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惜愛、惜別」微電影 

透過觀看微電影，鼓勵長者為自己籌辦

「人生惜別會」，為自己的生命進行一次

禮讚或與親友分享自己對身後事安排的

意願，與家人朋友真誠對話，互相道別、

道愛。 

  

印刷數量：4500份 

護談生死 

大家會否記得 2019 年的夏天，路德會長者中心組於

西灣河文娛中心舉辦了三場由長者與青少年合作，名

為 圓舞曲《再見・一次》的舞台劇，演員以「預設

醫療指示」，呈現一位丈夫與病人在面對接受治療時

的不同看法，前者希望家人接受治療，而後者則想用

剩餘時間感受丈夫的陪伴，將生命故事與人分享，讓

觀眾回顧過去，反思人生。 

 

而事隔三年，路德會長者中心組再次得到華永會贊助，舉辦圓舞曲 2 - 《惜愛．惜別》，

透過以不同形式的工作坊幫助護老者及長者以正面及積極的態度面對死亡議題，彼此

及早作出溝通和預備，珍惜彼此間的緣份與感情，道出互相珍惜、告別感言。本年度

將會推出以下活動： 

1 

多媒體工作坊 

利用不同的媒體(如藝術、攝影、歌

唱)，讓參加者通過畫作色彩、鏡頭

下的人和事、歌聲/歌詞，反思「生

命」的意義，並藉作品與家人友好

分享。 

二「人」三「囑」小組 

二「人」是發掘生命意義，整合生命歷程，

肯定自我人生。三「囑」是預囑、遺囑及

叮囑；讓長者及護老者及早彼此溝通和預

備、合作準備留給親人及朋友說話，表達

對他們的愛。 

心底話 

邀請長者或護老者向親友真誠對

話，留下一些對家人的心聲及祝福。 



多媒體工作坊-流體畫 

「惜愛、惜別」舞台劇排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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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愛、惜別」舞台劇 

邀請長者及青少年參與，舉行生死教育戲劇學堂及演出排練課程，之後以話劇形式舉

行，主題將為「人生惜別會」 ─ 為自己的生命進行一次禮讚，預計 2022 年冬天公演。 



  

 

 

 

「平安三寶」即遺囑、持久授權書及預設醫療指示 

第一寶：遺囑( 平安紙 ) 

1)「遺囑」是關乎病患者過身後的財產分配 

 精神健全、神志清醒、清楚自己的財產狀況，沒有受脅迫或欺騙，能明白及同意遺囑

內容，就可按法律訂立遺囑 

 若當事人患病在牀，便需醫生證明他簽立遺囑時神志清醒。 

 訂遺囑時，要有兩位見證人 （受益人及其配偶除外），並委任一位或以上執行人。 

 雖然可以自行訂立平安紙，但必須符合香港法律遺囑條例 規定，否則無效，所以還是

先諮詢律師最為穩妥。若果擔心子孫會為了財產而爭吵的話，就更應先諮詢律師。  

第二寶：「持久授權書」 

2) 「持久授權書」是關乎授權人(如: 病人)日後變得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受權人(如: 家人)

