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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護理服務」知多點 

隨著長者的年紀增長，健康狀況、自我照顧能力及活動能力亦因老化而衰退，需要不

同的支援。在這個時候，護老者及長者可共同規劃未來的照顧措施，為長者的將來作

好打算，減輕護老者的照顧壓力。社會福利署於 2003 年 11 月起實施長期護理服務中

央輪侯冊，主要為長者處理相關受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及服務編配。在中央輪侯

冊之下，社會福利署提供統一登記及評估，為長者申請人輪侯及編配受資助的長期護

理服務。 

 

透過中央輪侯冊下，輪候的長期護理服務包括以下： 

 

1. 社區照顧服務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日間護理單位 

 

2. 住宿照顧服務 

 護理安老院 

 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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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報告的有效期為 12 個月，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安排長者作重新評估。但若長

者在評估後情況出現重大轉變，包括健康、照顧能力、居住環境等，負責工作員會

安排重新評估，確定長者當前的長期護理需要。 

 
最後，如果長者有需要申請長期護理服務或對於申請有任何疑問，歡迎大家找所屬地

區的長者服務單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醫務社會服務區向職員查詢。 

身體狀況變差 
長者身體狀況、自我照顧能力、家人照顧能力有所變差， 

擔心日後的照顧安排。 

提出申請 

長者及家人可向醫務社會服務部、所屬地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 

長者服務單位的負責工作員提出申請長期護理服務。 

初步甄選 

負責工作員進行初步了解及甄選，並按需要轉介長者接受統一評估。 

進行評估 
評估員透過家訪及會面為長者進行評估。評估內容包括：了解長者的身體狀況、

家居環境及支援狀況等。 

講解評估結果及制定照顧計劃 
負責工作員向長者講解評估結果，包括已配對的服務選擇、「臨床評估紀錄」跟進項目和 

建議的跟進工作。同時，負責工作員亦需協助長者制定照顧計劃，並申請適切的服務。 

有關申請長期護理服務的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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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心復康用品借用資料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 按金 租金 備註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

體育中心四樓 
2655 7688  $5/日 

首次借為 7 天，續借期不可多於 14 天 

中心會員或護老者借用(使用者需年滿 55 歲)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山景邨社康大樓三樓四號 2466 6591  

只供本中心會員或護老者會員借用，每次借用期為

14 天。逾期交還者，將每天收費$10。 

香港路德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友安 

長者中心 
安定邨安定/友愛社區中心二樓 2451 9759   供本中心會員優先借用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   

田裕浸信會長者鄰舍中心 
田景邨田裕樓地下 A 翼 2454 7188  每次$5 

借用期為 7 日，供本中心護老者/會員優先借用， 

(如需續借，需與中心職員聯絡)。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地下 2468 1109  首兩週免費 首兩週免費，其後每週$10，最多續借四週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蝴蝶邨蝶影樓地下 131-134 號 2456 1922 
會員$10/週                  

非會員$20/週 
供本中心會員優先借用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三聖邨豐漁樓地下側第二號亭 2452 2790  $5/日 
首次借為 7 天，續借期不可多於 14 天 

中心會員或護老者借用 

香港宣教會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大興邨興耀樓地下 15-21 號 2465 7163 
非會員

$200 


租借最多一個月，可以續借，延長借用期 

(每次兩星期)。逾期未能歸還者，按金將不會發還。 

國際四方福音會建生堂耆年中心 建生邨樂生樓 B 翼地下 2467 0188 
非會員

$200 
非會員:$5/天 

每次借用期最多為 14 天，必須依期歸還。 

(如需續借，需與中心職員聯絡。) 

鄰舍輔導會富泰鄰里康齡中心 富泰邨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2453 7737   供本中心會員優先借用，每次可借一星期； 

仁愛堂元朗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新界元朗馬田路 38 號怡豐花園 

商場地下 25-28 號地舖 
2476 5590 $200 每節$10 服務 6 節為上限，如需延長，請與職員查詢。 

博愛醫院王木豐紀念 

長者健康支援及進修中心 
良景邨良景社區中心一樓 2454 3312   只供本中心會員借用，有需要請與職員查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尊長會 兆康苑商場二樓 227 號 2465 7166 $180 每星期$10 只供本中心會員借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健頤會 山景邨景榮樓 7-9 號地下 2467 2620 $200 每兩星期$30 供本中心會員借用 

