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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晚期照顧是指病人的疾病進入較晚期、將近離逝時，為病人提供紓緩性的治
晚期照顧是指病人的疾病進入較晚期、將近離逝時，為病人提供紓緩性的治
療及照顧。紓緩治療是用以協助患有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和其家人或
療及照顧。紓緩治療是用以協助患有持續惡化及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和其家人或
照顧者的方法，以改善其生活質素。
照顧者的方法，以改善其生活質素。
現時，香港的紓緩治療服務主要由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提供。醫管局透
現時，香港的紓緩治療服務主要由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提供。醫管局透
過跨專業團隊，包括醫生、護士、醫務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
過跨專業團隊，包括醫生、護士、醫務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等，採用綜合服務模式，為末期病人及其家人在臨終前約六至十二個月提
治療師等，採用綜合服務模式，為末期病人及其家人在臨終前約六至十二個月提
供紓緩治療服務，進入晚期照顧階段。醫管局各聯網提供的紓緩治療服務包括住
供紓緩治療服務，進入晚期照顧階段。醫管局各聯網提供的紓緩治療服務包括住
院、會診服務、門診、日間紓緩治療、家居護理、哀傷輔導等。
院、會診服務、門診、日間紓緩治療、家居護理、哀傷輔導等。

1)
1)
2)
2)
3)
3)

另外，如當病人情況惡化至以下三大特定情況：
另外，如當病人情況惡化至以下三大特定情況：
病情到了末期
病情到了末期
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昏迷
持續植物人狀況或不可逆轉的昏迷
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疾病
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疾病

可根據病人事前設定的預設醫療指示，停止進行純粹為維持生命的治療，
可根據病人事前設定的預設醫療指示，停止進行純粹為維持生命的治療，
減少進行不必要的入侵性治療所帶來的痛苦。
減少進行不必要的入侵性治療所帶來的痛苦。
預設醫療指示
預設醫療指示
通常以書面作出的陳述，訂立人在精神上有能力作出決定時，在陳述
通常以書面作出的陳述，訂立人在精神上有能力作出決定時，在陳述
中指明自己一旦無能力作決定時所拒絕的治療。
中指明自己一旦無能力作決定時所拒絕的治療。
此外
此外，
，被醫生評為末期病人可選擇在家
被醫生評為末期病人可選擇在家、
、安老院或護養院等熟悉的環境終老
安老院或護養院等熟悉的環境終老，
，
減少不安折騰。同時方便親友陪伴，達至老有所終。可是，目前所有在安老院離
減少不安折騰。同時方便親友陪伴，達至老有所終。可是，目前所有在安老院離
世的長者都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而必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有別於在家中離
世的長者都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而必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有別於在家中離
世時只要在離死亡前
世時只要在離死亡前 14
14 日內得到一名註冊醫生的診治，並予以證明其死因，便
日內得到一名註冊醫生的診治，並予以證明其死因，便
不用經過死因程序。唯針對政府應否簡化安老院死亡報告的做法還在諮詢階段。
不用經過死因程序。唯針對政府應否簡化安老院死亡報告的做法還在諮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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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供晚期照顧機構
服務機構

主要服務內容

賽馬會善寧之家
電話: 2331 7000
聖雅各福群會「後顧無憂」服務
電話: 2831 3230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護慰天使」服務
電話: 2362 0268
榕光社「夕陽之友」計劃
電話: 2763 9944
東華三院「綜援殯儀」服務
萬國殯儀館 電話: 2303 1234
鑽石山殯儀館 電話: 2303 1234
東華三院「善壽服務」計劃
電話: 3406 1366
仁濟醫院「西方寺善終資助」計劃
電話: 8100 7711

寧養中心，提供寧養紓緩住宿照顧服務
生前規劃服務、殯葬資訊查詢，以及社
區生死教育
殯儀諮詢及治喪陪伴、朋輩(受訓練義
工)情緒關懷及專業哀傷輔導
為沒有親人辦理殮葬的獨居長者協助辦
理後事
提供綜援殯殮服務套裝，令基層市民不
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承擔殯儀服務的開
支，並可以圓滿的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
配合東華三院轄下殯儀館，提供個人化
生前規劃及後事執行服務
為有經濟困難人士，支付佛教徒先人的
殮葬費用

