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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情真護老情真

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擁抱代表著愛與接納。當我們面對下一代
時，他們的天真、活潑與生命力，通常能讓我們很自然地釋出善意
跟擁抱；然而在面對上一代時，卻較容易產生代溝、衝突，甚至可
能認為他們僵化、頑固。因此聖經鼓勵我們：「子孫為老人的冠
冕；父親是兒女的榮耀。」（箴17:6）、「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
你的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他。」（箴23:22）當我們在面對上一
代時，可嘗試用感恩取代抱怨、用尊榮取代藐視，以擁抱搭起愛的
橋樑，存柔和謙卑的心，彼此體諒、溝通，盡量減少彼此之間的摩
擦與對立，建立一個互信與成全的兩代關係。

活出信仰活出信仰：擁抱：擁抱

資料來源：好消息 https://blog.goodtv.tv/goodtvblog/hug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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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特徵 圖示

0
稀薄

如水般流動迅速
可使用任何種類的杯或飲管飲用

/

1
微杰

 

比水稍微濃稠 
較稀薄液體稍微需要用力飲用 
可通過用飲管、餵食針筒或
奶嘴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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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Fit一Fit：吞嚥小知識健康Fit一Fit：吞嚥小知識

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IDDSI)是什麼？
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化創辦組織（IDDSI）
於2017年出版了一套適用於吞嚥障礙患者的
飲食框架，為不同年齡及文化背景的吞嚥障礙
患者定義全球通用的食物質地及液體濃稠度。

 
框架由八個連續等級（0-7）組成，每個等級
均以數字、文字描述及顏色作為區別。

以下為各等級食物質地及液體濃稠度之簡介，
若有任何疑問請向中心之言語治療師查詢。

我有吞嚥困難嗎？

進食時咳嗽/清喉嚨
須吞嚥數次才能吞下食物
食物殘留在口腔內
流口水
進食時食物卡在食道
體重下降及脫水

香港大學一項調查顯示，大約六成院舍長者有不同程度的吞嚥困難；本隊亦有近五
成長者有吞嚥困難。吞嚥障礙患者進食時可能會出現嗆咳、誤嚥等情況，增加患上
吸入性肺炎的風險，問題不容忽視。若發現長者出現以下情況，請咨詢本隊之言語
治療師作評估及治療：

因應不同程度的吞嚥困難，言語治療師會按照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IDDSI) 向長者
建議安全的食物質地及液體濃稠度，按需要指導長者進行合適的口肌及吞嚥運動。

https://blog.goodtv.tv/goodtvblog/category/live-out-faith/


等級 特徵 圖示

2
小杰

可從傾側的匙羹向下流出，
但速度比稀薄液體慢 
需要稍為用力才能從標準口徑
的飲管吸啜飲用

 

3
中杰

可用杯/匙羹飲用 
需要用力吸啜才能通過用標準
或大口徑的飲管飲用 　 

 

4
糊狀

通常用匙羹食用
不需要咀嚼 
匙羹傾斜時，會一整羹滑落，
落在碟上仍能保持形狀 
不含團塊、不黏稠、沒有液體
從固體中分離的現象 

 

5
濕軟及
免治狀

可以用叉、匙羹或筷子食用 
質地軟綿濕潤，沒有液體分離
團塊不大於4毫米闊，不長於
15毫米

 

6
軟質及
一口量

可以用叉、匙羹或筷子食用 
吞嚥前需要咀嚼
質地柔軟細嫩，沒有液體分離
現象
團塊不大於1.5厘米小塊

 

7
食物原狀

日常食物的各種質地(硬、脆或
柔軟)，均屬於這個等級
能以任何方式食用
食物大小在此等級不受限制，
可出現不同尺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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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吞嚥障礙飲食標準化創辦組織
https://iddsi.org/IDDSI/media/images/Translations/IDDSI_Framework_Descriptors_Final_Traditional_Chinese_Feb_2021.pdf



申請日期 出生
年份 申請日期 出生

年份

2022年8月1日至31日 1954 2023年1月1日至2月28日 1948,1949

2022年9月1日至30日 1953 2023年3月1日至4月30日 1946,1947

2022年10月1日至31日 1952 2023年5月1日至6月30日 1943,1944,
1945

2022年11月1日至30日 1951 2023年7月1日至8月31日 1939,1940,
1941,1942

2022年12月1日至31日 1950 202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 1938
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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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小天地：樂悠卡申請簡介護老小天地：樂悠卡申請簡介
樂悠咭是專為6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而設
的全新租用版個人八達通卡。

樂悠咭持有人可以每程2元的優惠票價，
享用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
通票價優惠計劃 (二元優惠計劃)下的指
定公共交通工具及服務。

合資格申請人須滿60歲或在申請日起計
的未來3個月內年滿60歲，並持有有效
香港智能身份證的香港居民。

65歲或以上首次申請樂悠咭的人士，需按下列指定日期分階段遞交申請：

65歲或以上人士須依照上述申請時間表向八達通遞交申請。
如沒有依照上述申請時間表申請，其申請將可能被延遲或不獲處理。
政府將稍後公布取消長者八達通卡及個人八達通卡享用二元乘車優惠的日期，
現有不記名租用版長者八達通卡或個人八達通將不能享用二元優惠計劃。
申請完成後，八達通將陸續寄出樂悠咭，並以手機短訊形式通知
如在收到有關短訊後10日或在完成申請後四星期仍未收到樂悠咭，請致電樂悠
咭申請服務熱線 3147 1388 直接與職員聯絡。
樂悠咭無須啟動，持咭人只需增值多於50元即可使用。



