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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老化乃不爭之事實，香港亦不例外。根據政府統計處2015年

出版之《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預計至2040年香港65歲或以

上人口將達250萬，佔總人口約30%。

南區聚焦

人口老化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例如老人院宿位供不應求、
公營醫療服務不勝負荷、安老服務從業員人手嚴重短缺導致
照顧者負擔增加、醫社合作難以滿足長者及殘疾人士對健康
與福利服務之需要（OHKF, 2018）等。有見及此，香港政府
乃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作為安老政策方
針，透過不同的資助及服務模式，令長者有更多元化的選
擇，期協助他們能留在社區繼續生活，安享晚年。

人口老化的挑戰

樂齡科技意指專門為長者的個人需要而衍生的創新科技，除了支援長者舒適和獨立地在家中生活外，同時亦能減低
照顧者的壓力(Beard et al., 2011, 2012; Millán-Calenti & Maseda, 2011)。疫情下，不少社福機構為了支援長者，
努力製作網上教學活動，透過影片、臉書專頁貼文及視像會議等，期望讓長者安坐家中持續活動及互相聯誼。網上
護理和醫療服務亦可能成為長者在公營醫療服務外的另一選擇。

樂齡科技的應用

此外，為協助長者應對疫情，專為長者而設的產品亦應運而生，例如「長者安心出行手機」，以簡單的手機介面協助
長者學習及便利地使用政府「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另透過量度血氧含量以監察長者健康狀況的血氧機亦獲大賣，這
等等皆是應用樂齡科技的好例子。

當然樂齡科技之應用不僅如此，從協助求醫的遙距醫療設備、家居使用的健康監測器材，以至可於家中安裝的安全監
察和緊急輔助系統、便利日常生活及康樂的設施均屬此列(團結香港基金政策研究院，2022)。樂齡科技不但可透過遙
距及線上功能連結長者和社會，也讓長者與其家人/照顧者可自行監察健康及生活狀況，達到「居家安老」和「持續
照顧」的安老服務目標。

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不少安老服務有限度運作或暫停服務。根據嶺南大
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於2022年4月至5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近
70%於安老服務機構工作的受訪者表示，「偶到服務」及「社交及康樂服
務」在疫情下完全停止；另分別有約55%及45%的受訪者表示「護老者支
援服務」及「到戶探訪服務」受到「嚴重」或「非常嚴重」的影響。無疑
這對長者造成嚴重影響，有96.4%長者表示因此缺少了社交生活、78.2%
因而增加了孤獨感；而憂慮受到病毒感染及身體機能退化則分別為70.9%
及65.5% (嶺南大學，2022)。

另疫情期間，為了集中資源抗疫，公營醫院需暫停非緊急服務；加上各項
防疫措施，包括限聚令下的跨家庭聚會人數安排、「安心出行」及「疫苗
通行證」等要求，不但限制了子女探訪年邁父母之機會，在長者不諳科技
應用的情況下更大大限制了他們外出活動機會，凡此種種皆影響到長者的
身心健康，他們又如何能「居家安老」？可見樂齡科技之應用已成為支援
長者「居家安老」及與社會接軌之重要工具。

疫情下的長者生活日常

文︰林秀清

樂齢科技

2040年

安老服務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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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聚焦

樂齡科技發展何去何從？

樂齡科技意指專門為長者的個人需要而衍生的創新科技，除了支援長者舒適和獨立地在家中生活外，同時亦能減低
照顧者的壓力(Beard et al., 2011, 2012; Millán-Calenti & Maseda, 2011)。疫情下，不少社福機構為了支援長者，
努力製作網上教學活動，透過影片、臉書專頁貼文及視像會議等，期望讓長者安坐家中持續活動及互相聯誼。網上
護理和醫療服務亦可能成為長者在公營醫療服務外的另一選擇。

此外，為協助長者應對疫情，專為長者而設的產品亦應運而生，例如「長者安心出行手機」，以簡單的手機介面協助
長者學習及便利地使用政府「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另透過量度血氧含量以監察長者健康狀況的血氧機亦獲大賣，這
等等皆是應用樂齡科技的好例子。

當然樂齡科技之應用不僅如此，從協助求醫的遙距醫療設備、家居使用的健康監測器材，以至可於家中安裝的安全監
察和緊急輔助系統、便利日常生活及康樂的設施均屬此列(團結香港基金政策研究院，2022)。樂齡科技不但可透過遙
距及線上功能連結長者和社會，也讓長者與其家人/照顧者可自行監察健康及生活狀況，達到「居家安老」和「持續
照顧」的安老服務目標。

