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養生-----頤養生命、增強體質、預防疾病，達到延年益壽。養：即保養、調養、補養之意；

生：即生命、生存、生長之意。如《本草衍義總論》闡明：「夫善養生者養其內，不善養生

者養其外」。養其外者，其形外觀悅澤而內虛；養其內者安和五臟，各守其位。 

 

   《內經》‧《上古天真論》：「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

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當，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

度百歲乃去。」從《上古天真論》得見，中國養生以整體為基本出發

點，既體現順應自然，天人合一，又強調人體是一個以臟腑為核心，通

過全身經絡連結的有機整體。故此中醫養生特別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

協調，以及人自己的臟腑之間的和諧關係，並集中體現在對形與神的

保養，遵循陰陽五行規律，保持生命健康活力。 

 

   老年人宜生活有節，起居有常，養生方法有很多：  

 

1. 順時養生乃順應四時自然變化：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春溫以生，夏熱以長，秋涼以

收，冬寒以藏。  

 

2. 情志養生要保持心境開朗，樂觀、直爽、心平氣和。應避免七情包括喜、怒、驚、

思、憂、恐、悲過極；少語養氣，寡思養神。  

 

3. 睡眠養生是最好的恢復體力方法，如《黃帝內經》：「陽氣盡則卧，陰氣盡則寐」，主要原則

是子時（晚上 11：00-凌晨 1 ：00）大睡；午時（早上 11：00-下午 1：00）小憩。 

 

4. 勞逸適度，日常活動有助經氣貫通，使全身氣血流通暢順，唯需留意「久視傷血，久立傷

骨，久行傷筋，久卧傷氣，久坐傷肉」，故所有活動皆適可而止；休息可解除身心疲勞，有助

恢復體力與腦力。 

 

印刷數量：4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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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飲食養生，中國人「民以食為天」，講求膳食需要互相配搭。在《內經》•《素問》：「五穀為

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說明了飲食應以五穀雜

糧為主食，蔬菜為充食，肉類為副食，水果為輔助營養。  

 

氣味合而服之，是指食物的四氣五味必須調和均衡。四氣就是食

物四種特性，即寒、涼、溫、熱；不同性質的食物對人體有不同功

用，例如綠豆、西瓜、苦瓜屬寒涼食物、大多有清熱作用；而羊肉、

辣椒等溫熱食物則具有禦寒保暖作用。 五味是指辛、甘、酸、苦、

鹹五種性味的食物，不同特性的食物對人體不同臟腑有特定功用，例

如酸味食物有止咳止瀉、收斂止汗之效；如烏梅可舒緩口渴或脾胃虛寒引起的瀉。而甘味食

物如紅棗則有補益氣血的作用；苦味食物如苦瓜味苦性寒可清熱祛濕，有助燥濕降泄。辛味

食物如薑蔥有調理氣血和解表作用；鹹味食物如海藻昆布則可滋補腎臟，軟化通便等。只要

做到合理調配，身體營養均衡，養生就理想。 

 

此外，飲食養生也遵循一些基本原則，包括：飲食有節，勿過飢過飽，要定時定量。順時

飲食，按四季氣候特點調配飲食，秋冬可多吃潤燥滋潤的食物。因地飲食，

按不同地域或環境，生活習慣而調節飲食，例如四川喜吃辛辣，有健脾開

胃驅寒之效；又如香港濕氣較重，宜多吃健脾祛濕的食物如薏仁、淮山、

土茯苓、扁豆等，有助健脾祛濕調和腸胃。因人飲食，按個人體質作出相

應飲食選擇：陰虛者要食滋陰食物如花膠海蔘等；氣虛者則多吃健脾益氣

食物如淮山、黨蔘等；陽虛者宜食胡椒豬肚湯、羊腩煲及避食生冷食物；痰濕體質人士要少

食甜膩煎炸食物，宜多吃淮山健脾化濕；氣鬱體質者宜飲玫瑰花茶、以陳皮入饌。而長者與

孩子脾胃功能較弱，應以容易消化，性溫食物為主。 

綜合以上各項從身心、生活習慣、飲食細節的養生方法，調整身體臟腑功能之平衡，從而達

致保健強身、益壽抗病的養生目的。 

 