申請樂悠咭步驟

港鐵客務中心非付費區 (土瓜灣、宋皇臺、顯徑、啟德、
海怡半島、利東、黃竹坑及馬場站除外)
運輸署牌照事務處
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
政府資助的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
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屋邨辦事處
香港房屋協會 (出租屋邨、樂頤居、彩頤居及雋悅辦事處)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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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經以下指定派發地點索取附有免郵費回郵信封的申請表格

步驟二：填妥申請表格

填妥資料後，請於申請表格內指定位置貼上以下所需文件：

一：彩色或黑白的有效香港身份證副本：
　　請裁剪副本至真實尺寸並貼於申請表格上。

二：彩色護照證件相片：請將1.5吋x2吋的 　　
6個月內拍攝的彩色護照證件相片（白　　
　　色或純淺色背景）貼於申請表格上。

步驟三：郵遞寄出

填妥申請表格後，請將表格的第2頁剪下，並使用隨附的免郵費回郵信封將表格
寄回給八達通，而「申請條款」，即第3 - 4頁則請保留作日後參考。
如申請時已填妥正確資料及遞交所需文件，八達通會於4星期內將樂悠咭以郵寄
方式寄往所提供的香港通訊地址，並會以短訊形式傳送至所提供的手提電話以
作通知。

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本中心社工或

直接致電樂悠咭申請服務熱線查詢：

3147 1388（專人接聽服務時間

為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9時至下午6時）

資料來源：香港八達通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octopus-cards/products/on-loan/joyyou.html



自懂事以來，照顧母親的重任就由孝順的大森承擔。直至1982年為了與遠在台灣
的父親聯絡，被迫由內地遷往香港與父親聯繫，至今已四十年。當年大森與太太一
同生活打拼的記憶猶新，從在鞋廠做打雜、至工商日報做校對、再到吸塑廠工作一
腳踢，他不辭勞苦只為照顧家人。

勞碌工作數年後，大森的太太身體情況轉差，為讓太太有地方休養，舉家搬遷至粉
嶺軍地租牛屋。他需要每日來往元朗洪水橋工作及粉嶺軍地，雖然錢是賺多了，但
未能好好照顧太太，幾年後毅然決定請辭留在家做皮帶工作，安心照顧太太。

大森夫婦二人於1991年終獲派公屋，不用再住在充滿白蟻、
漏水漏電、飽受風吹雨打的牛屋。自1992年起，太太開始經
常出入醫院，而大森自己也在2000年開始出現長期病患如冠心
病、哮喘等，對於照顧太太，他開始感到力不從心，無奈缺乏對
社會資源的認識，只能硬著頭皮靠著一顆照顧家人的心繼續堅持。

堅持了十數年之久，太太終於獲派崇真會大埔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由中心提
供陪診、太太亦可以到日間中心參加康樂活動、做運動，大森自始鬆了很大一口
氣，得到依靠，有喘息空間，亦感到很放心。太太身體自2012年起每況愈下，同
年進入院舍。與太太分開，大森萬般不捨，兩年後決心申請較大公屋，將太太接回
家中照顧，再次擔任照顧者角色，因為他深知崇真會可以支援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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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驛站：從照顧到被照顧生命驛站：從照顧到被照顧

「開定門喇，入屋啦！」剛到達大森的家門
前，已聽到他熱情地對負責家居清潔的起居照
顧員黎姑娘打招呼。甫進入家中，工作員已馬
上被貼滿相片的牆所吸引，上面滿佈了大森參
與崇真會活動及由職員贈送的生日卡，都被他
珍而重之地貼在牆上紀念。大森邀請工作員坐
下後，開始娓娓道來自己的人生故事。 

於2015年，大森也進入了崇真會，由復康助理郭姑娘耐心協
助下做運動，由初時需要攜拐杖椅才能外出，到現時可以徒手
步行外出，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對大森來說，最難忘是在2019年太太逝世，自己從照顧者轉
變為被照顧者，期間一直有崇真會的陪伴。大森不只一次開玩
笑講：「有賴「崇真會大學」的主任擔任校長；專業同事擔任
主任；前線同事擔任老師，教識自己如何在社區生活，有急事
也第一時間幫手，帶給我一種心定的感覺。在未來的日子，知
道崇真會都不會缺席，讓我可以居家安老，安享晚年！」

服務使用者：

范大森



津貼及服務協議
每年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統計數字

每名服務使用者於「每季」
接受直接照顧服務時數

平均
18.5小時

2021年4月至6月：20.8小時
2021年7月至9月：22.3小時

2021年10月至12日：21.2小時
2022年1月至3月：8.2小時*

*此季因疫情，社署暫停所有
非緊急到戶服務，故統計數字較低。

 為每名服務使用者
提供護老者到戶訓練時數 平均2小時 7.39小時

護老者支援計劃數目 6 14

為有需要護老者提供的
訓練／活動／計劃 18 226

為服務使用者的護老者進行風
險評估佔所有個案百分率 95% 96%

由接收服務使用者個案起計
一個月內完成制訂

個人照顧計劃百分率
90% 100%

檢討個人照顧計劃百分率 90% 100%

津貼及服務協議

每年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本隊的表現

服務使用者及其護老者
滿意家居照顧服務百分率

80% 99%

有需要的護老者滿意
所接受的服務百分率

75% 100%

服務使用者及其護老者滿意
所接受的認知障礙症

照顧服務百分率
75% 98%

服務使用者或護老者滿意
所接受的言語治療服務百分率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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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至2022年度服務數據2021至2022年度服務數據



生日小祝福 照顧者防疫
物資派發

細味人生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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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活動回顧

意見大搜查意見大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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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大埔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地址︰大埔汀角路51A太平工業中心第四座4樓3室
電話：26575522  傳真：2656 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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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嘉敏