可照顧其財務事項。 

 如當事人在神志清醒時已簽妥「持久授權書」，明確指明受權人有權處理的具體事宜、

資產或財務事宜，萬一有天變得神志不清， 其受權人可以動用當事人的資產，以照顧

長者及其家人。因此，謹慎選擇合適的受權人是十分重要。 

 「持久授權書」必須由醫生及律師見證長者簽署，受權人並須向高等法院註冊該「持

久授權書」。待註冊過程完成後，當長者病重而變得神志不清時，受權人才可以動用

其財產來支付醫療費用及其他開支。 

第三寶：「預設醫療指示」 

3) 「預設醫療指示」是關乎病患者一旦無能力作決定時所拒絕的維持生命治療。 

 若當事人精神健全時，可以透過訂定「預設醫療指示」，述明如自己患了末期危疾或

已變成植物人，就不要用維生治療 (如心肺復甦法) 勉強維持生命 

 由當事人自己預先作決定，在生死攸關時，就可避免至親要為當事人做沉重的決定 

 醫管局的「預設醫療指示」表格必須由病人和兩名見證人簽署，其中一名見證人必須

是香港註冊醫生 

 精神健全的成年人可以在家人及兩名見證人在場下，作出預設醫療指示。主診醫生要

先確保病人精神健全，在知情和沒有受到不當壓力之下做決定，並且完全知道預設醫

療指示有什麼效用、怎樣更改或撤銷。 

 填好的「預設醫療指示」表格是病人擁有的文件，須由病人和家屬小心保管，並在送

院時，把正本呈給醫護人員，以便在適用的情況下執行病人 的「預設醫療指示」 
 

資料來源： 

陸文慧 (2016)。《贏在終點線》香港：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656 照顧者好幫搜」互動資訊平台 

平安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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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走失科技 
 

為防止患有認知障礙症的家人走失，大部份照顧者都會選用科技產品。然而，科技不

斷進步，市面上防走失的產品日新月異。技術由藍牙至衞星定位追蹤，價錢由幾十到

幾千也有，部分還要到電訊商上台。究竟哪些裝置最適合照顧者和身邊的患者？ 

 

選購產品的四大因素： 

1. 家人患病的程度，例如活動能力、需受保護的程度、能否使用電話等。 

2. 患者的生活習性，例如平日會否戴錶、手機或額外裝置出門、會否把不熟悉的隨身

物品丟棄、會否介意其他人知道自己被追蹤、會否記得為裝置充電等。 

3. 照顧者的照顧時間，例如照顧者會否 24 小時在患者身邊，還是照顧者平日要上班，

患者有機會獨留家中等。 

4. 科技支援，例如家中有沒有無線網絡設備，支援如家居視訊監察等工具。 

 

市面上常見防走失產品介紹： 

 

賽馬會耆智園「守護蹤」手機應用程式 

當患者走失，照顧者可憑「友里蹤跡」應用程式發出「走失報告」，其他用户便會收到

通知，一同尋人。此外，照顧者可查看偵測裝置的藍牙訊號，得知患者所在的大概位

置。 

守護蹤有三款設計，分別是鎖匙扣、拐杖支撑架和卡片，照顧者可因應長者的生活習

慣選擇。由於採用了低秏電藍牙技術，守護蹤的電量可使用一年，電量低於 20%時，

可帶同舊守護蹤到派發中心領取新的守護蹤。 

符合五個條件可申請免費領取： 

1. 年滿 50 歲或以上；及 

2. 已確診認知障礙症患者或經社工進行評估後確認有認知能力退化的人士；及 

3. 正長居住於社區（即並非居於院舍）；及 

4. 在有或沒有使用輔助器具的情況下，能獨自外出的人士；及 

5. 照顧者必須對於使用智能手機及應用程式有基本認識。 

查詢電話：2946 8139 



   

 

東華三院「腦友導航」手機應用程式 

「腦友導航」是由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提供的免費程式，使用前需登記電郵、電話號

碼，並標明為照顧者或被照顧者。照顧者之後需要在被照顧者的手機，綁定照顧者的

電郵（可多於一位）。綁定後，照顧者可隨時追蹤被照顧者的位置、位置最後更新時間。 

照顧者可為被照顧者設定地理圍欄，活動範圍由 250 米至 3000 米不等，當被照顧者超

出限定範圍，應用程式就會通知照顧者。 

患者一旦走失，照顧者可呈報失蹤人士資料，包括姓名、年齡、相片、活動能力等，

讓其他用戶協助搜尋。APP 又設有照顧貼士、服藥提示及認知訓練小遊戲等功能，詳

情可下載網上版操作手冊。 

 

