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數量：4030 份

虐老的定義
一般而言，虐老是指傷害長者福祉或安全的行為，或不作
出某些行為以致長者的福祉或安全受到傷害。
虐老的形式
虐老的形式大致可分為身體虐待、精神虐待、侵吞財產、
疏忽照顧、遺棄和性虐待。
如何辨識長者被虐
以下是一些表徵／跡象，可讓護老者更了解長者是否有可能受到不當的對待。
長者身體上有非意外造成的不尋常損傷，如多處明顯的傷痕／瘀痕、扭傷、
脱臼、⻣折、燒傷、掌印及藤條印、肌肉撕裂及內臟受傷等。
長者經常顯得恐懼、緊張；非常被動；害怕照顧者；
不信任別人；情緒容易波動；抑鬱；甚至企圖自殺。
長者體重暴跌、脱水或營養不良；長期長出褥瘡；欠
缺所需的藥物治療；經常骯髒。
長者經常或長時間單獨逗留在街上／公園／商場等；
在醫院沒有親人探望；或到處遊蕩。
長者無故與他人開設聯名戶口；突然把銀行戶口、樓
宇屋契等轉名；透露失去了原本擁有的財物或資產。
長者的胸部／生殖器／大腿內側有不尋常的瘀傷；無法解釋的性病、尿道炎；
外生殖器部位、陰道、肛門等有不尋常的流血或撕裂。
社區支援
當護老者發現長者有以上的徵兆，可多關心長者的生活狀況，如有任何疑問、
查詢或需要協助，可聯絡：
各區長者地區中心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各中心的查詢電話及地址可參考社會福利署網頁：www.swd.gov.hk
芷若園 24 小時熱線：18281
向晴熱線 (24 小時)：18288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風雨蘭：2375 5322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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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程序指引 (二零一九年修訂)
2) 東華三院芷若園危機介入及支援服務 https://ceasecrisis.tungwahcsd.org/elder2.html

長者住宿暫託服務是一個短暫的院舍住宿服務，目的是讓護老者有短暫的休息
機會，而長者也可以在院舍中有所照顧。藉以鼓勵及協助長者能在社區中繼續
生活。有關詳情如下：
申請資格：
1. 年齡是６０歲或以上
2. 有確實需要住宿暫託照顧服務，使照顧者可以有短暫的休息
3. 體格及精神上適合群體生活
4. 無傳染病
5. 健康及自我照顧能力符合提供暫託服務院舍的入住要求
6. 入住的時間不少於２４小時，不多於４２天
（４２天是以入住日期之前的連續１２個月內計算）
7. 住宿暫託期完結後，家人必須接回長者照顧
申請手續：
1. 長者或其家人可以聯絡社會服務單位的負責社工
(有關單位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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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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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工會評估長者對該服務的需要
3. 如認為合適，便會把長者轉介至安老院舍或護養院。
宿位方面，由津助安老院、津助護養院、合約安老
院舍和所有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的
偶然空置的資助宿位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詳情可到以下網站了解: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elderly/sub_residentia/id_respit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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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自今年年初以來，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香港也受疫情衝擊。相關研究表明，
長者可能是本次疫情的易感染人群。在這種背景下，嶺南大學於 5 月發起一項
網絡調查，探討 55 歲及以上長者對是次疫情之認知與感受。
本次調查的一個重要特色是邀請了十五名長者加入研究團隊作為「調查員」
，他
們均是完成「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專員證書課程」的學員。透過電郵、通訊軟
件等途徑，調查員協助邀請符合資格的親友填寫電子問卷。本調查最終成功收
集 638 名長者的意見。
本次疫情發展迅速，香港長者亦十
分關注疫情資訊，超五成的受訪者
表示「電視」是他們獲取疫情資訊
的主要渠道，其次是「與親友的交
流」，約佔兩成，而透過「報紙」
或「收音機」作為主要渠道接收疫
情資訊的長者並不多，只佔總數的
7.36%和 5.79%。

你最主要通過什麼渠道獲取
關於本次疫情的資訊
17.68%

7.36%

18.31%
5.79%

50.86%

報紙
電視
收音機
與親友的交流
其他

研究結果顯示，疫情亦對一些長者的生活或情緒造成影響。疫情期間，政府呼
籲市民應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盡量留在家中，減少社交接觸。在這種情
況下，調查發現，26.18%的受訪長者會更頻繁地使用電話與人溝通，而 59.72%
的受訪長者會花更多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如電腦、平版電腦等）
。更值得留意的
是，有 17.24%和 13.01%的受訪長者表示在疫情期間曾感到焦慮和孤獨。