現時，香港社福機構透過社會福利署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來推動樂齡科技的發展，基金資助長者和康復服務單位
購買及租用樂齡科技產品，單位藉着使用有關產品提供身心健康主題訓練予所屬服務使用者，並提升服務單位運作效
能。然而對在社區生活的長者，並未獲政府在這方面的資助，不少因經濟原因無力支付相關購置和月費開支；再者，
現時大多高齡長者對樂齡科技產品認識薄弱；致使他們對新科技產品卻步。上述種種均影響長者未能普及使用樂齡科
技的原因，如何幫助社區用戶和長者接觸及使用樂齡科技乃目前香港樂齡科技生態面對的最大挑戰(團結香港基金，
2021)。

要推動樂齡科技在香港的發展，政府必須投放資源；然而，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為有時限性之計劃，對長遠發展
樂齡科技而言，相信並不足夠。有團體建議政府延續有關資助計劃，同時擴大長者醫療券計劃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計劃的使用範圍和金額，容許長者用以購買或租借樂齡科技產品，從而提升長者對樂齡科技的認識及受恵科技帶來的
好處。此外，亦可在地區康健中心設立「樂齡科技展示區」，讓長者及社區人士親身試用、租用或購買樂齡科技產
品，從而推廣公眾教育，提升用戶對科技產品的認知。再者，政府亦可透過認可的培訓課程，培養更多人才投身樂齡
科技行業(團結香港基金，2021)。最後，誠如由香港仔坊會牽頭組織的南區長者友善大使小組倡議，政府與商界或慈
善信託基金合作，於公型房屋及公眾地方等，提供免費Wi-Fi服務，鼓勵跨齡市民善用線上平台與親友聯繫和掌握社會
資訊。

樂齡科技不但在疫情下可大大紓緩長者面對之困難，讓他們得以「居家抗疫」，保持身心健康。事實上，樂齡科技更
有助營造一個更適合長者「居家安老」的生活環境，可讓他們有尊嚴地繼續在社區內快樂地生活；同時，可減輕照顧
者在照顧上的壓力。惟單靠政府投放資源並不足夠，社會各界持份者的關注、支持及參與更不可或缺，期望各界共同
努力，把香港打造成一個「樂齡智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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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香港仔坊會與樂齡科技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其應用亦無處不在；一場冠狀病毒疫情更彰顯科技之重要。

 透過結合嶄新樂齡科技與安老服務，除有效支 援長者日常生活需要，亦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在疫情反複下，樂齡科技更有助支援長者居家安老和與社會接軌，實在是不可或缺。如何幫助長者們縮減數碼洪
溝，實在值得深思探究。本會深明長者在應用科技產品的局限和難處，故早於2017年起已開始關注及積極參與推動
科技結合長者服務，諸如推行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之「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讓長者運
用電子科技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又透過申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購置樂齡科技器材以提供嶄新的長者服務。此
外，本會更於2019年與西班牙馬德里理工大學轄下之LifeSTech研究團隊簽訂意向書，協議以歐盟其下「積極健康樂
頤年計劃」(ACTIVAGE)的名義共同研究及尋找合作機會，日後共同推動以科技改善長者生活質素的工作，並把共同
研發之成果應用於本會長者服務及未來發展。

本會在過去三年疫情肆虐期間，一直配合政府防
疫措施，各單位均作出服務調整和推展模式的轉
變，諸如轄下安老服務單位努力製作網上教學活
動，透過影片、臉書專頁貼文和視像會議等，讓
長者安坐家中持續活動及保持與朋輩和社會聯
繫。此外，本會亦積極向外界申請資助，透過應
用樂齡科技為長者提供服務，而由本會轄下南區
長者綜合服務處推行，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捐助，於2020年11月至2022年4月期間舉辦
之「賽馬會『抗疫同行』長者支援計劃」便是其
中一例。

