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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合資格長者因應個人需要，使用社區券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第二階段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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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用服務券

保良局社區服務券單位簡介

社會福利署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採用「錢跟人走」的資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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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現時服務涵蓋全港 18 區，社區券數目最高可達 6000 張。

計劃內容
期間
服務對象
試驗地區
數目

認可服務
提供者

服務範圍

服務提供
模式
服務券價值

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特色 保良局 21 間認可服務提供單位特色
2016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
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評定為中度缺損 或 嚴重缺損之長者
本局 21 個單位服務全港多個區域，
包括：觀塘、深水埗、黃大仙、荃灣、
全港 18 區
葵青、九龍城、油尖旺、沙田、元朗、
屯門、中西區、南區及離島
不同的服務單位各具特色，包括：
．多元化認知障礙症服務
．生命教育「一條龍」服務
全港共 153 個
．中風後康復護理
．日 間與院舍服務結合，提供 24 小
時支援
．長 者及家人可選擇：
．全日間中心服務
．日間照顧
．家 居照顧 +
．全家居服務
．也可選擇混合服務
家居支援
．住宿暫託服務
．本 局社區券使用者可優先使用本局
屬下十間合辦住宿服務的安老院舍
．單一中心為本

．單一家居為本

．混合模式

5 個社區券價值 ($9600, $8150, $7260, $5810 及 $4020)
6 個共同付款級別：社區券價值的 5%,8%,12%,16%,25%,40%
共同付款
( 參考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
．認 同服務提供者 (RSP)
．長 者及家人可與個案經理商討切合
選擇的形式
就每項服務設定價格，
其需要的服務配套
讓長者及家人自由選配
備註：使用社區券的長者，只需通知負責社工，便可繼續輪候長期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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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社會福利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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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全為你，專注每分每秒

 最欣賞是中心社工很細心聆聽，了解我們的困
「
難後，又好快作出回應」

這份愛，永長壽
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鑽石山）

個案長者：黃金婆婆（86 歲）

再鋒利嘅刀都有生鏽嘅一日
黃金婆婆 ( 金金 ) 今年已經 80 多歲，年紀愈大，病痛愈多。自 2014 年起，已
先後被確診患有糖尿病、腸腫瘤以及中度認知障礙症。因患病的原故，婆婆的記憶
力逐漸衰退，早已忘記回家的路，有時甚至會忘記吃飯，現在已無法自行處理個人
的起居飲食。

 ……她的手腳無力，行路容易失平衡……我們不敢讓她單獨外出……既
「
要照顧自己的家庭，又要照顧她的起居飲食，擔子愈來愈重……」
隨著黃金婆婆的情況日漸變差，照顧她的擔子就愈加沉重，而家人的生活壓力
亦變得愈來愈大。
當黃金遇上鑽石
幸而，黃金婆婆於 2016 年下旬，獲得社署邀請參加第二階段的服務券試驗計
劃，在眾多機構中，揀選了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鑽石山），家人終於找到一個
紓緩壓力的幫手，而黃金亦因此與鑽石相遇。

 ……媽媽可以在安全的環境接受日間照顧服
「
務……對家人實在是天大的喜訊……」

陪著你走，走過「換牙」適應期
一連串「適應，微調，再適應」，是更換假牙的必經 勤做健體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過程。辛苦的不只是黃金婆婆，同時也辛苦了家人。有見
及此，社工持續與家人聯絡、溝通，共同尋找一個更佳的應對方法。為了回應黃金
婆婆對營養晚餐的需要，以及家人準備營養晚餐的壓力，中心決定在短期內為婆婆
準備營養晚餐，供其在家食用，期望以「多走一步」的服務，與黃金婆婆及其家人
一同走過這個困難時期。

「……又一次為我們解決難題，我們無言感激這種親切的關懷……」

 ……萬分感謝保良局張麥珍耆樂中心上下的員工，因著他們的愛心和盡
「
心，提供貼心的服務，跳出一般機構的框架，好實在幫助我們的家庭……
協助長者得到好好照顧，有尊嚴的走人生最後的階段……」
分享生活點滴，大家有傾有講