香港紅十字會—屯門 

-盈豐臨時交收中心 

屯門良德街 9 號盈豐商場 

一字樓 B16 號 

26100515/ 

5426 4554 
$200 $120/月 

中心設有「器材到戶服務」，可供有經濟困難之人

士申請。請先致電職員查詢和預約。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屯門大興邨興昌樓 26-33 號地下 2775 4414   借用兩星期，如有需要續借，請與職員查詢。 

＊請致電各中心查詢借用詳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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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目派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逢星期五上午， 

每月 4 堂) 

香港萬國宣道 

浸信會社會服務   

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已接受 

記憶力評估及 

合適的會員 

$10/4 堂 
歡迎聯絡 

負責同工楊姑娘預約。 

透過不同認知遊戲、 

現實導向、 

運動等以 

促進長者的認知、 

社交及專注力。 

2454 7188 

智趣同行- 

音樂篇 

2022 年 

1 月 

(逢星期五上午， 

4 堂)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   

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護老者會員 $10/4 堂 
歡迎聯絡 

負責同工楊姑娘預約。 

音樂律動活動、 

遊戲互動及 

歌曲分享， 

增加對腦退化的認識。 

2454 7188 

樂齡 

科技之旅 

2022 年 

1 月 12 日 (三) 

上午 10:30-12:00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 

社會服務   

田裕浸信會 

長者鄰舍中心 

中心已登記 

有需要護老者 

及護老者會員 

10/人 
歡迎聯絡 

負責同工莫姑娘預約。 

參觀嶺南大學 

賽馬會 

樂齡科技體驗館,  

增進對醫、食、住、行 

相關的樂齡科技 

產品的認識。 

2454 7188 

職業治療 

評估服務 

2022 年 

1 至 3 月 

(逢隔週星期五)  

下午 2:00 - 6:00 

仁愛堂胡忠 

長者地區中心 

居住於 

屯門東南區的 

本中心會員及 

本中心已登記 

護老者優先 

$150/次 

歡迎聯絡 

負責同工馮先生 

以確定報名資格。 

由職業治療師提供 

家居環境評估服務。 
2655 7631 

中心/到戶 

短暫 

看顧服務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仁愛堂胡忠 

長者地區中心 

中心已登記之 

有需要護老者 
免費 

歡迎聯絡職員 

馮志堅先生 

查詢及登記。 

為體弱長者提供 

短暫看顧服務， 

讓有需要護老者 

得到歇息的機會， 

使他們能持續 

擔任護老工作。 

2655 7631 

 

護老活動重點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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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障礙症患者走失處理 
鄰舍輔導會 

屯門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中心 

外出前作好準備 
1. 在時間及資源許可下，盡量陪伴患者外出。 

2. 每次出門前，手機拍下患者該天身穿的服飾作為記錄，萬一患者走失，警方能以此作為尋人線索。 

3. 出門前，要確保患者的手機已啟動及電量充足，以便走失後可聯絡患者。 

4. 為患者配戴色彩鮮明的隨身配件，如紅色帽子、橙色背囊等，以便走失後容易識別患者行蹤。 

5. 讓患者配戴刻有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之衣服，手鐲或手鏈。 

6. 記下患者「八達通」號碼，以便走失後為警方提供尋人線索。 

7. 參加「友里蹤跡」社區計劃 (查詢電話：耆智園 2946 8139)。家人只須下載「友里蹤跡」APP，成

為「耆跡天使」。而確診認知障礙症患者將獲分發―個「守護蹤」裝置，「守護蹤」裝置有三種款

式，增加患症攜帶機會，而且使用低耗電藍牙科技，不需天天充電。

 

 

出期間提高警覺 
1. 與患者外出期間，盡量拖手並行，走路步伐盡量一致。 

2. 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 

3. 乘車時，患者與照顧者的座位距離不要太遠。 

4. 患者需要如廁時，照顧者可陪同對方共同使用傷健人士洗手間，避免患者如廁後自行離開。 

 

 