大家亦可以使用手機掃瞄以下二維碼(QR CODE)，登入醫管局晚期照顧網站，
了解更多以上資料。

醫管局晚期照顧服務網址:
https://www3.ha.org.hk/ntec/content/palliativecare.asp

參考資料:
醫管局晚期照顧服務 https://www3.ha.org.hk/ntec/content/palliativecare.asp
食物及衛生局《晚期照顧：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公眾諮詢文件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consultation/190900_eolcare/c_leaflet.pdf
食物及衞生局《晚期照顧：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公眾諮詢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s/papers/hs20191108-ppr20190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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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 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服務目的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透過提供一系列的綜合到戶服務，滿足居住在社區中的嚴
重肢體殘障／嚴重智障人士的個人照顧、護理及康復訓練需要，減輕其家人／照顧者
的壓力，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服務對象
1.
2.
3.
4.

正在輪候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或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等資
助住宿照顧服務的嚴重智障及/或肢體傷殘人士；
經「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評估工具」評定為合資格接受服務的嚴重智障及/
或肢體傷殘人士；
就讀嚴重智障兒童學校及/或肢體傷殘兒童學校的學生；以及
上述服務使用者的照顧者。

服務內容
計劃以配套綜合到戶服務模式提供，內容包括：
護理服務、康復訓練、個人照顧服務、接送服務、照顧者支援服務、家居暫顧服務、
社會工作服務、膳食支援服務 (由個案經理按服務使用者的需要統籌，膳食費用由服
務使用者自付)

服務收費
收費類別

*每節時間為 45 分鐘*
全套服務

服務費用
$1,002(每月收費上限)

個別服務
 個人照顧服務
 接送服務
 家居暫顧服務
 康復訓練服務
 護理服務（由保健員提供）
 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到訪服務
 護士到訪服務

每小時$33
每小時$33
每小時$33
每小時$33
每節$33*
每節$52*
每節$43*

申請途徑
合資格人士可直接向提供服務的機構或經社工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請。屯門區由鄰舍輔
導會「伴航家顧服務計劃」提供服務，可致電 2618 0411 查詢。

參考資料
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_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2018 年 7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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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

認知評估

護老情真

玩具借用服務

腦
○

易徑玩樂小組

小組/活動名稱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會員

中心護老者

中心長者
會員

免費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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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
中心會員及
服務田裕浸信會長者
免費
有需要人士
鄰舍中心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
護老者及其
服務田裕浸信會長者
$8/人
受照顧者
鄰舍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

10 月至 12 月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每月 1 次)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

2020 年

至
11 時 45 分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
長者鄰舍中心

護老者借用中心玩具，在家與長

備註: 如有興趣可先留名，職員會
再聯絡。

歡迎聯絡負責職員
楊姑娘預約。

葉姑娘

2452 2790

2452 2790
葉姑娘

查詢電話

為長者進行認知評估，介紹認知
障礙症支援服務。

2454 7188

每月定期聚會，並按不同主題吸
引 護 老 者 參 加 ， 關 懷 護 老 者 需 2454 7188
要，擴闊護老者支援網絡。

額滿即止 者進行遊戲，刺激思考，增加樂
趣。

歡迎聯絡負責職員
莫姑娘預約。

即日起

即日起

改善認知障礙症長者情緒和整體
能力，透過感官刺激、音樂、遊
額滿即止 戲等方式，刺激長者的思考和反
應等認知能力。

內容

至
10 月 20 日
逢星期二(共 6 堂)
上午 10 時 30 分

活動對象 收費 報名日期 截止日期

是次小組會運用易徑玩樂技巧，

舉辦機構

2020 年 9 月 15 日

舉辦日期/時間

閣下如欲參與以下活動，請致電相關單位查詢詳情

2020 年 7 月
至
2021 年 3 月

10 月至 12 月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2020 年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
腦 代表健腦活動※※

"陪你止 SICK(1)
(此計劃由滙豐香
港社區夥伴計劃
2020 贊助)"