近年，黃金婆婆因身體狀況轉差，常常只能長留在家，生活變得乏味無趣。有
見及此，中心安排會員與她一同打牌耍樂，又一同參與不同的班組及活動，透過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刺激婆婆對外界的反應，藉此為她重建社交網絡，豐富其社交生
活，令生活質素得以提升。

 ……多了社交生活，媽媽比以前開朗同醒目，屋企人亦都感到安心，減
「
輕咗好多憂慮同壓力……」
另一方面，為了讓黃金婆婆有更多鍛練下肢肌力
的機會，護理員與她於社區「慢步同行」，一同乘搭
港鐵回家，這個「腳踏實地」的訓練，有助加深她對
回家路線的印象。同時，護理員亦會鼓勵黃金自行使
用八達通，自行辨別鐵路圖及車站設施，讓她在安全
的情況下，重拾過去的日常生活，加強與社區的接觸，
參與班組活動，發揮個人所長
提升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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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朋友圈子，加強社交支援

面對困難總是令人煩惱的，然而每當發覺中心服務真的可以為黃金婆婆及其家
人帶來實質幫助，確實讓同事倍感興奮。

社工與家人傾談過後，感受到家人在照顧黃金婆婆時
累積了不少壓力，也明白到他們十分擔心媽媽的身體狀況。
為了可以提供合適的服務予黃金婆婆，社工與家人一同商
議服務內容。
因你，身邊有我緊握你的手

家人表示當得悉黃金婆婆因假牙不合適，而令飲食大
受影響，中心即主動協助申請「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計劃」，讓她可以盡快得到診治的機會。同時，又將婆
婆的飯餐改為糊餐，以改善日常進食情況。黃金婆婆的血
糖指數近日有所上升，中心即安排護士進行免費的健康諮
詢，提供合適的照顧計劃。除了記錄血糖水平及控制飯餐
外，體適能教練又特意增加婆婆每日的運動量，希望透過
多方配合，有效控制她的血糖水平。

猶記得金金在中心自行入房休息時，輕描淡寫的拋出一句「玩到攰咪瞓囉」，
婆婆視中心為家的表現，令中心仿佛多了一位可愛的家人。因為愛，造就了黃金與
鑽石的相遇；亦因為愛，促使家人與各位職員一同陪著黃金走過豐盛的晚年。

服務配套
服務券價值：
共同付款級別：
共同付款金額：
政府資助金額：
服務組合：

日間中心服務內容：
到戶服務內容：

$9,600
III (12%)
$1,150
$8,450
日間中心服務：全 日制日間照顧服務、車輛接送服務 及
陪同接送：每月 44 次
到戶護理服務：每月 6.5 小時
上午：量 血壓、復康運動 (V-Health 互動負重運動儀、坐
式全身訓練機 ) 、午膳
下午：下 午茶、小組 / 節日活動、認知訓練 ( 現實導向、
棋牌、桌上遊戲等 ) 、
個人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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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由「麗」轉變
保良局方譚遠良健樂中心（秀茂坪 )

個案長者：劉翠麗婆婆（88 歲）

使用服務前之情況
育有４子１女的翠麗獨自居住於麗晶花園，因女兒移居外國，加上其他家人忙
於工作未能為翠麗提供緊密的照顧，導致患有認知障礙症的翠麗日常生活變得混亂
及出現行為問題，除了不定時外出飲茶外，也常常到垃圾站搜尋「寶物」，使家中
經常出現大量雜物。
翠麗的生活習慣使家人十分擔憂，令家人需要於工作時間外抽空照料，家人感
到十分吃力。同時因為翠麗欠缺恆常運動，導致她的活動能力漸漸下降。
參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社區券 )
為了讓翠麗維持穩定而正常的作息及改善翠麗的活動能力，同時舒緩家人的照
顧壓力，家人選擇讓翠麗參與計劃，一星期六天到中心使用全時間日間中心照顧服
務。讓家人不但有放鬆及休息之時間，同時可以有更多的私人空間，重獲個人的社
交活動。
活動能力改善：
接受服務初期，翠麗因為步履不穩，需要在別人