參考書目： 

印會河（2006）：＜中醫基礎理論＞；人民衛生出版社。 

郭海英（2009）：＜中醫養生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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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調查顯示在新冠疫情下長者玩電子遊戲可提高其生活質素 
 

 

 

新冠疫情影響長者與親朋好友的交流，不但增強他們的孤獨感，亦降低其生活的幸福感

及滿意度。現時，有不少本地科創公司積極開發流用應用程式遊戲，以延緩長者腦部退化，

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有見及此，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

智能安老計劃聯同醫念科技有限公司進行一項有關在新冠疫情下

香港長者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對其生活質素的影響的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受訪長者普遍在新冠疫情下有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的

習慣，並認同手機應用程式遊戲能提高其總體生活質素。 

 

是次調查於今年 3 月至 4 月，以一對一的視像訪談的模式，訪問 11 名年齡 55 歲及以上

的嶺大樂齡科技大使。結果發現，有接近四成（36%）受訪長者在新冠疫情下每星期玩手機應

用程式遊戲等於或多於 7 小時。被問到對哪種遊戲類型比較有興趣，分別有逾七成（72%）及

五成五（55%）受訪長者選擇“紙牌/棋盤遊戲”及“教育遊戲”。而有精美圖形的電子遊戲

（82%）和促進認知健康（64%）為受訪長者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的主要動機。至於新冠疫情

下香港長者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對其生活質素影響的方面，則有逾九成（90.9%）受訪長者指

出在新冠疫情下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能釋放他們的壓力，增加開心感，亦有分別超過八成（82%）

和七成（73%）受訪長者手機應用程式遊戲能夠增加他們的反應能力和提高專注力，從而提高

其總體生活質素。 

 

值得注意的是一半以上（55%）受訪長者認為手機應用程式遊戲優於傳統遊戲，認為能夠

提供更多便利性。不僅如此，逾九成一（91%）受訪長者更表示會繼續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 

 

是次調查不僅表明在新冠疫情下長者玩手機應用程式遊戲會對其生活質素產生積極影響，

同時也反映不同的持份者應緊密合作鼓勵更多的長者瞭解手機應用程式遊戲，一方面科創公

司可以繼續投放資源研發更多有助預防腦退化的電子遊戲，社福機構亦能幫忙向長者推廣，

大學更可多作相關研究以了解市場需求，以幫助更多長者提升其總體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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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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對象 收費 報名日期 截止日期 內容 查詢電話 

護老樂園(4) 

自助按摩 

10 月 5 日(星期三) 

下午 2:00-3:00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有需要護老

者及護老者 
$5/人 歡迎聯絡負責同工預約 

認識自助手部按摩手法，讓勞累的雙手

休息及放鬆。 

2454 7188  

何姑娘 

銀齡健體運動班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29 日 

(逢星期二，共 8 節) 

下午 4:00-5:00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 

長者鄰舍中心 

中心護老者 

會員 
免費 即日起 額滿即止 

由專業體適能教練教授各類平衡、伸展

及帶氧運動，以舒緩頸、肩、背痛、並

強化關節及心肺功能。       

2456 1922                    

家鳳姑娘 

溝通技巧講座 

(認知篇) 

11 月 15 日(星期二) 

下午 2:00-3:00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會員 

/護老者 
免費 歡迎聯絡負責同工預約 

認識與認知障礙症長者溝通之道，介紹

增進溝通的緬懷活動。 

2454 7188 

楊姑娘 

身心自在減壓 

工作坊 

11 月 30 日(星期三) 

下午 2:00-3:00 

及 

12 月 6 日(星期二) 

上午 11:00-12:00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有需要護老

者及護老者 
免費 歡迎聯絡負責同工預約 

以身心靈全人健康 (I-BMS) 模式，解構

身心靈互相影響。透過正向心理、穴位

按摩、拍打等等手法為護老者減壓。 

2454 7188  

何姑娘 

外傭護老培訓 

試驗計劃 

12 月 6、13、20 日、 

1 月 10、31 日 

及 2 月 7 日 

(逢星期二)                                      