SmarTone「智關愛守護」服務連 Swissvoice C50s 智能手機 

照顧者使用手機應用程式，可掌握長者實時位置及行蹤，也可設定範圍警示，每當長

者進入或離開指定範圍，就會收到應用程式通知。Swissvoice C50s 和附屬手環上有 SOS

鍵，當長者一按 SOS 鈕，最多五位指定聯絡人會收到求救電話及短訊，以及收到附有

長者所在位置的通知。 

另外，當長者長時間未有接聽來電，照顧者可透過應用程式，讓長者的 Swissvoice C50s 

自動接聽電話，通話後更可啟動視像功能觀察現場情況。長者不出門時，可把 Swissvoice 

C50s 放在底座作為攝影機，隨時瞭解長者的生活狀況。 

服務只限 SmarTone 指定月費客戶，月費 48 元為基本組合，無須簽訂合約，實際價格以

SmarTone 網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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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安居協會第四代平安手機 

一線通®第四代平安手機®升級至以 WiFi、LBS、GPS 三重定位，準確追蹤長者位置，

陪伴長者安心走到每個地方。家人更可透過智安心®APP，即時了解用戶的位置，掌

握實時資訊，更添安心。機價$672，月費$198，最短使用期為 2 年，實際價格以長者

安居協會網站為準。 

查詢電話：2952 7250 

 

 

 

 

 

 

 

 

 

 

智能手錶緊急時熱線中心可遙控接通手錶，直接呼喚用戶，即時了解用戶狀況。 

資料來源：https://www.schsa.org.hk/tc/home/index.html 

 

安照小護士 – Honeywld 

防走失小項鍊 - 跌倒/按鍵即時自動求救，無間段 GPS 定位。 

當感到身體不適或需要援助時，按下緊急按鈕(長按 3 秒)，就會立即發送 GPS 定位求救訊息

及打電話給親友。 

親友能夠即時知道長者的 GPS 位置，安照小護士可以偵測到長者是否移動中。 

資料來源：https://www.easy66.com.hk/ 

 

 

 

 

 

 

 

 

 

定位追蹤鎖匙扣 

可利用智能手機上的應用程式尋找鎖匙，連續按兩下鎖匙扣上的開關尋找手機。鎖匙扣位置

可在手機地圖顯示。 

資料來源：https://www.polyu.edu.hk/Ageing/tc/reslibrary.php?rid=597 

https://www.schsa.org.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easy66.com.hk/
https://www.polyu.edu.hk/Ageing/tc/reslibrary.php?rid=597


   

善用社交媒體及線上資源 在疫情下保持身心健康 

（嶺南大學  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安老計劃） 

 

在新冠疫情下，大家的生活模式有很大的 

改變，其中之一無疑是人們使用互聯網及 

社交媒體的方式。有研究顯示，美國用戶 

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平均時間顯著增加， 

每天平均會花 65 分鐘在社交網絡上和親 

友交流及掌握最新資訊。技術的發展，使 

我們能夠利用不同的通訊工具與家人、朋 

友、親人保持聯繫。海外研究亦有顯示， 

發現社交媒體是一種與人聯繫的有用方式， 

尤其通訊設備等的功能能為長者提供視覺 

交流，比起使用傳統電話只傳遞聲音，視 

覺元素能刺激長者，讓他們感受與親人更 

實在的聯繫，這些研究發現顯著突出了科 

技和社交媒體對社會關係的重要性。 

 

嶺南大學（嶺大）有見香港第五波疫情嚴重，於這個非常時期特別推出 「嶺大抗疫

三寶．生活『疫』好」 的頻道，包括「中醫藥膳食療」、「線上運動」、及「資訊分享」。

嶺大透過社交體，分享三方面的短片及資訊，鼓勵大眾以知識迎戰病毒、以強健體魄

同樂觀的心態面對逆境。 

 

嶺大鼓勵長者、照顧者及大眾善用網上資源及影片，推廣「中醫藥膳食療」、「線上運

動」及「資訊分享」。公眾可以掃瞄以下二維碼，進入頻道，學習及分享相關的資訊。

親人亦可以協助長輩善用和適應新科技，讓他們在居家抗疫期間亦能繼續與外界保持

聯繫，支援他們生活及溝通需要，並鼓勵他們在疫情下保持身心健康。 

 

嶺大抗疫三寶 • 生活「疫」好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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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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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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電話：2655 7688   傳真：2655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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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仁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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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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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有限公司建生堂耆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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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如不希望收此刊物，請致電通知所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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