信念，懂得尋找支持和人生動力，總會撥開烏雲，迎見雲上的太陽與藍天。

社工譚家明

照顧者的心底話：

  半生走來，歡欣有時，悲傷

有時。慶幸我們夫妻二人能夠一

起面對各種挑戰與困難。能與丈

夫一起，即使粗茶淡飯，亦是人

間天堂。

  或許在忙碌的照顧生活中，

有時會感到困惑。日復一日的生

活迫得我們喘不過氣。這時候，不妨容讓自己停一停，聆聽自己的內心，好好洞

察及關懷自己的需要，給自己一個休息的空間和時間。累積正能量，支持自己繼

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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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於十年前患上柏金遜症，並於四年前確診認知障礙症。不幸中之大幸是周

太於丈夫確診認知障礙症前曾參加長者中心舉辦的義工課程，對認知障礙症有初步的

認識和了解，更積極協助一眾患者上門進行認知訓練。故此周太細心地發現丈夫的記

性日漸轉差時，及早帶同丈夫前往求醫。

  得知丈夫確診認知障礙症後，周太並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感恩丈夫仍可維持簡單

的自理，更特意安排丈夫分擔家務。現時丈夫每日會幫忙掃地及「開檯食飯」，減輕

周太的照顧壓力，更增進夫妻間的感情。

  受到病症影響，丈夫情緒變得起伏不定，容易發脾氣，更出現失眠的情況。雖然

醫生處方安眠藥，但周太不想讓丈夫長期服用。當丈夫失眠時，周太選擇陪伴丈夫觀

看電視，再送上一杯溫熱的牛奶，助丈夫入睡。半夜，丈夫總會起來幫周太蓋一次被

子，雖然被丈夫的舉動所吵醒，但周太仍感到相當甜蜜。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被照顧的長者：周建邦先生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夫婦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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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心底話：

  談到自己照顧的經驗，坦言：「佢有病，我仲辛苦

過佢！」

  照顧工作並不簡單，初期仍沒太大感覺，但日子久

了，漸漸覺得吃力。但我認為日日抱怨或對丈夫不瞅不

睬也無用，反以平常心及耐心去愛護他，二人共同進

退，體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更好。

  為了平衡日常面對的照顧壓力，縱使每日都要照顧

丈夫，我仍利用自己的長處服務社區上有需要的長者，

又會抽時間參與中心的畫班、唱歌班等，而丈夫一直十分支持和鼓勵我。這種生

活方式，讓我得以適應護老者的生活，紓解照顧壓力。

社工的話：

  見到周先生和周太的相處，以開玩笑的方式打情罵俏，恰似一對熱戀時的情

侶。而周先生亦十分尊重周太，給予她私人空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周太是中心

資深的會員及義工，恆常協助中心大大小小的義工服務。從我認識周太開始，她

臉上總掛著微笑。早前周太不幸於家中跌倒拉傷腰部致不能步行，透過中心的送

飯服務支援夫婦的生活。周太康復後，二話不說就立即重投中心義工服務。從周

太的分享中，我看見原來疾病並不可怕，讓我知道正面及樂觀的心態，會令這個

顛簸照顧的旅程走得更平穩和更暢順。

社工黃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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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被照顧的長者：曾憲金先生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 關係：夫婦

  曾先生與曾太結婚逾半世紀，曾先生近年身體轉弱，曾於邨內走失，需曾太四處

尋找，令曾太的照顧壓力日增，並因不熟悉社區資源而感徬徨。社工主動為曾太介紹

社區支援服務，鼓勵他們參加中心的園藝小組，與其他組員交流，建立社交網絡；更

安排職業治療師到戶為他們提供改善家居的建議，讓他們住得安心，以助紓緩曾太的

照顧壓力。經輪候一段時間後，曾先生近期獲編配院舍服務，曾太經常到院舍探望，

看到老伴獲得周全的照顧，終於安心放下昔日的擔子。透過安老服務的支援，曾先生

和曾太相伴至今，展現出守護一生的美好承諾！

照顧者的心底話：

  愛是不保留的，我們能夠共同走

過五十七年，遠超過半世紀，我們為

過去了的歲月而自豪；最後的年日更

要互相攜手，不要放棄，有一天就

再相伴一天，也許每一天都是人生旅

途最艱難的一天，但我們會相伴不放

手！但願人長久！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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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

  曾先生與曾太走過不平凡的大半生，年輕時因曾先生的工作而長期分隔兩

地，曾經面對過不少困難，但曾太仍堅守愛的承諾，在晚年的時間盡心盡力去

照顧丈夫。從曾太身上可以感受到那份不變的承擔，面對照顧壓力日增的情況

下，她仍然咬緊牙關不放棄！她對丈夫無微不至的照顧，充分體現出「守護一

生的美好承諾」！

社工馬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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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被照顧的長者：張錫燦先生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心 關係：夫婦

  張先生與張太結婚五十載，兩人關係仍恩愛如昔，甜蜜非常。張先生自小患有

腦癇症，經常出現頭暈症狀。二十多年前在家中跌倒後，身體健康便每況愈下，由

起初使用拐杖，至今需以輪椅代步。幸得張太無微不至地照顧，使張先生能樂觀地

面對身體的轉變。張先生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日子，張太也會親自餵食早午晚三

餐，協助洗澡、抹身、刷牙及換片等日常照顧，事事親力親為，這份堅持的背後是

出於「愛」。

  在這二十多年的照顧路上，縱然面對不同的挑戰和困難，但張太仍然不辭勞苦，

一直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在丈夫身邊默默地支持和陪伴。此外，張太還在中心擔任義

工，與同路人分享照顧經驗，及鼓勵其他護老者。

照顧者的心底話：

  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因為要照

顧丈夫的緣故，當自己生病時感到

特別辛苦，但也覺得幸福，因為自

己還有能力照顧丈夫。在往後的日

子裡，我也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專心一致地照顧他，陪伴他終老。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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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

  張太在這二十多年間，不辭勞苦地照顧丈夫，縱然面對很多挑戰，但總會笑

著面對，更不時帶著丈夫參加中心的活動和戶外旅行。她對丈夫無微不至的照顧

和付出，需要無比的堅毅和忍耐，實在令人敬佩，教人感動！

社工陸美玲

21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被照顧的長者：歐惠群女士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母女

  歐婆婆原與女兒馮女士及女婿一起同住，自二零一三年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影

響記性、日常獨立活動及自我照顧能力。及後歐婆婆搬至居於附近的孫女家，並聘請

外傭協助照顧歐婆婆，馮女士亦風雨不改定時前往探望。

  馮女士近年身體轉差，容易感暈眩及不適，更因照顧婆婆而不慎扭傷，但馮女士

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照顧婆婆。面對疫情肆虐及生活模式轉變等各種挑戰，縱然馮女士

面對不同壓力，但她照顧媽媽的決心從沒有改變，因馮女士覺得有機會照顧母親是福

氣，不想將來「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長者是一項「體力」及

「智力」的挑戰，面對長者發脾氣

及拒絕配合照顧時，必須心存耐

心及多溝通，需要每天不厭其煩向

長者灌輸訊息，直至長者明白。

「愛」—驅使我一直照顧媽媽，

縱然身體開始出現超負荷情況，仍

咬緊牙關繼續堅持照顧下去。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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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

  儘管馮女士自己的健康開始出現問題，但

她仍盡心盡力照顧媽媽。今次疫情為馮女士帶

來前所未有的照顧挑戰，照顧的擔子亦更沉

重，然而馮女士積極參加中心護老者紓壓活

動，學習放鬆技巧及紓緩壓力方法。「休息」

是為了提供長遠及更好的照顧。照顧者付出大

量時間及心力照顧長者，很容易忽略自己的需

要，要適時愛護自己，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

他人。

社工余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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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心底話：

  我於照顧媽媽期間有著巨大的照顧及家庭壓

力，有一次帶媽媽覆診，醫生察覺到我精神狀況有

異，遂作出轉介。社工除提供上門及日間服務予媽

媽外，亦體貼我的照顧情況，鼓勵我培養自己的興

趣，我後來亦開拓了自己的心靈小花園。

  我亦會思考及學習處理媽媽各種奇怪行為的應

對方法，例如製作玩偶去安撫媽媽情緒；用媽媽衣

服縫製連身衣，以防止媽媽用手接觸排泄物等。其

實，在這段歷程中，不單止我在努力，媽媽也在遷

就我，希望我倆可一直享受這段美好時光。

  朱女於二十年前開始成為全職照顧者，照顧患有精神分裂及認知障礙症的母親。

朱女於照顧媽媽期間，亦遇上婚姻危機，但她仍堅持親力親為，希望能與媽媽開心生

活，而不用撇下她。朱女敢於求變，媽媽因病情而出現的不同行為，她都努力尋求應

對方法，同時亦會善待自己，例如她重拾園藝的興趣，在家培植一個小花園；她在預

備膳食時亦會把食材各分兩份處理，讓媽媽及自己也可有喜歡的口味。

  朱女一直記著，她希望這段時間，二人也能開心地生活，所以有時她會與媽媽一

起做家務，她明知這樣所需的時間定必更長，或許會有失誤，但看著媽媽也努力地付

出，她們賺得了寶貴愉快的經歷。

照顧者：朱女 被照顧的長者：朱女媽媽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關係：母女

朱女親手製作玩偶去安撫媽媽情緒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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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女自己悉心打理的心靈小花園，

紓緩了她不少照顧壓力

社工的話：

  朱女在繁忙的照顧中，能堅持著原有的目標，二十年如一日，就是陪伴媽

媽安度晚年。而朱女面對著媽媽變幻莫測的行為（認知障礙症衍生的行為和心

理症狀），仍能夠有清晰的思維及空間去處理困難，實在難得，這亦是朱女媽

媽的福氣。

社工黃仲賢

朱女使用媽媽衣服縫製連身衣，既
舒適又可防止媽媽伸手入褲襠接觸
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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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先生從事倉務工作二十年，兩年前到達退休年齡，原本想繼續工作，但為了照

顧年老的母親，毅然從多年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自此一力肩負起照顧的責任。縱使

之前曾有照顧長者的經驗，但照顧家人的過程仍然不簡單。

  區先生的母親年前曾經進行一場高風險的腦部手術，家人當時已經作出最壞的打

算，幸好最後平安無事。這件事使區先生照顧母親的決心更堅定。因為母親不良於

行，平日極少外出，亦不太喜歡接觸陌生人，區先生由煮飯、清潔以至幫母親洗澡，

全部親力親為，從不假手於人。而區先生因長年的倉務工作，腰骨和膝蓋曾經受傷，

每日亦會隱隱作痛，但區先生會忍住痛楚，每日堅持親身照顧母親。

  縱然區先生在照顧過程中會覺得疲累，但從不覺得照顧母親是負累，反而認為可

以報答母親的愛護，是一種福氣。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黃惠蓮女士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關係：母子

照顧者的心底話：

  區先生表示照顧過程最辛苦的是照顧的程序重覆及困身，他有時候會感到很

疲累。他不認為照顧長者是負擔，其實長者比照顧者更辛苦，不能動及不能如常

表達，長者面對身體退化而產生的感受是家人亦不能理解的。區先生分享照顧過

程最重要的是「堅忍」，當覺得照顧壓力大時，退一步調整好心態，看長遠一

點。當他因照顧母親而感到氣餒時，他會休息一下，看書或看窗外的景色紓緩情

緒。最重要是冷靜下來後，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感受，彼此溝通。照顧過程漫長，

以愛心耐性去與長者一起面對，才可以走得更遠。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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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

  一般人認為被照顧者是受助的一方，區先生的分享令人感到他的堅忍及樂

觀，令人受到鼓舞。他對家人的愛及付出，十分值得表揚。縱使照顧的壓力大，

他會積極調整心態去面對，不能改變環境，便改變自己的內心。希望每位照顧者

除了努力照顧長者，亦不忘照顧自己的心情。

社工馬麗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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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盧慕堯女士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關係：母子

  盧女士雖年過八十，身體狀況一向不錯，

只有些老人家的小毛病。兩年前，因腰部和腿

部的急劇退化，需要輪椅代步。一向喜歡自由

自在和外出閒逛的她，要整天留在家中，像完

全失去自由一樣，情緒顯得十分低落。家人因

需要上班，不能每天照顧陪伴她，子女對於安

排盧女士的日常照料也感到徬徨。後來得到醫務社工轉介至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

中心申請長期護理服務，盧女士很快便可以接受耆康會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

心的服務。自盧女士參加了日間中心及鄰舍中心的活動後，心情好轉了很多，精神亦

比之前好，而伊先生與弟妹間中參加中心舉辦的講座及活動，亦加深了他們對照顧長

者的認識。

  現在平日的早上，伊先生和媽媽吃過早餐便送她回中心，下午由義工接送她回

家，太太亦肩負起重擔，每天放工後回家安排晚飯。週末則由幼女照顧，帶她去飲茶

或逛街。幼子一家住得較遠，但也盡量抽時間出來陪她或帶她到醫院覆診。可幸有三

子女一起幫忙照顧，照顧的壓力也相對減少。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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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話：

  盧女士育有兩位兒子及一位女兒，他們相處十分融洽，子女們均很願意照顧

長者，各人都會分工照顧，從不會將照顧母親這責任視為一個負累，縱使照顧辛

苦，他們都樂於面對。而長子伊先生與盧女士同住，其為主要照顧者，負責為長

者提供日常起居照顧，他常陪伴在旁。伊先生更不時向工作員作出諮詢，務求提

供最佳的方法去照顧母親，其對母親照顧確實無微不至，工作員亦被伊先生對母

親的關懷與愛護深深感動。

社工李家琪

照顧者的心底話：

  「仍記起溫馨的一對手，始終給我照顧未變樣，理想今天終於等到，分享光

輝盼做到。」Beyond 歌曲「真的愛你」簡單的幾句歌詞，道出了多少為人子女

想要對父母表達的心聲。

  作為父母，照顧子女視作為一種天職，對子女疼愛有加，無微不至。而作

為子女，長大成人之後，照顧父母也應是理所當然，但真的人人做到嗎？現今

社會做任何事情都講求目的、要求回報。父母親對我們的愛護及照顧，是否又

有任何目的或要求任何回報呢？謹希望所有為人子女者，能好好陪伴及照顧家

中的長者。

  照顧長者需要的，是耐心、關懷、開解及陪伴。照顧年邁的長者，確實面對

很多難題，需要耐心去面對，需多方面學習，尋求適當的協助。需明白個人的時

間及能力有限，所能做到的實在不多。世事豈能盡如人意，只要盡了力，自然問

心無愧。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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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麥小姐 被照顧的長者：何婆婆、麥女士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關係：母女、姊妹

  「只有真愛才受得起考驗！」麥小姐是一位需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及晚期癌

病年輕長者的照顧者。大概二十年前，麥小姐便開始擔當照顧者的角色。當年爸爸因

跌倒後頭部受創而需要高度照顧，當時爸爸由入住院舍至離世，差不多數十年，歷程

中令麥小姐明白健康的重要性，更懂得關懷身邊的至愛—爸爸、媽媽及姊妹。

  當麥小姐放下爸爸的照顧擔子時，才發覺忽略了媽媽。當時，媽媽原來已出現早

期認知障礙症的病徵，可惜媽媽沒有適時確診，直至她在街上跌倒送院後才被確認患

有認知障礙症。在照顧媽媽的過程中，無論風吹雨打麥小姐都帶她參加相關認知訓練

活動。感恩的是現在媽媽的情況已有好轉及進步。

  世事難料！姊姊被證實患有癌症，當刻麥小姐不敢相信惡夢來臨。見到姊姊接受

手術後的電療及化療所受痛苦，她亦感到很心痛！故此，麥小姐決定辭職，成為全職

照顧者。雖然很多人都以為麥小姐會後悔，但至今她都沒有後悔，反而覺得自己的抉

擇是正確的，還得到意外獎勵，例如：媽媽及姊姊的健康狀況穩定了，亦意外地發掘

了媽媽的藝術天賦。現時媽媽在日間中心接受訓練，麥小姐又放鬆了心情，在照顧家

人的路途上做到雙贏的場面。

照顧者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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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心底話：

