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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情真 

2020 年 7 月 

  第五十三期 

基督教 

香港崇真會 

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 

地址：新界大埔汀角路 51A 太平工業中心第四座四樓 3 室 

電話： 2657 5522  傳真:2656 9822  電郵: eh@ttmssd.org 

主任隨筆 

自 2020年 1月出現新冠肺炎以來，香港市民面對反覆不

定的疫情變化，內心難免有所不安及恐懼，故此，今期特

別為大家介紹傳染病，所謂傳染病是如何傳播呢? 護士劉

嘉宜在健康 FIT一 Fit會為大家簡介一下，讓大家明白及

了解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在護老天地則由社工鍾潔瑩為大

家講解預防感染傳染病，達致預防勝於治療之效。本隊服

務受著疫情影響，過去半年只能按社署指引，提供有限度

服務，究竟服務使用者在此情況下如何自處，今期邀請多

位服務使用者同大家分享，盼能為大家加油打氣! 至於今

期生命驛站-「到位的社區照顧服務」 ，介紹服務如何到

位才可支援服務使用者需要，以減輕照顧者壓力，請不容

錯過，與大家互勉之。最後，當然少不了皆大歡喜、資源

閣及意見大搜查。 

 

 

 

  

今期內容 

主任隨筆  P.1 

健康 Fit 一 Fit 

傳染病 

 P.2 

護老天地 

預防感染傳染病 

 P.3-4 

生命驛站 

到位的社區照顧

服務-蔡順德婆婆 

 P.5 

疫情下心聲分享 

 

 P.6-7 

皆大歡喜 

資源閣 

意見大搜查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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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                         登記護士  劉嘉宜      

健康 Fit一 Fit 

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包括以下六種﹕ 

接觸傳播 飛沫傳播 空氣傳播 

  

 

1經直接接觸患者的身體 

2 經間接接觸沾有病原體

的物品 

  

1經吸入患者打噴嚏、咳嗽、

吐痰或講話時所噴出的飛

沫。 

2 經觸摸沾有病原體的物件

後，再觸摸口、鼻或眼睛時

進入身體。 

病體附在微塵或水點上，在

空氣中浮游一段時間，經呼

吸道進入人體。 

病媒傳播 食物或水源傳播 血液或體液傳播 

   

病原體在昆蟲體內，如蚊、

蟎、蜱等，受感染的昆蟲再

把病毒傳播開去。 

1進食受污染的水或食物 

2使用受污染的食具 

1被受污染的針/利器所傷 

2進行不安全性行為 

傳染病是指病原體(病原微生物或毒素)入侵人體，並繼續在人體內滋生繁殖，使感染

的人產生各種病徵。當病原體繼續透過不同的傳播途徑感染其他人時，這便是傳染病。 

參考資料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安老院舍預防傳染病指引. 擷取自: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

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residential_care_homes_for_the_elderly_chi_part1.pdf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概念. 擷取自: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

guideline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rchd_1_concepts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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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感染傳染病                      社工 鍾潔瑩 

護老天地 

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只要做足預防措施，病毒便無法入侵我們的身體。要有效

預防傳染病，我們可從下列三方面著手： 

(一)個人方面 

1.實行健康生活模式﹕ 

  要有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充足的營養及充分的休息 ，以增強個人免疫力。 

 

2.保持雙手清潔﹕ 

  ˙在飯前、處理食物前後、如廁後、打噴嚏或咳嗽後、接觸受污染的物品或環境後 

   、接觸眼鼻前、處理過排泄物、血液及呼吸道分泌物後必須洗手。 

  ˙正確洗手方法﹕ 

     先把雙手弄濕後，加入梘液，再用手擦出泡沫，最少用二十秒時間揉擦手掌、手 

    背、指隙、指背、拇指、指尖及手腕；洗擦後，用清水將雙手徹底沖洗乾淨。   

   

 

 

 

 

 

 

 

    拇指            指尖            手腕 

   手掌            手背            指隙            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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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確使用口罩﹕ 

  ˙身體不適及遇有社區爆發傳染病疫情時，必須佩戴口罩；佩戴口罩前及除口罩 

    後，必須洗手。 

  ˙正確佩戴口罩的方法﹕ 

 