上午 10:00-1:00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 

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已獲聘正在

照顧或將會

照顧長者之

外傭 

全期

學費

$200 

即日起接受

報名 
12 月 2 日 

社署資助與長者地區中心合作推行｢外

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 (試驗計劃)，以加

強外傭照顧體弱長者的技巧，提高長者

在社區的生活質素，支援長者｢居家安老

｣。課程內容包括扶抱及位置轉移技巧、

餵食、護理及急救等…且安排即時翻譯

服務，以讓外傭更能掌握課程內容。 

2466 6591

侯姑娘 

菁姑娘 

4 



  

小組/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時間 舉辦機構 活動對象 收費 報名日期 截止日期 內容 查詢電話 

長者認知及記憶 

簡易測試 ○腦  
10 月至 12 月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 

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中心會員及 

有需要人士 
免費 歡迎聯絡負責同工預約 為有需要之人士進行認知檢測。 

2466 6591 

馮姑娘 

輕鬆記憶訓練

○腦  

10 月 31 日 

至 

1 月 16 日                              

逢星期一(共 10 堂)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 

長者鄰舍中心 

中心長者 

會員 
免費 10 月 額滿即止 

每節均有不同的健腦及記憶訓練遊戲，當

中包括：估啤牌、估麻雀、夾波子、層層

疊、圖卡對對碰等活動，協助早期認知障

礙症長者保持及改善其社交及認知能力。 

2452 2790 

胡姑娘 

職業治療 

評估服務 

10 月至 12 月 

逢隔週星期五 

(需提早預約，以確

定服務日期及時間) 

仁愛堂胡忠長者 

地區中心 

護老者及長者  

(居住於屯門

東南區的本 

中心會員及已 

登記的本中心 

護老者優先) 

$150 即日起 2022/11/25 
由職業治療師提供上門評估，提出環境及

改裝建議 

2655 7631 

馮先生 

物理治療 

評估服務 

10 月至 12 月 

逢隔週星期一 

(需提早預約，以確

定服務日期及時間) 

仁愛堂胡忠長者 

地區中心 

護老者及長者  

(居住於屯門

東南區的本 

中心會員及已

登記的本中心 

護老者優先) 

$150 即日起 2022/12/15 
由物理治療師提供上門評估，並建議有個

別的運動予受評估長者。 

2655 7677 

葉姑娘 

**○腦 **代表健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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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吞嚥困難？ 
長者在吞食過程中遇到困難 (不論是一般進食或吞嚥藥物或唾液)，未能安全地和有效地

將食物由口腔送到胃部，以獲取足夠的營養及水份。 

 

長者在進食時有否出現以下情況？ 

1. 進食或喝水時出現咳嗽或嗆到； 

2. 感覺到食物好像卡在食道或喉嚨「不上不下」； 

3. 需吞嚥數次才能吞下食物； 

4. 有咳嗽或氣喘聲； 

5. 有食物或飲料或口水從口中流出； 

6. 食物殘留於口中，令口腔發出異味，有口氣； 

7. 吸入性肺炎； 

8. 或出現營養不良及脫水等等。 

如長者出現上述情況，請盡快尋求專業醫療意見，以了解他/她的吞嚥狀況。 

 

當長者遇上吞嚥困難，家人可如何協助他/她安全地進食？ 

1. 應在長者完全清醒狀況下，一口一口慢慢地進食，不可催促或急於進餐； 

2. 保持長者坐姿正確，不應躺著或頭仰後進食； 

3. 用膳環境應保持安靜，免受外界騷擾，讓長者專注用餐； 

4. 注意食物溫度，以免過熱燙傷長者； 

5. 每次餵食合適一口的小份量，待長者完全咀嚼和吞嚥後，才繼續餵食； 

6. 餵食者觀察及留意長者進食的情況。如遇到哽塞或噎到時，應保持鎮定並即時處理

狀況；如有需要應立即送往急症室治理。 

7. 選用合適的食具，如： 

A. 選用防滑餐墊，可減少餐具翻倒； 

B. 粗手柄餐具和改良筷子能讓長者容易

握緊； 

C. 小口匙能控制每口份量； 

D. 使用高身彎邊碗，斜口碟可讓長者可

單手進食； 

E. 特別設計的水杯能防止長者飲用時有

液體突然湧進而嗆到。 

 
資料來源： 

1.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 吞嚥困難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stroke/swallowing.html 