計劃定期舉辦實體及線上運動班，讓長者
保持身體機能之餘，亦可不受地域限制，
在線上結識新朋友。

港燈義工隊正指導長者使用智能電話，讓他們感受
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便捷。

此計劃旨為長者提供適時的社區及健康支援、應用資訊科技儀器，推廣積極樂頤
年及健康生活模式和拓闊鄰舍支援網絡，建立社區數碼資本。計劃除善用平板電
腦讓長者與中心職員及義工進行線上對話或參與線上運動班，讓他們能保持身體
機能及結識新朋友外，亦招募「里行者」義工為長者提供各項支援服務。再者，
集結民、商、校的力量，提升長者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能力。整個計劃共
招募到120位「里行者」義工為1,300位長者提供支援服務，包括提供超過38,000
次電話慰問、1,464次防疫包及日常用品送遞、護送及代購服務、向接近500位有
需要長者提供健康測量及電子儀器，包括藍牙血壓機、血氧機、電熱敷墊、復康
單車機及智能電話等借用服務。經過職員及義工的悉心指導下，不少參與計劃的
長者已懂得以智能手機上的藍牙應用程式配合血壓機上傳血壓數據至雲端平台。
同時，該平台能提供血壓風險評估、血壓起伏狀況等詳細分析，長者更可在雲端
翻查過往30日的血壓數據記錄，建立自我健康管理習慣。另計劃亦安排專業醫護
人員為其中725位體弱長者提供健康及醫療護理支援服務，評估與跟進其身體狀
況及需要。由於成效顯著，故計劃再獲上述基金贊助延續服務24個月至2024年4
月30日。期望能夠進一步向長者推廣電子健康及自我健康管理訊息，繼續識別區
內有需要長者及提供各種支援服務。

賽馬會「抗疫同行」長者支援計劃

除實體運動班外，計劃亦舉辦線上 運動班，方便長者
在疫情下亦能在家做運動，保持身 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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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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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向長者借出藍牙血壓機，
由義工指導其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項，讓長者可自我監測血壓
狀況。

除實體運動班外，計劃亦舉辦線上 運動班，方便長者
在疫情下亦能在家做運動，保持身 體健康。

透過宣傳車向坊眾宣傳新一期計劃，並藉此識別有需要長者。

4



專題報導

另本會過去12年一直致力鼓勵長者發聲，積極推動由世界衞生組織倡議的「長者友善社區」概念。過去兩年多
雖受疫情影響，但本會未有因此停下腳步，轄下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持續牽頭與南區10所安老服務單位
及居民互助社一起「疫」流而上，攜手組織南區長者友善大使安全社區小組，以多元樂齡科技去搜集年度「長
者及年齡友善社區議題」的資料，實踐「由下而上」、「影像發聲」及「社區倡議」精神。剛過去的一年，在
南區區議會贊助下，該中心與南區健康安全協會及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區小組繼續合辦「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
區計劃」，並以「南區交通燈號及過路配套共想」作為2021-2022年度議題。計劃更聯同「創意伙伴」蒲窩青少
年中心以「設計思維」框架及善用樂齡科技帶領長者友善大使從長者角度出發，研究及提出理想的交通燈號及
過路配套建議。計劃先提升長者友善大使使用樂齡科技器材進行拍攝及影片後製技巧，以助日後進行社區考察
及影像紀錄之工作。   

在整理本港跨區與海外交通燈號及過路配套良好範例後，計劃特設網上投票系統，讓社區人士便捷地就有關建
議進行網上投票；於歸納投票結果及長者友善大使建議後，再於跨社交平台，如Facebook專頁、YouTube頻道及
電子報告書等，運用資訊科技有系統地向公眾展示「南區交通燈號及過路配套」的重點及計劃成果。更於2022
年5月舉行線上分享會，由長者友善大使分享有關議題之優化建議、參與經歷和心聲，進一步向公眾展示建議重
點和成果。

長者友善大使積極使用跨科技平台，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和紀
錄，旨在推動南區「長者及年齡友善」，讓南區成為不同年齡
人士的理想安居生活好地方。而本會未來亦會繼續朝著推動以
科技改善長者生活質素的目標進發，期讓長者享受到科技帶來
之便利，從而能繼續有尊嚴地留在社區內生活，達致「居家安
老」的目標。

