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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近年大力推動樂齡科技
 政府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不但連續3年舉辦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更設「樂齡及康復創科

應用基金」，資助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購置、租借和試用科技產品。樂齡科技結合科技、醫學研

究及產品設計，研發可提升長者、傷健人士及其照顧者生活質素的創新產品及服務。

這些科技和產品，該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
                                                                  改善長者及照顧者的福祉？

 60歲的芯姐一直與母親方老太同住，照顧她的生活起居。去年初，82歲的方老太突然拿着藥丸的空膠囊，驚恐

的對女兒表示膠囊是偷聽器，有人要竊取她的銀行戶口密碼。驚魂甫定，家人翌日連忙帶方老太做評估，確診老人

家患有初期的認知障礙症。得知結果的芯姐，有如晴天霹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電影《女人四十》裏的喬宏，

覺得媽媽很淒涼，又怪責自己沒有及早發現，每晚都躲起來哭。」

 有一次，方老太在酒樓品茗後，卻忘了回家的路，幸好有街坊

帶回，但芯姐已驚惶失措。自此，芯姐就像母雞盯小雞一樣「看」

住母親，不讓她獨自出門。芯姐的兒子紹軒說：「母親日漸憔悴，

外婆又投訴自己似『坐監』，兩人關係繃緊，長此下去不是辦法。

我是自由身設計師，習慣晚睡，週末的時候我會搬回家中，好讓外

婆有時凌晨醒來，也有我陪着，防止她到街上遊走，讓媽媽能安心

休息。」他知道社區有不少資源，服務不同需要的長者，只是資訊

和專有名詞太多，不少照顧者都沒有心力去了解。紹軒乾脆到附近

的長者地區中心與社工約談，了解各項服務。幾次面談後，他申請

了區內為認知障礙症長者而設的日間暫託服務，安排外婆隔天到中

心「返學」，接受延緩退化的訓練；紹軒又說服芯姐，參加長者中

心為照顧者舉辦的「同路人」減壓小組，並鼓勵她趁外婆「返學」

的時間，多約朋友聚舊「飲茶」，及參加社區中心的園藝小組及興

趣班，好好放鬆自己。

南區聚焦

文：梁凱文、溫澤峰

以老護老  照顧者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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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聚焦

 暫時解決了走失的問題，芯姐和紹軒沒有閒下來。芯姐說：「未雨綢繆嘛！看過不少資料，又聽不少『同路

人』分享，知道認知障礙症患者隨着年齡增長及病情發展，衣食住行都要改變。」為防止熱愛社交的方老太意外跌

倒，紹軒和芯姐為她添置了適合長者腳形的「防跌鞋」，據稱能提高足部穩定性，平衡身體重心。「同路人」又向

芯姐教路，部份認知障礙症患者會出現吞嚥困難，向她介紹為吞嚥困難人士設計的預煮家居精緻軟餐，兼顧營養、

口味和賣相，只需簡單翻熱便可享用。芯姐說：「雖然現階段媽媽不需用到，但資訊『袋住先』也無妨。希望類似

的產品愈來愈多，照顧長者及病人的需要之餘，更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兼顧被照顧者及照顧者的需要

 得到適當支援，紹軒與家人的生活慢慢重建規律，各人的情緒得到疏導，紹軒及芯姐才有餘裕去計劃將來。紹

軒說：「認知障礙症有一定的進程，外婆的病況雖然受控，但狀況隨時有變。認知障礙症長者可在一瞬間走失，不

能掉以輕心。」於是紹軒上網找尋防走失裝置，芯姐也向社工及「同路人」打聽不同裝置的優劣。紹軒如數家珍：

「防止走失裝置有分距離及技術，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照顧習慣，需要也不同，要按自己的情況挑選。

一般來說，防走失裝置分為紅外線、Wi-Fi、藍牙及定位系統(包括GPS及LPS)技術。」經過一番比較，

他們挑選了安裝在大門的紅外線感應器。「媽媽擔心外婆凌晨時溜到街上，發生意

外，雖然我會在週末回家看顧，但其餘日子媽媽總是夜不安寐。在大門安裝了紅外

線裝置，外婆凌晨時開關門會發出警號，媽媽有時間可阻止。」芯姐明白母親愛熱

鬧，希望方老太能在安全的情況下自由外出，提心吊膽的日子也暫時告終。紹軒又

搜羅了一系列的定位裝置，包括手錶、追蹤器等，最後拍板購入有定位功能的電

話。紹軒表示：「追蹤手錶聽起來好像很方便，但外婆嫌棄追蹤手表的款式『古靈

精怪』，不夠優雅，不肯配戴。相反她手提電話不離身，我們都可用程式追蹤她的

去向，電話充電則由媽媽負責，算是切合我們的需要。」芯姐更表示，知道外國有

售追蹤鞋墊，當母親的病況進展到連手提電話都忘了帶的時候，會考慮購入。

細選防走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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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聚焦