2.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 長者的餵食 (如何協助長者進食)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arers_corner/diet/feed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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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吞嚥過程中，口腔及咽喉肌肉都需要參與其中，透過進行一些簡單

的動作，可以適當地訓練口腔肌肉。以下的口腔操有 9 組動作，長者可以每天練
習，改善口肌能力！ 

 
除了訓練口腔肌肉外，長者亦需留意口腔護理，定時刷牙、漱口或抺牙肉，

減少口腔細菌滋生，避免有細菌的唾液入到肺部。 
 

 
1. 嘴唇幅度訓練 
儘量向橫張開口，維持 5 秒，然後嘴唇嘟起，
吐氣，重覆 1~3 次。 

 
2. 嘴唇力度訓練 
向外鼓起臉頰，維持 5 秒，然後放鬆， 
重覆 1~3 次。 

 
3. 嘴唇幅度及力度訓練 
用雙唇吸啜飲管，停留 5-10 秒，然後放鬆，重
覆 1~3 次。 

 
4. 舌頭幅度訓練 
用舌頭在口腔畫圈，順時針和逆時針交替，
重覆 1~3 次。 

 
5.舌頭力度訓練  
手指放在臉頰，舌頭在口腔內與臉上的手指鬥
力，維持 3 秒，左右臉各做 1~3 次。 

 
6. 舌頭幅度及力度訓練 
以舌尖向上用力頂住上顎牙齒後方，然後放
鬆，重覆 1~3 次。 

 
7. 舌頭提升訓練 
放一塊約 10 厘米的布條於舌尖上，然後用舌頭
移動布條，由左至右，由右至左，重覆 1~3 次。 
 

 
8. 臉頰力度訓練 
把舌壓放在臉頰兩側，輕向外推，臉頰向內
與舌壓鬥力，然後放鬆，每邊重覆 1~3 次。 

          

9. 頸部訓練 
平躺床上，肩膀保持不動，抬高頭部直至看見 
腳趾為止，維持 1 分鐘，然後放鬆，輕輕放下 
頭部，休息 1 分鐘，重覆共 1~3 次。 

 
*內容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先向言語治療師或醫護人員查詢。* 

資料來源：軟餐俠/照顧者教室/口腔操 https://www.captainsoftmeal.com.hk/oral-cavity-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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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操 

https://www.captainsoftmeal.com.hk/oral-cavity-exercise


 

 

 

 

 

 

 

 

 

 

 

 

 

       

 

 

 

 

 

 

 

 

 

 

 

 

 

 

 

 

 

 

 

 

 

 

 

如  閣下不希望收此刊物，請致電                             通知有關職員。 

屯門護老通暨健腦通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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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655 7688  傳真：2655 7699 

2.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電話：2466 6591  傳真：2466 6592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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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參與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社會福利署屯門區策劃及統籌小組                  

仁愛堂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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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香港宣教會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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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中心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計劃」(計劃)採用「錢跟人走」的原則，為有需

要院舍照顧服務並正在社會福利署 中央輪候冊內輪候護理安老宿位之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以縮減輪候服務的時間。 

 

政府在 2022 年 2 月於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宣佈將「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試驗

計劃」恆常化，院舍券數目亦增至 4000 張，讓更多長者受惠。此外，由 2022 年 8 月 22 日起，

計劃亦開放予所有合資格的長者申請。 

計劃特色 

⚫ 「錢跟人走」增加選擇的靈活性：長者可按需要自由選擇及轉換計劃下的院舍。 

⚫ 「能者多付」原則：按長者個人資產及入息定出長者所屬的共同付款級別。 

⚫ 縮短輪候時間：長者可在較短時間得到受資助院舍的照顧服務。 

⚫ 六個月試用期：讓長者考慮入住院舍及嘗試適應院舍生活。 

服務範圍 

認可服務機構須為個別院舍券持有人提供院舍券面值下的「標準服務」如下： 

院舍券面值 

院舍券面值為每月 16,036 元(2022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院舍券面值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

甲一級宿位的每月成本掛鈎而按年調整。由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認可服務機構可按個別院舍