  人總是喜歡看到向前進步的嬰孩，討厭見到退化的長者，

可是長者身體各方面皆向後退時，都需要家人照顧。人人都需

要別人的愛和關心，有得必有失，如果衡量過得失後，就隨心

而行吧！當家人有需要時，自己又想幫助他們， 那就加入照

顧者的行列。

  照顧長者的工作富有彈性，只要願意就可以成為照顧者。不同的家庭背景及

經濟狀況、不同照顧者或被照顧者的性格，都會影響照顧長者的質素。當你發覺

長者身體狀況日漸走下坡或突然變差時，亦要為自己做好分離的心理準備。雖然

照顧過程辛苦，但在有限的生命裡，能夠照顧及陪伴你的至愛（媽媽及姊姊）走

完人生的終點，乃是一種幸福！

社工的話：

  欣賞麥小姐無論有多大照顧壓力，她總是笑面迎人，溫柔爾雅，心境正面。

俗語有云：「很多事情不能改變，但可以改變自己心態！」麥小姐在家中飾演不

同角色：孝順的女兒、堅毅的妹妹及「開心果」。每次見到麥小姐，她都牽著媽

媽的手前往訓練及參加多元化活動。麥小姐深明媽媽的病情，知道有一天媽媽會

忘記她的聲音及笑容，現慶幸何婆婆仍記得麥小姐，並視她為好朋友。另外，麥

小姐亦無限度陪伴及照顧姊姊出入醫院，雖然過程中有血有淚，但看到她們彼此

扶持和感情深厚，工作員亦被其正面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所感動，其對家人無微不

至的照顧實屬難能可貴。

社工陳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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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的照顧者加油站

柴灣∕小西灣小區
參與單位：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查詢電話：2558 0187（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筲箕灣小區
參與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2967 9211（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西灣河∕鰂魚涌小區
參與單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2676 7067（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由區內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組成的「照顧者加油

站」每月為照顧者舉辦不同類型的實體活動。為進一步鼓勵和方便照顧者的參與，部

份活動亦會以網上型式進行。如您有興趣參加「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或了解最新活

動資訊，歡迎與以下的長者地區中心聯絡。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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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小區
參與單位：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2527 4103（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大坑、灣仔、跑馬地小區
參與單位：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2835 4324（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北角小區
參與單位：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

查詢電話：2563 0187（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東區分會北角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33



扶抱及轉移技巧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家照顧體弱長者責任重大，亦需付出一定的心力及

體力。扶抱、轉移方法要正確，準備功夫亦要足夠，才能避免因姿勢或方法有誤，引

致照顧者勞損或長者受傷。

以下為扶抱及轉移時需注意之處：

1. 講清楚，做甚麼？
 ¾ 先向長者清晰地簡介轉移的目的、方向及所涉及的動作，讓長者心理及肌肉都作出

準備

 ¾ 示意長者儘可能出力協助，例如轉身時扶著床邊或床欄，或轉移時協助踏步及轉移

重心

2. 空間夠，更就手！
 ¾ 轉移前，先視察空間是否足夠，將雜物移開，輪椅/便椅上鎖，打開腳踏
 ¾ 衣服鞋履要穿好，褲子太長會絆倒

3. 腰要直，背要直！
 ¾ 正確扶抱姿勢需保持腰背挺直、曲膝紮馬，用下肢大腿肌肉發力

 ¾ 扶抱時需儘量貼近長者，較容易控制轉移過程

4. 一、二、三，做得啱！
 ¾ 一人發號施令，一、二、三

 ¾ 轉移時，照顧者的一邊腳尖指向轉移的方向

5. 不能夠，莫強求！
 ¾ 若長者太弱或照顧者無能力安全地扶抱或轉移長者，應另覓他人協助或借用轉移器

材∕病人起重機

 ¾ 切勿勉強行事，以免受傷

專業照顧貼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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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轉身

臥至坐起

3. 先照圖1、圖2轉
側身，慢慢於床上

移動長者雙腳向前

4. 輕放下雙腳於床邊 5. 一手扶肩胛，一手按
盤骨，一上一下同時

地轉動，協助長者由

側卧至坐起

1. 協助長者屈曲膝部，一隻手
橫過身軀往轉身方向

2. 一手按肩胛，一手按盤骨，協助
長者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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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物理治療部主管

李淑明

（以上繪圖由李姑娘提供）

一人扶抱、轉移

6. 曲膝、腰背挺直、紮馬 7. 雙手從肘下伸到肩胛 8. 站立後轉移

9. 曲膝，慢慢坐下

二人扶抱、轉移

10. 照顧者每人左、右一
邊手臂扣長者腋窩，

一人發號施令，一、

二、三，以大腿肌力

站立後踏步轉移

專業照顧貼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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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改裝很簡單
  香港政府近年大力推廣「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安老政策，鼓勵長者在家中
安享晚年。護老者及家屬可選擇在家安老或在自己熟悉和有歸屬感的環境安老，在有需要時才

入住院舍由專業人士代為照顧。

家居評估與職業治療
  根據2013年衞生署及衞生防護中心報告指出在香港65歲及以上在社區居住的長者當中，
每年大約每5人便有1人跌倒。對於在社區居住的長者，家居危機可令跌倒風險增加達38%。家
居危機的例子眾多，包括濕滑的地面、可移動的地毯、欠缺扶手、電線或其他障礙物阻塞通道

等。職業治療師在家居評估時會根據長者生活上遇到的困難、身體狀況及病歷等，預計長者的

身體功能退化程度，提供家居改裝建議。很多社會服務機構提供上門家居改裝服務。

浴室無煩惱
  簡單加設扶手，便能解決濕滑的地面和可移動的地毯的問題，
特別是浴室內。扶手只須安裝於浴室門外、沐浴區或近馬桶附近等

位置。浴室扶手有多種類型，當中較常用一字型扶手。橫向式的一

字型扶手會安裝於沐浴區或近馬桶附近，直立式則安裝於門外，而

扶手安裝高度則因應長者進出指定範圍時手可觸碰的地方而定。

樂齡科技產品
  樂齡科技產品是通過運用科技，設計及開發
的老年學產品，能夠提升長者生活質素及獨立生

活和自理能力。樂齡科技產品操作或安裝程序一

般較為簡易，環形浴缸扶手（見左圖）方便使用

者從任何方向輕易捉緊，安裝亦免卻傳統式扶手

鑽牆的煩惱。透過這些產品，在家安老無難度。

（以上相片由陳姑娘提供）
聖雅各福群會雅明灣畔護養院

一級職業治療師

陳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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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目的
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目的是協助及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加強護老者在照料長者

方面的能力和知識，促進護老者對社區資源的運用。在有需要時，給予護老者精神和

情緒方面支援。

�� 服務內容
護老常識講座、技能訓練課程、護老者互助小組、資源閣、輔導服務、復康器材借

用、圖書及影音資料借用及社交康樂活動等。

�� 服務對象
非正規護老者，例如需要照顧在家居住的長者之家人、親屬或朋友；以及公眾人士。

�� 申請方法
請向以下服務機構查詢

�� 長者地區中心
服務機構 地址 電話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柴灣漁灣邨
漁豐樓地下11-18號 2558 0187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1樓 2967 921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2563 0187

循道衛理
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地下D室及1-2樓 2527 4103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 2835 4324

東區及灣仔區護老者支援服務

護老者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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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機構 地址 電話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小西灣邨瑞隆樓地下6-9號 2505 7428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停車場大樓一樓 2904 5647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柴灣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及
柴灣悅翠苑B翼地下

2898 0752/
2556 8800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興華耆樂中心

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215-218室 2558 3338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耆樂中心

柴灣柴灣道100號5樓513室 2897 517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筲箕灣阿公岩道6號1樓 2568 5201

東華三院
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筲箕灣耀東邨第三期耀安樓地下及
筲箕灣耀東邨耀輝樓地下

2535 4387

港九街坊婦女會
曾許玉環樂齡鄰舍中心

筲箕灣海晏街38號雁亭大廈地下
（入口）及一樓

2535 6512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

筲箕灣興東邨興康樓地下及
筲箕灣興東邨興東商場一樓108號舖 2569 8065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鰂魚涌康怡花園康安街18號二樓 2568 0601

中華基督教會
合一堂耆年中心

北角丹拿道53號港運城2字樓 2880 0461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二樓5-7號舖 2578 9950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莊重文敬老中心

銅鑼灣勵德邨道36號勵德邨德全樓
112-118室 2566 1448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鄰舍中心

跑馬地桂成里16號
誠和閣地下

2573 2270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灣仔謝斐道468號
百達中心二樓

2831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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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社區資源

社會福利署護老者支援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carersuppo/)

  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目的是協助及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此網站介

紹社區上受資助的長者服務及不同類型的護老者支援服務，包括暫託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長期護理服務，同時提供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

位，包括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社會福利署「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專題網頁
(https://www.swd.gov.hk/dementiacampaign/tc/df_frds_3.html)

  社會福利署開展一項名為「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大行動）的

公眾教育活動，從而建立一個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友善的社區。社

署委託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於大行動期間協助社署在全港舉辦「認知友善好

友」簡介會，推廣及加強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參與人士於完成簡介會

或透過網上觀看學習短片後，便可登記成為「認知友善好友」，積極支持大

行動。網頁亦載有不同護老者資訊。

社會福利署長者資訊網
(https://elderlyinfo.swd.gov.hk/tc)

  此網站提供一站式平台發放安老服務資訊，上載了全港超過760間安老

院於安老院牌照事務處所登記的基本資料。同時載有全港「長者社區照顧服

務券試驗計劃」及「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認可服務單位的資

料。為增加安老院服務質素的透明度，此網站的搜尋功能亦包括安老院的收

費、人手、設備和服務表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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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https://www.elderly.gov.hk/cindex.html)

  照顧長者除了需要時間外，亦需要基本的健康、護理的資訊。此網站為

護老者提供護理技巧、飲食、溝通技巧、壓力處理等方面的資訊，以加強為

居於社區的長者提供基層健康護理服務，提高長者自我照顧的能力，鼓勵他

們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並推動家人給予支持。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長青網�
(www.e123.hk)

  長青網是專為全港50歲或以上人士及其家人特設的一站式生活資訊台，

同時設有手機應用程式供下載。網站聚焦12項長者及護老者最為關注的範

疇，如優惠、健康、安老服務、認知障礙及長者就業等資訊；網站設有自動

回覆機械人回答安老院相關查詢，亦為護老者提供護老照顧技巧短片。此

外，長青網更開設長者專屬論壇—「長青講場」，讓長者在網絡上分享和

交流，擴大社交圈子！

聖雅各福群會656照顧者好幫搜
(https://656carer.com/)

  此網站提供照顧長者資訊，有照顧新知、長者及照顧者的活動推介、社

區服務介紹及知識分享等，亦提供社區上更多支援中風、認知障礙症、跌倒

及骨折的長者資訊，更附有社區地圖，讓照顧者更能掌握社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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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生活小百科
(https://sws.caritas.org.hk/carer/Lifeskill.html)

  介紹適合長者的家居設計及復康用品，讓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效照

顧長者。內容包括：資源站、家居設計及復康用品介紹、扶抱技巧的分享、

微電影、照顧者求助錦囊、大腦訓練程式的推介等。

耆智同行—基礎照顧技巧
(https://www.adcarer.com/)

  此網站由香港中文大學管理的賽馬會耆智園協助製作，為協助家屬掌握

照顧技巧，減輕照顧壓力。此網站的內容包括：家屬自助錦囊、認識認知障

礙症、認知障礙症的治療方法、患者的照顧技巧、適合患者的環境及活動、

為患者的未來作準備等。

「賽馬會流金頌護老有e道」
(http://www.cadenza.hk/e-tools/zh/)

  此網站提供照顧長者資訊，以及提高公眾意識予照顧者，亦提供多段短

片介紹有關認知障礙症的照護、口腔護理、防跌妙法、促進酣睡小錦囊。

智老友—智友站（護老者篇）
(https://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martElders/zh-HK/Carer-Corner/)

  透過『智老友』這個一站式的資訊平台，希望提升患有慢性疾病的長者

照顧自己的能力，讓他們學習到應診、檢查、出入院、家居安全、傷口護

理、藥物知識、基本復康運動的常識和技巧，不但助他們自信和積極面對疾

病，更可減輕家人照顧他們的壓力；而在護理過程中，他們與家人更可互相

鼓勵，加強彼此溝通，成為醒目的『智老友』。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42



長者暫託服務

  「長者暫託服務」專為在社區中生活，但在個人照顧方面需要家人或親屬協助的

長者提供臨時的日間照顧或短暫的住宿服務。這項服務旨在支援及分擔主要護老者長

期照顧長者的責任，並讓他們在有需要時能得到短暫休息的機會，從而鼓勵及協助長

者盡量繼續留在社區居住。長者暫託服務分為（一）長者日間暫託服務及（二）長者

住宿暫託服務，詳情如下：

（一）長者日間暫託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respite/)

  長者日間暫託服務由全港的受資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

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但視乎中心∕單位的實

際開放時間而定。申請人可致電或直接前往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

提出申請，亦可經由福利或醫療機構轉介。

提供指定日間暫託服務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地區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地下
1,6,7,8及9號室 3583 3290

灣仔區
∕東區

保良局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部份）、地下（部份）、閣樓
（部份）、一樓（部份）、二樓、
三樓及五樓（部份）

2618 1130

東區及灣仔區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資料會不時更新，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致電相關單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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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偶然空置日間暫託服務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地區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2516 5130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2967 6707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停車場大廈地下

2515 3893

東區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地下

2967 1628

灣仔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柏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東區及灣仔）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2樓及7樓 2831 3207

灣仔區
香海正覺蓮社

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大坑道133號 2881 1801

灣仔區
聖雅各福群會
真光護老之家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
2字樓至9字樓 2838 8411

（二）長者住宿暫託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respiteser/)

  除了津助護理安老院和合約安老院舍內的指定暫託宿位，所有的津

助安老院、津助護養院、合約安老院舍和所有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

私營安老院均可使用其偶然空置的資助宿位提供住宿暫託服務。申請人

可及早安排和預約使用暫託服務。長者可多次使用這項服務，但一年內

最多只可累積42天的住宿期。

  如欲申請及預約使用這項服務，可聯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

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和家務助理隊的個案工作者以便轉介。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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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指定暫託宿位的院舍

地區 院舍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黃鎮林伉儷安老院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明樓及
瑞泰樓地下及一樓

2505 3683

東區
東華三院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護養安老院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5字樓501室 3156 2111

東區 松栢老人院
香港筲箕灣道290號新成大樓

1字樓A及B座 2560 6399

東區 南華護老院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269至271號
南華大廈1字樓、2字樓A及B室 2560 6806

東區 主愛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麗宮大廈3字樓

A、B、C座及5字樓A、B、C座 2578 7399

東區 城市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3字樓

C、D及E座及4字樓F座 2570 5697

東區 金華（北角）護老院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大廈
2字樓及3字樓 2516 5099

東區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

2字樓E、F、G及H座 2570 9346

東區 維康護理安老院 香港北角建華街39號楓林花園二期地下 2570 0866

東區 安樂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249號萬康大廈

閣樓及二樓
2569 1256

東區 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香港筲箕灣道143至145號地下
（部分）及1字樓至3字樓 2322 2698

東區 保健護老院 香港北角繼園街44號1字樓 2563 0434

灣仔
保良局

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部份）、地下（部份）、閣樓
（部份）、一樓（部份）、二樓、

三樓及五樓（部份）

2618 1130

灣仔 崇恩老人院分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4A號3字樓及

62、64及64A號4字樓 2576 3139

灣仔 康栢軒長者天地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4字樓 2520 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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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偶然空置暫託宿位的院舍（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

地區 院舍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主愛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麗宮大廈3字樓

A、B、C座及5字樓A、B、Ｃ座 2578 7399

東區 城市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3字樓

C、D及E座及4字樓F座 2570 5697

東區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

2字樓E、F、G及H座 2570 9346

東區 耆安園護理安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318至328號恒英大廈3字樓 2887 1718
東區 維康護理安老院 香港北角建華街39號楓林花園二期地下 2570 0866

東區 金華（北角）護老院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商場

2字樓及3字樓 2516 5099

東區 南華護老院
香港筲箕灣道269-271號南華大廈

1樓及2樓A室及B室 2560 6806

東區 安樂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249號閣樓及二樓 2569 1256

東區 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香港筲箕灣道143-145號地下（部份）、

1字樓、2字樓及3字樓 2322 2698

東區 保健護老院 香港北角繼園街44號1字樓 2563 0434

東區 松栢老人院
香港筲箕灣道290號新成大樓

1字樓A及B座 2560 6399

東區 環翠護老中心
香港柴灣環翠道121-121A號
柴灣戲院大廈2至4字樓 3105 0191

灣仔區 康栢軒長者天地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4字樓 2520 2518

灣仔區 崇恩老人院分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2號4字樓、64號4
字樓、64A號3字樓及64A號4字樓 2576 3139

灣仔區 瑞康護老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3字樓 3110 2021

查詢住宿暫託宿位的空置情況

  如欲了解持有牌照安老院舍住宿暫託服務（包括津助院舍、合約院舍及

「改善買位計劃」下的私營安老院舍）的宿位空置情況，可瀏覽以下網址：

www.vesrrsep.swd.gov.hk/tc/rrse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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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carecen/)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是以中心為本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為區

內年滿60歲或以上，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能

達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長者(包括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於日間提供

照顧服務、復康運動和社交活動，協助他們保持最佳活動能力，改善生

活質素和在熟悉的社區安老。此外，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亦為護老者提供各類支

援和協助，使他們更有動力繼續承擔護老者的責任 。

  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居所附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