社工線

肌肉放鬆練習

簡易測試○
腦

長者認知及記憶

小組/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時間

國際四方福音會
香港教區有限公司
建生堂耆年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
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舉辦機構

內容

免費

免費

肌肉放鬆、心境舒暢。

力，調節緊張的身心狀態，達致

洪旅婷姑娘查詢。

評估，按個別情況配對所需服務
或作服務轉介等。

由專業社工主動致電護老者提供
請聯絡本中心負責職員 電話輔導，並為他們的需要作出

馮志堅先生預約。

由中心職員帶領參加者進行肌肉
請聯絡本中心負責職員 放鬆練習，讓護老者釋放精神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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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欣田邨 60
歲以上長者

居於鄉村包
括小坑村﹑
磺山村﹑寶
塘下村﹑麒
請聯絡本中心負責職員
免費
為長者提供陪診或代取藥服務。
麟圍﹑新慶
張凱盈姑娘預約。
村﹑紫田村

中心
已登記的
護老者

護老者

有需要

中心
已登記的

中心會員及
請聯絡本中心負責職員
免費
為有需要之人士進行認知檢測。
有需要人士
馮麗虹姑娘預約。

活動對象 收費 報名日期 截止日期

2267 8797

2655 7677

2655 7631

2466 6591

查詢電話

何顯斌

美國及加拿大註册音樂治療師

在長者地區中心的一個小組活動室內，有一班患有早至中期認知
障礙症的老友記面帶笑容、投入地隨著音樂玩奏各式各樣的小型敲擊
樂器，有搖鼓、沙鎚、搖鼓等等。
看到以上的情況，你可能會覺得老友記們正在參加一個音樂興趣
班或者懷舊金曲小組，但其實他們是參加了由註册音樂治療師帶領的活動，透過
「玩音樂」去提供適度的認知及感官刺激，保持生活質素。音樂治療其實並不是
什麼新的治療方法，在香港的發展也有一段時間，而應用在患有認知障礙症的老
友記身上更有不同的治療效益，現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1. 音樂治療師會運用老友記熟悉或喜歡的歌曲去增加他們在小組的參與動機及
製造熟悉的環境。小組開始初期，很多老友記都會比較抗拒到中心參與活
動。治療師會運用他們熟悉或喜歡的歌曲與老友記們建立治療關係、打開話
題從而令他們更容易適應小組流程及接受新事物，對安撫不安情緒或能力較
低的長者更有顯著效果。小組亦可以提供社交溝通機會予老友記，分享生活
日常或懷緬以往的生活等。
2. 音樂治療中會提供不同的選擇予老友記，包括歌曲、樂器或小組流程的次序
等，主要令他們可以保持自主及獨立能力，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未必可以
有很多的選擇。而音樂治療中的彈性較大，一個治療目標可以透過不同的方
式去達到，因此對老友記的感覺是輕鬆及沒有威脅的。
3. 治療師會透過歌唱、樂器彈奏，律動或音樂創作等令老友記在過程中有不同
範疇的治療目標，包括大小肌能，社交溝通、情緒及認知等。這些治療目標
都是透過輕鬆地參與音樂體驗而達到，亦會按老友記的能力作安排。
4. 小組亦會安排護老者在旁協助參與，透過合作可促進老友記及護老者的關
係。
雖然到目前為止，認知障礙症還未可以完全醫治，但有不少研究證明透過音樂治
療的幫助是可以減慢腦退化的速度，令老友記保持自身的能力是十分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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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單位
失去方向感、遊走、迷路走失等都是認知障礙症常見的症狀。近年認知障礙症長者走失、
無法尋回的新聞屢見不鮮。對家屬來說，親人一個也不能少。究竟有什麼辦法可防止患者
走失？
想減輕壓力，照顧者可以善用科技，在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手機安裝「定位追蹤」程式，或
是利用防走失裝置，讓患者有一個全天候的貼身守衛。