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區計劃

長者友善大使把構思製作成立體模型，向外界表達小組對理想的交通燈號及過路配套的建議。

長者友善大使學習攝影器材操作、訪談及後製技巧，
實踐「影像發聲」精神。

長者友善大使於線上分享會回顧整體計劃。

5 計劃運用跨社交平台收集社區人士對年度議題的建議及展示計劃成果。



人物心聲

多謝計劃借出及指導我使用血壓機及智能手機，讓我能夠隨時翻查
自己的血壓紀錄，並在有異樣時能及時察覺。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影響接近三年，香港各行各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社福界同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
戰，大家都需要加倍努力作出服務上之調整及模式上之轉變，俾切合居民在疫情下的服務需求。本會轄下安老服務單
位在疫情期間善用科技及動員跨齡義工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以下為部份參加者及義工接受或提供服務後的心聲：

賽馬會抗「疫同行」長者支援計劃 參加者

賽馬會「e健樂」電子健康管理計劃義工

曾婆婆

活到老，學到老。學習新穎樂齡科技有助自己與世界接軌，與時並
進。擔任中心不同服務的義工，既增值自我，又能幫助他人。

鄺惠嫻
女士

多謝計劃派出義工到我家，和我一起參加線上的體適能運動班，讓
我在疫情下仍然能夠伸展筋骨及培養運動習慣。

藍牙血壓機及智能手機的連結有助長者紀錄及
翻查血壓狀況，建立良好自我健康管理習慣。

線上運動班有助長者於疫情下仍能保持運動習
慣，同時可安坐家中連結中心及認識新朋友，
享受線上社交樂。

鄺女士除擔任義工協助推
行「賽馬會『e健樂』電子
健康管理計劃」，教授長
者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小 貼 士
外，更不時向長者介紹使
用 樂 齡 科 技 對 健 康 的 好
處。

盧伯伯

『疫』風同行·樂齡科技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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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光網絡互助社樓長層長

跨代設計思維訓練導師

賽馬會「智融易」長者數碼支援計劃 參加者

科技日新月異，作為漁光村一份子，主動協助老友記使用智能手機，便利他
們的日常生活和提升生活質素外，更可建立一個有人情味的社區。

疫情初，漁光村樓長層長不但善用科技如平板電腦了解最新抗疫資訊，關心及了解長者需要；更夥
拍懲教署愛群義工團逐家逐戶教授長者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漁光村
樓長層長
鄭志全先生

利用跨代設計思維可幫助長者梳理既有的想法，而青年則可為探討的議題注入新元素，例如加
入新科技、配以新想法及看事物的新角度，與長者共同探討「優化區內交通燈號及過路配套」
的議題，互相融合，共建年齡友善的社區。

長者友善大使與青年義工跨齡協作，共同探討「優化區內交通燈號及過路配套」議題，並於2021-2022
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區計劃分享會中分享參與跨代「設計思維」訓練工作坊的經歷和感受。

跨代設計
思維訓練
工作坊導師
陳韻淇小姐

感謝坊會職員的關懷，幫助我申請「賽馬會『智融易』長者數碼支援計劃」，除了獲贈一部智
能手機外，坊會更安排義工教導我如何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和手機其他操作功能。
大大增強了我使用手機的信心，並突破以往沒智能手機不便外出的障礙；透過手機視象通話我
更可與內地親友聯繫，打破疫情沉悶乏味的生活模式。

許婆婆

在中心、電訊公司職員以及義工
之協助下，許婆婆不但學會使用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更
懂得使用智能手機與居於內地孫
女視像對話，疫情下倍感親切。

在疫情期間，為減少服務使用者因防疫措施之限制而影響接受服務的機會，本會一方面推出各項結合科技之服務；
另一方面則協助服務使用者了解相關科技的應用，並輔以義工的協助。漸漸地服務使用者亦開始習慣以此另類模式
接受服務，生活亦慢慢地重回正軌，同時感受到科技帶來之方便。

人物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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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社會服務轄下社區中心獲民政事務總署贊助，於2022年8月
至12月期間舉辦「『南』忘景致－慶回歸25周年南區歷史文化探
索遊」，透過一系列歷史文化導賞團、工作坊及講座，提升坊眾
對南區歷史文化之興趣、認識和關注區內與歷史文化相關之議
題。

本計劃舉辦多個導賞團，由專業導遊帶領參加者親身遊覽薄鳧林
牧場、薄扶林村、華富邨及赤柱古蹟建築群 ; 又安排參加者乘坐
舢舨穿梭香港仔避風塘及到訪船廠，讓他們認識和了解南區漁民
生活文化、昔日社區情懷與名勝古蹟。