 紹軒很高興樂齡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除了認知障礙症長者外，亦回應

一般長者的需要。「除了便利日常生活，愈來愈多的樂齡科技着重安撫長者

情緒，例如電子寵物陪伴機械人能接受觸碰反饋，每次觸摸，它都會做出相應

的動作予以互動，有助平復長者的情緒。不少嶄新的樂齡科技，例如智能復康

運動訓練系統、地面互動投影機以及VR虛擬實境技術讓長者透過小遊戲，比如踢

球射門、乒乓球、數字排列等，鍛鍊其四肢的活動能力以及手眼協調。當樂齡科技能回應長者的情感需要，除了認

知障礙症長者外，更能讓一般長者參與其中，就是對患者及照顧者最大的尊重及鼓勵。」

 芯姐也非常同意：「我的年紀也不小了，會擔心還能繼續照顧媽媽多久呢？再過幾年，我的身體會不會變差，

莫說照顧家人，連自理也有困難？看到樂齡科技的發展，有扶抱機、可攜式復康訓練器、自助淋浴裝置等，無論是

照顧媽媽還是將來照顧自己，都讓我變得稍稍安心。」

紹軒點頭笑說：「看來要開始認真儲錢了！」

 經過一年多的折騰、磨合與包容，紹軒和芯姐總算

在照顧方老太一事上拾回步調。紹軒以過來人身份說：

「外婆剛確診的時候，親戚朋友給了很多意見、我們又

蒐集很多書籍和雜誌，但總感覺無從入手。善用樂齡科

技及產品，的確可以讓照顧更輕鬆，不過更重要的是，

每位長者都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喜好與個性，不能

『一本通書睇到老』，一個方法行不通，總有其他方

法，別太氣餒！」 

樂齡科技亦能惠及非認知障礙症長者

參考資料：
《大人》雜誌，第8期，2018年5月
《大人》雜誌，第11期，2018年8月
盛饌，聖雅各福群會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https://gies.hk/

本會轄下各長者中心已陸續獲「樂齡及康復

創科應用基金」批款，購入多元化訓練功能

的產品，歡迎會員及坊眾查詢及享用。

電子寵物

陪伴機械人

VR虛擬實境技術

智能復康運動訓練系統 地面互動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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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計，約7成長者患有一種或以上的長

期病患，普遍為高血壓、關節痛、眼疾和糖尿病等，日常生活大受影響。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曾

發表報告，指出：「本港每10名70歲或以上長者便有1名為認知障礙症患者，85歲以上患病比率

更高達三分一，情況不容忽視。」

 本會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自2018年起，合共開辦3期「長者治療小組技巧證書」，由註冊職業治療師及社

工教授與長者溝通及帶領長者小組技巧(包括現實導向治療、懷緬治療、帶氧運動訓練等)，協助超過25位學員修畢

課程後，提升其照顧家中長者的技巧或成功投身安老服務行業。

 課程的一大特色為透過實務活動，讓學員掌握照顧長者生理、心理及社交需要的技能。「越時空之旅」是其中

一項角色扮演活動，透過扮演「長者」以及「照顧員」，學員穿越時空回到未來，明白長者身體機能退化後在日常

生活所面對的種種困難，激發學員同理心，培養照顧員應有的專業及素養。活動中，穿越者透過配戴「老花眼鏡」

以及負重腳套，深切體會到長者步履蹣跚之困苦；蒙上雙眼後聽從「照顧員」的指示爬樓梯，了解長者視力衰退的

無力感，同時訓練學員攙扶長者應有的動作以及利用言語表達來建立與長者的互信。

 而安排學員參觀安老服務單位作實地考察，由導師即場示範帶領現實導向以及帶氧運動小組，可讓學員了解帶

領小組的要訣和觀摩長者參與活動時的反應，加深學員有關帶領小組活動的體驗。另外，課程更設有自修活動時數

，學員記錄課餘自修時間及具體內容後，導師再就自修活動表現作出反饋。儘管自修活動表現不佔課程評估分數，

然而學員亦願意利用課餘時間進修，研習有關長者護理等資料。

一級職業治療師伍啟達(Alfred)與一眾學員合照

文：溫澤峰

照顧長者漸成為香港人的分內事，然而，

照顧者若欠缺正式訓練，在照顧過程中難免心餘力絀。

有證書 助就業 提升與長者的溝通技巧

長者治療小組技巧證書
此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第三級及
持續進修基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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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導師正示範帶領帶氧運動小組，教授毛巾