中心或長者鄰舍中心，以便這些服務單位協助申請服務及安排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地區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

第二期商場地下
2516 5130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2967 6707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停車場大廈地下

2515 3893

東區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地下
2967 1628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

地下1,6,7,8及9號室
3583 3290

灣仔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柏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東區及灣仔）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2樓及7樓

2831 3207

灣仔區∕

東區

保良局

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部
份）、地下（部份）、閣樓（部份）、一

樓（部份）、二樓、三樓及五樓（部份）

2618 1130

灣仔區
香海正覺蓮社

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大坑道133號 2881 1801

灣仔區

聖雅各福群會

真光護老之家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2字樓至9字樓 2838 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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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618/)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透過經驗豐富及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和區

內各服務單位的合作網絡，為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社會需要的個人及

家庭提供不同種類的照顧及服務，包括根據個別評估後提供個人照

顧、基本及特別護理、復康運動、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膳

食服務、護送服務及復康運動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會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

照顧及支援，以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和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

社區中生活。

因應服務對象的不同需要，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會提供服務予（一）體弱個案及

（二）普通個案，詳情如下：

（一）體弱個案

  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及建議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照顧服

務、並需要一套周詳的家居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的長者。體弱的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

居所附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

者活動中心或康復服務單位，以便這些服務單位協助申請服務及安排安老服務統一評

估。如對體弱個案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546 7491聯絡安老服務統

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港島）。

（二）普通個案

  獲優先考慮的個案包括個人及家庭支援系統薄弱的低收入人士、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普通個案）輪候申請人或已離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的服務使用者。普通個案的長者除可聯絡以上服務單位外，亦可直接向

下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提出申請。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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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港島東區）

i)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ii)香港北角英皇道367-373號
上潤中心21樓B室

i) 2676 7067
ii) 3611 9569

東區
香港家庭福利會
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2564 7555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i) 愛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小西灣中心）
ii) 愛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筲箕灣中心）

i)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福樓5-8號地下
ii) 香港筲箕灣海晏街38號雁亭地下

1-5號

i ) 2556 2708
ii) 2896 2078

東區
東華三院

方樹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2967 8166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i)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11-12號地下
ii) 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10樓

06室

i) 2889 3377
ii) 3614 5422

灣仔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1樓 2527 4234

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i) 灣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ii) 銅鑼灣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i)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一樓
ii) 香港大坑銅鑼灣道78號第一閣地下

i) 2831 3211
ii) 2881 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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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enhancedho/)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綜合照顧模式，讓體弱長者在家居及社

區接受護理及照顧服務，並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致加強家庭融和的

目標，和促使體弱長者在家安老，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

理念。

  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就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或長者活動中心，以便這些服務單位協助申請服務及安排安老服務統一評

估。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546 7491聯絡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港島）。

地區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

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         循道衛理中心
東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8室 2527 2133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東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北角英皇道367-373號
上潤中心11樓D室 2856 9273

東區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東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字樓 2967 0966

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 2831 3238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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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psccsv/)

  社會福利署（社署）於2020年10月推行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試驗計劃，以「錢跟人走」的模式，讓合資格長者因應個人需

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券）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他

們居家安老。試驗計劃涵蓋全港18區，社區券數目最高可達8,000張。

  在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並正在資

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

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社署會直接向在中央

輪候冊上合資格長者發出邀請信，邀請他們參與第三階段試驗計劃。如合資格長者還

未收到邀請信，可致電 3107 3013 聯絡社區照顧服務券辦事處。

  如欲申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就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

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或其他服務單位，例如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

  試驗計劃由具備提供長者照顧服務經驗的社署津助非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社會

企業及私營機構負責營運的認可服務單位供長者選用。區內認可服務單位資料如下：

地區 認可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

東區 基督教宣道會翠樂長者睦鄰中心
香港柴灣翠灣街26號
翠樂邨翠祿樓地下

2814 9701

東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青頤地．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 2898 0752

東區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2樓E-H室 2570 9346
東區 香港家庭褔利會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2564 7556

東區 路德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心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瑞明樓及瑞泰樓一樓
2505 5273

東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青健坊（東區）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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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認可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

東區 循道衛理健樂軒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

地下G03A室
2967 4983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柴灣柴灣道一百號五樓501室 2558 0109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頤．在家安老策劃服務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寶樓

雅明灣畔護養院1樓
2856 2001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地下11-12號 2889 3377

東區 東華三院華芬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北角北角道16號蘇浙大廈一樓 2481 1566

東區
東華三院

泉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樓

2967 0966

東區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伍少梅悠樂園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4期2號停車場7樓 2967 4888

東區∕灣仔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港島東）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25號
明華大廈A座LG樓B室

2670 9025

東區∕灣仔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北角）

香港北角渣華道70號
仁和大廈二樓A室

3612 9288

東區∕灣仔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西灣河）

香港西灣河興民街68號
海天廣場2樓207室

3612 9088

東區∕灣仔 活力國際專業護理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438-444金鵝商業大廈

11樓A室
3426 2909

東區∕灣仔 Evercare晨曦居家護理服務
香港銅鑼灣新寧道1號利園中心3期603室

（4樓接待處）
3905 4000/
6114 4595

東區∕灣仔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一樓 3553 3650
東區∕灣仔 循道衛理盈智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2室 2527 2133
東區∕灣仔 循道衛理盈樂軒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心五樓 2157 0951

東區∕灣仔 循道衛理喜樂軒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1,403-405室
2863 5673/
2527 2133

東區∕灣仔 循道衛理社區照顧中心（東區） 香港北角英皇道388號北港商業大廈3樓A室 2570 0311

東區∕灣仔 靈光醫養復康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20-30號金利大廈

地下A1鋪
3619 7298

東區∕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2樓

2596 2506

東區∕灣仔 聖保祿醫院頤康天地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2號聖保祿醫院A座7樓 2830 8802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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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者交通支援服務
以下接載輪椅使用者的收費詳情，可以致電相關服務機構查詢

服務機構 內容 查詢電話 QR code

香港復康會
復康巴士

長者或護老者可預約租用的點到點交通接載服務，以便
覆診或參與社交活動。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rehabus/zh-
hant/)

2817 8154

香港復康會
易達巴士

「易達巴士」為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安全、舒適及易
於上落之交通服務，並按照他們的需要，如前往接受治
療及其他活動，協助他們前往目的地。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eab/zh-hant/)

2348 0608

香港復康會
易達轎車

為輪椅使用者及其陪同者提供方便的無障礙交通服務，
協助他們往返醫院、學校、工作地點、旅遊景點及香港
境內任何地點。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ahc/zh-hant/)

8106 6616

聖雅各福群會
愛心小巴

為長者及傷殘人士提供社區無障礙之交通服務，接載他們
往返覆診（東區、中西區、南區、荃灣，葵涌及青衣）及
參與活動。
(https://cc.sjs.org.hk/?route=services-detail&sid=13&lang=1)

2818 7400

冠忠無障礙復康
穿梭巴士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無障礙交通接載服務，連繫社區，當
中包括醫院線及週末旅遊路線。
(https://www.kcbh.com.hk/rehabus.php)

2979 8777

鑽的
為輪椅使用者提供點到點廿四小時接載服務，如提早預
約將可安排更佳服務。
(https://www.diamondcab.com.hk/)

2760 8771

星群的士
為大眾提供方便快捷的個人化點到點服務，更提供包車
服務、個人遊等等。
(http://www.syncab.com.hk/tc/)

37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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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助行架租借服務
  由於以下輪椅∕助行架租借服務的提供及收費可能不定期更新，如欲租借，請先

致電相關服務機構查詢。除下列服務機構外，部分長者地區中心或長者鄰舍中心亦有

短暫輪椅借用，詳情請參閱本書第38-39頁。

服務機構 內容及收費 查詢電話 QR code

香港紅十字會
輔助行動器材
租借服務

為有需要之傷病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價廉合適的輔

助器材租借服務（包括：手推輪椅、助行架、四腳叉、手

杖、沐浴椅、大便椅等），以減輕他們在康復期間的經濟

支出，讓他們安心康復。

申請方法：保證人必須攜同租用者及保證人身份證、保證

人之住址證明副本及費用到指定交收中心辦理手續

收費：除須繳付訂金外，每月租金由五十元至六百元不等

地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大樓一樓

(https://www.redcross.org.hk/tc/community_healthcare/
mobility_equip/intro_me.html)

2595 6327

香港輪椅輔助隊

提供免費的輔助器材暫借服務（包括：手推輪椅、助行

架、手杖、大便椅等），以減輕人們在康復期間的經濟支

出，讓他們安心康復。

申請方法：如需借用請帶同借用者香港身份證及按金登記

借用，免費借用一個月

收費：須收取按金四百元正

地址：香港九龍南昌村昌遜樓地下1-4號
(http://www.hkwheelchair.org.hk/services?pid=33)

2194 9600

香港耀能協會
賽馬會復康用品
租賃中心

為社區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完備及高質素的復康用

品租賃服務（包括：不同款式的手推輪椅、電動輪椅、復

康床、小型移位機及充氣減壓床墊等）。由專業諮詢、用

品選配、租賃、送遞、回收、全面清潔消毒及重新包裝等

一應俱全。

申請方法：租用人須提交身份證副本、三個月內發出之住

址證明副本，並填妥申請表

收費：每月租金由港幣三百元至四千元不等。另外，租用

人需繳付按金及運輸費（如適用）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山尾街5-13號穗輝工廠大廈11樓1107室
(https://seating.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8)

2736 8988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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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健協會
港島傷健中心

傷健中心為會員及社區人士提供短期手動輪椅借用服務，

借用以兩星期為限，可電話續借一次，以協助有急需人士

解決在復康、醫療、就業、教育或社交方面遇到因缺乏輪

椅而造成之問題。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中心會員借用輪椅，只需

填妥借用表格連同有效之中心會員証辦理借用手續；若公

眾人士借用輪椅，必須提交住址証明及填寫借用表格

收費：須收取按金（會員：五百元正，公眾人士：一千元正）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益樓地下5-12室
(https://www.hkphab.org.hk)

2557 1631

路向四肢
傷殘人士協會

中心為有需要會員提供即時借用，避免因器材損壞時影響

個人生活。借用期最多為三個月。「逾期歸還」並沒有通

知中心，將沒收按金，並影響其往後借用資格。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借用者需親身前往中心領取

及歸還器材。如需中心代為運輸，借用者必須自行支付相

關運輸費用，收費劃一為四百元正（單程）

收費：須收取按金一千元正（會員：免費，公眾人士：每

月二百至一千元正）

地址：將軍澳調景嶺健明邨商場（擴展部份）露天平台3室
(https://www.4limb.org)

2330 6308

香港社區復康網絡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有輪椅供借用，只需填妥

借用表格

收費：免費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

2549 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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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加油站」得以順利推展，有賴區內不同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他社福單位、以及愛心商戶等的支持和配合。除此以外，義工

的參與和付出亦同樣重要，不可或缺。義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協助社工推行活動；另一

方面，亦可以協助看顧長者，讓一眾照顧者能充分投入活動當中，享受完全屬於自己

的時間和空間，忘卻身心疲勞。如您想為「照

顧者加油站」出一分力，為區內的照顧者及

其照顧對象打打氣、加加油，請立即登記成

為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的義工大

使！我們熱切期待您的加入！

服務區域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柴灣∕小西灣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柴灣漁灣邨
漁豐樓地下11-18號 2558 0187

筲箕灣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1樓 2967 9211

西灣河∕鰂魚涌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北角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2563 0187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循道衛理

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
地下D室及1-2樓 2527 4103

大坑∕灣仔∕跑馬地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灣仔
石水渠街85號1樓 2835 4324

「照顧者加油站」義工招募

照顧者加油站—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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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物理治療部主管李淑明姑娘

聖雅各福群會雅明灣畔護養院一級職業治療師陳曉珊姑娘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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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序言
	序言
	序言
	Figure


	  隨著香港人口高齡化，在社區上需要照顧的長者也與日俱增，但我們有沒有留意每位體弱長者的身邊往往都有一位甚或更多位照顧者？有的照顧者白天工作，晚上和假日肩負起照顧長者的責任；也有些照顧者甚至放下工作，全身投入照顧行列，為長者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貼身照料，好讓他們能夠繼續於熟悉的社區安老。照顧者堅毅的態度與默默的付出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隨著香港人口高齡化，在社區上需要照顧的長者也與日俱增，但我們有沒有留意每位體弱長者的身邊往往都有一位甚或更多位照顧者？有的照顧者白天工作，晚上和假日肩負起照顧長者的責任；也有些照顧者甚至放下工作，全身投入照顧行列，為長者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貼身照料，好讓他們能夠繼續於熟悉的社區安老。照顧者堅毅的態度與默默的付出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社會福利署十分重視和關注長者以及其照顧者的支援工作。社區上有不少福利服務機構，致力為護老者及長者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如日間或住宿暫託服務等，照顧者可以善用這些資源，紓減照顧的壓力。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更於2017年成立「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以小區模式，把東區和灣仔區分成六個不同小區，讓小區因應各自的獨特性和服務需要，靈活制定不同的宣傳及介入策略，加強接觸隱蔽長者、獨老∕雙老家庭及其照顧者，以盡早作出支援和服務轉介。自2019年，地區福利辦事處於區內陸續開展由不同福利服務單位包括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以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組成的「照顧者加油站」，為護老者提供一個互助平台，讓他們得到稍作休息的機會，透過認識同路人，建立支援網絡，大家互勵互勉；同時，「照顧者加油站」許多時都會安排職員協助看顧長者，讓一眾照顧者可以專心投入「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暫時放下照顧長者的牽掛與疲累。
	  為了肯定和表揚區內照顧者的努力，東區及灣仔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特意製作《照顧者心聲集暨資源冊2021》，當中除了回顧「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點滴，亦收錄了不同照顧者的故事和心聲，以及列出相關社區資源，希望便利作為照顧者的您尋找合適的服務，在照顧的路上和其他照顧者同路、手牽、前行。
	社會福利署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專員
	胡美卿女士

	序言
	序言

	Figure
	  行醫超過三十年，每天總看到大批病人到醫院輪候覆診或接受日間治療，當中大部份都是長者，而其中陪同就醫的多數是老伴或子女。這十年來，全港人口明顯老化，照顧長期病患老人的負擔，日益沉重。在2020年，港島東區每100個居民就有約18.7個是六十歲或以上，而全港人口中，長者比例是每100個有17個，可見在港島東區，長者對公共醫療需求相當龐大。作為港島東醫院聯網的行政總監，管理聯網內的長者醫療服務，責無旁貸；與此同時，我也記掛區內一班默默地幹的照顧者。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根深蒂固，雖然有工人幫手，日常照顧角色都落在家人身上，無論是同住或不同住，照顧者就好像「萬能俠」或「叮噹」化身，隨傳隨到，有求必應，任勞任怨；甚至是重覆枯燥乏味的「工作」，例如為長者預備三餐、餵食、幫手沖涼、提點吃藥及分配份量、陪診取藥等等。照顧者無休止的「工作」，沒有補假，沒有娛樂，就像繃緊的橡筋一樣，長此下去，恐怕終有一天都變成病人。因此港島東醫院聯網一直與社會福利署及區內長者服務單位，發揚「醫社合作」精神，多年來攜手為照顧者提供適切的支援，使他們活得健康、自在、滿足。
	  行醫超過三十年，每天總看到大批病人到醫院輪候覆診或接受日間治療，當中大部份都是長者，而其中陪同就醫的多數是老伴或子女。這十年來，全港人口明顯老化，照顧長期病患老人的負擔，日益沉重。在2020年，港島東區每100個居民就有約18.7個是六十歲或以上，而全港人口中，長者比例是每100個有17個，可見在港島東區，長者對公共醫療需求相當龐大。作為港島東醫院聯網的行政總監，管理聯網內的長者醫療服務，責無旁貸；與此同時，我也記掛區內一班默默地幹的照顧者。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根深蒂固，雖然有工人幫手，日常照顧角色都落在家人身上，無論是同住或不同住，照顧者就好像「萬能俠」或「叮噹」化身，隨傳隨到，有求必應，任勞任怨；甚至是重覆枯燥乏味的「工作」，例如為長者預備三餐、餵食、幫手沖涼、提點吃藥及分配份量、陪診取藥等等。照顧者無休止的「工作」，沒有補假，沒有娛樂，就像繃緊的橡筋一樣，長此下去，恐怕終有一天都變成病人。因此港島東醫院聯網一直與社會福利署及區內長者服務單位，發揚「醫社合作」精神，多年來攜手為照顧者提供適切的支援，使他們活得健康、自在、滿足。
	  衷心向每一位照顧者致敬，全因你們無私的奉獻、無限的付出、無盡的愛護！希望每一位都記得愛錫自己，好好照顧身體、情緒、社交、靈性各方面的需要。很高興這本《照顧者心聲集暨資源冊2021》面世，每一個動人的故事都是一顆正能量，肯定照顧者的貢獻，並為他們打氣。各位照顧者，你們不是孤單的，有很多人正在支持你們！
	醫院管理局 
	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
	陸志聰醫生 太平紳士