的每月實際收費作為院舍服務費用，為長者提供院舍券面值下的「標準服務」，並以現行院舍

券面值為上限。 

額外付款 

計劃容許院舍券持有人支付相當於當時院舍券面值的最多 150%的額外付款，以便向認可服務

機構購買升級或增值服務。 

共同付款安排和經濟狀況資產審查 

本著「能者多付」原則，採用八級（級別 0 至 7）層遞式共同付款安排，根據院舍券申請人個

人為單位接受經濟狀況審查，而入息和資產均會計算在內，詳情請參閱圖表一。 

在不同的共同付款級別下，院舍券持有人繳付的共同付款金額將按該年度的院舍券面值或個

別院舍的每月實際收費及其須承擔的共同付款比率計算。 

 

1. 住宿於共住的房間 5. 個人照顧服務； 

2. 每日最少 3 餐，另加小食； 6. 每星期 2 次以個人/小組形式進行的復康運動； 

3. 基本及特別護理； 7. 註冊醫生定期探訪； 

4. 職員全日 24 小時當值 8. 定期的社交康樂活動；及洗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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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級別 0 院舍券持有人的支援 

為避免雙重福利，選擇參加計劃的長者不能同時申領綜援。綜援受助人當選擇成為院舍券持

有人通常會被列為共同付款級別 0，政府將會全數資助其接受院舍券服務。級別 0 院舍券持有

人亦可獲得以下援助： 

⚫ 公營醫療費用減免； 

⚫ 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全額資助(如符合相關申請資格)； 

⚫ 公私營協助計劃(提供等同綜援受助人的醫療服務) 

⚫ 如能獲公立醫院或診所醫生證明有醫療需要，可獲得由政府向認可服務機構發放的資助，

以支付包括尿片、特別膳食及醫療消耗用品。 

院舍券持有人，包括級別 0 人士，如符合相關申請資格仍可申請公共福利金計劃，包括長者

生活津貼/高齡津貼/普通傷殘津貼。 

試用期及中央輪候冊申請安排 

計劃會為首次使用院舍券人士提供 6 個的試用期。在發放院舍券後，該院舍券持有人將會列

作為社會福利署 中央輪候冊上的「非活躍」個案。若該名院舍券持有人在試用期內決定退出

計劃，或未有在試用期內使用院舍券，他在社會福利署 中央輪候冊上的申請狀況會重新列為

「活躍」個案，輪候次序亦會回復原來位置。 

 

若該名院舍券持有人在試用期內決定繼續使用計劃，其將被視作已退出社會福利署 中央輪候

冊。院舍券持有人可在試用期內或之後靈活轉換合適的認可服務機構。 

 

如欲更詳細了解計劃內容，可向鄰近之長者服務單位查詢。 

資料摘自社會福利署「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網頁內容。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共同付款金額級別列表 

（2022 年 4 月 1 日生效） 

級別 

最高入息限額 資產限額  
使用者須承擔的 

共同付款比率及金額 
政府資助(元)  

一人家庭住戶  

每月入息中位數 
金額(元)  金額(元) 比率 金額(元)  

0 ≤50% ≤4,750 51,000 0% 0 ≤16,036 

1 ≤75% ≤7,125 

532,000 

10% ≤1,604 ≤14,432 

2 ≤100% ≤9,500 20% ≤3,207 ≤12,829 

3 ≤125% ≤11,875 30% ≤4,811 ≤11,225 

4 ≤150% ≤14,250 40% ≤6,414 ≤9,622 

5 ≤200% ≤19,000 50% ≤8,018 ≤8,018 

6 ≤300% ≤28,500 62.5% ≤10,023 ≤6,013 

7 不設上限 不設上限 75% ≤12,027 ≤4,009 
 資產限額將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單身長者及申請租住公屋的單身長者資產限額掛鈎而按年調整。 

 按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表（2021 年第 4 季）的資料，一人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9,500 港元。 

 在不同的共同付款級別下，院舍券持有人所繳付的共同付款金額將按每年度的院舍券面值作出相應的調整。由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認可服務機構可以現行院舍券面值為

上限，按個別院舍的每月實際收費作為院舍券服務費用；故與上表所列的政府資助及共同付款金額或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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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網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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