服務

參加者在舞火龍吳師傅指導下合力製作火龍龍頭。

參加者於赤柱美利樓前大合照。 參加者一同乘坐舢舨遊覽香港仔
避風塘，未出發先興奮。

參加者在導師指導下，按序一步步地製作具南區景色的
藍曬明信片。

另計劃亦以社區藝術作介入點，讓居民透過參與不同主題工作坊，親身體驗南區社區特色、文化及非物質文化遺
產。其中藍曬、Photomo立體相拼貼和捕夢網工作坊有助參加者認識南區具文化特色的事物 ; 而舞火龍及龍舟工作坊
則可讓參加者參與紮作火龍及划龍舟，體驗歷史悠久的南區舞火龍與龍舟文化。

本計劃更有幸邀請到前漁利泰海鮮舫家族傳人冼培安先生、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暨行政總裁陳智遠先生及香港浸會
大學歷史系講師郭錦洲博士擔任專題分享講座嘉賓，分別以香港仔海鮮舫、華富邨與漁光村及南區廟宇為講題，與
參加者從多方面深入分享南區歷史變化。

截至2022年11月止，已有298位南區坊眾參加了9個導賞團、8個工作坊及1場
講座，透過上述活動體驗南區獨有歷史及文化，感受不一樣的南區魅力。如欲
了解更多活動花絮及內容可瀏覽活動網站  https://25asoutherntour.hk/ 或掃描右
邊二維碼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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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Zumba班學員穿上
  70-80年代服飾，
     在「才」來自有
      「坊」慈善匯演中
          大展舞技。

本會周其仲理事長頒發
「團體最高籌款獎」予
「無邊界」義工團。

感謝各位義工和坊眾的
鼎力支持，「敬老護老
愛心券2022慈善籌款活
動」才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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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慈善籌款活動
愛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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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粵曲演唱會

服務
不少2019冠狀病毒確診康復者會出現不同程度的
後遺症，例如經常感到疲勞、氣促、記憶力差、失
眠及眼乾等。本會健康服務轄下良躍社區藥房獲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由2022年9月至2023
年5月期間為受「長新冠」症狀困擾的人士提供全
面的復康服務，期減輕他們之症狀及對生活的影
響。

參加者必須符合下列資格: 

如欲進一步查詢上述服務，歡迎致電3550 5460或
親臨華富邨華安樓地下114號鋪與良躍社區藥房職員聯絡。

由南區民政事務處及南區青年團主辦，本會
轄下賽馬會綜合服務處統籌的「青年領航－
南區青年無人機大賽及社區培訓計劃」將於
2022年11月至12月期間舉行。計劃旨為透過
組織無人機體驗及培訓活動，激發青少年對
科技方面的興趣，讓青年人發掘自身能力，
建立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同時，透過公開比
賽及義工活動，加強青少年與
社區之聯繫，展現青年人
的能力及熱誠。

計劃內容豐富，包括手動操控無人機
訓練、無人機編程訓練、社區服務及南區青

年無人機大賽及社區同樂日，而截至2022年11
月止已有16隊共56位青年報名參加。如欲進一步

查詢，歡迎致電2550 5827與蘇健華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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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是市民大眾經常飲用的飲品，現時在市面出售的牛奶大多由外地進口，
但原來香港也有本地生產的牛奶，而且其歷史與南區更有着密切關係。

香港生產本地牛奶的歷史可追溯至1886年，由蘇格蘭傳染病專家PatrickManson
醫生與5位香港商人合作成立牛奶公司。Patrick Manson醫生相信牛奶有助強身
健體，加上當時在港的西方人對牛奶需求殷切，故選址有穩定水源供應及較
為涼快的薄扶林興建牧場，生產本地鮮牛奶，既滿足市場需求，同時向華人
推廣牛奶的益處。當時牧場面積甚廣，範圍涉及數碼港、華富邨及置富花園。

直到1970年代，牛奶公司被怡和集團收購，部分用地更改建成為住宅，牧場
舊址現只得當時牛奶公司經理宿舍―「寶馬」（Braemar）得以保存，現時成
為了「薄鳧林牧場」，為一級歷史建築。牧場內設有小型展覽館，展示牛奶
公司歷史檔案及相片，可供市民入內參觀，一同追溯昔日南區作為本港牛奶
原產地之歷史。

文︰何穎思

薄鳧林牧場薄鳧林牧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