	序言
	序言
	Figure

	  隨著本港人口的持續高齡化以及護老者人數的劇增，提供支援
	  隨著本港人口的持續高齡化以及護老者人數的劇增，提供支援
	  隨著本港人口的持續高齡化以及護老者人數的劇增，提供支援
	護老者的服務乃成為當務之急。

	  多年來，在社會福利署協助下，各非政府機構開展了眾多照顧
	  多年來，在社會福利署協助下，各非政府機構開展了眾多照顧
	長者及腦退化病人的日間護理中心，並為照顧者舉辦了各項有關的
	培訓及指導。畢竟，一個仁愛共融的社會，應以促使長者居家安老
	為宗旨，使其能在熟悉的環境和家人的陪同下，安享晚年，而護老
	者能否怡然自在，乃成為關鍵所在。因此，除了培訓與指導，對照
	顧者各方面的支援，也刻不容緩。

	  近年由社會福利署主導的「照顧者加油站」已在東區及灣仔區投入服務，令人鼓舞！
	  近年由社會福利署主導的「照顧者加油站」已在東區及灣仔區投入服務，令人鼓舞！
	此項計劃鼓勵及資助各服務單位聯同區內非政府機構為護老者舉辦各項活動及工作坊，傳
	授以有效及愉悅的方式照顧長者及腦退化者所需的知識。此外，亦舉辦紓緩照顧壓力的活
	動，提供各項有助長者護腦的技能訓練和各種遊戲體驗，以及交換在照顧過程中解決難題
	的心得等等。照顧者在參與過程中，可以暫忘日常照顧的壓力，建立支援網絡，而藉著和
	長者共同參加活動，更可增進彼此的感情和溝通。護老者極需稍息的空間，他們長期承受
	巨大壓力，身心俱疲，從而會影響被照顧者的健康，因此令他們身心安康，極其重要。

	  在此，謹向所有參與「照顧者加油站」的社會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你們用愛心和
	  在此，謹向所有參與「照顧者加油站」的社會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你們用愛心和
	耐性為長者，包括患腦退化的長者，以及他們的照顧者，提供了支援和鼓勵。畢竟，這計
	劃仍處於始創階段，運作過程中難免偶有阻礙，或經費不足，或支援受限等。《照顧者心
	聲集暨資源冊2021》編撰了區內照顧者的故事和心聲，並輯錄了區內有關資源的訊息，我
	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傳播「照顧者加油站」的重要計劃，並引起大眾的關注及支持。我
	們人人都會老去，也都期望著暮色降臨時，能安享晚年，沐受著照顧者的關愛與諒解。

	  最後，謹向開展「照顧者加油站」的社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區內各福利服務
	  最後，謹向開展「照顧者加油站」的社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區內各福利服務
	單位及各非政府機構夥伴，致以賀忱！並祝前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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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
	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
	「照顧者加油站」簡介

	  護老者為長者居家安老提供重要支援，有見及此，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自2019年起，於區內「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下的六個小區包括 i) 柴灣、小西灣 ii) 筲箕灣 iii) 西灣河、鰂魚涌 iv) 北角 v)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vi) 大坑、灣仔、跑馬地，陸續設立「照顧者加油站」，以加強照顧及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此外，「照顧者加油站」亦有義工為護老者看顧其照顧對象，為護老者提供稍息的空間和機會，直接紓減照顧壓力。
	  護老者為長者居家安老提供重要支援，有見及此，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自2019年起，於區內「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下的六個小區包括 i) 柴灣、小西灣 ii) 筲箕灣 iii) 西灣河、鰂魚涌 iv) 北角 v)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vi) 大坑、灣仔、跑馬地，陸續設立「照顧者加油站」，以加強照顧及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此外，「照顧者加油站」亦有義工為護老者看顧其照顧對象，為護老者提供稍息的空間和機會，直接紓減照顧壓力。
	  「照顧者加油站」由區內不同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及其他社福服務單位組成運作，透過舉辦不同主題及類型的活動，包括工作坊、茶座、分享會及遊戲體驗等，鼓勵護老者及其照顧對象一同參與，藉此增進彼此感情和溝通。

	Figure
	「照顧者加油站」於六個小區的活動回顧
	「照顧者加油站」於六個小區的活動回顧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轄下的六個小區已相繼於2019年開展「照顧者加油站」，以下為各小區「照顧者加油站」或其他與護老者相關活動的舉辦情況：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加強支援獨老∕雙老家庭工作小組」轄下的六個小區已相繼於2019年開展「照顧者加油站」，以下為各小區「照顧者加油站」或其他與護老者相關活動的舉辦情況：

	柴灣∕小西灣小區
	柴灣∕小西灣小區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名稱：護老者加油站
	名稱：護老者加油站
	合辦機構：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心、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內  容：除備有咖啡、茶、茶點、桌上遊戲及雜誌，讓照顧者於舒適的環境下放鬆心靈外，機構同時亦安排不同活動主題如手工藝、茶藝、花藝、電腦遊戲及穴位按摩等。
	舉辦日期及時間：2020年1月9日，上午10:00-中午12:00
	        2021年5月7日，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Figure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筲箕灣小區
	筲箕灣小區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合辦機構：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及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內  容：茶座活動包括心靈抗壓講座、中醫減壓食療養生篇、伸展運動及藝術治療等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9月25日至12月11日（每月一次），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Figure
	Figure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
	主辦機構：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內  容：《秘密花園》—伸展運動及禪繞畫、和諧粉彩
	舉辦日期：2020年12月17日至2020年12月29日（共四次）、
	     2021年1月7日至2021年2月4日（共四次）
	地  點：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Figure
	Figure
	西灣河∕鰂魚涌小區
	西灣河∕鰂魚涌小區

	名稱：好心情咖啡館（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名稱：好心情咖啡館（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合辦機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高錕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及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內  容：護老者—高錕太太分享、重新發現『你』五感體驗工作坊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10月至12月（每月一次），下午2:00-4:00
	地  點：太古坊港島東中心

	Figure
	Figure
	名稱：傳藝時光—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名稱：傳藝時光—表達藝術治療小組
	內  容：表達藝術治療師帶領參加者進行音樂、戲劇、視覺藝術、舞蹈及寫作活動，讓護老者體驗藝術，從而促進社交及得到個人放鬆時刻
	舉辦日期及時間：2020年11月23日至2021年4月1日（逢星期一；12月、1月暫停），
	         下午2:30-4:00
	地  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Figure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名稱：迎春扮一番
	名稱：迎春扮一番
	內  容：護老者家庭進行親耆藝手工創作、為他們拍攝賀年照，慶祝農曆新年
	舉辦日期及時間：2021年2月4日及2月11日，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  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Figure
	北角小區
	北角小區

	名稱：護老齊同行，紓壓鬆一鬆（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名稱：護老齊同行，紓壓鬆一鬆（由地區福利辦事處「友愛共融」計劃贊助）
	合辦機構：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東區分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灣仔）
	內  容：紓壓攤位有按摩、活力運動教室、幸福攝影站、品茗嚐樂園、製作護手霜及和諧粉彩杯墊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9月28日，下午2:30-5:30
	地  點：北角社區會堂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灣仔及北角小區（跨區合辦）
	灣仔及北角小區（跨區合辦）

	Figure
	Figure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
	名稱：照顧者加油站
	合辦機構：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及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內  容：製作手工，例如：聖誕咭、手工桔、皮革、環保袋；小食製作，例如：蝴蝶酥及栗子撻等
	舉辦日期及時間：2019年12月12日及2020年1月16日，上午9:30-下午12:30；2020年11月19日、2021年1月21日、2021年3月18日及2021年4月15日，上午10:00-11:00
	地  點：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回顧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
	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
	暨
	照顧者嘉許禮

	  東區及灣仔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與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於2020年11月27日，攜手舉辦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暨照顧者嘉許禮。
	  東區及灣仔區安老服務協調委員會與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於2020年11月27日，攜手舉辦照顧者加油站開展禮暨照顧者嘉許禮。
	  當日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由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陳德義先生、高錕慈善基金主席高黃美芸女士、以及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署任福利專員潘巧玉女士擔任嘉賓及致辭，並一同為「照顧者加油站」的徽號進行揭幕儀式，宣布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的正式設立。

	Figure
	  當日與參加者一同回顧「照顧者加油站」和相關活動的內容。另一重點環節為區內照顧者的心聲及經驗分享，希望藉此為同路人帶動及注入正能量，並讓社會人士更清楚了解不同照顧者的需要。活動亦同時見證合共95位，由區內不同長者及康復服務單位提名的照顧者獲頒發嘉許狀，以表揚和肯定他們無私和偉大的奉獻。
	  當日與參加者一同回顧「照顧者加油站」和相關活動的內容。另一重點環節為區內照顧者的心聲及經驗分享，希望藉此為同路人帶動及注入正能量，並讓社會人士更清楚了解不同照顧者的需要。活動亦同時見證合共95位，由區內不同長者及康復服務單位提名的照顧者獲頒發嘉許狀，以表揚和肯定他們無私和偉大的奉獻。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活動於尾聲進一步介紹區內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服務及相關資源，以持續紓緩他們的照顧壓力。活動亦招募有興趣人士成為「照顧者加油站」的參加者或義工，希望「照顧者加油站」能夠繼續得到各方支持，於區內穩步發展。
	  活動於尾聲進一步介紹區內為照顧者提供的支援服務及相關資源，以持續紓緩他們的照顧壓力。活動亦招募有興趣人士成為「照顧者加油站」的參加者或義工，希望「照顧者加油站」能夠繼續得到各方支持，於區內穩步發展。
	  當日活動片段已上載至社會福利署的YouTube頻道，歡迎大家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wT9nCr53I觀看或重溫。

	Figure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照顧者：江燕娉女士（張太）

	被照顧的長者：張育穗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張育穗先生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夫婦
	關係：夫婦






	  張先生及張太兩老同住，張太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丈夫已超過十年。張先生近年認知障礙症狀況轉差及行為問題增加，有時更未能認出回家的路，黃昏後亦時常會嚷著要外出「回家」。因此，張太往往只能利用丈夫午睡時間才可以外出購物。某天晚上，張先生在妻子洗澡時靜悄悄離家，張太發現後立即外出尋找，遍尋不果後，決定報警求助。幸好，在警員協助下，約三小時後終於把張先生平安找回。
	  張先生及張太兩老同住，張太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丈夫已超過十年。張先生近年認知障礙症狀況轉差及行為問題增加，有時更未能認出回家的路，黃昏後亦時常會嚷著要外出「回家」。因此，張太往往只能利用丈夫午睡時間才可以外出購物。某天晚上，張先生在妻子洗澡時靜悄悄離家，張太發現後立即外出尋找，遍尋不果後，決定報警求助。幸好，在警員協助下，約三小時後終於把張先生平安找回。

	Figure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在照顧工作上，得到保安員、年青人及警員的協助，我感受到社區上有不少人對長者及照顧者的關心及主動幫助，我深信社區上仍然有很多願意守望相助的人。其中警員的話使我印象難忘：「日後若張先生再走失，可即時報警求助，發動在社區巡邏的警員協助尋找。因為及早報警，走失的人未必會走得太遠，成功找回的機會也會增加。」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以老護老的情況，在香港屢見不鮮，他們面對的照顧壓力不少，若要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精神壓力更大。張太能夠以積極樂觀及高度耐性去照顧丈夫，中心每次邀請張先生參與活動，張太必定支持。
	  十分欣賞張太心存感恩的心，相信「懂得感恩的人活得比較快樂」，願張先生、張太的晚年生活幸福愉快。
	社工蕭莉媛
	社工蕭莉媛


	Figure
	Figure
	Figure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照顧者：冼轉好女士（鍾太）

	被照顧的長者：鍾伙娣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鍾伙娣先生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夫婦
	關係：夫婦






	  鍾太十四歲邂逅鍾先生，二人互相愛慕，拍拖十年後結婚至今逾四十載。夫婦膝下無兒女，但一直融洽恩愛，互相扶持。
	  鍾太十四歲邂逅鍾先生，二人互相愛慕，拍拖十年後結婚至今逾四十載。夫婦膝下無兒女，但一直融洽恩愛，互相扶持。
	  二零一九年年初，鍾先生中風。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打亂了二人生活及退休計劃。無計可施下，鍾太只好忍痛安排丈夫入住護老院，期間風雨不改堅持準備三餐膳食探望，替鍾先生按摩，更肩負起家庭經濟支柱的責任。眼見鍾先生受病患折磨，鍾太最後毅然放棄工作，把丈夫接回家中親自照料，煮食、按摩、運動、洗澡等無微不至。
	  復康路上縱然面對挑戰及困難，鍾太一直樂觀積極地陪伴同行。這成為丈夫復康旅程最大的動力，更笑稱這另類的退休生活造就更多時間的相處和交流，令二人關係更密切。鍾先生感謝鍾太兌現對婚姻的承諾，不離不棄，他有信心攜手迎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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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半生走來，歡欣有時，悲傷有時。慶幸我們夫妻二人能夠一起面對各種挑戰與困難。能與丈夫一起，即使粗茶淡飯，亦是人間天堂。
	  或許在忙碌的照顧生活中，有時會感到困惑。日復一日的生活迫得我們喘不過氣。這時候，不妨容讓自己停一停，聆聽自己的內心，好好洞察及關懷自己的需要，給自己一個休息的空間和時間。累積正能量，支持自己繼續前行。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欣賞鍾太一直盡心盡力，不屈不撓地承擔起照顧家庭及丈夫的責任。即使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鍾太仍顯堅韌和樂觀，與丈夫攜手同行。積極的她在逆境中並不孤單，懂得在家人、朋友、鄰居中尋找支持的力量，扶助自己前行。鍾先生與鍾太的正能量與處之泰然的人生觀是令人感動和鼓舞的！
	  常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當放眼四方，總會看見各種機會與希望。只要堅持信念，懂得尋找支持和人生動力，總會撥開烏雲，迎見雲上的太陽與藍天。
	社工譚家明
	社工譚家明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照顧者：鄧惠珊女士（周太）

	被照顧的長者：周建邦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周建邦先生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夫婦
	關係：夫婦






	  周先生於十年前患上柏金遜症，並於四年前確診認知障礙症。不幸中之大幸是周太於丈夫確診認知障礙症前曾參加長者中心舉辦的義工課程，對認知障礙症有初步的認識和了解，更積極協助一眾患者上門進行認知訓練。故此周太細心地發現丈夫的記性日漸轉差時，及早帶同丈夫前往求醫。
	  周先生於十年前患上柏金遜症，並於四年前確診認知障礙症。不幸中之大幸是周太於丈夫確診認知障礙症前曾參加長者中心舉辦的義工課程，對認知障礙症有初步的認識和了解，更積極協助一眾患者上門進行認知訓練。故此周太細心地發現丈夫的記性日漸轉差時，及早帶同丈夫前往求醫。
	  得知丈夫確診認知障礙症後，周太並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感恩丈夫仍可維持簡單的自理，更特意安排丈夫分擔家務。現時丈夫每日會幫忙掃地及「開檯食飯」，減輕周太的照顧壓力，更增進夫妻間的感情。
	  受到病症影響，丈夫情緒變得起伏不定，容易發脾氣，更出現失眠的情況。雖然醫生處方安眠藥，但周太不想讓丈夫長期服用。當丈夫失眠時，周太選擇陪伴丈夫觀看電視，再送上一杯溫熱的牛奶，助丈夫入睡。半夜，丈夫總會起來幫周太蓋一次被子，雖然被丈夫的舉動所吵醒，但周太仍感到相當甜蜜。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談到自己照顧的經驗，坦言：「佢有病，我仲辛苦過佢！」
	  照顧工作並不簡單，初期仍沒太大感覺，但日子久了，漸漸覺得吃力。但我認為日日抱怨或對丈夫不瞅不睬也無用，反以平常心及耐心去愛護他，二人共同進退，體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更好。
	  為了平衡日常面對的照顧壓力，縱使每日都要照顧丈夫，我仍利用自己的長處服務社區上有需要的長者，又會抽時間參與中心的畫班、唱歌班等，而丈夫一直十分支持和鼓勵我。這種生活方式，讓我得以適應護老者的生活，紓解照顧壓力。