近年，「樂齡科技」廣泛應用在安老領域，
旨在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及減輕照護者的
壓力。不少的「樂齡科技」亦加入通訊、互
動功能，如智能機器人為院友提供視訊服務，
以回應長者的社交需要。在是次調查中，研
究團隊亦詢問長者對樂齡科技發展的看法，
接近四成受訪長者表示是次疫情使其對「樂
齡科技」的發展更有信心，而對「樂齡科技」
發展前景持中立態度的約佔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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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如欲參與以下活動，請致電相關單位查詢詳情。
小組/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時間

舉辦機構

護老情真

7 月至 9 月
(每月 1 次)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護老者及
請聯絡負責職員
其受照顧 $8/人
莫翠敏姑娘預約
者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綜合康齡
服務中心

中心會員
請聯絡負責職員
及有需要 免費
楊美蘭姑娘預約
人士
中心會員
請聯絡負責職員
及有需要 免費
馮麗虹姑娘預約
人士

認知評估

7 月至 9 月

長者認知及
記憶簡易
測試
腦

7 月至 9 月

○

甜美悠閒
學堂

易徑玩樂
小組

腦
○

7 月 3 日至
9 月 25 日
(逢星期五)

7 月 14 日至
8 月 11 日
逢星期二
(共 5 堂)
上午 10:30
至 11:45

仁愛堂
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仁愛堂
吳金玉紀念
長者鄰舍中心

活動對象

收費 報名日期 截止日期

護老者及
請聯絡負責職員
有需要長 免費
馮志堅先生預約
者

內

容

查詢電話

每月定期聚會，並按不同主題
吸引護老者參加，關懷護老者 2454 7188
需要，擴闊護老者支援網絡。
為長者進行認知評估，介紹認
2454 7188
知障礙症支援服務。
為有需要之人士進行認知檢測 2466 6591
藉運用「五感」元素的活動，
讓長者在日常活動中也能夠獲
得適度的多感官刺激，延緩認
2655 7631
知及感官能力退化；同時期望
藉暫托服務，讓護老者在長者
進行訓練期間有休息的時間。

是次小組會運用易徑玩樂技
巧，改善認知障礙症長者情緒
和整體能力，透過感官刺激、
中心長者 免費
2452 2790
即日起 額滿即止 音樂、遊戲等方式，刺激長者
會員
葉姑娘
的思考和反應等認知能力。
備註：如有興趣可先留名，職
員會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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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時間

舉辦機構

護老鬆一鬆
—和風飾物
製作

7 月 18 日
(星期六)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
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中心護老
免費 即日起 額滿即止 教授製作和風飾物
者會員

「藝」「遊」
「樂」園

8月1日
(星期六)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
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中心護老
透過音樂、遊戲及繪畫，讓參
免費 即日起 額滿即止
2466 6591
者會員
加者放鬆心情，舒緩照顧壓力。

仁愛堂
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請 聯絡負責 職員
患輕度認
透過參與不同的桌上遊戲，讓
吳姑娘報名。職員
2655 7613
知障礙症 免費
參加者多動腦筋，延緩身體機
會安排面談，才確
2655 7688
的會員
能退化，保持身心健康。
認報名資格。

仁愛堂
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有輕微認
請 聯絡負責 職員
透過參與數獨數字遊戲，讓參
知退化情
洪姑娘報名。職員
2655 7677
免費
加者多動腦筋，延緩身體機能
況(MCI)
會安排面談，才確
2655 7688
退化，保持身心健康。
的會員
認報名資格。

健智耆園

腦
○
胡忠數獨

腦
○
**

8 月 5 日至
9 月 30 日
逢星期三
上午 9:15
至 10:15
8 月 5 日至
9 月 30 日
逢星期三
下午 3:00
至 4:00

活動對象

收費 報名日期 截止日期

內

容

腦 代表健腦活動 **
○
老友記，你除了盡心盡力照顧家人外，也要記著留一些空間給自己休息，重拾
一些興趣，培養一些習慣，這樣才可以走更遠的路。如果你沒有頭緒如何開始，
我推薦你觀看以下短片，看看其他老友記的經歷，從中啟發靈感，說不定，你
也可以開展多姿多彩的「人生下半場」！
網址：https://youtu.be/BDf_tL13hzc
屯門區安老協調委員會
樂活第三齡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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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