助人自助：
社區券服務讓翠麗對中心有了歸屬感，使翠麗
樂意參與中心義工服務，包括協助整合中心月訊及
賣旗活動。翠麗參與義工服務，一方面讓中心多了
一個好幫手，另一方面更可以讓翠麗增加自信及滿
足感。
總結
社區券服務不但對翠麗活動能
力和認知能力有幫助，同時更充實
了她的社交生活，維持穩定及正常
的作息，減少了行為問題。此外，
服務亦大大減輕了家人的照顧壓力，
使家人能夠專心工作。
翠麗使用服務券計劃不知不覺
已有四年多的時間，除了公眾假期
外，幾乎每日都會到中心使用服務，
與中心的工作員及長者均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尤如家人一樣。

監督下步行。使用服務後，翠麗每天到中心進行復康

翠麗積極參加中心活動，
當中包括特飾便服日及生日會等，
不但擴闊翠麗的社交圈子，
同時亦增加了對中心的歸屬感。

訓練，當中包括使用震動儀及坐式全身訓練儀分別強
化骨質密度及四肢力量。現在，翠麗能夠穩定地獨立
步行。
擴闊社交及認知：
從前翠麗缺乏社交生活，不論是飲茶還是「尋寶」
都是一個人，與別人相處及交談的機會甚
少。現在翠麗每天生活比以前有規律，又參

服務配套
服務券價值：

$9,600

共同付款級別：

II (8%)

共同付款金額：

$765

政府資助金額：

$8,835

服務組合：

日間中心服務：逢星期一至六 ( 全日 ) 每星期 12 節
車輛陪同接送：每星期 24 次
陪診服務

與小組活動，從中與其他長者交流及暢談生
活上的新聞舊事。翠麗變得心情開朗、健
談，每天到中心均充滿燦爛笑容。此外，翠
麗已沒有再到垃圾站拾荒或拿走中心物品，
而認知障礙症病情亦得以紓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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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服務：早、午、晚餐及下午茶
日間中心服務內容： 個人化復康訓練：坐式全身訓練儀，健身單車，聲波震盪儀
認知訓練：填色、桌上遊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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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至終，只有『您』一位
保良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 觀塘雲漢 )

個案長者：鄭惠英婆婆（95 歲）

患難見真情
「回想起在 2016 年時，家中發現有木蝨，當時我很徬徨無助，不知如何是好，
向中心求助，十分感謝中心即時回應，安排了滅蝨公司師傅上門視察情況，進行滅
蝨工作，為我更換了家中的睡床及床上用品，更感激當時護理員為我清潔家居環境，

眾裡尋『家』．唯獨是『您』
在 2013 年 9 月，「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第一階服務推出時，鄭惠英婆婆獲
得社署邀請參加試用計劃，鄭婆婆在芸芸眾多的服務提供者中，唯獨選擇了保良局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 觀塘雲漢 ) 。鄭婆婆獨居，大部分時間獨自在家，自從使用
中心服務後，配合中心多元化活動和群體生活，擴闊了鄭婆婆的社交網絡，中心便

讓我重新有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鄭婆婆緊緊地握著社工謝姑娘的雙手，表達深
深的感謝之情，感謝中心提供家居環境改善計劃，渡過難關。
由『第一』階段 過渡 『第二』階段．不離不棄
鄭婆婆不經不覺使用本中心服務券服務多年了，由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
段服務，由『第一個』服務使用者到已進入政府院舍，見證中心越來越熱鬧，雖然

成了鄭婆婆第二個『家』。

第二階服務券形式改變，但持續的照顧計劃，曾讓鄭婆婆經歷「活著就是精彩」。

專業服務、貼心照顧
鄭婆婆因患多種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哮喘等，由中心姑娘每週評
估或監測鄭婆婆自行服藥的準確度，量度血糖及血壓等，以維持各項指數水平，讓
鄭婆婆更安心自己的身體情況。

服務配套

「自從使用中心服務後，每天有熱敷、運動，讓我雙腳疼痛的程度減少了，人
亦開心了。」鄭婆婆每天最期待就是回中心進行復康運動及熱敷，由物理治療師勞

服務券價值：

$7,260

先生因應婆婆的身體情況，度身訂做復康運動訓練，維持活動能力。

共同付款級別：

I (5%)