	Figure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見到周先生和周太的相處，以開玩笑的方式打情罵俏，恰似一對熱戀時的情侶。而周先生亦十分尊重周太，給予她私人空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周太是中心資深的會員及義工，恆常協助中心大大小小的義工服務。從我認識周太開始，她臉上總掛著微笑。早前周太不幸於家中跌倒拉傷腰部致不能步行，透過中心的送飯服務支援夫婦的生活。周太康復後，二話不說就立即重投中心義工服務。從周太的分享中，我看見原來疾病並不可怕，讓我知道正面及樂觀的心態，會令這個顛簸照顧的旅程走得更平穩和更暢順。
	社工黃君儀
	社工黃君儀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照顧者：江慧蓮女士（曾太）

	被照顧的長者：曾憲金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曾憲金先生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

	關係：夫婦
	關係：夫婦






	  曾先生與曾太結婚逾半世紀，曾先生近年身體轉弱，曾於邨內走失，需曾太四處尋找，令曾太的照顧壓力日增，並因不熟悉社區資源而感徬徨。社工主動為曾太介紹社區支援服務，鼓勵他們參加中心的園藝小組，與其他組員交流，建立社交網絡；更安排職業治療師到戶為他們提供改善家居的建議，讓他們住得安心，以助紓緩曾太的照顧壓力。經輪候一段時間後，曾先生近期獲編配院舍服務，曾太經常到院舍探望，看到老伴獲得周全的照顧，終於安心放下昔日的擔子。透過安老服務的支援，曾先生和曾太相伴至今，展現出守護一生的美好承諾！
	  曾先生與曾太結婚逾半世紀，曾先生近年身體轉弱，曾於邨內走失，需曾太四處尋找，令曾太的照顧壓力日增，並因不熟悉社區資源而感徬徨。社工主動為曾太介紹社區支援服務，鼓勵他們參加中心的園藝小組，與其他組員交流，建立社交網絡；更安排職業治療師到戶為他們提供改善家居的建議，讓他們住得安心，以助紓緩曾太的照顧壓力。經輪候一段時間後，曾先生近期獲編配院舍服務，曾太經常到院舍探望，看到老伴獲得周全的照顧，終於安心放下昔日的擔子。透過安老服務的支援，曾先生和曾太相伴至今，展現出守護一生的美好承諾！

	Figure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愛是不保留的，我們能夠共同走過五十七年，遠超過半世紀，我們為過去了的歲月而自豪；最後的年日更要互相攜手，不要放棄，有一天就再相伴一天，也許每一天都是人生旅途最艱難的一天，但我們會相伴不放手！但願人長久！

	Figure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曾先生與曾太走過不平凡的大半生，年輕時因曾先生的工作而長期分隔兩地，曾經面對過不少困難，但曾太仍堅守愛的承諾，在晚年的時間盡心盡力去照顧丈夫。從曾太身上可以感受到那份不變的承擔，面對照顧壓力日增的情況下，她仍然咬緊牙關不放棄！她對丈夫無微不至的照顧，充分體現出「守護一生的美好承諾」！
	社工馬思勤
	社工馬思勤


	Figure
	Figure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照顧者：廖富貞女士（張太）

	被照顧的長者：張錫燦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張錫燦先生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心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愛華耆樂中心

	關係：夫婦
	關係：夫婦






	  張先生與張太結婚五十載，兩人關係仍恩愛如昔，甜蜜非常。張先生自小患有腦癇症，經常出現頭暈症狀。二十多年前在家中跌倒後，身體健康便每況愈下，由起初使用拐杖，至今需以輪椅代步。幸得張太無微不至地照顧，使張先生能樂觀地面對身體的轉變。張先生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日子，張太也會親自餵食早午晚三餐，協助洗澡、抹身、刷牙及換片等日常照顧，事事親力親為，這份堅持的背後是出於「愛」。
	  張先生與張太結婚五十載，兩人關係仍恩愛如昔，甜蜜非常。張先生自小患有腦癇症，經常出現頭暈症狀。二十多年前在家中跌倒後，身體健康便每況愈下，由起初使用拐杖，至今需以輪椅代步。幸得張太無微不至地照顧，使張先生能樂觀地面對身體的轉變。張先生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日子，張太也會親自餵食早午晚三餐，協助洗澡、抹身、刷牙及換片等日常照顧，事事親力親為，這份堅持的背後是出於「愛」。
	  在這二十多年的照顧路上，縱然面對不同的挑戰和困難，但張太仍然不辭勞苦，一直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在丈夫身邊默默地支持和陪伴。此外，張太還在中心擔任義工，與同路人分享照顧經驗，及鼓勵其他護老者。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因為要照顧丈夫的緣故，當自己生病時感到特別辛苦，但也覺得幸福，因為自己還有能力照顧丈夫。在往後的日子裡，我也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專心一致地照顧他，陪伴他終老。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張太在這二十多年間，不辭勞苦地照顧丈夫，縱然面對很多挑戰，但總會笑著面對，更不時帶著丈夫參加中心的活動和戶外旅行。她對丈夫無微不至的照顧和付出，需要無比的堅毅和忍耐，實在令人敬佩，教人感動！
	社工陸美玲
	社工陸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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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照顧者：馮瑞英女士

	被照顧的長者：歐惠群女士
	被照顧的長者：歐惠群女士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關係：母女
	關係：母女






	  歐婆婆原與女兒馮女士及女婿一起同住，自二零一三年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影響記性、日常獨立活動及自我照顧能力。及後歐婆婆搬至居於附近的孫女家，並聘請外傭協助照顧歐婆婆，馮女士亦風雨不改定時前往探望。
	  歐婆婆原與女兒馮女士及女婿一起同住，自二零一三年確診患有認知障礙症，影響記性、日常獨立活動及自我照顧能力。及後歐婆婆搬至居於附近的孫女家，並聘請外傭協助照顧歐婆婆，馮女士亦風雨不改定時前往探望。
	  馮女士近年身體轉差，容易感暈眩及不適，更因照顧婆婆而不慎扭傷，但馮女士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照顧婆婆。面對疫情肆虐及生活模式轉變等各種挑戰，縱然馮女士面對不同壓力，但她照顧媽媽的決心從沒有改變，因馮女士覺得有機會照顧母親是福氣，不想將來「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

	Figure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長者是一項「體力」及「智力」的挑戰，面對長者發脾氣及拒絕配合照顧時，必須心存耐心及多溝通，需要每天不厭其煩向長者灌輸訊息，直至長者明白。「愛」—驅使我一直照顧媽媽，縱然身體開始出現超負荷情況，仍咬緊牙關繼續堅持照顧下去。

	Figure
	Figure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儘管馮女士自己的健康開始出現問題，但她仍盡心盡力照顧媽媽。今次疫情為馮女士帶來前所未有的照顧挑戰，照顧的擔子亦更沉重，然而馮女士積極參加中心護老者紓壓活動，學習放鬆技巧及紓緩壓力方法。「休息」是為了提供長遠及更好的照顧。照顧者付出大量時間及心力照顧長者，很容易忽略自己的需要，要適時愛護自己，照顧好自己，才能照顧他人。
	社工余善欣
	社工余善欣


	Figure
	照顧者：朱女
	照顧者：朱女
	照顧者：朱女
	照顧者：朱女
	照顧者：朱女
	照顧者：朱女
	照顧者：朱女

	被照顧的長者：朱女媽媽
	被照顧的長者：朱女媽媽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關係：母女
	關係：母女






	  朱女於二十年前開始成為全職照顧者，照顧患有精神分裂及認知障礙症的母親。朱女於照顧媽媽期間，亦遇上婚姻危機，但她仍堅持親力親為，希望能與媽媽開心生活，而不用撇下她。朱女敢於求變，媽媽因病情而出現的不同行為，她都努力尋求應對方法，同時亦會善待自己，例如她重拾園藝的興趣，在家培植一個小花園；她在預備膳食時亦會把食材各分兩份處理，讓媽媽及自己也可有喜歡的口味。
	  朱女於二十年前開始成為全職照顧者，照顧患有精神分裂及認知障礙症的母親。朱女於照顧媽媽期間，亦遇上婚姻危機，但她仍堅持親力親為，希望能與媽媽開心生活，而不用撇下她。朱女敢於求變，媽媽因病情而出現的不同行為，她都努力尋求應對方法，同時亦會善待自己，例如她重拾園藝的興趣，在家培植一個小花園；她在預備膳食時亦會把食材各分兩份處理，讓媽媽及自己也可有喜歡的口味。
	  朱女一直記著，她希望這段時間，二人也能開心地生活，所以有時她會與媽媽一起做家務，她明知這樣所需的時間定必更長，或許會有失誤，但看著媽媽也努力地付出，她們賺得了寶貴愉快的經歷。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我於照顧媽媽期間有著巨大的照顧及家庭壓力，有一次帶媽媽覆診，醫生察覺到我精神狀況有異，遂作出轉介。社工除提供上門及日間服務予媽媽外，亦體貼我的照顧情況，鼓勵我培養自己的興趣，我後來亦開拓了自己的心靈小花園。
	  我亦會思考及學習處理媽媽各種奇怪行為的應對方法，例如製作玩偶去安撫媽媽情緒；用媽媽衣服縫製連身衣，以防止媽媽用手接觸排泄物等。其實，在這段歷程中，不單止我在努力，媽媽也在遷就我，希望我倆可一直享受這段美好時光。

	朱女親手製作玩偶去安撫媽媽情緒
	朱女親手製作玩偶去安撫媽媽情緒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朱女在繁忙的照顧中，能堅持著原有的目標，二十年如一日，就是陪伴媽媽安度晚年。而朱女面對著媽媽變幻莫測的行為（認知障礙症衍生的行為和心理症狀），仍能夠有清晰的思維及空間去處理困難，實在難得，這亦是朱女媽媽的福氣。
	社工黃仲賢
	社工黃仲賢


	Figure
	Figure
	朱女使用媽媽衣服縫製連身衣，既舒適又可防止媽媽伸手入褲襠接觸穢物
	朱女使用媽媽衣服縫製連身衣，既舒適又可防止媽媽伸手入褲襠接觸穢物

	朱女自己悉心打理的心靈小花園，紓緩了她不少照顧壓力
	朱女自己悉心打理的心靈小花園，紓緩了她不少照顧壓力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照顧者：區述良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黃惠蓮女士
	被照顧的長者：黃惠蓮女士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關係：母子
	關係：母子






	  區先生從事倉務工作二十年，兩年前到達退休年齡，原本想繼續工作，但為了照顧年老的母親，毅然從多年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自此一力肩負起照顧的責任。縱使之前曾有照顧長者的經驗，但照顧家人的過程仍然不簡單。
	  區先生從事倉務工作二十年，兩年前到達退休年齡，原本想繼續工作，但為了照顧年老的母親，毅然從多年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自此一力肩負起照顧的責任。縱使之前曾有照顧長者的經驗，但照顧家人的過程仍然不簡單。
	  區先生的母親年前曾經進行一場高風險的腦部手術，家人當時已經作出最壞的打算，幸好最後平安無事。這件事使區先生照顧母親的決心更堅定。因為母親不良於行，平日極少外出，亦不太喜歡接觸陌生人，區先生由煮飯、清潔以至幫母親洗澡，全部親力親為，從不假手於人。而區先生因長年的倉務工作，腰骨和膝蓋曾經受傷，每日亦會隱隱作痛，但區先生會忍住痛楚，每日堅持親身照顧母親。
	  縱然區先生在照顧過程中會覺得疲累，但從不覺得照顧母親是負累，反而認為可以報答母親的愛護，是一種福氣。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區先生表示照顧過程最辛苦的是照顧的程序重覆及困身，他有時候會感到很疲累。他不認為照顧長者是負擔，其實長者比照顧者更辛苦，不能動及不能如常表達，長者面對身體退化而產生的感受是家人亦不能理解的。區先生分享照顧過程最重要的是「堅忍」，當覺得照顧壓力大時，退一步調整好心態，看長遠一點。當他因照顧母親而感到氣餒時，他會休息一下，看書或看窗外的景色紓緩情緒。最重要是冷靜下來後，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感受，彼此溝通。照顧過程漫長，以愛心耐性去與長者一起面對，才可以走得更遠。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一般人認為被照顧者是受助的一方，區先生的分享令人感到他的堅忍及樂觀，令人受到鼓舞。他對家人的愛及付出，十分值得表揚。縱使照顧的壓力大，他會積極調整心態去面對，不能改變環境，便改變自己的內心。希望每位照顧者除了努力照顧長者，亦不忘照顧自己的心情。
	社工馬麗貞
	社工馬麗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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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Figure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照顧者：伊志誠先生

	被照顧的長者：盧慕堯女士
	被照顧的長者：盧慕堯女士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關係：母子
	關係：母子






	  盧女士雖年過八十，身體狀況一向不錯，只有些老人家的小毛病。兩年前，因腰部和腿部的急劇退化，需要輪椅代步。一向喜歡自由自在和外出閒逛的她，要整天留在家中，像完全失去自由一樣，情緒顯得十分低落。家人因需要上班，不能每天照顧陪伴她，子女對於安排盧女士的日常照料也感到徬徨。後來得到醫務社工轉介至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申請長期護理服務，盧女士很快便可以接受耆康會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自盧女士參加了日間中心及鄰舍中心的活動後，心情好轉了很多，精神亦比之前好，而伊先生與弟妹間中參加中心舉辦的講座及活動，亦加深了他們對照顧長者的認識。
	  盧女士雖年過八十，身體狀況一向不錯，只有些老人家的小毛病。兩年前，因腰部和腿部的急劇退化，需要輪椅代步。一向喜歡自由自在和外出閒逛的她，要整天留在家中，像完全失去自由一樣，情緒顯得十分低落。家人因需要上班，不能每天照顧陪伴她，子女對於安排盧女士的日常照料也感到徬徨。後來得到醫務社工轉介至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申請長期護理服務，盧女士很快便可以接受耆康會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自盧女士參加了日間中心及鄰舍中心的活動後，心情好轉了很多，精神亦比之前好，而伊先生與弟妹間中參加中心舉辦的講座及活動，亦加深了他們對照顧長者的認識。
	  現在平日的早上，伊先生和媽媽吃過早餐便送她回中心，下午由義工接送她回家，太太亦肩負起重擔，每天放工後回家安排晚飯。週末則由幼女照顧，帶她去飲茶或逛街。幼子一家住得較遠，但也盡量抽時間出來陪她或帶她到醫院覆診。可幸有三子女一起幫忙照顧，照顧的壓力也相對減少。

	Figure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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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Figure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仍記起溫馨的一對手，始終給我照顧未變樣，理想今天終於等到，分享光輝盼做到。」Beyond 歌曲「真的愛你」簡單的幾句歌詞，道出了多少為人子女想要對父母表達的心聲。
	  作為父母，照顧子女視作為一種天職，對子女疼愛有加，無微不至。而作為子女，長大成人之後，照顧父母也應是理所當然，但真的人人做到嗎？現今社會做任何事情都講求目的、要求回報。父母親對我們的愛護及照顧，是否又有任何目的或要求任何回報呢？謹希望所有為人子女者，能好好陪伴及照顧家中的長者。
	  照顧長者需要的，是耐心、關懷、開解及陪伴。照顧年邁的長者，確實面對很多難題，需要耐心去面對，需多方面學習，尋求適當的協助。需明白個人的時間及能力有限，所能做到的實在不多。世事豈能盡如人意，只要盡了力，自然問心無愧。共勉。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盧女士育有兩位兒子及一位女兒，他們相處十分融洽，子女們均很願意照顧長者，各人都會分工照顧，從不會將照顧母親這責任視為一個負累，縱使照顧辛苦，他們都樂於面對。而長子伊先生與盧女士同住，其為主要照顧者，負責為長者提供日常起居照顧，他常陪伴在旁。伊先生更不時向工作員作出諮詢，務求提供最佳的方法去照顧母親，其對母親照顧確實無微不至，工作員亦被伊先生對母親的關懷與愛護深深感動。
	社工李家琪
	社工李家琪


	照顧者：麥小姐
	照顧者：麥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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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麥小姐
	照顧者：麥小姐

	被照顧的長者：何婆婆、麥女士
	被照顧的長者：何婆婆、麥女士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關係：母女、姊妹
	關係：母女、姊妹