操的要訣；學員化身小組助理從旁協助。

學員全程投入，透過遊戲學習帶領小組的知識。

歡迎活動工作員、程序幹事、職業治療助理、有意投身長者中心
帶領活動或須與長者或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溝通之人士報讀，
查詢請電2518 0978或親臨香港仔舊大街64-70號海洋大廈地下
與負責職員聯絡。

參考資料：

「長者健康情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2年

「甚麼是認知障礙症」，《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2019年

此課程設計符合安老服務業制定的能力標準說明，並獲資歷架構認可為資歷級別第三級；

合資格學員可向持續進修基金申請發還部份學費。詳細資料如下：

行業範疇 安老服務

資歷級別 第三級

課程對象 安老服務健康護理從業員或有意投身安老服務健康護理工作人士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及應用有關長者治療小組相關知識及技巧，以輔助專業人士推行長者治療小組的運作

入讀資格 1) 安老服務健康護理從業員；及 

  A. 中五學歷程度；或 B. 完成香港中學會考；或 C. 香港中學文憑 

 2) 有意轉職相關行業人士；須具1年或以上工作經驗；及 

  A. 持中五學歷程度；或 B. 完成香港中學會考；或 C. 香港中學文憑 

 3) 中三學歷程度或以上，及具3年工作經驗

時數 240小時 (98小時面授及140小時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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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照顧者而設的課程
同理心為經    耐心溝通為緯

人物心聲

 回憶起教授課程的難忘體會，最令Alfred感到欣慰的不單

是學員於考試或功課測驗拿到多好的成績，而是看到學員有

一顆真切的同理心。「有一個單元要求學員籌劃探訪長者活

動，當時適逢中秋節，學員除了自製紙燈籠及以中秋節為主

題的拼圖外；還考慮到部份長者鮮有親友陪伴，佳節當前更

難掩寂寞，遂自發準備月餅與長者一同分享。看到長者們臉

上燦爛的笑容，熱絡地與學員一同切月餅，聊得手舞足蹈，

這是很令人感動的畫面。」

「學員學以致用，共同體驗籌備、實行、匯報、檢討的過程，是

我教授此課程最大的得著，亦是最深刻難忘的經歷！」 

 Alfred直言，相較其他職業治療或長者照顧課程，此課程除了著重教授小組帶領技巧外，亦提供較多課堂實習機

會。其中一項活動便是以小組形式策劃及佈置多感官治療室，利用不同道具刺激長者的五種感官(即視覺、聽覺、味

覺、嗅覺和觸覺)。「學員費盡心思，在有限的經費下，除了要妥善選購物資佈置多感官治療室外，還要考慮如何能

有效地以燈光、聲音、香味等刺激長者，在討論物資及儀器怎樣對應感官刺激元素的過程中，能考驗學員應用理論

於長者服務中。」Alfred認為此活動能激發學員的同理心，代入長者角度思考佈置多感官治療室的細節，例如擺放器

材及電線的位置，避免行動不便的長者不慎絆倒的情況。

照顧長者最重要的是抱持同理心
         站於長者的角度思考到底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甚麼。

 一級職業治療師伍啟達(Alfred)為「長者治療小組技巧證書」的導師，他於課堂上演示的，

不僅是帶領長者活動小組的技巧，更多的是希望透過傳道授業，令學員切身處地明白長者每分每

秒所面對的困苦、日常生活的不便、晚年痛失親友的哀慟以及即將面臨死亡的恐懼。
文：溫澤峰、陳靖敏

抱持同理心 站於長者角度思考 導師伍啟達(Alfred)(右下)帶領學員進行中秋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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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第一期「長者治療小組技巧證書」學員蔡銘淇(Kent)現從事安老服務工作。「這課程教懂了我更有效與長者溝