鄭婆婆居住的單位為公共屋邨，樓齡超過 50 年，家居設施未能配合長者身體

共同付款金額：

$365 ( 另需自資 $19)

衰退的需要，鄭婆婆表示「感謝中心幫我重修地板及窗口，讓我少了一份擔心。」

政府資助金額：

$6,895

服務組合：

日間中心服務：每月 17 節 及
陪同接送：每月 34 次及車輛接送 34 次
到戶復康運動及護理服務：每月 4 小時
送飯服務：每月 20 餐

日間中心服務內容：

1. 膳食服務：早、午餐
2. 個人化復康訓練：上肢訓練 ( 拉繩 )、腳踏單車、聲波
振動儀等。
3. 痛症管理：提供熱敷、電療復康服務，控制痛楚，維
持活動能力。
4. 記憶訓練：圖片配對、桌上遊戲訓練。
5. 護理服務：提供血糖測試，維持血壓穩定。
6. 個人照顧服務：提供沐浴服務，因有灰甲，由護理員
協助剪除灰甲。

到戶服務內容：

1. 到戶護理服務：提供基本護理，例如量血壓。
2. 到戶復康服務：長者獨居，由中心護理員提供復康運
動、陪同外出購物、陪同到銀行提款等。

由職業治療師馮先生上門評估及改善家居環境安全，協助安裝防跌設施，例如安裝
扶手，及地板改善工程，預防跌倒。

家中曾發現有木蝨，
感激當時護理員清潔家居環境。

中心多元化活動，
讓我認識新朋友。

足球狂熱，
感受足球的熱情，
感受中心的熱愛。
有車輛接送服務，
讓鄭婆婆方便回到日間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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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杯…感謝中心帶我外出飲茶。」
鄭婆婆會心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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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復健踏上健康路
保良局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 家居照顧好幫手 )

個案長者：黃東治伯伯（86 歲）

黃東治伯伯已 80 多歲，2016 年 9 月的一次中風後，不幸令長者左邊身體失去
活動能力，需要長時間臥床，加上失禁、失語，所有事情完全依賴他人協助，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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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堪言，心情亦甚受影響，情緒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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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黃伯伯透過第二階段服務券計劃，使用了本局的長者社區服務，
當時長者兒子十分希望爸爸可以重拾進食的樂趣，而經過職業治療師評估後，認為
長者有望自行進食，因此為他設計一系列認知及吞嚥功能訓練，希望加強長者口部
活動能力。另外安排物理治療師上門為長者設計復康運動，每星期最少 2 次護理員
上門為長者進行認知、吞嚥及復健訓練。家人及長者都表現積極，除每星期接受中
醫針灸，又到醫院接受言語治療師服務。
復康團隊助長者改善吞嚥能力
最後長者於 2017 年 5 月成功脫離「插胃喉」行列，可以進食糊餐，並能自己
動手進食。此改變完全有賴長者、家人與服務券團隊的恆心、堅持及努力，最重要
的是大家對東治伯伯的「愛」及「用心」，讓饞嘴的他可以重拾吃東西的興趣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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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長者心情亦因這樣的改變而開朗起來，說話多了，笑容亦多了。
同事與長者的關係良好，每次長者都十分期待同事上門做訓練，訓練時長者十
分合作，更會開懷大笑，也不捨得職員離開。
我們時常與長者兒子聯絡，他表示我們的服務有助家人照顧長者，尤其是改善
了爸爸的吞嚥能力，經醫院言語治療師評估後，不需再使用胃喉。另一方面，職員
經常與長者傾談，令他心情開朗不少。而服務券具彈性的服務安排，令工人有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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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時間做其他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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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不需要再用胃喉，可以自己進食

治療師到戶使用長者家中普通食具及凝固粉進食訓練

11

職業治療 - 家居安全評估

物理治療 - 對抗頑痛有辦法

職業治療師：曾芷欣姑娘

物理治療師：黃振昇先生

目的

熱療

冷療

透過熱力，提升患處溫度，使皮下血管
擴張，加速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消除
慢性炎症