	  「只有真愛才受得起考驗！」麥小姐是一位需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及晚期癌病年輕長者的照顧者。大概二十年前，麥小姐便開始擔當照顧者的角色。當年爸爸因跌倒後頭部受創而需要高度照顧，當時爸爸由入住院舍至離世，差不多數十年，歷程中令麥小姐明白健康的重要性，更懂得關懷身邊的至愛—爸爸、媽媽及姊妹。
	  「只有真愛才受得起考驗！」麥小姐是一位需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及晚期癌病年輕長者的照顧者。大概二十年前，麥小姐便開始擔當照顧者的角色。當年爸爸因跌倒後頭部受創而需要高度照顧，當時爸爸由入住院舍至離世，差不多數十年，歷程中令麥小姐明白健康的重要性，更懂得關懷身邊的至愛—爸爸、媽媽及姊妹。
	  當麥小姐放下爸爸的照顧擔子時，才發覺忽略了媽媽。當時，媽媽原來已出現早期認知障礙症的病徵，可惜媽媽沒有適時確診，直至她在街上跌倒送院後才被確認患有認知障礙症。在照顧媽媽的過程中，無論風吹雨打麥小姐都帶她參加相關認知訓練活動。感恩的是現在媽媽的情況已有好轉及進步。
	  世事難料！姊姊被證實患有癌症，當刻麥小姐不敢相信惡夢來臨。見到姊姊接受手術後的電療及化療所受痛苦，她亦感到很心痛！故此，麥小姐決定辭職，成為全職照顧者。雖然很多人都以為麥小姐會後悔，但至今她都沒有後悔，反而覺得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還得到意外獎勵，例如：媽媽及姊姊的健康狀況穩定了，亦意外地發掘了媽媽的藝術天賦。現時媽媽在日間中心接受訓練，麥小姐又放鬆了心情，在照顧家人的路途上做到雙贏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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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的心底話：
	照顧者的心底話：
	  人總是喜歡看到向前進步的嬰孩，討厭見到退化的長者，可是長者身體各方面皆向後退時，都需要家人照顧。人人都需要別人的愛和關心，有得必有失，如果衡量過得失後，就隨心而行吧！當家人有需要時，自己又想幫助他們， 那就加入照顧者的行列。
	  照顧長者的工作富有彈性，只要願意就可以成為照顧者。不同的家庭背景及經濟狀況、不同照顧者或被照顧者的性格，都會影響照顧長者的質素。當你發覺長者身體狀況日漸走下坡或突然變差時，亦要為自己做好分離的心理準備。雖然照顧過程辛苦，但在有限的生命裡，能夠照顧及陪伴你的至愛（媽媽及姊姊）走完人生的終點，乃是一種幸福！

	Figure
	社工的話：
	社工的話：
	  欣賞麥小姐無論有多大照顧壓力，她總是笑面迎人，溫柔爾雅，心境正面。俗語有云：「很多事情不能改變，但可以改變自己心態！」麥小姐在家中飾演不同角色：孝順的女兒、堅毅的妹妹及「開心果」。每次見到麥小姐，她都牽著媽媽的手前往訓練及參加多元化活動。麥小姐深明媽媽的病情，知道有一天媽媽會忘記她的聲音及笑容，現慶幸何婆婆仍記得麥小姐，並視她為好朋友。另外，麥小姐亦無限度陪伴及照顧姊姊出入醫院，雖然過程中有血有淚，但看到她們彼此扶持和感情深厚，工作員亦被其正面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所感動，其對家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實屬難能可貴。
	社工陳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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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的照顧者加油站
	區內的照顧者加油站

	  由區內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組成的「照顧者加油站」每月為照顧者舉辦不同類型的實體活動。為進一步鼓勵和方便照顧者的參與，部份活動亦會以網上型式進行。如您有興趣參加「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或了解最新活動資訊，歡迎與以下的長者地區中心聯絡。
	  由區內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組成的「照顧者加油站」每月為照顧者舉辦不同類型的實體活動。為進一步鼓勵和方便照顧者的參與，部份活動亦會以網上型式進行。如您有興趣參加「照顧者加油站」的活動或了解最新活動資訊，歡迎與以下的長者地區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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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灣∕小西灣小區

	參與單位：
	參與單位：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2558 0187（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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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署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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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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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筲箕灣小區

	參與單位：
	參與單位：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聖公會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明愛筲箕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2967 9211（東華三院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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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灣河∕鰂魚涌小區

	參與單位：
	參與單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2676 7067（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Story
	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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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小區

	參與單位：
	參與單位：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2563 0187（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東區分會北角綜
	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東區分會北角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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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小區

	參與單位：
	參與單位：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2527 4103（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Story
	標2
	Span
	大坑、灣仔、跑馬地小區

	參與單位：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署銅鑼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查詢電話：2835 4324（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Figure
	專業照顧貼士分享
	專業照顧貼士分享

	扶抱及轉移技巧
	扶抱及轉移技巧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家照顧體弱長者責任重大，亦需付出一定的心力及體力。扶抱、轉移方法要正確，準備功夫亦要足夠，才能避免因姿勢或方法有誤，引致照顧者勞損或長者受傷。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家照顧體弱長者責任重大，亦需付出一定的心力及體力。扶抱、轉移方法要正確，準備功夫亦要足夠，才能避免因姿勢或方法有誤，引致照顧者勞損或長者受傷。
	以下為扶抱及轉移時需注意之處：
	1. 
	1. 
	1. 
	1. 

	講清楚，做甚麼？

	 
	 
	 
	¾

	先向長者清晰地簡介轉移的目的、方向及所涉及的動作，讓長者心理及肌肉都作出準備

	 
	 
	 
	¾

	示意長者儘可能出力協助，例如轉身時扶著床邊或床欄，或轉移時協助踏步及轉移重心

	2. 
	2. 
	2. 

	空間夠，更就手！

	 
	 
	 
	¾

	轉移前，先視察空間是否足夠，將雜物移開，輪椅/便椅上鎖，打開腳踏

	 
	 
	 
	¾

	衣服鞋履要穿好，褲子太長會絆倒

	3. 
	3. 
	3. 

	腰要直，背要直！

	 
	 
	 
	¾

	正確扶抱姿勢需保持腰背挺直、曲膝紮馬，用下肢大腿肌肉發力

	 
	 
	 
	¾

	扶抱時需儘量貼近長者，較容易控制轉移過程

	4. 
	4. 
	4. 

	一、二、三，做得啱！

	 
	 
	 
	¾

	一人發號施令，一、二、三

	 
	 
	 
	¾

	轉移時，照顧者的一邊腳尖指向轉移的方向

	5. 
	5. 
	5. 

	不能夠，莫強求！

	 
	 
	 
	¾

	若長者太弱或照顧者無能力安全地扶抱或轉移長者，應另覓他人協助或借用轉移器材∕病人起重機

	 
	 
	 
	¾

	切勿勉強行事，以免受傷



	Figure
	床上轉身
	床上轉身

	Figure
	1. 
	1. 
	1. 
	1. 
	1. 

	協助長者屈曲膝部，一隻手橫過身軀往轉身方向



	2. 
	2. 
	2. 
	2. 
	2. 

	一手按肩胛，一手按盤骨，協助長者轉身



	臥至坐起
	臥至坐起

	Figure
	Figure
	Figure
	5. 
	5. 
	5. 
	5. 
	5. 

	一手扶肩胛，一手按盤骨，一上一下同時地轉動，協助長者由側卧至坐起



	3. 
	3. 
	3. 
	3. 
	3. 

	先照圖1、圖2轉側身，慢慢於床上移動長者雙腳向前



	4. 
	4. 
	4. 
	4. 
	4. 

	輕放下雙腳於床邊



	專業照顧貼士分享
	專業照顧貼士分享

	一人扶抱、轉移
	一人扶抱、轉移
	一人扶抱、轉移


	Figure
	Figure
	Figure
	6. 
	6. 
	6. 
	6. 
	6. 

	曲膝、腰背挺直、紮馬



	8. 
	8. 
	8. 
	8. 
	8. 

	站立後轉移



	7. 
	7. 
	7. 
	7. 
	7. 

	雙手從肘下伸到肩胛



	Figure
	Figure
	二人扶抱、轉移
	二人扶抱、轉移

	10. 
	10. 
	10. 
	10. 
	10. 

	照顧者每人左、右一邊手臂扣長者腋窩，一人發號施令，一、二、三，以大腿肌力站立後踏步轉移



	（以上繪圖由李姑娘提供）
	（以上繪圖由李姑娘提供）

	9. 
	9. 
	9. 
	9. 
	9. 

	曲膝，慢慢坐下



	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香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物理治療部主管
	物理治療部主管

	李淑明
	李淑明


	家居改裝很簡單
	家居改裝很簡單

	  香港政府近年大力推廣「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安老政策，鼓勵長者在家中
	  香港政府近年大力推廣「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安老政策，鼓勵長者在家中
	  香港政府近年大力推廣「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安老政策，鼓勵長者在家中
	安享晚年。護老者及家屬可選擇在家安老或在自己熟悉和有歸屬感的環境安老，在有需要時才
	入住院舍由專業人士代為照顧。

	家居評估與職業治療
	  根據2013年衞生署及衞生防護中心報告指出在香港65歲及以上在社區居住的長者當中，
	  根據2013年衞生署及衞生防護中心報告指出在香港65歲及以上在社區居住的長者當中，
	每年大約每5人便有1人跌倒。對於在社區居住的長者，家居危機可令跌倒風險增加達38%。家
	居危機的例子眾多，包括濕滑的地面、可移動的地毯、欠缺扶手、電線或其他障礙物阻塞通道
	等。職業治療師在家居評估時會根據長者生活上遇到的困難、身體狀況及病歷等，預計長者的
	身體功能退化程度，提供家居改裝建議。很多社會服務機構提供上門家居改裝服務。

	浴室無煩惱
	  簡單加設扶手，便能解決濕滑的地面和可移動的地毯的問題，
	  簡單加設扶手，便能解決濕滑的地面和可移動的地毯的問題，
	特別是浴室內。扶手只須安裝於浴室門外、沐浴區或近馬桶附近等
	位置。浴室扶手有多種類型，當中較常用一字型扶手。橫向式的一
	字型扶手會安裝於沐浴區或近馬桶附近，直立式則安裝於門外，而
	扶手安裝高度則因應長者進出指定範圍時手可觸碰的地方而定。

	樂齡科技產品
	  樂齡科技產品是通過運用科技，設計及開發
	  樂齡科技產品是通過運用科技，設計及開發
	的老年學產品，能夠提升長者生活質素及獨立生
	活和自理能力。樂齡科技產品操作或安裝程序一
	般較為簡易，環形浴缸扶手（見左圖）方便使用
	者從任何方向輕易捉緊，安裝亦免卻傳統式扶手
	鑽牆的煩惱。透過這些產品，在家安老無難度。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聖雅各福群會雅明灣畔護養院
	聖雅各福群會雅明灣畔護養院
	聖雅各福群會雅明灣畔護養院

	一級職業治療師
	一級職業治療師

	陳曉珊
	陳曉珊


	（以上相片由陳姑娘提供）
	（以上相片由陳姑娘提供）

	護老者支援服務
	護老者支援服務

	東區及灣仔區護老者支援服務
	東區及灣仔區護老者支援服務

	•
	•
	•
	•
	•
	•

	服務目的


	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目的是協助及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加強護老者在照料長者方面的能力和知識，促進護老者對社區資源的運用。在有需要時，給予護老者精神和情緒方面支援。
	•
	•
	•
	•
	•

	服務內容


	護老常識講座、技能訓練課程、護老者互助小組、資源閣、輔導服務、復康器材借用、圖書及影音資料借用及社交康樂活動等。
	•
	•
	•
	•
	•

	服務對象


	非正規護老者，例如需要照顧在家居住的長者之家人、親屬或朋友；以及公眾人士。
	•
	•
	•
	•
	•

	申請方法


	請向以下服務機構查詢
	•
	•
	•
	•
	•

	長者地區中心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柴灣漁灣邨
	香港柴灣漁灣邨
	漁豐樓地下11-18號

	2558 0187
	2558 0187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1樓

	2967 9211
	2967 9211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2676 7067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2563 0187
	2563 0187


	循道衛理
	循道衛理
	循道衛理
	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地下D室及1-2樓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地下D室及1-2樓

	2527 4103
	2527 4103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1樓

	2835 4324
	2835 4324






	•
	•
	•
	•
	•
	•

	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小西灣邨瑞隆樓地下6-9號
	小西灣邨瑞隆樓地下6-9號

	2505 7428
	2505 7428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停車場大樓一樓
	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停車場大樓一樓

	2904 5647
	2904 5647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柴灣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及
	柴灣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及
	柴灣悅翠苑B翼地下

	2898 0752/
	2898 0752/
	2556 8800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興華耆樂中心

	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215-218室
	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215-218室

	2558 3338
	2558 3338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耆樂中心

	柴灣柴灣道100號5樓513室
	柴灣柴灣道100號5樓513室

	2897 5171
	2897 517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主誕堂長者鄰舍中心

	筲箕灣阿公岩道6號1樓
	筲箕灣阿公岩道6號1樓

	2568 5201
	2568 5201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胡其廉長者鄰舍中心

	筲箕灣耀東邨第三期耀安樓地下及
	筲箕灣耀東邨第三期耀安樓地下及
	筲箕灣耀東邨耀輝樓地下

	2535 4387
	2535 4387


	港九街坊婦女會
	港九街坊婦女會
	港九街坊婦女會
	曾許玉環樂齡鄰舍中心

	筲箕灣海晏街38號雁亭大廈地下
	筲箕灣海晏街38號雁亭大廈地下
	（入口）及一樓

	2535 6512
	2535 6512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關啟明紀念松鶴老人中心

	筲箕灣興東邨興康樓地下及
	筲箕灣興東邨興康樓地下及
	筲箕灣興東邨興東商場一樓108號舖

	2569 8065
	2569 8065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香港勵志會陳融晚晴中心

	鰂魚涌康怡花園康安街18號二樓
	鰂魚涌康怡花園康安街18號二樓

	2568 0601
	2568 0601


	中華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
	合一堂耆年中心

	北角丹拿道53號港運城2字樓
	北角丹拿道53號港運城2字樓

	2880 0461
	2880 0461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二樓5-7號舖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二樓5-7號舖

	2578 9950
	2578 9950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
	莊重文敬老中心

	銅鑼灣勵德邨道36號勵德邨德全樓
	銅鑼灣勵德邨道36號勵德邨德全樓
	112-118室

	2566 1448
	2566 1448


	九龍樂善堂
	九龍樂善堂
	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鄰舍中心

	跑馬地桂成里16號
	跑馬地桂成里16號
	誠和閣地下

	2573 2270
	2573 2270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張妙願長者鄰舍中心

	灣仔謝斐道468號
	灣仔謝斐道468號
	百達中心二樓

	2831 0819
	2831 0819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護老者社區資源
	護老者社區資源

	社會福利署長者資訊網
	社會福利署長者資訊網
	(https://elderlyinfo.swd.gov.hk/tc)
	(https://elderlyinfo.swd.gov.hk/tc)

	  此網站提供一站式平台發放安老服務資訊，上載了全港超過760間安老
	  此網站提供一站式平台發放安老服務資訊，上載了全港超過760間安老
	院於安老院牌照事務處所登記的基本資料。同時載有全港「長者社區照顧服
	務券試驗計劃」及「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認可服務單位的資
	料。為增加安老院服務質素的透明度，此網站的搜尋功能亦包括安老院的收
	費、人手、設備和服務表現等。


	Figure
	社會福利署護老者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護老者支援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carersuppo/)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carersuppo/)

	  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目的是協助及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此網站介
	  護老者支援服務的目的是協助及支援護老者在家中照顧長者。此網站介
	紹社區上受資助的長者服務及不同類型的護老者支援服務，包括暫託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長者長期護理服務，同時提供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
	位，包括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Figure
	社會福利署「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專題網頁
	社會福利署「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專題網頁
	(https://www.swd.gov.hk/dementiacampaign/tc/df_frds_3.html)
	(https://www.swd.gov.hk/dementiacampaign/tc/df_frds_3.html)

	  社會福利署開展一項名為「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大行動）的
	  社會福利署開展一項名為「全城『認知無障礙』大行動」（大行動）的
	公眾教育活動，從而建立一個對認知障礙症患者及其家人友善的社區。社
	署委託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於大行動期間協助社署在全港舉辦「認知友善好
	友」簡介會，推廣及加強公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參與人士於完成簡介會
	或透過網上觀看學習短片後，便可登記成為「認知友善好友」，積極支持大
	行動。網頁亦載有不同護老者資訊。


	Figure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https://www.elderly.gov.hk/cindex.html)
	(https://www.elderly.gov.hk/cindex.html)

	  照顧長者除了需要時間外，亦需要基本的健康、護理的資訊。此網站為
	  照顧長者除了需要時間外，亦需要基本的健康、護理的資訊。此網站為
	護老者提供護理技巧、飲食、溝通技巧、壓力處理等方面的資訊，以加強為
	居於社區的長者提供基層健康護理服務，提高長者自我照顧的能力，鼓勵他
	們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並推動家人給予支持。


	Figure
	聖雅各福群會656照顧者好幫搜
	聖雅各福群會656照顧者好幫搜
	(https://656carer.com/)
	(https://656carer.com/)

	  此網站提供照顧長者資訊，有照顧新知、長者及照顧者的活動推介、社
	  此網站提供照顧長者資訊，有照顧新知、長者及照顧者的活動推介、社
	區服務介紹及知識分享等，亦提供社區上更多支援中風、認知障礙症、跌倒
	及骨折的長者資訊，更附有社區地圖，讓照顧者更能掌握社區的資源。