 

 

 

 

 

 

 

  

(二)保持環境衛生 

    ˙經常打開窗戶，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保持家俱、地面及廁所清潔，定期以 1:99稀釋家用漂白水進行消毒。 

    ˙垃圾要包好及放入有蓋垃圾桶內，並經常保持垃圾桶蓋常關。 

(三)保持食物衛生 

    ˙在預備食物前必須洗手  

    ˙如有傷口，應以防水敷料覆蓋，以防傷口的病原體沾污食物。 

    ˙不要購買沒有正確標籤、過期或包裝破損的預先包裝食物。 

    ˙不要購買外表、氣味或味道異常的食物。  

    ˙生熟食物要分開處理或貯存。  

    ˙不要購買過量食物以免食物貯存過久。  

參考資料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一般預防傳染病的建議. 擷取自: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

guidelines_on_prevention_of_communicable_diseases_in_residential_care_homes_for_the_elderly_chi_part3.pdf 

口罩之金屬條沿鼻樑兩側按下 佩戴後，應避免再觸摸口罩。  

  

  

顏色面向外，金屬條向上 。 戴上口罩，完全覆蓋口、鼻及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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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驛站 

蔡婆婆年輕時在內地從事耕田工作，1962年

定居香港後靠做泥工和擔水維持生計， 養活

子女。時間飛逝，回想往事，憶起兒女憑兩公

婆的努力，現已長大成人，成家立室，蔡婆婆

也肯定當年的辛勞沒有白費。 

現時婆婆身體有很多毛病， 腿也乏力，只好

終日留在家中，家務也得由別人代勞，婆婆坦

然現時最怕跌倒。蔡婆婆女兒告之，在未接受本隊服務前，因同住的孫仔日間需要上

班，而婆婆又行動不便，自行煮食感到困難，只好由居住粉嶺的女兒在家為婆婆備妥

兩至三餐飯，每週到戶兩至三次，把午餐帶到婆婆家中，放入雪櫃，讓婆婆自行翻熱。

猶記得有一次，婆婆因雙腳乏力，正準備翻熱飯餸， 不慎在廚房跌倒，動彈不得，幸

好當時婆婆口袋裡有手提電話，立即通知女兒前來相救。自加入本隊服務後，婆婆接

受送飯服務。女兒表示﹕『自接受送飯服務後，我真的放心了不少，媽媽不需再自行

翻熱食物，又減少跌倒受傷的風險。』 

此外，最困擾著家人是每日提婆婆準時服藥一事。由於日間蔡婆婆獨自在家，要提示

她每日準時服藥，便成為家人一大考驗。家人曾嘗試使用不同方法，如把『早上記得

服藥』的紙條放在家中每個角落，包括雪櫃面、月曆旁、房門、電視機旁、牆上及椅

子上，屋內幾乎每處也能看到；家人亦同時每日致電給蔡婆婆，提示她服藥，但都未

能湊效。當家人費煞思量之時，本隊的職業治療師向家人建議使用電子藥盒，家人即

時答應。從採購、教曉家人及婆婆使用電子藥盒，本隊同工也下了一番功夫。現時婆

婆在電子藥盒的幫助下，已能按時食藥，為家人解決了一大難題。現在每日早上 11時

30分家裡便傳來女兒錄音的聲音﹕『夠鐘食藥呀！夠鐘食藥呀！』，蔡婆婆隨即打開

電子藥盒，把藥量取出服用。婆婆向工作員

說﹕『個藥盒會叫架，叫到你攞嚟食為止，咁

都好，起碼提到我食藥。』 

婆婆及女兒也非常感謝崇真會專業意見及到

位的服務， 讓婆婆在社區照顧服務的支援下，

繼續留在熟識的社區生活。 

 

到位的社區照顧服務                  蔡順德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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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受新型冠狀病毒肆虐近半年，受疫情影響，本隊在 2月-5月只能提供有限度的