降低患處溫度，收縮血管，放緩受傷
組織血液的流動速度

止痛，減低肌肉痙攣，增加關節靈活
療效
使用方法 熱水袋、熱敷墊、電熱氈，用毛巾包裹

止痛，減低腫脹，舒緩炎症
冷敷墊，冰袋，急凍噴霧

疾病或年齡增長令長者身體機能逐漸衰退，自我照顧能力下降，跌倒危機亦隨之增
加。職業治療師會透過不同的設備或輔助器具，延緩長者體能或智能退化，維持自
我照顧能力，並減低照顧者勞損的機會。
職業治療師會為服務使用者進行「家居安全評估」，針對長者身體機能或認知能力
受損情況提供適切的建議及支援，除了改善環境安全，令長者生活更舒適，更可以
減輕照顧者壓力。

干擾波電療 (Interferential Therapy)

．改善家居環境，消除環境風險

目的：透 過兩個中頻電流互相干擾，產生低
頻電流，刺激皮膚深層組織

一般居住單位都是為健全人士設計，對於機能下降或患病的長者來說可能潛藏危
機。治療師會評估長者的家居環境，配合其生活習慣，進行量度及作出建議。例如

療效：緩 解痛症，放鬆深層繃緊肌肉，舒緩

建議於家居特定位置安裝扶手、加建斜台以便長者進出房間，或針對長者身體狀況

炎症

調動傢具位置等。視乎個別情況，治療師甚至可以協助長者對家居改裝進行申請或
協助安裝。

超聲波治療 (Ultrasound Therapy)

．建議合適器材，促進自我照顧

目的：透過電流產生高頻率聲波，通過纖維組

不少長者在患病後仍能保持一定的自理能力，但欠缺輔助設備讓他們安全地進行自

織振動，改善血液循環，促進組織復原

理活動。針對不同活動能力及認知程度的長者，治療師會建議合適的輔助器材，並

療效：舒解炎症，治療軟組織受傷 ( 肌腱，韌

教導合適的使用方法，例如為下肢活動不便的長者建議使用浴缸板、便椅等；亦會

帶，肌肉 )

為有遊走及走失風險的長者建議防走失警報器、刻有聯絡資料的飾物等。

針灸療法 (Acupuncture)
目的：通過針具刺激皮下特定穴位，刺激神經
系統，放鬆肌肉及關節組織
療效：舒緩炎症，減痛

裝置床邊扶手

安裝扶手

掛牆起身器

床邊便椅

防走失器

加建斜台

運動療法 (Exercise)
目的：透過主動，被動，主動輔助性運動等，恢復關節活動幅度，
提升肌肉力量療效，舒緩炎症，減痛
療效：促進關節靈活度，提升肌肉力量，控制痛楚
參考資料：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12

有輪便椅

浴缸板
坐廁增高器

床尾繩梯
減壓坐墊

* 選購及使用以上各種器材前，請諮詢職業治療師的意見

安裝床欄
參考資料：房協長者通、居家通、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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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健康秘笈：預防流感
樂頤居營運經理：鄭敏智姑娘

點解要打針？

流感高峰期又快到了，各位
老友記打左針未？

阿婆教精
你
點用「服
務券」

邊度有得打？貴唔貴㗎？

有冇人唔啱打㗎？

季節性流感 ( 流感 ) 是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疾病，
長者一旦患上流感，會有較高風險出現併發
症、病情嚴重者需要住院，甚至死亡。接種疫
苗能有效預防流感及其併發症。因此，接種疫
苗對長者及與其同住或為其進行護理的人士尤
為重要。

「長者疫苗資助計劃」於 2018 年 10 月開始。
凡在計劃年度內年屆 50 歲或以上的香港長者，
到已登記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接種疫苗，
可獲得政府每劑季節性流感疫苗港幣 $190 的
資助，所以費用全免。

有冇副作用㗎？
除了接種處可能出現痛楚、紅腫外，一般並無其他副
作用。部份人接種 6 至 12 小時內可能出現發燒、肌肉
和關節疼痛、疲倦等，這些症狀通常會在兩天內減退。

因為流感病毒的類型每年都會轉變；而且，流感免疫力
會隨時間降低，一年後可能降至沒有保護作用的水平。
因此，每年都要接受流感防疫注射。研究顯示，每年均
接受流感防疫注射的長者對流感有更強的免疫力。

參考資料：衛生防護中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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