	Figure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長青網�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長青網�
	(www.e123.hk)
	(www.e123.hk)

	  長青網是專為全港50歲或以上人士及其家人特設的一站式生活資訊台，
	  長青網是專為全港50歲或以上人士及其家人特設的一站式生活資訊台，
	同時設有手機應用程式供下載。網站聚焦12項長者及護老者最為關注的範
	疇，如優惠、健康、安老服務、認知障礙及長者就業等資訊；網站設有自動
	回覆機械人回答安老院相關查詢，亦為護老者提供護老照顧技巧短片。此
	外，長青網更開設長者專屬論壇
	—
	「長青講場」，讓長者在網絡上分享和
	交流，擴大社交圈子！


	Figure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智老友—智友站（護老者篇）
	智老友—智友站（護老者篇）
	(https://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martElders/zh-HK/Carer-Corner/)
	(https://www21.ha.org.hk/smartpatient/SmartElders/zh-HK/Carer-Corner/)

	  透過『智老友』這個一站式的資訊平台，希望提升患有慢性疾病的長者
	  透過『智老友』這個一站式的資訊平台，希望提升患有慢性疾病的長者
	照顧自己的能力，讓他們學習到應診、檢查、出入院、家居安全、傷口護
	理、藥物知識、基本復康運動的常識和技巧，不但助他們自信和積極面對疾
	病，更可減輕家人照顧他們的壓力；而在護理過程中，他們與家人更可互相
	鼓勵，加強彼此溝通，成為醒目的『智老友』。


	Figure
	「賽馬會流金頌護老有e道」
	「賽馬會流金頌護老有e道」
	(http://www.cadenza.hk/e-tools/zh/)
	(http://www.cadenza.hk/e-tools/zh/)

	  此網站提供照顧長者資訊，以及提高公眾意識予照顧者，亦提供多段短
	  此網站提供照顧長者資訊，以及提高公眾意識予照顧者，亦提供多段短
	片介紹有關認知障礙症的照護、口腔護理、防跌妙法、促進酣睡小錦囊。


	Figure
	耆智同行—基礎照顧技巧
	耆智同行—基礎照顧技巧
	(https://www.adcarer.com/)
	(https://www.adcarer.com/)

	  此網站由香港中文大學管理的賽馬會耆智園協助製作，為協助家屬掌握
	  此網站由香港中文大學管理的賽馬會耆智園協助製作，為協助家屬掌握
	照顧技巧，減輕照顧壓力。此網站的內容包括：家屬自助錦囊、認識認知障
	礙症、認知障礙症的治療方法、患者的照顧技巧、適合患者的環境及活動、
	為患者的未來作準備等。


	Figure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生活小百科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生活小百科
	(https://sws.caritas.org.hk/carer/Lifeskill.html)
	(https://sws.caritas.org.hk/carer/Lifeskill.html)

	  介紹適合長者的家居設計及復康用品，讓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效照
	  介紹適合長者的家居設計及復康用品，讓照顧者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效照
	顧長者。內容包括：資源站、家居設計及復康用品介紹、扶抱技巧的分享、
	微電影、照顧者求助錦囊、大腦訓練程式的推介等。


	Figure
	東區及灣仔區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東區及灣仔區長者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資料會不時更新，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致電相關單位查詢）
	（資料會不時更新，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致電相關單位查詢）

	長者暫託服務
	長者暫託服務
	  「長者暫託服務」專為在社區中生活，但在個人照顧方面需要家人或親屬協助的長者提供臨時的日間照顧或短暫的住宿服務。這項服務旨在支援及分擔主要護老者長期照顧長者的責任，並讓他們在有需要時能得到短暫休息的機會，從而鼓勵及協助長者盡量繼續留在社區居住。長者暫託服務分為（一）長者日間暫託服務及（二）長者住宿暫託服務，詳情如下：
	（一）長者日間暫託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respite/)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respite/)

	  長者日間暫託服務由全港的受資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但視乎中心∕單位的實際開放時間而定。申請人可致電或直接前往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出申請，亦可經由福利或醫療機構轉介。
	提供指定日間暫託服務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地下1,6,7,8及9號室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地下1,6,7,8及9號室

	3583 3290
	3583 3290


	灣仔區∕東區
	灣仔區∕東區
	灣仔區∕東區

	保良局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保良局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部份）、地下（部份）、閣樓（部份）、一樓（部份）、二樓、三樓及五樓（部份）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部份）、地下（部份）、閣樓（部份）、一樓（部份）、二樓、三樓及五樓（部份）

	2618 1130
	2618 1130





	提供偶然空置日間暫託服務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2516 5130
	2516 5130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2967 6707
	2967 6707


	東區
	東區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停車場大廈地下

	2515 3893
	2515 389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地下

	2967 1628
	2967 1628


	灣仔區∕東區
	灣仔區∕東區
	灣仔區∕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柏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東區及灣仔）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2樓及7樓

	2831 3207
	2831 3207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香海正覺蓮社
	香海正覺蓮社
	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大坑道133號
	香港大坑道133號

	2881 1801
	2881 1801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真光護老之家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
	2字樓至9字樓

	2838 8411
	2838 8411





	（二）長者住宿暫託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respiteser/)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respiteser/)

	  除了津助護理安老院和合約安老院舍內的指定暫託宿位，所有的津助安老院、津助護養院、合約安老院舍和所有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均可使用其偶然空置的資助宿位提供住宿暫託服務。申請人可及早安排和預約使用暫託服務。長者可多次使用這項服務，但一年內最多只可累積42天的住宿期。
	  如欲申請及預約使用這項服務，可聯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和家務助理隊的個案工作者以便轉介。
	設有指定暫託宿位的院舍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院舍名稱
	院舍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黃鎮林伉儷安老院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明樓及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明樓及
	瑞泰樓地下及一樓

	2505 3683
	2505 368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護養安老院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5字樓501室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5字樓501室

	3156 2111
	3156 2111


	東區
	東區
	東區

	松栢老人院
	松栢老人院

	香港筲箕灣道290號新成大樓
	香港筲箕灣道290號新成大樓
	1字樓A及B座

	2560 6399
	2560 6399


	東區
	東區
	東區

	南華護老院
	南華護老院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269至271號
	香港筲箕灣筲箕灣道269至271號
	南華大廈1字樓、2字樓A及B室

	2560 6806
	2560 6806


	東區
	東區
	東區

	主愛護老院
	主愛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麗宮大廈3字樓A、B、C座及5字樓A、B、C座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麗宮大廈3字樓A、B、C座及5字樓A、B、C座

	2578 7399
	2578 7399


	東區
	東區
	東區

	城市護老院
	城市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3字樓C、D及E座及4字樓F座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3字樓C、D及E座及4字樓F座

	2570 5697
	2570 5697


	東區
	東區
	東區

	金華（北角）護老院 
	金華（北角）護老院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大廈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大廈
	2字樓及3字樓

	2516 5099
	2516 5099


	東區
	東區
	東區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
	2字樓E、F、G及H座

	2570 9346
	2570 9346


	東區
	東區
	東區

	維康護理安老院
	維康護理安老院

	香港北角建華街39號楓林花園二期地下
	香港北角建華街39號楓林花園二期地下

	2570 0866
	2570 0866


	東區
	東區
	東區

	安樂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安樂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249號萬康大廈
	香港筲箕灣道249號萬康大廈
	閣樓及二樓

	2569 1256
	2569 125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香港筲箕灣道143至145號地下
	香港筲箕灣道143至145號地下
	（部分）及1字樓至3字樓

	2322 2698
	2322 2698


	東區
	東區
	東區

	保健護老院
	保健護老院

	香港北角繼園街44號1字樓
	香港北角繼園街44號1字樓

	2563 0434
	2563 0434


	灣仔
	灣仔
	灣仔

	保良局
	保良局
	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部份）、地下（部份）、閣樓
	（部份）、一樓（部份）、二樓、
	三樓及五樓（部份）

	2618 1130
	2618 1130


	灣仔
	灣仔
	灣仔

	崇恩老人院分院
	崇恩老人院分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4A號3字樓及62、64及64A號4字樓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4A號3字樓及62、64及64A號4字樓

	2576 3139
	2576 3139


	灣仔
	灣仔
	灣仔

	康栢軒長者天地 
	康栢軒長者天地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4字樓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4字樓

	2520 2518
	2520 2518





	設有偶然空置暫託宿位的院舍（參加「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院舍名稱
	院舍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主愛護老院
	主愛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麗宮大廈3字樓A、B、C座及5字樓A、B、Ｃ座
	香港北角英皇道315號麗宮大廈3字樓A、B、C座及5字樓A、B、Ｃ座

	2578 7399
	2578 7399


	東區
	東區
	東區

	城市護老院
	城市護老院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3字樓C、D及E座及4字樓F座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3字樓C、D及E座及4字樓F座

	2570 5697
	2570 5697


	東區
	東區
	東區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
	2字樓E、F、G及H座

	2570 9346
	2570 9346


	東區
	東區
	東區

	耆安園護理安老院有限公司
	耆安園護理安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318至328號恒英大廈3字樓
	香港英皇道318至328號恒英大廈3字樓

	2887 1718
	2887 1718


	東區
	東區
	東區

	維康護理安老院
	維康護理安老院

	香港北角建華街39號楓林花園二期地下
	香港北角建華街39號楓林花園二期地下

	2570 0866
	2570 0866


	東區
	東區
	東區

	金華（北角）護老院
	金華（北角）護老院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商場
	香港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商場
	2字樓及3字樓

	2516 5099
	2516 5099


	東區
	東區
	東區

	南華護老院
	南華護老院

	香港筲箕灣道269-271號南華大廈
	香港筲箕灣道269-271號南華大廈
	1樓及2樓A室及B室

	2560 6806
	2560 6806


	東區
	東區
	東區

	安樂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安樂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249號閣樓及二樓
	香港筲箕灣道249號閣樓及二樓

	2569 1256
	2569 125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松齡康輝護老中心

	香港筲箕灣道143-145號地下（部份）、1字樓、2字樓及3字樓
	香港筲箕灣道143-145號地下（部份）、1字樓、2字樓及3字樓

	2322 2698
	2322 2698


	東區
	東區
	東區

	保健護老院
	保健護老院

	香港北角繼園街44號1字樓
	香港北角繼園街44號1字樓

	2563 0434
	2563 0434


	東區
	東區
	東區

	松栢老人院
	松栢老人院

	香港筲箕灣道290號新成大樓
	香港筲箕灣道290號新成大樓
	1字樓A及B座

	2560 6399
	2560 6399


	東區
	東區
	東區

	環翠護老中心
	環翠護老中心

	香港柴灣環翠道121-121A號
	香港柴灣環翠道121-121A號
	柴灣戲院大廈2至4字樓

	3105 0191
	3105 0191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康栢軒長者天地
	康栢軒長者天地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4字樓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4字樓

	2520 2518
	2520 2518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崇恩老人院分院
	崇恩老人院分院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2號4字樓、64號4字樓、64A號3字樓及64A號4字樓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2號4字樓、64號4字樓、64A號3字樓及64A號4字樓

	2576 3139
	2576 3139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瑞康護老中心
	瑞康護老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3字樓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3字樓

	3110 2021
	3110 2021





	查詢住宿暫託宿位的空置情況
	  如欲了解持有牌照安老院舍住宿暫託服務（包括津助院舍、合約院舍及「改善買位計劃」下的私營安老院舍）的宿位空置情況，可瀏覽以下網址：
	www.vesrrsep.swd.gov.hk/tc/rrse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carecen/)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daycarecen/)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是以中心為本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為區內年滿60歲或以上，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長者(包括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於日間提供照顧服務、復康運動和社交活動，協助他們保持最佳活動能力，改善生活質素和在熟悉的社區安老。此外，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亦為護老者提供各類支援和協助，使他們更有動力繼續承擔護老者的責任 。
	  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居所附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或長者鄰舍中心，以便這些服務單位協助申請服務及安排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東區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和富中心

	第二期商場地下
	第二期商場地下


	2516 5130
	2516 5130
	2516 5130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任白慈善基金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耀安樓地下


	2967 6707
	2967 6707
	2967 6707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小西灣老人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香港小西灣道9號富欣花園

	停車場大廈地下
	停車場大廈地下


	2515 3893
	2515 3893
	2515 389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方樹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六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地下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地下


	2967 1628
	2967 1628
	2967 1628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柏逸長者日間照顧中心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
	香港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

	地下1,6,7,8及9號室
	地下1,6,7,8及9號室


	3583 3290
	3583 3290
	3583 3290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

	東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柏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柏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東區及灣仔
	）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2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2樓及7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2樓及7樓


	2831 3207
	2831 3207
	2831 3207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

	東區
	東區


	保良局
	保良局
	保良局

	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灣仔護老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香港灣仔交加街7號A水平1、2層
	（
	部
	份
	）
	、地下
	（
	部份
	）
	、閣樓
	（
	部份
	）
	、一
	樓
	（
	部份
	）
	、二樓、三樓及五樓
	（
	部份
	）


	2618 1130
	2618 1130
	2618 1130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香海正覺蓮社
	香海正覺蓮社
	香海正覺蓮社

	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港島區日間護理中心


	香港大坑道133號
	香港大坑道133號
	香港大坑道133號


	2881 1801
	2881 1801
	2881 1801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灣仔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真光護老之家
	真光護老之家

	（
	（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買位計劃
	）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2字樓至9字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2字樓至9字樓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83號2字樓至9字樓


	2838 8411
	2838 8411
	2838 8411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618/)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618/)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透過經驗豐富及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和區內各服務單位的合作網絡，為長者、殘疾人士及有社會需要的個人及家庭提供不同種類的照顧及服務，包括根據個別評估後提供個人照顧、基本及特別護理、復康運動、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及改善建議、膳食服務、護送服務及復康運動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會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提供照顧及支援，以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和促使服務使用者繼續在社區中生活。
	因應服務對象的不同需要，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會提供服務予（一）體弱個案及（二）普通個案，詳情如下：
	（一）體弱個案
	  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及建議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照顧服務、並需要一套周詳的家居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的長者。體弱的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居所附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活動中心或康復服務單位，以便這些服務單位協助申請服務及安排安老服務統一評估。如對體弱個案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546 7491聯絡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港島）。
	（二）普通個案
	  獲優先考慮的個案包括個人及家庭支援系統薄弱的低收入人士、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輪候申請人或已離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服務使用者。普通個案的長者除可聯絡以上服務單位外，亦可直接向下列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提出申請。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名稱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港島東區）

	i)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i)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ii)香港北角英皇道367-373號
	上潤中心21樓B室

	i) 2676 7067
	i) 2676 7067
	ii) 3611 9569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2564 7555
	2564 7555


	東區
	東區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i) 愛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小西灣中心）
	ii) 愛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筲箕灣中心）

	i)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福樓5-8號地下
	i)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福樓5-8號地下
	ii) 香港筲箕灣海晏街38號雁亭地下1-5號

	i ) 2556 2708
	i ) 2556 2708
	ii) 2896 2078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方樹泉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2967 8166
	2967 8166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i)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11-12號地下
	i)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11-12號地下
	ii) 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10樓06室

	i) 2889 3377
	i) 2889 3377
	ii) 3614 5422


	灣仔
	灣仔
	灣仔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1樓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1樓

	2527 4234
	2527 4234


	灣仔
	灣仔
	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i) 灣仔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ii) 銅鑼灣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i)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一樓
	i)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一樓
	ii) 香港大坑銅鑼灣道78號第一閣地下

	i) 2831 3211
	i) 2831 3211
	ii) 2881 7844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enhancedho/)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enhancedho/)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綜合照顧模式，讓體弱長者在家居及社區接受護理及照顧服務，並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致加強家庭融和的目標，和促使體弱長者在家安老，實踐「老有所屬」和「持續照顧」的理念。
	  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就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或長者活動中心，以便這些服務單位協助申請服務及安排安老服務統一評估。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546 7491聯絡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港島）。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
	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循道衛理中心
	循道衛理中心
	東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8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8室

	2527 2133
	2527 2133


	東區
	東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東區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北角英皇道367-373號
	北角英皇道367-373號
	上潤中心11樓D室

	2856 9273
	2856 927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東區）
	東華三院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東區）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字樓

	2967 0966
	2967 0966


	灣仔
	灣仔
	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85號3樓

	2831 3238
	2831 3238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psccsv/)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csselderly/id_psccsv/)

	  社會福利署（社署）於2020年10月推行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以「錢跟人走」的模式，讓合資格長者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券）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他們居家安老。試驗計劃涵蓋全港18區，社區券數目最高可達8,000張。
	  在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並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社署會直接向在中央輪候冊上合資格長者發出邀請信，邀請他們參與第三階段試驗計劃。如合資格長者還未收到邀請信，可致電 3107 3013 聯絡社區照顧服務券辦事處。
	  如欲申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長者及其家人可聯絡就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或其他服務單位，例如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
	  試驗計劃由具備提供長者照顧服務經驗的社署津助非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及私營機構負責營運的認可服務單位供長者選用。區內認可服務單位資料如下：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認可服務單位
	認可服務單位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基督教宣道會翠樂長者睦鄰中心
	基督教宣道會翠樂長者睦鄰中心
	基督教宣道會翠樂長者睦鄰中心