2466 6591

香港中文大學於 2006 年進行了研究，發現本港平
均 70 歲或以上長者每 10 名便有 1 名患有認知障礙
症；85 歲以上長者更增至每 3 名便有 1 名患上，情
況絕不容忽視。認知障礙症患者能力會逐漸喪失，
當中包括記憶力、語言能力、視覺空間判斷、執行
能力、計算和決策等方面，以致行為、情緒及日常
生活也大受影響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2013)。
過往不同的學術研究指出要治療認知障礙症，除
了透過藥物治療外，非藥物治療的方法，當中包
括現實導向、懷緬治療等認知訓練，亦有效減慢
患者的退化速度，改善情緒及行為狀況，維持生
活質素。除了在治療師的指導下，護老者日常亦
可於家居持續性地協助長者自行學習，以強化療
效。因此，以下我們便會針對兩項大家可以在家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進行的訓練，有助保持患者的認知能力。
在家認知訓練一：現實導向
重點：提高長者對周邊環境的認知及注意，重新掌握及學習切身
相關的資訊，以增加他們對各種日常活動的信心及獨立性。
內容：可利用環境導向資料板、大鐘、大日曆及名牌等，讓長者
了解當日的日期、時間、天氣及地點等資料，進行覆述，
並鼓勵長者有更深入的周邊討論及思考。
例子：可以透過向長者展示大日曆，詢問長者今年是什麼年份？若長者正確回
答後，可以再延伸詢問長者是什麼年份結婚？與現在距離有多少年？假
若長者未能正確回答，護老者可以在旁溫馨提示及協助。
在家認知訓練二：懷緬治療
重點：誘發長者將以往發生的事情重新組織及整合，協助長者
整合人生，肯定自我。同時，亦鼓勵長者與他人溝通。
內容：可利用相片、圖畫、食物、歌曲及電影等，透過感官刺
激直接連繫到大腦記憶系統，讓長者喚起遠期記憶，鼓
勵長者對生命的回顧，減慢長者遠期記憶的退化。
例子：可以透過一張有長者的舊照片，與長者回顧相片中當年
發生的情節及內容。長者正確回答後，可以再延伸詢問長者相關的內容。
假若長者未能正確回答，護老者可以在旁溫馨提示及協助。
6

進行認知訓練最重要是多給長者正面的鼓勵及支持，讓他們不會感挫敗。定期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進行在家認知訓練，一方面有效減慢長者認知退化的速度，
亦可以提升他們日常自理的信心。因此，大家不妨與長者多進行以上練習！
參考資料：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網站 https://www.hkada.org.hk/types-of-dementia

職業治療師
鍾頴儀姑娘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長者減少不必要外出，避免感染，
多了時間在家，少了社交、腦部刺激減少，認知能力亦退化。現
介紹―些認知訓練社區資源，方便家人隨時和長者在家訓練。
網上遊戲：
1. 耆康老人福利會 - 健腦網 ( https://www.loveyourbrain.org.hk)
大腦健身室，有不同免費網上遊戲，訓練記憶力、
集中力、心算力、判斷力及手眼協調能力等
2. 賽馬會耆智園 –「腦退化一按知」應用程式
五個免費健腦訓練遊戲，訓練記憶、邏輯、
運算和空間感等各方面的能力
認知障礙症知識庫，增加照顧者對病認識
身處位置追蹤及緊急聯絡等功能
長者玩具圖書館：路德會 - 腦玩童俱樂部
針對輕度認知障礙症長者
每星期免費開放兩次，並設玩具外借服務（每次可借兩件，為期兩星期）。
提供逾 800 件健腦玩具，如遊戲卡、魔力橋、雙色拼圖、接龍等
特色：遊樂卡圖案放大，遊戲規則簡化，以便利長者
地點遍港九 - 沙田、彩虹、觀塘、屯門、小西灣
查詢電話 ﹕2699 6283
家居遊戲參考書籍：賽馬會耆智園 - 華人長者健腦系列「智遊樂園」
第一冊：50 個多元化及有趣的長者激智活動，適合輕度認知障礙症長者
第二冊：40 個小組遊戲及 10 個單對單遊戲，適合中期認知障礙症長者
第三冊：50 個感官刺激遊戲，適合中後期、後期認知障礙症長者
查詢電話 ﹕2636 6323
照顧者支援：大銀 Big Silver
http://facebook.com/bigsilver.org
團隊包括資深記者及註冊社工，透過實體出版
及網上媒體，結合社區活動及照顧者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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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如對刊物有任何意見、期望申請護老者服務或希望進一步聯絡工作人員，可
填寫以下表格，以便職員跟進。
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煩請把意見傳真至﹕
1.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2.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電話：2466 6591
電話：2655 7688

傳真：2466 6592
傳真：2655 7699

編輯小組：參與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香港宣教會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國際四方福音會建生堂耆年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萬國宣道浸信會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屯門護老通暨健腦通
郵票
寄：

閣下如不希望收此刊物，請致電

通知所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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