服務，當疫情於 6月稍為緩和時，我們的同工再次投入服務，可惜 7月疫情又再次反

覆，服務亦再次受到影響，盼望大家齊心抗疫，注意健康！以下是本隊服務使用者在

抗疫路上的心聲，透過分享，為各位加加油！ 

劉福伯伯                          

疫情期間，暫停到戶服務，

包括復康運動及認知訓練，

但仍維持送飯服務，感謝職

員在疫情下仍緊守崗位。 

葉鳳屏婆婆                                                       

疫情期間無論是家人或中心職員都無法到戶探望，感覺有點孤

單，但很感恩中心贈送物資如米、麵、廁紙及酒精消毒液等，

亦售賣了幾盒口罩給我們以解燃眉之急。自從 6月恢復服務

後，我和哥哥都好開心，因有職員陪伴做運動，亦有人跟我們

談天，感覺被關心。 

劉炳鳳婆婆                                                              

疫情期間，送飯服務一直沒有間斷，令

我感安心，外出時需要戴口罩，感覺不

方便及焗促。近日天氣炎熱，中心職員

又要戴口罩，行入村內送飯給我，知道

你們辛苦，在此多謝姑娘之辛勞！ 

鄭慧明婆婆                                                 

因擔心疫情關係，我和丈夫過年

後，暫停與家人及親友見面，兒

女以電話慰問及協助代購日常用

品，自己亦不敢外出剪髮。另

外，我左腳本身不太好，中心因

疫情暫停復康運動，令我感到腳

部不舒服，期間很渴望疫情快

過，期待崇真會恢復運動服務。

直至 5月份疫情緩和，復康助理

陳先生再次提供運動及協助拉

筋，我左腳肌肉鬆了很多，感激

崇真會的幫助。 

江銀英婆婆                                               

總覺得戴口罩很焗，有點麻煩，因此疫情期間很少出街，雖然

女兒也有買口罩回來，但價錢很貴，幸得職員送上有心人捐贈

的口罩，可以幫補些。多謝職員細心，在送飯時做很多防疫措

施，轉用飯盒、又以消毒噴劑清潔鞋底，真是非常謹慎！ 

疫情下心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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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歡喜 

上期答案 

今期遊戲﹕請大家數一數樹上的植物及生果數目，然後把答案寫在方格內。 

= 

= 

= 

馬海棠婆婆                                                           

疫情期間，由於要跟人保持社交距離，出街見朋友的次數都減少

了，也會主動避開人多的升降機，寧願等下一輪。疫情期間，

因有限度服務，暫停復康運動及家居清潔服務，感覺腿部的筋

腱繃緊了，腳酸酸軟軟，像無力般，又未能跟自己拉筋。5月

中恢復復康運動後，腳力逐漸恢復了。家居清潔方面，則由女

兒到訪協助，或自己閒時以長柄棍繫著抺地紙，坐在櫈仔上抹地。 

李容嬌婆婆                                       

疫情初期很擔心，暫停所有到戶服務，包括家居清潔

及復康運動，但有職員電話慰問及送上防疫物品，很

感謝中心的關懷。 

陳志平伯伯                                                            

疫情期間暫停復康運動，在沒有中心職員的陪伴下，只能靠

自己間中在家做運動，成效和次數非如職員在場督促下好。

於 6月能恢復運動服務，當然感覺開心，有職員陪伴下，能

閒話家常，令我更有動力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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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閣 

好書推介 

書名﹕《老人營養餐食手冊》                                     

《老人營養餐食手冊》一書，由台灣行政院衛生署編印，主要針

對長者的飲食需要而編寫，內容涵蓋長者的營養需求；烹調普通

餐、碎餐、半流質餐及全流質餐時須注意事項；介紹特別的輔助

餐具，以協助不同能力的長者自主進食；還設計了四十款食譜，

適合替不同吞嚥能力的長者烹調食物時作參考。             

詳細內容可在以下網址免費瀏覽(僅 10頁)或下戴(全書)。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1553 

意見大搜查  

如對本隊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來電或把意見郵寄或傳真給我們，謝謝！ 

督印人：服務督導主任陳佩青 編輯小組：中心主任林少芳、社會工作員鍾潔瑩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大埔區） 

地址︰大埔汀角路 51A 號太平工業中心第四座四樓 3室 

電話： 2657 5522   傳真： 2656 9822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1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