手機應用程式(APPS)
尋耆跡

可協助尋找走失的認知障礙症人士(只限香港地區)
家人可預先登記認知障礙症患者資料，當有走失情
況，可透過此程式啟動尋人服務

腦退化一按知

提供腦退化症資訊、健腦遊戲、照顧貼士、位置回報、
一鍵通話

腦友導航

提供定位追蹤、用藥提示、尋人功能、認知訓練遊戲、
生活實用貼士

定位功能
「智安心」APP

為「智平安」APP、「平安手機」、「隨身寶」服務而
設，讓指定親友查看手機大約位置

手機定位服務由長者安居協會提供，詳情請向服務機構查詢。

「智愛寶」
「智愛寶」為榮華愛心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旗下一項「長者友善科技」產品，提供專門針
對認知障礙症而設計的室內室外定位以及防遊走管理服務。用戶將數據儲存於「智愛寶
iBao」雲端數據平台，長者一旦走失，家人可透過雲端數據平台追查使用者過去位置記錄，
更有效率地尋回失散的長者。
資料來源: 賽馬會耆智園
長者安居協會
東華三院
榮華愛心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以上資料純屬參考，詳情請向各服務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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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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2.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電話：2655 7688
電話：2466 6591

傳真：2655 7699
傳真：2466 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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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胡忠地長者地區中心
香港宣教會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仁愛堂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國際四方福音會建生堂耆年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護老通暨健腦通
郵票

寄：

如

閣下不希望收此刊物，請致電

通知有關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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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人到高齡，身體機器逐漸退化，行動有所不便，嚴重者甚至失去某
些自理能力。針對此問題，或有照顧者會考慮安排長者入住安老院舍，
理由是不僅有醫護人士照顧，而且院舍內各種生活設施均經過特別設計，
能配合長者日常活動所需。不過，這一方案在現實中面臨不少挑戰：第
i
一，安老院舍及其照顧服務需要大增。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數字 ，截
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共有 39,567 人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
輪候各類型的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第二，即使身體狀況及自理能力
未如理想，並非所有長者均願意入住院舍。
事實上，在自己家中安享晚年，享受天倫之樂是大多數長者的心願。
近年，香港政府制定了「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政策方針。
這是本港安老服務的一項基本政策，鼓勵長者在自己熟悉的社區和生活
環境安享晚年。
基於「居家安老」的重要性，本文將介紹兩款可以提升居家照顧的
樂齡科技產品。不少研究表明，長者下肢機能退化的速度要快於上肢，
因此長者對「站立」
、「起床」輔助產品有廣泛需求。

圖 1 電動自立椅 （網上圖片）

圖 2 電動自立椅亦有於嶺大賽馬會樂齡科
技體驗館展出

市面上有電動自立椅是能協助長者穩妥地起立的座椅，一般是使用
者可自行操作，只要按下右側控制器上的按鈕，其座位就會徐徐上升，
協助大腿無力、膝蓋關節痛的使用者起坐及站穩，減少照顧者身心壓力。
座位上托力道穩定，速度適中，讓使用者不會感到不適。建議照顧者可
以在電動自立椅前方或旁邊，加放扶手，保障長者起坐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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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動護理床 （網上圖片）

圖 3 電動輪椅護理床（網上圖片）

對於有較嚴重長期病患的長者，或是身體突然轉差或剛完成手術的
長者，通常會在家調養，身體虛弱時更需要臥床。在這種情況下，照顧
者或會考慮配置一台居家護理床。坊間有日本品牌設計的護理床，只需
要一個按鈕作背膝動作調節，能把使用者調整為躺卧、坐、床身傾斜等
姿勢。另外，亦有電動護理床跟輪椅結合的新構思，可讓使用者輕易離
開護理床。這類型的設計，不但能提昇使用者的生活質素，亦能減輕護
理者的負擔。
市面上的電動自立椅及護理床有不同款式供大家選擇，長者及照顧
者在選購前最好先諮詢職業治療師的意見。

(計劃網頁連結)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定期舉辦免費的「樂齡科技專
員證書課程」，講授有關居家安老及樂齡科技的知識。有興趣的人士，
可瀏覽本計劃網頁或致電 2616-7538 向嶺南大學職員查詢。

香港社會福利署（2020）.有關「輪候資助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人數」﹑
「輪候時間」及「最新獲
編配資助安老院舍宿位者的申請日期」的統計數字. 參見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32/tc/LTC_Statistics_HP-Chi(202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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