通的方法，尤其是認知障礙症長者。他們反應相對遲緩，因此於傳遞信息時要更清晰、準確，切忌一次過傳達太多

資訊；同時要保持耐性，並不斷鼓勵長者多表達、多分享。」Kent的職務涉及帶領長者活動，於「帶組」時，他能

活用「現實導向治療」，以「日期」、「時間」、「天氣」等元素與長者打開話匣子；並運用「懷緬治療」，與長

者建立共同話題，例如「懷舊金曲」、「昔日明星」、「京劇」等，除了喚起長者的回憶，亦加強長者的信任感。

活用溝通策略 與長者建立互信

 第二期「長者治療小組技巧證書」學員錢月玲雖然並非安老服務從業員，將來亦未有打算從事有關工作，但她

亦能活用課堂知識照顧家中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錢同學坦言，面對各種生活片斷逐漸從親人的記憶中褪色，甚

至連一直默默守候身旁的自己都被忘卻，除了無盡的哀痛，更是對無力幫助他們而感到迷茫、自責。「從前我著重

於照顧長者的起居飲食，畢竟要照顧好他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相當吃力，更遑論想緩減他們腦退化的病況。完

成課程後我學懂與認知障礙長者的相處方法，運用多感官治療及懷緬治

療，以小遊戲方式刺激他們的大腦及肢體，例如拋球接球、算

術、玩撲克牌等，長者完成任務後亦非常有成功感！」錢同

學亦會與家中長者唱起懷舊金曲，共同懷緬昔日時光。

從黑暗到曙光 捉緊回憶碎片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計，目前本港照顧殘疾或長期病患人士的照顧者為數超過22萬，年逾70仍要照顧年邁

親人的照顧者亦多達6萬。「以老護老」的問題日趨嚴重，「長者治療小組技巧證書」除了幫助在職人士轉職成為

安老服務從業員或提升現職安老服務從業員的帶領小組技巧外，亦為護老者而設，期望學員活用「帶組」技巧於照

顧家中長者。Alfred認為，不同長者有不同興趣，就以錢同學親人為例，他喜歡聽音樂、玩小遊戲。Alfred表示可於課

程加入新課題，於導師指導下，學員根據家中長者的興趣、背景以及生活習慣撰寫計劃書，並於課堂展開討論，一

同設計帶領小組內容。「這樣令小組內容更貼合個別護老者的需要，減輕他們的壓力，學員亦能學懂以長者角度出

發，了解他們的需要及興趣。」

「以老護老」 護老者與長者共譜生活的樂章

學員蔡銘淇(Kent)(中)於課堂練習帶領小組

學員錢月玲(左上)表示能活用課堂知識

於照顧家中長者非常有成功感

參考資料：

《社情》第60期，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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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經費以支援身體受缺損的長者、居住惡劣環境之家庭及長期病患者；及