走失後處理方法 
1. 立即通知其他家人，與其他家人分頭尋找，去附近輕鐵站、商場及街道，推測患者可能會去的

地方，以及留意患者會否自行回家。 

2. 可報警求助，向警方提供患者「八達通」號碼、提供患者近照及走失當日身穿服飾資料。 

3. 如在港鐵附近或站內走失，應立即通知港鐵職員進行乘客廣播。 

4. 尋獲患者後，安撫患者不安情緒；提供食物和飲品給患者充飢。 

5. 檢查患者有沒有傷口或不適，如有需要可帶患者求診。 

6. 家屬可透過「友里蹤跡」APP 程式報失，所有「耆跡天使」就會收到「報失通知」，大家只須開

啟藍牙及位置，便可偵測到附近攜帶「守護蹤」裝置的走失長者；家屬有機會透過大眾的偵測，

得知患者所在範圍，大大收窄所需搜尋範圍。 

 



社會福利署長者社區照顧券試驗計劃 
 

社會福利署(社署)獲獎券基金撥款於 2020 年 10 月在全港 18 區推行第三階段「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以「錢跟人走」的模式，讓合資格長

者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券)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支援他們

居家安老。 

 
參加資格及申請方法 

在「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為適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照顧服務，並正在資

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或院舍照顧服

務，而尚未接受任何院舍照顧服務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才列為合資格的長者。 

 
社署會直接向在中央輪候冊上合資格長者發出邀請信，邀請他們參與第三階段試驗計

劃，長者填回參加表格予社署即可。每名參加試驗計劃的合資格長者會獲發社區券證

明書，社區券證明書持有人可於接獲社區券證明書後直接聯絡認可服務單位，以購買

合適的服務。 

 
試驗計劃內容範圍及模式 

試驗計劃的服務範圍與現行的資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相

若，分為以下三種模式： 

 
- 中心為本 (全日或部分時間)； 

- 家居為本； 

- 中心為本及家居為本的混合模式。 

 
三種服務模式所提供之服務內容都包括復康運動、護理服務及個人照顧等。部份認可

服務單位亦提供住宿暫託服務及/或言語治療服務。 

 
現時共有 233 間由具備提供長者照顧服務經驗的社署津助非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

社會企業及私營機構負責營運的認可服務單位供長者選用。有關個別認可服務單位的

服務詳情，例如：空缺名額、服務項目收費等，可瀏覽社署長者資訊網1；此外，長者

亦可額外付款，向認可服務單位購買高於社區券價值或認可服務範圍以外的額外服

務。有關額外服務的資料，詳情可瀏覽各認可服務單位在社署長者資訊網內的資料及

向各認可服務單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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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付款安排 

長者可按其需要與服務供應單位洽商服務提供內容，並選擇最高及最低社區券面值之間

的任何面值購買服務組合(2021-22 年度社區券價值的最高及最低面值分別為每月 9,980 元

及 4,170 元)。 

 
試驗計劃以『能者多付』為原則，讓負擔能力較低的使用者獲得較多的政府資助。社署

會根據長者及同住家人的收入進行經濟狀況審查，並參考政府統計處按季度更新的家庭

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以釐定長者的共同付款級別，而長者家庭住戶的資產並不計算在

內。共同付款金額共為六級：5%、8%、12%、16%、25% 或 40%，長者須按共同付款級

別支付社區券服務組合價值的金額，而政府會負責支付社區券服務組合價值的餘額。 

 
社區券證明書持有人在開始使用服務時，才需向所選擇的認可服務單位按月繳付共同付

款金額。若日後社區券證明書持有人的經濟狀況有變，須通知社署社區照顧服務券辦事

處，社署會再次評定其共同付款級別。 

 
長者在中央輪候冊上的位置 

長者在獲發社區券證明書後，社署會將其在中央輪候冊上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更新為「非

活躍個案」。在參與試驗計劃期間，長者如有需要，可透過負責工作員，重新啟動其在中

央輪候冊上的輪候狀態，將已列為「非活躍個案」更新為「活躍個案」，而其輪候位置亦

會以原本的申請日期為準。 

 
住戶每月收入及第三階段「長者社區服務券」試驗計劃六個共同付款級別 

(2021 年 4 月 1 日生效) 

 

 
1 長者資訊網網址：https://www.elderlyinfo.swd.gov.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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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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