	香港柴灣翠灣街26號
	香港柴灣翠灣街26號
	香港柴灣翠灣街26號

	翠樂邨翠祿樓地下
	翠樂邨翠祿樓地下


	2814 9701
	2814 9701
	2814 9701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青頤地．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青頤地．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
	香港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
	香港柴灣道338號柴灣市政大廈3樓


	2898 0752
	2898 0752
	2898 0752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福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2樓E-H室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2樓E-H室
	香港北角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2樓E-H室


	2570 9346
	2570 9346
	2570 934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家庭褔利會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褔利會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褔利會愛東服務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1樓101室


	2564 7556
	2564 7556
	2564 755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路德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心
	路德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心
	路德會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中心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

	瑞明樓及瑞泰樓一樓
	瑞明樓及瑞泰樓一樓


	2505 5273
	2505 5273
	2505 527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 Care青健坊（東區）
	Y Care青健坊（東區）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2676 7067
	2676 7067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認可服務單位
	認可服務單位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循道衛
	循道衛
	循道衛
	理
	健樂軒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

	地下G03A室
	地下G03A室


	2967 4983
	2967 4983
	2967 498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愛華長者日間護
	愛華長者日間護
	理
	中心


	香港柴灣柴灣道一百號五樓501室
	香港柴灣柴灣道一百號五樓501室
	香港柴灣柴灣道一百號五樓501室


	2558 0109
	2558 0109
	2558 0109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頤．在家安老策劃服務
	頤．在家安老策劃服務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寶樓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寶樓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寶樓

	雅明灣畔護養院1樓
	雅明灣畔護養院1樓


	2856 2001
	2856 2001
	2856 2001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港島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地下11-12號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地下11-12號
	香港柴灣漁灣邨漁順樓地下11-12號


	2889 3377
	2889 3377
	2889 3377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華芬長者日間護
	東華三院華芬長者日間護
	東華三院華芬長者日間護
	理
	中心


	香港北角北角道16號蘇浙大廈一樓
	香港北角北角道16號蘇浙大廈一樓
	香港北角北角道16號蘇浙大廈一樓


	2481 1566
	2481 1566
	2481 156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泉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泉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天地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東華三院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樓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9樓


	2967 0966
	2967 0966
	2967 096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伍少梅悠樂園
	伍少梅悠樂園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4期2號停車場7樓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4期2號停車場7樓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4期2號停車場7樓


	2967 4888
	2967 4888
	2967 4888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港島東）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港島東）
	靈實長者日間暨復康中心（港島東）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25號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25號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道25號

	明華大廈A座LG樓B室
	明華大廈A座LG樓B室


	2670 9025
	2670 9025
	2670 9025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北角）
	和悅會（北角）


	香港北角渣華道70號
	香港北角渣華道70號
	香港北角渣華道70號

	仁和大廈二樓A室
	仁和大廈二樓A室


	3612 9288
	3612 9288
	3612 9288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社會企業

	和悅會（西灣河）
	和悅會（西灣河）


	香港西灣河興民街68號
	香港西灣河興民街68號
	香港西灣河興民街68號

	海天廣場2樓207室
	海天廣場2樓207室


	3612 9088
	3612 9088
	3612 9088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活力國際專業護
	活力國際專業護
	活力國際專業護
	理
	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438-444金鵝商業大廈
	香港軒尼詩道438-444金鵝商業大廈
	香港軒尼詩道438-444金鵝商業大廈

	11樓A室
	11樓A室


	3426 2909
	3426 2909
	3426 2909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Evercare晨曦居家護理服務
	Evercare晨曦居家護理服務
	Evercare晨曦居家護理服務


	香港銅鑼灣新寧道1號利園中心3期603室
	香港銅鑼灣新寧道1號利園中心3期603室
	香港銅鑼灣新寧道1號利園中心3期603室
	（
	4樓接待處
	）


	3905 4000/
	3905 4000/
	3905 4000/

	6114 4595
	6114 4595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芹慧中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一樓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一樓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一樓


	3553 3650
	3553 3650
	3553 3650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循道衛
	循道衛
	循道衛
	理
	盈智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2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2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2室


	2527 2133
	2527 2133
	2527 213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循道衛
	循道衛
	循道衛
	理
	盈樂軒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心五樓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心五樓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心五樓


	2157 0951
	2157 0951
	2157 0951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循道衛
	循道衛
	循道衛
	理
	喜樂軒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1,403-405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1,403-405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號4樓401,403-405室


	2863 5673/
	2863 5673/
	2863 5673/

	2527 2133
	2527 2133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循道衛
	循道衛
	循道衛
	理
	社區照顧中心（東區）


	香港北角英皇道388號北港商業大廈3樓A室
	香港北角英皇道388號北港商業大廈3樓A室
	香港北角英皇道388號北港商業大廈3樓A室


	2570 0311
	2570 0311
	2570 0311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靈光醫養復康有限公司
	靈光醫養復康有限公司
	靈光醫養復康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20-30號金利大廈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20-30號金利大廈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20-30號金利大廈

	地下A1鋪
	地下A1鋪


	3619 7298
	3619 7298
	3619 7298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灣仔健智支援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
	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2樓
	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2樓


	2596 2506
	2596 2506
	2596 2506



	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
	∕
	灣仔


	聖保祿醫院頤康天地
	聖保祿醫院頤康天地
	聖保祿醫院頤康天地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2號聖保祿醫院A座7樓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2號聖保祿醫院A座7樓
	香港銅鑼灣東院道2號聖保祿醫院A座7樓


	2830 8802
	2830 8802
	2830 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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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續）
	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續）

	護老者交通支援服務
	護老者交通支援服務
	以下接載輪椅使用者的收費詳情，可以致電相關服務機構查詢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內容
	內容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QR code
	QR code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
	復康巴士

	長者或護老者可預約租用的點到點交通接載服務，以便覆診或參與社交活動。
	長者或護老者可預約租用的點到點交通接載服務，以便覆診或參與社交活動。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rehabus/zh-hant/)

	2817 8154
	2817 8154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
	易達巴士

	「易達巴士」為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安全、舒適及易於上落之交通服務，並按照他們的需要，如前往接受治療及其他活動，協助他們前往目的地。
	「易達巴士」為行動不便的長者，提供安全、舒適及易於上落之交通服務，並按照他們的需要，如前往接受治療及其他活動，協助他們前往目的地。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eab/zh-hant/)

	2348 0608
	2348 0608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
	香港復康會
	易達轎車

	為輪椅使用者及其陪同者提供方便的無障礙交通服務，協助他們往返醫院、學校、工作地點、旅遊景點及香港境內任何地點。
	為輪椅使用者及其陪同者提供方便的無障礙交通服務，協助他們往返醫院、學校、工作地點、旅遊景點及香港境內任何地點。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transport/ahc/zh-hant/)

	8106 6616
	8106 6616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愛心小巴

	為長者及傷殘人士提供社區無障礙之交通服務，接載他們往返覆診（東區、中西區、南區、荃灣，葵涌及青衣）及參與活動。
	為長者及傷殘人士提供社區無障礙之交通服務，接載他們往返覆診（東區、中西區、南區、荃灣，葵涌及青衣）及參與活動。
	(https://cc.sjs.org.hk/?route=services-detail&sid=13&lang=1)

	2818 7400
	2818 7400


	冠忠無障礙復康穿梭巴士
	冠忠無障礙復康穿梭巴士
	冠忠無障礙復康穿梭巴士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無障礙交通接載服務，連繫社區，當中包括醫院線及週末旅遊路線。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無障礙交通接載服務，連繫社區，當中包括醫院線及週末旅遊路線。
	(https://www.kcbh.com.hk/rehabus.php)

	2979 8777
	2979 8777


	鑽的
	鑽的
	鑽的

	為輪椅使用者提供點到點廿四小時接載服務，如提早預約將可安排更佳服務。
	為輪椅使用者提供點到點廿四小時接載服務，如提早預約將可安排更佳服務。
	(https://www.diamondcab.com.hk/)

	2760 8771
	2760 8771


	星群的士
	星群的士
	星群的士

	為大眾提供方便快捷的個人化點到點服務，更提供包車服務、個人遊等等。
	為大眾提供方便快捷的個人化點到點服務，更提供包車服務、個人遊等等。
	(http://www.syncab.com.hk/tc/)

	3700 6500
	37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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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Figure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其他照顧者社區資源

	輪椅∕助行架租借服務
	輪椅∕助行架租借服務
	  由於以下輪椅∕助行架租借服務的提供及收費可能不定期更新，如欲租借，請先致電相關服務機構查詢。除下列服務機構外，部分長者地區中心或長者鄰舍中心亦有短暫輪椅借用，詳情請參閱本書第38-39頁。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服務機構

	內容及收費
	內容及收費

	查詢電話
	查詢電話

	QR code
	QR code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紅十字會
	輔助行動器材
	租借服務

	為有需要之傷病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價廉合適的輔
	為有需要之傷病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價廉合適的輔
	為有需要之傷病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士，提供價廉合適的輔
	助器材租借服務（包括：手推輪椅、助行架、四腳叉、手
	杖、沐浴椅、大便椅等），以減輕他們在康復期間的經濟
	支出，讓他們安心康復。

	申請方法：保證人必須攜同租用者及保證人身份證、保證
	申請方法：保證人必須攜同租用者及保證人身份證、保證
	人之住址證明副本及費用到指定交收中心辦理手續

	收費：除須繳付訂金外，每月租金由五十元至六百元不等
	收費：除須繳付訂金外，每月租金由五十元至六百元不等

	地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大樓一樓
	地址：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座大樓一樓

	(https://www.redcross.org.hk/tc/community_healthcare/
	(https://www.redcross.org.hk/tc/community_healthcare/
	mobility_equip/intro_me.html)


	2595 6327
	2595 6327


	香港輪椅輔助隊
	香港輪椅輔助隊
	香港輪椅輔助隊

	提供免費的輔助器材暫借服務（包括：手推輪椅、助行
	提供免費的輔助器材暫借服務（包括：手推輪椅、助行
	提供免費的輔助器材暫借服務（包括：手推輪椅、助行
	架、手杖、大便椅等），以減輕人們在康復期間的經濟支
	出，讓他們安心康復。

	申請方法：如需借用請帶同借用者香港身份證及按金登記
	申請方法：如需借用請帶同借用者香港身份證及按金登記
	借用，免費借用一個月

	收費：須收取按金四百元正
	收費：須收取按金四百元正

	地址：香港九龍南昌村昌遜樓地下1-4號
	地址：香港九龍南昌村昌遜樓地下1-4號

	(http://www.hkwheelchair.org.hk/services?pid=33)
	(http://www.hkwheelchair.org.hk/services?pid=33)


	2194 9600
	2194 9600


	香港耀能協會
	香港耀能協會
	香港耀能協會
	賽馬會復康用品
	租賃中心

	為社區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完備及高質素的復康用
	為社區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完備及高質素的復康用
	為社區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完備及高質素的復康用
	品租賃服務（包括：不同款式的手推輪椅、電動輪椅、復
	康床、小型移位機及充氣減壓床墊等）。由專業諮詢、用
	品選配、租賃、送遞、回收、全面清潔消毒及重新包裝等
	一應俱全。

	申請方法：租用人須提交身份證副本、三個月內發出之住
	申請方法：租用人須提交身份證副本、三個月內發出之住
	址證明副本，並填妥申請表

	收費：每月租金由港幣三百元至四千元不等。另外，租用
	收費：每月租金由港幣三百元至四千元不等。另外，租用
	人需繳付按金及運輸費（如適用）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山尾街5-13號穗輝工廠大廈11樓1107室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山尾街5-13號穗輝工廠大廈11樓1107室

	(https://seating.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8)
	(https://seating.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8)


	2736 8988
	2736 8988


	香港傷健協會
	香港傷健協會
	香港傷健協會
	港島傷健中心

	傷健中心為會員及社區人士提供短期手動輪椅借用服務，
	傷健中心為會員及社區人士提供短期手動輪椅借用服務，
	傷健中心為會員及社區人士提供短期手動輪椅借用服務，
	借用以兩星期為限，可電話續借一次，以協助有急需人士
	解決在復康、醫療、就業、教育或社交方面遇到因缺乏輪
	椅而造成之問題。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中心會員借用輪椅，只需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中心會員借用輪椅，只需
	填妥借用表格連同有效之中心會員証辦理借用手續；若公
	眾人士借用輪椅，必須提交住址証明及填寫借用表格

	收費：須收取按金（會員：五百元正，公眾人士：一千元正）
	收費：須收取按金（會員：五百元正，公眾人士：一千元正）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益樓地下5-12室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益樓地下5-12室

	(https://www.hkphab.org.hk)
	(https://www.hkphab.org.hk)


	2557 1631
	2557 1631


	路向四肢
	路向四肢
	路向四肢
	傷殘人士協會

	中心為有需要會員提供即時借用，避免因器材損壞時影響
	中心為有需要會員提供即時借用，避免因器材損壞時影響
	中心為有需要會員提供即時借用，避免因器材損壞時影響
	個人生活。借用期最多為三個月。「逾期歸還」並沒有通
	知中心，將沒收按金，並影響其往後借用資格。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借用者需親身前往中心領取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借用者需親身前往中心領取
	及歸還器材。如需中心代為運輸，借用者必須自行支付相
	關運輸費用，收費劃一為四百元正（單程）

	收費：須收取按金一千元正（會員：免費，公眾人士：每
	收費：須收取按金一千元正（會員：免費，公眾人士：每
	月二百至一千元正）

	地址：將軍澳調景嶺健明邨商場（擴展部份）露天平台3室
	地址：將軍澳調景嶺健明邨商場（擴展部份）露天平台3室

	(https://www.4limb.org)
	(https://www.4limb.org)


	2330 6308
	2330 6308


	香港社區復康網絡
	香港社區復康網絡
	香港社區復康網絡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有輪椅供借用，只需填妥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有輪椅供借用，只需填妥
	申請方法：先致電中心查詢，如有輪椅供借用，只需填妥
	借用表格

	收費：免費
	收費：免費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120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


	2549 7744
	2549 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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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者加油站—義工招募
	照顧者加油站—義工招募

	「照顧者加油站」義工招募
	「照顧者加油站」義工招募

	  「照顧者加油站」得以順利推展，有賴區內不同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他社福單位、以及愛心商戶等的支持和配合。除此以外，義工的參與和付出亦同樣重要，不可或缺。義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協助社工推行活動；另一方面，亦可以協助看顧長者，讓一眾照顧者能充分投入活動當中，享受完全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忘卻身心疲勞。如您想為「照顧者加油站」出一分力，為區內的照顧者及其照顧對象打打氣、加加油，請立即登記成為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的義工大使！我們熱切期待您的加入！
	  「照顧者加油站」得以順利推展，有賴區內不同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他社福單位、以及愛心商戶等的支持和配合。除此以外，義工的參與和付出亦同樣重要，不可或缺。義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協助社工推行活動；另一方面，亦可以協助看顧長者，讓一眾照顧者能充分投入活動當中，享受完全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忘卻身心疲勞。如您想為「照顧者加油站」出一分力，為區內的照顧者及其照顧對象打打氣、加加油，請立即登記成為東區及灣仔區「照顧者加油站」的義工大使！我們熱切期待您的加入！

	Figure
	服務區域
	服務區域
	服務區域
	服務區域
	服務區域
	服務區域
	服務區域

	機構名稱
	機構名稱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柴灣∕小西灣
	柴灣∕小西灣
	柴灣∕小西灣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柴灣漁灣邨
	香港柴灣漁灣邨
	漁豐樓地下11-18號

	2558 0187
	2558 0187


	筲箕灣
	筲箕灣
	筲箕灣

	東華三院
	東華三院
	方樹泉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6號
	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1樓

	2967 9211
	2967 9211


	西灣河∕鰂魚涌
	西灣河∕鰂魚涌
	西灣河∕鰂魚涌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明儒松柏社區服務中心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6號
	康東邨康瑞樓地下

	2676 7067
	2676 7067


	北角
	北角
	北角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東區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香港北角和富道53號
	和富中心第二期商場地下

	2563 0187
	2563 0187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灣仔北∕駱克道∕謝斐道

	循道衛理
	循道衛理
	灣仔長者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11號
	地下D室及1-2樓

	2527 4103
	2527 4103


	大坑∕灣仔∕跑馬地
	大坑∕灣仔∕跑馬地
	大坑∕灣仔∕跑馬地

	聖雅各福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灣仔
	香港灣仔
	石水渠街85號1樓

	2835 4324
	2835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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