籌募本會屬下服務單位不敷之經費。

歡迎各參加者到本會屬下各單位索取及交回籌款表格

籌款目的：

參加辦法：

開步禮儀式、步行、派對嘉年華活動內容：

8



服務

 近年愈來愈多祖父母肩負起「孫兒照顧者」的家

庭角色。根據香港浸會大學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於2010

年的調查發現，約40,000家庭依賴祖父母幫助照顧孫

兒；政策21與家庭議會於2015年發佈之調查中，有

21%祖父母因照顧孫兒而感到有壓力，包括教導孫兒

學習、管理情緒與行為問題等。若祖父母與子女缺乏

共同價值觀及教養兒童的模式，亦會造成家庭成員之

間的衝突；而長者健康衰退亦使他們難以平衡其在家

庭責任與照顧方面的身心壓力。

 有見社會上隔代家庭數目日益增加，祖父母於照顧孫兒上亦倍感

壓力，本會尚融坊林基業中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開辦

為期3年之「賽馬會『三代‧家添愛』計劃」，旨在透過鼓勵社區參

與，鞏固社區對隔代家庭的支援網絡，減輕祖父母照顧孫兒的壓力，

維持及建立三代家庭功能，計劃詳情如下：

賽馬會「三代‧家添愛」計劃

服務對象 由祖父母協助照顧3-12歲兒童的家庭

計劃年期 2019年7月-2022年6月

服務範圍 港島區

計劃內容 服務以3層介入框架協助提供更全面的支援予參與程度各異的祖父母家庭。

右圖為3層框架的介入元素：

如欲進一步了解計劃詳情，

歡迎致電2762 0409或親臨該中心(地址：香港仔石排灣邨停車場低層2樓1號)向負責職員查詢。

三代‧家添 愛三代‧家添 愛

「相」有你活動中，

三代家庭一同拍攝溫馨的

家庭照，樂也融融。

在湊孫同學會 – 祖父母課程裡，參加者更

掌握照顧孫兒的技巧、兒童遊戲等，收獲豐

富，亦認識到一班朋友。

第一層面 - 專業支援
三代家庭輔導及指導服務

實物援助服務

第三層面–社區支援網絡建立
童學輕鬆天地–課後支援及暫託服務

社區支援網絡建立

社區教育

第二層面 - 能力提升
湊孫同學會 – 祖父母課程

三代有約 – 三代家庭活動

知心甜孫 – 兒童自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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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衡成長及培訓中心幼兒小組系列
服務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罹患認知障礙長者人數日益增加。本會獲

政府撥款資助，於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及南區長者地區中心推行

「智友醫社同行計劃」，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訓練以提升認知及自理

能力，並為護老者提供壓力管理訓練及教授護理知識。如欲查詢詳情或

轉介長者接受服務，歡迎致電 2554 4002 與方姑娘聯絡。另本會亦歡迎

有志服務認知障礙症患者之人士登記成為計劃義工。

(所有申請人必須經過相關醫護人員評估，合資格才可接受服務。)

 另本會自2016年起獲傅德蔭基金有限

公司及何張淑婉慈善基金資助推行「智．

愛同行」長者及護老者支援計劃，為患輕

度認知功能障礙之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支

援，並以多項創新的工作手法，推廣及建

立華富邨成為認知友善社區。由於成效理

想，有關計劃獲上述基金延續資助至2020

年12月；更於早前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

發「2019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

金獎(非主題組別)獎項，成績令人振奮。

安 老 服 務  智 友 醫 社安 老 服 務  智 友 醫 社

 幼兒期的孩子就像海綿一樣，積極吸收外界給予的訊息，而人的智

力、品格、以及心智潛能，均在這個階段逐漸發展出來。有見及此，尚衡

成長及培訓中心一直積極開展幼兒相關活動，每季皆舉辦遊戲治療、感觀

訓練等不同種類的幼兒小組，促進幼兒的發展及成長，有關小組皆深受家

長歡迎。如欲進一步了解以下小組，歡迎致電 2552 0994 或親臨該中心

（香港仔舊大街64-70號海洋大廈地下）。

透過指導式的遊戲活動，讓小朋友認識及學習管理個人
情緒，以及與人相處、社交的應有技巧。

透過積木活動，提升小朋友不同的能力感，包括想像
力、記憶力、空間知覺、手眼協調、組織力、理解力及
社交溝通能力。

透過不同的親子感統遊戲，發展感覺統合各感官功能，
促進幼兒的發展。

尚衡成長及培訓中心幼兒小組系列

另亦可掃瞄本頁 QR Code 瀏覽中心 Facebook 專頁，

以了解中心的最新活動。

 小組名稱            內容

「不再活火山」幼兒遊戲治療小組

幼兒積木遊戲小組

感統訓練親子遊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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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南區製造系列 - 3
 隨著時代變遷，傳統港式粉麵檔日漸式微，被數之不盡的連鎖快餐

店取締，老店更是寥寥可數。「南記粉麵」是相當成功的「老字號」，

甫入店內，映入眼簾的是光鮮的裝潢，還有廣告板上別具創意的漫畫人

物「香港仔」，很難想像它曾是簡陋的「車仔檔」。三十多年前，客家

人魏遠謀與四名兄弟妹在香港仔白手起家，推着木頭車在街上擺賣粉

麵，打拼多年後終於在湖南街開設一家小舖，在南區頗有名氣。即使後

來成立多家分店，魏氏一家仍不忘本，食物以價廉物美見稱，讓客人吃

得津津有味。時至今日，這份精神已傳承到下一代，新掌舵人努力保存

傳統港式粉麵之味道，經典的春卷魚蛋粉依然是招牌菜；面對競爭，他

們亦與時俱進，引入快餐店模式，提高點餐及取餐效率；同時突破傳

統，推出酸辣米線等口味，繼續俘虜一眾老饕。

文：陳靖敏

參考資料：《香港仔精神︰南記粉麵》
 蘋果日報 - 2012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